
Imagine

Part 1

創作源於想像力，用不同的視角，自由自在、像孩子般

思考各種經驗和知識。這不僅是針對特定工作或是只在

特定時間這樣做，而是要像習慣一樣，隨時隨地用這種

方式思考。包括文化、藝術、飲食、人等，體驗和感受

世上所有的東西吧！不停思考，和身邊的人分享腦海

中的靈感吧！為此，我們要成為細心觀察世上所有事

物的觀察家 observer、透過創意破壞建造新規則的破壞

者 rule breaker、透過好奇心和夢想發現新事物的探險家

explorer。超越想像的想像！以從未想過的方法，成為改

變世界的創意人才吧。

為了發現創意的 
暖身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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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
•• 你是「看」的人？•, 還是「想像」的人？

d r e a m e r

2009年，在全球電影市場發生了一

件劃時代的大事，那就是創下 27億 8800萬美元佳績的

電影《阿凡達》上映，當時，許多電影人讚嘆表示未來

數十年間，沒有作品能打破該紀錄。更令人驚訝的是，

全球首次創下 20億美元佳績的《鐵達尼號》與《阿凡

達》都是出自同一導演之手，另外還拍出《魔鬼終結

者》、《異形》等名作，這位導演就是詹姆斯 · 卡麥隆

James Cameron。他是如何拍出這些赫赫有名的電影？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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訣就是「想像力」。卡麥隆曾說過，超越時間和空間的

想像力，正是他電影的根基。

 ◌ 從「魯蛇」

 ● 變成「大師」

1954年，詹姆斯 · 卡麥隆出生於加拿大的一個小

鎮，小時候他沈迷於科幻小說，書是帶他前往另一個世

界的通路，也是滿足他好奇心的想像寶庫。不用上課的

日子，大自然就成為他另一個想像力的泉源，卡麥隆在

森林中抓青蛙和蛇，並把牠們放到顯微鏡下觀察，充分

滿足了他的好奇心。簡單來說，他是一個只知道科學的

怪人！卡麥隆想要理解這世界的可能性與界限，科學對

他來說，是能滿足他無限好奇心的工具。

他會沈迷於科幻，是因為當時世界非常關注月球和

深海探險。在電視中出現的海底風光，是小卡麥隆從未

想過的景色，所以 15歲時他學了深海潛水。他在海裡

探險 3000個小時左右，觀察到比自己想像還要多的生

命體，這更加豐富了他的想像力。卡麥隆一直想把自己

想像的故事和圖像給世界看，所以從小他就想成為一名

電影導演。為了將科幻小說中的文字轉化成圖片，他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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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腦海中立起一個大螢幕，展翅翱翔於想像的世界。

但他的人生並不順遂，「學生時期被排擠、大學中

輟、成為卡車司機」，從他的經歷就可以看出他經歷過

各種苦難。即使在如此艱困的生活中，他仍然沒有放棄

的就是想像力。其實，在履歷中沒有記載的才是他真正

的潛力——「電影迷」、「驚人的想像力」、「豐富的藝術

感」。

他的第一部熱銷作品《魔鬼終結者》也是如此誕生

的，他以電影導演當作條件，僅用 1美元就出售了他的

劇本，誰能相信他只用 640萬美元的成本，卻創造了

7830萬美元的電影票房？這個成本遠低於當時電影製

作金額的一半，尤其是充滿特效的科幻電影，成本竟然

如此低，誰能想像得到？但卡麥隆在這種現實環境下，

依然實現夢想，所以他的想像力才更耀眼。

卡麥隆曾說好奇心才是我們最佳的武器，想像力才

是實現好奇心的力量，若想要持續想像，那就得不斷地

探險，這是因為比起人類的想像力，大自然的想像力更

加無邊無際。不要自我侷限、不要害怕失敗的探險精

神，是實現卡麥隆想像力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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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花錢之前

 ● 先用想像力

「勇於挑戰的企業家，在花錢之前先用想像力。」

這是美國華頓商學院伊恩 · 麥克米倫 Ian McMillan教

授曾說過的話，不管是什麼事，只要好好運用想像力，

不僅能省錢，其效果也非常出眾。其實這句話也說出想

像力的偉大，在我們周遭常常可以看到運用想像力，以

有限的費用創造出極大效果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就是讓詹姆斯 ·卡麥隆導演大放異彩的

電影《魔鬼終結者》，這部 1984年製作的科幻電影，無

人不知，無人不曉。電影描述從未來來到現在的殺人機

器人所發生的故事，在當時以驚人的特效而聲名大噪，

許多人認為這部電影的製作費應該很可觀，但其實並非

如此，僅花了 640萬美元！這遠低於當時美國商業電影

的平均製作費，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其實《魔鬼終結者》原先劇本是描寫與未來機器人

開戰的故事，但若想要在畫面中呈現未來戰爭的場面，

就需要高額的費用，所以才徹底改變故事的設定，也就

是說，在花錢前先運用想像力，將時間的設定從未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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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現在，所以成了現在我們所熟知的內容——從未來來

的殺人機器人，為了殺掉現實世界的約翰 ·康納而來到

現代。

這絕對是令人讚嘆的想像力，裡面不是動用成群的

機器人軍團，而是只用一個機器人就結束，除此之外，

卡麥隆為了將特效縮減到最少，選擇慢慢公開魔鬼終結

者的樣貌。在高潮畫面中魔鬼終結者的全身模樣，是利

用模型以定格動畫的方式拍攝，而且還設定當時魔鬼終

結者受傷了，故意讓動作呈現不自然狀態，從技術層面

來看，即使畫面品質不是那麼好也沒問題。卡麥隆說：

「真正偉大的想像力是超越錢的界限。」

在廣告中也能看到像這樣的例子，以咖啡廣告為

例，說到代言人通常都會想到明星，這些代言人的共通

點就是片酬高昂，最少都要價數百萬，但企業依然用這

些代言人的原因是什麼？那是因為咖啡是一種嗜好食

品，味道上幾乎沒有什麼差異，所以才會想要用代言人

的形象，達到銷售效果。

然而，2009 年有一個廣告用創意打破了這個原

則，那就是麥斯威爾的廣告，這個廣告從一開始就不一

樣，他們在花錢之前先運用了想像力。他們大膽捨棄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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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選擇和集中更重要的「均衡」

 ● 設計思考

解決問題時，你喜歡用直覺思考還是分析思考呢？

2010年全球十大最具影響力商學教授之一的羅傑 · 馬

丁 Roger Martin強調要跳脫二選一的思考，而是將兩種提

案的優點整合成一個新的提案，這樣才可以創造出新的

差異，他將這個稱為「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也就

是分析思考的邏輯和直覺判斷的創意相互作用，達到均

衡的狀態。而且，這也是思考的型態從未知（無法說明

的可能性）深化為經驗法則（創造出解決方案的經驗法

則）和演算（算出解答且可預測的公式）的過程。

看一下麥當勞的例子，1940年代美國中產階層快

速擴張，汽車文化也隨之發展，麥當勞兄弟看到人們開

始享受財富和悠閒，開始思考人們需要的是什麼，之後

他們開了外帶餐廳，讓消費者開著車，只要先訂購就可

以直接外帶。雖然餐廳的生意越來越好，但卻發生了一

個問題，因為 BBQ燒烤的時間過長，難接更多汽車訂

單。

麥當勞兄弟又再次苦惱，去海邊玩的人們會想吃什

麼東西呢？答案很簡單，他們將菜單精簡到 25種，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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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漢堡標準化，不僅如此，還開始推出得來速服務，顧

客可以開著車直接到窗口取餐，結果十分成功，也創立

了快餐店這樣的概念。

寶僑 Procter & Gamble, P&G也是透過思考設計獲得成果

的代表企業。2000年 6月陷入瓶頸的 P&G出現一位名

為艾倫 · 雷富禮 A. G. Lafley的 CEO，他認為公司業績停

滯不前是因為沒有將嘔心瀝血開發出來的未知轉換為經

驗法則。他做了一個「連結開發」Connect and Develop的項

目，所有過程不單在內部進行，而是與公司外部的創新

者連結，開發新產品，一半以上的產品創新要來自外部

創意，這就是他的目標。從 2006年開始，35%的新產

品採用來自寶僑以外的要素，另外他還減少研發費用，

將產品成功比率提高了五倍。

赫曼米勒 Herman Miller 製作的 Aeron座椅也有相同

的歷史，沒有襯墊，只有一些小孔的座椅，卻獲得無數

的獎項，並成為紐約現代藝術館永久珍藏品。當時要開

發時，赫曼米勒觀察辦公室中坐在椅子上的人們，發現

他們很常換姿勢，這是因為椅子靠墊吸收了太多熱，為

了解決這一點，他們使用了類似網紗的材質，但卻因為

獨特且透明的外觀遇到阻礙，因為椅子在當時是身分的

象徵，如果當時是對椅子進行分析思考，而不是藉由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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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進行直覺思考的話，那麼世界上就不會有這種產品

誕生。赫曼米勒將產品開發目的忠實地傳遞給消費者，

Aeron座椅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椅子。

近幾世紀被稱為 No.1企業的蘋果！他們的成功神

話起源於 iPod，雖然 iPod的確是非常劃時代的發明，

但擁有創造 iPod能力的公司不在少數，他們只是沒去

實行，原因是什麼？就是因為分析思考，有許多企業認

為要開發像 iPod一樣的產品，站在事業的角度來看風

險太高，但直覺判斷十分優秀的賈伯斯卻把握了機會，

主導市場，因此成就了今日的蘋果。

網狀般的洞（右圖）有助通風

就算坐再久也維持高舒適度的 Aeron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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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賈伯斯的直覺不是每次都能成功，過去反而

因為忽略分析思考，導致 Apple TV、PowerMac G4 

Cube、Nexus 等產品失敗，但這些失敗的經驗促進賈

伯斯設計思考的能力，其後的 iPhone、iPpad接連成

功，製作出主導市場的產品。

《設計思考》作者羅傑 ·馬丁這樣說：「在未來，能

使用分析和直覺均有的設計思考型領導者，將會做出改

變世界的偉大創新。」

 ◌ 找出與他人不同的

 ● 百分之一

創意思考的起點在於掌握問題的本質，不過在關鍵

時刻出擊的解決者，絕不是只知道問題的核心就可以，

那麼要怎麼樣才能成為了解問題本質並正確出擊的解決

者呢？

一，平常就要設定各種狀況，對此進行模擬。其

實，我們生活中的突發狀況並不是那麼多，從某些角度

來看，這都是可以預期的事情，如果沒有透過練習，事

先準備，那麼就算是發生再怎麼顯而易見的狀況，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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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哥倫比亞大學的某研究團隊做

了一個有趣的實驗，他們將 60隻白老鼠分成兩組，把 A

組的老鼠放進沒有隔間的寬廣空間，並放進玩具，把 B

組的老鼠放進 30個有隔間的空間，讓牠們獨自生活，

兩個月後他們將 A、B組老鼠的腦解剖，發現了非常驚

人的結果，A組老鼠的神經元 neuron（神經細胞）緊密連

結在一起，而 B組的老鼠卻呈現相反的結果。這與最近

研究發現遊戲能促進腦部發展並激發創意一脈相通。

連結
•• 將看起來毫無關係的點•, 連起來吧

c o n n e c t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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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由於腦科學發達，因此我們能透過各種方式對

人腦進行研究，尤其是各種活動會對人腦有什麼影響的

研究非常多，有趣的是有一項研究指出人類在創意思考

時，腦會連結不同區域進行反應，也就是說，比起一般

人，創意人才的神經元更加緊密連結，進行創意活動

時，會連結無關的大腦領域進行反應，那麼在商業的世

界中，是如何利用這種連結的力量呢？

 ◌ 21世紀的財富
 ● 在連結者身上

阿里巴巴、亞馬遜、Facebook、Apple、Google、

LINE 等，只要聽到名字大家都會點頭表示尊敬的企

業，他們的成功祕訣到底是什麼？他們的共通點就是

不是單純生產產品提供服務，而是將人們需要的產品

和服務相互「連結」獲得成功。阿里巴巴僅是連結別

人生產的東西，公司估價就超過 15兆新台幣（2018年

1月）。

對他們來說，連結就像是生成新模式的魔法，能創

造財富的人或許不再是製作產品的人，而是連結者。即

使沒有產品、沒有工廠，也能一口氣就超越其他人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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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動用數百人所製造出來的產品。他們說現在不再

是存在和擁有的時代，而是連結和掌管的時代，在這個

時代身為連結者，應該要迅速應對變化。那麼這些企業

的策略是什麼？

第一個是策展 curation，收集大量的資訊，篩選整理

內容，創造出新的價值，並對外傳播與分享。現在每

月瀏覽數超過 12億的大型媒體網站《哈芬登郵報》或

《讀者文摘》的成功祕訣是因為他們擁有擅於選擇的策

展人。Yahoo、Google等企業以搜尋引擎為基礎，經

過整理的大量資訊可以說是他們的競爭力，我們看到的

各種資訊，都是這些企業選取並整理過的內容。

第二個是平台網路效應 platform network effect。阿里

巴巴、亞馬遜、PChome 等連接賣家和賣家，商店連

結店鋪和顧客，Facebook 等社群網站則連結不同的

人，促進他們之間的交流和交易，後者被稱為「動員

者」Mobilizer，是只為了某種目的而聚集人或物資的人。

舉例來說，近來成為話題的 O2O Online to Offline離線

商業模式。用 online（線上）聚集人們，推進 offline

（線下或離線）發展就是他們的策略，外送服務、洗

車服務、中古車銷售、汽車修理等都是屬於這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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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開創版圖，蒐集商品和人，建造連結人和商品

的生態界。這一切都是靠連結達成，Google、Apple、

Facebook、亞馬遜等世界一流企業都是用連結來開拓

版圖，聚集人力物資而成功。

第三個就是用獨特的創意來決一勝負的觸媒企業。

美國 MIT商學院的理查‧史馬蘭奇 Richard Schmalensee

在著作《Catalyst Code》中曾提及觸媒企業，所謂觸媒

企業是發現彼此需要卻難以直接見面的兩個群體，藉由

有效連結這兩個群體來賺錢的企業。

最具代表的企業就是一個名為 Active的美國公司，

這個公司是如何賺錢的？其實很簡單，他們的角色類似

房地產仲介，將兩個看似毫無關係卻彼此需要的人連結

起來，最經典的交易之一就是處理掉某電視公司的電視

機庫存。

當 3D電視推出後，該公司的平面電視存貨就一直

積在倉庫裡，為此，Active去尋找需要平面電視的客

戶，而不是 3D電視，那時他們找到正在翻修的飯店，

其實飯店並不需要昂貴的 3D電視，因為難管理又很

貴。發現這一點的 Active將平面電視賣給飯店，一半

收現金，另一半則是收住宿券，站在飯店的立場，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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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是清飯店的空房間，也就是說用半價就買到電視，電

視公司則是能清空庫存，對雙方都是有好處。

不僅是這樣，Active再將飯店住宿券賣給旅行社，

結果參與這個交易的電視公司、飯店、旅行社都獲利，

Active則從中獲得高額的佣金，所有人都成了贏家。連

結是創造的起點，而這種連結的天才能改變世界的時代

也到來了。

 ◌ 在沒有新東西的世界

 ● 發現新東西的方法

「創意就是連結」。

這句話出自 21世紀最有創意的賈伯斯口中，將看

起來毫無關係的東西連結起來，創造出新事物的過程

中，有變化和創造時代中最需要的創意。那麼要怎麼連

結，又要將什麼連結起來呢？密西根大學 Mary Gick博士

和 Keith Holyoak博士將大學生分成兩組後，問他們相同的

問題，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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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要治療胃癌患者，醫院打算用

放射線去除腫瘤，但因為腫瘤太

大，如果一次清除的話，放射線的

量過大，這會導致其他器官受損，

但若是用一段時間慢慢治療的話，

癌細胞轉移到其他器官的可能性很

高，大家會怎麼做呢？

他們要 A組馬上回答，而 B組則是先跟他們說了

與問題毫無關係的舊戰爭故事後，才要他們回答。結果

怎麼樣？ A組中說出正確解答的人只有 10%，而 B組

則是有 75%的人接近正確答案。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現

象？這是因為將癌症治療和戰爭故事這兩種毫無相關的

東西連結起來的過程中，發揮了創意，他們跟 B組說

的戰爭故事是這樣的。

某國為了佔領敵軍的城堡而進行軍

事訓練，但有一個問題，到敵城的

路十分窄，沒有辦法一次進攻，因

此他們選擇用襲擊的方法攻城，並

在各種地方進行夾攻，最終在攻城

戰中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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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組學生聽了這個故事後，與放射線治療做聯想，

他們回答，若使用一個強烈的放射線，則會使周圍的器

官受損，那麼可以使用微弱的放射線從不同地方下手，

如此一來，可以降低周圍器官受損度，將各種放射線集

中在一點，也能達到強烈放射線的效果，這是連結醫學

和軍事戰略這兩種看似毫無關係的內容後，找出創意解

法。找出想法的連結點，就是找出看不見的共通點，這

個實驗證明優秀的點子不僅是天才瞬間的靈感，而是在

與其他點子連結的過程中誕生的。

像這樣，透過連結引發創意的案例其實非常多，阿

基米德在思考如何測出黃金的純度時，看到自己的洗澡

水溢出去的景象，而得到答案；古騰堡 Johannes Gutenberg

到葡萄慶典上看到擠葡萄汁的機器，才想出印刷機的關

鍵點子；亨利 ·福特看到豬隻屠宰場的系統，將其連結

到汽車製作上，製作出輸送帶。

我們也將改變人類歷史的事件稱為「意外發現」sere- 

ndipity，也就是說意想不到的發現，雖然不是個錯誤的用

詞，但也不是個正確的說法，因為即使是意外的發現，

也是將預料中的想法具體化或提高它的可能性，拼上最

後一片拼圖。與其他領域連結，就是最關鍵的那一片，

找出其他人沒有發現的連結點，這才是創意的起點。



優秀的點子

不僅是天才瞬間的靈感，

而是在與其他點子

連結的過程中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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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防止吸塵器內的異物跑到外面，大部分的人認

為有集塵袋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戴森發現集塵袋會

降低吸塵器吸力後，開發出全球第一台沒有集塵袋的吸

塵器。為了不讓吸塵器內部生成污染物質，戴森強化吸

塵器內部吸力，發明出排出乾淨空氣的吸塵器。

無扇葉風扇被選為戴森第二個創新產品，他們又

再次提出根本性問題——「為什麼電風扇一定要有扇

葉？」他們觀察洗手間內的烘乾雙手的烘乾機後，開發

出無扇葉風扇 Air Multiplier。

戴森發明的無扇葉風扇， 
透過根本性問題發明出史無前有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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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和敘事是雙向關係，敘事模仿人生，人生模

仿敘事，強調敘事人生的哲學家阿拉斯代爾 ·麥金泰爾

Alasdair Macintyre說我們的人生擁有開始、中間和結尾的

故事型態，人們在這種故事網路中誕生，透過故事中的

問題來定義自己人生的目標。

現在被稱為說故事的時代也不為過，如今故事可吸

引人們的注意，並運用在各個領域，那麼要用哪種方式

說哪些故事呢？

 ◌ 不是賣商品，而是賣故事——

 ● 說故事行銷

丹麥未來學者羅夫傑森 Rolf Jensen預測為消費者提

供夢想和感性、成為差異化核心的夢想社會 dream society

將會到來。在夢想和感性的時代—— 21世紀中，故事

創造附加價值，藉此還能創造新市場，現在人們不只是

單純購買商品，而是購買商品中的故事，行銷學者將其

稱為「故事行銷」，其中有三種方法。

首先是最一般的方法，為品牌加上故事並宣傳的品

牌故事法，這裡有無數個例子，不過我們來看看透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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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來提升品牌知名度的萬寶路 Marlboro的故事吧。

1800 年代末期有一位就讀波士頓

某理工大學的半工半讀的窮學生，

他與某地方富豪的女兒墜入愛河，

由於家裡反對，度過了一段辛苦的

歲月。某天為了把兩人分開，女方

的家人將女生送到遙遠的親戚家，

男生為了找女生，徘徊了幾天幾

夜，身心都十分疲倦。

某個下雨天，男生又跑到女生家等

候，終於見到回家的女生，但女生

卻丟下了一句晴天霹靂的話，「我明

天要結婚！」無能為力的男生只拜

託她一件事，「在我抽這根菸的時

候，妳能陪在我身旁嗎？」女生點

點頭，男生拿出菸點火。當時的菸

因為沒有濾嘴，所以很快就抽完了，

這讓男生感到更心痛，因為最後與

女生相處的時光太短暫，一直是心

中的遺憾，所以日後他發明出有濾

嘴的菸，這能讓菸慢慢的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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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流逝，始終對女生難以忘懷的

男生，某天聽到她的消息，她的丈

夫很早就離開人世，女孩一個人生

病住在貧民區。某個下雪的冬天，

男生去找女生，對她說我還愛著

妳，請跟我結婚吧。感到手足無措

的女生說需要一段時間思考，結果

隔天被發現已經上吊自殺，陷入哀

傷的男生回想過去自己徬徨的樣

子，將自己開發出來的香菸命名為

「萬寶路」。

萬寶路是取「Man Always Remember Love Because 

Of Romance Over（男人因逝去的浪漫而永遠記住愛

情）」每個字首拼成的字，聽完這個故事看到萬寶路彷

彿能看到忘不了初戀的男生。

第二個是不受時間限制，與消費者實時創造故事，

這就是將數位技術當作媒體環境和傳達方式進行的數位

說故事法，一般來說故事有開始也有結尾，但是數位說

故事法是現在進行式，這是利用數位裝置與消費者時時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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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人們會偏好這種方式？這是因為人們不再想

要開頭跟結尾都很明確的敘事方法，只想享受故事進行

的過程，這是智慧型裝置創造的新趨勢，最具代表性例

子就是不久前上映的《愛上變身情人》，其原作是英特

爾與東芝的廣告「The Beauty Inside」。

主角每天早上醒來，都會變成另一

個人，他的名字是艾利斯，雖然內

在一模一樣，但每天早上一醒來，

外表就會變成不同性別、國籍、年

齡的陌生人，因為每天不斷改變的

外貌，常會遇到一些哭笑不得的狀

況，而且也不能談真正的感情，他

只能擁有一日之情。

原本艾利斯覺得以不同的人生活沒

有什麼問題，直到他愛上了一個女

人後，就產生劇烈變化，他愛上了

像是命定中的女人莉亞，他雖然常

去找她，但每次都是不同的模樣，

星期一是白髮老爺爺、星期二是少

女、星期三是 10 幾歲的年輕人、

星期四是 30 多歲白人女性、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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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他又以不同的模樣去找她，雖然

莉亞一直在等艾利斯，但卻見不

到她所認識的艾利斯，只能傷害對

方、十分痛苦的兩人，最終因為知

道對方的真心，愛情的力量讓艾利

斯不再變化。

這部影片總共拍了六篇，雖然故事的結構很單純，

但能吸引人們的情節卻處處可見，就像是看了一部電

影，故事構成非常完整。

原作和電影有一個不同的地方，劇中的艾利斯

將自己每天改變的外貌用影片拍下來後上傳，透過

Facebook與觀眾互動，就像是真實存在的人物一樣。

2013年坎城創意節大獎的「The Beauty Inside」中的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