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造力和设计思维
Creativity and Design Thinking

蛮力



• Creativity is the attribute of bringing into 
existence a unique concept or thing that 
would not have occurred or evolved 
naturally.

• 创造力是产生一个不会自然发生或进化的
独特的概念或一个事物。

Creativity创造力



• The creative person combines, mixes and 
expands past experiences so that new, non-
obvious concepts, variations, or extensions of 
knowledge are generated.

• 有创造力的人结合，混合或扩展过去的经
验，从而生成新的非显而易见的概念、变
异或新知识。

Creativity



• 1. Creativity by Frontal Attack –

蛮力理论-应用正面攻擊创造

• 2. Cognitive Theory

认知理论

• 3. Inter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跟环境互动

• 4. Connection of Ideas

连接不同的点子

The Theories of Creativity创造力理
论



* 1. Creativity by Brute Force蛮力理论

– 尝试各种方法，直到成功为止。

The Theories of Creativity
创造力理论



Brainstorming
头脑激荡



Exercise 作业

Use brainstorming techniques to solve one 
of the following problems.

使用脑力激荡技术，解决以下问题之一。

1。 Approaches to encourage more graduate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

鼓励更多的毕业生创业的方法。
2。New applications of 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的新应用。
3。Stop people from littering on the street.

阻止人们在大街上乱扔垃圾。



• 2. Cognitive Theory认知理论
– It is related to the internal mental information 

processes such as problem solving, memory, and 
language.

– 它关联到大脑处理信息流程如解决问题的能力、
记忆、和语言等。

The Theories of Creativity
创造力理论



• 2. Cognitive Theory认知理论
– The more general insight is that we humans have 

no direct access to reality. Our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 whatever it is, is mediated through our 
structured conceptual systems in the mind.

– 更一般的解析是：我们人类有没有直接接近现
实。我们的理解的现实，不管是什么，是通过
我们在头脑中的结构化概念系统介导。

The Theories of Creativity
创造力理论



Convergent Thinking

收敛思维

目标：制贺卡

认知：所需的部件

如纸、剪刀、画笔

、彩色原料等。



Divergent Thinking
发散思维

问题：手机有哪些
不同用途。

认知：通话、通讯、
摄影、无联网、照
明、镜子等。



Auspicious Fruits and Homonyms

同音字的关联（发散）

大吉大利

黄梨-旺来



Use of Homonyms
同音字的关联



Mind Mapping
心智图

是发散思维方法之一

Anthony Peter Buzan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e/eb/Buzan.jpg


Six Thinking Hats using Mind Mapping



Creative individual organises everything into categories on 
a subconscious level as do all individuals, but the creative 
person’s categories tend towards divergence rather than 
convergence, and as a result of this divergence the 
creative person can recognise relationships which would 
not otherwise be apparent.

有创造力的人，和所有个人一样把一切信息分类在潜
意识的层面上。但有创造力的人的类别趋于发散，而
不是，以收敛。由于这种分歧有创造力的人可以认识
到本来不明显的关系。

Creative Person’s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有创造力的人组织信息的方法



3. Inter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跟环境互动
◦ Rogers states that creativity i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idea caus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 
unique individual and the events, people and 
circumstances of his life.

◦ Rogers 认为创造力所产生的一个新的点子是由
一个独特的个体与事件、人和他生活的环境之
间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

The Theories of Creativity
创造力理论



–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certain conditions must 
be present in the creative person and certain 
conditions must be present in the creative 
person’s environment. 

– Their coincidence is somewhat a matter of luck 
but the more talented the individual and more 
varied his or her experience the more likely the 
coincidence will occur.

– Example: Gunpowder, gun and rocket.

The Theories of Creativity
创造力理论



–根据这个理论，有创造力的人必须有某
种条件，他所属的环境也必须有某种状
况。

–这两个条件巧合在一起有时是一个运气
的问题。但个人如有才华和更多样化的
经验。巧合就越有可能会发生。

–示例：蒸汽发动力、火药、炮和火箭。

The Theories of Creativity
创造力理论



– 根据这个理论，一定条件下必须存在于有创造
力的人，一定的条件必须存在于有创造力的人
的环境中。

– 他们巧合在一起有点是一个运气的问题。但个
人如有才华和更多样化的经验。巧合就越有可
能会发生。

– 示例：火药、炮和火箭。

The Theories of Creativity
创造力理论



沸腾的水和蒸汽引擎。



从环境得到答案
Solution from the environment 



• 仿生学是对自然的模仿。寻求动物或植物
解决相似或类似问题的方法。

Bionics 仿生学
(Nature Analysis)



Bionics 仿生学



水
果
之
王

新加坡的音乐厅(Esplanade)外形如榴莲壳。

仿
造
创
新



南洋理工大学的学习中心外形如点心蒸笼。

仿
造
创
新



• 4. Connection of Ideas

连接不同的点子
• Koestler suggests that all creativity ha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that a relationship is seen to exist 
between two entities which are not previously 
recognised as being connected.

• 库斯勒表明所有创造力存在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发
现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这关系之前没有被视为
是连接的。

The Theories of Creativity
创造力理论



通过创造产生新点子



• 点子像兔子一样，你可以从一对兔子开
始，学会如何处理他们，......

点子



• 你很快就有一打兔子.

点子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8/81/Singapore_Merlion_BCT.jpg


Merlion 鱼尾狮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Singapore_Merlion_BCT.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MerlionSentosa.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Merlion-Mount_Faber.jpg


http://www.draconian.com/dragons/Images/Chinese Dragons/Chinese-Dragon-Green-17-large.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Sylvilagus_floridanus.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White-tailed_deer.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Micrurus_tener.jp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f/f1/Harpagornis_claw_vs_eagle.pn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8/83/Giant_clam_detail.jpg


有翅膀的龙 – 改进点子

有何缺点？



Mermaid 美人鱼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Waterhouse_a_mermaid.jpg


印度的象神 - Ganesha



孙悟空 Sun Wukong



朱八戒 – Zhu Bajie



Morphological Method ：形态法

Head 头 Body 身 新产物

美女 鱼尾 美人鱼

狮子 鱼尾 鱼尾狮

猴头 人身 孙悟空

猪头 人身 猪八戒

象头 人身 印度象神





卡通人物



Ying-Yang Steamboat



不用动物用植物



南瓜人 - Pumpkin Man







Yuan-Yang Steamboat 鸳鸯火锅



3 合 1 and 4 合 1



RISIS Orchids – 镀金的兰花

花+金

美和耐



花 + 金



更多美丽的花





不同的组合

头/上部 尾/下部

1 象 人

2 狮 鱼

3 美女 马

4 马 牛

5 鱼 象

6 鹿 狮

7 鸟 龟





能源 灯泡 亮度 大小 风格 外观 材料

交流电 电气灯泡 微暗 特大 摩登 黑 金属

太阳能 钨丝灯泡 中庸 大 古董 白 瓷器

电池 荧光灯泡 亮 中 罗马 金属 混凝土

天然气 节能灯泡 可变动 小 先进 土色 骨质

汽油 LED 手提 工业 陶瓷的 玻璃

手摇
等离子灯

泡
古板 自然的 木质

编织品 石质

塑料



属性 (attributes)包括：
特点(features)、功能(functions)、利益(benefits)

关系分析（Relationship Analysis)包括:
属性、应用场所、使用者、包装和所有跟产品有关

的项目等。

例子：家用清洁机-可包刮
1。清洁工具 2。清洁剂

3。要清洁的物品 4。包装
5。要清除的物体 6。使用者

7。特点 8。功能 9。利益。



清洁工
具

清洁剂
要清洁
的物品

包装
要清除
的物体

使用者 特点

扫帚 酒精 地毯 瓶装 血 男人 快干

毛刷 氨 车身 罐装 赃物 女人 无水

真空 消毒剂 地 喷雾罐 食物 小孩 免电

水龙带 松油 玻璃 盒装 泥土 佣人
可清
洗

抹布 加味剂 烘炉 手提 油渍 自动 易用

海绵 除臭剂 细菌

钢丝绒



Self-Driving Car

Radical Changes  激进的变化





作业

• 选择一个行业：列出这个行业的属性和属
性的不同的元素。

• 选出一两个在这行业创新的方法。



去有利润和增长，和没有
竞争的地方！

创造力是关键！



• Creativity is the connecting of two or more 
ideas not previously connected to come out 
with something new and useful.

• 创造力是连接两个或更多以前没有连接
的点子，产生出新的和有用的东西。

Summary of the 
Theories of Creativity
创造力理论摘要



• To bring about this connection, the creative 
person must have knowledg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separate ideas and the 
connection to provide the solution.

• 要产生这种点子的连接，有创造力的人
必须有独立思想的能力和解决方案的知
识。

Summary of the 
Theories of Creativity
创造力理论摘要



• Environment gives exposure to the knowledge, the 
necessity and motivation to solve a particular 
problem.

• The peace of mind for thinking (incubation) gives the 
connection.

• 环境让人接触到知识、需求和动机来解决特定的
问题。

• 一个平和的思维心态（孵化）带来该连接。

Summary of the 
Theories of Creativity
创造力理论摘要



• There are many creative tools to assist 
creative thinking. These tools are useful and 
can be taught.

• 有很多创造性的工具可以协助创造性思维。
这些工具是可以教和学的。

Summary 摘要



• Creative solution depends on hard work, 
time and energy spent thinking of the 
problem. 

• 要获取创造性的解决方案，需要艰苦的工
作、和花时间和精力思考问题。

• Creativity also depends on individual 
knowledge and inspiration.

• 创造力也取决于个人的知识和灵感。

Summary 摘要



Creativity is 3% inspiration and 97% perspiration!
创造力是 3%的灵感和 97%的汗水！



• 头脑激荡 - brainstorming

• 形态分析-morphological analysis

• Synectics 理论

• 空隙分析-gap analysis

• 检查表-check list

• 属性表- attribute analysis

• 智囊团-think tank

• 仿生学 – bionics

• 情景分析 –scenario analysis

• 推断-extrapolation

• 其他-others

创造力工具



TRIZ 的发明人
Genrich Altshuller

阿特休勒

他自己也是天才的发明家：他在
十四岁时获得他的第一项专利。

76

TRIZ ：<<发明问题解决理论>>



这应该给肮脏的小子一个瞄准的目标。

有效的资源可以在最奇特的地方找到 77



创业的程序 –设计思维

Design Thinking



设计思维

• 以设计为基础的学习：采用这方法的原因
是企业家的思想及行为类似于设计师。

• 赫比.西蒙认为以设计为基础的课程更适用
于应用学科。

79



三
大
领
域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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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思维-1。灵感

了解问题背景，追求灵感

1. 有何痛点/问题？商机何在？
2。观察人们的行动，思想，需要和要求。
3．有何商业上的限制？（时间，资源，市场?）
4.  从开始便考虑工程，营销，制造等各方面。
5．注意特别的顾客如孩童，乐龄人士等。
6．安排特别的房间以方便分享灵感，用故事来

了解问题及解决方法。
7。考虑用新的科技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吗？

82



成功创业的要素 – 分析点子的成功率

技术 –生产

点
子

市场 -人

资金



成功创业的因素

点子 市场技术

资金



设计思维-2。点子

应用创造力，产生点子

8。企业内部有有价值的的点子，资产和专业技能吗？
9。结合所有信息而列出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
10。进行头脑激荡！
11。编写多种笔记，编造场景。
12。建造有创意的框架。
13。应用组合式的思维。
14。把顾客放在所有的考虑中。
15。发展原型，测试原型。如有问题，重复制造，测试。
16。应用更多的故事，生成更多点子。
17。团队集体讨论/沟通，不私自作决定。
18。继续改进/发展原型，通过用户，内部测试原型。

85



设计思维-3。实行

生产、销售

19。设计产品，生产产品。

20。帮助营销部决定跟客户沟通的战略。

21。把产品推出市场。

86



你认为以下哪一个因素对创业的成
败影响最大？（只选一个）

0%

90%

6%

4%

1 2 3 4

1. 科技

2. 市场需求

3. 资金

4. 上帝的保佑



设计思维及快速原型

• 设计思维是一种方法/进程以
– 调查含糊不清的问题、

– 获取信息、

– 分析知识，和

– 解决设计和规划领域的难题。

• 作为思维的一种样式，一般认为包括以下的能
力：
– 深刻了解问题的本质

– 建议创造性的见解和解决方案，

– 合理性分析各种解决方案以选出最佳的策略。

88



设计思维及快速原型

• 采用这方法的原因是企业家的思想及行为
类似于设计师：所要解决的是模糊的问题。

• 采用设计思维模式时，企业会将潜在的解
决方案──包括产品、流程和服务──制成模

型，这些模型通常会使用简单的材料，然
后对其进行测试并根据用户反馈快速地进
行调整。

89



设计思维

• 设计思维包括

– 观察力，实地调查能力

– 发散和收敛的思考过程

– 搜索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

– 分析和合成技巧

– 批判能力

– 信息反馈

– 创造力

– 解决问题和价值创造的技巧。

解决方法

抓老鼠的方法

90



发散和收敛的思考过程

• 怎么样阻止人们乱丢垃圾？
– 罚款

– 坐牢 发散
– 劝说

– 教育

– 罚他们扫地

– 任其自然发展

– 给他们每人一个垃圾袋

收敛

罚他们扫地

91



设计思维

• 通过设计思维教创业可以帮助学生

– 利用观察,

– 实地调查和

– 对价值创造的了解

• 来识别独特的创业机会并采取行动.

92



设计思维及快速原型制作

• 分成两人一组，A和B

• 首先，A问B他希望他的钱包有什么特征。

• 然后，B问A他希望他的钱包有什么特征。

• 之后，A和B开始制作B/A所想拥有的钱包。

• 然后把原型交给对方，问是不是符合他的要
求。如果不是，则作改变，直到符合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