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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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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改進補助計畫申請表(一般性內容) 
填表日期 104 年 4月 24  日 

單位別 哲學系 計畫主持人 米建國 承辦人 姓名：胡儀婷 

連絡電話：6212 

計畫名稱 
哲學創意與文化行銷 

教學改進計畫 

課程

名稱 
哲學與創意 符號學與文化行銷 

授課教師姓名 米建國、莊文瑞、黃筱慧 

執行內容與方

法(可擇一填

寫) 

 

1、課程改進目標 
本系原先以「哲學的應用」、「哲學實習」申請並執行教學改進計畫實

施至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告一段落；為配合學校校務發展計畫規劃總結性課

程，首先於 104學年度規劃「哲學與創意」、「符號學與文化行銷」課程做

為總結性課程前導課程，以「哲學與創意」課程嘗試建立業師群組。 

之前所實施之教學改進方案，課程的教學方式已趨向成熟，所邀請之多

數講師累積幾學期多次的授課經驗，講授技巧與內容已有長足之進步，本系

於 104學年度將推動建立業師群組，在「哲學與創意」課程中有系統的推出

系列主題，邀請 3～4位業師開設群組課程，另再搭配「符號學與文化行銷」

課程的講授，培養學生就業職能，我們的目標是：為「哲學」尋求一個屬於

自己的「創意」天空。 

 

2、規劃見習實習課程、邀請業界具實務經驗人員演講或諮詢 
（1）執行內容： 

時代的變遷，本系的教學也需配合改進，本系高達八成到九成的畢業生，

於畢業後隨即進入就業市場，必須將所學轉為職能，以利尋求未來的工作機

會。本系規劃深度結合業界職能之課程實屬必要，並善加利用業界系友資源

投注學生之教育訓練。此課程需要經費投入用以提升哲學教學的實用品質，

並促進哲學系學生的學習成效。 

我們希望透過教學改進計畫，務實且有效地增進哲學系學生的就業力，

希望能達成三項目標： 

強化哲學知識的應用與創新，以期學用合一。 

善用社會資源與系友力量，學習職場寶貴經驗。 

結合產業專家充實教學內容，增進學生就業力。 

 

（2）具體實施方法 

 本系擬申請教學改進計畫經費補助，在現有課程中強化哲學職場的實用

價值，邀請業師或本系在職場中表現優異並具有代表性的系友至課堂開設群

組課程，給予學生最貼近所學的相關建議。另再搭配「符號學與文化行銷」、

「符號與敘事」等文化創意課程進行教學改進。我們希望藉由相關課程的相

互配合，實質地幫助學生掌握就業的先機，增進學生自信心，藉由此課程改

進計畫之實施，再於下一學年度規劃本系總結性課程。 

 最主要的作法是利用「哲學與創意」課程，推出一系列工作坊課群，加

強學生職場職能訓練，使學生與業界的連結更加緊密。 

預期產出成果 □ 教材，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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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本申請案需經系務會議或系級、中心會議審議後將會議記錄擲交業務承辦單位備查。 

 

 影音光碟， 1 片 

 教學網站，網址 http://www.scu.edu.tw/philos         

 學生見習實習紀錄 

 邀請業界具實務經驗人員演講或諮詢紀錄      （請務必勾選，可複選） 

預期受益對象 
 教師  3 人 

 學生，修習課程學生數  90  人 

 進行見習實習之學生人數 _30__人 

 業界人士蒞班演講或諮詢學生數  16  人次             

預期效益 

 

質化指標： 

1.強化哲學知識的應用與創新，以期學用合一。 

2.善用社會資源與系友力量，學習職場寶貴經驗。 

3.結合產業專家充實教學內容，增進學生就業力。 

量化指標： 

1. 邀請業界專家在職系友蒞班演講授課，共計 16人次。 

2. 業界人士提供諮詢 10人次。 

3. 學生修課總人數 90人次。 

5. 教師積極加入授課 3人次。 



 

 

 

 

 

 

 

 

二、成果報告表 



教學改進補助計畫成果表(一般性內容) 
填表日期 105 年 1 月 26 日 

單位別 哲學系 計畫主持人 米建國 承辦人 姓名：胡儀婷 

連絡電話：6212 

計畫名稱 
哲學創意與文化行銷 

教學改進計畫 
課程名稱 

哲學與創意 

符號學與文化行銷 

授課教師姓名 米建國、莊文瑞、黃筱慧老師 

執行內容 

1. 計畫目標： 
時代的變遷，本系的教學也需配合改進，本系高達八成到九成的畢業生，於

畢業後隨即進入就業市場，必須將所學轉為職能，以利尋求未來的工作機會。本
系規劃深度結合業界職能之課程實屬必要，並善加利用業界系友資源投注學生之
教育訓練。此課程需要經費投入用以提升哲學教學的實用品質，並促進哲學系學
生的學習成效。 

希望透過教學改進計畫，務實且有效地增進哲學系學生的就業力，希望能達
成三項目標： 

 
  善用社會資源與系友力量，學習職場寶貴經驗。 
  結合產業專家充實教學內容，增進學生就業力。 

於此計畫所推動的課程施行多年後，大多數學生都非常肯定此課程，藉由學長姐
及業界優秀人才的課堂分享、經驗傳授，使同學能及早進行未來職涯的規劃與準
備，讓在學生能於就學期間思考未來出路，每每在課程結束時，同學仍把握時間
請教相關職場資訊，可見此課程之必要性，本系預計於 104學年度推出總結性課
程，使能更周全滿足學生未來職涯之規劃。 
2. 實施方式： 

本系申請教學改進計畫經費補助，在現有課程中強化哲學職場的實用價值，

邀請業師或本系在職場中表現優異並具有代表性的系友至課堂開設群組課程，給

予學生最貼近所學的相關建議。另再搭配「符號學與文化行銷」、「符號與敘事」

等文化創意課程進行教學改進。我們希望藉由相關課程的相互配合，實質地幫助

學生掌握就業的先機，增進學生自信心，藉由此課程改進計畫之實施，再於下一

學年度規劃本系總結性課程。 

 最主要的作法是利用「哲學與創意」課程，推出一系列工作坊課群，加強學

生職場職能訓練，使學生與業界的連結更加緊密。 

（a）結合業界的專家與畢業的在職系友，透過這兩方面的社會資源，提供給 
在校師生業界最新資訊。 
（b）配合在校老師的學術能力，提供學生學習學用合一之洞察力。 
（c）一方面邀請業界專家與畢業系友蒞班演講，另一方面亦帶領學生走出校 
園，進行實際的社會觀摩與職場的實習見習。提供學生一個產學合作之典範，本
學期由莊文瑞安排學生至職場參訪。 
（d）同時結合業界專家、畢業在職優秀系友與我們在校生具有專業之家長，透
過這三方面的資源蒞班授課、演講並給予同學職場相關諮詢，使同學與職場更加
貼近，有利於同學未來職涯之發展。 

產出成果  教材， 1  冊 

 影音光碟，  1 片 

教學網站，網址   http://blog.roodo.com/scuphilos                          

 學生見習實習紀錄 

 邀請業界具實務經驗人員演講或諮詢紀錄      （請務必勾選，可複選） 

受益對象  教師    3  人 

 學生，修習課程學生數 93 人（哲學與創意 30人、符號學與文化行銷 63人） 



 

 

□ 進行見習實習之學生人數 ______人 

 業界人士蒞班演講或諮詢學生數  18 人次                               

執行成果 

（含預期衡量

指標達成狀

況） 

質化指標（可擇一填寫）： 

1.請說明所開設課程之教學改進與教材編修之具體成效 

2.請說明強化專業課程與實務、產業及社會發展趨勢連結之具體措施及達成成效 

3.其他 

※ 依計畫申請內容相關項目填寫，若有學生聴取演講或諮詢之心得報告，亦請

一併提供。 

藉由「哲學與創意」、「符號學與文化行銷」這兩門課的密切配合與聯繫，在

教學改進方面，達到學用合一、強化學生學習與質能發展，一方面導引學生

發現哲學的各種可能的實踐面貌，另一方面也能幫助學生在未來的職能市

場，掌握就業的先機，對於促進學生學習成效、開發產學合作皆有頗為深遠

之影響。有關執行成果請詳附件，實際成果包含 

（a）教學成果影音光碟。 

（b）教學網站與系友部落格密切結合，擴增相關資源。 

（c）演講座談與企業參訪實際執行成果。 

（d）學生心得成果作品。 

量化指標（可擇一填寫）： 

1.計畫推動前後課堂反應問卷施測結果差異比較(可於施測結果公佈後補填)： 

2.活動回饋滿意度： 

3.其他： 

備註： 



 

 

 

 

 

 

 

 

三、授課計畫表 



東吳大學教師授課計劃表 

檔案產生時間：2015/11/3 下午 05:23:01 

本表如有異動，於 4 小時內自動更新  

一、課程基本資料 Course Information 

科目名稱 Course Title： 

(中文)哲學與創意Ｉ 

(英文)PHILOSOPHY AND 

INNOVATION I_ 

開課學期 Semester：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開課班級 Class：哲學三 

授課教師 Instructor：莊文瑞 CHUANG, WEN-RUEY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BPH85901 

單全學期 

Semester/Year：單 
分組組別 Section： 

人數限制 

Class Size：40 

必選修別 

Required/Elective

：選 

學分數 Credit(s)：2 

星期節次 

Day/Session： 

二 78  

前次異動時間 Time Last Edited：104 年 07 月 13 日 19 時 16 分 

哲學系基本能力指標 Basic Ability Index 

編號 

Code 

指標名稱 

Basic Ability Index 

本科目對應

之指標 

Correspondent 

Index 

達成該項基本能力之

考評方式 

Methods Of Evaluating 

This Ability 

1  
邏輯論証與批判思考 

Proficiency in logical and critical thinking.  
      

2  

道德推理與倫理實踐 

Ability to make good moral reasoning and being 

well-disposed to put morality into practice.  

      

3  

發展自我與終極關懷 

Developing one’s self and proper sensitivity to and 

concern with ultimate issues in human’s life.  

●  

》出缺席狀況 

》課堂討論與表現 

》報告(含個人或小

組、口頭或書面、專

題、訪問、觀察等形式) 



4  

社會與多元文化關懷 

Being sensitive to social problems and to issues related to 

multi-cultures.  

●  

》出缺席狀況 

》課堂討論與表現 

》報告(含個人或小

組、口頭或書面、專

題、訪問、觀察等形式) 

5  

哲學應用與創意思考 

Good at applying philosophy to practical matters and to 

creative endeavors.  

●  

》出缺席狀況 

》課堂討論與表現 

》報告(含個人或小

組、口頭或書面、專

題、訪問、觀察等形式) 

6  

哲學史觀與哲學主題詮釋 

Both historically well-informed and interpretatively 

competent with respective to issues or topics in philosophy.  

      

7  
表達與論述 

Good communicative and argumentative skills.  
●  

》出缺席狀況 

》課堂討論與表現 

》報告(含個人或小

組、口頭或書面、專

題、訪問、觀察等形式) 
 

二、指定教科書及參考資料 Textbooks and Reference 

(請修課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 

●指定教科書 Required Texts 

自編講義。 

●參考書資料暨網路資源 Reference Books and Online Resources 

三、教學目標 Objectives 

配合學系開設總結性課程，開設本課程檢視同學哲學應用與創意思考的能力。創意意味著新奇。具

有創意的想法，包括了生產、製作出不同於既存的新奇事物。哲學討論的某些洞見指出，創意是一

項創造活動，甚至遠超過單純的新奇。在一項設計或一項產品中，有創意的創作者冀望保持並且提

升主體的主動性和自由。藉由一些職場經驗分享，本課程也將提供機會思索討論創意與主體自由之

關係。  

四、課程內容 Course Description 

●整體敘述 Overall Description 

分組排訂報告與討論日程。 

●分週敘述 Weekly Schedule 

五、考評及成績核算方式 Grading 



配分項目 Items 
次數 

Times 

配分比率 

Percentage 
配分標準說明 Grading Description 

學期考     20%    

平時成績     80%  含出席率、分組口頭報告及參與討論。 

配分比率加總 100%   
 

   

六、授課教師課業輔導時間和聯絡方式 Office Hours And Contact Info 

●課業輔導時間 Office Hour 

每週三第 5、6、7、8 節，請預約時段。 

●聯絡方式 Contact Info  

研究室地點 Office：第二教研大樓 D0830 室 EMAIL：chuang@scu.edu.tw 

聯絡電話 Tel：(02)2881-9471 ext.6212 
其他 Others：可請哲學系辦公室代為連

繫。 
 

七、教學助理聯絡方式 TA’s Contact Info  

教學助理姓名 Name 連絡電話 Tel EMAIL 
其他 

Others 
 

八、建議先修課程 Suggested Prerequisite Course 

九、課程其他要求 Other Requirements 

十、學校教材上網及教師個人網址 University’s Web Portal And Teacher's Website 

學校教材上網網址 University’s 

Teaching Material Portal： 

1、東吳大學 Moodle 網路課程平台：

http://isee.scu.edu.tw(104 學年起主要

教學平台，建議使用) 

2、舊網路學園平台

http://elearn.scu.edu.tw(於 99.09.啟

用 ，因無法升級，不建議繼續使用） 

 

教師個人網址 Teacher's Website： 

其他 Others： 

十一、計畫表公布後異動說明 Changes Made After Posting Syllabus 

修訂配分比例。 

 

http://isee.scu.edu.tw/
http://elearn.scu.edu.tw/


 

 

 

 

 

 

 

 

四、演講座談一覽表 



《哲學與創意課程》授課安排 
 

上課日期 任課老師/講師 教室安排 備註 

9/8～9/29 莊老師 D0308 邀請業師諮詢 

課程相關事宜 

10月 6日 蔡承原 D0308 諮詢 

10月 13日 蔡承原 D0308 諮詢 

10月 20日 蔡承原 D0308 講座 

10月 27日 徐利璞 

李武憲 

D0308 諮詢 

11月 3日 期中考   

11月 10日 蔡承原 D0308 講座鐘點費 

11月 17日 陳伊棠 D0825 諮詢費 

11月 24日 陳伊棠 D0825 諮詢費 

11月 30日 徐利璞 

李武憲 

D0825 諮詢費 

諮詢費 

12月 1日 張育仁 

陳伊棠 

D0825 出席費 

講座鐘點費 

12月 8日 張育仁 

項建亨 

D0825 出席費 

講座鐘點費 

12月 15日 張育仁 

陳伊棠 

D0825 出席費 

諮詢費 

12月 22日 陳伊棠、蔡承原 D0825 諮詢費 

12月 29日 莊老師、業師 D0825 課程總檢討 

1月 5日 期末考   

 



 

 

 

 

 

 

 

 

五、主講人簡歷與講綱 



蔡承原先生簡歷 

 

學歷：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93 級系友） 

經歷：美國運通信用卡公司 電銷專員  

   必亨商業軟體 業務經理 

   冠英語感英文 南京分校主任 

現職：英雄魅力故事學 講師 



陳伊棠小姐簡歷 

 

學歷：東吳大學哲學系畢業（85 級系友） 

經歷：新光三越  公關發言人   

   佳和集團 公關室主任 

   星美國際集團 副總經理 

 

現職：絕對零度密室逃脫 負責



項建亨先生簡歷 

 

學歷：東吳大學哲學系畢業（96 級系友） 

經歷：新東亞微電子國外業務經理/ Tomato Flash 品牌負責人 

      DIGILION 產品企劃經理 

現職：EnerGizmo 總經理



蔡承原(93 級系友) 

 

學經歷介紹 

高中同等學歷(建國中學肄業/建中補校肄業)東吳哲學系肄業台大哲學系畢業  

----畢業後--- 

美國運通信用卡公司 電銷專員  

必亨商業軟體 業務經理  

冠英語感英文 南京分校主任  

英雄魅力故事學 講師  

 

 

英雄魅力故事學  

多年後...我才發現那些成交，可能都因為我說了一個「好故事」。 

人生就是不斷地交易：認識新朋友、約會、面試、銷售、演講... 即使是最簡單的

自我介紹，都是試圖把你自己賣出去。 

人與人真正在交易的，其實是故事。（你現在一定可以說出：身上任何一樣東西背

後的故事 ）  

那麼，怎麼說好一個故事呢？  

我第一次上台簡報非常緊張，手跟聲音都在抖，幾年後的現在，我可以自然表現

到好像曾經在數百陌生人面前演講過幾萬次一樣。 

我是從世界級的銷售高手身上學的。  

一開始我只是研究業務如何說服人，簡報如何呈現， 後來才發現觀眾會愛上你的

手法，原來都在 TED 及脫口秀笑匠身上... 

而另一個秘密來自好萊塢：導演、編劇與演員聯⼿手創造了一場魔幻催眠，讓觀

眾無抵抗地進入另一世界。 

從他們身上，我發展出了英雄魅力故事學。 

目前除了授課與講座之外（計畫寫書中），所有時間都在鑽研故事：這一門迷人的

古老技藝。 

 

 

 



「哲學與創意」課程大綱： 

10/6  破：拒絕已知的叛逆路  

瀕臨死亡的好奇心   

笨問題問到變聰明  

百人一樣到一人百想  

 

10/13  ⽴：虛實互換的方法論  

想像力不速限  

點子的視覺化  

概念先於一切  

 

10/20  創：無到有的實用主義  

先加，再減 哲學成形的可能世界  

效果：殘酷的最終審判  

 

 

版權所有/ 主講人 : 蔡承原 Hara Tsai  

以上講綱文字歡迎作為參考 禁止照抄使用 法律必究  

任何問題請來信 hara1026@msn.com 



陳伊棠(85 級系友) 

學經歷介紹 

台南女中畢 

東吳大學哲學系畢   

----畢業後---- 

新光三越百貨公司台南中山店 販促課企劃/公關發言人 

佳和集團 公關室主任 

星美國際集團 副總經理 

 

 

現職 : 絕對零度密室逃脫 負責人 

 

 

 

 

絕對零度密室逃脫 

密室逃脫遊戲原先是一種在網路上流行的 flash 解密小遊戲。 

遊戲的基本背景是玩家離奇地被鎖在一個密閉的房間內，房間中有很多奇怪的道

具、密語、謎題。玩家需要在遊戲中尋找線索，一步一步走出密室。 

『絕對零度密室空間』，就是這種網頁解密遊戲的現實呈現。 

 

 

特色： 

此種遊戲模式強調團隊協作的重要性，使它更適合多人參與。 

不管善於細節推理，長於觀察發現，還是精於邏輯分析，甚至是身體協調性，每

個玩家都可以各展所能。 

在享受解謎樂趣的同時，增進了朋友間的互動和瞭解，在真人密室逃脫盛行的其

他國家，社交功能也成為它能夠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快來一起解開謎題吧!! 

 

 



「哲學與創意」課程大綱 

 
11/17 心智的五大定律 定位的五大法則  

 

 

 

 

 

 

 

11/24 企劃創意發想法 

  

 

 

 

 



12/01 行銷策略的模型  

 

 

 

12/15 報告  

 

12/22 驗收 

 

 

 

版權所有/ 主講人 : 陳伊棠 Minnie Chen 

以上講綱文字歡迎作為參考，但禁止照抄使用 

任何問題請來信 minnie@tenorten.com.tw

mailto:minnie@tenorten.com


項建亨(96 級系友) 

 

學經歷介紹 

一、學經歷介紹： 

中正高中畢 

金融市場投機客 

房地產投資客 

職業軍人 

東吳大學哲學系畢 

 

----畢業後--- 

新東亞微電子國外業務經理/ Tomato Flash 品牌負責人 

DIGILION 產品企劃經理 

 

現職 : EnerGizmo 總經理 

 

 

二、 我的職場裡主要商品性質和特色介紹。 

     1. Tomato Flash  

     銷售記憶卡、隨身碟等 Memory 產品，拓展國外代理經銷。 

     2. Digilion 

     開發 mini-eyes flash drive 產品線。 

     3. EnerGizmo 

     傳輸線產品設計開發行銷推廣。 

 

 



三、 我的人生觀/世界觀。 

     1. 人生是活出自己的過程。 

     2. 深刻認識自己、體會人性、終生學習、對所有事物保持開放的態度，建構    

自己的世界觀。 

 

 

 

四、 對大學階段學習之重點建議。 

     1. 學習是沒有範疇界線的，讀書、消遣、打工都有學習的機會。 

     2. 不論對人生是否已經有明確的目標都不要對學習各種新知設限。 

     3. 資訊不等於知識，重要的是如何消化資訊、如何運用已消化的資訊。 

     4. 創意不會憑空而來，就算看似是憑空而來的創意也有其產生的背景。 

     5. 哲學思考訓練正是傳統華人文化中最欠缺的學習元素。 

     6. 哲學思考訓練不會扼殺創意。 

     7. 除理則原理、科學定理之外，發揮創意的對象幾乎是沒有界限的。 

     8. 認識時間的重要性。 

 

 

五、 對未來求職或創業之重點建議。 

     1. 凡事定位優先 → 認識自己、認識自己、先認識自己！ 

     2. 創業 – 把產品賣出去、賣個好價錢、賣到對的 buyer 手上 

        求職 – 把自己在人力資源市場賣出去、賣個好價錢、賣給對的雇主 

        → 讓我們用 SWOT 分析、行銷 5P、”機會、風險、成本” 等三個面向來

檢視自己 

     3. 相同的分析也可辨明 “創意” 是否成立、或是否應付諸實行 

     4. 清楚的定位 + 資訊(經驗) + 好的決策工具(思考工具跟方法) 

        綜合三者，你將得到屬於你的成功人生！ 

 



 

 

 

 

 

 

 

 

六、《哲學與創意課程網路社群》 

   討論與分享 



《哲學與創意課程網路社群》討論與分享 

 

11/17 

02113045 哲學三 任喬 

一開始的產品競爭移轉分析，發覺到產品市場的行銷重心的轉變，於是更能夠直

搗核心面對顧客做行銷；還有再次思考自己在潮流中的定位、自己的價值，雖然

還沒有很實際或明確的想法。 

從心智的五大模式和五條定位，在面對市面上的商品和接下來對於產品開發和改

良、市場顧客的行銷策略都能有具體的思考方向。 

 

11/17 

02113049 哲學三 曹芸瑄 

對於學姐的演講，最主要的心得是，理解了一些如何建立一個品牌和如何建立本

身品牌的方法以及其中的相似處。 

只是也會有相異處，但我想這套道理是套在大多數人即大眾使用，必然會有不含

再內的，但實用性和可應用性都很高。 

也藉此反思了自己所決定和所做的是否有需改進之處。 

 

 

11/17 

02113018 哲學三 王智嘉 

創意要打入市場，首要目的就是要被需求者理解，必須精準而容易被掌握，甚至

挖掘人們隱性的需求。 

因此，要成功打入市場必須了解市場，要了解市場必須知道顧客的習性，要知道

顧客的習性必須貼近顧客的心智傾向。而人的心智不但｢不易改變｣也｢喜好第一

｣，｢容量有限｣又｢厭惡混亂｣，更｢缺乏安全感｣，唯有解決心智、貼近心智，好

創意才有可能成功。 

 

 

11/17 

02151371 哲學三 梁子豪 

一個全新的東西往往很難馬上被大眾所接受，需要一個較為清晰明了的定位來讓

人知道自己是什麼⋯⋯ 

每個人都有對事物的固定印象 

像是可囗可樂就是在喝爽的，大家都知道是不健康的飲料,如果推出一個養生的

中藥可樂是不行的 養生大家會吃中藥（人參、當歸），不會有人說同時爽同時養

生 這麼奇怪.所以我們就是要專業化自己的東西，養生的就要更養生 標註有機

種植 無農藥 山上部落種出來的好東西！用簡單,連贯的訊息來宣傳自己



11/17 

02113081 哲學三 莊麗盈 

關於定位的概念對於我是有些疑問的，以下我先取老師在課堂上舉的兩個例子：

Dyson 和 Panasonic 

依老師在課堂上的說法似乎是認為定位是導致品牌能否成功的最主要原因，而在

這兩個品牌比較下，老師的意思好像是說 Dyson 是比較成功的一個。 

不過我認為這是有待商榷的，沒錯我們現在想吸塵器很多時候會想到 Dyson，可

是不見得我們確實會以 Dyson 作為購買的首選，以 Dyson ANIMAL DC61 手持式

吸塵器為例，它的價格是 TWD 13,900，想當然的一般家庭根本不會以它為第一

選擇，而 ANIMAL DC61 已經是 Dyson 吸塵器中最為廉價的一台。 

就拿我家來講，家裡要換電器的時候我們通常都會想到 Panasonic / Rasonic / 

Hitachi / Sony / Philips / Braun / Whirlpool ... 

那是因為這些品牌相對經濟實惠，而且都是家喻戶曉、從小就接觸的，這不表示

較新品牌一定不能突圍而出，只是普遍而言以上品牌都能給予客戶信心及親切

感。 

我想 Dyson 與 Panasonic 在根本上就是客群目標的不同，所以很難去比較這兩家

公司哪一家較為成功。 

同時，成功這詞如果是依照它們的銷售量與盈利比較的話，那我們就要大量的數

據，包括它們投資的本錢、研發所需技術之時間與人力等等等等，相信不在這裡

下功的話我們沒有理由去總結哪一家在銷售上比較成功。 

加上，Panasonic 為日本最大的電機製造商，其正式名稱為 Panasonic 株式會社，

旗下品牌包括 National、Panasonic、Quasar、Technics & RAMSA、M、KDK、Rasonic、

JVC、Sanyo。 

旗下每一品牌主力不同的產物線，如 Technics & RAMSA 主打 DJ 混音設備、電子

琴專用品牌，M 則為松下出品的電子零件，雖然有些是被 Panasonic 所收購而非

本身自行成立，但亦可見 Panasonic 市場佔有率是不容忽略的，我們也許以為自

己在買別家的產品，其實不過為其旗下的產品而已。 

所以我認為要分析如何成為出色的品牌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解釋的，當中除了定位

之外還有許多因素，也許是課堂時間不夠充足，導致老師不能詳細講解，希望下

一堂課能夠有機會聽更多老師詳盡的分析。 

referenc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yson_(compan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nasonic 

http://www.rakuten.com.tw/shop/3c168/category/335831/… 

https://www.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en.wikipedia.org%2Fwiki%2FDyson_%28company%29&h=uAQEoP1XOAQGZ33bB57nr9pXD7_oIhUxpUJtUawsB3JhIww&enc=AZPl59cEKaecX-Gz-7mrmY40XXRvfnDwhmg67Idz4YCkBqHgnq_hXIEViTCjoPS-CQp2jeIjBAYjkPmx5CkdC-5VDrfjkibegUuqCNWbpPw7D1XjXpcc9kSWRng_tD4A_CJeGrvRuos28iAd3atSDrpMybCp-U5ifM-MbVpJ5KOEoRNLNPx7WcLqe0sBnNadfJM&s=1
https://www.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en.wikipedia.org%2Fwiki%2FPanasonic&h=nAQE6lC52AQFfKOiYRNN6goaH6WhJ_fzvVScCG9vX6ftKrg&enc=AZMxlUSkGIrfURCNmIlz5GaJhLiIq6ZoF_efVTuw758ZbcT_VfEQqLBd0QO2A0C8heo6lsF8Rk0jT9NYmT-PhSeVrk-7hxBMK6a79NvS9iL-JWHWrjpIyC_DWObBXUqKaPmPTaHjJzJ4AQdtzMNeWNeHeYWLaXf6vvfnW8nJAK6rp6nuIjSPrHVr2E8Hfzr8ZIk&s=1
http://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rakuten.com.tw%2Fshop%2F3c168%2Fcategory%2F335831%2F%3Fs%3D3%26scid%3Ddsamk_google_category_150618&h=1AQEMz36PAQEBl8S1BX75nX6A7klvf1cTrWW5lInNfA7H4A&enc=AZP64UpYNVpfFFvjrkWhUxmo7YOahi3kKe2xq5FETqKfnllDGkC-CqtkdFJzSzJ0JgmJtb1UiafwhUbuQWaPnBht6P2YyfVNCvcvobvFhWywZuJgV3LJDb6EtyaVHroWuB9kOcCCoWCNh2hsoS5XrvLn6LXotDw1pVFCcp1Y0vdDxoaVgSEk0iycbCvXH-9XSA0&s=1


11/17 

01113085 哲學四 張睿庭 

關於學姊講到的現在已不是過往，的確我們現在的競爭並不只是只有台灣而已。

我們所需要的不只是創意，還要有獨特性。一件事物如果不是數一數二的，基本

很難在現今社會上生存。而我們所要做的，我認為要善用我們作為哲學系學生的

優勢，要有獨立且特別的構思。或許現下可能還沒有那麼有能力去實現，但依學

姊的提醒，大概可以理解到那五大法則對於新構想會有那麼的重要，這對於我們

以後想法有很大的幫助。 

 

 

11/17 

02113074 哲學三 郭仲謙 

首先我認為有關心智的五大定律的確道出了消費者的心理，但我對其中一些說法

不太了解，我以一個例子說明之： 

Sony 賣的產品非常多，例如：電視、耳機、手機、電腦等等，根據老師的說法，

它們的定位雜亂導致手機線也停產了。我有兩個疑問： 

（1）我有一點不懂定位問題如何與手機線停產產生必然關係。 

（2）如果 Sony 的定位是「電器」，那 Sony 的定位還算不算是雜亂？雜亂的標準

為何？ 

此外，我還有一個不同意的地方：「如果某一創意是賺不了錢的，那麼該創意就

是垃圾。」 

我在此處想舉一反例：某甲很有創意地寫了一本小說，他希望有出版社能為他出

版，可是並沒有出版社願意為他出版他的小說。某乙是個非常悲觀的人，但他看

完甲的小說後，重新思考其人生的意義，所以變得樂觀，甚至以他自己的經驗幫

助別人，被幫助的人也受到良性影響。 

根據老師的說法：如果某一創意是賺不了錢的，那麼該創意就是垃圾。 

在此補充：垃圾在日常語言中通常指沒有價值之物（不論是工具性價值或最終價

值）。 

所以：對於所有的 x，如果 x 是創意之物且賺不了錢，那麼 x 是沒有價值之物。 

在此以反例中的「小說」代入 x，由於「小說」為創意之物，而且在反例中賺不

了錢（沒出版社願意出錢），所以推導出該小說是無價值之物。 

但是，我們也不會認同能幫助某乙（甚至更多的人）的小說沒有任何價值。所以，

「對於所有的 x，如果 x 是創意之物且賺不了錢，那麼 x 是沒有價值之物。」為

假。換句話說，「如果某一創意是賺不了錢的，那麼該創意就是垃圾。」是假的。 

 

 

 

 



11/17 

01113005 哲學四 施還如 

聽到學姐說，商品要第一與 人要累積自己的特色---唯一 不唯二，因為人的智能

是有習慣性與記憶性的。讓人看到東西久立即只想到你，譬如商品要如何被行

銷，則會想到學姐的教學。 

在課堂上想題問的問題(一)，但在這競爭的市場與工作職場上，許多職位是非常

需要一人當十人用，打造出 T 型人才。我們在工作上，如果能跨領域，是否更能

凸顯與證明自己是多能的? 

問題(二)，智能常常會有制定的想法，不易改變，但我們哲學系如何改變他人給

與我們的既定印象?譬如在職場上，有可能因為他人對於哲學系的既定想法，而

給與特地的職位，但其實這些未必適合我們? 

最後，謝謝學姐 2015.11.17 的演講:) 

 

 

11/17 

01113030 哲學四 張佑碩 

  此次上課後，我開始用學姊講授的商業概念來思考我們這組（於 11 月 10

日課堂中發表的）概念產品的不足。 

  我們這組發想的產品是一隻高科技的萬能筆，所謂的萬能是指它類似遊戲機

wii 藍芽遙控器，有指向定位及動作感應兩項功能，可以用來取代電腦滑鼠；同

時，筆本身具備了平衡感應，可以當作諸多電腦遊戲的實體搖桿；最重要的是，

它也是一隻電子繪畫筆，有類似於 apple pencil 的壓力感測及角度偵測系統。 

  這些零零總總的功能，似乎使得產品過於複雜、失去了直覺性，多方位的功

能讓產品本身難以被定位，不利於品牌的建立。基於此，我們有必要對概念產品

進行修正，看看是否有方法樹立一個符合人們心智的定位品牌。 

 

 

11/17 

02113048 哲學三 曾霓 

經過那天學姐說的關於「心智的五大定律」以及「品牌的定位」，我更瞭解到一

個「創意或物品」之所以能成功，不只是靠新穎的創意發想，還有能夠符合到顧

客、市場的心態及心智。 

若不是經由學姐的說明，我不會去想到原來我們平時對一項產品或是品牌其實早

就有這樣的認知，也讓我更清楚明白若要有一項成功的創意，必經由特別突出的

優勢來表現，並順應心智的概念來讓人印象深刻。 

 

 

 



11/17 

01113043 哲學四 張涵茵 

課堂心得這次上完學姊的課後，對我有很大的震撼，似乎把品牌行銷想得太過於

簡單，尤其是學姊所提到的品牌的定位，賣洗髮精的公司即使把品牌經營的有聲

有色，但這個品牌其實就是個雙面刃，要是沒有用在正確的地方其實會傷了自

己，就是因為此品牌夠有名，所以才會使得消費者對他有著既定印象，反而成為

品牌的包袱，這點是我思考上所缺失的觀念，希望能在接下來的幾堂課對於品牌

經營等等有著更深入地認識。 

 

 

11/17 

02113053 哲學三 黃莛瑜 

在學姐問無法賣出的創意是什麼的時候，我很自然的就接了垃圾兩個字，想到電

影手記裡，陳摯恆導演訪問服裝設計師王一揚。王一揚回答道“ 經營和創作是沒

有選擇的，因為對設計師來說這是一回事，你設計出來就必須賣掉，不賣掉你的

設計就沒有價值。”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這堂課叫作哲學與創意，如何從一個創意

成為一個設計，是需要經過團隊的企劃與行銷。就如王一揚說的“ 實際上有時候

設計師不一定特別刻意去想別人喜歡什麼東西，更多的還是他自己有沒有要表達

的欲望。” 也就是設計師本身考慮自己需要什麼東西，大家達成一種默契，會自

然地存在淘汰競爭，而學姐所說的心智五大法則，我想也可能是一種解釋默契的

方法，雖然有時候這樣的學習就像是我大哥去上保險業界如何賣保險的課程一

樣，似乎把買家當成某種程度的笨蛋，而我也沒有能力去多解釋些甚麼。 

 

 

11/17 

00113003 哲學延 蔡皓東 

每個品牌在創立之前，必須先定位其品牌的價值。創意的發想始自人們的需求，

根據學姊提到心智的五大定律當中"順應認知"，我想就是順應市場的需求而去尋

求我們的 IDEA。學姊講到 Apple 與 Sony 兩個例子的比較，在此我有一問題，Sony

著名的是生產遊戲機，然而在這幾年當中，這家公司不斷地生產其他的產品，導

致自家品牌的混亂。一方面可以解釋的是，他們太貪心，但從另一角度想，現在

消費者的消費習性傾向於多元化的選擇，是為了順應市場需求。 

然而 Apple 的品牌定位可以如此鮮明，單一化，在於他的產品實在太獨特，以至

於能夠壟斷整個市場。如果無法達到這樣的技術，卻又要聆聽消費者聲音的同

時，兩者之間該如何做平衡? 

 

 

 



11/17 

02113052 哲學三 吳敏萱 

很開心那天上課聽到學姐說現在的市場不再是通路的問題，在這麼多不同商品和

豐富資源的社會環境下，市場的主宰以變為顧客的心智問題。而對於心智的掌

握，對我們哲學系的學生是較容易觀察和上手的！能在市場中站在一個別於大眾

的位置讓我覺得十分慶幸讀哲學的在這種環境下是有功用的！哈哈～ 

關於【心智的五大定律】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不可違逆心智”。因為這一部分是

我從未想過的，簡直給我當頭棒喝！以前我只想過當我們在發想創意時，總是只

是將不同性質的東西拼湊在一起，然後自己覺得很酷，也不知道別人能不能接受

或買不買單，只是單單期望總有幾個人看到自己的作品能欣賞和肯定。但卻沒有

真正分析過顧客的心智問題，而這影響到的，不是只是“這東西有沒有創意”而是

“這東西能不能有市場且被大家所喜愛”！！！ 

 

 

11/17 

02113034 哲學三 江晏瑜 

我個人對於商業行為、行銷手法沒有什麼感覺。聽完上次的課之後，覺得對於商

業行銷好像有了新的詮釋。然後我覺得 htc 真的應該重新檢視一下自己的行銷策

略。 

 

11/17 

04881090 國際交流 馬鑫 

感想：人腦的構造有機可尋，從特殊性中尋找普遍性，用普遍性引導特殊性。用

20％發揮 80％的力量。好的創意是引導人的消費習慣。 

 

11/17 

02113014 哲學三 李俐嫻 

上次聽完學姊的上課內容，對於行銷有新的認識，也突然覺得學解說的某些部份

讓我覺得很有道哩，這堂課當中也讓我學到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覺得蠻有趣的。 

 

11/17 

02113038 哲學三 黃于珊 

在上次學姐的演講中，顯然創意除了需要天馬行空的想像力之外，其實對於構思

的概念是需要相當清楚而有計畫的，將課堂上所說的心智五大定律帶入概念中，

才能使得創意具有可行性而非妄想。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學姐在演講開頭所提

之哲學系的獨一無二及不可替代性，哲學系具有與他人不同的優勢，比起他人，

另類的思維模式會為我們帶來更高層次想法，進而脫穎而出、出類拔萃。 

 



11/17 

02113003 哲學三 陳芃樺 

謝謝學姐帶來精彩的分享，原來行銷這門學問這樣的深奧，在看起來單向又純粹

的買賣交易的背後還有諸多的理論立場支持著，像是學姐提到的「心智五大定律」 

、「品牌定位」等等。這次分享令我印象深刻，並期待下次的分享，謝謝學姐。 

 

11/17 

02113042 哲學三 許雅淨 

這堂課讓我學到其實品牌的定位已經深植在我們心中，透過討論發現商品與品牌

的關係是如此密切，也讓我了解心智的五大定律，需要想想我們的作品要如何才

能順應心智。最後謝謝學姊的分享，也期待今天的課程！ 

 

 

11/17 

01113017 哲學四 邱廷蓉 

學姐在這堂課提到了品牌定位的重要性，接續了蔡學長的課程，除了用創意來讓

自己的產品與眾不同之外，產品在市場中找到定位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沒有找

到一個適合的定位，有可能會白白浪費一個好的產品，有了適合的品牌定位，讓

消費者在有需求時可以直接聯想，是非常重要的。 

 

 

11/17 

02113058 哲學三 陳慧儀 

我們往往認為要有多跨領域的能力，才會被別人認為重要，因此忽略自己所專長

的，於是變的普通沒特色沒有記憶點。在課堂中有了新的思維，專注發展自己與

別人不同的東西，使這項才能變成自己的資產，別人偷不走的，學也沒有你厲害

的東西，才會在市場上被廣大消費者接受，因為這樣才是品牌、創意。 

 

11/24 

03113045 哲學三 任喬 

今天上的發想法可以發想可以分析可以腦力激盪，覺得非常實用，在各領域都可

以用上。 

我喜歡上課有互動(當然前提是要有回應或有辦法熱絡起來)，像之前小組報告的

即時回饋及討論、今天這樣的分組腦力激盪，認真投入其中就能在之中從更多面

向去發想一件事物、聽到自己沒想到或遺忘的資訊，即使消極地說以後沒走直接

相關的職業，也會是個很好的自己去拓展視野的方法。 

 

 



11/24 

02113058 哲學三 陳慧儀 

對於一個品牌或產品的成功，以往我們總是摸摸鼻子理所當然的認為產品成功就

是因為這個品牌就是成功，經過今天課堂上的討論發現：當作為一個品牌若是要

使自己的產品賣的好，除了在創意及成本間取得平衡，產品定位與其行銷手法很

重要，尋找品牌及產品定位時運用企劃發想法，除了發揚本身的核心競爭優勢

外，更因不同消費客群擴張產品價值。今天課堂上的討論，配合分組腦力激盪探

討十種發想法，在絞盡腦汁舉出例子的同時，其中的討論學習良多，在思考產品

定位上有更上一層的思維和判斷。 

 

 

11/24 

01113002 哲學四 廖哲健 

這天與上星期的內容可知產品的成功關乎著的基本要件。這些的要件，也是很多

產品的發想甚至是概念啟蒙的靈感來源。與自己的目標有著相似特點。目前這兩

堂讓我在對於以後的靈感設計上，有著除了概念發想外，和實物的結合進而設計

出良好的且有貢獻的設計作品。 

 

11/24 

02113049 哲學三 曹芸瑄 

這一次上課主要是大略講了好幾種擴展創意的方法，將擴展創意的方法分成好幾

種。在與其他同學討論之中也是增加了對分類的認識，同時也明白，創意是可以

由一個點子延伸出更多種不同的創意。只要做些改動，就可能成為新的創意，這

也是為什麼可以說創意可以是偷來的吧。 

 

 

11/24 

01113085 哲學四 張睿庭 

對於上週學姊所提到的幾種創意發想，讓我不禁對創意這件事有了更深一層的認

識、市面上五花八門的產品真的都是由這些而來的。但是現今眾多的商品，又要

找出新創意又更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但也是構思創意的有趣且具挑戰之處。 

 

 

11/24 

02113003 哲學三 陳芃樺 

這次上課提到產品的多種分法，在課間用分組的方式讓我們討論甚麼產品是用哪

一種思考法去發想的，但我覺得有些產品很難分類欸，它是跨領域這樣，然後放

大法跟縮小法我還是不太懂是甚麼意思哈哈哈哈。 



11/24 

02151371 哲學三 梁子豪 

覺得學姐上課提出的定位很有意思，不同東西之間的重合性功能⋯⋯而且綜合性

的東西替定不了單一性的產品。人們的心中有著對事物的固定印象像是標謗什麼

超高像素為賣點的手機取代不了相機，不管科技怎樣發展有要拍照的還是會去買

一台相機而不會跑去買一台高像素的手機（標題：多功能智慧相機）有追求的更

是去買單反。人對產品的需求有時很簡單，只需要某個功能登峰造極就可以佔據

市場、歷久不衰。 

 

 

11/24 

04881090 國際交流 馬鑫 

經過兩次課堂，我最大的增長是刷新了哲學之于我的認識。 

在我所在的中國的大學，我的專業是人文科學實驗班，需要同時學習中文、歷史、

人類學、哲學，再在大三選擇自己想要重點學習的專業方向。事實上在大一大二

兩年的學習中，哲學在我四門專業中 G 點最高，但因為興趣和許多其他因素我

最後還是選擇了中文的影視戲劇文學方向。 

其中的其他因素就包括我認為學習哲學的尷尬。我所尊敬的我們人文學院的院長

曾在迎新會上給我們說過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對我們大學四年的要求是，

先學習做一個幸福的人，再在此基礎上去做一個成功的人。 

我很喜歡哲學，喜歡其中的哲思，思辨，邏輯性，但我卻很難抓到它與現實的鏈

接。 

當我們全班五十幾人在倫理課上熱火朝天的討論社會現象、差異性和多樣性、法

律、制度，但我看到這些思想都是建立在意識之上，沒有真正觸及到社會的微觀

權利中，甚至除了教室里的我們，對學校里其他二十萬人都沒有絲毫影響。 

在這個精神貶值的年代，我不明白學習哲學如何能夠反作用這個社會，有益於這

個社會。這就與院長所說的第二點產生了斷層。 

而學姐的這兩堂課包括蔡學長之前的授課內容讓我重新認識了哲學在大學教育

制度下的可存在方式。它可以不止希臘哲學家或是某個主義，它可以成為一種對

於現實的思考方式，它的邏輯性可以用於商業、藝術乃至政治。在新的時代，哲

學的面貌可以不再只是形而上學的理論，而是能從看似複雜混亂的層層結構中去

概括出其中存在的普遍性邏輯。從而作用於生活。 

 

 

11/24 

01113005 哲學四 施還如 

對於這兩次上課，學姐對於產品定位與分析，還額外做即時腦力激盪，讓大家分

組討論，更能使我們立即了解與記憶。 



11/24 

02113048 哲學三 曾霓 

經過這次學姐所說的，我赫然驚覺原來一個商品的出現，還可以延伸出這麼多的

商品，原來是有這麼多的因果關係的。 

一個小小的創意或是物品，可以經由各種的上下左右延伸，甚至是放大縮小，並

拿來成為一個商機。 

讓我更明白一個品牌的定位以及該牌之所以成功還有如此大的連結。 

 

 

11/24 

02113038 哲學三 黃于珊 

在這次的課堂中提到了創意的多樣性，讓自己再度了解創意並非空想，而是具有

一定的架構。透過課堂的小組討論，發現在第一時間想到的創意是有很多可以改

善的地方，和同學討論過將想法建構的更好更具價值性。創意並非難事，從討論

中更可激盪出無限可能。 

 

 

11/24 

02113042 哲學三 許雅淨 

學姊在這次上課中提到創意發想法，讓我們透過分組討論去思考哪些商品是運用

這些發想法進而產生的，也因此讓我更加了解商品的特性及其未來可能的發展。 

 

 

11/24 

00113003 哲學延 蔡皓東 

這次上課內容讓我了解，創意的發想除了要先有天馬行空的發想外，但還是不脫

離一個整體結構。許多的創意都是市面上現有產品的一種延伸，我相信每一樣東

西背後都存在著商機，如何運用創意讓產品產生連結是一門學問。然而，最重要

的還是"產品"能夠讓消費者產生共鳴。 

 

 

11/24 

02113041 哲學三 楊紫倢 

聽完學姊第二次的課程內容，我覺得一樣產品不僅要有原本的創意，更重要的是

延伸，這樣才能拓展客群，並且為自己的產品加深加廣，吸引新的消費者。這次

提到了八種創意發想法，有一些很簡單，但有一些像放大法縮小法我怎麼絞盡腦

汁也想不出來，可見那部分是比較需要去努力的。藉由小組討論可以讓自己更加

融入課程當中，這次上課我又學到了很多東西，謝謝學姐。 



11/24 

021113014 哲學三 李俐嫻 

上次聽完學姐的課程後發現很多方法其實很相似，導致在想例子的時候很難想，

要不然就是例子不符合，在想例子時覺得蠻有趣的，在行銷這方面其實有很多學

問，學姐的課程也讓我認識到很多。 

 

11/24 

02113034 哲學三 江晏瑜 

上次那堂課讓我眼界大開，原來一個商品、一個企劃是可以有這麼多聯想方式

的，我也和其他一些同學一樣覺得擴大法和縮小法最難想，即便有兩個組員一起

集思廣益，那天上課還是想不太到縮小法的產品。不過後來聽到學姐舉例了“零

卡可樂”，才覺得常常被我們忽視掉或習以為常的一些商品，其實都有著他們的

創意發想在。 

 

11/24 

02113018 哲學三 王智嘉 

運用發想法，既可給予我們思考創意的路徑，亦可在時間內有效地整理它。面對

這資訊快速流動亦種類繁多的市場，想要脫穎而出不但比創意，也比快速，但當

中最不可忘的，是創意的持久性，在市場中做好、做滿。 

 

11/24 

01113014 哲學四 江家裕 

經由這次學姐的解說，我才明白到原來創意發想也是有法可循的，並非完全如設

計般無中生有。但我認為並不是每一樣創意的發想就一定是歸屬於哪一種法則，

他可能是介於在數種法則間滿模糊的創意但帶來人類更多的方便，如同學姐所

述，創意就是為了解決人類的惰性，人類為了解決移動問題有了交通工具取代獸

力，為了解決生產的問題而有了工業革命的發展。不可否認的是了解的越多越增

加自己視野跟思考方式，才能比他人看出更多東西、擁有更多創意的想法，感謝

學姐這次的分享讓大家有了更多創意的 sense。 

 

 

11/24 

02113052 哲學三 吳敏萱 

在學姐的第二堂課中，提到了企劃創意發想法，其中分為四[移動發想法][加乘發

想法][微調發想法][破壞發想法]，當中又被細分為十項方法。在課堂中學姐要我

們分組討論一同腦力激盪什麼樣的產品具備什麼樣的發想法！我覺得藉由討論

和實際動腦去想更能吸收到學姐所想傳達的內容。也對於一項產品可以用這麼多

不同的發想法去做改變感到驚奇！！ 



11/24 

02156146 哲學三 覃業甫 

經過上次學姊上課的啟迪我發現創意是可以從生活細節中找到出口！學姊提供

給我們 10 種方法使我們在課堂中討論如何使現有的產品透過發想後有效的在市

場中產出相對的價值人們多數是懶惰的所以科技的進步產物的創新都來自人類

原始本性所以上完上堂學姊的講座我認為拓展視野用發想結合新世代的產品可

以得到更好的結果也能使我有更好的思想方向！ 

 

11/24 

02113023 哲學三 李亞璿 

在這次的課程中，學姐主要講述的是創意發想法，這對我現在正在將古典音樂做

推廣並且開發新的來聆聽的觀眾群來說，給了我很多新的想法。 

我目前是將音樂會也當作是一種商品並將其加以行銷，而其中移動發想法以及加

乘發想法最直接幫助我瞭解要如何增加觀眾群。 

經過這次的課程，我才發現以往沒有注意到的各種行銷方式，期許未來我能夠加

以運用這些方式，無論是在任何領域中。 

 

11/24 

02113047 哲學三 金果霈 

這堂課讓我了解到，推陳出新的創意的商品中，不只有是迎合消費者的需求，還

有最基本的是建立在創意的發想法為基礎，再做各種延伸。所以，在課堂上的討

論，雖然沒有辦法很準確的在每一種方法上，想出現在市面上已有的產品作為好

的例子，但是也因為上了這堂課，才讓我開始去注意每一個成功的品牌，它之所

以能成功這麼久的原因，或是它商品中一些特別的思維。謝謝學姊帶給我對創意

有更具體的認識。 

 

 

11/24 

01113005 哲學四 施還如 

大學在 TEDx 擔任 team worker，對於老師這次上課提到的"The Golden Circle" 特

別有感觸。很多時候，商品與創意似乎就是在替消費者尋找那個"感覺"，如果商

品有找到那個感覺點，便能將商品成功銷售出。時常我們以為這些很想法沒有什

麼特別，不過，一旦與另一個產品做結合時，卻延伸出意想不到的結果。實際要

與商品做連結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唸哲學的我們就是要看出東西與東西;事件

與事件之間的不同之處。 



 

 

 

 

 

 

 

 

七、課程總檢討 

   



2015 年 12 月 29 日《課程總檢討》 

 

請同學就下述四個問題發表意見： 

一、自我評量本學期學習成績 

 

二、給出成績得分之理由 

 

三、對 17 組同學的創意作品，你認為哪幾個最有創意？為什麼？ 

 

四、對 17 組同學的創意作品，你最想投資哪幾個？為什麼？ 





























































 

 

 

 

 

 

 

 

八、課程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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