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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你可以學習到一種創意思考的工具，認識
六頂思考帽的方法。

•透過各種說明與實際的例子，了解六頂思
考帽是如何的運作。

•搭配五行運作的思考，讓六頂思考帽更好
記，更有系統思考。



教學大綱
•一種創意思考工具

•六頂思考帽的方法

•六頂思考帽的步驟

•六頂思考帽的例子

•六頂思考帽的圖解



是一種
創意的思考方法

可以用來
構思計劃

分析問題原因
解決問題

做重要的決策



創意思考的六帽法

六頂思考帽，創意思考大師
迪波諾所提出

其實，內涵與精神緣自於
中國的五行思想與易經



1980年代中期提出



六頂思考帽與
五行的顏色、定義，
一模一樣

五行+藍帽(天)
=六頂思考帽
天就是控制與決策



•我們有多少種不同發出聲音的方式？
•我覺得你說的方法根本不可行
•你說的這個不行，因為這個辦法太複雜。
•我看這個辦法挺好的，它挺形象的。
•可不以用火車行駛的聲音來作節奏呢？
•我們不要吵了，讓我們想想其它的的辦法吧！

認識我們的思維形態



•我們有多少種不同發出聲音的方式？(白帽)
•我覺得你說的方法根本不可行。(黑帽)
•你說的這個不行，因為這個辦法太複雜。(紅帽)
•我看這個辦法挺好的，它挺形象的。(黃帽)
•可不以用火車行駛的聲音來作節奏呢？(綠帽)
•我們不要吵了，讓我們想想其它的的辦法吧！(藍帽)

認識我們的思維形態



水平思考的工具
——6頂思考帽

•一種有效地獲取資訊的技巧 （白帽）

•決策時恰當的情感、直覺和預感（紅帽）

•如何在評估中使用邏輯性正面探索方式（黃帽）

•在評估中恰當、有限地使用謹慎地邏輯性反面探索方式（黑帽）

•創造性地真正意義及設計創造性解決問題的基本工具（綠帽）

•變換認知，一種有效地主持會議或決策不可或缺的技能（藍帽）



水平思考又叫跳躍式思考
垂直思考又叫延長線的思考

一般人多習慣使用延長線的思考
在延長線上尋找答案

這時候要修練學習水平思考
就會有點子與創意



水平思考又叫跳躍式思考
垂直思考又叫延長線的思考

一般人多習慣使用延長線的思考
在延長線上尋找答案

這時候要修練學習水平思考
就會有點子與創意

延長線的思考



水平思考又叫跳躍式思考
垂直思考又叫延長線思考

一般人多習慣使用延長線思考在
延長線上尋找答案

這時候要修練學習水平思考
就會有點子與創意

延長線思考

跳躍式思考(水平思考)



簡單的說
6頂思考帽
讓思考更周延

讓你避免陷入風險
讓團隊決策更完善
共有共識，更能共行



想要去旅行(簡單例子)

•金—白色 方向,目標,資訊 休閒之旅，家庭旅遊，收集資料

•水—黑色 障礙,困難,風險 預算？假期？租車？共同時間？

•木—綠色 創意,成長,創新 提早準備與溝通，找出可行共識

•火—紅色 熱情,感覺,情緒 感受出海賞鯨樂趣，享受溫泉浴

•土—黃色 好處,利益,機會 可以買禮物給孩子、自己、朋友

•天—藍色 決策,控制,組織 製作旅行計劃，做好過程的控制



為什麼是帽子？

•不同的顏色的帽子代表不同的思考規則。

•容易轉換思考方式。

•帽子為組織思維提供了框架，思維變得
更加集中，更加有組織性，更有創造性。



六頂思考帽的價值

•對即將扮演的角色做了明確規定

•設立遊戲規則，成為一種思維的語言

•投射注意力，思想更專注

•方便，簡單，易學



六頂思考帽的方法

白帽:資料與資訊
紅帽:直覺與感情
黑帽:邏輯與批判
黃帽:積極與樂觀
綠帽:創新與冒險
藍帽:系統與控制



白色顯得中立而客觀。白帽思維代表
客觀的事實和數字。

白帽思維（金）

今天很冷 今天氣溫是零下4度

美國的治安很差 美國的犯罪率為10%

房地產最近不景氣 房地產消費指數下降15%

公司的人員流動率很高 公司的流動率為20%

不是只有數字，更要看清客觀的事實





紅 帽
紅帽允許人們將感覺與直覺放進來,不需要道歉,

不用解釋,也不必想辦法為自己的行為辯解。

紅帽思維（火）

•我現在有什麼感受?
•我的感覺告訴我什麼?
•我的直覺反應是什麼?



紅色暗示憤怒、狂暴等情感特徵，紅
帽思維代表情緒上的感覺、直覺和預感。

紅帽思維（火）

• 我戴上紅帽。我不喜歡這個計畫。

• 我的紅帽思維告訴我,這個做法行不通。

• 我不喜歡你們處理這件事情的方式。

• 我的直覺告訴我,價格很快就會跌下來。



背景情感與思維

同情、憤怒、嫉妒或害怕等這些背景情感會限
制所有的思維，並使思維帶有各種色彩。

紅帽思維（火）

•你說的這些只是為自己的利益著想，根本不是為了公司

•我反對他擔任這個職位，因為他晉升的這麼快，讓人嫉妒

不是只有情感，真正的情感要表達出來



背景情感與思維
如果背景情感被排斥于整個思維過程之外，那麼它

們就會隱藏起來並以一種潛在的形式影響整個思維活動。

紅帽思維（火）

•你說的這些只是為自己的利益著想，根本不是為
了公司，所以絕不能讓他得逞。

•我反對他擔任這個職位，因為他晉升的這麼快，
讓人嫉妒，所以我一定要在領導面前告他一狀。



黑色是陰沉、負面的。黑帽思維考慮的
是事物的負面因素，它是對事物的負面因素
進行邏輯判斷和評估。

黑帽思維（水）

•它會起作用嗎？
•它的缺點是什麼？
•它為什麼不能這樣做？
•這樣做會存在什麼危險？

對於列出的負面因素，要進行邏輯判斷和評估



黑色是陰沉、負面的。黑帽思維考慮的
是事物的負面因素，它是對事物的負面因素
進行邏輯判斷和評估。

黑帽思維（水）

•救災現場
•消防員A說，我的氧氣瓶的氧氣快沒有了
•消防員B說，我幫你檢查一下，氧氣瓶的氧氣還有
18分鐘(全滿是30分鐘)，現在還有60%

對於列出的負面因素，要進行邏輯判斷和評估



黃色代表陽光和樂觀的,黃帽思維包含著
希望與正面思想，積極尋找事物的閃光點。

黃帽思維（土）

1、為什麼可以做這件事情？

2、優點是什麼？

3、這樣做會帶來哪些積極正面的影響？

找出那些真正帶給我們能量活力的因子



綠帽思維（木）

綠色代表生機,綠帽思維則代表創造力，
產生新的想法和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

•新的想法、建議和假設是什麼？
•我們還有其他方法做這件事情嗎?

真正的創造力是可以解決問題，帶來利益的
也會鼓舞人心，或許不容易
但方法正確，努力就有可能



藍帽思維（天）

藍色是冷靜的，也是天空的顏色。藍帽思維代
表思維過程的控制與組織，它可以控制其他思維。

•我們的議程是怎樣的？
•我們下一步該採用哪頂帽子？
•我們怎麼總結現有結論？

要做到恰如其分的控制，要得出有效又有共識的決策



重點回顧（REVIEW）

純潔的白色，純粹的
事實、資料和資訊

紅色代表情緒和感覺，
還有預感和直覺。

反對觀點、負面判斷、
為什麼它行不通。

陽光、明亮和樂觀，
肯定、建設和機會

肥沃、有創意，植物由種
子產生，前進與誘因

冷靜和控制，樂團指揮，
思考思維方式



例子:老師如何協助同學的成長之路
-看見、察覺、改善

白帽—盤點自己的優缺點，加以列出，做好自己的主人。

紅帽—感恩家人師長，珍惜和家人、老師、同學相處的時光。

黑帽—不要做危險的事、不要心存僥倖。

黃帽—對自己和家人有信心、看見家人的優點。

綠帽--過去已經過去，未來從此刻開始。

藍帽--1.複製自己的成功經驗。

2.檢視自己的行為有沒有合乎「孝」、「善」。



課後作業:六頂思考帽的演練

• 題目 : 如何規劃出一個好課程？

• 黃帽: 好處、機會？(如果你們現在缺乏信心)

• 紅帽: 情感、情緒？

• 黑帽: 困難、障礙？

• 白帽: 資訊、事實？

• 綠帽: 創新、做法？(可以曼陀羅法搭配進行)

• 藍帽: 總結、行動？(最後的行動計劃與共識)



課後作業:六頂思考帽的演練

• 題目 : 如何規劃出一個好課程？

• 白帽: 資訊、事實？(如果你們有信心，想要更好)

• 黑帽: 困難、障礙？

• 綠帽: 創新、做法？(可以搭配曼陀羅法或其他方法進行)

• 紅帽: 情感、情緒？

• 黃帽: 好處、機會？

• 藍帽: 總結、行動？(最後的行動計劃與共識)



Note



六頂思考帽的步驟(實際應用之一)

• 1、陳述問題事實（白帽）

• 2、提出如何解決問題的建議（綠帽）

• 3、評估建議的優缺點：列舉優點（黃帽）

列舉缺點（黑帽）

• 4、對各項選擇方案進行直覺判斷（紅帽）

• 5、總結陳述，得出方案（藍帽）

• 6、也可以一次戴一頂帽討論；也

可以交換帽再討論



六頂思考帽實際應用的說明-1
• 不是很呆板，很僵化的依照固定的順序來執行

• 也不是強迫每個人要戴某一種顏色的帽子來發言

• 因為每個人都是不同的，所以想到什麼就可以說什麼，就記錄在相

對應的帽子下面即可

• 有時候可以要求大家都戴同一種帽子，聚焦地探討這個項目，但不

勉強所有的人都要發言

• 擔任主席的人可以看看哪一頂帽子的資訊較少，適時的請大家補充

• 比較少的資料代表我們這個團隊當中，擅長這像這頂帽子的人比較

少，不要太介意，但不能完全都沒有，要盡力思考但不要勉強







六頂思考帽實際應用的說明-2
• 當討論到一個程度之後要開始收斂，記得戴起藍帽，所以說始於藍

帽終於藍帽

• 一開始使用藍帽的意思是說，為什麼我們要討論這個題目，為什麼

選擇這個題目，或選擇這個方式。這都是藍帽的思維，最後要取得

決策與共識也是藍帽的思維

• 不同族群的特色與不同的主題，在不同帽子的討論上可以有一些微

妙的變化。例如對於很保守害怕的人，黑帽對他來講已經很多了，

這時可以先討論一些黃帽，增加信心。對於那些大而化之的人，白

帽收集資訊，看見事實的過程，可能要多注意。這些都有待經驗的

累積，作出小小的微調，效果會更好。











附件:六頂思考帽圖解總彙整

接下來有15張圖或表
全部都是六頂思考帽的圖解與簡要解說

每一張的用詞遣字或有不同
但意義都是對的

不要執著於其中的一張
要有整體的看法與中心思想

就是開頭說的五行與易經的思考
掌握本質與目的才是正道
方法與手法只是過程而已





























創意五行思考法

•金—白色 方向,目標,資訊

•木—綠色 創意,成長,創新

•水—黑色 障礙,困難,風險

•火—紅色 熱情,感覺,情緒

•土—黃色 好處,利益,機會

•天—藍色 決策,控制,組織



•白色思考：純潔的白色，單純的事實、數據的資料。

•紅色思考：紅色代表情緒與感覺，還有預感和知覺。

•黑色思考：困難風險、負面判斷、為什麼他行不通。

•黃色思考：收穫、利益、明亮和樂觀，肯定、建設性和機會。

•綠色思考：生意盎然、有創意，植物由種子產生。成長與誘因。

•藍色思考：冷靜和控制，樂團指揮，思量思考方式。

六種顏色的思考法



結語

•學習，思考，聯想，練習，熟練

•訓練思考，不斷練習，直到熟練

•法無定法，能夠活用就是妙法



六頂思考帽與
五行的顏色、定義，
一模一樣

五行+藍帽(天)
=六頂思考帽
天就是控制與決策



以今天的
學習為例

今天的資
訊很多，
還有許多
補充資料
也看到了
不同人整
理資料的
方法不同

擔心自己
記不得。
一下子吸
收不了
將來還要
應用在小
組討論呢

今天的資
料與方法
可以應用
在工作與
生活中，
幫助我看
清問題做
決策

感恩有這
樣的機會
可以線上
學習
學到新手
法，真的
太高興了

有空時可
以複習
還可以找
某某一起
討論學習
效果更好

我一定要
貫徹這個
主題的學
習，確保
真正了解
。不管是
自學還是
請教他人

水天金 木火土

生活
應用



結語

•學習，思考，聯想，練習，熟練

•訓練思考，不斷練習，直到熟練

•法無定法，能夠活用就是妙法

如何使用六頂思考帽
來進行小組個案研討
請關注我們下支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