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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高齡社會的發展趨勢下，進行智慧健康的人才培育克不容緩，而創新元素導入的

跨域教學有助於團隊人才的合作與發展。 

研究目的:本文以跨域工作坊的方式，探討參與者的跨域學習成效，同時也進一步深入

探討學員們於團隊跨域學習的經驗與感受。 

研究方法:透過設計思考五步驟的教學設計，結合專業教師和產業教師的資源，以及長

者的回饋意見，執行跨域教學(學生來自護理系、資工系和創意設計系，共 27 位)，
進行實際體驗與觀察學習。量性測量問卷使用設計思考題項和團隊合作學習滿意度

呈現學習效果，而質性文本資料進行學習經驗和感受的內容分析，藉以萃取主題結

果。 

研究結果:本教學成果共產生四項以高齡者需求為出發點的問題解決方案(分別二件產品

設計和服務設計的方案)。參與學習者的跨域學習經驗，於量性結果呈現出對設計

思考和團隊合作學習的高度滿意度；而質性意見萃取出四項主題，並能呼應量性評

量的結果。 

結論與建議:本文所採取的產學合作和跨域學習合作教學經驗，呈現出參與者良好的學

習成效，有助建構專業人才之問題解決能力，本文可做為培育新世代優質專業人才

跨域合作教學之參考。 

 

關鍵字：跨域學習、智慧健康、產學合作、設計思考、問題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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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With the growing trend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cultivation of smart health 

manpower is becoming an imperative deman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ve 

elements into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is beneficial to build effective teams.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via interdisciplinary workshops, and to explore the trainees’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in 

interdisciplinary team learning. 

Methods: The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program, including experimental and observational 
learning, was developed through the incorporation of five stages in design thinking 
proces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from nursing profession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feedback from the elderly. The participants consist of 
27 stud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nursing,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creative design. Learning outcome was evaluated by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n design thinking items and teamwork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feeling was extracted to identify 
the themes. 

Results: Four solutions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were deriv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two product design and two service design solutions. A high level of satisfaction to 
design thinking and team cooperation learning was revealed by quantit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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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 four themes extracted via qualitative analysis echo the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 Here we present satisfactory learning outcomes through the 
academia and industry collabor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approaches, which 
conduce to the problem-solving ability of the professionals. This article provides team 
leaders in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with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for nurturing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s. 

 

Keywords: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Smart health, Academia and industry collaboration, 
Design thinking, Problem-solv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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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在 2018 年邁入高齡社會，讓社區長輩能在健康的基礎下，安享天年，活躍老

化，活出自信和快樂，是政策發展的重要目標，且行政院公告的高齡社會白皮書願景「建

立健康、幸福、活力、友善的高齡社會」，此也凸顯對銀髮族的健康管理需要更積極的

作為，特別是人工智慧和物聯網結合的應用(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et of Thing，
AIoT)，透過現今最重要的物聯裝置溝通媒介(智慧型手機)的應用，如何對居家、社區長

者的健康促進和疾病預防、慢病追蹤進行維護與管理，進而發展商業發展價值與創新服

務，不但可使銀髮族受益運作模式，也應朝向具備智慧健康創新跨域能力的人才進行培

育。本工作坊係以市售可攜式通訊智慧產品中操作面積較大的智慧型手機/平版為載體，

透過觀察體驗高齡者操作時所遭遇的健康維護各種困難，引導學生利用設計思考「同理

心、釐清問題、發想解決方案」等步驟，提出科技應用於居家健康管理的發展，進而產

生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換言之，即於高齡社會的發展趨勢下，進行智慧健康的人才培

育克不容緩，而創新元素導入的跨域教學有助於團隊人才的合作與發展。 
因此，本文研究目的

此工作坊指導專業教師(護理與資工)共有二位，產業教師(科技公司和老人照護管

即以跨域工作坊的方式，探討參與者的跨域學習成效，同時也

進一步深入探討學員們於團隊跨域學習的經驗與感受。 

二、文獻查證 
1.學生跨域學習的重要性、人才培育的需求 

「跨領域」的教學模式是一種創新的教、學方式，將兩個學科（或學門）的研究

者、教授或學生，利用各學門的知識或方法，互相合作，在同一目標下進行的學術活

動，此種教學通常能解決單一學科無法解決的問題（郭重吉，2008），故利用跨領域

來培育人才是個不僅能促進不同學科的學員們之間的合作，且所做出的成品也往往會

讓人出乎意料。 
2.智慧健康的照護趨勢 

隨著目前高齡化的趨勢，隨之而來的就是慢性病或是照護品質上之輔助，而現階

段 AI 演算法技術已逐漸成熟，再加上 IoT 物聯網、大數據、雲端儲存處理等蓬勃發

展，未來要如何借重創新科技能量，有效改善高齡化導致慢性病在預防治療照護的需

求，已成為各國政府努力積極的方向(蔡鳳凰，2019)。 
3.苗圃跨領域設計人才的教育理念與重要性 

面對智慧時代來臨，教育部推動起苗圃計畫，在 106 年起，委託國立台灣大學協

助推動「跨領域設計人才培育計畫」，透過雙教師跨域教與學，使設計思考方法落實

於教學，不僅引領各大學的教師與學生創新思維與學習方式，也助於學生發揮創意與

創新，並且透過跨域合作，運用所學的專業一步步建立解決問題(教育部，2019)，而

在國外也興起將設計思考應用於醫療設備和服務模式的新創領域，特別是在醫護教育

的範疇也在嘗試採用並努力評估其效果，因為透過工作坊的激盪模式，將可引導學生

對新產品或服務進行原型設計和優化流程，有助達到以使用者導向為中心的應用

(Trowbridge, Chen & Gregor, 2018)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設計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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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共有四位，而跨域學生 (資工系、思考設計系和護理系)，有 27 位學生參加。活

動舉辦地點在台北市某老人公寓舉辦為期二日的活動，並於活動成果發表時，邀請五

位老人公寓的高齡服務使用者進行評分及回饋。 
2.教學架構 

本工作坊將帶領學生透過實際體驗與觀察學習，了解高齡者生理與認知退化、心

理方面等困擾，並提出對健康維護議題的專案管理構想，並以人工智慧和物聯網結合

的應用(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et of Thing，AIoT)為核心構想，並對現有的健康

數據、物聯網發展，以同理心瞭解高齡者日常使用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的進行健康促

進、健康維護和疾病預防、慢病管理的創新發想、可能的困難與限制，釐清並定義真

實的問題；透過設計思考的「同理心、釐清問題、發想解決方案」(圖一)等步驟，激

發學生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 
 

 
圖一設計思考的五步驟 

 
3.介入方案與執行方式 

本工作坊透過讓學生體驗學生，同理了解高齡者的生理、心理、社會改變對健康

維護的影響，進而瞭解高齡者的健康維護與危害因子，並觀察高齡者的日常健康維護

與保健行為、蒐集高齡者的健康相關數據與生活經驗；經由雙向授課、情境劇本的討

論與角色扮演的方式，運用創意的思考設計方法、程式設計概念與健康維護的需求，

配合腦力激盪，協助學生發展並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 
工作坊成果也讓真實的使用者(長者)五位，進行服務使用者的回饋與評分，進行

意見的交流，且由他們與所有群體學員們票選出「最佳創意設計思考人氣奬」。 
4.資料收集與實施過程 

資料收集以二日的工作坊為時程，進行教學成效的前置性、過程性與總結性評量。 
5.研究工具 

除基本人口學資料外，針對學習者的學習感受滿意度分別參考文獻後(Petri, 
2010 )，針對設計思考題項(7題)和團隊合作題項(9題)進行學習滿意度的評量，採Likert
五點量表作答，1 分到 5 分是由非常不滿意到非常滿意，分數越高表示學習滿意度越

高。 
6.統計分析方法 

以描述性統計分析方法和文本分析將資料內容萃取主題，進行有系統的歸納、編

碼和分析類目的過程，以呈現有意義的相關主題。 

四、研究結果: 
本工作坊共產生四個以高齡者需求為出發點的問題解決方案，皆導入 AI 和 IOT

的相關應用，詳述如下。 
1.高齡者需求為出發點的問題解決方案 

學習者分別應用樂高積木、珍珠版、棉繩、吸管等教具，做出以高齡者需求為出

發點的智慧健康照護(AI 和 IOT 的相關應用)之問題解決方案共四件，分別各二件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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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設計和服務設計的方案，主題分別為:G1-智慧好夥伴(服務設計)、G2-語音智慧安全

椅(產品設計)、G3-GOSMART 汽逃車(產品設計)、G4-來問我吧！我是斯邁爾(服務設

計)(附件一)。 
2.學習者對參與本次工作坊的學習感受，呈現高度滿意得分 

學習者對於參與本次工作坊的學習感受於"設計思考"和"團隊合作學習"感受的滿

意度得分分別為 4.19±0.41 和 4.29±0.73，呈現高度滿意感。 

 
圖二 參與者的學習滿意度 

 3.參與學習者的跨域學習經驗，質性意見萃取出四項主題內容 
透過工作坊的參與，學習者的質性回饋意見，共萃取出四項主題，分別如下圖三，

且質性意見萃取出四項主題，並能呼應量性評量的結果。 

 
圖三質性萃取結果 

五、結論 
本文所採取的產學合作和跨域學習合作教學經驗，呈現出參與者良好的學習成

效，有助建構專業人才之問題解決能力，本文可做為培育新世代優質專業人才跨域合

作教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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