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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設計思考」在坊間往往以短期「工作坊」的形式來操作，僅以一天針對特定主

題做重點式的教學。但「設計思考」無論是從 IDEO 的培訓歷程，或是從史丹佛大學

d.school 的原本訓練形式來看，其實都並非如此短期，而是數十個小時、跨專業領

域、具體成果導向的歷程。從這脈絡來看，在台灣的大學之中要有效推動「設計思

考」不能僅以工作坊，更應以完整的課程，並且吸納不同領域來源的學生，才更可能

帶來具體的效益。然而，當「設計思考」變成「大學部」可課程系統中「一學期」的

課，如何規劃其課程內容？如何指導教學？如何設計評量？如何與其他課程形成有效

的生態性戀動？皆需要重新思考。 

在本論文中，筆者將以中山大學人文暨科技跨領域學士學位學程108-1學期的「設

計思考」課程為例，以民族誌方法資料探討如何在大學社會責任計劃的架構下，與

「還我特色公園行動聯盟」合作，以「街頭玩童～鹽埕兒童街區遊戲日」中的兒童遊

具設計製作為目標，進行整門課程的規劃與設計。筆者主張，設計思考課程設計並非

僅是「設計教育」，必須有效結合「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專

案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還需有效結合創客課程、助教系統、社區

成員、專業業師等，才能讓同學們在跨領域的學習歷程中得到最大獲益並且推動社會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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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shop” has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way how people learn “Design Thinking” 

and people learn it in few hours. However, either in IDEO or in d.school in Stanford 

University conduct the relevant education, it requests the students to study it with much 

more time; and the students have to work with others from different fields and complete a 

design and production process. From this perspective, universities in Taiwan should 

conduct design thinking education in a more effective way. While a conductor develops a 

design thinking course within a semester, he or she have to deal with the following 

concerns: how to design a course? How to conduct the teaching process? How to form an 

ecosystem with other courses or actors?  

In this paper, I will use the course example of “Design Thinking” which I taught in 

the Fall term, 2019 to introduce how I developed my course by concerning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and working with The Association of Parks 

and Playgrounds for Children. For the final project, the course requested all the students to design 

playground equipment for children and displayed it in the activity “Playing on Street”. Based on 

this course experience and ethnographic data, I proposed that design thinking education should not 

be merely be developed for professional design education. It should provide an ecosystem which 

effectively integrates “problem-based learn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 maker education, 

teaching assistants, community members, and industrial experts, and other courses to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educational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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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前言：從一場工作坊到一個學期的設計思考發展社會創新 

 當前台灣的大學之中常會舉辦「設計思考工作坊」的短期課程，帶領同學們嘗試

接觸社創新或是社會設計。這凸顯了「設計思考」與「學院式設計教育」之間的差

距。學院式設計教育，意指大學內由設計學院主導的設計教育，其以培養當前設計產

業中所需要的設計人才為目的，因此會在四年之間從基礎概念、基礎技法開始發展，

一路發展到畢業專案，以求學生能在畢業之後能真正成為符合業界入門門檻的設計專

業工作者。相較之下，「設計思考」在今日大學內的並不是以培養設計專業人才為目

標，而是希望藉此發展出當代高教機構之中學生得跨領域社會創新能力，如同教育部

「苗圃計畫」網站上所言：「為引導未來想像，營造創業家精神的校園氛圍，教育部

聚焦設計思考跨域人才培育，期以社會創新所需之產業為主題，進行專案與問題導向

的實作設計，將設計思考深度導入校園，並透過跨領域合作模式實現跨專業、貼近產

業的教育，觸發更多創新未來社會的可能性，培育未來世代所需的人才。」 

 然而，以「工作坊」為主要形式，以「社會創新」為目的的設計思考教育會遇上

以下挑戰。首先，過短的工作坊課程其實無法真正幫助學生掌握設計思考相關能力。

第二，過短的工作坊其實無助於學生深刻理解社會創新背後社會問題的脈絡，亦難以

直接進入問題現場，找到問題發生的癥結或是看到問題解決的各種可能性。第三，過

短的工作坊往往只能做到非常簡單、粗略與早期的產品原型，難以進一步發揮社會影

響力。因此，筆者認為，工作坊並非是在大學之中從設計思考出發發展社會創新的最

佳形式。筆者任教於國立中山大學人文暨科技跨領域學士學位學程，在過去幾年之間

皆以一整個學期的課程來教授「設計思考」。在本文之中，筆者將以 108 學年第一學

期的「設計課程」課程為例，分享筆者設計規劃課程的思路，以及如何在實踐「大學

社會責任」的目標下與民間機構「還我特色公園行動聯盟」合作，共同舉辦「街頭玩

童～鹽埕兒童街區遊戲日」活動，展現同學們學習設計思考，及完成兒童遊具創新設

計與創作的成果。藉此，可以看出，當「設計思考教育」從「工作坊」發展成為一整

個學期的「課程」，修課同學們有更好的學習效果，對於社會創新亦更有更具體之實

質效益。 

 

二、文獻分析討論與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討論 

 「設計思考」並非僅等於「『設計』＋『思考』」，其實也是一種工作方式與態

度，意味著將「設計」的思維納入「思考」的歷程裡。推動美國產業界與學術界發展

設計思考的 David Kelley 與 Tom Kelley 曾說：「設計思考，就是利用設計實踐者的

工具與心態去發現人類的需求，創造新的解決方案 (2014: 45)」。換言之，設計思考

其實強調了對於人類還未解決的需求的探索，同時也不滿足目前的解決方案，或是要

發展出更好的解決方案，而背後所使用的方法則是沿用設計師或是設計實踐者所常使

用的工具或是心理態度。從上述的定義出發，可以發現設計思考概念的初衷並沒有強

烈的「商業」意圖。但實際上，設計思考其實具有極強的商業應用性。Tim Brown 在

《哈佛商業評論》上指出，「設計思考是以人為本的設計精神與方法，考慮人的需

求、行為，也考量科技或商業的可行性。」(2008: 86)。 

 然而，如何透過一整個學期的「設計思考」課程來推動社會創新教育目前還是台



 

 

灣學界尚未深入探討的領域。此即為本研究之中所想探討之核心課題。 

（二）研究方法與場域 

 在研究方法上，筆者主要採取民族誌田野調查方法，透過觀察、訪談與筆記，從

中發現課程實施的效益，也從中透過訪談內容的語義分析，挖掘課程多方參與者如何

思考這門課的價值與效益。筆者主要觀察的場域為中山大學人文暨科技跨領域學士學

位學程，108 學年第一學期的「設計思考」課程，該課程之中共有 11 名學生，學生來

源除了有三位來自人科學程之外，亦有來自中文系、企管系、外文系的學生。課程的

上課地點為中山大學於鹽埕區忠孝國小所設置的「鹽埕灶腳社會創新基地」，藉此地

緣 之 便 ， 同 學 們 可 以 更 加 容 易 與 國 小 學 童 及 社 區 成 員 接 觸 。 

 

三、、初步研究發現與建議或預期研究貢獻： 

 中山大學人科學程「設計思考」課程以培養「具有設計思考能力」之人才為目

標，並希望能透過具體的專案實作，將「設計思考」所含括的思考方式與工作能力，

轉換成為身體的具體能力。本課程亦與與高雄「還我特色行動公園聯盟」合作。該聯

盟關注目前社區「罐頭公園」議題，主張公園遊具在保障安全之外，應要有美感特色

以刺激孩子們的視覺，此外當中的遊需具備一定的難度，好使其真正有助於兒童身心

發展。本課程決定與「特公盟」合作，亦決定要以「創意遊具」的設計製作為整體課

程的驗收成果。為幫助同學們完成此一目標，在一學期十六週的課程之中，有以下各

項內容： 

 （一）設計思考預備課程基礎教育（第 1-3 週）。本課程認為在開始執行設計思

考教育之前，應先協助學生理解什麼是「視覺溝通」與「商業模式」。這一方面協助

同學們能夠更有效的溝通，另一方面則幫助同學們理解設計思考的本源來自於商業設

計，一項好的設計亦須要跨出設計本身，與各方機構單位合作，才能發揮真正的影響

力。 

 （二）設計思考基礎教育（第4-6週）。本課程的設計思考著重在以下幾個重點：

「以人為本，2, 5, 3」。以人為本是設計思考的基本精神，「2」指得是面對解決問

題要學習設計師「發散」與「收斂」的兩階段思維。「5」指得是設計思考的五個步驟

「Empathy-Define-Ideate-Protype-Test」。而「3」指得是設計思考的三個判准「需

求性」、「可行性」與「存續性」。課程透過影片、演講、實作與討論，逐步幫助同

學們熟悉設計思考的基本概念、操作步驟與工具等等。 

 （三）外部合作與在地國小合作的田野調查(第 7-8 週)。同學在在這過程之中，

需要學習「遊戲」與「遊具」對於兒童身心發展的重要性與影響。筆者除了安排同學

們直接針對忠孝國小的小朋友進行共同遊玩的活動，用以理解兒童的遊戲行為與心理

狀態。亦邀請「特公盟」多次合作的設計師陳懿欣小姐來演講，幫助同學們理解兒童

遊戲心理學，並也請她在後面週次之中針對同學們的創意發想提供專業的審查意見。 

 （四）培力、發想與實作（第 9-13 週）。筆者認為，設計思考教育不能僅停留在

「思考」與工作坊的層次，學習者需要有具體實作的能力，如創客電子技能或是木工

技能。因此筆者與「MZone 大港自造特區」合作，操作該創客空間的木工機具，學習基

礎木工能力。此外，課程當中亦邀請「M.Zone 大港自造特區」派遣兩位木工老師，協

助同學們的作品進行結構的加強，進而滿足兒童遊具的安全需要。 



 

 

 （五）成果展與課程反思（第14-16週）。本課程於課程之初即設定要與高雄「還

我特色公園行動聯盟」成員一起舉辦「公開成果展」。此一活動不僅作為同學們的成

果展，亦希望藉此向高雄市民推廣關注罐頭公園議題以及對於兒童遊戲權的關注。同

學們亦能透過直接與特公盟成員、社區成員互動，更直接感受自己所參與的課程以及

正在進行的專案所具有的社會創新價值。 

 

四、課程成效及反饋  

 本次課程之具體均表現於 2019 年 11/30 與 12/1 日的「街頭玩童~鹽埕兒童街區遊

戲日」活動之中，該活動舉辦於高雄市鹽埕區公園路與瀨南街交叉口的綠地上，由課

程助教和特公盟共同完成籌備工作。參與課程的 11 位同學順利完成四件「創意遊具」

的作品，並於「街頭玩童」活動之中順利展出。四件作品分別為「跳跳包浩斯」、

「海盜船」、「Mini maze 」、「獨木橋」。其中。「跳跳包浩斯」創作者周同學表

示：「過程之中最重要的是透過跟小朋友的具體互動，認識」。在 11/30 日的活動之

中，除了有同學們的展示之外，亦有特公盟成員們負責的「兒童遊戲區」，當中有

「紙箱區」帶領兒童用紙箱製作迷宮，有「木工區」帶領兒童運用安全器具製作小型

手工藝作品，還有「彩繪區」帶領兒童在輪胎與紙箱上塗上油彩。兩天活動下來計有

約 350 位家長與小朋友共同參與活動，並且有 11 家媒體報導，實屬一場成功的活動。 

 參與現場活動的家長除了肯定學生們的創作外，亦認同「街頭玩童」活動本身所

想要宣導的理念。當中林小姐表示：「相較於台北，高雄這樣的活動真的很少，希望

你們可以多辦幾場，讓更多高雄的家長們知道公園與遊具的重要性。」現場亦有公園

景觀設計師李先生共同參與，他在看到自己的孩子遊玩之後，除了表示學生們的遊具

設計成果在概念上已經很成熟，若能再搭配上更專業人士的協助，有機會真的實現量

產或是運用在真實的公園之上。 

 對於整體課程的經營以及收穫，課程經營的角度來說，「設計思考」課程亦獲得

同學們與特公盟夥伴們得肯定： 

 「學期初的『視覺溝通』很有幫助，還有『發散』與『收斂』的技巧，我還用在

其他的課程之上。」李同學回憶。 

 「我過去沒有處理過這樣的複雜的問題。在這一門課程之中，透過具體的操作，

學習到設計思考如何作為一套解決問題則方式。」林同學回應。 

 「Prototype 的製作很重要，做出來去測試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小朋友喜不喜歡，也

才知道要怎麼做改進。這對我以後去發想專案很有幫助」許同學表示。 

課程亦有收到學生們對於課程進一步的期待。潘同學表示，木工的部分太過困難，如

果沒有。黃同學表示，以「遊具」作為命題對他而言難度有些太低，原本有預期要挑

戰更難的專題。從課程設計來說，部分同學對於課程的建議會予以採納，但部分反饋

則必須考量到所有同學們到學習狀況，做整體的考量，難以專門針對單一同學做課程

內容更動。 

 該課程亦受到外部合作夥伴的正面評價。合作業師陳懿欣小姐表示：「雖然設計

領域講了要『以人為本』做設計喊了非常久，但都很少真正落實。中山大學的同學們

能在一學期之中，實際地接觸了眾多小朋友，並且還完成了有價值的設計。真的很不



 

 

簡單。」高雄合作夥伴「還我特色公園行動聯盟」康文玲小姐表示很開心可以看到同

學們對於社會議題的參與，亦看到同學們所設計的遊具其實已經很具有實用的價值。

期許同學們能夠繼續在這條路上發揮。 

 綜合來說，「設計思考」這門課程獲得了各方正面肯定。收到的建議與批評也將

做為未來課程改進的參考。 

 

五、結論與反思 

 本研究分享了中山大學 108 學年第一學期「設計思考」課程的歷程，當中除了教

授「設計思考」核心概念與能力，還與「還我特色公園行動聯盟」合作，共同推動兒

童遊具創新，呼籲社會大眾重視罐頭公園問題以及兒童遊戲權的重要性。透過設定

「街頭玩童～鹽埕兒童街區遊戲日」成果展，以及跨出校園與社會團體合作，「設計

思考」課程不僅僅完成了遊具的創新，也帶領學生認識社會議題，並且回應了透過社

會創新解決社會問題的需要。本研究並不認為僅僅憑一場「成果展」或是一門課程，

就能有效解決上述的社會問題，社會創新的歷程其實是辛苦與漫長的，但「設計思

考」這一門十六週的課程作為一個「開端」，可說已經有效地跳脫出短期「工作坊」

的侷限，帶領學生在學習設計思考的過程裡，接觸與深思社會問題，並且嘗試透過創

造力的發揮，並且開始發揮社會影響力。 

 筆者認為從教育的觀點來看，伴隨著台灣大學正往社會責任實踐轉型的發展，我

們應該更幾加重視設計思考相關課程中的教師角色。正因為社會創新是複雜、跨領域

的事務，教師在當中的角色除了是課程的規劃與職。老師更像是一名「導演」，對於

整個課程的「全局」需要有所觀照與佈局，同時老師也要向一名「製片」，確保整個

課程的操作與進度，讓整個社會創新的歷程得以完成，並且有機會延續其所創造出來

的價值。若希望大學教師能夠越來越能發揮設計思考課程帶領與指導的能力，並且將

其用於社會創新之上，需要有更多的教師投入其中一起研究與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