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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國際港埠智慧化趨勢下，本計畫以高雄港市之實際場域探討智慧化之真實議題，

透過設計思考苗圃工作坊建立創新智慧化服務方案，計畫建立「三師+業師教學模式」

來對產業實際問題進行觀察、分析、提出解方。經辦理 4 場 X 型工作坊及 2 場整合的 Y
型工作坊後，歸納整理出三師模式之初步結論：1) 曾經有帶領工作坊經驗的教師對於此

次苗圃工作坊帶領過程，最大的挑戰是必須考量背景不同的學生狀況；2) 三師跨域教學

的優點是可以讓自己對其他領域的探討更加深入，且老師在課堂之間可以互相支援，缺

點是在課程密度高的情況下，三位老師之間的課程銜接必須有更多的前置作業、聯繫，

課程才得以順暢；3) 每次工作坊的事前討論對計畫非常有幫助，除了建議繼續維持這樣

的討論外，內部深度的「教師增能工作坊」及「相關資料共同閱讀」也是關鍵；4) 對於

經營一個跨領域教師社群的方法，可以透過某個議題（例如這次的智慧港市議題）整合

不同學科背景的老師，同時建構一個友好的教師社群氣氛是計畫成功的要點；5) 最後，

針對共同在實際場域參訪、交流，以及與業界共同討論，是經營跨領域學術社群的重要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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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trend of intelligen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rts, it is critical to apply smart 
service into the port city. This interdisciplinary workshop lead by th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explores the real issue of smart port-city in the actual field of Kaohsiung Port. 
Through the interdisciplinary design thinking workshop, innovative and smart service solutions 
are established by students. To actually observe, analyze, and propose solutions to complicated 
port-city issues, a new workshop model of “cooperative teaching of 3 professional teachers’ 
with academia-industry” is built in this project. After handling 4 X-type workshops and 2 
integrated Y-type workshops,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this model are summarized: 1) The 
challenge for teachers who have had experience in leading workshops is to consider and arrang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during the workshop; 2) The advantage of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model is that teachers can deepen their exploration of other professional fields, and 
support each other in the workshop. The disadvantage is the high-intensity cooperation among 
teachers, who need spend more time in communication before the workshop; 3) The pre-
discussion of each workshop is critical to the model. Discussions in the teaching group, the in-
depth of "teacher enrichment workshop" and "related reading materials sharing" are also key 
elements in the model; 4) To effective function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teacher community, 
different disciplines can be integrated through an integrated topic (such as the smart port-city 
service in this workshop). The friendly atmosphere of the teacher community is one of the 



critical keys of the success; 5) Finally, working in the actual site, and discussing with the 
industry is a significant way to run an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mmunity. 

一、前言  

教育部設計思考工作坊著重以「人」的需求為核心，期望在「寬廣」的創意空間謀

求對真實議題的解決方案。「港」為高雄市獨特的產業及城市形塑意象的關鍵之一，計

畫以港為出發，引導師生深入瞭解、思考在地的議題及挑戰，由於高雄港埠旅運中心將

於 2020 年正式啟用營運，預期將會有大量來自世界各地的大型遊輪停靠高雄港，面對

著即將從港口湧入高雄市的龐大人流、交通流、金流，不論是港、市管理單位，或是其

他利害關係者，都應思考應如何運用資通訊科技，來彼此串連、整合與分享，以提升港

口、城市的觀光服務內容，改善到訪遊客的觀光體驗。為了因應業界實際問題及人才培

育的需求，本團隊以智慧港市、智慧城鄉、智慧金融港、智慧交通等主題作為苗圃 X 型

工作坊之主體，繼而，再透過 2 場整合的 Y 型工作坊，讓學生立足於 X 型工作坊所提

出的解方之上，建構一個可測試的智慧港市整體服務提升模式原型，並進行測試修正 

(圖 1)。最終，將修練精緻化的智慧港市整體服務提升模式向港務公司提案，期能讓此整

體服務提升模式有被實踐的機會，也讓工作坊的成果正式成為業界的解方。 

長久以來，高雄市持續努力於推動市港合一，「智慧港市」是一個嶄新的概念，在

此概念的實踐過程中，將充滿各式各樣的挑戰，也提供了各種創意發想激盪的機會，此

次計畫同時引發臺灣港務公司 (臺灣商港主要負責) 之重視，提供計畫實際場域之測試，

同時在每次工作坊中納入 2-4 位港務公司同仁作為學員，與師生共同互動學習。本團隊

以所在地區即將面臨的產業實際問題「智慧港市」做為工作坊的主題，透過「三師+業師

教學模式」來對產業實際問題進行觀察、分析、提出解方。在此過程中，希望能帶給各

個不同參與主體之影響：1) 對參與學生的預期影響：培養面對社會真實議題的能力、學

習跨領域合作、學習透過設計思考流程來處理複雜問題、學習將各種發想概念收斂為可

執行策略；2) 對授課教師的預期影響：學習如何引導學生面對社會真實議題的能力、學

習跨領域合作、將設計思考融入課程培育未來人才、更了解實務運作的機制、學習分工

合作（包含學界同儕間、學界與產業界之間）；3) 對產業協力夥伴的預期影響：獲得改

善產業現實遭遇問題的創意解方。 



 

圖 1 智慧港市苗圃計畫 X 與 Y 型工作坊之架構 

二、三師跨領域教學與教師社群經營 

      既往各校在執行苗圃計畫工作坊時多採用「雙師教學模式」，可讓不同領域的教師跨

域融合碰撞出不同的創意解方，由於港口的議題十分複雜，涉及之面向涵蓋工程與人文

社會經濟，在本計畫的智慧港市工作坊內，首次採用「三師+一業師」的方式進行，三師

中兩位教師須依當次主題涵蓋跨域主體，需為一位工程、一位社會人文之教師，也都須

有設計思考之基本訓練，第三位教師為設計思考專長之教師，將專業之設計思考思維深

化入議題中，三位教師並非僅在負責之時段帶領，需兩天全程參與工作坊，讓跨域議題

真實在現場以設計思考之思維落實。此種做法主要是為了達成以下兩大目的： 

（1）設計思考為一思維模式的轉變，且需對議題有深入的理解，三師各有其領域之

專長，設計思考為共同的語言，此次工作坊期望測試設計思考跨域教師的合作

模式及角色特性，跨域及設計思考教師如何透過協調，最後整合各教師意見並

發展不同的工作坊架構，以促使教師、課程及議題之串聯能更為緊密。 

（2）將業師帶入課堂，讓學生與學界教師能夠對「業界實際面對的議題」和「既有

的因應對策」能有更深入的瞭解，此次學員中更納入港務公司的同仁。如此一

來，參與學生便能立足於真實產業的資訊及問題，進行更多更具有創意的發想。 

具體而言，「三師」的組成包括：設計思考專長教師、工程背景教師、人文社會背

景教師，在「工程搭配設計」的雙師教學模式中，此次工作坊特別將設計思考教師的角

色做為收斂的核心，以確保整體工作坊規劃的完整性及議題深入性。雖然大多數的教師

均參與苗圃教師培訓，但計畫由設計思考經驗較豐富的教師來綜理整體工作坊的系統架

構，也可減少另外兩位教師在溝通與備課上的負擔，兩位跨域教師則可增加設計思考教

師對領域瞭解的深度。在此設計下，另外兩位教師的專業背景也就不必要被限定在工程

與設計上，而可因應實際的議題需求做調整，符合港埠議題的多元與複雜。 



計畫由所有參與教師共同討論建立 X 型工作坊的規劃架構 (圖 2)，將兩天之工作

坊大致分為四個時間區段，區塊一著重於對議題的解構與重新定義，由該次議題的領域

發題教師負責；區塊二著重於實際觀察體驗問題，以及對應之收斂，由跨域與另一領域

深入討論之教師主導；區塊三著重於真實議題的瞭解，每場工作坊依主題導入對應之業

師，並由兩位教師共同主持；區塊四著重於原型概念發想與提出，由設計背思考專業教

師主導，三師均參與協助不同時段，計畫的教師社群經營包含工作坊前對模組化課程規

劃與討論、教師內部增能工作坊、教師社群共讀、社群平台經營等。業界教師直接加入

工作坊也是本次工作坊操作的重點之一，由於苗圃計畫期望與「業界實際需求接軌」，

因此有必要深入瞭解業界的需求和經驗，此次工作坊直接邀請業界教師加入作為授課業

師，提供業界最新的發展方向、面臨難題、已有的因應對策等資訊。 

 
圖 2  智慧港市工作坊三師課程架構規劃示意 

三、初步研究發現 

在計畫舉辦的工作坊過程中，團隊教師積極參加討論，除當此主導之三師，有時間

的教師也會參與不同工作坊分享與學習。就工作坊的形式，計畫針對參與的教師進行初

步的問卷訪查，期望了解此架構的優缺點，後續可將成果回饋修正，做為未來工作坊之

規劃依據，初步成果重點摘要如下： 

（一）對於曾經有帶領工作坊經驗的教師，對於此次苗圃工作坊帶領過程的意見： 

最大的挑戰是必須考量背景不同的學生狀況，其次是掌控時間。因為學生來自各個

科系，理解能力不同，此外，授課老師之間必須互相配合，也必須配合業師，所以

時間掌控比較有壓力。最大的收穫是有其他老師的回饋、認識高雄港市、認識新領

域。顯然地，跨領域工作坊提供了好的時間、空間、實例讓不同老師可以收穫。 

（二）三師跨域教學的優缺點： 



優點是可以讓自己對其他領域的探討更深入，而且老師之間可以互相支援，不必孤

軍奮戰。缺點是在兩天的長時間中，必須努力去抓住上課節奏感，也就是三位老師

之間的課程銜接必須有更多的前置作業、聯繫，才可以順暢。 

（三）對於未來跨領域教師社群「運作模式」的期待： 

每一次工作坊的事前討論對計畫非常有幫助，因此要繼續維持這樣的討論，其次教

師覺得重要的是內部深度的「教師增能工作坊」及「相關資料共同閱讀」。 

（四）對於如何經營一個跨領域教師社群，目前的幾個作法非常受到參與老師的讚賞： 

透過某個議題（例如這次的智慧港市議題）整合不同學科背景的老師，這是所有老

師都支持的，而建構一個友好的教師社群氣氛是計畫成功的要點，最後，針對共同

在實際場域參訪、交流，以及與業界共同討論，是經營跨領域學術社群的重要方式。 

（五）這個過程的最大挑戰是來參加的學員人數與背景的不確定性，因此在規劃課程上

比較吃力。 

四、跨域工作坊實質貢獻 

此次跨域工作坊在各面向呈現不同的效益，在解決產業實際議題方面，工作坊中針

對產業實際議題進行討論與發想，有助於產業協力夥伴獲得外部刺激以及支援，增加產

業創新發展的動能，此外同時對於產業人力養成與精進有顯著的效益，此次工作坊主要

產業協力夥伴臺灣港務公司此次也有派員全程參加各場次工作坊，這些學員在參與過程

中不僅學習利用設計思考流程來解題，同時也獲得了許多新知，對於提升個人成長有顯

著的效益，未來將與港務公司合作深化此次苗圃計畫提出之設計方案。 

在創新教學模式方面，計畫建立三師跨域之模式，同時將業師帶入課堂，讓學生與

學界教師能夠對「業界實際面對的議題」和「既有的因應對策」能有更深入的瞭解。在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方面，學生的意見回饋分享認為三師工作坊的方式對學習是有效益的，

同時增加團隊合作的技巧及自信心，在促進教師互動與社群形成成效方面，此次跨域工

作坊結合不同領域之教師，工作坊之跨領域教師社群經營促成教師群的共同合作氛圍，

除計畫外，也建立教師間互動交流之感情，對後續工作坊或相關計畫之合作建立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