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 或 Y？設計思考苗圃工作坊類型的教學實踐省思 

 
陳彥甫 a，楊朝陽 b，李懿純 c，林喬茵 d，傅翊棋 e 

a大同大學媒體設計學系，yfchen@gm.ttu.edu.tw 
b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學系，cyyang@gm.ttu.edu.tw 

c大同大學通識教育中心，yclee@gm.ttu.edu.tw 
d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學系，cylin0401@gm.ttu.edu.tw 
e大同大學設計科學研究所，fu840709@gmail.com 

 

摘 要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是藉由設計實作的過程，來探索人類需求的發現和創新

解決方案的建立(Kelley & Kelley, 2013)。由於其工具和方法與創新有關，人們對設計思

考作為一種創新方法的興趣日益增加，全球各地企業採用設計思考進行產品及服務創新，

因此，設計思考可以被視為跨領域團隊運用設計方法來應對各種創新挑戰的過程。正如

全球各地企業一樣，許多國際知名高等教育機構意識到傳統教育模式已經無法應付千變

萬化的社會需求，所以越來越多大學將設計思考放在課程中，作為學生體驗多學科跨領

域合作的一種方式，讓他們在安全的學習環境中，接觸超出自己學科的技能和知識，以

及和不同領域的學生一起合作。而我國教育部在 2017 年推動設計思考跨域人才培育計

畫(又稱苗圃計畫，https://www.design-thinking.tw/)，該計畫是以設計思考為主軸的跨領

域教學計畫，而執行苗圃計畫的大專院校，也以設計思考為架構，進行一系列的跨領域

教學工作坊。本研究團隊即為苗圃計畫執行學校之一，基於第一線執行跨領域教學工作

坊的教學實踐，與回顧設計領域之設計思考相關研究，梳理不同類型設計思考工作坊的

教學重點與省思。 

從 Bruce Archer(1965)在「Systematic Method for Designers」一書提及設計思考一詞

後，設計思考的概念開 始在設計學術領域中發展，許多設計研究者從設計科學的角度，

針對設計思考的內容進行探討，例如 Schön(1983)說明設計思考是設計師的設計方式，

Buchanan(1992)則指出設計思考是協助設計師處理「棘手問題(wicked problem)」。廣泛

而言，設計思考通常被描述為一種思考方式，或是作為對設計行為中，隨後表現出來的

認知過程研究(Cross，2007)。大眾往往會將設計與設計思考混淆，但實際上，設計與設

計思考是不一樣的事情，設計是設計物件(如產品、軟體、服務)，而設計思考則是設計

師使用的認知過程(Dunne 與 Martin，2006)，因此，設計思考是被認為將同理心、創造

力、理性分析，以及適應特定情境的解決問題能力。然而，當商業領域探討如何應用設

計思考來進行創新，設計思考的概念開始轉變，成為非設計專業領域者評估和使用設計

方法的特定方式，設計思考也從一門科學轉變為一種思考方式，而這樣的變化得到設計

顧問公司—IDEO 與美國史丹佛大學 d.school 的支持。為了與設計學術領域所提及設計

師認知過程的概念做一個明顯的區別，Johansson-Sk€oldberg 等人(2013)用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與設計師思考(designerly thinking)兩個詞彙來做說明：設計師思考

(designerly thinking)是指專業設計師的實作過程；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則是指與非設

計專業者一起進行的設計實作和設計素養(design competencies)。由於設計思考團隊組成

強調團隊成員的異質性與開放性，來自於不同領域背景的非設計專業者參與團隊，才有

機會讓該團隊成功創新。 



 

設計思考的過程是結合發散思考與收斂思考，英國設計委員會(British Design 
Council)提出雙菱形模型(Double Diamond)視覺化發散思考與收斂思考的歷程，也說明雙

菱形模型也包含四個不同階段，分別為發現(discover)、定義(define)、開發(develop)、交

付(deliver)(Design Council，2005)，此外，史丹佛大學 d.school 為說明如何藉由設計思考

進行創新，也將設計思考的流程分為五個步驟，分別是：1.同理(empathy)；2.定義(define)；
3.發想(ideate)；4.原型(prototype)；5.測試(test)。無論是英國設計委員會的雙菱形模型與

美國史丹佛大學 d.school的設計思考五步驟，都強調設計思考的過程為迭代過程(iterative 
process)，以設計思考為主軸而推動跨領域教學的苗圃計畫總辦公室，參考並結合雙菱形

模型及設計思考五步驟，作為推動跨領域教學的設計思考架構(圖 1)，並鼓勵國內大專

院校先以隔一個週間的兩天進行跨領域教學工作坊。由於兩天工作坊的時間限制，苗圃

計畫總辦公室依照設計思考的探索(explore)與驗證(verify)兩種屬性，將工作坊類型分為：

X 型工作坊(取 explore 的 x)，即為問題探索工作坊；以及 Y 型工作坊(取 verify 的 y)，
即為原型驗證工作坊，在這樣的規劃下，本團隊留意到部分參與苗圃計畫課程規劃的教

學者，會產生 X 型工作坊只做問題探索，或是 Y 型工作坊只做原型驗證的誤解。 

 
圖 1 跨領域教學的設計思考架構(本研究整理繪製) 

Brenner 等人(2016)指出設計思考的過程由微觀過程(micro-process)和宏觀過程

(macro-process)的結合(圖 2)，微觀過程包含史丹佛大學的設計思考步驟如定義問題、需

求發現和綜合、發想、原型與測試等步驟的迭代，而宏觀過程則是參考 University of 
St.Gallen 資訊管理研究所發展的七個步驟，這七個步驟是原型導向(prototype-oriented)，
每一個宏觀過程的步驟都會經歷數次的微觀過程。此外，宏觀過程包含發散階段與收斂

階段，前面四個步驟為發散階段，後面四個步驟為發散階段。第一個步驟為設計探索

(Design Space Exploration)，根據主題的挑戰來進行設計探索；第二個步驟為關鍵功能原

型(Critical Function Prototype)，此步驟的原型解決方案是以前一個步驟探索的關鍵功能

為依據；第三個步驟為黑馬原型(Dark Horse Prototype)，此步驟的原型是以關鍵功能原

型為基礎，但刻意忽略第一個步驟探索中所設下的限制條件，嘗試擴展解決方案的可能

性，在此步驟也會要求團隊放下關鍵功能原型為最終產品的想法；第四個步驟為最佳原

型(Funky Prototype)，此步驟旨在將團隊從開始到這步驟，已開發所有原型中的最佳創意

合併為一個原型，以構建為最終原型；第五個步驟為功能性原型(Functional Prototype)，
功能性原型需要比先前步驟的原型更加具體，因為是可以讓使用者進行操作，提供可以

滿足使用者哪些需求的清晰方案，這些功能性原型可操作度越高，使用者測試的見解就

越好；第六個步驟為 X 已完成原型(X-is-Finished Prototype)，用來檢測一個關鍵功能(該
關鍵功能稱呼為“X”)及實做最終原型所需的工作量，此步驟幫助設計思考團隊丟棄先前

步驟中不切實際的組件，團隊也必須決定哪些零件可以包含在最終原型中；第七個步驟

為最終原型(Final Prototype)，滿足使用者需求的所有功能都能在這原型中進行操作，而



 

且該原型的詳細程度必須非常高，讓使用者可以進行全面測試(Brenner 等人，2016)。以

微觀過程和宏觀過程的觀點來探討，以設計思考為架構的跨領域教學流程，仍然需要完

整進行問題探索與原型驗證。 

    
圖 2 設計思考微觀過程(左)與宏觀過程(右) (修改自 Brenner 等人，2016) 

由於設計思考架構必須完整在 X 型工作坊及 Y 型工作坊進行，而非被一分為二，

並且依照設計思考的微觀過程及宏觀過程，無論是 X 型或 Y 型工作坊，工作坊的參與

學生必須在工作坊結束前完成原型。但考量兩天工作坊教學時間的限制，本團隊在進行

規劃工作坊課程時，以雙菱形模型做為不同類型工作坊時間規劃的架構：X 型工作坊的

內容安排著重在問題探索，所以讓參與學生多花時間進行第一個菱形的過程，而較少時

間在進行第二個菱形的過程；Y 型工作坊剛好相反，活動內容安排著重在原型驗證，讓

參與學生少花時間進行第一個菱形的過程，而較多時間在進行第二個菱形的過程。接下

來以本團隊所舉辦的「志生物語」與「輔人大學」兩場工作坊為例，來探討以雙菱形模

型做為不同類型工作坊時間規劃的架構。「志生物語」工作坊為 X 型工作坊，教學重點

放在第一個菱形的發現階段與定義階段，主要是讓參與學生進入場域體驗及定義問題；

「輔人大學」工作坊為 Y 型工作坊，教學重點放在第二個菱形的開發階段與交付階段，

主要是讓參與學生進行原型設計、製作及測試。 

          
圖 3 大同苗圃團隊以雙菱形模型規劃 X 型工作坊活動分配(左)與 Y 型工作坊活動分配(右) 

「志生物語」工作坊是以場域導覽與 App 設計結合的工作坊，參與學生大多來自應

用外語學系、工業設計學系，該工作坊是以平時舉辦藝文展覽活動的大同大學志生館為

主要場域，引導學生觀察平日身處的環境，思考如何藉由 App 來介紹志生館歷史、內部

空間、活動資訊等內容。志生館為結合日式風格與歐式風格的和洋建築，建築物所用材

料及空間規劃有不同文化元素，該工作坊的授課內容包含志生館的文化元素、該館歷年

舉辦活動的說明、解說導覽技巧、App 設計概念，由於有認識及解說場域的任務，因此，

該工作坊安排較多時間進行場域觀察及探索，而製作的原型為紙原型(paper prototype)，
簡單清楚呈現關鍵功能。而「輔人大學」工作坊是以輔具設計與人因工程結合的工作坊，

參與學生大多來自護理學系、工業設計學系、媒體設計學系，該工作坊是以需要輔具的

真實患者作為本工作坊案例，讓學生了解個案的難處後，討論及定義個案的隱性需求後

進行輔具設計，並用鐵管及相關合適材料來製作輔具的原型，最後在進行測試。該工作



 

坊的授課內容包含輔具概念及原則、人因工程、金屬加工製作技巧，由於參與學生需要

花時間設計製作輔具金屬原型，除了呈現關鍵功能外，也須進行後面的測試，所以該工

作坊安排較多的時間進行原型發想、製作、測試驗證等活動。 

「志生物語」與「輔人大學」這兩場工作坊活動安排，是讓參與學生完整進行從問

題探索到原型驗證的設計思考流程，參與學生在工作坊結束前都有原型產出，但是因為

兩場活動時間規劃著重的比例不一樣，所以區分為 X 型工作坊及Ｙ型工作坊，而參與學

生對於工作坊有深刻記憶的回饋也有所差別。在「志生物語」課程活動中，讓參與學生

多花時間進行第一個菱形的過程，所以學生對於場域探索部分有很深記憶，例如其中一

位學生參加工作坊後的回饋單上寫著「導覽作業製作對導覽資料收集重要性，讓學生理

解環境認識的重要性，是文化的傳承，希望學校在導覽走讀能更積極推廣」，另一位學

生的回饋為「這次參與活動學習了關於日式房屋的事情，覺得很神奇」，大部分學生們

也肯定工作坊的場域探索，對於後續設定 App 主題有幫助。在「輔人大學」課程活動中，

讓參與學生多花時間進行第二個菱形的過程，所以學生對於製作原型部分印象深刻，例

如其中一位學生參加工作坊後的回饋「認識一些彎管、焊接和切管的工具很過程。對我

來說這些都是不曾接觸的，所以感到很新奇！」，另一位學生的回饋「在工作場實際焊

接、彎管、切管，最後組成一隻完整的拐杖」，大部分學生們認同工作坊的原型製作過

程，可以激發不同背景學生對於解決方案的討論。而這兩場工作坊參與學生，都能認知

到不同領域合作的重要性，如其中一位學生在其回饋單上寫下「與跨領域人士溝通時真

的要彼此尊重，未來在與不同專業的人合作時，可抱著同理的態度去討論」。 

苗圃計畫總辦公室依照設計思考的探索階段與驗證階段，將工作坊類型分為 X 型

工作坊與 Y 型工作坊，會產生 X 型工作坊只做問題探索或是 Y 型工作坊只做原型驗證

的誤解。但是，無論是何種類型的工作坊，設計思考的流程實際上是必須完整的在 X 型

工作坊及 Y 型工作坊完成，兩者的差異在於依照不同活動著重點及實施時間的多寡，決

定成為 X 或 Y 型工作坊之類型。本研究也以大同苗圃團隊所舉辦的「志生物語」與「輔

人大學」兩場工作坊為案例，探討如何以雙菱形模型的特性做為工作坊教學的時間分配，

依照探索教學時間與驗證教學時間的差異，來區分為 X 型工作坊與 Y 型工作坊的教學

類型屬性，而不同屬性工作坊對於學生後續學習的影響，則可以作為未來跨領域學習的

研究方向。 

關鍵字：設計思考、雙菱形模型、問題探索工作坊、原型驗證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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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ign thinking could be viewed as the process of using design methods to deal with a 
wide range of innovation challenges. The ‘design-thinking.tw’ is the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gram based on design thinking and has been promo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aiwan in 2017. The universities undertaking the program have conducted a series 
of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workshops based on design thinking. The framework 
of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program combines the Double Diamond model 
of the British Design Council and the five-step design thinking of d.school at Stanford 
University in the USA.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exploration and prototype verification in 
design thinking, the program divided the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workshop 
types into X-type workshops (focusing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problem) and Y-type workshops 
(focusing on the validation of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ime constraints of the two-day workshop. 
However, thes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workshops have been misunderstood: the problem 
exploration is only undertaken in X-type workshops and the prototype verification is 
undertaken in Y-type workshops. The process of design thinking includes the problem 
exploration and the prototype verification so X-type workshops and Y-type workshops should 
involve the whole process of design thinking. To clarify the mis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workshops conducted in Tatung University as examples and discusses 
how to use the features of the Double Diamond model for the condu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hes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workshops. Also, this 
paper reports the outcom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workshops and participating students’ 
feedbacks. 
 

Keywords: Design Thinking, Double Diamond model, problem exploration workshops, 

prototype verification worksho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