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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課程設計上，本校以學生需求導向來「量身訂做」出多元、創新、跨域、整合性

的學習方式，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動手實作，其中以「學中玩、玩中做、做中學」的教

學方式為推動的策略。各系於週三上午必須對全校大三與大四學生開設跨域課程，並結

合週三下午社團時間，當天稱之為 Leaning Party Day，鼓勵學生跨系選修。 

本研究以「老幼產品設計開發與應用」跨域課程為例，該課程於 107學年度第 1學

期配合高教深耕計畫開設迄今，三個學期修課人數為 152 人。在 18 週的課程中，以設

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的五大步驟：同理、釐清、發想、原型與測試為行動核心。期末

分組活動結束後，每組都會完成一個與長者或母嬰相關的產品雛形進行分享，並以教師

評量、學生互評作為期末競賽的名次依據。 

本研究將探討設計思考融入老幼產品設計開發課程的成效：學生的教學評量是否能

回饋到課程教材上，來提升創造力的應用？學生入學條件不同，是否會造成對設計思考

應用的差異性？都是在教學現場上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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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設計思考心智圖(劉美玲, 2017) 

 

 

表 1  

跨領域課程的學習方式比較 

      學習方式 

項目 
多種學科 科際整合 超學科 

構成方式 

依照主題把不同

的學科加以組織

建構起來 

將學習主題與內

容透過學科課程

標準來呈現 

以生活情境、學生

提問方式來進行

學習 

設計

思考 

原型 

測試 

同理 

釐清 

發想 

了解使用者 
訪談、體驗、觀察 

以人為本 
 

洞悉 
深入關注議題 

  
不打斷、不批評、不離題 

連續、畫圖、瘋狂、大量、標題  

動手做 
具題呈現方式 
快速 

情境模擬 
回饋與省思 
改進 



 

表 2 創意指數前測結果 

創意指數(CI) - 前測 

平均值  64.033 

標準差  12.620 

中位數  64 

最大值  89 

最小值  43 

範圍區間  46 

平均值的標準誤差  1.629 

 

表 3 創意指數後測結果 

創意指數(CI) - 後測 

平均值 65.650 

標準差 12.388 

中位數 65 

最大值 91 

最小值 44 

範圍區間 47 

平均值的標準誤差 1.599 

表 4 創意指數成對樣本 t 檢定統計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的標準誤差 

前測 64.033 12.620 1.629 

後測 65.650 12.388 1.599 

 

一、前言 

翻轉學習模式。從傳統的課堂被動學習，至新世代核心職能(Core competence)的陶

鑄，包括：邏輯思維、獨立思辨、創新整合、發掘問題、問題分析與解決等必備能力。

易言之，從過去單向「想」的學習模式，到現在鼓勵從創新設計出發，結合「實作」的

學校課程。創新與實作一直是技職校院的理想中追求的課程主體，如何鼓勵學生勇於表

達自己的想法，並落實於產品實作？誠為刻不容緩之關鍵議題。不啻開啟學生創意設計

與創新的能力，期使學生在高中職端具備的技術，在大學端優化延伸且更加務實創新。 

    從教師面來看，教師教學方式也須要隨著時代改變，並增加教材設計多元性，透過

校園、雲端、企業、在地等多方跨域融合協作方式，進行問題解決導向(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課程設計，將技職體系學用合一的特色融入教學，啟動創意教學、翻轉學

習、設計思考、動手實作、創業實踐的創新教育，才有機會改變學生學習意願與動機，

將弱勢學生從谷底拉起。 

本研究以設計思考的模式進行課程教學，探討學生在老幼商品開發課程創新創意

單元實施前後創意指數的變化，並逐步引導學生參與相關競賽，形成創業團隊。 

 

知識定義 
找到一個正確的

解決方案 

允許有多個正確

的解決方案 

允許有多個解決

方案，且包容答案

的不確定性 

教師角色 
具催化、激勵與引

導的專家 

具催化、激勵與引

導的專家或通才 

共同規劃生師共

學的專家或通才 



二、文獻探討 

(一)跨領域學習 

在 1994年Grady提出了透過多種學科(multidisciplinary)結合某一個主題來進行學習

的看法，開啟了跨領域學習的風潮，多學科在課程的起始點需要確立學科綱領與教學程

序，在跨域學習屬於中低度統整模式。Drake 與 Burns(2004)則是發表了以科際整合

(interdisciplinary)與超學科(transdisciplinary)為概念的學習方式，前者是先確定研究的主

題與範疇，然後再依照研究的內容分別歸入原來的學科繼續探究，最後加以統合，不同

領域可以將焦點關注在共同的事物上，屬於中高度統整跨域；後者則是採取開放的態度，

打破學科屬性的限制，解決真實生活情境的問題，甚至讓課程主題、學習活動皆可由生

師共同規劃，屬於典範形式的統整模式。三種跨領域課程的學習方式統整摘要如表 1(陳

佩英, 2018; Drake & Burns, 2004)所列。 

綜觀三種跨領域學習模式，課程的起點雖然不同，但是終點都是核心素養，在教學

上可以選擇探究、體驗式學習、差異化教學等方法，評量也能在傳統與真實之間取得學

科綜整活動的平衡點(陳佩英, 2018)，對於想要進入跨領域門檻的教師可以評估自己的教

學與課程發展理念來決定使用那一種模式。 

(二)設計思考 

以人為本、換位思考的概念，讓設計思考變成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探索架構，同理、

釐清、發想、原型與測試五個流程階段是解決問題的步驟，如圖 1 心智圖所示(劉美玲, 

2017)。在同理、釐清的過程有第一次的發散與收斂；發想、原型階段則有第二次的發散

與收斂，這個在設計思考裡面稱為雙鑽石。透過這些步驟讓分析、綜整的思考技能被發

揮，交互運用。 

設計思考強調創新是找到人的需求，並且是科技與商業的組合：好的創新，必須同

時考慮人的需要性(desirability)、科技的可行性(feasibility)、永續性(viability)的商業模式。 

在導入設計思考的過程中，主要重視的是「探索的過程」，傾聽事情背後的動機，洞

悉人的需求。在不斷地訓練與學習下累積經驗。從混亂的資訊中去釐清問題、找到痛點，

並利用科技與服務發展技術，勾勒願景。最後轉變成商業模式，創新創業永續經營。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老幼產品設計與開發」課程實施設計思考教學，正式課程共計 18週，

每周 2小時，合計 36小時；另有要求學生要以額外時間或參與微學分投入製作產品原

型。共計 64位大學部學生進行課程實施前、實施後之「陶倫斯創造力測驗」，來對照

是否影響其創造力的改變。並依據學習單與學生作品等，探討其學習差異。相關實驗

變項分別說明如下： 

(一) 自變項：教學活動(教學前、教學後比較)。 

(二) 控制變項： 

對象：全學期課程班級學生。學生以 std作為編碼。 

教學時數：共計 18週，每周 2小時，合計 36 小時。 

教學者：校內教師。 



(三) 依變項： 

本研究採用陳長益(2006)所修訂的「陶倫斯創造力測驗成人適用」(Abbreviated 

Torrance Test for Adults, ATTA) 精簡版，藉此評估受試者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

和精密力。受測時間 20分鐘。 

 

四、結果與討論 

受測學生依據 ATTA 測驗結果其中創意指數(CI)為依個別評估之創造力以及創造力

指標相加之後所得數值。統計之前測結果如表 2與表 3所示。由上述前後測結果可得知，

受測者於課程進行前之創意指數平均為 64.033、標準差為 12.620、最高分與最低分的範

圍區間為 46；在課程進行後之創意指數平均則為 65.650、標準差為 12.388，最高分與最

低分的範圍區間則為 47。表 4為歸納前後測平均值、標準差與平均值的標準誤差。 

由上述 t 檢定統計與 t 檢定值表格顯示其結果為 t= -11.420，p< .05，在 t 檢定值有

極顯著的差異，明顯地在後測成績顯著提升，優於前測成績，表示創意活動訓練能夠對

於學生整體的創造力表現有所激發提升。 

 

五、結論 

    本研究為探討設計思考學習融入老幼產品開發課程，使用「陶倫斯創造力測驗成人

適用」前後測之後對於研究方法與創造力表現之關聯性比較，在扣除無效問卷後，以 60

位受測者作為統計分析。本研究的貢獻如下所列： 

(一)  了解學生在課程實施前後對於創造力的差異性，包含創意指數的變化情形。 

(二)  引導學生開發老幼商品，鼓勵參加[科技 x服務]競賽。 

(三)  發展創意課程實施之評估機制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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