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產業創新教學教師社群 

活動主題 產品會說話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炎黃樓 B 棟 303 主辦人 陳俊豪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0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1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4/29 13:00~16:00 產品會說話 陳右軍 

 

二、活動紀要(簡述)： 

主講人是陳右軍設計師，基於上學期教師社群分享了揭示人腦構造是為了人的生存，因此人腦與身體不能

分開看待，而是要將之視為因果關係。也因此本學期教師社群召集人預訂更深入的課程，協助老師更加了解心理

與產品設計之間的關係。因此本次教師社群再次邀請陳右軍設計師給予我們產業創新教學社群團隊更多的交流。 

陳右軍設計師除了自己的設計公司運營之外，也參與許多業主委託產品設計，因此累積許多業界的實務經

驗。首先第一講課內容為「品牌方程式」，他提到 KOL(Key Opinion Leader)可以成為品牌塑造的最大工程，

如何找到品牌的 KOL 是現在品牌設計的核心，也因此例如現在流行的網紅，就是社群媒體的 KOL，如果能夠

掌握這些網紅的市場訊息，那麼品牌塑造就能比較契合消費者的需求。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本學期陳右軍老師提到 KOL 的觀念，課程中老師們的討論熱烈，例如創設系的網站是否也要有這樣的內

容？然後形成一種議題導向的領導性，如是？可以更方便推動創意產品設計領域的知識傳播，更重要的在招生

的課題上也可能會已顯著的幫助。也因此創設系如何把每個老師、甚至於創設系作為一個品牌，以此來思考或

經營一個設計系，或許這樣也可以使系上老師與學生都更有向心力。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產業創新教學教師社群 

活動主題 創意思考術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炎黃樓 B 棟 303 主辦人 陳俊豪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9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0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5/6 13:00~16:00 創意思考術 陳右軍 

 

二、活動紀要(簡述)： 

主講人是陳右軍設計師，基於上次上課的內容，老師們知道了品牌更多的細節，由其在 KOL 是一個關鍵，

而本次課程則更進一步帶領我們老師們說明創意思考是如何發生的。 

陳右軍設計師除了自己的設計公司運營之外，也參與許多業主委託產品設計，因此累積許多業界的實務經

驗。第二堂講課提到創意思考首重流程與節奏，相信過程，透過靈感→塑造→執行的過程，讓即使對創意不熟

悉的人，都能快速上手做創意思考。創意思考過程中不同的過程需要不同的節奏，從心理學出發，讓創意發散，

再收斂，如此反覆練習，就可以使自己的大腦慢慢熟悉創意思考了迴路，也會更進一步使思考更快速。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陳右軍老師提到可口可樂的案例，可口可樂作為一個百年國際飲品品牌，他的品牌核心就是創造「快樂」，

因為在心理學上快樂可以激力大腦思考，或許也可以說是腦內啡分泌而使人感到愉悅，而愉悅對於大腦的創意

思考具有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因此可口可樂品牌就與快樂、創意聯捷再一起了！這個課程結合了上次的品牌方

程式的內容，更進一步解釋了，創意思考與品牌的塑造息息相關，再者透過一定的過程與方法，每個人都可以

成為創意大師，如是？那麼受會的不僅只老師，更重要的在教學上，我們也能夠更加有能力發揮創意的教學方

式，這使老師們於此課程中學習獲益最大的感想。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5/6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產業創新教學教師社群 

活動主題 品牌方程式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炎黃樓 B 棟 303 主辦人 陳俊豪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9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0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5/13 13:00~16:00 品牌方程式 陳右軍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學期陳右軍老師帶來一系列的主題，使我們教師們更加清楚心理學、大腦思維與品牌構成、創意思考及

產品設計的關係。右軍老師已經是我們社群連續三學期邀請來的講師，我們老師們不斷在他身上發現驚奇，透

過他打開我們的視野，不同於過往我們教師每個人專精的領域，右軍老師帶給我們不同的觀點。 

陳右軍設計師除了自己的設計公司運營之外，也參與許多業主委託產品設計，因此累積許多業界的實務經

驗。第三堂講課主要把焦點放在產品設計上，產品設計究竟是用甚麼樣的觀點來形成造型？是誰來判斷美的標

準？而美的動力與造因要是為何呢？這次右軍老師又再次使我們都驚艷其觀點，使我身為召集人，心想下學期

一定還要再找陳右軍老師來擔任我們教師社群的演講者，看來他的寶庫還沒被我們挖完，我們還要繼續在他身

上挖掘寶藏。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簡報第一張就說了：「產品長的美！功能卻沒有比較好！這麼貴？到底要不要買？」，我想這是我們在購物

上常有的一種心情，而身為產品設計師，也是產品設計系的教師，若是學生提出這個問題，我們要如何回答？

而這中間的關鍵在於「美」這個字，美具有超能力，有人說美不美是主觀的要件，但其實它有一定的標準，任

何一位新生的嬰兒都會喜關跟漂亮的護士微笑，看到兇狠的面容則會大哭！如此看來這麼小的嬰兒也沒受過美

學教育，如何已經具判斷美的標準呢？也因此「美」是燒在我們的基因序上的，這次物種延續最有利的因子，

當人類都有共同美的標準時，能夠確保這個物種延續著一種生存的樣態。也因此具有美的東西會吸引我們，所

以我們必須善用「美」的因子來設計出「吸引」消費者目光的產品，簡單來說：產品因此要能為自己說話，他

要能吸引消費者目光。這堂課雖然談的是產品設計，但似乎我們回到生物的源頭，探究美的訊息，而這些訊息

是設計出好產品的關鍵，我想這也是我們教師應該傳達給學生的觀念，不要只是胡亂畫造型，卻沒目的。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今年武漢肺炎讓大家上課時，吃了一點苦頭。不過我們也因此有機會好好準備線上教材，希望這一系列的

課程，可以幫助我們在日後的教案準備上，有所幫助！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產業創新教學教師社群 

活動主題 10/10 的設計方法：如何結合創意與效率的設計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炎黃樓 B 棟 303 主辦人 陳俊豪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9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0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5/20 13:00~16:00 10/10 的設計方法：如何結合創意與效率的設計 李繼皓 
 

二、活動紀要(簡述)： 

主講人是李繼皓設計師，是本學期新聘的教師社群業師，相較於右軍老師與佑安老師，繼皓老師資歷稍淺，

但是年輕設計師卻是更接近學生的年紀，同時也是正在型塑自我設計理念的階段。他的資歷是工業產品設計與數

據資訊管理的專才，恰好符合工業 4.0 新產業的重點人材，對於 AI 人工智能與智慧製造比其他設計師更有跨領

域領略的能力。這次邀請他來加入教師社群的業師，也是希望能夠帶來我們教師團隊新的思維方式與新的學習氣

息，尤其再智慧生產這部分，能給教師們更多的腦力激盪。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此次李繼皓老師分享的是十種設計方法，例如「乘法」、「關聯」、「隱藏」、「錯誤」、「過程」、「輪廓」、「平衡」、

「表層」、「放大」、「折疊」，分別向我們老師們解釋這十種方法的創意運用，其實我們收穫很多，雖然現在訪間

談論設計方法的書籍與期刊論文頗多，但李老師提出的方法卻蠻新穎的，特別他以日本設計師佐藤大的作品案例

來說明，使我們更加明白他這門課的核心論述，最後他提到生活是由許多片刻(Moments)所堆疊出來，也因此

設計也是把這些生活上的片刻，轉換成「黏土」不斷在物件上塑型而成，換言之一個產品的設計與創作是由生活

的許多片刻組成，那麼設計師，甚或我們教師們也需要去洞察、體察生活中所有的片刻時光，這些片刻會形成許

多創意的因子或元素讓我們去運用，去做創意的激盪，也因此這門課不僅讓我們了解設計的十種方法，更重要的

是讓我們教師們了解設計源自於生活片刻，我們要更加用心地去「生活」呢！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產業創新教學教師社群 

活動主題 從設計思考到精實創業的成功路程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炎黃樓 B 棟 303 主辦人 陳俊豪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9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0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5/27 13:00~16:00 從設計思考到精實創業的成功路程 李繼皓 

 

二、活動紀要(簡述)： 

上一堂課李繼皓老師提到的是設計的十種創意方法，今天則更深入的帶著教師們了解，為何創意思考如此重

要？同時創意思考如何協助企業判斷商業的方向，並且成為創業的利器呢？尤其現在許多網路集資眾籌平台，學

生有好想法，可以讓他們去眾籌平台拚拚看，說不定就此創業了！也因此這門課的內容對於現在學生關注的學習

方向很契合，我們老師們也聽的津津有味！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IDEO 設計總裁布朗說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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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考慮科技與商

業的可行性」，既然以人為本的設計思維，首先設計的第一步以同理心為開端，先去同理消費者的購物心態，其

二對問題下定義，明定設計方向，其三靈感思考，挑脫框架，找出最佳的設計解決方案，其四製作模型，反覆演

練設計思考的結果，並且測試修正。並將其成果進行「經實創業(Lean Startup)」,即以「驗證式學習」縮短開發

期程，有人說體驗式學習就是一種失敗越快，離成功越近的學習方式，透過「最簡可行產品」進行反覆的檢驗，

藉此找到正確的方向。這門課讓我們收穫最多的是驗證式學習的觀念，鼓勵學生試驗、付諸行動，不怕失敗，這

對於東方教育體系長大的教師們，通常都盡量希望學生少犯錯，但事實上應該鼓勵學生去經驗，不怕犯錯，錯了

就修正，持續改善，如此就可以越來越接近成功。這反而是我們應該多多鼓勵學生應有的學習觀念。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產業創新教學教師社群 

活動主題 設計的好壞誰來定義？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炎黃樓 B 棟 303 主辦人 陳俊豪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9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0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6/3 13:00~16:00 設計的好壞誰來定義？ 李繼皓 

 

二、活動紀要(簡述)： 

接續前兩週的課程，本週課程一開始李繼皓老師先讓我們去參考日本網站討論的「無用設計」、「不舒服設

計」，再來揭示百靈牌總裁迪特‧拉姆斯所提出的十個好設計要件，藉此形成好壞設計的對比！迪特提出的好設計

有下列十點，好設計是「創新的」、「有用的」、「重視美學的」、「易懂的」、「不突兀的」、「誠實的」、「長久生存的」、

「重視細節」、「環境友善的」、「越少越好」，這些訊息讓我們深思好壞設計的評判標準，也會形成將來教師們準

備教材時的重要參考準則。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第三堂課李繼皓老師帶來一個新觀念，好設計與壞設計到底誰說了算？有沒有標準來判斷，當然消費者可以

判斷不易使用，或比例奇怪不好看的設計品，簡便的識別出不好的設計品。但有些設計的存在，對於一般人來說

好壞設計很難判斷，例如外型好看，功能豐富的產品，也有人覺得是不好的設計，但這是為什麼呢？標準是甚麼

呢？這邊李繼皓老師提出一個觀點讓我們教師們去思考，藉由許多案例的分享，逐漸讓我們清晰了解李老師想要

傳達的理念，換而言之多元性且整合性的思考是判斷設計好壞的重要因子，當然最終還是要回到「人」的本質，

畢竟產品是為了服務人的生活，因此以人為中心的設計導向是一個關鍵。反觀學生，好壞學生如何判斷？其實教

師們同樣需要用多元性且整合性的觀點來判斷，盡量協助學生去嘗試各方面的興趣，讓他們自己找到自己的興

趣，說不定我們因此而挖掘出一塊璞玉呢！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