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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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趨勢到設計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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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上課（Google Meets） 主辦人 陳俊豪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7 人  ■校外教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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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2 13:00~16:00 從趨勢到設計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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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教師們從科技面思考到設計實務與設計教育的交集，而交集

則是消費者，因此陳老師從科技趨勢與軟體的應用，談到設計工具的便利性，再透過消費者需求導向的概念，

加入感性因子，使其滿足情感需求，最後再回到我們教師們真正關心的議題，從國外最新教學觀念「STEAM」，

帶我們重新去思考教育的本質與意義。因此老師們很期待這系列課程的分享，透過教師社群的機會，我們老師

們才能夠透過業師，且當今還在執業的設計師分享業界的實務經驗。 

這學期因為四月底開始爆發桃機諾富特飯店機師新冠肺炎群聚開始，直到 5/19 日雙北升級為防疫第三級

警戒，所有活動都採取線上遠距上課，因此本系列教師社群也是採用遠距教學方式完成。所幸本系提前部屬，

自四月底開始疫情似乎蠢蠢欲動時，主持人陳俊豪建議 5/12 日的教師社群課程，先演練遠距上課方式，並且

邀請第二階段的講師鄭洪老師也全程參予本系列課程，全體教師一起參與教師成長社群，過程彼此提問，收穫

甚多。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第一堂課右軍老師帶給我們科技上的啟發是以「虛擬實境、擴增實境與混合實境」的設計應用，採用這樣

的新式設計方法主要對於「人因工程」與「空間組織」有很大的幫助，也就是說產品設計前端與末端的產品測

試，可以透過混合實境的設計應用，在空間組織的架構下測試人因工程的結果，並且可以進一步回到擴增實境，

反推產品最終在實體應用上的各種情境，形成一個開放且扎實的設計驗證。目前這樣的設計流程已經在國外導

入產品設計與建築設計之中，因此右軍老師的介紹，使我們提早認識了新的設計方式與流程，大家收穫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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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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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2 活動照片（2）05/12 

  

活動照片（3）05/12 活動照片（4）05/12 

  

簽到證明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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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體驗從心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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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上課（Google Meets） 主辦人 陳俊豪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7 人  ■校外教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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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9 13:00~16:00 消費體驗從心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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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教師們從科技面思考到設計實務與設計教育的交集，而交集

則是消費者，因此陳老師從科技趨勢與軟體的應用，談到設計工具的便利性，再透過消費者需求導向的概念，

加入感性因子，使其滿足情感需求，最後再回到我們教師們真正關心的議題，從國外最新教學觀念「STEAM」，

帶我們重新去思考教育的本質與意義。因此老師們很期待這系列課程的分享，透過教師社群的機會，我們老師

們才能夠透過業師，且當今還在執業的設計師分享業界的實務經驗。 

這學期因為四月底開始爆發桃機諾富特飯店機師新冠肺炎群聚開始，直到 5/19 日雙北升級為防疫第三級

警戒，所有活動都採取線上遠距上課，因此本系列教師社群也是採用遠距教學方式完成。所幸本系提前部屬，

自四月底開始疫情似乎蠢蠢欲動時，主持人陳俊豪建議 5/12 日的教師社群課程，先演練遠距上課方式，並且

邀請第二階段的講師鄭洪老師及般若文創設計部主任也一同全程參予本系列課程，換而言之，這學期遠距上課

反而方便招集更多有興趣一起腦力激盪，一起學習成長的老師們共襄盛舉，全體教師一起參與教師成長社群，

過程彼此提問，收穫甚多。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陳右軍老師第二堂可談的是消費者中心的概念，如何透過精準消費者圖像來設定產品設計的方向，如何透

過消費者來檢驗產品設計的功能是否完善，最後也透過募資平台來衡量消費者的喜好動態，也因此這些觀點關

係著產品產出到消費者手上的整個過程，可以從人氣、便利性、信價比，三者衡量。舉例來說，有些人氣商店

的食物，雖然不是很好吃，還過得去而已，可是卻能夠聚集人氣與買氣，就是有很好的便利性與信價比，可能

離捷運站近且很便宜…等。因此產品設計之前必須先擬定消費者的喜好策略。 

透過這門課的分享，我們老師清楚的了解了消費者導向的重要性，除了設計專業之外，我們也可以反思學

生的立場，如果學生就是我們的消費者，如何讓東南科大創設系在人氣、便利性與性價比上能夠贏過其他北部

私立科大呢？這確實是個有趣的思考點，也讓我們腦動大開，大家以小組討論了許久。結論是我們東南科大在

新北市深坑區，交通較不便利，這是我們先天條件較難改變，但我們可以強化性價比，目前這點做得不錯，接

下來就是如何聚集人氣的問題，因此我們要思考如何做行銷、推廣東南科大與創設系。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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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 活動照片（2）05/19 

  

活動照片（3）05/19 活動照片（4）05/19 

  

簽到記錄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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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設計力翻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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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上課（Google Meets） 主辦人 陳俊豪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7 人  ■校外教師 4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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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6 13:00~16:00 用設計力翻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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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教師們從科技面思考到設計實務與設計教育的交集，而交集

則是消費者，因此陳老師從科技趨勢與軟體的應用，談到設計工具的便利性，再透過消費者需求導向的概念，

加入感性因子，使其滿足情感需求，最後再回到我們教師們真正關心的議題，從國外最新教學觀念「STEAM」，

帶我們重新去思考教育的本質與意義。因此老師們很期待這系列課程的分享，透過教師社群的機會，我們老師

們才能夠透過業師，且當今還在執業的設計師分享業界的實務經驗。 

這學期因為四月底開始爆發桃機諾富特飯店機師新冠肺炎群聚開始，直到 5/19 日雙北升級為防疫第三級

警戒，所有活動都採取線上遠距上課，因此本系列教師社群也是採用遠距教學方式完成。所幸本系提前部屬，

自四月底開始疫情似乎蠢蠢欲動時，主持人陳俊豪建議 5/12 日的教師社群課程，先演練遠距上課方式，並且

邀請第二階段的講師鄭洪老師及般若文創設計部主任也一同全程參予本系列課程，換而言之，這學期遠距上課

反而方便招集更多有興趣一起腦力激盪，一起學習成長的老師們共襄盛舉，全體教師一起參與教師成長社群，

過程彼此提問，收穫甚多。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陳右軍老師分享「STEAM 教學」大同大學工業設計系副教授李福源老師也好奇來加入我們的討論，所以

這堂課成長到 12 人一起參與。所謂的 STEAM 是指科學、技術、工程、藝術、數學五個素養可以昇華學生的

思考能力，培養學生科技與人文素養兼備的人才，這是由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所提出的教育想法，近來成為美

國教育發展的趨勢。也因此右軍老師分享 STEAM 教學在美國的案例，並且讓我們教師試著去回顧與思考如何

結合設計教育，藉此養成學生在設計技術與設計藝術之間都能兼備發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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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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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照片（1）05/26 活動照片（2）05/26 

  

活動照片（3）05/26 活動照片（4）05/26 

  

簽到記錄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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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場域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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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上課（Google Meets） 主辦人 陳俊豪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7 人  ■校外教師 3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工作人員(職員)  1  人         共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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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2 13:00~16:00 生活場域與設計 鄭洪 
 

二、活動紀要(簡述)： 

主講人鄭洪設計師，繼上學期之後教師們反應良好，因此本學期繼續請他來教師社群參與分享他的經驗，而

且他也很熱情，一同參與了前面三場由陳右軍老師主講的場次，同樣也提供許多創想與我們所有教師一起討論。 

這學期因為新冠肺炎升級為防疫第三級警戒，所有活動都採取線上遠距上課，因此本系列教師社群也是採用

遠距教學方式完成。然而遠距教學突破了地域限制，只要把時間空下來，許多老師聽聞消息，都會共同參與我們

東南科大創設系主辦的教師社群成長課程，反而方便招集更多有興趣一起腦力激盪，一起學習成長的老師們共襄

盛舉，全體教師一起參與教師成長社群，過程彼此提問，收穫甚多。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第一堂課鄭洪分享類似以「後設法則」來思考產品設計，即是以產品最終呈現的場域環境為設計導向。鄭洪

分享產品掌握在消費者中使用時，一定還有一個使用的環境要素，也因此產品設計可以將產品最終存在的環境，

拉到設計的前端來思考應該存在的意義與外在形式。因此他列舉十種空間設計的場域風格，藉此來凸顯產品設計

再這些場域重生再現時，所應有存在的形式。 

我認為這門課除了很實際帶我們教師以環境導向作為設計創作的思考之外，同時也頗有哲學性思考，以存在

主義與後設法則來思考產品設計的方法理論，我認為是理論與實務兼備的分享，主持人自己收穫很多，我也相信

透過教師們很踴躍的討論，大家也成長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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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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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到記錄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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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W2H 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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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上課（Google Meets） 主辦人 陳俊豪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7 人  ■校外教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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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9 13:00~16:00 5W2H 的應用 鄭洪 
 

二、活動紀要(簡述)： 

主講人鄭洪設計師，繼上學期之後教師們反應良好，因此本學期繼續請他來教師社群參與分享他的經驗，而

且他也很熱情，一同參與了前面三場由陳右軍老師主講的場次，同樣也提供許多創想與我們所有教師一起討論。 

這學期因為新冠肺炎升級為防疫第三級警戒，所有活動都採取線上遠距上課，因此本系列教師社群也是採用

遠距教學方式完成。然而遠距教學突破了地域限制，只要把時間空下來，許多老師聽聞消息，都會共同參與我們

東南科大創設系主辦的教師社群成長課程，反而方便招集更多有興趣一起腦力激盪，一起學習成長的老師們共襄

盛舉，全體教師一起參與教師成長社群，過程彼此提問，收穫甚多。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第二堂課鄭洪老師主要分享設計界常常討論的 5W2H 的設計要素，他聲稱很像是遊戲場的「拉霸機」，每個

要素只要變換，就能轉換出不同的結果出來，換而言之等於是七乘七有四十九種組合模式可以討論。5W2H 也

是我們教師常常上課會拿來教學生做設計調查的前端要素，但究竟鄭洪老師的觀點是甚麼呢？5W 是 Who / 

When / Where / What / Why，這是有一些順序關係，首先設計時先界定設計的對象是誰？再甚麼時候用或是

甚麼年齡的消費者使用，接著定義使用的地點與場域環境，再來才思考要用甚麼設計產品來完成消費者所求？而

這項產品的存在，究竟為何？為什麼需要存在？接著是 2H，指的是 How 與 How much，也就是說有了上述 5W

的要素設定後，要如何執行？要用多少資源去執行？ 

因此鄭洪老師這堂課的分享，讓我們教師很實務的去理解 5W 的先後順序與關係，如何定序也跟設計成果有

關，接著如何執行？最後鄭洪以產品週期理論向老師們分享 Apple 的產品週期理論，並且以「五具」讓我們來

討論其產品週期的 5W 與 2H，五具是指「工具/器具/道具/玩具/護具」，我認為這很巧妙的把產品與市場週期說

了一遍，很有意思的觀點，試想我們面對工具的概念，不是也很像產品週期一班，有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

衰退期、長尾期的階段嗎？或許教育無法直接用這樣的關係取比擬，但我們須讓學生去了解產品生命是有限的，

正如學生自我本身，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為自己贏得一個恆續的長尾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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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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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9 活動照片（2）06/09 

  

活動照片（3）06/09 活動照片（4）06/09 

  

簽到記錄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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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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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上課（Google Meets） 主辦人 陳俊豪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7 人  ■校外教師 3 人  ■校外講者  1 人 

■工作人員(職員)  1  人         共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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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6 13:00~16:00 設計的 Persona 鄭洪 
 

二、活動紀要(簡述)： 

主講人鄭洪設計師，繼上學期之後教師們反應良好，因此本學期繼續請他來教師社群參與分享他的經驗，而

且他也很熱情，一同參與了前面三場由陳右軍老師主講的場次，同樣也提供許多創想與我們所有教師一起討論。 

這學期因為新冠肺炎升級為防疫第三級警戒，所有活動都採取線上遠距上課，因此本系列教師社群也是採用

遠距教學方式完成。然而遠距教學突破了地域限制，只要把時間空下來，許多老師聽聞消息，都會共同參與我們

東南科大創設系主辦的教師社群成長課程，反而方便招集更多有興趣一起腦力激盪，一起學習成長的老師們共襄

盛舉，全體教師一起參與教師成長社群，過程彼此提問，收穫甚多。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第三堂課鄭洪老師分享的是產品設計的消費者圖像，恰巧在一個月前陳右軍老師也分享了一樣的主題，也因

此有一點 PK 的感覺，右軍老師提出的觀點是消費者圖像通常是產品設計前端，對消費者勾勒的假想，是否有科

技或資訊運用，可以更精準地判斷消費者的樣貌呢？而鄭洪老師所提出的消費者圖像是從消費者本身使用的生活

物品切入，同樣試著從實體資訊找到合理的判斷標準。他指出消費者圖像在以往設計前端，有點像是打電玩，進

入遊戲前先給遊戲人物設定長相、衣服、身邊器物…等，是設計師虛擬出來的人物，究竟他的判準為何？值得玩

味，因此他提出另一種有效的方法，提供設計師也讓我們教師去深思。他提出觀點，首先建立「同理心」，透過

觀察、理解、投射的步驟，凝聚設計共識，因而建構了產品的價值體系，並且將價值體系傳遞給消費者。 

這堂課讓我們看到兩位老師紛紛提出消費者導向的設計，顯然消費者因素是目前業界設計師最為關注的議

題，並且從課程分享中得知，兩位設計師對於消費者圖像的建構有某些方面相同，但也有些部分有獨到觀點，換

而言之，透過教師社群的機制，我們教師一次吸收了兩位老師的專長與觀點，我們教師們能夠站在巨人身上往前

看，對於我們的教學幫助相當大。我們也很珍惜這樣的機會，持續繼續學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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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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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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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6 活動照片（2）06/16 

  

活動照片（3）06/16 活動照片（4）06/16 

  

出席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