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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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定義誤區的設計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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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右軍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9 人 ■校外教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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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學期由徐福興老師帶來一系列的主題，藉由自身的經驗分享，探討設計師在創作到接案之間可能碰觸的

誤區，藉由避免過程中問題思考模式，來確保或加速設計流程，以及提昇顧客滿意度。活動就設計與接案方面

深入探討。一．設計考慮到範圍、時間、可行性做為評估為基礎，並以企業定位、市場做為評斷依據的思維。

二，接案則以顧客個性與信賴度評估、自身排程評估、效益評估做為避免誤區的操作基準。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第一堂課福興老師帶給我們的反思的是，一個專業計設案的評估，不只是在拿到專案時的架構定義，而是

在設計前就該做好的分析與設限，幫助過濾的思考，應該擴展的是從企業本身經營的角度來思考，時間、規模、回

收效益及回收的可能性，對於企業生存本身都是嚴竣的考量，以此為範例可做為「設計管理」課程上的教學案

例與情境體驗課程規劃，模擬接案時的直實情境，幫助學生在接案、設計專案上能更順利的掃雷。而設計流程

的引導也增強並加速思考模式，提升專業設計師的生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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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05/11 13:00~16:00 避免定義誤區的設計思維 徐福興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05/11 活動照片（2）05/11 

 

 
 

 

 

 

活動照片（3）05/11 活動照片（4）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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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的價值傳遞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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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右軍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8 人 ■校外教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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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學期由徐福興老師帶來的第二個主題，藉由案例分享在設計時傳遞價值的考量，正確與否的影響，

除了從設計師層面的考量外，也從顧戶端的心理層面分析，竟究在體驗設計時，發什麼了什麼事？藉由顧

客旅程的練習與指引帶出感受的起伏，以及從這些資料中，可以如何加以分析並應用。 

以往價值傳遞方法是藉由經驗累積判斷的直覺為準，只能從體驗下手，難以被轉化成系統化的有效學習

。此次分享由內而外的建立心理構架、並從回饋中驗證核心價值，尋找可增強之體驗流程與元素，強化產品價值與

消費者體驗感受。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第二堂課福興老師帶給我們的反思是在直覺與分析間的調適平衡，除了運用人與生俱來的感受外學習

外，也可以透過系統化的流程拆解了價值傳遞時的訊號是否一致、增強、減弱或失真，並透過設計師敏銳

的觀察來調整。依此，不僅僅在設計上，課堂上的資訊傳遞亦是如此，從教材的安排、老師的講述、活動

安排，再節學生的回饋，都可以是價值傳遞的應用與檢驗。在核心價值與概念上，透過不斷的迭代，找出

正確的傳遞方法，必能讓成果更加令人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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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05/18 13:00~16:00 正確的價值傳遞技巧 徐福興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05/18 活動照片（2）05/18 

 

 
 

 

 
 

活動照片（3）05/18 活動照片（4）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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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再造的風格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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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上課（Google Meets） 主辦人 陳右軍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8  人 ■校外教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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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活動紀要(簡述)： 

本學期的第三個主題徐福興老師想跟老師們分享的是品牌再造的風格定義，許多的品牌隨著時間的推

移而消失，而有些則透過品牌再造帶入了新的生命與客群。而該從何下手才能避免原本老粉絲的流失？或

是從中找到新的利基點做一次品牌升級呢？此次的分享從美學的角度切入，從研究品牌的歷史開始，藉由

品牌工具找出該被傳承的核心元核，並透過轉化來符合現今版本的美學需求。 

而風格的展現也在活動中透過照片體驗感受，化成可衡量的依據。其中減化去蕪存菁就是其中非常重要

的 

技巧之一。並從活動中的引導逐漸掌握到品牌再造的關鍵。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第三堂課福興老師帶給我們的反思是對於過往成功經驗的取捨，留下重要的精華，才能再造巔峰。一

個成功的品牌，隨著時間可能逐漸成長到不同的規模，新的產品線已經無法含蓋在原本的品牌之下，蘋果

電腦改成蘋果公司的案例，讓我們思考隨著少子化私立大學間的品牌競爭已趨向白熱化，也許透過怎樣的

品牌再造建立新的風格來提升競爭力，是目前我們可以著眼努力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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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05/25 13:00~16:00 品牌再造的風格定義 徐福興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05/25 活動照片（2）05/25 

 

 
 

 

 
 

活動照片（3）05/25 活動照片（4）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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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時代下的多元整合設計策略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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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右軍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8 人 ■校外教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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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活動紀要(簡述)： 

李福源老師本學期帶來的分享是疫情時代下的多元整合設計策略觀點，在疫情的時代”不確定性”是商業經

營層面所面臨的具大挑戰，而”風險管控”策略就決定了企業的生存。活動的開始從疫情的初期，著重在快速應

變與資源調配，重新回到類似創業初期的先活下來再說策略，隨著疫情的延續，著重在於維持與強化客戶體驗，

畢竟實體接觸的減少，勢必要找到新的維持顧客關係的線上方式。而疫情的應變也隨著政策的轉變需要調整，與

病毒共存的策略，帶來商業活動與經濟的復甦，而在疫情發展的新模式與經驗如何帶來更有彈性的策略， 福源老師

也分享了自已在公司經營策略的多元整合設計觀點。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此次活動福源老師帶給我們的反思是對生存策略的多面向思維來造就彈性，從環境、政府政策、公司的大

面向角度切入，在針對性的情境下該思考的策略重點為何，是公司生存的關鍵。類似上一次福興老師分享的品

牌再造，危機處理可以帶來轉機，對於創設系的生存，快速應對與尋找多元招生的可能性，是為少子化的突圍

策略，實際上如何透過不同的通路、媒體曝光來展示系上成果，吸引潛在學生，是為此活動討論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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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06/01 13:00~16:00 疫情時代下的多元整合設計策略

觀點 

李福源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活動照片（1）06/01 活動照片（2）06/01 

 

 
 

 

 
 

活動照片（3）06/01 活動照片（4）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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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感怎麼跟別人不一樣？小技巧做出獨一無二的個人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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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右軍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8  人 ■校外教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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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5 13:00~16:00 靈感怎麼跟別人不一樣？ 

小技巧做出獨一無二的個人風 

王芳誼 

二、活動紀要(簡述)： 

王芳誼老師帶的第二個主題是「靈感怎麼跟別人不一樣？小技巧做出獨一無二的個人風」。延續上一

次的分享，此次帶來更深入的技巧邏輯與思考架構，「衝突感」、「節奏感」、「震憾力」等具有詩意的視覺特效，藉由營造

、鋪陳儀式感帶來的情感波動，並透過個人的美學視角過濾故事所需張力之核心元素，圍繞著主題嵌入意象，並

透過影像的堆疊構成獨特且具有美學情感深度與複雜度的風格體驗。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這堂「靈感怎麼跟別人不一樣？小技巧做出獨一無二的個人風」，帶來的是不同於設計產品的美感衝擊，

產 品之於基本需求的外觀設計，通溝的重點在於功能性引導，類似的情感設計還是需要滿足功能層次，好的作

品還能帶來顛覆不同使用觀點的體驗反思。而服裝設計更能幫助產品的在於視覺規劃呈現，帶入情境產品的表

現。時裝週的服裝秀往往更令人腦洞大開，讚嘆不已，也許把美學融入生活的藝術，在學生發表產品時能思考

如何展現其獨特的美感，也有助於靈感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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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5 活動照片（2）06/15 

 

 
 

 

 
 

活動照片（3）06/15 活動照片（4）0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