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輔仁大學課程大綱天主教輔仁大學課程大綱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不得非法影印任何有版權的著作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不得非法影印任何有版權的著作
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use the materials legally.

一、課程基本資訊

二、基本素養

三、核心能力

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

五、課程學習目標

六、授課進度

七、教學方法

八、課程教材

九、學習評量

十、學習規範

十一、備註

一、課程基本資訊一、課程基本資訊  Top

開課單位
Department/
Institute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行銷組
學制別
Education
System

大學部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4 學期
Semester

■  第一學期(Fall) □  第二學期(Spring) □  全學
年(Entire Yea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為多數人作設計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選修

擋修課程 無
學分數
Credits 3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文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張紀屏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專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此課程是否符
合教師專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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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素養二、基本素養   Top

學科學習能力--關聯性

  1.中文[間接相關]
  2.英文[間接相關]
  3.資訊[間接相關]
  

三、核心能力三、核心能力    Top

核心能力-知識

  9.設計[直接相關]
  12.藝術[直接相關]
  14.傳播與媒體[間接相關]
  16.心理學[間接相關]
  23.顧客與人群服務[無關聯性]
  24.管理[無關聯性]
  25.銷售與行銷[間接相關]
  32.生產與作業[無關聯性]
  

核心能力-技能與態度

  1.閱讀理解[間接相關]
  3.文字表達[間接相關]
  4.口語表達[直接相關]
  12.合作[間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間接相關]
  20.設備選用[間接相關]
  32.管理時間資源[間接相關]
  36.創意力[直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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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    Top

課程學習融入下列議題
的程度
Immers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議題（Issues） 關聯性 議題（Issues） 關聯性

性別平等 無關聯性 環境保護     無關聯性

品德教育 無關聯性 環境安全 無關聯性

生命教育 無關聯性 智慧財產權 無關聯性

人權教育 無關聯性 法制教育 無關聯性

服務學習 無關聯性 生涯教育 無關聯性

家政教育 無關聯性 資訊教育 無關聯性

海洋教育 無關聯性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化
教育) 無關聯性

生活防災教育 無關聯性  

五、課程學習目標五、課程學習目標   Top

課程學習目標

課程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與人文關懷，以設計低成本的産品或服務，幫助低收入個人或家庭擺脫窮困，並且是可以評
估其效益的設計。《為多數人作設計》的目標為：“以不超過聯合國赤貧標準，即個人每日所得不及1美元的3-6個月收
入為售價上限（美元90-180），也意味著“低成本”的產品或服務平均不得超過美金30-90元 (NT$ 900-2700)，而
這些解決方案能令低收入的個人或家庭在6個月至一年的時間內脫離窮困。”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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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授課進度六、授課進度   Top

授課進度 Course Progress Outline

週次Week 日期Date 主題Topic 單元主題Unit 備註Remark

1 09/16

課程理論基礎
講解課程教學內容和進度安排 。介
紹《為多數人作設計》的定義、緣起、
理念以及大事記，闡述《為多數人作
設計》課程的設計責任和目標。
介紹課程、時間表、進度、專案內容

•介紹何為《為多數人作設計》
•介紹全球性個案
•第一週功課：學生每日花費以60元為上限

2 09/23 課程理論基礎以及專案內容

介紹過去教學體驗、方法及成果
•視頻：葉蕾蕾教授“盧旺達心靈治療專案”，加
洲Bioneers會議
•講授專案內容 

3 09/30
調查／研究／腦力激盪
學習何為“設計調研”（design 
research)，研究計劃（research 
plan)的制定和執行。

•初級/次級市場調研（primary／secondary 
research）
•定量/定性市場調研方
法（qualitative/quantitative 
research)

•如何收集原始資料（primary data 
collection）
•制定研究計劃目標（research plan) 
•視頻： The Deep Dive, BBC News 
Nightline with Ted Kappel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夜線》欄目 
Ted Kappel
•視頻： Signal， Production: Continuum 
Shanghai 

4 10/07 調查／研究／腦力激盪

每組腦力激盪，制定研究計畫及目標
（research plan and goals)
• 制定研究計劃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 制定訪談內容剛要（interview guideline)
•  鎖定訪談對象：目標用戶、極端用戶、天使用
戶等。 
•  三人一組，初步練習：訪談、記錄、攝影

5 10/14 調查／研究報告／執行

研究計劃（research plan) 的執行
•  下鄉作田野調查
•  撰寫研究報告及 PPT
•  尋找洞察

6 10/21

設計概念探討 （發展週期 1）
運用最新的設計方法，設計概念發展／
模型／測試的週期持續進行， 學生必
須不斷的探討概念、發展設計，快速
建模，再尋求測試的機會。再以測試時
學到的資訊，修正設計。我們將會有三
個發展週期 1，2，3。

制定設計目標（Design briefing）
•  由洞察中發展設計概念
•  15張發展草圖
•  腦力激盪

7 10/28 設計概念探討／草模

•腦力激盪歸納 
• POINT: 
problem/opportunity/insight/need/them
e
•建立草模

8 11/04 草模／測試
• 建立草模
•10張發展草圖
• 測試設計概念

9 11/11 期中發表

10 11/18

設計概念修正（發展週期 2）
根據之前獲得得的設計想法，發展概念
並建模、測試。 再以測試時學到的
資訊，修正設計。 每一次的修正設計
／建模／測試， 都讓我們離最終的設
計近一點。設計必須經過一步一腳印的
認證過程，慢慢的發展出符合使用者需
求的設計，而不是根據設計師的發想，
做出自己想要的設計。

制定設計目標
•  由洞察中發展設計概念
•  10張發展草圖
•  腦力激盪

11 11/25 設計概念探討／草模／測試
腦力激盪
•  10張發展草圖
•   建立模型

12 12/02 期中報告（mid-term 
presentation）

•回顧 準備PPT
•期中報告 

13 12/09
設計概念修正（發展週期 3）
根據之前獲得得的設計想法，發展概念
並建模、測試。 再以測試時學到的資
訊來修正設計。

修正設計目標
•  10張發展草圖
•  由洞察中修正設計概念

14 12/16
腦力激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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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2/16 設計概念探討／模型 •   10張發展草圖
•   建立模型

15 12/23 草模／測試
•建立模型
• 10張發展草圖
• 測試設計概念

16 12/30

設計總結準備
帶領學生總結設計發展／建模／測試過
程中的設計， 與特邀客座講評老師共
同講評。學生必須學習如何利用模型、
.ppt、二維設計表現，和任何設計表
現手法，有效益的說故事，得到講評老
師的認同。 修正設計目標

修正設計目標
•  由洞察中修正設計概念
•  準備總結報告
•   ppt 製作

17 01/06 設計總結 (- final 
presentation)

18 01/13 設計總結 (- final 
presentation)

七、教學方法七、教學方法   Top

教學方法
Pedagogical

Methods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講述 40 影片欣賞 20 討論 20

個案研討 0 服務學習 0 問題導向學習 0

競賽遊戲 0 專家演講 0 專題實作 0

電子教學 0 體驗教學 0 角色扮演實境
教學

0

競賽讀書會 0 產業實習 0 自主學習 0

對話教學法 0 樣本觀察 0 校外參訪 0

實作教學 20 個別指導 0 其他 0

說明：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1）《遠離窮困》保羅.柏拉克著 “Out of Poverty”by Paul Polak 
       （教科書）
        2）《為百分之90的人作設計》 辛西雅.史密斯著

3）《民族志和設計》 "Ethnography and Design: Resources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4）《民族志基礎》（ "Ethnography Primer - Whole PDF”) 
       
        5）《IDEO, 設計改變一切》 蒂姆.布朗著 
              “IDEO,Change by Design”by Tim Brown
                 北方聯合出版、萬卷出版公司

6）《設計調研》 "Design Research -  Method and Perspectives”by Brenda Laurel, editor, 
The MIT Press)

視頻：
•視頻： The Deep Dive, BBC News Nightline with Ted Kappel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夜線》欄目 Ted Kappel
•視頻： Signal， Production: Continuum Shanghai 

教科書

1）《遠離窮困》保羅.柏拉克著 “Out of Poverty”by Paul Polak 
       （教科書）
        2）《為百分之90的人作設計》 辛西雅.史密斯著

3）《民族志和設計》 "Ethnography and Design: Resources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4）《民族志基礎》（ "Ethnography Primer - Whole PDF”) 
       
        5）《IDEO, 設計改變一切》 蒂姆.布朗著 
              “IDEO,Change by Design”by Tim Brown
                 北方聯合出版、萬卷出版公司

6）《設計調研》 "Design Research -  Method and Perspectives”by Brenda Laurel, editor, 
The MIT Press)

參考書目
Reference

1）《遠離窮困》保羅.柏拉克著 “Out of Poverty”by Paul Polak 
       （教科書）
        2）《為百分之90的人作設計》 辛西雅.史密斯著

3）《民族志和設計》 "Ethnography and Design: Resources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4）《民族志基礎》（ "Ethnography Primer - Whole PDF”) 
       
        5）《IDEO, 設計改變一切》 蒂姆.布朗著 
              “IDEO,Change by Design”by Tim Brown
                 北方聯合出版、萬卷出版公司

6）《設計調研》 "Design Research -  Method and Perspectives”by Brenda Laurel, editor, 
The MIT Press)

教學平台網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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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習評量九、學習評量   Top

學習評量 
Learning Evaluation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課堂之前測 0 學生表現側寫
報告

0 個案分析報告
撰寫

0

專題發表 0 課堂上實作演
練

10 專業團體之證
照檢定

0

期中考 0 期末考 0 隨堂考（小考
）

0

書面報告(含小
組或個人) 30 課堂參與 10 心得或作業撰

寫
0

口頭報告 0 面試或口試 0 自評與小組互
評

0

參加競賽 0 展演 0 筆記 0

其他 50   

說明：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請假必須有假條（事假、病假），遲到30分鐘以上以曠課計。
教室內不可吃東西、不可吸菸、不可用手機，手機保持靜音。
可以喝水及飲料。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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