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創意產業研究學報，第八卷，第三期，第 11-18 頁 ，2018 年 9 月。 
WenHua ChuangYi ChanYe YanJiu XueBao

Journal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Research, Vol. 8, No. 3, pp. 11-18, September 2018.
ISSN 2221-6170 (Print), ISSN 2308-5193 (Online), DOI: 10.6639/JCCIR.201809_8(3).0003

Journal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Research

摘要

關鍵詞：

責任編輯：

通訊作者：

作 者：

跨領域創新教學模式之建構-以「數位農村與互動電子書」為例

王淑慧1,*

1明道大學數位設計系，彰化523，台灣

（收稿日：2019.02.20；再審日：2019.03.01；接受日：2019.03.03）

　　跨領域創新教學模組以台灣的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和明道大學四所

學校共同組成「智慧農業文創」教學課程模組，將不同領域的課程及學生共同達成計畫的課程目標：課程

創新整合、場域實習、創業育成，並且培養學生具有多元化的跨領域能力。明道大學的專業導入課程模組

以明道大學數位設計學系進修部三年級學生為對象，訓練學生具有文化、創新的互動整合設計概念，並能

開拓學生學習的視野，因應未來科技數位化的場域，達到計畫T型人材的培養。研究結果以學生期末作品為

測試，北鎮社區居民40人為受測對象，有效問卷37份，社區居民對同學的作品92%是認同，也讓學生在翻

轉教學中，學習從做中學以真實場域的體驗和觀察，訓練學生以在地文化的素材及創新思維的作品產出。

研究結果以學生期末作品為測試，北鎮社區居民40人為受測對象，有效問卷37份，社區居民對同學的作品

92%是認同，也讓學生在翻轉教學中，學習從做中學以真實場域的體驗和觀察，訓練學生以在地文化的素

材及創新思維的作品產出。

跨領域創新教學模式、創新方法論、數位農村、互動電子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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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以明道大學鄰近田尾北鎮社區為課程實驗場域，培

育學生能深入理解在地文化、農村文創的傳統與創新思維

等等，以跨領域的課程模組為精神，培訓學生具有在地

農村社區文化思維的跨領域團隊，進而善用科技改善場域

工作的新生代。其中課程模組操作以參考英國設計協會

(UK Design Council)所定義的4Ds雙鑽石設計流程(Double 
Diamond Design Process)，發展從發現(Discover)、定義

(Define)、發展(Develop)與傳遞(Deliver)的創新方法論，

並藉由本課程結合場域和ICT科技，以因應網際網路與通

信科技蓬勃興起，帶動資訊與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ICT）發展，以此為主要

概念，建構數位農村與互動電子書的專業導入課程模組，

主要透過深入理解在地文化人文特色，紀錄影音和建構在

地文化基本資料，以在地文化為設計素材，運用數位化技

術，編輯互動電子書的製作為整合媒介，運用課程訓練學

生以真實的素材，展開影音、微電影和互動電子書編輯及

製作等成果的產出，並能回饋在地社區。

二、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以4Ds雙鑽石設計流程為研究程序，以一學
期的課程18週分成四個階段，希望透過創新設計程序，
導引出學生能夠有多元學習，同時，以真實的場域為對

象，除了了解真實世界的問題，能夠提出設計的解決方

法，在課程最後也能夠呈現作品，並且分享在地居民。

　　2.1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法為主，以北鎮社區為主要調

查場域，研究程序以英國設計協會(UK Design Council)
所定義的4Ds雙鑽石設計流程(Double Diamond Design 
Process)，發展從發現(Discover)、定義(Define)、發展

(Develop)與傳遞(Deliver)的創新方法論，進行教學創新翻

轉和研究資料收集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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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規劃發展空有地。

 ●提升產業競爭，提高青年人口回流就業要怎麼做。

	 ●如何保留那些年輕人口。

	 ●如何完整性保護好古蹟。

	 ●如何將產業發展更廣。

	 ●無障礙設施不方便。

	 ●沒有清楚的指示牌。

	 ●沒有明顯的形象牆。

	 ●社區在網路上的資料太少。

	 ●社區的特色結合一些創意並加強宣傳。

　　英國設計委員會在2005年提出，4Ds雙鑽石設計流程

(Double Diamond Design Process)，雙重發散─收斂的格局

並把它稱為雙菱形的設計過程。發展從發現(Discover)、
定義(Define)、發展(Develop)與傳遞(Deliver)的創新方法

論，第一個菱形: 定義問題的階段製作原型，主要是為了

了解問題，找出正確的問題 (痛點)。第二個菱形: 一旦進

入問題解決的階段，在製作代表解決方案的原型，找出

正確的答案 (解答)。(見圖1)

　　2.2　研究架構與場域問題

　　2.2.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北鎮社區為主要調查場域，以發現在地問

題和需求，學生結合課程教學及學生成果，回饋在地社

區。最後以問卷調查表分析學生作品是不是符合在地居

民的需求和認同。本研究以4Ds雙鑽石設計流程為研究架
構，研究調查場域以台灣彰化縣田尾鄉的北鎮社區為範

圍，以18週的課程每4週為一單元，4Ds雙鑽石設計流程
VS研究架構說明如下：

　　4Ds雙鑽石設計流程執行步驟:第一步驟為「文化理解
與發現」，請學生事前搜索相關文化資料，查探農村社

區資料缺乏的面向，並親自至場域發現問題，第二步驟

為「文化體驗與定義」，學生親自體驗觀察過社區，回

課程中討論社區問題並定義問題，第三步驟為「共構與

共創」，運用便利貼讓學生共同討論、解決問題，從解

決問題中，分項建構社區的文化內容，同時加以創新、

科技的整合媒體，第四步驟為「數位創意製作」，分組

創意製作相關主題，最後呈現出北鎮社區CIS電子書、三
山國王電子書和公仔、南北鎮社區介紹電子書、一起來

北鎮社區電子書，最後成果展出。(見圖2)

　　研究架構以「發現問題」VS 4Ds雙鑽石設計流程「
發現」，主要在發現場域問題，「文獻探討」VS 「定

義」，在定義問題前也要蒐集相關資料了解背景才能下

定義，透過跨領域工作坊、個案研究和創新設計流程的

運作，也是能「發展」創意思考多元的學習成果，「傳

遞」創作成果及以問卷調查驗證相關作品及回饋，最後

結論回饋整個學習成果。(見圖3)

　　2.2.2　場域問題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以北鎮社區為主要調查場域，以

發現在地問題和需求，學生結合課程教學及學生成果回

饋在地社區，最後以問卷調查表分析學生作品是不是符

合在地居民的需求和認同。學生透過親身觀察體驗、訪

談和調查表，歸納出社區的十個問題，學生分成四組依

照以上問題，選擇解決的方式和作品。問題如下：

圖1 4Ds雙鑽石設計流程
資料來源：http://www.designcouncil.org.uk/sites/default/files/asset/

document/ElevenLessons_Design_Council%20%282%29.pdf

圖2 跨領域教學執行步驟

圖3 研究架構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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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領域創新教學模式

　　Donald Norman [3]在情感設計一書中提出，人與物的
情感交流為目的的創作行為。課程中強調文化的感受，

喚起兒時記憶，讓情感透過文化體驗、科技創新、共構&
共創的設計實踐，能呈現出人與物件互動的創作。課程

主要融合四個面向的理論和技術的跨領域教學整合，四

個面向為「文化」、「科技」、「創新」和「設計」為教

學的行動力，搜集理解文化相關資料，以文化為主的設計

元素，現場調查與訪談的親自體驗，並應用科技ICT結合
互動電子書，最後成果能放到網路平台上和實體應用。

　　3.1　跨領域創新教學

　　2002年來麻省理工學院提出創新教學以「開放式課
程網頁」[4]讓全世界自由分享知識，及IDEO在史丹福大
學創立了D-School[5]，都是以創新概念開啟創新教學的
方式。近年來，教育部推動創新教學，大專院校也首當

其衝需要有創新教學以因應世界潮流。教學要創新，首

先老師們就需要先在思考上具備有創意或創造力的精神

[6,7]。林天祐2000年也提出，教育是激發創意的主要力
量，換言之，老師的教學設計如何能夠激發出學生們發

揮創意的空間，就是很重要的關鍵。曾志朗（2001）於
《中樞紀念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辰典禮專題報告－教師

的專業成長與新使命》一文中明確指出：教育改革，我

們強調的不僅僅是教育課程內容的更新，更重要的是教

學上的創新，還有觀念上的突破[8]。另一位學者游家政
（2003）認為，「創新教學」或「教學創新」，就字義
而言，指的是新穎的、前所未有的、不同於傳統的教學

方法或策略[9]。創新教學之主要目的在於；提高學生的
學習動機、引發學生主動學習，以促進有效之教與學。

　　史丹福大學的D-School將創新透過設計程序，並且由

不同領域的人互相激盪出火花，那麼如何將創新的概念

融入在教學方法、目標和成果，讓學生能夠透過不同方

式的教學，得到多元化學習。

　　3.2　創新設計程序

　　1999年美國夜線「深掘」（Deep Dive）專題報導
IDEO公司的創新設計流程，要求IDEO重新設計一個大家
都習以為常的東西，並在五天內設計出來。因此，IDEO
執行創新設計程序：重新設計一台超市手推車，在五天

內運用IDEO公司的創新設計程序，IDEO的創新概分為
四個主要步驟：1) 觀察、2) 腦力激盪、3) 雛型設計、4)
實作。但是實際執行中應包含 1)洞見：從他人的生活學
習；2)觀察：看人們不做的，聽人們不說的；3)同理心：
設身處地、感同身受。4)腦力激盪是讓不同領域從自己的
專業上提供想法發掘各種可能性。5) 雛型設計：原型製
作；並到超市得到經理和消費者的回饋。6)實作:修改至

圖4 跨領域教學整合圖示

實際場域可用的產品。David Kelly近年也在史丹佛大學
設立d.school推動創新設計的學程，將這種創新設計思考
的實務方法向學界推廣。設計程序的建立，則是透過統

整後的方法為分析事件的依據，有利於減少設計人員對

於自身所想知事物感到質疑[10]。透過創新設計程序的運
作，可以讓更多人參與並得到意想不到的創新概念的新

事物。因此，透過創新設計流程在跨領域的創新教學，

可以產生更多創新的火花。

　　3.3　文化與體驗學習

　　論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係指一個人直
接透過體驗而建構知識、獲得技能和提升自我價值的

歷程。認為體驗學習是指一個人直接透過體驗而建構知

識、獲得技能和提升自我價值的歷程[11]。另外，杜威
（ John Dewey）的「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認知
心理學家皮亞傑（ Jean Piaget）的「認知發展論 theor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社會心理學家黎溫（ Kurt 
Lewin）的「經驗學習圈 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
等等。換言之，文化透過直接的體驗和學習，能給學

習者更深層的認知。強調「直接性的經驗」（directed 
experience），學習的過程是從具體的活動出發，活動應
提供學習者對某些事物的直接學習經驗，也就是杜威所

強調的「做中學」[12]。

　　3.4　數位農村與互動電子書課程模組

　　本研究整合「智慧農第二期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

培育計畫—整合創新教學聯盟推動計畫」以資通訊科技
（IC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產出成果
及應用於產域，「數位農村與互動電子書」課程模組在

此概念下以「數位農村」與課程成果「互動電子書」結

合。

　　明道大學的專業導入課程模組，訓練學生具有文

化、創新的互動整合設計概念，並能開拓學生學習的視

野，因應未來科技數位化的場域，達到計畫T型人材的
培養。學期中以明道大學鄰近田尾北鎮社區為課程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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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培育學生能深入理解在地文化、農村文創的傳統

與創新思維等等，以跨領域的課程模組為精神，培訓學

生具有在地農村社區文化思維的跨領域團隊，進而善

用科技改善場域工作的新生代。以因應網際網路與通信

科技蓬勃興起，帶動資訊與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ICT）發展，以此為主
要概念，建構數位農村與互動電子書的專業導入課程模

組，主要透過深入理解在地文化人文特色，紀錄影音和

建構在地文化基本資料，以在地文化為設計素材，運用

數位化技術，編輯互動電子書的製作為整合媒介，展開

影音、微電影和互動電子書編輯及製作。

四、研究分析與討論

　　4.1　在地居民對學生作品的測試與驗證

　　以學生學習成果的期末作品為測試，以北鎮社區居

民40人為受測對象，先讓受測者看完作品1電子書後，再
請受測者填寫問卷調查表，以此類推調查表計有40份，
有效問卷37份，無效問卷3份，女性30位占79%，男性7位
占21%。37位受測者中41-50歲4位， 51-60歲18位，61歲
以上14位，其他1位。

　　作品一「田尾鎮安宮三山國王」的題目，1.請問你喜
歡作品一「田尾鎮安宮三山國王」嗎? 非常同意有21人，
同意有13人，無意見有3人。2.你認為北鎮社區的鎮安宮
三山國王故事吸引你嗎?非常同意有16人，同意有19人，
無意見有2人。3.如果有提供手機結合QRcode、互動式求
籤和解籤方式可以解決鎮安宮有籤詩卻無解籤員的問題

嗎?非常同意有14人，同意有7人，無意見有4人，不同意
有1人。4. 是否符合鎮安宮的需求?非常同意有14人，同
意有17人，無意見有6人。

　　作品二「南北鎮社區人文介紹」的題目，5. 請問你
喜歡作品二「南北鎮社區人文介紹」嗎?非常同意有18
人，同意有17人，無意見有2人。6.你認為北鎮社區的「
南北鎮社區人文介紹」吸引你嗎?非常同意有11人，同意
有22人，無意見有4人。7.互動電子書內有花、稻的圖案
穿插，你認為這樣的互動設計吸引你嗎?非常同意有20
人，同意有15人，無意見有2人。8. 是否符合南北鎮社區
的需求?常同意有16人，同意有12人，無意見有9人。

　　作品三「北鎮社區CIS」的題目，9.請問你喜歡作品
三「北鎮社區CIS」嗎? 非常同意有21人，同意有15人，
無意見有1人。10.你認為北鎮社區的「北鎮社區CIS」
吸引你嗎?非常同意有17人，同意有16人，無意見有4
人。11.用CIS整體規劃讓社區的環境和視覺化能統一，並
展現北鎮社區的在地特色，你認為這樣是不是更能展現

南北鎮社區特色嗎?非常同意有17人，同意有14人，無意
見有6人。12.是否符合南北鎮社區的需求?非常同意有13

圖5 跨領域教學整合圖示

圖6 受測者性別與年齡分析圖(1)

圖7 受測者性別與年齡分析圖(2)

圖8 作品1的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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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作品2的分析圖

圖10 作品3的分析圖

圖11 作品4的分析圖

人，同意有20人，無意見有3人，不同意有1人。

　　作品四「一起來去南北鎮」的題目，13. 請問你喜歡
作品四「一起來去南北鎮」嗎? 非常同意有15人，同意有
20人，無意見有2人。14. 你認為南北鎮社區的「一起來
去南北鎮」吸引你嗎?非常同意有14人，同意有18人，無
意見有5人。15. 用CIS整體規劃讓社區的環境和視覺化能
統一，並展現北鎮社區的在地特色，你認為這樣是不是

更能展現南北鎮社區特色嗎?非常同意有19人，同意有14
人，無意見有4人。16. 是否符合南北鎮社區的需求?非常
同意有15人，同意有16人，無意見有6人。

　　4.2　討論

　　可以了解的是在地居民對同學的作品大部分是認

同，只有小部分例如學生作品一中，第3題原本設定希望
符合智農計畫的科技化部分，在地居民對科技化的接受

度需要再加強解說和體驗。整個計畫的執行考驗學校老

師的課程規劃、學生的認同和社區居民的配合，缺一不

可。若是引起學生抱怨課程會對學校老師的評鑑會有負

面影響，還有社區居民需要認同學生會一再叨擾的進行

訪談和錄製，因此，在學生和社區居民的配合下才能順

利完成。

　　(1)跨領域創新教學建構在創新設計程序，需要學生
的認同了解。

　　(2)而在課程教學中較重要的是文化與體驗學習，學
生同感和體驗了甚麼?作品呈現了在地元素融合在學生學
習過程中。

　　(3)最後回饋到在地居民，在地居民也能認同。

五、結論

　　本課程學生為進修部學生，需要考量學習效益和參

與活動的便利性等相關事宜如校外教學時間，若是要導

入ICT需要有更多時間讓學生了解，才能對執行最後創
意製作的ICT亮點。若是執行時間長一些相信學生作品會
更好，呈現也會更完整。最後在期末活動將完成的電子

書分享與社區居民，社區居民看到自己的影像和我們紀

錄的成果，看得出是高興和欣喜，希望之後有更多的延

續，而不是這樣就終止了。

　　(1)求籤解籤APP的籤詩總共60個已經真正落實在社
區。還有社區導覽利用雲端或是協助社區架網站，屬於

北鎮社區的網頁，將電子書和相關資料能放在網頁，能

夠幫他們宣傳和導覽。

　　(2)社區的文化古蹟的基本資源調查，如五進的閩式
建物目前保持良好，還有徐家古厝、陳家古厝和張家古

厝都是三合院的建物。

　　(3)後續仍可以繼續努力是由明道大學、北斗鎮到田
尾北鎮社區的點線面的建構，空拍建構整體的點線面，

相信會對地方和產業的促進會有很大的進步。

　　(4)課程成果與在地的社區產業產生連接，讓學生學
習有真實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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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作品1「田尾鎮安宮三山國
王」互動電子書組

作品2「南北鎮社區人文介
紹」互動電子書組

作品3「北鎮社區CIS」互動
電子書組

作品4「一起來去南北鎮」
互動電子書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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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 for smart agricultural creation was jointly established by 
four universities in Taiwan, including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and Mingdao University. The objective was to integrate 
curriculums of different fields in an innovative way, to conduct field practice and start-up incubation and to develop 
students’ diversified interdisciplinary abilities. The specialty introduction program model was aimed at junior students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Department of Digital Design of Mingdao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trained with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ideas of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so that their visions might be broadened to cope with the field 
of technological digitalization in the future and become type T talents of the program.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were 
based on the final works of the students. Forty residents in Beizhen community were the objects of testing and there 
were thirty-seven valid questionnaire copies. 92%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recognized students’ works, which 
also helped students to experience and observe in the real field through learning by doing in this turnover program. 
Besides, students were trained to use the materials of the local culture to create works of innovative thinking. 

Keywords: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 Innovation methodology, Interactive e-book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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