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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設計師從創意的產出到一項產品完整的呈現，這樣的設計過程一直被視為是

一種神秘的黑箱作業。當代設計思考研究目的在釐清人類進行設計活動時的內在

思考歷程，藉由設計思考研究理論的累積，讓人們得以窺視設計者在設計過程腦

中黑箱運作的完整過程，企圖解開人類設計過程的心智活動。

本研究以 Schon and Wiggins(1992)提出的「看─動─看模型」為研究理論

架構，採取設計思考實驗性研究(empirical study)方式進行，以影音回溯法取

得受測者實驗過程的口語資料，再以不同的「看」與「動」進行編碼、分析，探

討不同設計領域的設計者─工業設計與視覺傳達設計，在設計思考模式上的「共

通性」和「差異性」，藉以檢視「看-動-看模型」在不同設計領域的運作情形。

而不同的設計養成教育、專業背景，對於不同設計領域的設計者，在設計思考模

式上產生差異，同時「看-動-看模型」亦在不同的設計領域間運作著，而藉由「看

-動-看模型」在不同設計領域間運作的探討，能更加了解不同領域設計師與草圖

互動的關係及其思考模式。期望對於未來的設計養成教育，設計思考理論的研

究，不同領域間設計師的溝通模式，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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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設計師從創意的產出到一項產品完整的呈現，這樣的設計過程一直被視為

是一種神秘的黑箱作業(Jones,1970)。當代設計思考研究在釐清人類進行設計活

動時的內在思考歷程，其目的在企圖解開人類設計過程的心智活動。

而認知科學對設計思考領域的研究，其目的在於意圖將人類的設計思考過程

的機制予以明箱化，亦將設計過程具體化。而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研究

相關注的是設計思考行為內在環境而定的邏輯和決策過程，並藉由觀察設計者實

際進行設計工作，來發展一套對於設計思考一般性描述的方法，藉由設計思考研

究理論的累積，讓人們得以窺視設計者在設計過程中其腦中黑箱運作的完整過程

(Rowe,1987)。

在許多探討設計過程的理論性研究後，研究者企圖藉由縮小問題的焦點，進

一步深入探討設計過程。其中，部分研究將焦點集中在視覺思考及草圖上，設計

媒材的使用是設計活動在本質上重要的特徵。相關的研究理論方面，Laseau(1989)

指出設計者透過「腦─手─媒材─眼睛」之間不斷循環的過程，Herbert(1993)

則 認 為 設 計 是 草 圖 與 媒 材 間 不 斷 的 進 行 「 畫 ─ 反 應 ─ 畫 」

(stroke-response-stroke)的結果。

Schon and Wiggins(1992)提出「看─動─看模型」，在「看─動─看模型」

的理論中，Schon 提出設計過程是設計者與媒材之間的互動關係，設計者與不同

媒材間的對話，設計行為是一種設計過程和發現的互動關係。後續的相關研究

中，也多僅以草圖、不同媒材為設計工具來探討草圖本身的特性或設計者與草圖

間互動的關係。「看─動─看模型」在不同設計領域間的運作方式未被深入探討，

因此，本研究基於上述的觀點，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與方向。

2. 文獻探討

2.1 設計思考

自 1970 年代有些研究開始運用認知心理學與人工智慧的研究成果與研究方

法，來從事設計活動的研究，便產生兩個新的研究領域–設計認知與設計運算。

設計思考與運算的研究中設計認知結構的目的，是為了想要了解設計師如何

設計，設計活動如何進行，在設計活動的進行中，圖形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

為設計進行時的表達與溝通都是透過圖形，所以設計者如何看、看對設計行為的

影響都是設計認知與運算的重要課題。在設計理論發展上，要探討『設計師如何

思考』、『設計活動如何進行』，就必須從事關於設計認知與運算的研究，這對於

設計教育的幫助，與改進電腦輔助設計都有重大的影響，這樣的研究漸漸有人稱

之為『設計思考』。

設計思考的研究源至於認知心理學與認知科學的研究，主要探討設計者在解

決問題時之設計行為，內在的思考邏輯、心智過程與決策歷程。此領域的先期研

究是 Marples 在 1960 年代所做的關於工程設計師的研究，近十幾年來，有關設



計思考的研究大量產生，隨著研究領域的成熟，設計思考慢慢形成一個學科。

2.2 看-動-看模型

Schon and Wiggins 於 1992 年提出設計是一種「看─動作─看」

(seeing-moving-seeing)的循環動作，認為設計是一種設計者與媒材之間對話過

程。其提出設計行為是一種設計過程(designing)和發現(discovering)的互動關

係，設計者運用不同類型的看，透過繪圖的行為，產生了設計方案的改變，並經

由再次的「看」到所畫的圖形，完成了一個設計思考過程的循環，得以進行下一

個設計階段。

圖一 看-動-看模型(整理至 Schon,1992)

Schon and Wiggins 提出以下的結論：

一、所有對設計的描述都不能忽略設計者是以特定的媒材來作為思考、完成工作

的依據，而不是只有在腦中思索與完成。

二、設計師在進行設計過程中，包含許多種不同形式的看，而所有的「看」都是

基於視覺上設計師對被看物真實的了解。

三、當設計者畫圖，並且看他所畫的圖時，設計者所做的是一種重複的行為，使

得設計過程間的各部份產生關聯，從嘗試中得到下一部進行的方向，從試驗

得到再向前的靈感。此結論的觀點，設計行為是為了更進一步的設計做準

備，設計者可以藉由過去設計經驗的累積，增盡其對於更大型、複雜動作實

驗的能力；有經驗的設計者可以藉由過去設計經驗來增進 其對新的、更複

雜的設計案的執行能力。

Schon and Wiggins 在研究中也提出幾種中不同的「看」與「動」的類型：

一、視覺的看─對草圖上的圖形進行視覺上的理解。

二、判斷的看─對設計品質進行鑑賞性的判斷。

三、空間型態的看─對空間型態的瞭解。

「動」在「看─動─看模型」具有兩種意義。一種是圖形配置上的改變，這

種圖形上設計狀態的改變又可分為已完成的改變，或是由原有圖形轉變到另一個

圖形的過程。另一種是直指繪圖的動作，即是纸上所進行描繪圖形、線條或紀錄

文字的具體外在行為。

整體而言，Schon 認為設計是觀看和動作的無方向性重覆，他強調設計的展

示(representation)和看(seeing)的重要性，人們是由看到的圖形來聯想動作再

重新作動作。而設計是看的過程和動作的過程相互影響的行為。所以認為設計無

方向性，不可預期，時間到了就停止，沒有明確的目標完成的時間。



2.3 口語分析

Nigel Cross(1999)整理近年來研究設計思考本質所用的一些方法，包含下

列五種方法：

一、與設計師訪談(interview with designers)。

二、觀察與案例研究(observations and case studies)。

三、口語分析(protocol studies)。

四、理論推導(reflection and theorising)。

五、模擬試驗(simulation trials)。

設計思考領域的研究方法中的口語分析法源至於認知心理學及認知科學領

域，口語分析方法已經成為探索對設計了解的一項主要實驗工具，是目前相關認

知心理學研究中最為有效且普遍接受的研究方式，在設計思考領域中，常見兩種

口語分析研究方法：放聲思考法(think-aloud)以及影音回溯法(video/ audio

retrospection)。其兩種方法均是口語分析方法中資料收集的方式。

回溯法的口語報告以回溯記憶的方式，事後將其設計過程中的思考活動以口

述的方式報告，此實驗過程對設計過程的影響較小，但往往因資料量過於龐大，

且事後回溯時有編串、短期記憶不足，省略細節動作以及受隱含線索影響等現象。

影音回溯法是為了避免放聲思考法干擾知覺活動的缺失，以及改良傳統回溯

法短期記憶不足的困境發展而來；以提供記憶線索的方法，補強了短期記憶的限

制所導致的選擇性回憶效應，因此在口語資料的建立上亦提供了良好的可信度。

3.研究方法與架構

3.1 研究問題

設計思考領域中的多數研究都在探討如何運用口語分析發覺設計活動過程

中視覺推理、設計思考行為的重要性及影響，進而推論出更完整的設計模式以供

往後設計教育改善的參考方針，使設計教育制度能更加完善。

但本研究感興趣的是：不同設計領域的設計者─工業設計與視覺傳達設計。

設計養成教育對於此兩種領域的設計者在從事設計創作活動時的影響，在設計思

考模式上的「共通性」和「差異性」之間的釐清是另一方面有趣的研究議題；爲

釐清上述的問題，本研究採取設計思考實驗性研究(empirical study)方式進

行，藉由口語分析中的影音回溯實驗方法，藉由實驗所得的口語資料的斷句、編

碼、草圖文字資料的整理、以及研究者對受測者設計過程的行為觀察等方式，提

出實驗的結果與發現，進行深入的探討與分析，進而提出研究的建議。

3.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陳述如下：



一、「看」與「動」設計行為對工業設計與視覺傳達設計兩種不同設計領域的設

計者，在設計活動中的設計思考行為擁有怎樣的共通性及差異性？探討及釐

清其中的「共通性」和「差異性」。

二、藉以檢視「看—動—看模型」在不同領域中的運作是否有所不足提出補充說

明與修改建議。

3.3 受測者資料及實驗環境

本研究受測者為工業設計領域及視覺傳達設計領域各兩位，4位受測者皆受過

完整、正規大專程度的設計養成教育，在設計業界的實務經驗 3~5 年不等，所以

皆具備完整的設計背景與學經歷。

在實驗環境上，爲使實驗能順利進行，避免受測者受到不必要的干擾，影響

到實驗的進行。正式進行設計階段，受測者須繪製構想草圖，實驗環境須提供受

測者舒適的繪圖環境，讓受測者在不受到拘束的環境下，進行概念的發想。整

個實驗的情境如下圖所示

圖二 受測者實驗過程及環境

4.實驗觀察結果

本研究現階段的研究結果，僅就實驗過程中所觀察到的現象提出討論、探

討，以條列式的說明。在後續的研究中，將再透過更完整的編碼系統，將實驗所

得的口語資料、圖面、影音資料，做更完整的分析。

4.1 工業設計領域方面

一、工業設計領域受測者的構想草圖中會出現使用情境圖，以使用情境、人-機-

環的觀點，來做為其構想發展方向。

圖三 工業設計領域受測者所繪製的情境圖、人與產品間的互動關係示意圖。

二、工業設計領域會以一基本子形做為構想發展的基本形，以此一基本形發展出

延續的構想。

三、工業設計領域會出現一直修圖、勾畫造型的行為，甚至同一構想，繪畫出數

個草圖。



四、工業設計領域相較於視覺傳達，出現較多「看-動-看」的互動，在看前一個

草圖，與草圖間的互動，進而產生新的概念及解決設計問題的行為。

圖四 工業設計領域受測者，與草圖互動過程中，產生令一個新的構想；

圖左使受測者想到趣味，而產生圖右的新構想。

五、工業設計領域會不時的回去看設計需求、設計規範，從設計案所給的條件中

找尋更符合設計需求新構想。

4.2 視覺傳達設計領域方面

一、視覺傳達設計領域會以整體完整的形式，來呈現所繪的概念草圖。

二、視覺傳達設計領域在構想階段未出現情境圖，人與產品間的關係示意圖，但

並非沒思考到，而是以圖說或口語說明的方式呈現。

三、視覺傳達設計領域會有修改線條或造型的行為，但這樣的行為都是在同一草

圖上，較少藉由另一個草圖，呈現更完整的形。

四、視覺傳達設計領域，草圖與草圖間「看-動-看」的互動較薄弱，草圖間的延

續性並不強，不同草圖為較獨立的概念。

五、.視覺傳達設計領域的圖面，出現較多視覺傳達、裝飾的圖像。

圖五 視覺傳達領域受測者，出現較多圖飾在草圖繪製過程中。

5.結論

透過認知實驗的操作及實驗觀察結果分析，不同設計領域在設計過程中「看」

與「動」間互動模式不同造成影響與差異，影響了設計者的設計思考模式，造成

設計結果的不同。

一、不同領域的設計養成教育，繪圖習慣及專業知識，會影響他們設計思考的方

向，甚至引導他們的設計思考活動。同時亦造成設計行為上的差異。

二、在媒材的呈現介面上，設計者在同一紙上整體與細部的設計，會出現頻繁的

「看」與「動」的動作，與設計媒材及草圖間的互動，進而尋求更具體的設

計解決方案或引發新的設計構想。

三、在「動」的呈現上，設計媒材與設計者間的互動，設計活動中各個設計動作

行為，對設計思考的過程而言，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四、設計行為是人類心智模式中相當複雜的一種，同時也是種創造力與解決問題

的活動，不同設計領域都會在設計活動中尋求創新、發覺更佳的解決模式。

由上訴的結果中，發現不同的設計教育、設計背景、繪圖方式，會對設計思

考模式產生差異性的結果。同時「看─動─看模型」在不同的設計領域間運作著，

而藉由「看─動─看模型」在不同領域間的探討，能更加了解不同領域設計師與

草圖互動的關係及其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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