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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化與知識經濟帶動產業發展的趨勢下，合作式設計已成為

重要的研究議題。從設計思考的角度來看，諸多的研究致力於探討媒

材對設計過程的影響，近年來使用傳統與數位草圖進行電腦輔助群體

工作為主軸所進行的研究越益增多，本研究希望能結合此兩大範疇，

將研究的主軸拉向合作式設計過程與使用傳統與數位草圖之間的影

響，進行研究分析與討論。 

主要分為以下三步驟。第一提出假設：合作式設計運用傳統與數

位草圖在設計過程是相似的。第二實驗設定：透過傳統草圖與數位草

圖環境進行實驗。第三編碼分析：以反映實踐理論與設計原型理論為

編碼的基礎，透過重新驗證理論與「宏觀」「微觀」不同面向進行分

析討論。最終本研究得到兩大結論，結論一：合作式設計使用傳統與

數位草圖其設計過程無顯著差異性。結論二：重新驗證反映實踐理論

與設計原型理論，並且得到合作式設計過程中「宏觀」同「微觀」不

同的差異現象。研究所得到的結論將對於數位應用實務與教育上的幫

助，並切對於此領域的設計研究向前邁進。 

關鍵詞：合作式設計、反映實踐理論、設計原型理論、口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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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tendency towards industry's development in globalization 

and knowledge economy, collaborative design type already become the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nowadays . The view point of designing thinking, 

most of research is devoted w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design process 

material, recently we use tradition way and digital drawing to support the 

computer software work, our goal is it to combine two major category to 

analyse and discuss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and traditional digital draw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1)To presume: It 

is similar in the design process between collaborative and traditional way 

to use digital type.(2)Experiment: Carry on the experiment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sketch map and digit sketch map environment.(3)Coding: 

Taking the theory of reflecting practice and designing the prototype 

theory as code foundation, we analyzed and proved again for theory with 

“ macroscopic " and “microcosmic”. 

Finally, this research gets two major conclusions. 

Conclusion(1):There is not difference between collaborative design for 

traditional way and digital sketch. Conclusion(2): There is not difference 

by proving the theory of reflected practice the designing the prototype 

theory.The research will help to educational field to study and practiced 

to study and will keep striding forward in this field.  

 

Keywords: collaborative design, Reflective Practice, Design 

prototype theory, protoco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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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對合作式設計使用傳統與數位草圖會產生什麼影響感到

興趣，且認為具有深入探討的價值，所以在本章將分別說明此研究的

背景動機、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範圍及研究架構與預期成果。 

1.1 研究背景及動機 

在全球化與知識經濟帶動產業發展的趨勢下，過去台灣低價生產

方式為主的製造業，已難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中生存。面對國際產

業的競爭，由於地理與自然資源的限制，僅需少量自然資料卻能產出

大量價值的工業設計，將在未來國家經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這樣的未來趨勢下，不論是企業內設計師(in-house designer)與

設計公司(design firm)的合作，或是不同專業的跨領域合作，都在思

考如何集各地優秀的設計師，在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下共同進行設計工

作推出優勢產品，因此在產品設計與研發領域中團隊設計已成為趨

勢，也是達到好的設計品質與符合國際市場趨勢的必要方法。 

以往個人設計師單打獨鬥的時代，傳統草圖與數位草圖的相關研

究議題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過去十年中，設計草圖被視為設計認知

研究的核心議題，在傳統設計教育中設計草圖亦被視為設計師一項重

要的技術；而數位草圖如何應用在設計過程的相關議題，也在近年引

起大量的研究。不同類型的數位媒材開始介入設計的不同階段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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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傳統設計過程產生諸多衝擊。 

當開始了解新科技的運用與數位媒材的介入的確提升了設計品

質與合作效率後，更令我們感到好奇的是專業的設計團隊面臨這樣的

背景下，如何運用不同的設計媒材、知識背景、良好的互動關係，來

進行設計與過程的進展為何就成了迫切的研究議題。 

近年來設計思考領域相關的研究試著以不同的角度，探討設計師

的設計過程與認知活動，也試圖從專家設計師的角度提升設計教育以

及電腦輔助設計，其中在討論數位與傳統草圖的相關議題上，有研究

發現使用不同的設計媒材會激起不同的視覺刺激，也產生了不同的認

知活動與設計成果，本研究希望從設計媒材使用的觀點切入，探討合

作式設計進行時設計過程的影響。 

1.2 研究問題 

從探討不同設計媒材與合作式設計過程的研究中，可以瞭解傳統

媒材與數位媒材各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過去十年中，設計草圖被視

為設計認知研究的核心議題，Tversky(1999)與多位學者的研究讓我們

瞭解傳統草圖在設計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由於遠距科技的快速發

展，許多電腦網路的溝通應用與研究也因應而起。例如隨選視訊、視

訊會議、遠距教學等；以網際工程所架築設計作業研究，在國外已經

有一些案例可循（鄭傅儒、閆嬰紅，2000）。而在探討數位設計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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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的文獻中，電腦輔助群體工作應用 (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CSCW) (Ellis, C., Hirschheim, R., & Whinston, A. B., 

1999)是近年來諸多研究者致力的議題，透過電腦軟體系統提供一個

資源共享環境的介面，支援群體成員從事設計，其目的在於支援組織

成員便於進行溝通 (communication) 、合作 (collaboration)及協調

(coordination)等合作式設計活動，藉由電腦系統的輔助來提昇設計效

率（陳彥任、何明泉，2000）。 

過去使用數位媒材進行電腦輔助群體工作為主軸所進行的研

究，大約是利用例如微軟公司提供的 Netmeeting 或國內馬路科技公司

所提供的 3D CAD Netmeeting - Communicator 介面平台，利用影像與

聲音及白板的功能「溝通設計」、「修改設計」（李來春，2000），

在這樣軟硬體基礎下的電腦輔助群體工作必須經由一位會議主席賦

予權限下進行設計的討論與溝通。這與時下提倡經由群體合作腦力激

盪一起進行概念設計有些出入。 

本研究所提出運用數位草圖系統進行「合作式設計」的觀點不只

是藉由數位媒材觀看、討論、修改設計，而是團隊在設定好的數位環

境下一起進行設計；不只是藉由數位媒材個別提出完整設計圖檔進行

細部設計討論，而是運用數位媒材進行概念設計；不需要主席賦予權

限同意設計，而是在平等的環境中進行合作式設計；不只是合作將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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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設計進行修正，而是合作式概念設計從無到有的發展。因此我們希

望經由研究問題的設定與軟硬體設備運用的輔助下來探討不同的媒

材對於合作式設計的設計過程有何影響。 

1.3 研究目的與目標 

設計實務與研究界對於數位媒材所能影響合作式設計的程度有

不同的意見，有些認為數位媒材的應用能激發創意，有些卻認為過早

導入數位媒材將限制創意產生，因此本研究的問題是對於合作式設計

而言數位草圖系統的應用是否能對設計過程帶來更大的助益？探討

不同的媒材對於合作式設計的設計過程有何影響，包含設計任務討論

中的相關設計論點、設計內容組織架構、設計行為統整分配與反思活

動等，更重要是設計媒材的改變對於設計成果的影響，以下將本研究

之目的與目標清楚分別的敘述。 

研究目的： 

 比較傳統與數位草圖對於合作式設計過程的影響。 

研究目標： 

 利用反映實踐理論與設計原型理論，分析合作式設計中傳

統與數位草圖之運用對於設計過程的影響。 

 透過重新驗證反映實踐理論與設計原型理論，並從量化與

質性的面向分析設計過程與設計成果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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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研究分析，推論數位草圖的加入對於合作式設計的影

響，且提供好的合作式設計模式準則與方向。 

1.4 研究流程與架構 

依據本研究的問題與目的，擬定研究架構與章節流程。各章節主

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論：敘述本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目標。 

第二章文獻探討：將設計思考領域的研究範疇底下的合作式設計

談起，並對於此領域在有關探討設計過程與內容上的文獻加以陳述，

而第二部份則是針對設計媒材的相關研究進行探討，分別就本研究所

欲探討的傳統及數位媒材研究為核心。而在文獻中研究方法的部份，

則是針對本研究所使用的口語分析方法還有兩大分析理論-反映實踐

理論與設計原型理論，加以探討，文獻探討部分雖然是以三大部分來

進行，但是彼此之間是緊密相關的，因此構成本研究重要的基石。 

第三章研究方法：依據第二章文獻探討整理出實驗設定的架構，

針對主題提出研究假設將實驗設計與步驟加以詳細說明，包含了研究

前測實驗與修正後的正式實驗部份。 

第四章分析結果：透過斷句的定義與反映實踐理論與設計原型理

論的編碼系統建立，以繪製圖表的方式加以說明與分析，並且進行專

家評鑑的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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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討論：對於本研究所提出的觀點與相關領域的文獻統整進

行討論，並詳細列項便於後續研究探討之用途。 

第六章結論：透過本研究的分析結果與討論後，提出結論及本研

究範圍限制，並針對後續研究提出建議及方向。 

本研究研究流程圖如(圖 1-1)： 

傳統與數位媒材對合作式設計之設計過程差異性的影響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 

合作式設計 

collaborative design 

設計媒材  

design media research 

設計研究方法 

design research method 

 

實驗方法 method 

口語分析 

 protocol analysis 

問卷與訪談  

questionnear & interview  

 

分析方法 method 

反映實踐   

Reflective Practice 

設計原型   

Design prototype theory 

 

討論 discussion 

反映實踐與設計成果 

的關係 

設計原型理論與設計成果

的關係 

重新驗證反映實踐 

與設計原型理論 

傳統與數位草圖之 

比較討論 

 

結論 conclusion 

圖 1-1： 研究架構 

1.5 研究範圍界定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界定由於合作設計的涵蓋範圍相當廣泛，基於

軟硬體設備、時間與貢獻深度等因素的考量，無法既廣泛且深入地一

一探討，目前在使用數位草圖合作式設計領域中許多研究也尚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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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段，雖然有一些研究領域的最新科技我們難以取得，並且希望能

透過普遍且廣泛的軟硬體來進行研究，所以在研究的重點是在於探討

傳統與數位草圖對於合作設計的影響之相關議題，而不會對於最新科

技應用有較深刻的著墨。 

由於目前國內數位領域互動合作式設計介面使用的大體環境並

未相當成熟，但是我們都了解到數位科技的進步日新月異，未來對於

數位環境應該還有更大的躍進空間，所以對於實驗設定中的項目如頻

寬無上限、數位系統中的虛擬同地設定等，其實是有討論的空間。例

如國內網路頻寬較無法高效率地傳遞數位資料，如成員影像、數位手

繪草圖繪製的速度等，可能導致本研究實驗中會遇到一些困難，但是

在這段期間本研究依然會盡力去克服這類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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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整理國內外有關設計思考、設計媒材研究、設計研究方法

這三大範疇為主軸，如圖 2-1 所示，來進行文獻探討之研究，為本研

究奠下基礎。 

 

圖 2-1：研究之文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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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認知心理學與人工智慧的研究中，我們得到

了人類思考(Simon & Newell, 1962)、知識的獲得、表達與運用、知識

與記憶的結構(Miller, 1956)、問題解決(Simon & Newell, 1962)與創造

力(Simon, 1966)的知識，了解這些以人類認知結構為主軸的研究成

果，並將它反應到設計行為上，形成了西方當代設計認知與設計運算

文獻探討 

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 

合作式設計  

Collaboration 

設計內容 

Design contents 

設計媒材研究  

Design media 

傳統媒材研究 

Sketches 

數位媒材系統 

Digital media 

設計研究方法  

Design research 

口語分析 Potocol 

l i

反映實踐理論 

Reflective Practice 

設計原型理論 

Design prot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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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方向(Mitchell, 1990)，同樣也是當代設計理論的主軸如(圖2-2)。 

 

圖 2-2：認知心理學和人工智慧的關係四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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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2.1.1 合作式設計 

合作式設計是需要多位設計者的參與，以及處理設計資訊與工作

之協調溝通進行的活動，面臨現今社會市場全球化的架構下，產品開

發不能再靠單一個人、單一團隊或者是單一部門就能將產品所需的特

點作全面瞭解。雖然如此，在產品開發的過程上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

變。故而，產品設計的重點在於將許多團隊結合在一起工作，提升設

計品質減少成本與前置作業的時間。所以在產品開發設計的初期階

段，設計的模式也由單一單位進行研發設計逐漸演變為協同設計。 

在全球化的商品行銷策略影響下，數位媒體設計產業必須能準確

地掌握各地市場反應和地域文化性，為能充分了解區域性市場環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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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導入適當的設計元素，與該地區域設計師合作可以說是最好的解

決方案之一，而本研究的合作式設計是架構在設計思考領域之下，是

以設計師團隊進行設計任務為其定義來進行探討。 

在 Petre(2004)研究中就曾指出，合作式設計中刺激創意的重要因

素就像是一碗湯放在桌上；湯裡面裝的是有創造力的人、小的團隊、

正確的技術整合、適合的環境；而碗就像是培育創意的管理教育架

構；桌子的空間就像是提供動力和焦點的領導與視野。許多有價值的

創意是由現有的概念所集結而成，合作式設計的發展可望成為產生創

造力的綜合體元素。 

而當資訊進不當頻寬效能不斷的改善後，同步工程的概念透過網

路進行即時的溝通聯繫，而設計的參與人員使用網頁瀏覽器(browser)

進入全球資訊網之環境，在特定建構平台下進行線上合作設計為一個

趨勢（李政昌，2004）。因為時間與人員的因素，網路式合作設計形

成四種主要模式如(圖 2-3)，本研究希望透過目前正發展的數位遠端

軟體來模擬同地合作式設計。在施文禮、劉育東(2005)虛擬環境中數

位媒材與設計溝通的研究中提出包覆型自動虛擬環境(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 CAVE)的沉浸式空間展示能力已備受肯定，虛擬

式空間經驗讓使用者可以獲得接近真實空間的感官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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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合作式設計的四種主要模式 

以數位與資訊科技的進展如此快速，而合作式設計又是全球化的

趨勢下，可想未來設計工作環境無論是面對面溝通設計或是透過遠距

進行設計都是值得研究的領域。因此本研究將圖 2-3 中相同時間底下

的單點同步與多點同步會整合一起討論，希望能夠為整合設計空間讓

合作式設計在進行設計任務時，能夠透過使用不同媒材表現帶來有趣

的發現與影響。 

而談到數位式的合作式設計研究，現階段多採用類似 MSN 

Messenger 進行即時視訊或啟動遠端協助進行合作設計繪圖，這些程

式目前都是很普遍使用可以免費下載。此外 Microsoft Net Meeting，

除了具有上述的線上即時通訊的功能，且可啟動同步的電子白板，利

用滑鼠、接數位手繪板來進行手寫輸入，或繪製簡易的圖示，以圖文

說明的方式進行設計（李政昌，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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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線上即時溝通軟體（李政昌，2004 整理） 

而放眼國際間以合作式設計成功案例發展為例：飛利浦(Philip)

公司的做法是由分佈全球的設計團隊以遠距合作設計的方式共同開

發新產品，並且舉辦各種研討會邀集各種領域的專家研討未來的產品

概念（王鴻祥譯，2000）。Alessi 初期的做法是邀請國際級設計大師

開發創意餐具與廚具等產品，近期則改以設計工作營方式與各國知名

設計學校合作發展新一代的產品概念(Zuffi, 1998)。阿爾卡特(Alcatel)

曾與國內大學產學合作過一項未來通訊產品設計，用以了解不同文化

的新一代年輕人的需求與想法，其成果在德國 CeBit2000 電子展中成

功展出(Wang, 2001)。 

合作式設計的領域非常的廣泛，從設計前端到生產製造的研究議

題多有提到，本研究將焦點鎖定在設計思考領域下的合作式設計，希

望能夠將所觀察到的層面劃分開來能夠看到更多研究的核心議題，這

樣的趨勢如同戴瑤強(2003)所說「一種數位的合作設計模式正在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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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2.1.2 設計過程 

在當代設計研究中，有兩個重要的設計思考理論，各從不同角度

敘述設計行為與過程內容，以下敘述這兩個理論典型(paradigms)。 

資訊處理理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在將設計視為問題解決的前提下，設計過程被描述為解決問題的

搜尋過程，稱為資訊處理理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Newell & 

Simon, 1972)，如圖 2-5 所示。Simon(1973)認為，設計問題本身就需

一個包含有效解決問題的相關知識資料庫，如果能將問題化成一系列

子問題時，就可以如定義良好的問題一般，利用相關的資料來解決設

計問題。模型指出設計的進行就是由起始端到目標端的過程，這個搜

尋的空間稱為問題空間(problem space)(Simon, 1970)。 

 

 圖 2-5：搜尋模式 (Simon, 1970) 

看－動作－看 理論模型(seeing-moving-seeing)： 

而在此之後 Schön 提出疑問並認為設計是一種「看－動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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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ing-moving-seeing)的循環動作(Schön & Wiggins, 1992)，如圖 2-6

所示。在看(seeing)的行為當中，設計者獲取一段視覺上所得到的訊

息，同時建構其意義，看本身就有辨識(recognize)、偵測(detect)、欣

賞(appreciate)等不同的狀況，因此「看」還有許多不同的解讀情況。

而設計的片段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具有嘗試性的經驗而動作(moving)

之後所產生的結果，可能與原先意圖無關，但卻可能對設計產生極大

的改變，如設計方向改變或其他未預期的訊息。 

 

圖 2-6： 看－動作－看模型 (Schön, 1992) 

所以 Schön 認為設計者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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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設計媒材研究 

在不同設計理論典範中，設計媒材的重要性已被研究者強調且指

出。從資訊處理(information-processing)典範中(Simon, 1992)，了解到

不同的設計媒材代表不同分析問題的方法，而 Larkin & Simon(1987)

提出圖表式表現與文字式表現的差別，圖表式表達利用空間位置將資

訊分類成群。因此支援大量的視覺推理，且為容易被觀看者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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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知道如何利用圖表特性的人，將更能有效的利用圖表分類群組的

資料(Paige & Simon, 1966; Larkin & Simon, 1987)。從行為反映

(reflection-in-action)典範中，Schön & Wiggins(1992)證明了設計草圖

的重要性，藉此說明設計是設計草圖與設計師視覺感官的對話，設計

師因此倚賴設計草圖來推進設計過程，好幾種在設計中發生的視覺感

官類型已被發現，包含視覺符號的基本認知，視覺品質的評價與視覺

空間的浮現與整合。 

而數位草圖如何應用在設計過程的相關議題，在近年引起大量的

研究。在(Jonson, 2006)研究中對於設計概念構成工具的研究中質疑了

以往文獻中對於手繪草圖為不可或缺工具的論點，而透過實驗發現經

驗需求的條件往往決定了設計者使用概念工具的選擇。不同類型的數

位媒材開始介入設計的不同階段後，也開始對傳統的設計過程產生諸

多方的衝擊(Liu, 1991, 1993, 1996)。其中，最早受到研究者關注的是，

電腦輔助設計構想發展的可能性，而其中又分為數位手繪系統及 3D

繪圖系統，其各有不同的操作方式以及特性。時至今日，開始有研究

者以認知的角度來探討數位媒材對設計思考的影響。但在本研究中所

探討的數位媒材是以數位草圖為探討的要點。 

2.2.1 傳統媒材研究 

在過去十年中，設計草圖被視為非常重要的設計認知研究核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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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Goldschmidt, 1991; Schön & Wiggins, 1992; Goel, 1995; Suwa, et 

al., 1998)。傳統設計教育中，設計草圖被視為設計師一項重要的技

術，普遍相信設計草圖可以影響設計過程與品質，它所提供的模糊性

與不確定性使草圖成為未預期之發現(unexpected discovery)與重新詮

釋(re-interpretation)的重要媒材。 

Suwa & Tversky(1997)以影音回溯口語分析認知實驗，探討設計

專家與設計生手從草圖中得到哪些資訊及如何與草圖進行溝通。

Tversky(1999)認為繪圖在設計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它使設計師能

與自己對話，屬於一種外部的重新詮釋。在特定的領域中，草圖使用

小小位置的部位或元素，卻表現出其他領域的重要元素。結論是由研

究所收集的草圖的繪製、整理的圖表、以及類比推論而來，認為當被

選擇的元素在被重新詮釋與回饋便表示這個領域被系統與概念化。 

在草圖特性的相關研究中，發現到草圖的模糊及不確定性有助於

設計者重新詮釋(re-interpret)或解讀原來的圖形以激發想法(Goel, 

1995)，並認為在繪製草圖的過程中，包含了兩種形式的轉換類型:水

平轉換(lateral transformation)及垂直轉換(vertical transformation)。水平

轉換是指概念草圖從一種想法轉換至另一種不同的想法，垂直轉換則

是說明同一種想法的草圖，具有細部的設計。草圖不明確及模糊的特

性可以促進水平轉換的形式，產生多種不同的設計方案，有助於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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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意及開闊階段，還有另一種轉換類型-複製(duplication)，說明草

圖中除了具有水平及垂直轉換外，設計者還會把先前的草圖複製以後

再做修改。 

一些研究者以訪談或觀察方式對知名設計師的設計草圖做分析

分類。其中 Lawson(1994)訪談了 10 名知名建築師，討論他們在設計

過程中利用草圖的角色，歸納出設計師習慣以筆與紙快速畫出模糊的

草圖來輔助設計思考。Robbins 及 Herbert 等人同樣以建築師草圖案例

分類出草圖中不同的圖形類型：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透視圖等

(Robbins, 1994；Herbert, 1993)。此外，Fraser& Henmi(1994)指出設計

師會以簡單的符號(symbol)來表示一些抽象概念或簡化資訊，如動

線、聲音、視野等來幫助設計的推理。由此可知，這些草圖中許多標

記或圖形對於設計者都具有某種意義。Faruque(1984)在其對圖形溝通

(graphic communication)的分析討論中指出我們腦中會把接收到的視

覺刺激抽象化，即視覺抽象(visual abstraction)。同樣的設計者習慣用

抽象圖形，例如簡單圖解(diagram)、符號(symbol)等，來呈現複雜物

件的形態。 

以上所敘述的關於設計草圖的重要文獻，都與認知心理學相關。

在一篇由 Purcell & Gero(1998)所提出的研究中，設計草圖研究與認知

心理學的關係被充分的討論，而這些認知行為都與設計知識有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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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且在合作式設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2.2.2 數位媒材研究 

1980 年之後，電腦的發展對設計產生相當大影響，設計教育也

開始面臨重大的衝擊，當時套裝軟體並不存在，電腦被運用在設計製

作也剛開始，不過個人電腦普遍化所帶來的影響，至今仍持續保有影

響力。1984 年麥金塔電腦曾開創了電腦結合設計的可能性，至今都

還朝向這趨勢不斷的修正與尋求好的答案。 

在這樣科技飛速進步的背景下，資訊世界帶來了新的契機，且網

路技術的興起更是讓人類有了新的世界觀，特別是個人電腦與網際網

路的結合，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改變了許多人原有的互動模

式。許多團體或個人的合作、工作、學習等，已逐漸發展出一套互動

模式，甚或有同步與非同步的差異特點。此外，愈來愈多的研究也發

現，不同的電腦軟體與媒材，其實是對於合作式設計有深遠的影響。 

Sasada (1999) 強調電腦是一種強而有力的媒材，在設計上可分為

三個層次的應用。早期電腦僅為設計表現的工具，但由於其製作費

時，且並無法達到協助設計決策的思考層面，因此僅稱之為工具的應

用，而後電腦被視為設計發展的媒材，進入設計思考程序的層面，設

計師利用電腦強大的運算能力，將電腦輔助於溝通、評估、呈現等設

計決策，並進一步發展至介入概念階段，形成非電腦則無法產生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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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設計構想，至此電腦已逐漸進入設計核心。 

相同的理念同樣驗證於 Liu(1991, 1993, 1996)，指出電腦在設計

創造力所扮演的角色，已從包含影像處理、電腦繪圖、模擬模型、動

畫及多媒體的呈現工具，轉變為設計思考的媒材 (media)，此時電腦

主要涉獵於人類認知與思考行為發展，近年來更因為實際應用於建築

設計的發展，逐步走向設計概念的創造階段。 

台灣推行設計教育至今約四十年，在此數十年中，學校教育系統

培育了多方位的人才，設計師的能力或也因此提昇。但是在數位資訊

進展快速、工具數位化的潮流下，設計生態及工作環境已明顯轉變，

現今的設計環境與以往模式比較，存有相當的差異。有別於傳統設計

者大多使用徒手繪製設計草圖，如今的設計環境對於使用繪圖軟體來

表達設計概念是逐年有增強的趨勢（楊靜宜，2003）。而我們所指的

數位媒材 (電腦輸入與輸出之軟硬體設備) 能創造出非數位媒材所能

達到的設計呈現，這包括媒材本身的特殊語言（多媒體性、非線性、

互動性、網路性、虛擬性、即時性及回饋性等），從電腦的特性，設

計者可以使用多種媒體，如圖像、動畫、聲音、文字、音樂等，經由

結合多種數位媒材的呈現能夠加強了理念的溝通性與豐富性。 

為了讓設計者可以在更佳的環境下進行設計構想的發揮，許多研

究開始著重於解決電腦使用介面的問題，也企圖提供一些智慧型電腦



- 27 - 

輔助。除了具有合適及方便性的使用介面，還可以輔助轉換模糊線條

的手繪草圖成為具體直線的電子圖形，以作為設計過程中的進一步修

改。對於輸入介面的改善，很多研究都認為筆式輸入(pen-based input)

最適合作為草圖階段的輔助介面(Gross,1996; Landay & Myer, 1995; 

Plimmer & Apperley, 2002)。其實 1960s 已有利用光筆(light pens)操作

介面的研究，可是這方面的研究及應用受到 1970s 滑鼠介面蓬勃發展

的影響而有些許停滯(Gross, 1996)，到了近 10 年來才又被重新探討。

為了使電腦可以輔助設計構想階段，筆式系統(pen-based system)的輸

入介面及互動性的顯示輸出介面重新被不同領域的研究者所重視。如

圖為使用一套為 Alias Sketchbook Pro 的軟體介面如(圖 2-7)，此軟體

可讓設計者選擇筆觸、顏色、匯入與匯出圖片來進行工作，更可以透

過軟硬體設定進行合作式設計概念發想。 

 

圖 2-7：Alias Sketchbook Pro 的工作介面 

而林楚卿（2003）更發現使用數位草圖系統設計過程中，設計者

所習慣利用的圖形思考過程會受不同媒材特質所影響，數位草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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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傳統草圖多了具體層次的圖形呈現，始設計者較完整檢視設計的具

體圖形得以在草圖階段繪製。其中在數位草圖中圖層概念的運用、顏

色以及筆粗的交替與應用、對草圖更容易的進行拆解動作，都提及了

數位草圖在實際運作上展現的優勢。但數位草圖系統對於創意產出的

影響，是否和圖形思考過程一樣有所影響，值得進一步探討。 

而近年來媒材的話題，已是設計思考領域中極為炙手可熱的話

題，因此對於傳統草圖與數位草圖研究皆為數眾多，但對於兩者之間

運用與討論，並進行系統化比較的研究則較為缺乏，因此本研究以此

為面向進行切入，並參考多年來對於傳統與數位草圖的研究與成果，

產生系統化的成果。 

2.3 設計研究方法 

由於設計思考由認知心理出發，設計思考使用之研究方法，傾向

於質性研究。研究方法的選用取決於研究進行的目的，不同的研究方

法的使用能協助研究者獲得不同面向的分析資料。近年來討論設計思

考本質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下五類(Cross, 1999)： 

 設計師訪談(interviews with designers)：經由與設計專業者

進行訪談，用以了解專業設計者在設計過程中的執行細節

與行為反映。研究資料來自於訪談的內容，藉以探求研究

之目的與所需的設計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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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與案例研究(observation and case studies)：著重於具時

間性的特定設計案例，觀察者可採同步或事後紀錄的方式

來記錄案例的進度及發展。觀察方式包含參與式與非參與

式觀察，被探討的案例包真實的、人為的及重新構成幾種

類別。 

 口語分析(protocol studies)：設計思考研究中最常見的研究

方法，通常必須進行設計活動的實驗，並將實驗者在期間

的口語資料記錄與編碼，目的在得到思考過程的序列。 

 理論探討(reflection and theorising)：研究主軸藉由領域中

的相關知識基礎，整理出具影響力或是較為完整的研究，

理論推導在設計活動本質的研究中，亦有重大的歷史性，

而其中本研究所引用的 Schön 反映實踐理論(Reflective 

Practice)理論及是目前設計理論典範中之兩大主流之一。 

 模擬實驗(simulation trials)：此研究方法主要以電腦模擬

為基礎，是較新的研究方法，試圖以人工智慧模擬人類的

思考過程，模擬的基礎來自於相關研究中得到的理論模

型，以電腦模擬人類思考的優點在於可以控制變因，也是

一種了解人類思考的工具。 

在上述五種在設計思考領域中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中，本研究的研



- 30 - 

究方法主軸以口語分析為主，設計研究方法近二十年在設計思考領域

上，使用口語分析為研究方法的相關研究成果相當豐碩，不論是工程

類或是藝術類的設計研究，經常採用口語分析作為研究方法。 

這是因為人類的思考過程十分複雜以及快速，在這些過程中有些

動作與反應連設計團隊也無法自覺。口語分析藉由重新編碼與解碼的

動作分析設計團隊資料，能夠得到連受測者都無法查覺的資料，也就

是口語中蘊含的意義。因此分析結果具有相當程度的客觀性。但由於

口語分析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且研究者在編碼過程中，也容易因為

個人主觀意見影響分析結果。即便如此，口語分析仍是目前最普遍使

用於研究設計思考的研究方法。 

2.3.1 口語分析 

目前口語分析實驗方法有放聲思考 (think aloud)及 Suwa & 

Tversky(1997)所提出的影音回溯(retrospective)兩種實驗進行方式。影

音回溯主要是為了避免放聲思考干擾設計過程以及改良傳統回溯法

短期記憶不足的問題而發展。對於兩者的優缺點，已有研究以電腦草

圖研究比較放聲思考及影音回溯法，指出放聲思考適用於過程導向

(process-oriented)的設計研究，而影音回溯較傾向於內容為導向的設

計研究。因為影音回溯中，設計者較多描述除了動作以外的感知，機

能，及概念範疇中的因子。雖然放聲思考較多描述動作，但有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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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這種方法對設計行為會造成影響(Lolyd et. al, 1995)。此外，

Suwa(1998)在其研究限制中提到利用影音回溯法的缺點是無法從影

片中的視覺暗示記憶當時的感知動作。但 Gero & Tang(2001)在比較

放聲思考與影音回溯的研究中，發現兩者提供了資訊是相似的，並認

為放聲思考不會影響設計過程的進行。 

自從 Eastman(1970)發表第一篇關於口語分析的文章後，口語分

析這個原先發源於心理學的研究方式，就正式進入設計思考的領域。

Akin(1978)將它帶入研究建築設計行為中，利用口語分析的方式建立

出建築設計行為的樹狀結構圖，再配合基模的應用，分析出設計活動

的過程。對於設計思考研究，口語分析是現有方法中最好的選擇，因

其資料中蘊含了大量人類思考的資料，有助於分析設計行為。所以經

由本研究在口語分析的前提與假設下，才能有較大的討論與研究空

間，在 Eckersley(1988)提出的口語分析的前提中，以下六項前提為進

行口語分析的假設： 

 分析資料可被視為短期記憶中所包含的資料。 

 口語資料是短期記憶的資訊被編碼的結果。 

 口語化過程開始於受測者注意到其思考內容。 

 口語化是對受測者所注意到的主題直接的編碼，可以顯示

出受測者的思想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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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中分節單位，如基模，與整體認知結構相關。 

 活動中的停止和躊躇是良好指標，代表思考過程中處理資

料種類的轉移。 

目前所使用的口語分析方式，大概可歸類為兩種，一為以設計過

程(design process)為主稱的過程導向(process-oriented)研究，另一為以

設計內容(design content)為主的內容導向(content-oriented)研究，過程

導向研究多利用放聲思考法(think-aloud)，而內容導向研究多利用影

音回溯法(retrospective protocol)。 

2.3.2 Schön 反映實踐(Reflective Practice)理論 

本研究將利用反映實踐理論(Schön,1983)，分析合作式設計中傳

統與數位草圖之運用對於設計過程的影響。根據 Valkenburg & 

Dorst(1998)的方式編分析編碼設計過程，會與時間間隔形成，

Schön(1987)所提出的反映實踐看似四個獨立過程，其實是一連續性行

為，是思考與動作中的產出物。以畫草圖為例，在有往有來的情況下，

常常會有較好的發展，過多過少都不好。 

以合作式設計的設計流程溝通模式來看，框架中的反覆動作是為

了在動作中求得解決方案，在反覆過程中找尋方法與討論，合作式設

計中你來我往討論過程進行團體的反覆思考，且在設計動作中引發更

多創新式思考，這是獨立設計者較無法得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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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Valkenburg & Dorst (1998)的研究中，也展示了利用反映實

踐團隊分析法所形成的分析，如圖 2-8 所示，此圖所代表是較佳的合

作式設計過程，可能產生的型態。 

 

圖 2-8 ：運用反映實踐理論分析團隊 Tecc 的設計活動 (Valkenburg and Dorst, 1998) 

Valkenburg & Dorst (1998)透過 Schön 的理論設計一個新的描述

方法進行兩個團隊的設計行為觀察及編碼，以傳統口語分析的方式建

立樣本及表格，在重要處用描述的方法，使用標準的時間區隔來觀察



- 34 - 

團隊的設計表現。文章中提到以此反映實踐與口語分析運用在團隊設

計任務的實驗上，有以下優勢：能取得簡潔描述、不會遺失掉過多訊

息、整體設計活動細節不易忽略、其描述的成果可以提供整體作品的

檢視、藉由全盤性的了解我們將可以分析團隊工作時的細節與團隊行

為、了解整體行為的架構而不是僅僅一部分、可以將研究的結果應用

於教育上。 

也經由此分析編碼在研究中探討出，以反映實踐流程來看，如圖

2-9 所示，若要在設計過程中跳出反映實踐框架的情形可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達到目標達成團體共識，第二種是無法發展，思考必須重新

開始。 

 

圖 2-9：反映實踐流程 

Schön 認為設計過程中設計師最基本的問題是去思考「決定」每

一個獨特的任務方向，但是這一類的問題被歸類在較專業的領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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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少被有意義的描述研究及歸納。 

本研究將透過這個分析方法來探討團隊設計活動行為模式是怎

樣的狀況及團隊設計活動行為模式狀況。 

2.3.3 設計原型理論 (Design prototype theory) 

根據 Gero 與他的研究團隊發展出一個架構組織稱為設計原型理

論(Design prototype theory)其理論中所說明的架構組成分別為功能

(Function)、行為(Behavior)、結構(Structure)，此架構多被工程設計學

或是設計領域研究加以應用探討與推理有關於設計構思的過程與性

質，如圖 2-9 所示。而在 Kruchten(2005)提出的研究論文中，也將

Gero(1990)提出的設計原型理論運用於建築設計領域作詳盡的討論。 

設計師被賦予觀察與了解欲探討之議題的不足點，運用能力將其

表現出較優秀的一面，在過去相關的研究說提出，如此的設計活動可

被表現以下特性作為：設計活動是一個朝向目標、強制決策、進行探

索和學習的活動，其運作範圍倚賴於設計師感知能力與洞察力的運

用。 

從(Gero,1990)所提出的設計原型理論的觀點來看，設計活動是在

設計者所感知的背景下，一種具備目的導向、決策、探索和學習行為

的運作過程，設計的目的在於轉換機能成為一種對於可產生此機能之

人造物件的設計敘述。因此設計敘述用來呈現人造物件元素之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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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則稱之為型式。基本上可將設計模型定義如下： 

功能→結構 

如同一般所謂形隨機能而生的概念。雖說形隨機能而生，而在絕

大多數設計過程而言，機能與型式並非直接轉換，而是一種間接轉換

的過程。Bobrow(1984)對功能的定義為：在某種背景下，人類使用者

的目的與系統行為間意圖的關係。所以導入行為這個概念，就可以對

「功能」→「結構」轉換過程作更清楚的描述。首先對機能而言，這

是預期達到的目標，以行為來說就是人類期望達成的行為，因而就有

以下的轉換型式： 

功能→行為 

再從型式來看，每一種型式基本都具有某些實際功能，以行為來

說就是型式所具備的實際行為，所以可以下列轉換型式呈現： 

結構→行為 

而當考慮實際行為必須符合預期行為時，就必須對人類預期行為

與型式實際行為進行一個比較的關係時，就是以下的型式： 

期望行為←→實際行為 

再將上面的各種轉換型式整合起來，就產生了一個基本的設計模

型，如圖 2-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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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設計原型理論架構(Gero,1990) 

以一個建築窗戶的表現為例，就定義而言：功能代表預設計之窗

戶的意圖意向；結構包括玻璃方格，框架，絞鏈，並且無把手；行為

代表設計中虛擬情雨天的情境、或是對無手把之概念功能評估、相互

檢討概念統整等。 

若再將建築窗戶的例子統整導入理論架構的細項中例如，行為將

分為預期與實際運作的行為，如玻璃方格窗一定會遇到光線曝光，熱

溫度傳送，重量與影響電阻內的物質及花費限制，這些行為結構實際

運作的行為可能不是完全我們期望但實際上會發生的問題；而預期中

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是以標準模型者說明指出那些窗子設計是我們想

要，如光線的數量、絕緣程度與預算上限等。 

經由統整與研究如此描述稱設計原型中其實是一種知識代表的

輪廓，透過這樣的輪廓進而了解設計行為的開始和發展架構，進而分

析設計過程中的革新與具創造性的設計展現。 

2.4 文獻小結 

由文獻探討中，主要是要從設計思考領域中的合作式設計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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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的研究談起，與設計草圖的研究中的傳統草圖與數位草圖做一

結合，透過此章節中以許多研究學者領域成就為基礎。研究者希望能

夠了解在合作式設計過程中，透過團隊間溝通討論、設計問題界定、

設計行為表現、最後產出一個設計結果之間的過程是如何串聯與相互

影響。所以在許多探討設計過程與內容的研究的文獻裡得知，口語分

析的研究方法較容易了解其中過程導向，能夠透過此方法的模式的引

導下根據反映實踐與設計原型理論編碼一起進行分析，希望能夠在研

究中探討瞭解在傳統與數位草圖應用的影響下，讓設計結果在被整個

設計團隊或是研究者來說，是引人注意並且值得思索與獲得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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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實驗為主，找出傳統與數位設計草圖應用在設計過程中

的影響，分為以下三個步驟。首先經由實驗前討論，提出假設：當合

作式設計團隊在發展概念設計時，使用數位手繪和傳統手繪，在設計

過程中會產生不同的影響；第二步驟以實驗驗證：透過實驗環境的設

定讓設計團隊進行實驗與發展概念設計；最後由實驗取得的放聲思考

資料和口語資料進行編碼分析。 

3.1 實驗設定 

本研究將合作式數位草圖系統的遠距不同地設定為虛擬同地與

傳統草圖做比較且透過表 3-1 進行實驗設定前的探討，由於希望透過

數位的系統同步優勢與未來趨勢性，讓研究的價值性可以提高，能夠

不流於單純的只是設計使用工具上的比較。雖然在軟硬體的限制上有

些尚未克服，但是相信在未來科技飛快進步下，逐漸能夠讓兩個草圖

系統在設定上如同地般的進行。 

表 3-1：本研究實驗設定探討 

差異比較 數位草圖系統 傳統草圖方式 

單人研究文獻顯示 X 較優秀 

合作式設計 

實驗設定 

不同地 

(本研究設定為數位虛擬

同地) 

同地 

(實際同地面對面) 

本研究探討合作式 是否有何差異性 

以下此部份的敘述是先針對實驗的設計、進行及操作上各細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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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包含如何選擇受測者的考量、對實驗題目選擇的說明、實驗環

境、實驗初步流程與時間進行說明。 

3.1.1 實驗題目選擇之說明 

本研究的實驗分為傳統草圖與數位與草圖這兩部份進行，在進行

時會有時間先後的差異性，所以在實驗題目的設定上需考慮選擇同質

性高但不相同的題目，避免受測者會因為學習經驗產生不平等的問

題。在十組實驗組別中，研究者會將數位實驗與傳統實驗交叉進行，

五組先做傳統實驗再進行數位實驗，另五組則相反，避免產生使用設

計媒材實驗順序上學習效應的問題。 

 傳統草圖實驗題目：新時代必備行頭---防身用隨身碟。 

 數位草圖實驗題目：叫我起床隨身碟。 

詳見附錄一傳統草圖與數位草圖實驗設計任務。 

3.1.2 受測者選擇之說明 

在受測者的選擇部份，本實驗希望透過受測者使用傳統與數位草

圖的設計過程，分析其所產生影響。因此，本研究實驗總共完成了十

組團隊實驗共二十位受測者，此二十人皆為在工業設計專業有三年以

上經驗的設計科系學生，彼此認識的程度亦大約相同，且透過舉辦設

計競賽的方式，讓實驗者依平時進行設計時熟悉的方式組隊參加，命

名方式如表 3-2 所示。希望以此屏除掉隨機組合下，不熟悉的組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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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影響。 

表 3-2：傳統與數位草圖實驗分組情形與對照 

 

 

 

 

 

 

 

 

 

3.1.3 實驗環境 

本研究所規劃的實驗環境為兩類，分別是使用傳統草圖及數位草

圖進行設計，兩者在實驗流程部份大致相同，但是在使用數位草圖進

行實驗的細節，研究者會讓受測者進行較長時間的熱身實驗提高對於

數位草圖使用熟悉感，也讓受測者能夠以輕鬆的平常心來進行實驗。

至於傳統草圖的實驗規劃則與平時進行設計案一般讓受測者以熟悉

的方式進行，在 3.2.1 與 3.2.2 章節將進行較仔細的說明。如圖 3-1 與

圖 3-2 所示，即為傳統及數位草圖實驗場地規劃。 

傳統草圖 數位草圖            媒材、題目 

設計團隊 防身隨身碟 叫我起床隨身碟 

A TA DA 

B TB DB 

C TC DC 

D TD DD 

E TE DE 

F TF DF 

G TG DG 

H TH DH 

I TI DI 

J TJ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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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傳統草圖實驗規劃 

 

圖 3-2：數位草圖實驗規劃 

3.1.4 實驗流程與時間 

在實驗流程與時間安排上分為兩部份，傳統與數位草圖實驗在進

行正式實驗的時間以 50-60 分鐘為主，前後得以約 10-15 分鐘的緩衝

時間。但由於希望讓受測者使用數位草圖上提高熟悉度，所以在數位

草圖的實驗中會有 20 分鐘獨自使用數位草圖熱身實驗、15 分鐘合作

使用數位草圖進行遠距連線熱身實驗。 

此外，設計構想發展為設計過程中重要的階段，其間的設計思考

行為可以視為整個設計活動的縮影，設計思考的認知研究亦多以此階

段的設計行為作為研究探討的對象，因此，正式實驗的設計內容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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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設計構想階段為主，設計構想階段的完成則由受測者主觀判斷之。 

3.2 實驗設計 

本小節將針對傳統與數位草圖使用的實驗規劃需求與說明分項

細述，如表 3-3 所示，將實驗過程、記錄方式的細節說明，最後則是

對實驗限制的說明。 

表 3-3：實驗媒材軟硬體項目 

 傳統草圖實驗 數位草圖實驗 

硬體 DVD 攝影機 x2 DVD 攝影機 x2 

數位手寫板 x2 

桌上型電腦 x2 

視訊攝影機 x2 

軟體 A3 空白繪圖紙、麥克筆 

鉛筆等繪圖工具 

Alias sketch book pro 2.0 

Camtasia Recoder 

VNC 桌面分享 

MSN 通訊系統 

3.2.1 傳統草圖實驗規劃 

傳統草圖實驗的設計流程如下圖。 

 

圖 3-3：傳統草圖實驗流程 

傳統草圖實驗部分並沒有設定進行熱身實驗，因為了解設計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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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熟識度與合作方面皆在一定度之上，且運用傳統草圖上與平時進行

設計一樣，因此在這傳統草圖部分直接進行正式實驗。 

研究者在實驗前向設計團隊講解說明實驗流程與步驟，傳統草圖

的設計任務，希望設計團隊如同以往所執行的設計工作一樣，經由討

論後一同提出設計提案。 

由於在實驗中設計團隊無法使用網路找尋相關資料，而本研究之

傳統與數位設計任務是隨身碟為主，因此我們提供了與設計任務相關

產品資料卡，此參考資料卡中的相關商品是目前市面上販售之隨身

碟，希望能提供設計團隊在設計過程中進行參考與討論。 

 

圖 3-4：設計任務資料卡 

正式實驗：傳統草圖設計題目為防身用隨身碟，競賽過程時間為

60 分鐘，研究者會提前 10 分鐘時提醒設計團隊時間即將終止，希望

盡可能在時間內完成設計，最終的設計版本將在最後進行 2 分鐘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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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後訪談：在設計實驗結束後會與設計團隊進行訪談，內容主

要是在了解設計團隊平時從事設計時所使用草圖的狀況，也試圖了解

在實驗中他們使用數位草圖對設計過程的影響及侷限。從問答的過程

中了解設計團隊平時的設計領域及產品類型，設計過程中設計草圖提

供的視覺刺激，這樣的刺激是否提供新的想法、創意，以期待從中了

解更多在觀察較難發現的問題。 

3.2.2 數位草圖實驗規劃 

數位草圖實驗設計流程如下圖。 

 

圖 3-5：數位草圖實驗流程 

在研究者向受測者說明完整個流程與步驟後，緊接著進行兩階段

的熱身實驗。 

熱身實驗 

第一階段熱身實驗是讓受測者瞭解並使用筆式輸入操作方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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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編輯軟體（Alias Sketch Book Pro 2.0），所以在數位手繪板上準

備了操作的對應說明，如圖 3-3 所示，在操作過程中能幫助且提醒受

測者。透過下列熱身項目針對 Alias Sketch Book Pro 2.0 軟體進行基本

功能使用的指示與教導。 

輔助視窗開啟關閉教學：Alias Sketch Book Pro 2.0 軟體主要之輔

助視窗，包含繪圖工具視窗與繪圖顏色調整視窗。其開啟與關閉之開

關位於視窗左下方，在基本的繪圖工作進行時將不會把繪圖輔助視窗

關閉，本階段的教學為預防設計團隊在實驗中不小心誤觸，導致系統

執行視窗關閉之預先處理方法。 

輔助視窗說明：說明繪圖工具輔助視窗之對應說明表，包含鉛

筆、粉彩、圓頭麥克筆、尖頭麥克筆、鋼珠筆、油漆刷、沾水毛筆共

七種顯色性工具、一種手抹效果工具、硬式軟式兩種橡皮擦、回覆鍵，

讓受測者在實驗中熟悉使用。 

 

圖 3-6：輔助視窗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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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身實驗題目一： 

受測者將在本熱身實驗一中完成示範，如圖 3-7 所示，依序由 1

至 6 項目進行練習。透過使用不同數位繪圖工具畫出簡單的幾何圖

形，並使用上色工具進行編輯完成步驟。在熱身實驗開始之前，實驗

者將 1 至 6 的每一步驟，透過口述說明輔助受測者進行操作。 

 

圖 3-7：熱身實驗ㄧ之任務圖示 

完成上述之六項題目的基本操作後，熱身活動第一階段將告一段

落，實驗者也在此部分對於數位手繪系統的操作方法上做簡單介紹，

並且詢問受測者對於數位草圖的繪製有無其他問題，如果沒有將進行

第二階段熱身實驗。 

第二階段之目的為教導受測者熟悉檔案之儲存與開立新檔案。如

同平常畫草圖時將要保留的紙張保存，並更換紙張的動作相同。此階

段的熱身實驗與之後實際實驗進行，需要透過遠距方式進行，因此必

須先對於儀器上針對不同受測者實際的使用進行調整與校正。 

而調校視訊以能達到之最高解析度為主，主要調整內容為不同受



- 48 - 

測者不同體型在畫面中呈現之差異，以達到完全進入視訊畫面中為基

本要求，並讓團隊成員雙方能自然觀看彼此的表情與動作。調整聲音

的部份：由於不同人的音量上有所差異，因此調校的目標以可以清楚

透過聲音傳達訊息，並且聲音不會過大造成受測者之不舒適為主。 

熱身實驗題目二：壞事做盡的歹徒 

此階段中實驗將透過遠距的方式，並結合第一階段中練習的數位

草圖進行，希望透過較活潑且自然的方式讓設計團隊逐漸熟悉數位草

圖的使用。 

 

圖 3-8：熱身實驗二任務之壞事做盡的歹徒 

遠距連線後，設計團隊可以透過視訊觀看合作對象之擷取影像，

並透過麥克風將聲音傳出，因此競賽中可自然的運用視覺與聲音的傳

達進行設計。本階段活動約進行 25 分鐘。繪圖過程打稿與上色之工

具將不會限制，以能達到效果為主。 

正式實驗：在正式實驗中數位草圖設計題目為「叫我起床隨身

碟」，同樣發給設計團隊相關產品資料卡以供參考。競賽過程時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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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分鐘，研究者會提前 10 分鐘時提醒時間即將終止，希望盡可能在

時間內完成設計，最終的設計概念亦將在最後 2 分鐘進行發表，並且

在實驗後與傳統草圖實驗結束一樣會進行短暫訪談。 

本研究所蒐集到的資料將會包含數位與傳統口語資料、數位與傳

統之發表表版資料、專家評鑑表格、設計團隊發表影音檔案、實驗手

冊、數位與傳統實驗照片、數位與傳統實驗影音，共七大類的資料。 

3.3 設計原型理論之 FBS 平均時間點與偏離值的計算方式 

經由實驗設定後，本研究會取得各團隊的口語資料並進行編碼，

在第四五章會敘述運用反映實踐理論與設計原型理論來進行編碼與

分析的結果。在設計原型理論中，透過 Gero(1990)文獻中所提出的設

計過程，是由功能 F、行為 B、結構 S 所構成的平均出現時間點來觀

察，將每個斷句的依時間點平均給予編號，所以每個斷句前都會有屬

於自己的順序編號，研究者分別將功能 F、行為 B、結構 S 的編號總

和加起來除以個數，就代表 FBS 平均出現的時間點，其運算方式如

圖 3-9 所示。 

 

圖 3-9：設計原型理論 FBS 平均出現時間點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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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計過程 60 分鐘為例，如圖 3-10 所示，時間橫軸下的標準 F、

B、S 為其出現的順序與好的平均出現時間點 F 點為 15 分鐘處、B 點

為 30 分鐘處、S 點為 45 分鐘處，橫軸上方的 FBS 為第 B 團隊在數

位草圖中實際出現的 F、B、S 順序與時間點，將標準與實際的各 FBS

數值差距加上絕對值並把總合相加，這個數值代表的是此團隊在這個

設計過程實際 FBS 表現與標準的 FBS 表現差距多少。 

例如團隊 B 在數位草圖中的設計過程中與實際 FBS 的出現時間

點差距為 F=10.29 、B=43.60、S=52.00，經由運算後把總和相加數值

為 122.24，本研究將此數值稱為偏離值 D(divergence)值。 

 

圖 3-10：B 團隊數位草圖之偏離值運算圖示 

如果透過文獻的敘述，此數值差距越大代表設計過程 FBS 所產

生的比例不均，所以各元素出現的平均時間點偏離標準值就越大，我

們將在第四五章以十組團隊分別在傳統草圖與數位草圖的表現來驗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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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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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B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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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第四章 分析結果 

本研究為了探討傳統與數位草圖對於合作式設計過程的影響，使

用口語分析及反映實踐 (Reflective Practice)與設計原型 (Design 

prototype)編碼系統，再透過卡方檢定來檢驗使用傳統與數位草圖是否

在設計過程上產生差異。 

本章首先建立編碼分析基礎資料系統，包含放聲思考口語資料與

設計團隊繪製的草圖與發表影音資料，其次依 Goldschmidt (1991)對

於斷句的建議來進行分段，接著訂定兩個編碼系統的操作流程與定

義，並由兩位研究者進行編碼的動作，最終經由編碼結果來進行分析

及討論，同時設計成果也經由專家評鑑得到其不同面向的分數，如圖

4-1 所示。 

 

圖 4-1：編碼分析流程 

4.1 編碼系統定義 

由於實驗設定與流程已於前章節描述，以下此部份敘述實驗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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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定義：反映實踐理論編碼、設計原型理論編碼的重點定義編碼

規則。 

4.1.1 反映實踐論編碼系統定義 

本研究將利用 Schön 的反映實踐理論，分析合作式設計中傳統與

數位草圖之運用對於設計過程的影響。Schön 所提出的反映實踐理

論，是將設計分為四個獨立的過程元素，但其實四個元素是一連續性

的設計行為，也是進行思考與設計下的產出。 

而根據 Valkenburg & Dorst(1998)的運用反映實踐理論探討團隊

設計的文獻編碼分析資料中，我們了解到團隊在進行設計時，其設計

過程與時間都是一連續的順序，設計動作也會隨著時間推進產生不同

改變。若以反映實踐理論來分析合作式設計，在設計團隊中你來我往

互動的討論過程，與進行團體的反覆思考，其設計過程會與時間流程

依樣產生一連續性的設計行為，並且可以透過反映實踐理論中四個重

要的元素看出各團隊設計過程中所產生的差異，這是獨立設計者較無

法得到的感受。 

根據 Valkenburg & Dorst(1998)的研究，主要分為四個編碼單位： 

 議題命名(naming) 

在反映實踐理論中的「議題命名」是指出關於設計任務的重要部

分。例如在「叫我起床隨身碟」的設計任務中，團隊提出「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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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帶」、「耳機」、「彈弓隨身碟」…等，重要的概念發想方向的

字句。 

 動作(moving) 

反映實踐理論中的「動作」是指在設計過程中的設計繪圖動作，

包括列清單、分類資訊、結合想法和比較概念、閱讀資料卡等一類的

外在行為。此行為不只是在解決問題，同時也在探求新的組織架構

（frame），也是新的方向。以「動作」的定義而言，結合想法、對

於設計主題的分類資訊、溝通方式、具體繪圖動作討論，這些皆屬於

動作的定義。例如在「防身隨身碟」的設計任務中，團隊提出「女生

攜帶方便，然後加上防身」就是屬於結合想法；而若是像提出「女生

遇到色狼，第一個會想找誰？或是想要找什麼東西？」就是屬於溝通

中對於設計主題的分類資訊；而比較概念的定義就如設計過程中提出

「蓋子好了，因為你都用滑蓋的了，人家會覺得很複雜」這類的溝通

方式；若團隊提出「這裡很不順！應該要接圓一點！不是不是！(看

圖面)~接順一點!」這類具體繪圖動作討論部份，就是典型的動作

(moving)所包含的定義。 

 組織架構(frame) 

反映實踐理論中的「組織架構」是代表，對設計任務提出進一步

問題的解決方向，「組織架構」的組成包含了下個行動與一連串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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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行為，並藉由動作認知認定此組織架構是否結束，而再繼續經由設

計動作的討論與主題發展形成下個組織架構。例如在「叫我起床隨身

碟」設計任務中，團隊討論所欲設計的手錶響鈴方式，經過一些比較

概念的設計行為後，如「插到電腦裡面調整時間」「如果把那個軟體

殺掉就糟了」之後，進而提出需要灌「驅動程式」這樣的解決方式，

而在下一個設計行為中尋求進一步的發展，因此類似這部份的口語，

我們就給予定義為組織架構。 

 反映(reflection) 

反映實踐理論中的「反映」是代表是指設計過程中進行明確的反

射行為以及反應，團隊可能在設計過程中對於時間確認提醒進度或是

檢討下一步的行為。例如在「防身隨身碟」的設計任務中，有人提出

「外閃光」這個概念方向，但是另一個成員可能由於過去的經驗，因

而對於提出的概念進行反映說出「不是外閃光啦!還要裝外閃光太麻

煩了」「很難握!」「你這個太噁了!」這些直接針對主題提出反向或

是正向的評價與建議，我們即編碼定義為反映。另外，在設計過程中

團隊提出「我們剩下不到 38 分」 「真的假的 這麼快嗎」「所以我

們現在已經用 2 分鐘了」這一類對於進度與時間確認的表達，我們亦

給予定義為反映。 

透過上述的反映實踐編碼定義，可以將設計活動上所花費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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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比例分析，可以看出團隊在設計過程中在每個反映實踐重要元素

花費的時間比例。如表 4-1 就是在 Valkenburg & Dorst(1998)研究中成

果較好的團隊在反映實踐表現上所顯示出的比例。而本研究在分析上

以編碼的結果分析為主，專家評鑑的成果為輔加以討論，透過這樣的

分析比例在傳統草圖與數位草圖上做比較，試圖觀察團隊設計使否因

兩者不同媒材應用對於設計過程產生的影響。 

表 4-1：反映實踐編碼各元素所佔比例範例 

反映實踐 NAMING FRAME MOVING REFLECTION 

比例 3% 3% 73% 21% 

經由文獻得知，如果團隊在議題命名這個項目所佔整個設計過程

的比例越高，代表團隊不斷地進行迴圈的定義，走不出為設計產品定

義與方向的框框，就對導致整個設計流程中停留在定義產品的不同功

能，持續提出不同想法，但是較無法做任何明確的決定或選擇好的想

法發展設計。 

細節表 4-2 為本研究運用反映實踐編碼的細部內容與定義。 

表 4-2：反映實踐編碼內容與定義 

反映實踐 定義 舉例 

Naming 關於設計任務的重要部分 
枕頭、皮帶、耳機、 

彈弓隨身碟 

Moving 

 設計繪圖動作 

 列清單、分類資訊 

 結合想法 

 比較概念 

 閱讀資料卡 

 女生攜帶方便，然後加

上防身 

 女生遇到色狼，第一個

會想找誰？或是想要找

什麼東西？ 

 蓋子好了，因為你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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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蓋的了，人家會覺得

很複雜 

 這裡很不順！應該要接

圓一點！不是不是！(看

圖面)~接順一點! 

Frame 

 針對設計任務提出進一

步問題的解決方式 

 主題的流動框架 

 驅動程式(解決方法) 

 強光逼退敵人 

Reflection 

 設計過程中進行明確的

反射行為以及反應 

 對於時間確認提醒進度

或是檢討下一步的行為

 不是外閃光啦!還要裝外

閃光太麻煩了 

 我們剩下不到 38 分 

4.1.2 設計原型理論編碼系統定義 

根據 Gero(1990)提出，認為設計原型理論其實是一種知識代表的

輪廓，且在設計思考領域中許多學者都致力了解設計過程所發生的

事，而設計原型(Design prototype)理論的輪廓可幫助我們了解設計行

為的開始和發展架構，進而分析設計過程中的革新與具創造性的設計

展現。 

此小節將設計原型理論中的三大元素：功能 F(Function)、行為

B(Behavior)、結構 S(Structure)做研究中編碼定義的整理，透過設計原

型的細節，來分析與了解在合作式設計實驗中的設計過程縮影。 

 功能(Function)： 

在設計原型理論中，探討設計內容中的設計意圖意向、概念發

想，針對欲設計之意圖進行假設與提出。例如在設計過程中提出「所

以像是鑰匙圈之類的」「昂貴的 USB」「還是叫你起床是用手機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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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一類針對設計任務所提出的設計意向與發想之類的口語，我們

亦給予定義為功能。 

 行為(behavior)： 

在設計原型理論中，有關於設計任務中參照議題所提出的分析、

解釋、評估、檢討、統整這一類方向，屬於一種設計互動的狀態表現，

我們給予定義為行為(behavior)。尤其在合作是設計中，團隊藉由溝通

討論來達成設計成果的過程中，設計行為是不斷的產生，因此可預料

在設計過程中行為所佔的比例是高的。 

 結構(structure)： 

在設計原型理論中，與設計任務中有關的設計概念構成要素，例

如：尺寸、零件、成分、顏色、度量…等外在形體的結構敘述，皆是

屬於結構(structure)的定義。因此在設計任務中，團隊若提到「半透

明」、「導 R 角」、「橢圓形半邊」等具體形容出所欲設計之產品的

結構與外觀的話語，將被我們定義為結構。表 4-3 為反映實踐編碼內

容與定義，我們將設計原型的三大元素定義與範例加以說明。 

表 4-3：反映實踐編碼內容與定義 

設計原型 定義 舉例 

Function 

設計內容中的設計意圖意

向、概念發想，針對欲設計之

意圖進行假設與提出 

所以像是鑰匙圈之類的 

昂貴的 USB 

還是叫你起床是用手機叫你 

Behavior 

 設計任務中參照議題所

提出的分析、解釋、評

估、檢討、統整 

 像我們的高跟鞋就是可

以方便攜帶又大啊 

 我覺得那充氣的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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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可是有人想過 

Structure 

 設計任務中有關的設計

概念構成要素，例如：

尺寸、零件、成分、顏

色、度量…等外在形體

的結構敘述 

 金屬 

 底面積 

 圓的 

 綠色的燈 

4.2 專家評鑑 

本研究將十組設計團隊之成果做為評斷依據，以六位專業設計師

進行評鑑，評鑑的依據除了最終呈現之 A3 表版外，還包含各組在設

計案結束後對於鏡頭進行之三分鐘發表，讓構想能更具體化的描述，

亦使得表版上較無法呈現之效果能透過畫面中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

進行表達。 

 

圖 4-2：六位專家進行評鑑過程 

如圖 4-2 所示，即為專家評鑑進行過程，並參照了設計團隊透過

影片對於各自概念的解說，評分的標準包含設計理念、功能層面、材

質運用、情境傳達、概念創意、外觀造型與設計完整性，分數評定標

準為 1～9 之給分，而本研究主要針對概念創意方面進行比較。在專

家評鑑資料採用前，先讓評鑑結果進行信度檢驗，其評分信度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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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達到 0.833，顯示信度良好如表(4-4）。 

表 4-4：信度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833 12 

透過圖面與概念發表影片的審核與後續運算後，將六位專家評鑑

之分數照成績高低排序。表 4-5 是受評鑑的十組團隊在設計成果的表

現排名。 

表 4-5：設計成果與創意表現排名(依名次高低) 

十組 

團隊 

數位草圖實驗

（Digital） 

傳統草圖實驗 

(Tradition) 

專家評鑑 

（總和） 
排名次 

A 301 253 554 1 
D 272 280 552 2 
C 305 235 540 3 
F 245 275 520 4 
G 219 294 511 5 
H 221 290 494 6 
E 248 246 494 7 
I 213 251 464 8 
B 222 201 423 9 
J 216 196 412 10 

4.3 斷句與編碼分析 

透過實驗後所整理的口語資料與設計過程的錄影帶，並進行專家

評鑑後，最重要的是將編碼資料前置作業整理好，並且將所有的實驗

過程逐步整理成口語資料，而口語資料的斷句部分是採用

Goldschmidt（1991）所提出的分割單位，她將之稱為「設計轉折」

（Design move），意思是：「一種推論的動作，能呈現出一致而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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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的論點並適於設計中的實體。」因此任何受測者之意圖，思考或行

動的一個轉變即為新斷句的起始。在這樣的情況中，一個斷句包含一

個到多個完整的句子是常見情況。 

本研究透過這樣的斷句定義將所進行編碼工作的十組口語資料

進行整理，表 4-6 為十組團隊在傳統草圖與數位草圖實驗的斷句數。 

表 4-6：設計團隊別斷句數一覽表(依名次順序) 

十組設計團隊斷句數 

名次 組別 設計媒材 斷句數 

傳統草圖 779 
1 A 

數位草圖 702 

傳統草圖 216 
2 D 

數位草圖 178 

傳統草圖 525 
3 C 

數位草圖 530 

傳統草圖 445 
4 F 

數位草圖 416 

傳統草圖 359 
5 G 

數位草圖 372 

傳統草圖 335 
6 H 

數位草圖 334 

傳統草圖 397 
7 E 

數位草圖 403 

傳統草圖 534 
8 I 

數位草圖 501 

傳統草圖 516 
9 B 

數位草圖 506 

傳統草圖 375 
10 J 

傳統草圖 381 

4.3.1 斷句與設計成果的相關性 

觀察表 4-6 的各團隊斷句數，與其專家評鑑的設計成果排名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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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發現，設計團隊斷句數與設計成果中並無直接的關係與影響，舉

例說明團隊 A 在使用傳統草圖的斷句數為 779 句，在數位草圖中的

斷句數為 702 句，設計成果排名第一名，此團隊的斷句數為十組設計

團隊中最多之組別；而團隊 D 的團隊在使用傳統草圖的斷句數為 216

句，在數位草圖中的斷句數為 178 句，設計成果排名第二名，此團隊

的斷句數為十組設計團隊中最少之組別。 

落在中間名次的設計團隊別斷句數約在 400~600 句，傳統與數位

草圖分別有些差距但不多，因此本研究若單從設計團隊斷句數與專家

評鑑後的設計成果兩者之間的關係來看，並無明顯且直接的關係。 

4.3.2 團隊設計過程與成果 

此章節的十組編碼結果將以團隊 A 為設計成果表現與設計過程

比例作為範例述敘，其他置於附錄。 

 團隊 A 編碼結果： 

在傳統草圖實驗中，透過反映實踐進行編碼得到的各元素比較分

別為，議題命名 5%、動作 81%、組織架構 2%、反映 12%；以設計

原型進行編碼的各元素比例分別為功能 5%、行為 92%、結構 3%。

在傳統草圖實驗設計最終提出「蹦蹦 USB」為設計主題進行設計發

表，如圖 4-3 所示。希望透過以拉炮防身隨身碟設計，經由拉炮的動

作發出聲響嚇阻歹徒，此設計希望避免防狼噴霧劑那樣的直接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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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考慮到女性使用的便利性與簡潔風格。 

 

圖 4-3：團隊 A 傳統草圖發表設計案 

團隊 A 在數位草圖實驗中，以反映實踐進行編碼的各元素比較分

別為，議題命名 5%、動作 78%、組織架構 3%、反映 14%；以設計

原型進行編碼的各元素比例分別為功能 5%、行為 93%、結構 2%。

在數位草圖實驗最終提出「鈴鈴 USB」為設計主題進行設計發表，

如圖 4-4 所示。透過有趣的手環活動搖晃方式，強迫使用者必須活動

讓鈴聲停止以達到起床的功能訴求。 

 

圖 4-4：團隊 A 數位草圖發表設計案 

將團隊 A 在傳統草圖與數位草圖的口語資料編碼繪製成長條

圖，如圖 4-5、4-6 所示，透過長條圖的顯示讓我們更清楚的了解此團

隊在傳統與數位草圖的設計過程中，在兩個分析理論編碼後的表現，



- 63 - 

也能清楚的看出其比例的高低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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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傳統草圖口語資料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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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數位草圖口語資料編碼 

4.3.3 反映實踐分析與設計成果的相關性 

本研究目標ㄧ希望利用反映實踐理論，分析合作式設計中傳統與

數位草圖之運用對於設計過程的影響，希望藉由不同編碼系統看到設

計過程中的不同面向。表 4-7 呈現運用反映實踐理論的編碼結果，分

別列出議題命名、動作、組織架構、反映四者在設計過程中的比例分

析各團隊的在設計任務過程。 

表 4-7：十組分析團隊反映實踐理論編碼分析 

反映實踐理論編碼分析 

組別 名次 設計媒材 N (naming) M (moving) F (frame) R (reflection)

A 1 傳統草圖 5% 81%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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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草圖 5% 78% 3% 14% 

傳統草圖 9% 74% 3% 14% 
D 2 

數位草圖 7% 71% 5% 17% 

傳統草圖 7% 82% 2% 9% 
C 3 

數位草圖 5% 85% 2% 8% 
傳統草圖 4% 77% 3% 16% 

F 4 
數位草圖 3% 80% 3% 14% 

傳統草圖 4% 79% 4% 13% 
G 5 

數位草圖 4% 79% 4% 13% 
傳統草圖 3% 80% 4% 13% 

H 6 
數位草圖 3% 80% 4% 13% 

傳統草圖 8% 76% 3% 13% 
E 7 

數位草圖 7% 77% 5% 11% 

傳統草圖 3% 84% 3% 10% 
I 8 

數位草圖 3% 87% 2% 8% 

傳統草圖 6% 76% 3% 15% 
B 9 

數位草圖 4% 80% 2% 14% 
傳統草圖 5% 78% 6% 11% 

J 10 
數位草圖 3% 86% 3% 8% 

在 Valkenburg & Dorst(1998)研究中，透過兩個團隊的設計過程反

映實踐編碼，推論出成果較好的團隊在反映實踐表現上反映 

(reflection)的比例會較其他成績不好的組別高出許多，但本研究經由

較多組別的編碼發現，設計成果好與差的組別在反映的比例上其實並

不會差距太大，原因是反映的「質」較不容易從比例上看出。 

暫且不論反映「質」的優劣性對於設計成果直接的影響，但是從

十組在傳統草圖與數位草圖的實驗中，可以觀察到有的組別在反映的

比例是高的，例如：B 團隊在反映的比例各高達 15%於，但是設計成

果卻排名第九名，其原因是此團隊的組員在設計過程中對於彼此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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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意見經常進行反駁，但是卻沒有進一步提出更佳的概念或解決方

法，就會造成雖然反映的比例高但是設計成果卻不如預期的優秀。 

4.3.4 設計原型分析與設計成果的相關性 

本研究的目標二是希望透過設計原型理論，分析合作式設計中傳

統與數位草圖之運用對於設計過程的影響，表 4-6 包含為十組團隊運

用設計原型理論進行編碼的結果，透過功能、行為、結構三者的比例

來分析各團隊的在設計任務的過程。 

表 4-8：設計原型理論編碼分析 

設計原型理論編碼分析 

組別 名次 設計媒材 功能 F(Function) 行為 B(behavior) 結構 S(structure) 

傳統草圖 5% 92% 3% 
A 1 

數位草圖 5% 93% 2% 

傳統草圖 9% 86% 5% 
D 2 

數位草圖 7% 90% 3% 

傳統草圖 7% 90% 3% 
C 3 

數位草圖 5% 91% 4% 
傳統草圖 4% 93% 3% 

F 4 
數位草圖 3% 94% 3% 

傳統草圖 3% 93% 4% 
G 5 

數位草圖 4% 92% 4% 
傳統草圖 3% 95% 2% 

H 6 
數位草圖 4% 92% 4% 
傳統草圖 8% 88% 4% 

E 7 
數位草圖 7% 91% 2% 

傳統草圖 4% 93% 3% 
I 8 

數位草圖 3% 92% 5% 

傳統草圖 2% 92% 6% 
B 9 

數位草圖 4% 95% 1% 
傳統草圖 5% 92% 3% 

J 10 
數位草圖 5% 9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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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分析結果發現無法根據功能、行為、結構所佔的比例推敲出

其設計成果的成績為何。因此將十組共十二筆在傳統與數位草圖的資

料平均，可以從圖 4-7 得知每個獨立的設計過程在「行為」的比例是

最高的，平均約佔整個設計過程的九成，而「功能」與「結構」總和

平均約佔設計過程的一成比例。 

F & S

10%

B

90%

F & S

B

 

圖 4-7：設計原型理論分析團隊設計過程之平均比例 

Gero(1990)所提出的設計原型其實是一種知識代表的輪廓，透過

這樣的輪廓進而了解設計行為的內容和發展架構，我們的研究分析結

果也顯示，在 60 分鐘的設計過程中前半部出現較多的「功能」與後

半部的具體設計細節「結構」所佔的比例約是 10%，而在過程中所佔

比例最高的「行為」約佔 90%，和過去研究個人設計過程比例有些許

不同，其原因是由於合作式設計在本質上就是一種透過溝通與討論來

進行設計的形態，而溝通討論皆屬於設計原型理論中的「行為」，有

別於個人設計中對於概念想法與結構細節都是以較肯定的方式進行

敘述，合作式設計會以疑問句或是經驗分享的方式來討論設計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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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個人設計而言，則較容易透過功能與結構來表達設計過程中的細

節。 

4.3.5 媒材應用之卡方檢定結果 

為了解與比較傳統與數位草圖對於合作式設計過程的影響，首先

藉由反映實踐與設計原型理論的編碼分析結果相互比較，這也是本研

究的第三個目標，用以了解每組合作式設計團隊分別在傳統草圖與數

位草圖設計過程的影響，而本研究的檢測類型是屬於分類型資料，用

以檢定傳統與數位草圖之間的差異性，因此較適合選擇卡方檢定來檢

測，藉此了解合作式設計中運用傳統與數位草圖間是否產生顯著的差

異性。 

如表 4-9、表 4-10 所示，為本研究十組團隊分別在傳統與數位草

圖中設計過程的表現，透過設計原型理論與反映實踐理論進行編碼分

析後，運用卡方檢定進行檢測的結果。 

表 4-9：以反映實踐理論分析進行卡方檢定(Chi-square) (p <.05) 

卡方檢定(Chi-square)分析 

 反映實踐理論 

組別 名次 媒材 觀察值 卡方值
2χ  d.f  

傳統草圖 1.66 
A 1 

數位草圖 1.84 

無顯著差異 

( 2χ  =3.49< 7.82) 
3 

傳統草圖 0.62 
D 2 

數位草圖 0.75 

無顯著差異 

( 2χ  =1.36< 7.82) 
3 

傳統草圖 1.75 
C 3 

數位草圖 1.73 

無顯著差異 

( 2χ  =3.48< 7.82) 
3 

F 4 傳統草圖 0.75 無顯著差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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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草圖 0.80 ( 2χ  =1.55< 7.82) 

傳統草圖 0.73 
G 5 

數位草圖 0.70 

無顯著差異 

( 2χ  =1.43< 7.82) 
3 

傳統草圖 0.13 
H 6 

傳統草圖 0.13 

無顯著差異 

(
2χ =0.25< 7.82) 

3 

傳統草圖 1.19 
E 7 

數位草圖 1.17 

無顯著差異 

( 2χ  =2.36< 7.82) 

3 

傳統草圖 0.49 
I 8 

數位草圖 0.46 

無顯著差異 

( 2χ  =0.96< 7.82) 

3 

傳統草圖 1.97 
B 9 

數位草圖 2.00 

無顯著差異 

( 2χ  =3.97< 7.82) 

3 

傳統草圖 3.01 
J 10 

數位草圖 2.97 

無顯著差異 

(
2χ =5.98< 7.82) 

3 

表 4-10：以設計原型理論分析進行卡方檢定(Chi-square)(p <.05) 

卡方檢定(Chi-square)分析 

 反映實踐理論 

組別 名次 媒材 觀察值 卡方值
2χ  d.f  

傳統草圖 0.91 
A 1 

數位草圖 1.01 

無顯著差異 

( 2χ  =1.92<5.99) 
2 

傳統草圖 0.33 
D 2 

數位草圖 0.40 

無顯著差異 

( 2χ  =0.73< 5.99) 
2 

傳統草圖 1.34 
C 3 

數位草圖 1.33 

無顯著差異 

( 2χ  =2.67<5.99) 
2 

傳統草圖 0.42 
F 4 

數位草圖 0.45 

無顯著差異 

( 2χ  =0.87<5.99) 
2 

傳統草圖 0.38 
G 5 

數位草圖 0.37 

無顯著差異 

( 2χ  =0.75< 5.99) 
2 

傳統草圖 1.49 
H 6 

傳統草圖 1.49 

無顯著差異 

(
2χ =2.98< 5.99) 

2 

傳統草圖 1.49 
E 7 

數位草圖 1.47 

無顯著差異 

( 2χ  =2.97< 5.99) 

2 

傳統草圖 1.42 
I 8 

數位草圖 1.52 

無顯著差異 

( 2χ  =2.93< 5.99) 

2 

傳統草圖 1.89 
B 9 

數位草圖 1.93 

無顯著差異 

( 2χ  =3.82<5.99) 

2 

J 10 傳統草圖 0.007 無顯著差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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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草圖 0.006 (
2χ =0.14< 5.99) 

例如團隊 A 在反映實踐理論進行卡方檢定其值
2χ  =3.49< 7.82；

在設計原型理論進行卡方檢定其值
2χ  =1.92<5.99，因此在傳統與數位

草圖的檢定結果為兩者沒有顯著差異性，以此類推其餘兩到十組團隊

的分析結果呈現在此表中。從本研究的十組團隊檢定結果顯示，合作

式運用傳統與數位草圖在設計過程中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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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在上一章中我們經由反映實踐理論(Reflective Practice)與設計原

型理論(Design prototype)的宏觀分析得到結果，了解到在合作式設計

中使用傳統與數位草圖在設計過程中並無造成影響。因此本章節我們

將從微觀分析的一面來討論，是否能夠透過不同的面向發現此兩大理

論在設計過程的分析上與設計成果的關係。 

5.1 反映實踐理論與設計成果的關係： 

在反映實踐理論中的組織架構（frame）是代表設計任務進一步

問題的解決方式，透過上下文的銜接判斷是否為一個討論主題與解決

方法的框架。透過文獻我們了解，組織架構內含的斷句數越多，代表

討論段落都是圍繞在同一個解決方式中，因此思考較專注深入，透過

口語資料的觀察我們整理出，若組織架構包含 10 個斷句以上，易成

為較有邏輯性的溝通與解決討論串。 

將本研究中十組分別在傳統草圖與數位草圖的設計過程中，較好

的組織架構(包含 10 個斷句以上)與全部組織架構的數量比例算出

後，將十組在此項目的比例與其設計成果做比較。 

表 5-1：反映實踐理論中較成熟的組織架構比例 

反映實踐理論中較成熟的組織架構比例 

組別 設計成

果名次

T 傳統 

D 數位 

成熟的組織架構 

(包含 10 個斷句以上) 

A 1 傳統草圖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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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草圖 82.6% 

傳統草圖 71.4% 
D 2 

數位草圖 87.5% 

傳統草圖 90.0% 
C 3 

數位草圖 87.5% 

傳統草圖 71.4% 
F 4 

數位草圖 71.4% 

傳統草圖 75.0% 
G 5 

傳統草圖 73.3% 

傳統草圖 58.3% 
H 6 

數位草圖 53.9% 

傳統草圖 66.7% 
E 7 

數位草圖 50.0% 

傳統草圖 57.1% 
I 8 

數位草圖 60.0% 

傳統草圖 33.3% 
B 9 

傳統草圖 53.3% 

傳統草圖 40.9% 
J 10 

數位草圖 45.4% 

透過表 5-1 的整理，我們將較成熟的組織架構(包含 10 個斷句以

上)與設計成果相互比對後，發現設計成果成績較好的設計團隊(前五

名)在較佳的組織架構比例約是 70%以上，與設計名次較落後(後五名)

的團隊比起來，整體好組織架構比例是比較高的，名次第九名與第十

名兩個設計團隊成熟的組織架構比例約只有 33.33%~53.3%之間。因

此我們推論在設計過程中較成熟的組織架構所佔較高，其設計成果的

表現也會較佳，因此我們推論在設計過程中較佳的組織架構比例，若

能夠達到 70%以上，則較能代表此團隊所針對設計議題進行的討論較

為成熟且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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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kenburg & Dorst (1998)在研究中也提到。若是設計過程中的組

織架構 F 內包含越多斷句數代表設計討論的內容是具有一貫性，我們

的研究成果重覆驗證了此現象。 

5.2 設計原型理論與設計成果的關係： 

透過編碼結果中設計原型編碼結果比例與設計成果兩者間，我們

發現兩者並沒有顯著相關，結果所呈現出十組在 FBS 的比例上是平

均的。因此在本章節我們透過微觀的方式以 FBS 平均出現時間點做

為分析討論的重點，在第三章的部份我們已將計算方式做敘述，在本

章節不多贅述，在表 5-2 呈現的是十組團隊分別在傳統與數位媒材在

設計過程中 FBS 平均出現時間點的計算結果。 

表 5-2：設計原型理論編碼分析--FBS 平均出現時間點(單位：斷句數) 

總和/個數=數值 

設計原型理論編碼分析-FBS 平均出現時間點 

組別 
T 傳統 

D 數位 
斷句數 功能 F(Function) 行為 B(behavior) 結構 S(structure) 

傳統草圖 779 134.00 397.26 567.59 
A 

數位草圖 702 167.60 357.13 525.75 
傳統草圖 514 141.09 262.50 408.70 

B 
數位草圖 503 55.26 257.41 367.33 
傳統草圖 629 132.81 268.34 408.27 

C 
數位草圖 609 81.19 273.00 373.90 
傳統草圖 213 52.32 113.43 157.10 

D 
數位草圖 178 43.62 92.68 104.67 
傳統草圖 397 156.65 199.05 291.57 

E 
數位草圖 403 116.00 207.91 222.00 

F 傳統草圖 525 54.00 228.88 2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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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草圖 530 139.58 209.37 252.64 
傳統草圖 359 88.00 181.38 281.30 

G 
數位草圖 372 85.64 187.98 250.93 
傳統草圖 335 66.73 169.16 261.63 

H 
數位草圖 334 107.53 170.13 174.13 
傳統草圖 534 76.68 270.33 390.56 

I 
數位草圖 501 186.79 251.59 267.33 
傳統草圖 375 64.95 192.39 256.83 

J 
數位草圖 381 84.80 197.39 182.00 

透過計算結果與團隊的設計成果排名，將十組團隊在傳統與數位

草圖設計過程中，時間斷句數與 FBS 平均出現的時間點繪製成如表

5-3 所示。 

表 5-3：設計原型理論編碼分析--FBS 平均出現時間點(依名次圖示) 

名次 設計原型理論編碼分析-FBS 平均出現時間點(依名次圖示) 

第 A 組 

傳統草圖  

F=17%   , B=51%   , S=73% 
第 1 名 

第 A 組 

數位草圖
 

F=24%   , B=51%   , S=75% 

第 D 組 

傳統草圖
 

F=25%   , B=53%   , S=74% 
第 2 名 

第 D 組 

數位草圖  

F=25%   , B=52%   , S=59% 

第 C 組 

傳統草圖
 

F=21%   , B=43%   , S=65% 
第 3 名 

第 C 組 

數位草圖  

F=13%   , B=45%   , S=61% 

第 4 名 
第 F 組 

傳統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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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   , B=44%   , S=52% 

第 F 組 

位草圖  

F=26%   , B=40%   , S=48% 

第 G 組 

傳統草圖
F=25%   , B=51%   , S=78% 

第 5 名 

第 G 組 

數位草圖
  

F=23%   , B=51%   , S=67% 

第 H 組 

傳統草圖
   

F=20%  , B=50%  , S=78% 
第 6 名 

第 H 組 

數位草圖
  

F=32%   , B=51%   , S=52% 

第 E 組 

傳統草圖
 

F=39%   , B=50%   , S=73% 
第 7 名 

第 E 組 

數位草圖
 

F=29%   , B=52%   , S=55% 

第 I 組 

傳統草圖
 

F=14%   , B=51%   , S=73% 
第 8 名 

第 I 組 

數位草圖
 

F=37%   , B=50%   , S=53% 

第 B 組 

傳統草圖  

F=27%  , B=51%  , S=80% 
第 9 名 

第 B 組 

數位草圖
 

F=11%   , B=51%   , S=73% 

第 10 名 
第 J 組 

傳統草圖  

F=17%  , B=51%  , S=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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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J 組 

數位草圖  

F=22%   , B=52%   , S=48% 

經由表 5-3 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透過 FBS 分布圖可以看

出，本研究這十組在設計過程的表現皆是屬於不錯的設計團隊，所以

在設計過程分布上多是先出現 F 中間是 B 最後則是 S，除了團隊 J 在

數位草圖的設計過程，是先出現 F 中間是 S最後則才是出現 B，與標

準的 FBS 出現模式不符合，而其團隊設計成果表現較差，以此相驗

証得知透過 FBS 的標準模式可以初步了解設計過程的表現好壞。 

利用繪製十組 FBS 出現的平均時間點，我們可以看出每個設計

團隊在設計過程中 FBS 平均出現時間點皆不同，根據 Gero(1990)文

獻中所提出的較好的設計過程，在功能、行為、結構平均出現時間點

有其順序與分布的範圍。因此我們將十組團隊在 FBS 平均出現時間

點的偏離值算出與設計成果作一對比，表 5-4 為十組在偏離值運算後

的結果。 

表 5-4：FBS 標準與實際出現平均時間點偏離值數值(D) 

FBS 標準與實際出現平均時間點數值(D) 

組別 
設計成

果名次 

T 傳統 

D 數位 
偏離值 D(divergence)

偏離值總合 

(傳統草圖 D+數位草圖 D) 

傳統草圖 85.17  
A 1 

數位草圖 14.78  
99.95 

傳統草圖 10.51  
D 2 

數位草圖 33.40  
43.91 

傳統草圖 134.09  
C 3 

數位草圖 185.40  
3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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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草圖 231.62  
F 4 

數位草圖 207.58  
439.20 

傳統草圖 15.68  
G 5 

數位草圖 37.41  
53.09 

傳統草圖 29.06  
H 6 

數位草圖 103.53  
132.59 

傳統草圖 64.12  
E 7 

數位草圖 101.91  
166.03 

傳統草圖 70.09  
I 8 

數位草圖 171.04  
241.13 

傳統草圖 41.29  
B 9 

數位草圖 86.31  
127.61 

傳統草圖 58.11  
J 10 

數位草圖 121.09  
179.20 

但是若再透過表 5-4標準 FBS出現的平均時間點做偏離值的運算

後，可以發現偏離值與設計成果之間的關係，以前五名的設計團隊來

說，團隊 A、D、G 在偏離值上的總和偏小，代表與標準的 FBS 平均

出現時間的差距是較小的，而此三團隊的設計成果亦是屬於前半段較

優秀的，而團隊 C、F 則是透過實驗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團隊 C 在設

計成果成績高是由於專家評鑑中，對於他們所提出的較創新地為設計

任務設計主題下註解給予高度的肯定，以微觀的角度來看：傳統草圖

的實驗中在防身的定義上，多數組別皆是以防禦武器做為概念發想主

軸，但是團隊 C 卻透過靈光一現的保護自己-AIDS 為設計主題作為發

展，因此在決定完以此為概念後很快的將設計過程與一些結構上的問

題解決，在設計時間的後期多是在繪圖，在設計過程的結構上 FBS

平均出現的時間點接往前移，所以才會造成團隊 C 偏離值雖然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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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設計成果卻是好的。 

而團隊 F 則是由於在數位手繪系統的設計過程中，團隊組員之ㄧ

對於網路產生正常遲緩(LAG)的現象與無法隨意的在公用的畫面上

繪製有強烈的排斥感，數度讓研究者進入實驗室居中協調，且在設計

任務進行中，對於誰來繪製設計圖稿意見相左，因此在整個設計的過

程中，沒有很平穩的進行，但是由於團隊 F 的組員在草圖繪製的透視

與比例的拿捏都十分的純熟，因此在最終的表現上能夠以完整性與結

構清楚的優點讓專家評鑑的分數提高，所以儘管團隊 F 在偏離值的總

和差距是大的但是設計成果卻不至於太差。 

而設計成果排名後五名的設計團隊分別為 G、H、E、I、B、J，

此五組的 FBS 標準與實際出現平均時間點偏離值數值均偏高，而透

過實驗的觀察，在此五組的設計過程中較為平穩，且無突發事件發

生，在設計任務的時間平均上為 70 分鐘，以團隊 B 而言，雖然在設

計過程中表現平穩且偏離值在後五組中是較低的，但是由於此團隊在

傳統與數位草圖的實驗中，經由反映實踐理論中較成熟的組織架構比

例發現此小組在概念發想的深度不夠，在傳統草圖只有 33.3%數位草

圖只有 53.3%的比例，加上本設計團隊的組員在概念的草圖表現手法

較弱，無法將設計的整體圖與細節的結構表現出來，因此在專家評鑑

的評分上較不易看出他們的設計概念與發展。 



- 78 - 

因此透過這樣的分析我們可以推論，設計原型理論中的標準 FBS

平均出現時間點與實際出現時間點可以約略觀察出設計成果的優秀

與否，雖然其數據並無法完全的對應到每一個組別，但是透過微觀的

分析能夠透過分析的數據與設計成果的實際狀況找到原因，可以作為

日後設計成果評估的準則。 

5.3 編碼分析結果與設計成果討論小結 

透過第三章的實驗設定與第四章的重新驗證反映實踐理論的反

映比例與 FBS 設計原型的分析結構，研究成果已回應到本研究的目

的與目標，此節將透過斷句資料、反映實踐編碼、設計原型編碼、設

計成果這樣的相互關係架構出本研究的分析與討論的小節，如圖 5-3

所示。 

 

比較傳統與數位草圖對於合作式設計過程的影響 

圖 5-3：編碼分析結果與設計成果相關討論圖 

在 4.3.1 的章節中我們發現設計團隊的斷句數與設計成果並沒有

絕對的關係，由於每個設計團隊在設計過程中討論的熱絡度與設計繪

斷句資料 設計成果 

反映實踐編碼 設計原型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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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的能力不相同，因此無法單從斷句的數量直接影響到設計成果。 

而4.3.3了解到反映實踐理論中的反映(reflection)比例量與設計成

果也沒有明顯的關係，原因是由於合作式設計中，兩的人之間的默契

與討論的習慣與反映質有很大的關係，有些設計團隊的反映比例高是

因為兩人溝通的互動反思是偏向開玩笑式的，對於設計成果沒有太多

的幫助，但是由於定義上的限制亦需納入反映中，因此會造成這樣的

結果。 

但是在 5.1 我們透過統計十組分析，發現在設計過程中組織架構

（frame）內包含 10 句以上斷句的數量比例與設計成果有其相關性，

因為組織架構內包含的斷句數多代表設計討論的熱絡與完整性就越

高，而如果設計過程中組織架構出現的多但是包含斷句數少，就有可

能是團隊在討論過程中不斷地轉換思考方向，在設計成果表現的完整

性上就較不成熟。 

透過 4.3.4 發現若單以設計原型理論的比例與設計成果關係來討

論，經由分析後得到兩者之間沒有較高相關性的結論，因此本研究在

5.2 進一步探討設計原型理論編碼分析中 FBS 平均出現時間點與設計

成果的關係，透過分析 FBS 標準與實際出現平均時間點數值，發現

設計成果較佳的組別在出現平均時間點數值，與標準 FBS 出現時間

點較為相近，而差距較大的在設計成果的表現上名次較為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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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藉由編碼分析結果與設計成果相關討論，逐步的了解彼此

的相關性與值得討論與未來繼續研究的方向。 

5.4 數位草圖與傳統草圖之比較討論 

在第四章的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在合作式設計中運用傳統與數位

草圖在設計過程中是相似的，但透過口語分析的編碼與實驗後訪談

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團隊在使用傳統與數位手繪進行設計上有以下

幾點現象呈現。以卡方檢定來檢測傳統與數位媒材十組整體的相關性

結果，如表 5-5 所示。 

表 5-5：卡方檢定(Chi-square)分析-十組設計團隊整體表現(p <.05) 

卡方檢定(Chi-square)分析-十組設計團隊整體表現 

 設計原型理論 反映實踐理論 

媒材 觀察值 卡方值
2χ  df 觀察值 卡方值

2χ  df

傳統草圖 1.39 3.44 

數位草圖 1.44 

2χ =2.83 <5.99 

無顯著差異 
2 

3.57 

2χ = 7.01< 7.82 

無顯著差異 
3

經過整體分析十組在傳統草圖與數位草圖在合作式設計過程中

的表現是相似的，雖然從第三章在實驗設定中，兩個媒材在進行上有

些差異與微調，這些都是為了讓兩者之間在設定與使用上更為接近相

似，而透過結果來看本研究在傳統草圖與數位草圖系統的實驗設定上

算是成功的。但是從實驗的觀察與結束後的訪談，我們也發現到一些

設計團隊的使用上與過程中分別在傳統與數位草圖的差異性，這部份

是在編碼與分析的過程中較不容易發現的，因此以下將兩者的特點加

以整理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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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草圖上具有模糊及不確定的特性，而這些特性卻有助於設

計者重新詮釋 (re-interpret)或解讀原來的圖形進而激發想法 (Goel, 

1995)，而合作式設計中運用傳統草圖進行設計任務，白紙與畫筆就

像是兩者溝通的媒介，透過訊息傳遞達到概念解釋與設計經驗分享。

而透過研究我們發現在團隊在使用傳統草圖中有以下的特點： 

 直覺的傳遞訊息：傳統草圖面對面溝通的方式讓訊息能夠

快速的傳達，情感的表達也較直接。 

 雙向的訊息進行順暢：在設計過程中概念繪製可以齊頭並

進，合作式設計可以分別進行個人設計後再進行討論。 

 媒材熟悉度高：傳統草圖是設計團隊最熟悉且較常使用的

概念發想初期討論溝通方式，對於操作與使用上較為流暢

且不容易中斷討論。 

而本研究數位手繪草圖系統中，透過遠距具有的特殊空間特性來

表現媒材，其諸多限制起因於使用者、瀏覽介面、設計者之間為了掌

握其空間特性所衍生的一種約定俗成的關係，這層關係導致了作品的

圖文關係型態，使得作品表現的空間深度發展受到限制。另一方面，

回顧研究結果歸納出的過渡時期，其意義在於數位草圖系統設計的方

式逐漸與傳統草圖設計方式並行的過程中，設計者為因應環境改變所

導致的個人能力和設備能力的不足所衍生的替代現象。相較於遠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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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草圖系統，遠距所代表的數位意義和電腦輔助設計所代表的工具意

義是相輔相成的。而透過研究我們更發現合作式設計中使用數位草圖

系統除了有傳統草圖的特性外，另外還有以下的特點： 

 豐富的使用介面：數位草圖的使用介面能夠簡化多種類繁

瑣的傳統草圖工具。 

 色彩與概念同時進行：數位草圖的使用，在最出概念發想

時就會加入色彩，垂直水平雙向的進行設計發想。 

 設計流程可完整紀錄：數位草圖系統的設定讓整個設計流

程完整記錄下來，以這樣功能應用在合作式設計中可在設

計後檢視概念的發展，並且容易傳輸檔案以利溝通。 

 設計完整性提高：在快速設計中，利用數位草圖在色彩與

筆刷還有功能的多樣性，能夠提升概念繪製的完整性。 

透過分別以傳統與數位草圖的特點述敘後，讓我們了解合作式設

計在使用數位草圖系統時，能夠比單純使用傳統草圖多了數項特點，

而這些數位特點能夠幫助團隊進行設計時提高設計成果的完整性。在

數位手繪系統不同地進行設計的特性中，雖然在系統設備上仍然有些

限制需要克服，但是整體來說，兩個媒材的運用若能相互輔助，將能

未讓合作式設計在設計發展上有更大的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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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6.1 結論 

本研究透過合作式傳統與數位草圖對於設計過程中是否產生影

響的議題進行研究與討論，運用在設計思考領域中重要的兩個理論進

行編碼與分析討論，我們藉由編碼斷句、反映實踐編碼、設計原型編

碼、設計成果之間的相關性，並利用卡方檢定設計過程與媒材使用之

間的相關性，進而得到本研究重要的兩大結論。 

 本研究結論一：合作式設計使用傳統與數位草圖其設計過

程無顯著差異性。 

經由第四章的分析得到結果，也證實了我們在第三章的實驗設定

是成功的，因為第四章數據顯示，十組團隊分別使用傳統與數位草圖

進行實驗，加上本研究的兩個理論進行編碼分析，合作式團隊在使用

傳統與數位草圖之間是沒有顯著的差異性。以這樣的分析結果來說

明，設計團隊在使用傳統與數位草圖進行概念設計時，其設計過程是

相似的。 

此項結論將能讓我們重新思考以往認定的傳統草圖在設計過程

的概念發想階段是不可以被取代的。但事實上，在合作式設計中使用

傳統草圖與數位草圖在設計過程中其實是類似的，且數位草圖所增加

的許多附加功能對於往後如果被設計團隊廣泛使用後，更可以免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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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與空間的限制，透過數位草圖系統的使用，讓合作式設計環境更趨

近零距離。透過學習與熟悉不同媒材，讓設計者的思考可以更多維、

更全面，並且擁有面對設計環境趨勢的改變的能力。 

 本研究結論二：重新驗證反映實踐理論與設計原型理論，

並且得到合作式設計過程中「宏觀」同「微觀」不同的差

異現象。 

本研究透過兩個理論的編碼分析與卡方檢定得知，合作式設計使

用傳統與數位草圖其設計過程無顯著差異性。因此在第四章的部份，

本研究先透過重新驗證兩大理論在過去研究中所得到的結果，發現以

(1)反映實踐編碼中的反映比例與(2)設計原型編碼的平均比例，這兩

種宏觀的方式發現十組在設計過程中是相類似的；因此在第五章的部

分我們進一步藉由(1)設計過程中組織架構內包含 10 句以上斷句的數

量比例，與(2)設計原型理論編碼分析中 FBS 平均出現時間點與標準

出現的差距值，發現透過這兩個微觀方法的檢驗與團隊設計成果有其

相關性。 

透過這些編碼與分析討論的結果所呈現有趣的點是，十組團隊以

宏觀的面向整體看來在過程中是相似的，但是經由微觀的分析後，每

個團隊在過程中是有差異性的存在，所以在專家評鑑中會有設計成果

高低的差異性存在，也是各設計團隊在設計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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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專業度差異。 

6.2 研究貢獻 

在設計思考領域中，設計過程總被視為是設計師的黑箱作業行

為，而合作式設計多被提出為來設計環境趨勢之一，在面對科技快速

的進步，藉由本研究的結果推論，我們更可以讓團隊設計知識將在設

計過程中扮演哪些角色以及展現出哪些特點，也能夠給未來的實務與

設計教育應用一個新方向。 

 數位工具應用於實務及教育 

在講求快速設計與團隊合作的新設計環境中，越來越多的軟體開

發與應用都更便利的讓設計者來使用並加以討論，免去千里迢迢的路

程只為了將手中的設計圖稿送到目的地與對方討論，透過檔案傳輸、

視訊、與軟體的共用性，讓設計者能夠方便快速的就自己所熟悉的位

置進行設計。而在這樣的趨勢下設計人才在數位環境中應具備的能力

除了美感的培養與精進，還有數位工具的處理能力。 

專業的設計教育是透過培養設計基礎與美感能力為具體的訓練

目標，而當專業的設計者進入實務界則是希望能夠透過設計提升人類

的生活品質，並且創造人類生活上的便利機能與美好感受。因此面對

這樣的趨勢及應用，合作式設計團隊比起單人設計者更能夠將數位工

具的優點與優勢發揮的更加淋漓盡致，利用數位工具讓設計過程更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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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溝通無遠弗屆。放眼未來，儘管外在環境不斷變化，設計者依然

能夠擁有設計教育下的成熟本質，與投入更專業的實務經驗。 

 本研究成果對於設計研究向前邁進一步 

本研究所指的數位草圖其實並不是單一繪圖系統，而是數位環境

下的數位草圖系統，為什麼會稱之為一個系統，原因是這一個數位草

圖系統的建立必須搭配影音視訊與軟體同步性的設定，如同我們在第

三章實驗設定的部分有提到，這樣的數位草圖系統建立是盡最大的努

力，希望能夠與面對面傳統草圖在近似相同的基準上來做比較，而避

免將研究淪落為傳統草圖與數位軟體使用的便利性比較。所謂數位工

具的掌握能力是指設計者對所有可能應用的工具，都有一定的控制能

力，而不僅止於操作軟體的能力，如電腦硬體、軟體、網路知識、檔

案管理等，都在範圍之內。 

設計者若能夠對所處的環境特色及條件，有深層的認知與瞭解，

並且訴諸創意於設計成品，即能夠創造出感動人心的作品；變化迅速

的資訊時代中，設計者更需要時常加強對新科技的瞭解，接受新穎的

數位資訊，以提高競爭與應變的能力。 

本研究從這個角度展開分析，希望透過這些分析結果與結論，將

對相關設計研究邁向一大步，在未來的設計環境中，數位手繪或許能

夠與傳統手繪並駕齊驅的輔助設計師們進行概念設計，而期盼數位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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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導入更能夠讓國際化合作式設計逐漸實現且普及。 

6.3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 

本實驗設定上是根據過去的文獻與未來趨勢加以統整，可能在某

些程度上還是有進步的空間，例如在數位草圖系統中「虛擬同地」的

部份礙於經費與設備，只能以較為廣泛使用的軟體與設備來進行，目

前已經廠商開發出公司會議廳使用的虛擬同地設備與系統，在未來若

能以這樣的設備進行研究，相信在實驗上設定的部分能夠更完整，也

能夠將遠距的與同地的差異性降到最低；而遠距網路頻寬的部分還有

進步的空間，能夠降低設計團隊在設計過程的中斷與重新適應的問

題。 

而在十組設計團隊的實驗中，我們發現在傳統與數位草圖的設計

過程中，公司領域的需求是顯而易見，在傳統手繪的設計過程中，由

於是具備面對面的進行共同討論的公領域，但是卻又能保有個人設計

的私領域，所以在設計過程中較為流暢；而數位手繪系統的設計過程

中，由於透過一個遠距連線的共用畫面，所以必須透過溝通來進行設

計，而且軟體的限制上會讓兩方同步進行時產生拉扯的現象，在這樣

的限制下，私領域的部份就無法展現，也是目前我們在設備與系統上

無法控制的限制之一。 

本研究運用反映實踐與設計原型理論進行合作式設計的編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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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以往研究單人設計編碼過程有所差異，是因為在合作式設計

的研究中所得到的口語資料是屬與一種設計溝通的語言，多是顯示設

計過程而非設計內容，與單人在設計過程中逐步說出腦袋裡所思考的

元素是有差異的，且合作式設計的口語資料中，較無法顯示出團隊成

員繪圖中所勾勒的每一個筆畫及細節，因此在編碼的方式上會與單人

設計的研究產生侷限與相異處。 

再談到設計媒材的部分，由於本研究分別使用傳統手繪草圖與數

位草圖系統(在第三章實驗設定有詳盡說明)，在傳統草圖的部分較不

會產生問題是由於是工業設計學生熟悉的方式，但在數位草圖系統的

部份，必須經由研究者的教導與受測者對於設備與軟體的適應，逐步

讓受測者了解與適應，讓他們在最平常心的狀態下進行實驗，這一點

是在實驗中較難克服與界定的部份，這些研究限制若能夠突破與改

進，將對於此領域的研究能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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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設計競賽流程說明書 

DITL 設計競賽流程說明書(傳統草圖) 

非常感謝您願意參與這個競賽，由於您的配合，設計思考研究將

有新的斬獲。接下來將對您說明整個競賽的流程以及目的，請務必詳

讀。在整個競賽說明中若是有任何不懂的地方，請您提出，我們會為

您說明。 

 

 

 

 

 

 

 

 

 

 

 

 

 

 

 

若您已經準備好，請翻至下一頁，接下來將開始說明整個競賽並

且使您熟悉競賽的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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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謝您抽空參加這一次的競賽，在本競賽得到的所有資

料，將使用於設計思考的研究上。過程中將會用兩台攝影機與數位擷

取螢幕方式，將所有過程加以錄影，研究者同時也需要將您所繪製的

草圖表版留下來作為分析資料。 

草圖以及過程錄影只會使用在這個研究上，成為研究者所需的口

語分析資料。研究者需要的，並非您所創作的設計內容，您將保有絕

對的創作概念財產權，以及您所繪草圖的著作權。 

請在下列表格簽名，並填寫個人資料， 請寫下您的相關資料 

 姓名：                                                  

 日期：                                                        

 電話：                                                        

 年齡；                                                        

 性別：                                                       

 學歷&工作：                                                   

 背景（專長領域、時間）：                                       

                                                           

以下的競賽流程說明是非常的重要，請確定您已詳讀，並了解這

個競賽期望您能配合的各個要求。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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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主題：新時代必備行頭---防身用隨身碟 

設計產品概述： 

如今隨身碟的存在價值，不再僅是一個便於攜帶，儲存數位檔案

的小東西。如何能吸引消費者的目光，不外乎材質的運用、獨特的造

型、使用上的特殊性等，在設計者的巧思之下才能讓隨身碟在市場中

佔有一席之地。請針對這項主題，提出至少 1 個完整的設計提案。 

產品特點與外觀： 

 造型新穎，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特殊狀況使用的即時性及攜帶上的便利性以成基本條件 

 不同材質的運用，使得隨身碟產生不同質感 

 使用上的特殊形式，讓防身與隨身碟可以結合在一起 

功能需求： 

 使用中、傳輸成功或失敗等功能的警示功能 

 外型上可以讓使用者快速瞭解使用方式 

 便於攜帶不易遺失，且具體達到防身之功效 

消費者目標族群： 

喜歡嘗試新鮮並且重視生活品質，勇敢表現自己並強調自我特色

的現代年輕族群為主。 

設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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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請以麥克筆上色，呈現一張 A3 尺寸設計案，並請一位設計

者對著鏡頭提出約兩分鐘之發表，這些提案我們將會完整送交設計領

域專家評鑑進行審查，因此至少要有一完整的設計呈現。 

若是對於競賽進行方式、工具使用上或是對於設計主題有任何疑

問請在此時提出。 

 

 

 

 

 

 

 

 

 

 

 

 

 

 

 

 

 

 

 

 

 

 

設計競賽到此告一段落。 

十分感謝您的配合，由衷感謝您對於整個過程的配合，再次感謝

您的參與，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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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L 設計競賽流程說明書(數位草圖) 

非常感謝您願意參與這個競賽，由於您的配合，設計思考研究將

有新的斬獲。接下來將對您說明整個競賽的流程以及目的，請務必詳

讀。在整個競賽說明中若是有任何不懂的地方，請您提出，研究者會

為您說明。 

若您已經準備好，請翻至下一頁，我們將開始說明整個競賽並且

使您熟悉競賽的運作方式。首先，感謝您抽空參加這一次的競賽，在

本競賽得到的所有資料，將使用於設計思考的研究上。過程中將會用

兩台攝影機與數位擷取螢幕方式，將所有過程加以錄影，研究者同時

也需要將您所繪製的草圖電子檔留下來作為分析資料。 

草圖以及過程錄影只會使用在這個研究上，成為研究者所需的口

語分析資料。研究者需要的，並非您所創作的設計內容，您將保有絕

對的創作概念財產權，以及您所繪草圖的著作權。 

請在下列表格簽名，並填寫個人資料，研究者稍後將開始進行操

作介面介紹與數位工具使用的熱身練習。 

請寫下您的相關資料： 

 姓名：                                                  

 日期：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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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                                                        

 性別：                                                        

 

以下的競賽流程說明是非常的重要，請確定您已詳讀，並了解這

個競賽期望您能配合的各個要求。謝謝！ 

這個競賽的目的主要是想要了解您在設計時的思考過程。為了達

到這個目的，競賽過程只需要兩位受測者自然的表達想法，與平常進

行設計活動合作的過程相同，在您討論的過程之中，我們將不會出現

在此房間中且將在房間外等候，因此過程之中隨時有問題都可以向我

們提出，但除了對競賽提出發問之外，設計過程不能離開此房間面對

面的討論。 

透過了上述的內容，已經向您說明本競賽進行方式，但網際網路

模式的討論與數位手寫版的使用，對您或許很困難也很陌生。所以我

們會先進行兩階段的暖身活動作為練習，熱身活動分為兩階段進行，

說明與第一階段的熱身時間設定為 20 分鐘，第二階段的熱身活動設

定為 25 分鐘，整個熱身過程將進行 45 分鐘，並依據受測者完成的時

間來決定。若完成所花費的時間少於 45 分鐘，受測者可以告知熱身

完畢，直接進行實際競賽的部分。 

第一階段兩位將分開的進行，並在各自的數位手寫板中完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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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您感到任何困難，請放輕鬆並歡迎隨時向我們提出問題。如果有需

要您配合的地方，我們將會隨時告知或是提醒您，而這也是進行暖身

競賽的目的。 

 
 
 
 
 
 
 
 
 
 
 
 
 
 
 
 

 

 

 

 

 

您有任何問題，請現在發問。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第一階段競賽即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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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您將使用筆式輸入操作方式並搭配編輯軟體（Alias Sketch Book 

Pro 2.0），我們已在數位手繪板上附上操作的對應說明，希望對您在

操作過程中能有所幫助。我們將對於下一頁中熱身活動一的內容進行

示範，在示範結束之後，請根據說明書的圖樣與說明，跟著示範的動

作重新執行一次。 

1. 輔助視窗開啟關閉教學： 

本繪圖軟體主要之輔助視窗，包含繪圖工具視窗與繪圖顏色調整

視窗。其開啟與關閉之開關位於視窗左下方，在基本的繪圖工作進行

時將不會把繪圖輔助視窗關閉，本階段的教學為預防誤觸導致關閉輔

助視窗時的即時處理。 

2. 輔助視窗說明： 

以下為繪圖工具輔助視窗之對應說明表，包含鉛筆、粉彩、圓頭

麥克筆、尖頭麥克筆、鋼珠筆、油漆刷、沾水毛筆共七種顯色性工具，

一種手抹效果工具，與硬式軟式兩種橡皮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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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熱身活動一： 

下圖為本競賽內容完成之示範圖例，依序由 1 至 6 項目。本熱身

活動內容，使用不同的數位繪圖工具畫出簡單的幾何圖形，並使用上

色工具進行編輯，請依照順序完成每一步驟。在熱身開始之前，我們

會進行示範，由 1 至 6 的每一步驟，並口述說明操作方式，若中途中

有任何疑問隨時可以提出。 

 

 請在本項目的範圍中使用圓頭麥克筆工具，由上而下繪出

三條橫線，其筆觸寬度分別為 40、20、5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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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在本項目的範圍中使用鉛筆工具，繪出筆粗為 4.0 之任

意大小的正方形，在此正方形中，繪製直徑與長方形邊長

相近之圓形，筆粗為 0.1。此項目中之長方形與圓形的形

狀約略示意即可。 

 本項目為使用七種顯色性繪圖工具中的七種不同的繪圖

工具，在範圍中由上而下繪出三條橫線，順序、顏色、粗

細不拘。 

 本項目請運用粉彩工具將立體方塊上色，繪製一受光之立

方體，模擬光源方向由遠處至近處。並在三面上使用不同

顏色上色，右方使用紅色、左方使用藍色、上方使用黃色，

本項目無嚴格要求繪製成果之美觀程度，重點在於媒材運

用之適應。 

 本項目請在可見的黑色區塊範圍中繪製兩正方形，分別運

用硬橡皮擦與軟橡皮擦，橡皮擦使用的方式限定為手繪筆

背後之感應式橡皮擦，軟橡皮擦完成之正方形請保留半透

明之效果。 

 請使用鋼珠筆繪製出一圓柱體，此圓柱體上方為一橫式之

橢圓，並使用麥克筆模擬由右方射入之光線將此圓柱體補

上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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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上述之六項基本操作後，熱身活動的第一階段將告一段

落，在此部分對於數位手繪系統的操作方法上做簡單介紹，若您需要

再進一步的練習可以提出，我們會給予您主動練習的時間，直到您對

於媒材使用上無疑問後才進行下一階段。 

若對於數位手繪板的輸入沒有其他的問題，且個人練習已告一段

落，基本繪圖操作說明到此告一段落。 

第二階段： 

1. 檔案儲存教學： 

本階段之目的為檔案之儲存與開立新檔案。若討論過程中，您需

要將目前的畫面做備份，您可以儲存檔案並開立一張新檔案，系統會

自動將您開立的檔案命名，因此只需要下達存檔的指令，並於下一次

需要使用時開啟。如同平常畫草圖時將要保留的紙張保存，並更換紙

張的動作相同。 

 『儲存檔案流程』：視窗左上方之 File  Save As  儲

存，並記得已儲存之檔案名稱，可方便下次開啟更為順利。 

 『開啟新檔流程』：視窗左上方之 File  Open  (詢問是

否儲存目前之檔案) 找出已儲存檔  開啟。 

2. 網路連線影像與聲音調校： 

由於本階段熱身活動與之後實際競賽進行，需要透過網際網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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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進行，因此必須先對於儀器上針對不同對象的使用進行調整。 

首先調校視訊以能達到之最高解析度為主：由於我們先予以調整

過，因此主要調整內容為不同受測者不同體型在畫面中呈現之差異，

以達到完全進入視訊畫面中為基本要求，並讓團隊成員雙方能自然觀

看彼此的表情與動作。 

調校聲音的部份：由於不同人的音量上有所差異，因此調校的目

標以可以清楚透過聲音傳達訊息，並且聲音不會過大造成受測者之不

舒適為主。 

3. 熱身活動二： 

此階段中我們將透過網際網路的方式，並結合第一階段中練習的

數位媒材進行。熱身競賽二的目標同時將進行驗收，對於第一階段時

對於基本繪圖輸入練習的成果。網際網路連線後，您可以透過 webcam

觀看到合作對象之擷取影像，並透過麥克風將聲音傳出，因此競賽中

可自然的運用視覺與聲音的傳達進行設計。 

本階段熱身活動的題目為：請兩人合力完成一張圖畫，可以為任

意形式的呈現方式，無論是漫畫或是寫實類型的畫風，主題為壞事做

盡的歹徒。請分工合作，雙方各自完成局部的處理，本階段活動約進

行 25 分鐘。繪圖過程打稿與上色之工具將不會限制，以能達到效果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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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階段的主要目的在於了解您是否真的對於媒材應用，以及網路

溝通與合作方式上有所了解，因此無須對於繪製的成果有所壓力，只

需要儘量的臨摹圖面呈現之效果。 

競賽階段： 

經過之前的兩個暖身競賽後，相信您對於數位手繪系統的操作

上，與網際網路為媒介的互動式合作已經有了基本了解。若是沒有其

他問題的話，接著請您開始進行正式競賽。 

在下一頁中，有一個待完成的設計題目，請您假設這是即將本次

競賽您要提出的設計提案，如同您在之前執行的設計工作一樣。若是

在設計過程中無法找到您所需的資料時，請您當作就像是您在平日也

會找不到某些想要的資訊一樣，繼續解決這個設計題目。 

在競賽過程中，請您不要因為錄影或是錄音而有任何的拘束感。

這個競賽的時間為 60 分鐘，我們將會在還剩最後 10 分鐘的時候提醒

您時間即將終止，希望儘可能在時間內完成設計，最終的設計版本將

在最後進行 2 分鐘的發表，其他過程中喜歡的設計提案也請存檔，將

會列入評分的參考。在這個競賽過程中，希望能不斷的提出不同的設

計提案進行討論，使這個設計問題不只有一個解決方案。 

 

若是您還有任何問題的話，請您盡可能現在提出。 

現在將開始進行這個設計題目的介紹，在您翻到下一頁，競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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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對設計主題進行講解，對於設計主題講解結束之後競賽者將離開此

房間，由您單獨在此空間內透過網路與合作對象開始進行設計，並請

在約 60 分鐘左右完成所有設計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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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主題：叫我起床隨身碟 

設計產品概述： 

如今隨身碟的存在價值，不再僅是一個便於攜帶，儲存數位檔案

的小東西。而是能夠表現個人風格且設計感十足，足以吸引消費者目

光與體貼使用者特殊需求的設計，才能讓隨身碟在目前市場中佔有一

席之地。透過材質的運用、獨特的造型、使用上的特殊性等，加強產

品在消費者心中的意向。請針對這項主題，提出至少一個完整的設計

提案。 

產品特點與外觀： 

 造型新穎，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特殊鬧鈴按壓設計，或是使用上的即時性及攜帶上的便利

性以成基本條件。 

 不同材質的運用，讓隨身碟產生不同質感。 

 隨身攜帶的特色讓午休或是小器都不怕睡過頭遲到。 

 使用上的樂趣或許能讓你身邊的人叫你起床也說不定呢! 

功能需求： 

 使用中、傳輸成功或失敗提示等基本隨身碟功能。 

 外型上可以讓使用者快速瞭解其使用方式。 

 便於攜帶，且不易遺失。 



- 109 - 

 鬧鈴調整與鈴聲顯示的設計。 

消費者目標族群： 

喜歡嘗試新鮮並且重視生活品質，認為準時起床事件困難事，希

望勇敢表現自己並強調自我特色的現代年輕族群為主。 

設計發表： 

請將最終發表設計提案進行簡單的上色，並請一位設計者對著鏡

頭提出約 2 分鐘之發表，這些提案我們將會完整送交設計領域專家評

鑑進行審查，因此至少要有一完整的設計呈現。 

若是對於競賽進行方式、工具使用上或是對於設計主題有任何疑

問請在此時提出。 

設計競賽到此告一段落。 

十分感謝您的配合，由衷感謝您對於整個過程的配合，再次感謝您的

參與，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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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專家評鑑表格 

設計思考研究室 –『設計競賽評分表』 

在多位設計領域中知名的人士中，我們挑選出了三位在工業設計

領域知名的專家，非常榮幸您願意出席本次評分的工作，並由衷感謝

參加本次設計競賽評分的工作，設計思考研究室將因為您熱心的參與

而有豐碩的收穫。 

在以下的評分工作預計進行兩個小時，本設計競賽邀請了長庚大

學工業設計系三年級的同學參與，由同學自願報名參加與分組，每兩

位同學為一組，共有十組的設計團隊報名，進行兩個不同的設計主

題，分別為『防身隨身碟』與『叫我起床隨身碟』，在設計案完成後

進行三到五分鐘之設計提案，將在稍後一一播放，煩請配合各組設計

發表與表版的表現進行評分。 

評分的項目包含『設計理念』、『功能層面』、『材質運用』、

『情境傳達』、『概念創意』、『外觀造型』、『設計完整性』七個

大項目。根據每一個不同項目，以 1～9 分為給分標準，表現極為不

佳為 1 分，表現極為優異為 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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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每一個評分項目的說明： 

 『設計理念』：包含對題意的了解與因應題目而訂定之方

向。 

 『功能層面』：使用性上的發揮，以及實質功用的表現。 

 『材質運用』：產品在材質的選用，以及使用、外型上之

搭配。 

 『情境傳達』：產品實際使用之傳達與表現，使用者與產

品互動上詮釋的清晰度。 

 『概念創意』：因應題目衍伸的概念表現與創意的發揮。 

 『外觀造型』：產品在外型上美感的發揮，與使用性的搭

配。 

 『設計完整性』：針對此設計案列出之設計條目表現的完

整性。 

 

 

 

 

 

 

 

 

 

 

 

 



- 112 - 

設計主題一：叫我起床隨身碟 

設計產品概述： 

如今隨身碟的存在價值，不再僅是一個便於攜帶，儲存數位檔案

的小東西。而是能夠表現個人風格且設計感十足，足以吸引消費者目

光與體貼使用者特殊需求的設計，才能讓隨身碟在目前市場中佔有一

席之地。透過材質的運用、獨特的造型、使用上的特殊性等，加強產

品在消費者心中的意向。請針對這項主題，提出至少一個完整的設計

提案。 

產品特點與外觀： 

 造型新穎，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特殊鬧鈴按壓設計，或是使用上的即時性及攜帶上的便利

性以成基本條件。 

 不同材質的運用，讓隨身碟產生不同質感。 

 隨身攜帶的特色讓午休或是小憩都不怕睡過頭遲到。 

 使用上的樂趣或許能讓你身邊的人叫你起床也說不定呢! 

功能需求： 

 使用中、傳輸成功或失敗提示等基本隨身碟功能。 

 外型上可以讓使用者快速瞭解其使用方式。 

 便於攜帶，且不易遺失。 



- 113 - 

 鬧鈴調整與鈴聲顯示的設計。 

消費者目標族群： 

喜歡嘗試新鮮並且重視生活品質，認為準時起床事件困難事，希

望勇敢表現自己並強調自我特色的現代年輕族群為主。 

設計發表： 

請將最終發表設計提案進行簡單的上色，並請一位設計者對著鏡

頭提出約 2 分鐘之發表，這些提案我們將會完整送交設計領域專家評

鑑進行審查，因此至少要有一完整的設計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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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主題一評分表：叫我起床隨身碟 

請您依每一個評分項目之說明，給予評分：1～9 分 

 

    組別 

 

項目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10

 

設計理念 

 

          

 

功能層面 

 

          

 

材質運用 

 

          

 

情境傳達 

 

          

 

概念創意 

 

          

 

外觀造型 

 

          

 

設計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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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主題二：防身用隨身碟 

設計產品概述： 

如今隨身碟的存在價值，不再僅是一個便於攜帶，儲存數位檔案

的小東西。如何能吸引消費者的目光，不外乎材質的運用、獨特的造

型、使用上的特殊性等，在設計者的巧思之下才能讓隨身碟在市場中

佔有一席之地。請針對這項主題，提出至少 1 個完整的設計提案。 

產品特點與外觀： 

 造型新穎，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特殊狀況使用上的即時性及攜帶上的便利性以成基本條

件 

 不同材質的運用，使得隨身碟產生不同質感 

 使用上的特殊形式，讓防身與隨身碟可契合結合在一起。 

功能需求： 

 使用中、傳輸成功或失敗等功能的警示功能 

 外型上可以讓使用者快速瞭解使用方式 

 便於攜帶不易遺失，且具體達到防身之功效 

消費者目標族群： 

喜歡嘗試新鮮並且重視生活品質，勇敢表現自己並強調自我特色

的現代年輕族群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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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發表： 

最後請以麥克筆上色，呈現一張 A3 尺寸設計案，並請一位設計

者對著鏡頭提出約兩分鐘之發表，這些提案我們將會完整送交設計領

域專家評鑑進行審查，因此至少要有一完整的設計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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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主題二評分表：防身用隨身碟 

請您依每一個評分項目之說明，給予評分：1～9 分 

 

 

    組別 

 

項目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設計理念 

 

          

 

功能層面 

 

          

 

材質運用 

 

          

 

情境傳達 

 

          

 

概念創意 

 

          

 

外觀造型 

 

          

 

設計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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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設計成果表版 

團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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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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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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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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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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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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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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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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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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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