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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姵昕

課程簡介

台灣面臨少子化與老年化，意味對孩童成長的支持環境更形重要、高齡國民的人口比例提高，
這兩個族群具備之身心條件、從事之日常活動不同於青壯年。此外，隨著社會發展，對失能者
(disable individuals) 的平等參與權越發重視，社會環境改良也從早期較被動的「排除行動障礙 (無障
礙空間) 」，到近年更為積極主動、全面的「促進參與」。這樣的族群與人權觀念的改變，共同指向
了「共融性設計 (design for all; inclusive design)」，或稱「通用設計 (universal design)」。通用設計應
該要將一整日的連續性考量進來，橫跨所使用的物品、私人空間(住家)、與公共空間，分析在各場
域所從事之活動，搭配當事者之身心條件分析，否則將是破碎性的解決方案。因此此課程結合職能
治療系、建築系、工業設計共同合辦「多元平等環境之通用設計實務培育」課程，從環境中的常見
問題出發，讓學生了解環境中的使用者及其尺度、無障礙相關法規的歷程、環境檢測的方式，考量
不同族群之身心條件，帶領學生從各專業角度進行活動分析及環境評估，系統化檢視需求與問題。
最後規劃出最佳的改善方案或成品原型等一同驗證其可行性，從中培養跨專業人脈連結與團隊合作
共同解決問題之能力與經驗。
課程特殊性：本課程跨醫學院與設計規劃學院，融合職能治療、建築、工業設計等多方背景的
講師，與同學們講授、分享、討論環境中通用設計之重要性。另外，此課程將帶領同學們實際模擬
體驗高齡者、生活失能者之日常生活，使同學們從中體驗不同族群使用者特性、習得通用設計之重
要性與應用，並將所學，藉由異地教學、設計思考的團隊過程，讓不同背景的同學們，一同腦力激
盪提出能改良現今公共或居家環境之方案，最後進行實地驗證。
上課地點

建築學系、職能治療學系教室、台南或屏東地區社區
課程目標

完整課程結束後，學生將:
1. 提高對失能者處境的同理心與不友善環境的覺察度

2. 知道、理解通用設計原則
3. 應用策略溝通，蒐集資訊與表達觀點
4. 使用設計思考方法，練習跨領域合作，嘗試提出解決方案
評分:

上課參與&分組討論
小組報告-口頭報告

10%
45%

小組報告-書面報告、模型、成品

40%

期末個人心得

5%

110 年課程表
日期

3/6(週六)
8 小時

地點：建築系教室 與 台南市社區 [暫定-與講師協調中]
時間

8:10-9:00
9:10-10:00
10:10-12:00

13:10-14:00
14:10-17:00

3/7(週日)
8 小時

8:10-9:00
9:10-10:00
10:10-12:00
13:10-17:00

3/13(週六)
8 小時

8:10-9:00
9:10-10:00
10:10-11:00
11:10-12:00
13:10-17:00

3/20(週六)
8 小時

8:10-9:00
9:10-12:00

主題

[課程說明] 課程說明與小組破冰 分組與暖身
• 課程介紹
• 思考方式(SOAP 格式)+思考面向(PEO)(將作業套入)
• 小組破冰與交流，SAMHSA 安適模式體驗(用以鎖定要解決什麼問題)
小組共同聚餐
[議題導向] 社區營造實例 願景之建立
• 環境感測技術（以西勢村為例）
• 地方創生與商業模式（銀同工作介紹）
• 小組討論(套入 SAMHSA, SOAP, PEO)
[通用設計] 通用設計工作坊 理論原則與實作方法
• 通用設計概念
• 設計思考與職能治療；職能治療生態模型
• 環境可及性觀念、法令說明
小組共同聚餐
[感覺知覺，環境，生活] 五感減一洞察訓練 感官訓練
• 多感官的體驗與實例/多感官設計的練習
• 五感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分別從醫療及設計之觀點）
[身體功能，環境，生活] 偏癱、高齡失能模擬體驗 同理心養成
• 場所/空間對生命的意義
• 場域調查評估表使用說明
• 對話的基本概念與練習-如何建立關係取得重要資訊
• 異地教學行前說明
小組共同聚餐
• 高齡常見之生理退化及疾病
• 高齡與失能者模擬
[社區脈絡] 異地教學 台南市社區
• 社區說明
• 認識居民，了解社區之故事與環境
• 使用 SAMHSA 安適模式評估

教師

地點

黃百川老師
黃百川老師
汪翠瀅老師
建築系 5107 教室
宋立文老師
盧紀邦老師
黃百川老師
洪郁修老師
林玲伊老師
蘇崇明建築師

建築系 5107 教室

余虹儀老師
黃百川老師
汪翠瀅老師
黃百川老師
黃百川老師
宋立文老師

建築系 5107 教室

黃百川老師

宋立文老師
黃百川老師

台南社區

4/16(週五)
2 小時

13:30-17:00

•

任選時段

簡報學

8:10-17:00
4/17(週六)
8 小時

4/24(週日
8 小時

5/1(週六)
4 小時

5/8(週六)

8:10-17:00

8:10-12:00

環境探查與評估
小組共同聚餐並討論，於 23:00 前
總結所學，寄一份小組欲解決之問題說明給黃百川老師
格式為一頁 A4 文字說明加簡圖

[設計思維與跨專業團體合作 I] 定義問題
• 跨領域設計思考流程 I
以設計思考方法，採實際社區進行居民特性、環境條件、生活
脈絡的評估與適切度配對，跨專業進行設計思考流程演練，產
生問題清單，決定優先介入之問題，指導原型方案設計。
• 11:00 進行小組報告(鎖定之問題)；16:00 進行當日進度報告
[設計思維與跨專業團體合作 II] 方案發想與原型製作
• 跨領域設計思考流程 II
以設計思考方法，針對優先介入問題，進行原型方案產出，指
導原型之實際模型製作。
• 16:00 進行當日進度報告
[原型方案發表]
• 原型方案發表：小組口頭報告
小組共同聚餐
[原型方案修正]
• 上傳 Moodle 繳交小組書面報告、多媒體紀錄、模型
• 繳交期末個人心得報告(個人)
• 填寫課程評量

辛致煒老師
李孟學老師
其他教師

李孟學老師
其他教師

所有教師與社
區相關人士

(線上課程)

建築系 5107 教室

建築系 5107 教室

建築系 5107 教室

上課時間：

每堂課 60 分，課程分上午(8-12 點)、下午(1-5 點)，共 54 小時。
教學方式含異地教學、演講上課、實務模擬、評估教學、教學問答、團隊討論、多媒體紀錄、實體原型製作、原型方案實地驗證…等。

A.原型方案報告(小組):
每組團隊選定一個相關議題進行使用者、環境、活動需求評估分析與改善方案報告，每組報告時
間 40 分鐘，討論 10 分鐘。
定義問題

1.

Narrative 敘事 選定目標場所，辨識出使用該場域的主要族群（學齡前/後兒童、健康成
人、視覺障礙、中風、失智、一般老人...等等）進行『職能剖面』/『日常生活型態』分析:
「回答哪個族群會在此場所進行什麼樣的主要活動，這些活動代表的意義與重要性」
。
2. 根據 1.的評估資訊前提下，進行可及性環境分析
A) Person 人 描述使用該場域的主要族群之身心靈條件。
B) Occupation 職能 該場域中進行的主要活動，進行活動分析 (Activity Analysis)。
C) Environment 環境 環境可及性分析，通用性評估
3. Define Problem 定義問題 交叉比對 A、B、C，列出問題所在(三者交叉的結果)
4. Ideate 構想設計 根據問題提出可能的改善計畫。

Prototype 解決方案計畫
各組以各種媒介（投影片、影片、虛擬模型、實體模型…等等）呈現改善解決方案
1. 解決方案（環境改變為主，人的改變與活動策略改變為輔）
2. 成本分析 (估算進行改變的成本)、經濟系統方案 (計算與規劃金流)

解決方案

B.書面/多媒體紀錄/模型(小組)：
整合評估與解決方案報告，成為一份完整的書面報告。紙張 A4 大小，標楷體 12 級字，兩倍行
高。多媒體記錄/報告/成品一併繳交。
C.期末心得報告(個人):
紙張 A4 大小，標楷體 12 級字，兩倍行高，一頁以內之個人學習心得與回饋。
[註解]
- 一律採網路報名，額滿為止。報名請至下列網址: https://forms.gle/SNor5ieQ2DYDiTNW6
- 課程將會採用跨專業小組團隊學習。歡迎同學自組團隊報名：每隊 4~5 人，團隊成員至少要有
2 位職能治療系所之學生、再加上其他科系學生組成。
- 個別報名：將由老師進行協調安排組隊。
- 碩士班之學分取得，請以下列方式:
1. 經指導教授同意為各系所選修課程學分。
2. 經指導教授同意為其獨立研究學分與教學實習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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