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大綱及進度表
開課系所
開課學年
開課學期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中文)
課程名稱
(英文)
課程屬性碼
課程碼
分班碼

都市計劃學系（學士班）
108 學年度
上學期
■一 □二 □三 □四年級
參與式規劃設計方法
PARTICIPATORY DESIGN METHODS IN PLANNING

■1.人權、法治、權利等。
□2.教育防制犯罪教育。
□3.兩性、婦女、家庭、老人及幼兒等。 ■4. 社區、服務、文化教育。
教育主題類別
□5.相關 WTO 教育。
□6.相關智慧、消費者等課程或法規教育。
(請擇一勾選)
□7.鄉土、原住民等相關傳統教育。□8.傳播、數位、媒體資訊、科技教育。
■9.環境、保育教育。 □10.醫學藥物教育。 □11.海洋。 □99.其他。
■A.培養具專業力之都市及區域規劃設計師。
教育目標
□ B.培養具計畫觀之空間規劃設計專業研究人才。
(可複選)

□ F.具備國際觀與外語溝通能力
基本素養
(可複選)

核心能力
(可複選)

■
■
■
■
■
■
■
■

H.具備專業倫理與社會責任感
I.具備地球公民觀，尊重多元文化、環境永續與世代正義
J.具備人文關懷與環境美學素養
A.具備空間規劃設計專業理論知識
B.具備空間規劃設計分析方法知識與應用能力
C.熟悉空間規劃設計實務操作技能
D.具備跨領域知識整合應用技能
E.具備分析論述與表達溝通能力
■ G.具備團隊合作、組織領導及創新思考能力

先修科目或
先備能力

無

學分數
開課教師
e-mail
電話
Office
Hours
課程概述
(中、英文)

2
張秀慈
hsiutzuchang@mail.ncku.edu.tw
06-2757575 * 54228
週四下午 4-6 點

在目前強調團隊共創、公民社會、跨域治理的脈絡下，「參與」不再是單向
的資訊傳遞或單一的規劃過程步驟，如何規劃與設計參與，促進參與者在過
程中的彼此認識、啟動對話、建立共識建立、規劃行動與促進協作等，乃當
代規劃師需要具備的核心職能之一。本課程以概論的形式，從空間規畫專業
需求的角度切入，系統性地針對參與設計領域中目前已發展成熟的學科及應
用取向來進行簡介，透過團隊動力、參與科技、服務設計、和社區參與四個

主題模組，協助同學從內部的團隊建立開始，開始探索跨尺度、跨領域的參
與設計理論與方法，透過講義授課、課堂實作、以及專案執行，協助同學以
經驗學習的方式，透過做中學來深化學習成效。本課程亦透過業師參與課程
教學，導入當前最新之技術與工具，擴大規劃專業與跨領域參與設計業界之
連結。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no longer a one-way informed proces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here partnership, civic engagement, and
tran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re highly emphasized. How to plan
and design participation to promote understanding, dialogue,
consensus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aborative actions among
stakeholders has become a core competence for planners. This course
is an introductory course for participation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lanners. We will incorporate the related
theories and method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in the profession of
the Group dynamic, Service design, Technology of participation and
Participatory planning. Through four modules, students will
gradually learn how to design participation from small-scale team
building to large-scal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policy
discussion. Through lectures, in-class practicum, and group
projects, students will develop deep-learning through hands-on
practices. This course also introduces the latest technology and
tools by inviting practitioners as guest lectures to expand the link
between planning professionals and participation design-related
disciplines and industries.

教學目標

授課課程
大綱明細

1. 依空間規畫專業需求導入參與設計相關理論及方法
2. 透過課程實作與專案發展熟悉方法之應用
3. 理解不同規劃階段與尺度可應用之參與設計方法
4. 轉化參與設計於個人規劃、團隊工作與專業應用
【課程進度】
週次

進度

1

課程簡介 (焦點討論+CK Forum)

2

團隊建立 1：我的使用手冊

3

團隊建立 2：角色扮演

4

團隊建立 3：SDG 桌遊課

5

專案簡報 I

6

參與科技 1：世界咖啡館

7

參與科技 2：開放空間

8

參與科技 3：團隊共創

9

專案簡報 II

10

設計思考 1：4D 理論

11

設計思考 2：人物誌

12

設計思考 3：使用者故事地圖

13

專案簡報 III

教學方法

參考書目

課程要求

14

社區設計 1：模式語言

15

社區設計 2：城市意象

16

社區設計 3：Charette

17

專案簡報 IV

18

Gallery Walk 與課程反思

本課程包含四個模組，每四周為一個模組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分別針對參
與設計中發展成熟的四個應用領域，包含 1)團隊動力、2)服務設計、3)參
與科技、4)社區參與來規劃，每個模組主題包括三堂講義實作課程以及一堂
專案簡報課程，以做中學來深化學習成效。第一周將介紹除了課程介紹外，
將導入焦點討論法與本系黃偉茹老師已發展之數位參與平台 CK-Forum，協
助後續課堂經營與知識累積；最後一周將以 Gallery Walk 和工作坊的方式，
以互動的方式協助同學整理反思課程學習之成果。本課程將透過兩次業師的
協同教學，導入新興的參與設計技術與經驗分享。
1.

森時彥 (2008) 《引導者的工具箱: 帶動會議、小組、讀書會, 不怯場
更不冷場》
，陳美瑛譯 ，台北：先覺。
2. 哈里森.歐文 (2006) 《開放空間科技 : 引導者手冊》，吳咨杏, 鐘琮
貿, 林慧玲譯，台北：紅螞蟻。
3. 山姆．肯納 (2007) 《誰說我們不能一起做決定 –參與式決策引導寶
典》
，洪慧芳譯，台北：開放智慧引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布萊恩．史坦菲爾 (2010) 《學問：100 種提問力創造 200 倍企業力》，
陳淑婷、林思玲譯，台北：開放智慧引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提姆．布朗 (2010)，
《設計思考改造世界》吳莉君譯，台北：聯經
6. 克里斯多福．亞歷山大，
《建築模式語言》
，王聽度, 周序鴻譯，台南：
六合
7. 凱文．林區(2014)，《城市的意象》
，胡家璇譯，台北：遠流。
8. 山崎亮(2015) 《社區設計：重新思考「社區」定義，不只設計空間，
更要設計「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 莊雅琇譯，台北：臉譜。
9. Arenstein S., 1969,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35, 216-224.
10. Chevalier, Jacques M., and Daniel J. Buckles. SAS2 social
analysis systems: A guide to collaborative inquiry and social
engagement. IDRC, 2008.
11. Healy P., 1992, Planning through debate. The communicative turn
in planning theory, Town Planning Review, 63, 143-162.
12. Innes J.E., 1996, Planning through consensus building. A new view
of the comprehensive planning ide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62(4), 460-472.
13. Stickdorn, M. & Schneider, J. 2010, This is Service Design
Thinking. Basics – Tools – Cases, Amsterdam: BIS Publishers
14. Wates, Nick. (2014). The Community Planning Handbook: How people
can shape their cities, towns & villages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Routledge.
❑ 學生將以分組方式積極參與課堂實作與討論
❑ 專案發展每個模組各一個(共四個)，主題可延續整學期，專案發展呈現
方式以海報及簡報為主
❑ 課程以個人反思來評估了解學習成效，雖不計分但列為必交之作業
❑ 以 SHOW and Tell 方式鼓勵同學分享參與設計相關案例與工具

評量方式

學習規範

課程網址
助教資訊
課程學習融

1.

專案簡報 I-團隊建立 20%

口頭簡報 10%

海報 5%

組內互評 5%

個人反思 (不計分)

2.

專案簡報 II-設計思考 20%

小組簡報 10%

海報 5%

組內互評 5%

個人反思 (不計分)

3.

專案簡報 III-參與科技 20%

小組簡報 10%

海報 5%

組內互評 5%

個人反思 (不計分)

4.

專案簡報 IV-社區設計 20%

小組簡報 10%

海報 5%

組內互評 5%

個人反思 (不計分)

5.

課堂表現 20%

出席狀況 10%

其他表現 10 %
- 課堂練習
- 課堂參與
- Show and Tell

❑ 請尊重自己的學習權益，不要遲到，上課鐘響前請就定位，準時點名。
超過時間未就定位者，以遲到論；每節遲到 30 分鐘以. 上者視同曠課。
❑ 上課時，為尊重課堂學習情緒，請關閉手機及筆電。
❑ 完全遵守教室之使用規定.，使用完畢後請恢復原狀。
❑ 請假請於課前以電子郵件通知授課老師及助教。
❑ 本課程主要採分組進行課程活動，依要求於課前妥善準備、閱讀指定資
料及發展專案。
無
黃奕綺 hyc821030@gmail.com
議題或內容 Issues or Contents

關聯性 Correlation

入議題或具

性別平等 Gender Equity

直接相關 Direct correlation

內涵程度

觀光旅遊產業 Tourism

無相關 No correlation

綠色能源產業 Green Energy Industry

無相關 No correlation

文創產業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間接相關 Indirect correlation

環境保護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無相關 No correlation

人權教育 Human Rights Education

直接相關 Direct correlation

服務學習 Service Learning

直接相關 Direct correlation

法治教育 Law-Related Education

無相關 No correlation

生命教育 Life Education

直接相關 Direct correlation

智慧財產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間接相關 Indirect correlation

環境安全 Environmental Safety

無相關 No correlation

健康醫療照護產業 Health,Medical
Treatment, Nursing Industry

備註

無相關 No correlation

精緻農業產業 Advanced Agriculture

無相關 No correlation

生物科技產業 Biotechnology Industry

無相關 No correlation

學術研究取向 Academic Orientation

間接相關 Indirect correlation

工作實務取向 Pragmatic Orientation

直接相關 Direct correlation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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