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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類：前瞻人才跨領域課群發展計畫
□B 類：前瞻人才跨領域學習環境與課程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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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表
學校名稱 元智大學
計畫名稱 數位跨域 銀享生活 2.0
計畫主持人 劉宜君
主責單位 （如勾選 A 類，可免填）

合作單位
計畫目標

（如勾選 A 類，可免填）

人文教育在全球化、數位化、少子化衝擊下面臨極大影響，經濟發展演
變為全球競爭，延伸出就業結構的改變、社會以科技為首，普遍重理工輕
人文，人文教育越趨向與產業需求脫節，這些現象皆不利於人文教育的發
展。但反觀目前亦受全球關注的高齡化社會議題，將成為人文及社會科學
領域新契機。人文教育中強調以「人」為主的人文關懷、社會研究、文化
素養、美學設計、價值觀念的學科領域，在未來高齡社會中將顯得更重要
角色，但必需透過「跨域」合作、針對真正的需求對「科技」創新應用，
再利用「設計」落實創意，並於社會實踐才能開創新局。
因此本計畫針對高齡化的議題，提出「跨域、科技、設計」為主旨的跨
單位、教研合一的實踐模式，進行工程與人文領域教師實質的跨域合作與
專業增能、發展具數位前瞻跨域能力的師資群，來共同解決高齡化議題並
達到未來社會「數位跨域銀享生活」的目標。共同透過數位科技及跨域合
計畫摘要 作之創新設計，來影響高齡者的衣、食、住、行，並探討如何讓高齡者樂
（650 字 在老年。以下為本計畫對前瞻議題三大主旨之定義：
內）

「跨域」強調使用者為中心、以人為本、並以議題導向專案進行實質合作；
「科技」強調娛樂多於功能、將技術隱藏在生活中的科技創新應用；
「設計」強調適應性設計、以人文關懷出發的代間設計。

計畫推動策略與作法
針對計畫目標，本團隊教師由人文與工程領域組成四位核心師資及兩位
支援師資。依各教師專長領域，以「跨域設計」作為跨域合作實踐，從
「社會需求」、「工程技術」、「評估管理」各個面向整合，建立本計畫
之跨域教師群組，並透過教研合作深化各領域教師對前瞻議題之教學與研
究（架構圖 2）。
本計畫推動跨域合作的重點以設計思考步驟解決真實問題來進行。從高
齡化社會或相關產業的真實「設計」問題開始，跨域教師共同以線性/非線
性的方式進行五大步驟實質合作：需求—釐清—設計—原型—評估，藉由
交集之「跨域思維」來解決問題（架構圖 4）。每一步驟皆包含了本計畫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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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教師群的工程與人文領域的專長/研究，最後兩步驟甚至加入支援教師之
管理政策的商業思維。希望從交集中激發出創意的火花。
從五步驟跨域思維的架構，進而將教師社群的主要課程整合成「跨域課
程模組」（架構圖 5），目前依據教師社群共同討論並達成共識，共規畫了
五個模組，各個步驟所選擇的跨域課程皆是本計畫師資於元智大學課程教
授中的重點/特色課程，將於本期計畫時程試辦。為了讓跨域教師群可以更
密切合作且實質進行跨域思維的激盪，本計畫希望先於第零期降低教師跨
域合作門檻，並熟悉彼此，不為了跨域合作而全面修改/打亂教師原有課程
內容甚至強迫教師新開設課程，而是以「模組導入」的推動策略，藉由不
同主題（設計問題）及選擇跟跨域教師教研較為相關的步驟（五步驟中皆
可選擇），再共同規畫出跨域課程模組，以議題導向工作坊的模式導入課
程，時間可以很短，但卻可真正讓教師投入及實質合作。
預期效益與關鍵績效指標
本計畫包含人文及工程跨域教師群共同合作所發展之創新教學，對於未
來高齡化社會的前瞻議題將有深入之基礎研究，同時發展前瞻技術（人工
智慧、VR、大數據分析、智慧數位自造等）之創新設計與應用，預期在老
人福祉科技、老年學研究、社會與文化研究、代間溝通、人機互動、人因
工程、電腦輔助技術、醫療照護管理等相關領域均能產生豐碩之研究成
果。從教研合一師資群的培育，預計除了「跨域課程模組」的產出，同時
也將教學實務結合研究能量，產出一至二篇學術期刊論文及三至五篇研討
會論文，另將以教學成果參加國際或國內知名設計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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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整體推動架構圖
1. 前瞻議題之目標架構
本計畫針對高齡化的議題，提出「跨域、科技、設計」為主旨的跨單位、教研合一的實
踐模式，進行工程與人文領域教師實質的跨域合作與專業增能、發展具數位前瞻跨域能力
的師資群，來共同解決高齡化議題並達到未來社會「數位跨域銀享生活」的目標。共同透
過數位科技及跨域合作之創新設計，來影響高齡者的衣、食、住、行，並探討如何讓高齡
者樂在老年。以下為本計畫對前瞻議題三大主旨之定義（架構圖 1）：
「跨域」強調使用者為中心、以人為本、並以議題導向專案進行實質合作；
「科技」強調娛樂多於功能、將技術隱藏在生活中的科技創新應用；
「設計」強調適應性設計、以人文關懷出發的代間設計。

架構圖 1. 前瞻議題之「跨域、科技、設計」架構

2. 跨域師資群組與創新合作模式
針對計畫目標，本團隊教師由人文與工程領域組成四位核心師資及兩位支援師資。依各
教師專長領域，以「跨域設計」作為跨域合作實踐，從「社會需求」、「工程技術」、
「評估管理」各個面向整合，建立本計畫之跨域教師群組，並透過教研合作深化各領域教
師對前瞻議題之教學與研究。架構圖 2 為各教師專長及於跨域教師群組架構中的角色。

架構圖 2. 跨域教師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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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跨域教師群組架構，進一步依教師的研究方向與教學主題，發展成針對本計畫前瞻
議題之跨域合作創新模式，如圖 6 所示由下而上，針對高齡化議題並以本計畫「跨域、科
技、設計」為主旨的跨單位、教研合一的實踐地基（Foundation），從需求、技術、設計、
管理不同面向的柱子（Pillar），柱子間進行議題導向專案之跨域合作，希望藉由設計思
考、社會需求了解真正問題，利用前瞻工程科技（人工智慧、VR、大數據分析），透過設
計實踐、評估及創新管理模式，來共同解決高齡化社會議題，以達到本計畫前瞻議題目標
「數位跨域銀享生活」，最後希望可成為政策建議的大屋頂（Roof），架構圖 3 為本計畫之
創新跨域合作架構圖。

架構圖 3. 創新跨域合作模式

3. 計畫推動重點與策略
本計畫推動跨域合作的重點以設計思考步驟解決真實問題來進行。如架構圖 4 所示，從
高齡化社會或相關產業的真實「設計」問題開始，跨域教師共同以線性/非線性的方式進行
五大步驟實質合作：需求—釐清—設計—原型—評估，藉由交集之「跨域思維」來解決問
題。圖中每一步驟皆包含了本計畫核心教師群的工程與人文領域的專長/研究，最後兩步驟
甚至加入支援教師之管理政策的商業思維。希望從交集中激發出創意的火花。

架構圖 4. 跨域合作之推動重點-「跨域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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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步驟跨域思維的架構，進而將教師社群的主要課程整合成「跨域課程模組」（架構
圖 5），目前依據教師社群共同討論並達成共識，共規畫了五個模組，各個步驟所選擇的跨
域課程皆是本計畫師資於元智大學課程教授中的重點/特色課程，於第零期時程試辦。為了
讓跨域教師群可以更密切合作且實質進行跨域思維的激盪，本計畫希望先於第零期降低教
師跨域合作門檻，並熟悉彼此，不為了跨域合作而全面修改/打亂教師原有課程內容甚至強
迫教師新開設課程，而是以「模組導入」的推動策略，藉由不同主題（設計問題）及選擇
跟跨域教師教研較為相關的步驟（五步驟中皆可選擇），再共同規畫出跨域課程模組，以
議題導向工作坊的模式導入課程，時間可以很短，但卻可真正讓教師投入及實質合作。

架構圖 5.「跨域課程模組」架構圖
4. 計畫推動方法與執行工作
本計畫針對前述計畫目標及執行策略，進行跨域教師群之間實質合作，進而開發跨域課
程模組進行試教。為了讓工程與人文領域教師瞭解彼此的研究專業與教學模式，本計畫以
強調「共學、共作、共享」三面向的機制來辦理跨域教師之專業增能、社群網絡發展及前
瞻議題共學研究的相關活動，培育研教合一之跨域教師群，如架構圖 6 所示。。

架構圖 6.「共學、共作、共享」活動辦理促進跨域教師瞭解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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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
壹、申請單位概況
本校人文社會學院（以下簡稱人社院）設有中國語文學系、社會暨政策科學系、應用外
語系、藝術與設計系及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學位學程。相異於國內其他大專院校通常將
此四科系分立為四個學院，本校之人文及社會科學領域同歸屬人社院。也因此，特色為
「四合一」（Four in one）的綜合性學院，展現出人社院多元豐富之知識風貌，在一個學院
規模下，學生將可學習到四個學院的跨領域知識，拓展學生未來的職涯發展空間。
在全球化與數位浪潮的襲擊下，台灣社會與經濟結構正經歷急遽的轉變。面對重大的社
會議題，如高齡化、少子化、環境汙染與能源短缺等，大學的人才培育方式也面對社會各
界的批判與質疑。除針對人社院之優勢與劣勢、機會與威脅進行 SWOT 分析（圖 1），本校
經由校務發展分析，了解師生所面臨的困難及待解決問題（圖 2），而雇主滿意度調查、校
友問卷調查及校務研究結果等資料顯示，迎接人工智慧數位經濟時代，未來社會人才須具
備資通訊能力及跨域知識。為此，人文社會科學領域的教育必須大幅度的改變。

•教師研究能量高

•少子化
•就業結構改變

•人文教育價值被低估

優勢分析

劣勢分析

（S）

（W）

威脅分析

機會分析

（T）

（O）

•
• 高齡化社會

圖 1. 人社院 SWOT 分析

圖 2. 學校現況與待解決問題

因應數位科技時代的來臨，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出《數位跨域（Digit+@YZU）創
新人才培育計畫》。本計畫以元智校園為中心擴及桃園為實踐場域推動數位、跨領域科技
人才培育；透過「新雙語」（全校學生必修程式語言、各學院均設英語專班）為跨域學習
之「雙主軸」，破除系所藩籬，樹立以學院為軸心的人才培育，塑造新世代兼具數位創新
能力、國際視野與社會責任的「鼎型人才」(π型)。
為此，107 學年度大學部新生必修至少四學分的程式語言課程，以培養學生基礎運算思
維能力，以及畢業前必須修習二至三門數位相關課程。本校人社院作為本校負責推動人文
及社會科學領域之專業單位，配合本校前述「數位跨域 Digit+@YZU」主軸，分別依據本院
系所特色發展特色數位應用課程，加入大數據資料分析、數位自造、互動設計、數位電子
書設計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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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校人社院各系開設的課程：「大數據與政策分析應用」（社政系）、「電腦輔
助設計與製造」、「藝術與設計創作」跨域學程、「設計創作」（藝設系）、「文化創意
產業英文」（應外系）、獲得 106 及 107 年教育部「數位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創新計畫」補助。
人社院將前述課程列為院級「特色數位應用課程」。
再者，有鑑於創新創業機制為本校人文及社會科學領域較弱的一環，本校人社院在 106
年度執行「頑皮塘 101 數位文創智造夢工廠」創新教學試辦計畫，訓練學生操作數位科技工
具，透過「玩文學」、「玩美學」、「玩影音」、「玩文創」、「玩生態」等「五玩」理
念，落實埤塘人文、生態為桃園重要環境教育場所與空間，讓跨系學生透過團體合作運作
方式將人文藝術與社會關懷思維透過數位科技呈現，落實整合人文與科技之能力。
最後，在高齡議題方面，計畫主持人服務的社政系開設許多與高齡者服務、長照服務相
關的課程，除了「社會福利概論」外，其他包括：「長期照顧政策」、「老人福利」等。
此外，每學年均辦理非正式課程活動，如「面對高齡化社會工作坊」、「高齡化工作坊：
老可夢 GO」、「高齡化社會的一帖解方：長照與失智關懷實務工作坊」等。此外，為能將
高齡者的服務達到跨領域效用，與工程學院的機械系、工管系、管理學院（不分系）、通
識教學部推動跨院的「老人福祉科技跨域產業學程」，歷年已有社政系學生取得該學程證
書 。因此，希望執行此一計畫，強化學生對於高齡服務的科技設計能力。換言之，本計畫
在於培養社會人文領域學生以前瞻思維，設計與使用數位工具的信心與能力，產生利用數
位工具幫助自主學習與邏輯思考的習慣， 並藉此提昇學生的可攜式數位能力。
在前述教學試辦的基礎下，本校人社院持續精進以社區為實踐場域的創新教學，以院內、
院外與校外的跨領域思維進行教學設計，培養鼎型(π型)人才，主要做法為透過建立院級跨
域數位學程，社區設計為主軸，依各系專業結合社會服務、文化創意、語言學習、藝術設
計等，打破跨域系所藩籬，並逐年降低傳統課程理論型與固定型的授課方式，開設彈性多
元課程，讓學生依興趣、性向、能力修習不同課程，以提升人文及社會科學領域學生之跨
領域語數位應用的專業。讓學生從 I 型人（具一項專業的專才）、T 型人（一項專業＋其他
領域知識者）轉變到π型人（兩項專長的通才）」的全方位人才。
而在教研能量及現行行政與教務體制配合，本校提供多元的教師教學與研究獎勵措施與
資源提供，並逐漸推動以學院為主體之教師員額配置模式、檢討專兼任教師合理結構，強
化彈性薪資之運用與成效、精進教師職涯發展機制。本校於 2017 年起將教師升等明確分為
學術、教學、產學三類。除原有之學術研究升等外，另規劃教學研究及產學研究升等條件，
教師可依其專長選擇升等管道。為鼓勵教師朝教學研究、產學研究升等，本校持續辦理
「應用研究以技術報告之成功升等經驗分享會」、「教學研究升等經驗分享會」，以講者
的親身經驗引導本校教師準備升等資料，並協助教師升等資料進行預審以利教師檢視升等
資料的缺失與精進。此外，辦理相關工作坊協助教師申請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落實教
師分流計畫。並積極與本校校務研究中心（Institutional Research Center）合作，規劃校務研
究資料庫長期建立學生學習相關指標、掌握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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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人文教育在全球化、數位化、少子化衝擊下面臨極大影響，經濟發展演變為全球競爭，
延伸出就業結構的改變、社會以科技為首，普遍重理工輕人文，人文教育越趨向與產業需
求脫節，這些現象皆不利於人文教育的發展。但從前述本院 SWOT 分析的機會分析（O），
目前亦受全球關注的高齡化社會議題，將成為人文及社會科學領域新契機。人文教育著重
人文關懷，文化素養、設計美學及價值觀的培育，必需由長期累積的學習，內化成個人的
觀念、想法、態度、行為與氣質，訓練具創意及批判性思考的人才。基於「以人為本」的
人文關懷主軸，再藉由人文與科技跨域整合、教育創新及社會實踐，相信對於解決高齡化
議題極具優勢，人文教育的價值也將被重新定義。
因此，本計畫延續第零期的「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的構想，以及研究團
隊「Pillow Fight （枕頭戰 — 我要我們憶起玩）」註 1 在 2019 年 4 月 16 日參加由美國史丹福
長壽中心舉辦的銀髮設計競賽(Stanford Design Challenge），獲得全球第三佳績的基礎上，
第一期繼續選擇「人口結構變遷」之高齡化為前瞻議題。

註 1: Pillow Fight「枕頭戰」為本計畫共同主持人林楚卿老師團隊所研發之代間關懷互動設計產
品，藉由物聯網及導電纖維技術，將科技隱藏於日常生活中常見的抱枕，結合遊戲程式，透過簡單
拍打抱枕的動作來玩遊戲，主要讓長者與孩童可跨代共玩的互動設計產品，共有兩款遊戲：競爭型
及協同型，希望跨代共玩拉近彼此的情感、建立回憶；枕頭戰可一起玩、也可遠距離連線玩。

前瞻議題 – 老人福祉科技（Gerontechnology）
台灣社會於 2018 年 65 歲人口已經突破 14%，正式邁入高齡社會，預估 2026 年將成為超
高齡社會，同時面對高齡及少子化的衝擊，扶老比也開始持續提升（圖 3），因應老化社會
帶來的青壯年照顧及扶養負擔因此加重。未來對於高齡者生活支援與健康照護需求已不能
單純由增加照護人力就足以滿足。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2002 年提出「活躍老化」
（active ageing）政策架構，主張從健康、參與以及安全三大面向，來提昇高齡者之生活品
質（WHO, 2002）。除了人文關懷，藉由科技迅速發展，如何研發適合的科技產品、系統、
服務及環境，使得高齡者能夠獨立生活並有充分的社會參與，同時提供子女、家人及專業
照護者更方便、更有效率的照護工具，應是面對高齡化社會最重要的策略之一。因此「老
人福祉科技」（Gerontechnology）便是在這樣的背景與社會需求下誕生。 “Gerontechnology”
這個字結合了老人學（gerontology）和科技（technology），從字面意義就明顯是人文及工
程學科之整合。「老人福祉科技」於 1991 年正式成為一個跨學科整合之學術領域（Bouma
and Graafmans, 1992）。而「老人福祉科技」實際上強調的是「跨域設計」，以提升老年生
活品質為目標，希望藉由對老人社會之人本關懷及工程技術的實踐，設計適應老年健康與
安全的獨立生活及社會參與之環境或產品。於 1997 年在歐洲成立之「國際老人福祉科技學
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Gerontechnology, ISG）對“Gerontechnology”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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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ing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for independent living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older
persons in good health, comfort and safety.” (http://www.gerontechnology.info/)

圖 3. 高齡化時程、扶老比統計
資料來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 至 2065 年）」 ，2018 年 8 月

科技需要基於使用者需求進而創新應用，來解決人類生活問題。由 Joseph Coughlin 教授
於 1999 年創立的麻省理工學院老化實驗室（MIT AgeLab），是科技與老人跨學科研究的實
驗室，長年致力於人口發展趨勢觀察，研究 50 歲以上族群的行為、科技在這個族群扮演的
角色，以及科技創新/革新如何能夠改善老年族群以及其家人的生活。Joseph Coughlin 主任
於 2017 年底出版的書籍《The Longevity Economy》，藉由其團隊對美國老年社會長期投入
研究，書中並透過實際的案例及研究數據，從金融、居住、健康保險、消費者產品以及人
際關係各個角度來探討老年經濟學，打破我們對老齡需求傳統過時的想像，一窺他們真正
的需求是什麼，協助企業理解老年人的真正需求（Coughlin, 2017）。Joseph Coughlin 教授從
數據研究指出高齡社會消費群以女性為主，但影響我們共同未來的科技產業都是男性工程
師主導，導致科技產品對高齡者接受度低。需求與產品之間的巨大差距將成為創新的機會。
尤其大專院校每年培育許多照護相關專業的學生，但畢業後實際從事照護工作的比例仍
有限。除了因為照護工作者的所得長期偏低外，亦因社會對照護工作者的專業肯定不高。
不論從現實考量，或是工作成就感上，都讓青年人望之卻步（優照護，2016）。此外，過
去相關研究指出醫學系、護理系、心理系與社工系等未來有很高機率從事高齡者服務工作
的學生，對高齡者常具有負面觀感，而且對於從事照護高齡者照顧相關工作的意願偏低。
而投入高齡照顧領域的工作意願，深受其抱持的老化態度的影響（劉慧津，2001；Ferrario,
Freeman, Nellett, and Scheel, 2007; Gonçalves, 2009；陳毓璟，2014）。賀豫菁、鄔蜀芳、江
敏齊、巫宛儒、鄭喬庭、彭聖馨（2015）研究發現青年人普遍對於老人的觀感是負面的，
諸如可憐的、空虛的、害怕孤獨與死亡、依賴的、抗拒改變、固執、囉嗦、難溝通、權威、
生活單調空虛等。唯一較正面的態度是對老人社會地位的肯定，並具有「傳承者」的正面
價值。因此，大學生是否願意在日常生活中接納並且關懷高齡者，發展與高齡者的良性互
動，甚或願意投身高齡者相關的工作，為臺灣高齡者「成功老化」的關鍵因素（陸洛、高
旭繁，2010）。
因此，如何讓需要照護的民眾找得到優質的人力，而專業的年輕人亦能找到施展空間，
避免產生「青年不進來，長照沒未來」的問題。本研究認為社會上仍對於高齡者存在部分
的偏見及負面印象，認為他們是社會的「負擔」，負面印象的生成，有時是源於不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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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是因為不願意理解。另一方面，臺灣人口呈現少子女及高齡化趨勢，老少世代間的接
觸機會比以前大為減少。國內、外研究發現，大學生對於高齡者的整體看法略呈負面，尤
其是在生理與心理的評價（陳毓璟，2014；陳宜汝，2002；Kimuna, Knox, and Zusman, 2005;
Lee, 2009）。促進世代融合的做法，主要利用學校及社區場域，透過「跨代共融」的設計在
於讓年輕一代透過接觸高齡者，建立認知、消除偏見，嘗試逆轉對於老化、老人的負面印
象。為此，本計畫將「跨代共融」視為一種具有共享特質的創新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
亦即在設計這些計畫時，看到使用者所處的脈絡或社會情境對個人的行為、社群產生的影
響，針對「人」設計出量身訂作的解決問題系統（嚴佩琪，2016）。
由此可見，人文教育中強調以「人」為主的人文關懷、社會研究、文化素養、美學設計、
價值觀念的學科領域，在未來高齡社會中將顯得更重要角色，但必需透過「跨域」合作、
針對真正的需求對「科技」創新應用，再利用「設計」落實創意，並於社會實踐才能開創
新局。

前瞻議題之目標架構
因此本計畫針對高齡化的議題，提出「跨域、科技、設計」為主旨的跨單位、教研合一
的實踐模式，進行工程與人文領域教師實質的跨域合作與專業增能、發展具數位前瞻跨域
能力的師資群，來共同解決高齡化議題並達到未來社會「數位跨域銀享生活」的目標。共
同透過數位科技及跨域合作之創新設計，來影響高齡者的衣、食、住、行，並探討如何讓
高齡者樂在老年。以下為本計畫對前瞻議題三大主旨之定義：
「跨域」強調使用者為中心、以人為本、並以議題導向專案進行實質合作；
「科技」強調娛樂多於功能、將技術隱藏在生活中的科技創新應用；
「設計」強調適應性設計、以人文關懷出發的代間設計。

圖 4. 前瞻議題之「跨域、科技、設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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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師資群組與創新合作模式
針對計畫目標，本團隊教師除延續第零期計畫由人文與工程領域組成四位核心師資及五
位支援師資，與邀請三位業師加入。本計畫團隊成員之教師與業師資料詳表 1。
表1

本計畫團隊成員領域與職稱

類別 領域

姓名

職稱

核心 人文

劉宜君

社會政策科學學系教授兼主任

核心

林楚卿

藝術與設計學系副教授兼老人福祉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

支援

中澤一亮

應用外語學系副教授兼人社院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支援

王盈婷

社會政策科學學系助理教授

支援

曾詠青

管理學院科技管理學群助理教授

支援 工程

徐業良

機械工程學系教授兼老人福祉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核心

孫天龍

工業工程管理系教授

核心

周金枚

工業工程管理系副教授

支援

黃皓

工業工程管理系助理教授

業師 人文

王珠惠

業師

楊寧茵

亞智威信有限公司董事長、
國立台北護理健康大學護理學院高齡健康照護系兼任副
教授
銀享全球共同創辦人

業師

吳克釗

桃園市中壢區北貴里里長、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立國宏老人長期照顧中心主任

依各教師專長領域，以「跨域設計」作為跨域合作實踐，從「社會需求」、「工程技
術」、「評估管理」各個面向整合，建立本計畫之跨域教師群組，並透過教研合作深化各
領域教師對前瞻議題之教學與研究。圖 5 為各教師專長及於跨域教師群組架構中的角色。

圖 5. 跨域教師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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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跨域教師群組架構，進一步依教師的研究方向與教學主題，發展成針對本計畫前瞻
議題之跨域合作創新模式，如圖 6 所示由下而上，針對高齡化議題並以本計畫「跨域、科技、
設計」為主旨的跨單位、教研合一的實踐地基（Foundation），從需求、技術、設計、管理
不同面向的柱子（Pillar），柱子間進行議題導向專案之跨域合作，希望藉由設計思考、社
會需求了解真正問題，利用前瞻工程科技（人工智慧、VR、大數據分析），透過設計實踐、
評估及創新管理模式，來共同解決高齡化社會議題，以達到本計畫前瞻議題目標「數位跨
域銀享生活」，最後希望可成為政策建議的大屋頂（Roof），圖 6 為本計畫之創新跨域合作
架構圖。

圖 6. 創新跨域合作模式

參、計畫推動重點、策略與方法
計畫推動重點與策略
由於此計畫為「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推動之第零期，為期七個月的時程，
本計畫團隊主要先著重在跨域教師社群之建立，並依據圖 6 創新跨域合作的架構，發展良好
的實質合作模式。如前所述，本計畫將藉由跨域設計的實踐促使工程與人文領域教師合作，
共同解決高齡化議題並達到未來社會「數位跨域銀享生活」的目標。因此本計畫推動跨域
合作的重點以設計思考步驟解決真實問題來進行。如圖 7 所示，從高齡化社會或相關產業的
真實「設計」問題開始，跨域教師共同以線性/非線性的方式進行五大步驟實質合作：需求
—釐清—設計—原型—評估，藉由交集之「跨域思維」來解決問題。圖中每一步驟皆包含
了本計畫核心教師群的工程與人文領域的專長/研究，最後兩步驟甚至加入支援教師之管理
政策的商業思維。希望從交集中激發出創意的火花。由於本計畫強調以人文本，設計問題
的解決也希望藉由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User-Centered Design， UCD）方法執行，因此人
文專長教師扮演重要角色，必需深度洞察高齡者（使用者）的真正需求，進行人文設計思
維與工程運算思維及管理商業思維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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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跨域合作之推動重點-「跨域思維」

從五步驟跨域思維的架構，進而將教師社群的主要課程整合成「跨域課程模組」（圖
8），目前依據教師社群共同討論並達成共識，共規畫了五個模組，各個步驟所選擇的跨域
課程皆是本計畫師資於元智大學課程教授中的重點/特色課程，已經於第零期計畫開始規劃
與試辦。為了讓跨域教師群可以更密切合作且實質進行跨域思維的激盪，本計畫希望先於
第零期降低教師跨域合作門檻，並熟悉彼此，不為了跨域合作而全面修改/打亂教師原有課
程內容甚至強迫教師新開設課程，而是以「模組導入」的推動策略，藉由不同主題（設計
問題）及選擇跟跨域教師教研較為相關的步驟（五步驟中皆可選擇），再共同規畫出跨域
課程模組，以議題導向工作坊的模式導入課程，時間可以很短，但卻可真正讓教師投入及
實質合作。
搭配元智大學高教深耕計畫之多元教學課程發展，本計畫「跨域課程模組」進行模式，
主要以本校跨域能力培育之彈性課程—「三創課程」為跨域合作授課方式。「三創課程」
屬跨系所選修之一學分微課程，教師可於每學期自由申請，經由校級課程委員會審查後通
過即能開課，鐘點費也不受授課上限限制。課程授課時間與方式則由授課教師決定，多數
以工作坊形式授課。本計畫共同主持人林楚卿老師、孫天龍老師及周金枚老師於 106 學年，
為了執行「教育部設計思考跨域人才培育苗圃計畫」，與跨域教師共同合作申請了兩學期
的「三創課程」，於周末密集進行跨領域設計工作坊，雖為一學分課程但跨域學生的學習
成效非常好，課程中具良好互動，對教師跨域合作教學及研究也同時產生極大的效益。三
位老師從中體驗與學習了相當多的跨域合作及教學經驗，將有利於本次計畫的跨域合作執
行。
此外，本計畫規畫之「跨域課程模組」，都將從產業或高齡社會真實問題出發，為議題
導向之實作/實務教學。配合本校校務發展及高教深耕計畫執行，本校加強議題導向實作課
程，透過「真實場域、真實議題、真實企業、真實解決方案」四大元素設計課程，強調以
人為本、跨域合作、做中學，以培養學生具備觀察體驗、設計思考及專業素養能力，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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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領域整合創新者。「議題導向實作專題課程」已經成為元智大學 107 學年度入學學生，至
少必須修習三學分的必修課程。因此，本計畫提出的創新「跨域課程模組」實施，將有學
校完整的配套措施，資源整合與執行上也相對具優勢。

圖 8.「跨域課程模組」架構圖
註：本校已於 106 學年度開設「三創課程」-創意思考（周金枚老師開設）、創客實作（林楚卿
老師開設）以及創業實務，開放全校學生跨系所選課。藉由將設計思考導入相關課程，透過創客實
作，豐厚校園創新創意潛能。本三創課程集結產、官、學界資源從創意發想、原型、產品到行銷計
畫，將課程專業知識與生活問題結合。透過開放給全校同學選修，培養具有解決真實問題、實作、
跨域合作與自主學習能力的未來人才。

表 2 為「跨域課程模組」之課程屬性與特色摘要表。

表 2「跨域課程模組」之課程屬性與特色摘要表
課群名稱
1

【需求】
尋找問題
數據分析

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

修課年級

跨域課程模組與教學特色

社會福利概論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大一

前瞻議題：
為未來需照顧更多長者的年輕人尋找關
鍵問題, 以協助他們面對未來挑戰。

資料分析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大三

「跨域課程模組」導入原課程 (18 hr)
 真實場域體驗 6hr
 資料收集(線上問卷、設計之利害關
係人相關資訊) 6hr
 藉由 Excel 統計工具進行資料分析
6hr
跨域學生：社政系、工工系、藝設系、
機械系、管院、資工系、電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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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思維

【釐清】
以人為本
數據分析
前瞻技術

3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不限年級
跨系跨院
選修

數位分析
3D 數位內容
製作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大三
大四

資料分析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大三

數位自造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不限年級
跨系跨院
選修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大二

創新產品開發
實務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大四
碩一

互動科技裝置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大三

人因工程
【設計】
技術發展
創意發想

4

【原型】
設計實踐
技術實建
創新管理

5
【評估】
使用者測
試

操作，基於「以人為本」的基礎，釐清
產業問題，提出創新產品設計構想。
「跨域課程模組」導入原課程 (18 hr)
 情境說明-邀請業師或領域專家給予
經驗分享 2hr
 定義問題
 發想 idea（情境、行為、產品）
 收斂、分類
 福祉科技技術分析
 設計產品（歸納、討論、3D 繪製）
 發表

前瞻議題：
為未來需照顧更多長者的年輕人設計跨
代共融產品。
「跨域課程模組」導入原課程 (18 hr)
 設計思考發想
 人因工程概念說明
 數位自造技術操作，從簡易模板原型
發想其他可行性（扁平化技術教學）
 收斂、整合
 發表、真實使用者當評審

創新管理與實
務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大三

人因工程_
工作應用領域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大四
碩一

17

前瞻議題：
如何用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 流程

前瞻議題：
如何以研發中的科技設計產品, ex「枕
頭戰」,再以跨領域合作，發展更符合
未來市場需求的設計情境，可商品化的
技術實踐及構思產品的創新管理模式
「跨域課程模組」導入原課程 (18 hr)
 使用者經驗分析
 創新商業模式
 科技技術可行性評估（扁平化技術教
學）
 收斂、整合
 發表、真實使用者當評審
前瞻議題：
應用 AI 影像辨識分析，以量化資料輔
助場域測試的質化問卷問題

社會福利概論

服務與科技管
理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不限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大三

「跨域課程模組」導入原課程 (18 hr)
 設計產品（結合數位自造課程）
 創新服務設計
 場域測試-收集數據
 AI 影像辨識數據分析（扁平化技術教
學）
 產品優化改良
 場域驗證

計畫推動方法與執行工作
以設計為基礎(design-based)的學習
社會設計是指設計師必須具備高度的社會道德責任，從事設計者必須更深入了解人類，
成為一種得以回應人類真正的需求，創新、富創造性、跨領域的工具，且更偏重其研究導
向。設計不僅有能力，更必須成為一種鼓舞年輕人參與，藉以改變社會的方式，如 Victor
Papanek 所言，在 1980 年代，設計的需求開始納入社會性考量而成為改變社會的方式，催生
著「社會設計」概念的逐漸形成（莫捷，2017：14）。陳東升（2013）認為「參與式設計」
（participatory design，PD）與「共同設計」（co-design）是社會設計重要內涵與方式之一，
參與式設計著重設計、研究、及參與者的共同研發，參與者可能是生產線上的勞工或是產
品的使用者，主要精神是創造人與社會的互動以及改善人類生活。而共同設計則是指所有
人一起體驗現狀、發現問題、設計、並參與修改的過程，且在產品內容的每一階段，都可
以提出建議（洪啟穎、陳俊良、林榮泰，2017：76）。
社會設計的精神強調共同參與以及利他幫助的重要性，從人與社會的需求出發，並且顧
及組織的財產利益，產生良善的商業循環並觸發經濟效益（洪啟穎、陳俊良、林榮泰，
2017：76）。IDEO 執行長暨總裁提姆˙布朗 (Tim Brown)認為，社會設計就是為「人」設計，
其中包含三項不同層面的思考（璽設計，2015）：(1)「洞見」：從他人的生活學習反思，
看見問題。(2)「觀察」：看見人們不做的，聽人們不說的，找到行動方案。(3)「同理心」：
設身處地、感同身受，才能找到符合人性的解決方案。社會設計在國內又常以善念設計
(Beneficence Design)一詞代替，是一種對於人們周遭生活環境友善的設計，以人為本的思維
即是社會設計背後的價值所在（周易陽，2015：17）。
當全球人口老化，照顧高齡者變成社會的共同責任，讓高齡者住在療養院的想法，只能
為護理界徒添負擔。若能充份運用社會資源應付全球接踵而來的新挑戰，才是社會設計的
真諦。惟生活習慣不同的跨世代陌生人，透過共居創造互補的可能性，不是一件容易的事
情。因此，本計畫從社會設計的觀點，以「數位跨域 銀享生活 2.0」作為主題。
以設計為基礎(design-based)的教育的主要內涵，包括：
1. 連結統整
就學習統整的角度而言，「設計」是相當豐富的學習平台，必須從多種領域中取得訊息
並在多元資料中整合理路，才能成功的解決問題；再者設計教育本質上就與動手做（handson）的問題解決、方案本位教學、檔案評量等概念相通，將設計融入教育系統中，可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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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複合式學習網絡，使學習的學習在弱結構的情境下進行連結統整，鼓勵系統性思考
（陳偉仁、黃楷茹、吳青陵、呂金燮，2018：31）。
2. 心智轉變
知識建構的歷程就是一種設計（Perkins, 1986），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是隱含在
設計歷程中的心智活動，當學習者採用設計思考進行問題發現、解決與創造時，就如同設
計家一般，以同理的人本思維為核心，經過實驗性的原型嘗試，於社群協作中演進觀點，
同時以需求、可行、永續的準則進行後設評估，產生創新的設計行動，學習者不再只是發
展穩定意向的「心態」（mindsets），而是促發心智轉變（mindshifts），帶來改變世界的增
能賦權感（Goldman et al., 2012；Kohet al., 2015；陳偉仁、黃楷茹、吳青陵、呂金燮，2018：
31）。
3. 實作實知
以設計為本的課程與教學，是實作實知的建構式學習，在手作與心智相互交織的學習歷
程中，培養設計素養（disposition）。設計當屬實用藝術的一環，以設計為本的課程與教學
也應當關切美感經驗在學習中的生成，設計是心手交織，近距細看、探索複雜度、發現機
會的心智運作，能呈現出感受（undergoing）與實作（doing）徹底而完整的相互滲透，創造
性的實作和思維在設計的歷程和作品中通透的相互交融，涵養見微知著的敏感度、創新共
榮的意願和實踐力行的能力，是一種良知良能的公民美感素養（陳偉仁、黃楷茹、吳青陵、
呂金燮，2018：31-32）。
以設計為基礎(design-based)的課程設計架構具備三項特點：
在學習的統整連結、創新式的心智轉變，以及實作實知的理念下，使以設計為本的課程
有了具體清晰的課程運作方式（陳偉仁、黃楷茹、吳青陵、呂金燮，2018：32）。
1. 逆向設計
一般課程常是教師先進行教學，學生循序漸進的接受學習，而後以實作任務等方式來評
量所學，是「順向設計」。設計為基礎(design-based)的教學分為兩個階段：(1)計畫階段：
從「什麼是我要教」的關鍵核心概念為主軸，引導教師思考核心問題，成果導向規劃學生
的挑戰任務以及評量規準；(2)教學階段：學生先嘗試回應任務、理解評量規準，並試作預
期結果，教師再依學生的需求介入教學，接著依此兩者循環至任務完成。所以， DBL 教學
歷程是「以終為始」，以回應學習任務的預期結果為學習的開端，再進行教學介入，徹底
顛倒原來的教學順序，因此稱為「逆向設計」（backwarddesign）。對學生的學習來說，成
果導向的任務便是學習的主軸，從意識啟動、行動規劃、學習需求到執行實踐都環繞著任
務，進行廣度和深度的延展。
2. 區分性教學
設計為基礎(design-based)的第四個步驟是「學生探究」， 這是設計思考中所強調的原型
嘗試（prototyping）的概念，讓學生在接獲學習任務，參照表現標準後，就依現階段的認知
尋找解決之道，並將想法具體化，創作出構想的原型，和「順向設計」有所不同。一個靈
活敏捷的設計思考家團隊，會從開始就製作原型，然後一路自我修正，「製作原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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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為了創造工作用的模型，而是要給構想一個形狀，獲悉構想的長處和缺點，然後確定
下一步的新方向，做出更細部、更精練的原型」（Brown,2009）。教師可以從學生原型的嘗
試行動中，更精準觀察學生的能力、興趣在此任務中的差異，教學介入可以更符應學生的
學習需求，達到區分性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的目標。
3. 立體實作
手作與心智交織所產生的知行思合一，向來是許多主張設計融入課程的學者所呼籲的。
傳統的知識論，將知識視為透過驗證的事實（verified truth），但是設計的知識論，關切的
是產生有用且實用的點子，用以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因此，設計師需要面對的是弱結構
的問題，需要以高度的創意，投入問題的界定（Koh et al. 2015）。Davis（1998）也認為，
對很多學科的老師而言，好的設計問題其實富含文化、社會、經濟和科技議題，如果能將
這樣的問題置於課程核心，學生可以將心智的思維，運用手作的物理形式為方法，探究和
解決議題。
綜合上述，以設計為基礎的學習方式，為學習和教學帶來創新的可能，設計提供有意義
且可深層投入的學習情境，重複的建構、評估、討論和修改原型和概念，促使學生投入計
畫和監控的後設認知活動中（Puntambekar & Kolodner，2005）。國內目前探討以設計為本
的實徵性研究尚待開發（陳偉仁、黃楷茹、吳青陵、呂金燮，2018：33-34）。
因此，本計畫團隊的以設計為基礎的課程方式，需要學生團隊在複雜的問題探索、專案
執行、發展解決方案的活動中發揮團隊成員多元組成的技能和知識，技術實作的專業能力，
成為學生實踐設計構想不可或缺的基礎。
本計畫針對前述計畫目標及執行策略，進行跨域教師群之間實質合作，進而開發跨域課
程模組進行試教。為了讓工程與人文領域教師瞭解彼此的研究專業與教學模式，本計畫以
強調「共學、共作、共享」三面向的機制來辦理跨域教師之專業增能、社群網絡發展及前
瞻議題共學研究的相關活動，培育研教合一之跨域教師群，如圖 9 所示。而對於詳細的工作
規畫詳見表 3.。

圖 9.「共學、共作、共享」活動辦理促進跨域教師瞭解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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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已經是元智大學高教深耕畫執行重點）
第零期（規劃、試辦）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第四
期

研教合一之跨域教師培育－詳細工作規畫

發展目標
1

執行項目

辦理五場教師增能工作坊*
（專業知能/ 實務技能）
 (4 月)應用 AI 動作辨識增進個人化高
齡活動關懷與管理體驗
 (4 月) 高齡照顧議題
 (4 月) 高齡樂，高科技
 (5 月)音樂照顧促進代間關懷之經驗
 (5 月)高齡世界的大議題-銀髮 x 創新
教師專業增
 (5 月)長照放大鏡-日本照顧現場與 AI
能
 (6 月) 數位自造高齡設計實務技能
 (7 月) 藝術與人文專業知能

辦理十場教師增能工作坊
 (9 月)高齡化與科技化照顧
 (10 月) AI 與高齡服務實務
 (11 月)VR 與高齡服務實務
 (12 月)跨代共融設計與實
務
 (1 月) 日本高齡服務與科技
應用趨勢
 (3 月) 全球高齡
 (4 月) 美國高齡服務與科技
應用趨勢
 (5 月) 社會設計與高齡議題
時間：每場 2~4 小時
教學實務
場域：創客基地、課堂、老人福祉科  (6 月) 教學模組化之知能與
技研究中心
實務
 (7 月) 教材模組化之知能與
實務

研教合一
之跨域師
資

 實虛社群共同建置與經營

跨 域 教 師 社 FB 社團、Google PMS（資源共享）
群
 專業社群（多元教師實質討論）*
多 重 網 絡 發  經驗分享（教學研討會）*
展

前瞻議題
共學研究

相互了解達成共識、建立共同目標
 了解：專題演講、課程觀摩
 合作：前瞻議題專案合作
 （科技部、教育部、經濟部等計畫）

持續
執行
並配
合本
部彙
整、
推
廣、
發表
或出
版本
 擴大辦理與經營教師社群 計畫
 辦理多元教師社群交流活 之執
動
行經
 研發教師教學與教材模組 驗與
化支援網絡，改良教師社 成果
群運作
 促發教師社群研究或共學
前瞻議題
 辦理教師社群前瞻議題研
究或共學活動

經由「共學、共作、共享」相關活動的辦理，加強跨域教師群之間的專業領域的理解後，
就可藉由本計畫前瞻議題的真實設計問題，以議題導向之實作/實務教學模式，跨域教師基
於共同目標，一起合作進行研擬與開發「跨域課程模組」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第零期
計畫時程將開發五個課程模組（圖 8）。從課程模組開發過程，跨域教師必需先扁平化專業
領域的教學內容，以更淺顯易懂的方式來教授，甚至將發展跨域教學的創新教法。對於所
開發的課程模組教學資料，將整理存放於教師社群的資源共享的雲端空間（表 4）。
表 4.

研發跨域教學教材/教法－詳細工作規畫

發展目標 2

研發跨域
教法/教材/
教案/教具

執行項目

第零期（規劃、試辦）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開發五個議題導向「跨域課程 研發跨域之教法/教材/教
模組」
案/教具，至少 2 單元
開發前瞻議 完成三個模組（另兩個規畫）  持續研發與開課，試教局
題
扁 平 化 教 學 內 容 （ 淺 顯 易
不單元，並分析改善，至
教學模組
懂）
少 2 單元
 發展跨域教學創新教法
 完備課程單元模組開發，
 課程模組資料庫建置
至少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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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持續執行並
配合本部彙
整、推廣、
發表或出版
本計畫之執
行經驗與成
果

本計畫除了四位核心跨域教師群外，也邀請了其他教師的加入與支援，其中應用外語系
及人社院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主任（兼），中澤一亮老師，主要協助本計畫發展目標：促進
國際教學交流，協助團隊與國外跨域教學單位或與前瞻議題高齡化設計相關的機構進行經
驗交流。（表 5）。
表 5.

促進國際教學交流－工作規畫

發展目標 3

執行項目

第零期（規劃、試辦）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第四期

促進國際
教學交流

與國外跨
域教學單
位或教師
社群經驗
交流

 邀請日本長照專家專題演講
與交流
 邀請全球高齡議題關懷組織
專家專題演講與交流

 邀請日本佐久大學高齡服
務專家學者之跨域教學教
師來台專題演講與交流
（教學研討會）
 探詢聯繫值得參考之外國
跨域融整教學案主

持續執行
並配合本部
彙整、推
廣、發表或
出版本計畫
之執行經驗
與成果

計畫與學校高教深耕計畫方向及教學卓越中心之關聯性
為達成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出《數位跨域（Digit+@YZU）創新人才培育計畫》
「數位學習、跨域合作、深耕產業、回饋社會」之教育思維，本計畫透過「教師教學創新
生態系統」打造營造教學創新的環境。透過多方面的協助教師專業成長，以教學研討會、
工作坊、及教師社群改善教師授課模式，讓教學不再單打獨鬥。
教學研討會:透過創意教學風雲會-邀請校內外知名講者為教師帶來最新的教學議題，分
享各種教學經驗，激發前瞻議題研究；藉由無邊界教師社群-支持跨領域教師社群，透過不
同領域專長教師集思廣益，形成合作網絡，提升教學品質。
教學工作坊:利用「主題式」的方式探討各項議題，運作方式包含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
分享、參訪、研習營、共同教學或互相觀課等方式，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
效，發展永續的學習型社群（sustainable learning community）。以教學技巧研習、經驗傳承、
工作坊等形式，補助社群內教師辦理與課程改革相關活動。
日期
106.10.13
106.10.18
106.10.25

107.03.12
107.12.06

主題
創客工坊 I-雷切實作工作坊-DIY
AR / VR 教學體驗工作坊
應用 AR / VR 於教學實務分享

講者
藝設系林楚卿老師
洪達明先生
臺北市立萬芳高級中學研發處湯偉君主
任、余欣芳老師；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
與教學中心柯若萍研究教師
數位人文科學教學創新計畫撰寫經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劉宜君主任
驗分享
教學與研究的對話: 如何透過「教學 通識教學部梁家祺主任
實踐研究計畫」來提升教學品質

教師社群:以「主題式」的方式探討各項議題，本校教師社群運作的方式包含邀請專家
學者分享、社群老師分享、校外參訪、參加校內外研習營、共同教學或互相觀課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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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教師專業知能，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效。依不同的教學目標，本校教
師社群成立方式有二：（一） 學校主動發起、（二）教師自主成立。
學校主動發起：學校主動發起的社群多為新興的教學議題探討，以學習為核心概念，透
過反思、對話、分享、實踐為歷程，經由集體學習、探究與應用共同致力於教學創新 。107
學年第一學期成立「AR/VR 教學應用」、「基礎程式設計課程」、「創客」三個教師社群，
由教務處招集相關研究領域或授課教師組成。
教師自主成立：107 學年第一及第二學期共有 31 個由教師自主成立的教師社群，社群成
員有些是單一科系，有些則是跨院的組成。彼此透過自訂主題分享討論將可以凝聚更多共
識以提升教學品質。其中與數位跨域相關社群如下:
社群名稱

教師姓名

單位

系所

1072

陳怡蓁

人社學院

應外系

再探 AR 擴增實境於中英文教學之應 林楚卿
用：跨域創新教學
黃智明

人社學院

藝設系

人社學院

中語系

1072
林楚卿
數位自造－兼具設計與運算思維之教 周金枚
學實踐
王駿揚

人社學院

藝設系

工程學院

工管系

人社學院

藝設系

1071
陳怡蓁
看得見的文字與文化:跨域創新 AR 擴 林楚卿
增實境於中英文教學之應用
黃智明

人社學院

應外系

人社學院

藝設系

人社學院

中語系

人社學院

藝設系

工程學院

工管系

人社學院

藝設系

1071
林楚卿
Digital Maker 跨域人才培育教師專業
周金枚
社群:兼具設計與運算思維之教學實
王駿揚
踐

由於真實問題的解決大多需要各領域專家的投入與共同合作，本校將透過共時授課，由
多位教師與業師帶領學生學習跨領域內容。此外，教師透過引入教具、科技媒體運用，提
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動機。除運用校務分析(Institutional Research)了解教學成效，我們也
鼓勵教師採取適當的研究方法與評量工具，檢證學生的學習成效，除了成果歷程可用於教
學研究發表外，更可作為教學研究升等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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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果及效益評估
本計畫包含人文及工程跨域教師群共同合作所發展之創新教學，對於未來高齡化社會的
前瞻議題將有深入之基礎研究，同時發展前瞻技術（人工智慧、VR、大數據分析、智慧數
位自造等）之創新設計與應用，預期在老人福祉科技、老年學研究、社會與文化研究、代
間溝通、人機互動、人因工程、電腦輔助技術、醫療照護管理等相關領域均能產生豐碩之
研究成果。從教研合一師資群的培育，預計除了「跨域課程模組」的產出（第零期將完成
三組進行試教，另兩組規畫階段），同時也將教學實務結合研究能量，產出一至二篇學術
期刊論文及三至五篇研討會論文，另將以教學成果參加國際或國內知名設計競賽。
因應高齡化社會帶來的挑戰，如何提升人文教育的價值，強調以人文本，人文關懷設計
需求出發，讓前瞻技術研發之科技產品更自然地進入家庭當中，將科技隱藏於生活中，為
消費者所接受，能夠真正提供高齡者服務，並藉由代間互動元素使高齡者有被陪伴、關懷
的感覺，也是本計畫期望能帶來的主要貢獻。
本計畫團隊成員包含人文設計、工程、機械及管理等不同專長教授，同時邀請在高齡服
務領域投入第一線服務與倡議的業師，並將有十餘位來自各領域的碩博士研究生以及大專
生投入參與，對於教師與學生的效益評估：
老師：(1)對於跨領域教學增加投入認知，(2)對於跨領域教學增加投入意願，(3)擴散到
其他教師參與跨領域教學的意願，(4)辦理工作坊、活動場次，(5)參加工作坊場、活動次教
師人數，(6)對於跨領域教學的能力 。
學生：(1)對於跨領域課程學習的認知，(2)對於學習跨領域課程的意願，(3)跨領域課程
的學習能力，(4)未來投入跨領域工作的意願。

項目
課程
師資

學生

跨域教法/教
材/教案/教
具

數量

開設創新或前瞻課程門數
參與課群授課教師總人數與教學時數
業界師資總人數與教學時數
國際師資總人數與教學時數
課群修習學生總人次
參與教學助理總人數
（適性選才後的正面改變）
課群外跨域選修人數與比例（B 類適
用）
（分屆計算參與本計畫該課群學
生到其他領域選修的人數，及此人數
除以全教學單位該屆學生總數之比
例）
研發跨域教法種類數及創新處
研發跨域教材單元數及創新處
研發跨域教案單元數及創新處
研發跨域教具單元數及創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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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9
4
2
300
10

質性說明及
社會影響

30
8
4

學習動機較大

5
8
5
10

依設計思考五步
驟規劃
科技輔助教材

項目
場域與學習
風氣營造
（請依計畫內
容自行訂定）

學習成效評
估方法

數量
5
5
3

社區據點
長照中心
社區場域體驗
專業教師、業界業師、真實使用者共
同給予評估及建議

（請依計畫內
容自行訂定）

業界合作
教師社群

交流研習

業界參訪次數與總人數
業界見習總人次與總時數
前瞻及跨領域教學研究團隊數
參與前瞻及跨領域教學研究團隊教師
總人數
跨校教學研究團隊數
參與跨校教學研究團隊教師總人數
教師社群成果及影響力
辦理教師研習會/工作坊總場次數
參與教師研習會/工作坊總人數及比
例
交流研習成果及影響力

國際教學合
作
（請依計畫內
容自行訂定）

其他

（請自行增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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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次/50 人
5 人/10
3
15
2
2
合作計畫,
發表
10
80
90%
合作計畫,
發表

質性說明及
社會影響
體驗真實場域及
深入了解議題＆
問題

伍、當期計畫推動進度規劃
本計畫預期完成工作條列如下，表 6 為本計畫執行工作進度甘特圖。
準備工作項目：
1-a 擴大成立跨域教師小組（核心師資+支援師資）
1-b 建置教師社群「共學、共作、共享」三面向機制辦法及活動規劃（包含專題演講、
參訪活動、實作工坊、技術教學、合作計畫、成果發表、討論交流、其他）
教師專業增能執行項目：
2-a 規劃及辦理專業知能工作坊（由本計畫教師群授課或由教師聘請專業業師）
2-b 規劃及辦理實務技能工作坊（由本計畫教師群授課或由教師聘請專業業師）
跨域教師社群、多重網絡發展執行項目：
3-a 實虛社群共同建置與經營（FB 社團、Google PMS 資源共享平台）
3-b 專業社群（多元教師實質討論，配合元智「教師教學創新生態系統」計畫實施）
3-c 經驗分享（教學研討會，配合元智「教師教學創新生態系統」計畫實施）
同時將教學場域延伸至桃園市國宏長期照顧服務中心

前瞻議題共學研究執行項目：
4-a 了解彼此研究與教學專長後，達成共識、建立共同目標
4-b 前瞻議題專案合作 （共同申請科技部、教育部、經濟部等計畫）
4-c 共同發表研究論文
開發前瞻議題教學模組執行項目：
5-a 開發五個議題導向「跨域課程模組」：完成三個模組（另兩個規畫）
5-b 扁平化教學內容（淺顯易懂）
5-c 發展跨域教學創新教法
5-d 課程模組資料庫建置
促進國際教學交流：
6-a 邀請邀請日本學者
透過本計畫團隊的業師亞智威信公司王珠惠董事長邀請日本長野縣佐久大學福祉學系副
教授廣橋雅子、上田市 JA 長野經營大型特養機構負責人分享日本在宅介護及健康長壽在科
技與跨域之應用。日本政府積極推展全國提升介護 AI 的生產性策略，希望可以開發及普及
同時到位。透過邀請日本專家實際了解日本長期照護機構從環境設計、照護服務、管理制
度、保險制度與人員培訓之發展趨勢與未來挑戰，作為本校在規劃臺灣長期 照護軟體面(人
員、照護品質與管理制度)與硬體面(空間設計、長照輔具與環境安全)之學習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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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工作進度甘特圖

工作項目
1-a
1-b
2-a
2-b
3-a
3-b
3-c
(期中考核)
4-a
4-b
4-c
5-a
5-b
5-c
5-d
6-a
(期末考核)

108/9

108/10

108/11

108/12

108/1

108/2

108/3

108/4

108/5

108/6

108/7

陸、執行團隊成員分工情形
成員類型

姓名

本兼職一二級單位/職稱

計畫主持人

劉宜君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主任
人文社會學院/副院長

共同主持人

林楚卿

藝術暨設計系/副教授
老人福祉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

孫天龍

工業工程管理系/教授

周金枚

工業工程管理系/副教授

團隊成員

中澤一亮 應用外語學系/副教授
人社院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工業工程管理系/助理教授
黃晧

團隊成員

徐業良

團隊成員

曾詠青

團隊成員

王盈婷

社會政策科學學系助理教授

業師

王珠惠

亞智威信有限公司董事長、

核心團隊成員

計畫分工內容
計畫統籌、
議題制定
跨域課程模組開發
跨域設計實踐
跨域課程模組開發
工作坊規劃與執行
前瞻技術發展
跨域課程模組開發
工作坊規劃與執行
設計思考、
人因測試
跨域課程模組開發
工作坊規劃與執行
國際交流

數據分析
跨域課程模組開發
機械工程學系教授兼老人福祉 前瞻技術
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老人福祉科技
產品開發
管理學院科技管理學群助理教行銷策略
授
創意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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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據分析
跨域課程模組開發
高齡服務與科技

學經歷、專長、
相關經驗

請參考附件一

業師

楊寧茵

業師

吳克釗

國立台北護理健康大學護理
學院高齡健康照護系兼任副
教授
銀享全球共同創辦人
桃園市中壢區北貴里里長、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立國宏老
人長期照顧中心主任

高齡議題前瞻思維
與設計
高齡議題與服務設
計之實務

（表格如有不足，請自行增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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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經費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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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著作利用授權契約（請於計畫通過後繳交）

教育部「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著作利用授權契約
立契約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

著作財產權人：

被授權人：教育部 (以下簡稱乙方)
甲方與乙方就下列著作之利用權授權事宜，同意依下列條款簽訂本契約：
第一條 契約之依據
依據「教育部辦理補助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徵件須知」及「教育部
補助推動人文及科技教育先導型計畫要點」之規定，計畫之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
產權，除經認定歸屬教育部所有者外，歸屬受補助單位享有。本契約之甲方係依
前述規定，以受補助單位之身分享有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並同意無償授權
乙方及乙方所指定之人為不限時間、地域或內容之利用，著作人並應同意對乙方
及乙方所指定之人不行使著作人格權。
第二條 契約之標的
(一) 契約標的為「教育部辦理補助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第零期/
五期計畫)」之期初計畫申請書、期末成果報告及所繳交相關附件資料。
(二) 前項計畫成果之公開授課、演講、報告、展演、與談之聲音、影像及肖像
等內容。
第三條 授權範圍：
(一) 甲方非專屬並無償授權乙方得將第二條之標的為非營利或教育用途之各種
利用，並同意對乙方不行使著作人格權。
(二) 第二條所示之標的，如有不宜公開展示者，應由甲方以書面詳列清單後提
出申請，並經乙方同意後，得不公開展示。書面清單應作為本契約之附件。
第四條 雙方之義務
(一) 甲方擔保本契約所載之著作，確實享有完整之著作財產權，且有權授權乙
方使用，且無侵害第三人權利情事。
(二) 甲方應負責督促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執行期程屆滿，依乙方計畫經費核定補
助清單及相關規定，撰寫可供發表之成果報告，送乙方指定之計畫辦公室
辦理結案。
(三) 乙方於所建置之資料庫或網站呈現本契約標的之內容，得自行決定是否以
附記或適當方式表現本契約標的之著作人。
第五條 損害賠償
本契約任一方當事人如違反本契約之約定或擔保，應依法賠償他方當事人所受之
損害。
第六條 契約之作成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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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契約乙式二份，其附件視同契約之一部，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本契約之
修正，應由雙方協議另以書面為之，並視同契約之一部。
第七條 管轄法院
甲乙雙方同意對因本契約所生任何糾紛，應依誠信及業界慣例解決。無法協議解
決而涉訟時，應以中華民國法律為準據法，並以臺灣臺北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立契約書人
甲方：

（請填學校全名，並請加蓋學

校關防)
甲方代表人：校長
(請先填寫校長姓名後蓋用校長職銜簽字章或職章)
(簽章)

計畫主持人：
地址：

乙方：教育部
代表人：部長 潘文忠
代理人：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司長 郭伯臣
地址：臺北市中山南路 5 號

中華民國 108 年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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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由本部統一填寫)

附件六 計畫申請繳交資料檢查清單

序
號

申請者檢核
（請勾選）

項目

2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與申請單
位確認符合規定
封面

√

3

計畫申請基本資料表（含核章）

√

4

計畫摘要表

√

5

計畫整體推動架構圖

√

6

計畫書（正文 40 頁以內）

√

7

經費申請表（PDF 檔）
（含核章）

√

8

經費申請表（EXCEL 檔）

√

1

計畫辦公室檢核
（勿填）

√

主持人簽名:________劉宜君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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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計畫參與人員 學經歷表

50

附件一:

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團隊人員學經歷表

計畫主持人

學歷

經歷

專長

相關經驗

姓名：劉宜君

單位及職稱：社會暨政策科學系/教授、主任
人文社會學院副院長

電話：03-4638800 #2160

電子信箱：chun0820@saturn.yzu.edu.tw

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法學博士
國立中興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法學碩士
美國羅徹斯特大學公共政策分析理學碩士
考試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員
桃園市政府都市計畫委員會委員
桃園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員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國家與社會」學報主編
中華國家競爭力研究學會「競爭力評論」總編輯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理學系副教授
桃園縣教育局諮詢顧問
行政院衛生署薦派專員
中華經濟研究助理研究員
公共政策、高齡議題研究、醫療政策分析、長照政策分析、大數據與政策分析
主持人擔任本校人文社會學院副院長兼社會暨政策學學系系主任、民意調
查中心主任，並曾參與本校「大數據與數位匯流創新中心」之「法規與政策
組」、「Open Data」研究團隊。曾協助考試院執行「大數據時代對考試院的衝
擊與因應」計畫，並撰寫「數位匯流與大數據發展對於醫療治理的影響」、
「大數據與福利需求：以非結構資料分析殘盟與老盟粉絲團之初探性研究」、
「大數據與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網站之非結構資料初探研究」等學術論文，對
於科技與實務結合之運用相當熟悉。
主持人曾擔任衛生福利部（前身為衛生署）七年公職，具有衛生福利政策
執行實務經驗，並持續參與高齡研究議題並發表相關論文，例如「連江縣老人
生活狀況及需求調查暨社會福利服務計畫」、「醫療治理的應用：高齡友善醫
院的推動」、「新世代高齡者玩具需求與市場趨勢之探討」、「高齡友善相關
政策之研究：以醫療照護服務為例」、「高齡社會的代際共融議題之研究」、
「跨世代學習及代際共融之研究」、「建立高齡社會連結力之研究－代際學習
與青銀共居」等報告與學術論文。主持人具有豐富的研究經驗，曾連續二年獲
得本校研究績效傑出獎，自 2010 年起每年均獲得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奬勵特
殊優秀人才獎酬」。
此外，主持人在人文社會與數位科技的教學結合運用經驗豐富，除擔任本
校人文社會學院「頑皮塘 101 數位文創智造夢工廠」創新教學試辦計畫之執行
長外，106、107 學年度獲得教育部「數位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創新計畫」之經費
補助，開設「大數據分析與政策分析應用基礎」、「大數據分析與政策分析應
用進階」、「大數據分析與政策分析應用精進」。由前述計畫主持人的教學、
研究與實務經驗，擔任本計畫之執行，在專業上應能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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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持人

學歷

經歷

專長

相關經驗

姓名：林楚卿

單位及職稱：藝術暨設計系/副教授
老人福祉中心 副主任

電話：03-4638800 #3309

電子信箱：kheng@saturn.yzu.edu.tw

國立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
國立交通大學 建築碩士
私立中原大學 建築學士
2017.8~至今 元智大學 Digit+創客基地 規劃與設計 計畫主持人
2015.8~至今 元智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專任副教授
2014.8~至今 元智大學 老人福祉科技研究中心 副主任
2012~至今
CKfablab 數位構築實驗室主持人
跨域設計、數位自造、高齡互動設計
自由形體設計、數位建築、數位設計媒材、電腦繪圖
共同主持人林楚卿副教授為馬來西亞籍，2000 年畢業于中原大學建築系、
2003 年交通大學建築碩士、2007 年交通大學建築博士，現任教於元智大學藝術
與設計學系。專長領域在建築與設計的數位相關研究，包含數位構築(digital
fabrication)、數位設計媒材、數位設計思考、自由形體設計、互動設計。2009
年於元智藝術與設計系任教第二年開始，即與多位工程領域教授共同執行多年
期跨領域整合型計畫：97~99 學年由機械系詹世弘教授主持的「個人移動載具
之次世代能源系統關鍵技術開發」；100~102 學年由工管系王國明教授主持的
「Connecting homes-次世代高齡者互動式溝通平台之發展與應用」計畫；103 學
年，申請人繼續參與由機械系徐業良教授主持的「以行動科技為基礎的互動式
高齡失智者治療與照護環境之創新設計」計畫等。因此逐漸踏入機械及電子互
動科技領域，並將跨領域技術結合於本身專長的數位構築設計，延伸數位設計
在不同領域的應用。經過近七年的跨領域合作經驗，林教授於 2014 年開始擔任
元智大學老人福祉中心副主任，協助中心主任徐業良教授負責引領嶄新的數位
構築技術與協助指導跨領域設計創意整合。
林教授的研究方向在設計領域深具前瞻性，科技的迅速發展，讓數位設計
的 研 究 ， 成 為 設 計 領 域 中 的 重 要 趨 勢 。 加 上 近 兩 年 的 自 造 者 運 動 (maker
movement)，強調藉由數位製造技術與互動科技，推廣動手做的技能及設計客
製化製作，來發展與實踐創意，將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因此更彰顯了林教授
專長研究的未來重要性。
林教授同時也將研究與教學結合，從數位構築及跨領域數位設計的研究及
應用成果，發展成創新教學的應用，開設跨領域數位設計教學課程等，研究與
教學相輔相成。申請人長期透過實務設計的應用及教學實例，來研究如何讓跨
領域數位設計教學更有成效，強調如何使初學者容易學習。她於 2014 及 2015
連續兩年通過教育部磨課師(MOOCs)課程，以線上的數位學習方式將數位構築
課程成功教授予一般民眾，註冊人數將近 750 人(含 200 多位海外學員)；另外申
請人也在元智大學透過翻轉教室，教授跨領域學生（設計、藝術與工程科系）
學習數位構築及互動設計的整合應用，這兩類創新教學成效皆獲校方肯定。
此外，林教授在人文社會與數位科技的教學結合運用經驗豐富， 106 學年
共有兩門課程獲得教育部「數位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創新計畫」之經費補助，同
時也執行 106 教育部設計思考跨域人才培育計畫（苗圃計畫），通過 106 教育
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此計畫第零期計畫書為主要的撰寫者。
由前述計畫主持人的教學、研究與實務經驗，擔任本計畫之執行，在專業
上應能勝任。綜合上述，共同主持人的研究主軸為數位設計之相關應用，研
究、教學與設計並重，期望以研究作為核心實力基礎，來提升設計實務能量，
鑽研數位構築、數位工具、設計思考、互動設計、跨領域數位設計整合，探討
這些研究於不同領域（建築、藝術、產品、工程）的設計應用，最後將研究與
教學結合，探討數位設計的創新教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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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孫天龍

單位及職稱：工業工程管理系/教授

電話：03-4638800 #2525

電子信箱：tsun@saturn.yzu.edu.tw

共同主持人

學歷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Texas A&M University 博士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Texas A&M University 碩士
國立清華大學學士

經歷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理學系 教授
元智大學圖書資訊服務處 副處長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理學系 副教授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理學系 助理教授
美國 KBSI 研究員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工業工程系 研究助理

專長

資料視覺、福祉科技、虛擬實境
1. AI 深度學習
2018.9~2018.11 與亞洲水泥合作，執行「AI 強化學習進行水泥磨最佳控制」計
畫。
2018.7~2018.8 與遠東先進纖維合作，執行「深度學習在製造業應用架構與
PyTorch 開發實作」教育訓練，共 60 人上課。
2018.6~2018.9 執行「遠東集團工業 4.0 課程」計畫，負責「深度學習 AI 在製造
業應用架構與 PyTorch 開發實作」課程，共訓練亞泥中國、亞泥台灣、遠東新
世紀 1037 人上課。

相關經驗

2. VR 高齡運動激勵
2017.11~2018.7 與南開科技大學福祉科技與服務管理系合作，引進「老搖滾
2.0」運動激勵系統至南投碧峰、加老及石川 3 個社區關懷據點定期，每月探訪
使用一次。
2015，2016 協助衛福部豐原醫院應用「老搖滾 1.0」體感電玩技術於居家復健
激勵，以「綵衣娛親舞春風，孝道娛出不老翁~個人化體感電玩應用於長期照護
居家復健」主題參加「104 年度國家品質標章 SNQ 認證」並獲通過；105 年亦
獲通過。
2013~2014 協助龍眼基金會應用「老搖滾 1.0」體感電玩技術提出服務偏遠社區
失能者健康促進活動方案-「翻滾吧!老朋友們」，獲得聯合勸募協會經費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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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周金枚

單位及職稱：工業工程管理系/副教授

電話：03-4638800 #2527

電子信箱： kinmei@saturn.yzu.edu.tw

共同主持人

學歷

日本國國立大學法人九州大學 藝術工學府 人間工學 博士
國立日本九州大學 碩士
私立朝陽科技大學 學士

經歷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副教授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助理教授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客座助理教授
工業技術研究院服務業科技應用中心 工程師
日本九州大學 教學助理
日本學術振興會 博士後研究員
日本九州大學 技術人員

專長

人工環境設計、應用設計人因工程、人因工程於醫療防護服環境的應用與研
究在醫療環境的應用、感性科學與生理人類學、通用設計

相關經驗

共同主持人研究專長為以人因與設計評估手法進行高齡者相關研
究，過去通過 科技部研究專案為『 以人因工程角度來探討 中高齡者的 視
環境』及『優 質老化服務系統人因設 計之研究』，期望透 過此研究案 提
升高齡者的生 活環境品質，也進行過 安養院老年人失落感 程度與環境 照
度之關聯性研究案及高齡者使用輔具相關研究案。
近期的研究相關案例為 『高齡者居家環境品味產品設計之研究』
以及『人體視 覺化平衡評估模型之 研究』。目前擔任桃 園市政府就業 服
務處專業諮詢 輔導團委員之中高齡 職再計畫委員，過去曾 經參與過之 中
高 齡 座 談 會 為 『 專 題 演 講 107 年 中 高 齡 就 業 服 務 聯 繫 會 報 暨 雇 主 座 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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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黃 晧

單位及職稱：工業工程管理系/助理教授

電話：03-4638800 #2510

電子信箱： haohuang@saturn.yzu.edu.tw

共同主持人

學歷

美國華盛頓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博士

經歷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理系助理教授

專長

模擬最佳化、系統模擬、作業研究、醫療管理決策分析

姓名：中澤一亮

單位及職稱：應用外語學系/副教授
人社院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電話：03-4638800 #2737

電子信箱： nakazawa@saturn.yzu.edu.tw

共同主持人

學歷

美國普渡大學語言學博士

專長

外語教授、第二外語寫作、第二外語習得、電腦輔助語言學習

姓名：王盈婷

單位及職稱：社會政策科學系助理教授
電子信箱： yingtingwang@saturn.yzu.edu.tw

電話：03-4638800 #2167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 社會學博士
學歷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 社會學碩士

經歷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陽明大學衛生福利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專長

人口政策、高齡議題研究、醫療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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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吳克釗
業師
電話：( 03)4586531
學歷

單位及職稱：
桃園市平鎮區北貴里里長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立國宏老人長期照顧中心主任
電子信箱： a0450ster@gmail.com

明新工專機械工程系學士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研究生

經歷

內政部 106 年度特優里長

專長

高齡照顧策略

相關經驗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立國宏老人長期照顧中心主任

姓名：王珠惠
業師
電話：

學歷

單位及職稱： 亞智威信有限公司 董事長
電子信箱： outamae@gmal.com

兵庫縣立大學環境人間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畢業（口筆譯文學碩士）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口筆譯專業證書

經歷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日語系副教授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中日文口譯組副教授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中日文口譯組入學、專業考試口試官
中國生產力中心中日文口譯班口譯講師
中日國際交流促進會會長
台北日僑學校教育諮詢輔導顧問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專任副教授

專長

相關經驗

長照政策、高齡議題研究
日本 SGH 上田高中教育及醫療組訪台交流
參訪與左談：慈濟靜思堂，慈濟醫院，慈濟小學
佐久學園佐久大學信州短期大學部
長照系教授來台進行長照社區、機構、輔具之田野調查
宜蘭縣政府吳澤成縣長及衛生局長團在佐久市
進行醫療結合社區的長照考察及座談。
日本 SGH 上田高中教育及醫療組訪台交流
日本長照教育及健康長壽社區經營團
台日交流協會、佐久大學、亞智威信有限公司三者共辦
「日台介護、福祉交流事業」遴選之執行
「日台介護、福祉交流事業」出國前講座一
「日台介護、福祉交流事業」出國前講座二
日本 SGH 上田高中－國際教育、醫療福祉、環保的學術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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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機械系教授/老人福祉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徐業良教授
徐業良教授 1985 年台灣大學機械系畢業，1992 年在美國史丹福大學機械系設計組
（d.school 前 身）獲得博士學位，隨即返國在元智大學任教，今年已服務第 26 年。徐業
良教授曾擔任元智大學 教務長、主任秘書、機械系系主任、體育室主任、資訊長、圖書
館館長等行政主管職務，多次獲得 校內教學、研究、服務傑出獎項，並曾三度獲聘為元
智有庠講座教授。徐教授的研究興趣在機械設計，在機械設計領域的學術研究、實務設
計、乃至設計相關教學與人才培育，都有豐富的經驗與成 果。徐教授對於整體產品開發
與設計程序中，從上游專利分析、創意設計，到中游最佳化設計、設 計方法、設計知識
管理，乃至於下游的電腦輔助設計、設計原型製作等各個領域，都有深入之研究， 除已
發表數十篇學術期刊論文外，同時著有「機械設計」、「工程最佳化設計」、「老人福
祉科技與遠 距居家照護」等三本教科書。
近十餘年來徐教授將機械設計方面的研究興趣專注在與人直接互動的產品設計，特別是
開始進 入「老人福祉科技(gerontechnology)」領域，2003/01 中心成立元智大學老人福祉
科技研究中心 (Geron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為國內最早投入此研究領域的學術單位
之一，開創了國內在此 領域的學術研究，多次領導團隊主持科技部，經濟部整合型計
畫，除發表研究論文外，並獲得四十 餘項國內外發明專利，同時積極進行產學合作，實
際將研究成果商品化，實際造福高齡族群，並協 助產業轉型、升級。
徐業良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國際老人福祉科技領域亦受到肯定，長期參與國際老人福祉科
技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Gerontechnology, ISG)運作，2011 年 8 月獲邀擔任 ISG 國
際學刊 Gerontechnology 副主編(Associate Editor)，2012 年 6 月獲邀擔任 ISG 執行理事
(Executive Board)。 ISG 第九屆國際老人福祉科技學會世界年會(ISG 2014)於 2014 年 6 月
在台北國際會議中心(TICC)和 台北世界貿易中心(TWTC)成功舉辦，徐業良教授擔任大會
主席，並在 ISG 會員大會及理事會進一 步被推選為副理事長(Vice President, ISG)和華語
分會理事長(President, ISG Sinophone Chapter)。2014 年 10 月份執行理事會中，徐業良教
授被指派擔任 ISG IT Director。之後，徐業良教授將 ISG IT Office 實際設置於元智大學老
人福祉科技研究中心，負責 IT 相關策略規劃，以及 ISG 網站、期刊系統、 會員系統、電
子報等實際營運，2016/09 獲邀擔任國際學刊 Gerontechnology 總編輯(Editor-in-Chief)，
進入國際老人福祉科技領域核心領導群。
徐教授在國內亦積極推廣老人福祉科技，於 2013~2016 擔任「中華福祉科技與服務管理
學會」 理事長，創辦「福祉科技與服務管理學刊」擔任總編輯，2011 年至今受邀進行相
關領域演講超過兩 百次，包括多次受邀在重要國際會議擔任 Keynote speaker。徐業良教
授在元智大學長期經營老人福 祉科技研究團隊，持續進行產學合作，並連續 6 年主持科
技部「老人福祉科技產學聯盟」，曾獲得 科技部 105 年產學小聯盟「績優團隊」。2015
年獲得經濟部「經濟部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並依計 畫要求成立新創公司，從研發邁
入實際商品化與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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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管理學院科技管理學群曾詠青助理教授
曾教授進入學術場域之前，服務於產業界，擔任副總經理、產品形象總監等職，同時具
備中國 大陸的創業經驗，實務上在廣東地區的民營工業園營運佔地三十畝地之台灣獨資
企業，以勞力密集 的產業出發，從建廠到營運、並獲頒為中國大陸廣東科技科普企業、A
級（企業）納稅人等模範企 業，制度化管理勞力密集的產業，後期因為訂單再度讓生產
線滿載，繼續籌建第二家座落於工業園 區的相關製品企業，曾教授於轉戰學術界前，於
產業與商業領域具備豐富與紮實的實務經驗。
曾教授為科技管理博士，畢業於國立清華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博士班，畢業時獲得斐陶
斐榮譽 會員的肯定，目前服務於元智大學管理學院科技管理學群，專長領域是創新創
業、科技管理、策略 管理，研究興趣聚焦於賦名理論、創新創業、策略實踐等議題。當
前於學術領域深耕的研究，曾發 表於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Research
Evaluation、管理學報、台大管理論叢、中山管理 評論、管理與系統、管理個案評論、以
及產業與管理論壇等 SSCI 與 TSSCI 期刊。2019 年亦於管理學界獲得第九屆聯電經營管
理論文獎《優等獎》的肯定。結合曾教授的產業與學術專長，及全體團 隊的技術、知
識、研發能量，應能升任子計畫主持人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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