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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格式) 
填表說明： 

1.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5 條：學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依學校規定由開課單位擬具教學

計畫，依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科學校法規定之課程規劃及研議程序辦理，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

施，並應公告於網路。前項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目標、修讀對象、課程大綱、上課方式、師生互動討論、

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2. 教學計畫大綱如下，請填入教育部「大學院校課程資源網」或「技專院校課程資源網」之「課程大綱」欄

位，且能有效連結閱覽。 

3. 本件提報大綱為基本填寫項目，實際撰寫內容格式，學校可依需求進行調整設計。 

學校名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開課期間：＿108＿學年度＿＿1＿學期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 □是  ■否)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有包含者請於□打) 
1.  課程名稱 文學與創新－創意思考 

2.  課程英文名稱 Literature and Innovation - Creative Thinking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只要上課有非同步遠距教學，則開課教學型

態則需選擇—非同步)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                   系所: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胡詠翔 助理教授（通識教育中心） 

孔祥慧 助理教授（前瞻學士學位學程） 

陳譽云 助理教授（前瞻學士學位學程）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

稱) 
人文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2 

14.  每週上課時數 (非同步遠距教學，請填平均每週面授時數) 8/36=0.22 

(面授+同步遠距教學時數/18週)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 
15.  開課班級數 3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50人/班；三個班 150人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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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平臺網址（非同步教學必

填） 
http://eclass.yuntech.edu.tw/user/index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連結網址 https://webapp.yuntech.edu.tw/dLearning/1081/10810054.pdf 

http://ace.moe.edu.tw/
https://webapp.yuntech.edu.tw/dLearning/1081/1081005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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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教學計畫 

  (1) 教學目標 1. 本課程搭配「教育部深化數位學習特色學校計畫」提出開課申請 
2. 教學目標： 

(1) 同理心－我能實踐設計思考，透過觀察釐清日常生活問題。 
(2) 合作學習－我能與他人合作發展問題解決的方案。 
(3) 語文表達－我能撰寫文案與流程圖，口頭向他人說明想法。 

3. 採虛實整合的方式授課，從解決生活實際案例出發，說明設計思

考能力的展現，如何影響你我生活。案例採高度的生活化，並舉

國內外實例，引導學生對問題的關懷。 
4. 學生在線接受課程，線下分組合作學習，並搭配LMS平台實施闖

關式學習，各組自訂目標學習，掌握學習進度。 
5. 課程中，教師將介紹設計思考創新案例，並發布課程應用演練，

協助學生將以人為本解決問題的設計思考，培育學生具備動手實

踐創新的設計思考力。 
6. 本課程採用線上非同步教學，除了傳統影片外另錄製一 VR360 型

態影音教材，以快速協助學生沈浸式學習(Immersive Learning) 
  適合修習對象 1. 本課程為校內大一必修文學與創新系列課程，採線上和線下混成

的方式教學。 

2. 課程內容講授史丹佛大學 Design Thinking 設計思考和以人文本

的創新思維。 

3. 本課程主要培育學生有能力統合應用，並成為未來必備之思考能

力－以解決問題的人因工程設計問題發掘與討論。 

4. 學生被預期在線下面授課程時，必須與同學運用面授週次時間合

作完成一個專案，並在校內師生創新圓夢作品展，以海報和影片

形式公開發表。 

  課程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

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及時數 
(請填時數，無則免填) 

面授 
遠距教學 

非同步 同步 

1 

 你一定要認識史丹佛大學的設計

思考術(Design Thinking) 
 主題：認識課程簡介，了解平

台使用方式

（http://eclass.yuntech.edu.tw/yunt
ech/sso-login）  

 課程目標： 
學生能理解課程學習方式，同時

建構本課程對設計思考力期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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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分組 
 觀看教材 
 參與線上討論(1)：自我介紹介

紹自己的專業 
 練習平台功能： 
1. 練習作業互評 
2. 練習討論發言規則 

2 

 你未來工作即可能全球飛來飛

去，教你組織一個高效能的團

隊和雲端協作工具設計思考 
 主題：設計思考入門 
 課程目標： 

我能和夥伴一起認識設計思

考，並做好事前準備（如：團

隊組成、空間尋找、支持創意

發想的一些文具資源應用與準

備） 
 搭配 IDEO 手冊 p.15-21 
 單元： 
1. 如何創新方法的設計流程 
2. 四大必知 
3. 準備會議－團隊篇 
4. 準備會議－空間篇 
5. 準備會議－資源篇 
6. 準備接受挑戰的挑戰 
7. 作業指導 
 線上： 
1. 觀看影音教材 
2. 參與線上討論(2)：介紹小組能

量，順便說一說你覺得這門課程

和其他課程有什麼不一樣 

 

2  

3 

 教你看穿人類心思，如何用同

理心觀察，說出人類心中沒告

訴你的小秘密! 
 主題：描繪使用者樣貌的偉大

計畫 
 課程目標：我能和夥伴一起仔

細審視問題、分享情報，定義

使用者並完善我們的計畫。 
 搭配 IDEO 手冊 p.23-27 
 單元： 

1. 一句話的挑戰－仔細審視問題 
2. 相互分享情報 
3. 分工的時間 
4. 描繪使用者樣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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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定詳細的計畫 
 線上： 
1. 觀看影音教材 
2. 參與議題討論 (3)－分享計畫

書，看看別人怎麼做？ 

4 

 原來老闆和主管這樣想!學習如

何拍板，怎麼決定? 提案不被

打槍，要靠... 
 主題：休士頓－我們準備好了 
 課程目標：我能和夥伴一起蒐

集可用的資料，並尋找研究參

與者、準備採訪大綱等實地訪

查前的準備工作。 
 搭配 IDEO 手冊 p.27-31 
 單元： 
1. 關於脈絡這件事 
2. 猜想會遇到哪些人，列出想做

的事 
3. 如何邀請研究參與者 
4. 安全須知－地點的提醒 
5. 禮貌須知－初次見面這樣做 
6. 聊什麼？試試提問大綱情境劇 
7. 採訪工具清單 
 線上： 
1. 觀看影音教材 
2. 參與議題討論(4)－分享一個你

印象中好的破冰經驗（跟長輩或

平輩） 

 

2  

5 

 這節課教你「標新立異」 ! 
Freestyle 竟才是未來職場叢林

生存的唯一法則? 
 主題：月球餐廳 
 課程目標：我能和夥伴一起先

進行訪問場地勘察，並確認當

天每個人的角色任務。 
 搭配 IDEO 手冊 p.31-33 
 單元： 

1. 確認場地與計畫細節 
2. 職務分配 
3. 訪談過程的訣竅與禮貌 
4. 情境劇 
 線上： 
1. 觀看影音教材 
2. 參與議題討論(5)－分享一個你

覺得不錯的訪談技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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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典復刻美國史丹佛大學的設

計思考實作活動 

 實際演練(1)：人與人的溫度 
2 

  

7 

 冒險王培訓(1)：不只小米酒!台灣

原住民文化世界第一等! 
 主題：人類學家工作挑戰 
 課程目標：我能和夥伴一起研

究訪談結果，並挑選一些方式

實踐同理心，並獲得更多資

訊。 
 搭配 IDEO 手冊 p.33-39 
 單元： 

1. 整理訪談發現 
2. 規劃你的同理心輕旅行：從相似

的情境裡找靈感 
3. 向使用者學習是怎麼回事？  
4. 問問你自己：從個人自我紀錄中

學習 
5. 聽聽一群人怎麼說：焦點團體的

做法 
6. 專家的話也很重要 
7. 學習任務指導（含：如何記錄你

的發現） 
 線上： 

1. 觀看影音教材 
2. 參與議題討論(6)－分享你規劃挑

戰的人類學家工作 

2 

  

8 

 冒險王培訓(2)：不!有人偷了我的

點子?帥歐爸的專利&智慧財產權

教室 
 主題：線上世界咖啡館：人類學

家來踢館 
1. 課程目標：我能和夥伴一起報

告訪談結果，並說明實踐同理

心的分工與預期人類學觀察獲

得的資訊。 

2. 搭配 IDEO 手冊 p.33-39 

2 

  

9 期中考週  2  

10  冒險王培訓(3)：小心山上的

台灣黑熊~ 田野調查注意事項 
2 

  

11 

 如果電話亭(1)-當你和祖克伯

一起搭電梯，這門課教你怎麼

辦...蛤~電梯內的簡報? 

 實際演練(3) 同理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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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題：我是說書人看圖說故事 

 課程目標：我能將筆記/發現

寫在便利貼上，同時練習如何

透過便利貼耙梳自己的發現，

並準備向夥伴說明我的故事。 

 單元： 

1. 說故事的威力 

2. 筆記的進化：決定就是你了便利

貼 

3. 如何用便利貼說故事 

4. 讓我們一起打造一個全是便利貼

的空間 

5. 第一步：如何找出獨特的發現？  

6. 第二步：如何將發現賦予意義？ 

7.第七步：定義洞見的方法 

 

2  

13  小組嘰嘰喳喳準備簡報和提案 

 實際演練(4)：定義問題 
2 

  

14 

 沒有館長的 Live 直播(1)-鎂光

燈挑戰 spotlight challenge(各組

練習提案和簡報) 
 主題：讓洞見動起來 
 課程目標：我將關鍵問題點畫

成視覺化圖表；同時學習如何

腦力激盪。 
 單元： 

1. 大腦很偷懶：視覺化的重要性與

實例 
2. 如何準備腦力激盪活動 
3. 腦力激盪的規則 
4. 畫出想法很重要 
5. 如何主持腦力激盪活動 
6. 如何挑選出有潛力的點子 
7. 收斂點子很重要 
8. 別忘了行銷點子，說故事！ 

 

 2 

15 

 沒有館長的 Live 直播(2)-鎂光

燈挑戰 spotlight challenge(各組

練習提案和簡報) 
 主題：讓洞見動起來 
 課程目標：我將關鍵問題點畫

成視覺化圖表；同時學習如何

腦力激盪。 
 單元： 
1. 大腦很偷懶：視覺化的重要性

與實例 
2. 如何準備腦力激盪活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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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腦力激盪的規則 
4. 畫出想法很重要 
5. 如何主持腦力激盪活動 
6. 如何挑選出有潛力的點子 
7. 收斂點子很重要 
別忘了行銷點子，說故事！ 

16 
 線上繳交期末考前作業 

 實際演練：創意發想 

 2  

17  同儕作業觀摩與評選 

 實際演練：準備作品展 

 2  

18 課程總結 2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6＿次，總時數：＿12＿小時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2＿次，總時數：＿4＿小時 

6.其它：（請說明）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個人資料 

■課程資訊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學習資訊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 (包括教師時間、E-mail信箱、對應窗口等) 

每週二下午 15:00-18:00 

hsiang@yuntech.edu.tw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4.線上測驗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 
八  成績評量方式 （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http://ace.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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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線上課程：73%（和同學線上討論，線上答題，live 直播） 
2.面授課程：27% 
 
【線上計算方式】  
線上學習作業-->同儕互評  
教材瀏覽狀況、參與同步教學、完成自我評量、參加討論版-->平台瀏覽

紀錄  
  上課注意事項 依網站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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