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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聲景理論應用於農鄉文創設計之教材設計與

教學實踐歷程

盧麗淑*

摘要

本研究藉由教育部整合創新人才培育計畫的執行，進行聲景理論應

用於農鄉文創設計教材開發，整體教學以4D服務設計為依據，規劃聲景

概念與理論、場域分析與聲景探尋、聲景採集與思考轉化等三個教材單

元，並以講述教學、業師協同教學、跨校課程模組交流機制等方式，進

行教材應用與教學實踐。經由教學歷程提出兩點建議：一、課程教學進

程面：包含課程前置之教學團隊共識、課程執行之「KM-4D-E」完整教

學模式融入、課程成果提案之產學雙師的交叉建議、以及課程回顧與反

思等四階段；二、課程規劃思考面：建議未來若開設此類課程，至少應

以一學年度為執行依據，以同心圓與模組概念建立起跨領域教學之橫軸

（廣度）與縱軸（深度）網絡，並隨時代演變而做調整修正，以因應隨

時轉變的教學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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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全球的農業與農村生活形態正逐漸轉型求變，臺灣政府於

2009年提出精緻農業產業的推展，期望提升臺灣農業的國際競爭力，

樂活農業便是其中一項主軸，重點在於重塑農村風情，打造樂活休閒

島，之後，政府各部門也陸續推出相關政策，如農村再生計畫、地方生

活圈、7835文化發展計畫、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等，整體

而言這些政策之推展共同性，除了強調樂活農業中的社區再造凝聚、農

村活化再生與永續發展之外，也結合了體驗經濟之概念作為發展農鄉

產業更具有教育、遊憩、環保、社會、醫療、經濟、文化傳承等多功能目

標，期望維護優良的農村生活環境、農村建設課題、以及鄉鎮魅力與一鄉獨

有的特色等，由此可知農鄉各村落營造各自特色以及行銷推展的重要性。

無論就一座城市或農鄉村落的意象而言，皆能反映城市或農鄉特有

的特質與氛圍，然而有關意象的形塑，人們大致習慣以視覺影像進行訊

息傳達，而忽略聽覺感官接收之資訊，使得城鄉意象侷限於視線所及的

框架中（林佳麗、盧麗淑，2012）。而有關聽覺資訊的傳達，近年來已

被相關研究學者與藝術家們視為環境財產的一部分，且可用以豐富整體

城鄉環境的表情（羅蕎茵、盧麗淑，2011），以尋求人們對於各地方之

感官體驗之特色。隨著科技進步，感官經驗獲得延伸，進而影響美學觀

點、設計方法和藝術創作。一般而言，人類對於視覺的倚重，多於聽覺

感知，然而在相關學者的探討與解析下，音景（soundscape）的概念開

啟了全新的聽覺經驗，並反映社會的文化脈絡（王俊秀，2001；Schafer, 

1973）。而所謂「音景」是環境中值得被保存的聲音景觀，是可解讀的

社會文本，並與社會文化息息相關（Schafer, 1973, 1977）。古希臘哲

學家Galen曾說：「聲音是靈魂的反射鏡」（Glass, 2003），聲音忠實反

映人、空間和活動的情況，可展現生活經驗的本質。有鑑於此，聲音景

觀（音景）與影像景觀（地景）是同等重要，兩者皆是環境中的資源之

一，但仍需不斷發現與保存，並藉由多元化視角的觀察紀錄，以音景觀

點保存與活化農鄉村落的文化特色，包含農鄉中的生活、生產、生態等

文化音、社會音、自然音等，如此更能呈現當地文化豐富完整的特色與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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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近年來跨領域人才培育與創新課程模式的發展趨勢之重

要性，因此本研究參與教育部智慧生活整合創新教學聯盟計畫  ―― 智

慧農推整創聯盟，主要執行重點在於以農鄉場域為實踐點，著重的方向

為：農鄉推廣、鄉鎮聚落活化、農村再造、社區活化、偏鄉改造、智慧

鄉鎮聚落活化為主，並規劃跨領域、跨校際的整合人才培育課程，以進

行農鄉生活場域體驗探索、洞察農鄉人民之生活型態、分析場域環境特

色，並運用資通訊技術進行服務模式設計與實作，且透過跨校、跨院合

作的範疇包含農業文創、農業休閒、及農業產銷等三大範疇，本課程的

執行主要是以農業文創與農業休閒為課程執行重點，課程規劃必須以跨

領域的思考模式進行模組單元的規劃與教授，且必須因應不同學生的專

長背景而開發與設計相關內容，方能使修課同學能廣度的了解聲景理論

概念與應用的可能性，以及設計創意、資通科技導入發展的創新性。

本課程整體教學過程主要以4D服務設計方法為依據，開設於國立

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數位媒體設計所 ――「聲音與影像設計研究」，

此門課程在整體計畫架構中是屬於高階實作專題與場域實作課程，授課

對象可為大學高年級生與研究所碩士生，執行之課程是以此原課程（專

業先修課程）之聲景理論導入農鄉特色推展，進行專業導入模組教材開

發，並配合智慧農推整創聯盟中心的課程地圖規劃與跨領域運作機制，

執行跨領域與跨校合作，以及場域實境問題解決之創意激盪教學模式，

藉以達到聯盟內各校開發的課程模組相互見習與推動的效益。課程執行

方式與本課程開發之專業導入模組教材關係圖，如圖1（整體課程十八週

之教學時程可參閱附錄一）。

圖1 本課程開發之專業導入模組於跨領域執行之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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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設計理念與理論基礎

一、整體課程設計理念與規劃

整體課程主要是透過聲景、影像相關概念與理論，建構學生聽覺與

視覺思考分析之能力，並以視覺與聽覺認知、符號學、傳播學等相關理

論與文獻分析方式，建立聲景分析與意涵傳達之研究概念，最後藉由實

地觀察、體驗，進行聲音與影像之於地方或場域的情感傳達與設計創

作。為了達到兼具整體課程與跨領域教學整合性人才培育，以及農鄉文

化特色推廣之目標，本課程開發了專業導入模組  ―― 即「聲音風景實

作」，作為農鄉文化特色轉化為文創設計之基礎，亦即其主要是以人的

聽覺與視覺感官經驗為主，透過此進行農鄉場域的體驗與觀察，以找出

當地最具特色之聲音與景觀之元素，作為本課程所謂的農鄉文創的設計

應用與發展之依據。而此模組開發目的為原課程中的實踐階段，亦即設

計發展與落實（develop-deliver）階段，如圖2。

二、相關理論基礎

本模組教材主要是以聲景理論為基礎進行設計，而有關聲景理論的

發展，最早在1970年代由加拿大作曲家Schafer首先提出了「soundscape

（聲景）」這個名詞，透過其創立的世界音景計畫（ T h e  Wo r l d 

Soundscape Project ,  WSP），針對環境中的噪音污染進行描繪，發現

圖2 本教材模組於專業先修課程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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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在環境中的正面價值，並將音景稱為「環境的音樂」，開啟了對

聽覺重視的概念。接續，世界生態學論壇（World Forum For Acoustic 

Ecology, WFAE）於1993年成立，延續世界音景計畫的理念與將其所蒐

集的聲音資料進行保存與運用，除了致力於全世界音景的蒐集與研究

外，並提出聲音音景在教育角度的看法，希望能讓大眾理解環境中的聲

音及其含意，也陸續影響了日本、臺灣等地的音景相關研究與探討應用

等，包含由聖心女子大學教授鳥越老師於1986年不僅翻譯Schafer的「五

村音景」及「音教育」，讓更多日本國內學者了解這塊領域，更集結不

同領域的研究者加入音景領域的研究及調查。之後日本更成立日本音景

學會（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Sound Ecology, JASE）以及建立了平

野音景博物館（Hirano Soundscape Museum, HSM），將聲音進行保存

與展現；臺灣則是由王俊秀教授透過社會學的觀點嘗試跳脫物理量測的

方式，並與Tilly（1974）的概念（人、空間、活動）連結，將音景融入

人（human）、空間（space）與活動（activity）的社會脈絡裡，以聲

標為主將地方音景價值依歷史音、文化音、社會音及自然音等四項因素

來評定環境音景的正面價值，企圖將環境中的嫌音（unwanted sound）

轉換為悅音（wanted sound），藉此加深聲音與社會文化的緊密度，

並進一步透過此理論概念針對新竹市的聲音音景進行分析，從中發現

城市的特色與文化，開啟城市的另一種面貌。而若將都市視為有機體

（organism），音景一方面豐富都市的「音表情」，另一方面則可以作

為都市行銷（city marketing）的一部份，藉以挖掘地方特色，進一步思

考音景轉化於都市設計的參考依據（王俊秀，2001）。

而在視覺意象的文獻中，視覺的確是社會文化發展的基礎架構，但

聲音與社會文化也是息息相關。有關城市意象的概念，最早出現於芝加

哥的學者Lynch於1960年所提出，並將城市劃分成道路、邊界、區域、結

點與標誌物進行相關代表意象探討。Lynch（1960）認為，城市是一種

時間的藝術，不能將城市僅僅看成是自身存在的事物，而應該將其理解

為由他的市民感受到的城市，而意象是一個連續的領域，某個元素發生

的一定變化會影響到其他所有的元素。因此城市中的意象除了個體意識

的存在外，同時揉合了環境的氛圍與城市景觀。意象其實是事物形象經

由意識轉化而產生，意象形成的途徑為，人們藉由感官接受環境訊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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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再以過去在空間活動中的經驗、記憶與感受，而形成心象（饒雅

琳，2005）。視覺意象是一種經驗的積累，不斷的感受與體驗當下並與

過去經驗融合而堆疊延續的。由此可知城市的意象同時反映著城市的面

貌，且不斷的隨之更改。

根據上述，本課程執行與論文發展的研究重點，是從聽覺角度之聲

景概念為核心，視覺影像為輔助，並藉由場域實境踏查、田野調查方

法、以及相關設備的收錄採集，進行探究雲林縣林內鄉農鄉場域的聲音

音景與視覺意象，進行收斂出各場域地標等特有之意象作為本課程設計

作品應用發展之目標。

參、教材架構與內容說明

有關模組教材的定義，李隆盛（1994）提及模組是指短程、完整的

單元，此種單元可與其他單元連結而完成較大的工作或是達成較長程的

目的，而模組化教學就是利用這些模組單元，以學習者為中心，依照學

習者的學習進度來進行學習，並且藉著每一個模組之間的連結學習進

而達成學習的目標。因此，本模組的教學目標是以短程且完整的單元

概念，以及以人的感官知覺體驗為基礎，藉由七零年代加拿大作曲家

Schafer（1973）所提之音景三角形理論為核心依據，並以城鄉環境景

觀或農鄉空間場域的視聽意象形塑為主要課題，期望藉由科技創新的導

入，讓同學們共同激盪交流，設計出具文化思維且饒富趣味的數位加值

設計作品。故以聲音與影像於場域中文化意涵的轉化為課題，數位收錄

音相關軟體工具，為設計發展與轉化實作（develop-deliver）之能力培養

為模組目標，並且思考整體的環境音景之探索與思維的重要性，最後落

實設計概念於實體場域中。教材具體目標與架構包含：了解聲景概念與

相關理論、具備農鄉場域聲景調查分析的基本能力、農鄉場域聲景故事

與主題論述能力、聲景採集與故事轉化之實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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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各單元說明

本課程模組適用學習對象為，關注農鄉場域空間文化特色，以及聲

景特色之相關資源的採集、設計發展、加值應用等，大學部高年級生與

研究所學生，不限校系所。本模組共分成三個單元，總計教學時數為9小

時，各單元教學重點與時數分別說明如下：單元一：聲景概念與相關理

論（時數3hr）、單元二：農鄉場域分析與聲景探尋（時數3hr）、單元

三：聲景採集方法與思考轉化實作（時數3hr）。

期望透過本課程模組的開設，除了本專業先修課程針對場域進行設

計加值應用概念之外，本專業導入模組之聲景概念、採集轉化、與應用

等方法亦可導入聯盟內或外之不同領域課程單元中，藉由加入不同領

域、屬性的模組，加強原本課程不足的專業訓練，進而達到跨領域教學

與整合性人才培育之目標。

（一）單元一：聲景概念與相關理論

首先透過授課教師以講述法與簡報方式，進行本課程之教學目標與

相關內容說明，建構學生對於此相關理論之基礎知識，及相關研究方法

論等的認識。內容包含：聲景理論研究發展脈絡、聲景應用於城鄉發展

的概念、相關研究方法論等，教學程序如圖3所示，並分別簡述說明如

下：

圖3 單元一教學程序圖

本單元教材主要是以前述聲景理論與概念講授為基礎，進而採用王

俊秀（2001）學者結合Tilly（1974）的區位三角形為依據，包含人、

空間、活動、以及Schafer（1977）的音景三角形，包含生標、訊號、

主調等所提之概念，做為探尋與分析之架構參考，試圖藉由場域的探

尋與聲景聆聽、閱讀，解析出屬於農鄉村落的文化特色。相關方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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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單元二教學程序圖與環境知覺建構城鄉環境意象概念圖 
資料來源：蔡宛穎、盧麗淑（2010）。音景型塑城市意象之可能性：高雄市景點特色與音景初探。「飆

心立藝——新科技數位媒體文化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新北。 

 

 
本單元教材主要是以五感知覺與體驗為調查依據，著重於眼、耳、鼻、舌、身之五種感官的觀

																																																								
1	本課程之最終目的是要讓資通科技與設計科系之不同領域的同學，在以問題需求為導向之前提下，本課程十八週的執行最後會以
跨領域、跨校合作之規劃，進行跨領域課程之基礎模組與專業導入模組應用，最後進行資通科技運用，讓不同領域之學生藉由合作

式學習方式，實作出可運用於此農鄉場域中的智慧生活導向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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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之依據，包含場域本身的文獻歷史（包含人文、社會、自然景觀

特色等）；場域環境本身影像（視覺）文本與聲音（聽覺）文本的觀

察方法（例如：紮根理論、田野調查）；場域本身影像（視覺）文本

與聲音（聽覺）文本的解讀方法（例如：符號學理論、文本分析）。

除此之外並針對田野調查方法的說明，以及本課程合作教師團隊之跨

領域基礎模組  ――「資源調查」的導入，讓修課同學可以更確切了解

下一階段的場域聲景資源調查操作等，作為探尋與採集紀錄之依據。 1 

（二）單元二：農鄉場域分析與聲景探尋

透過單元一的基礎知識與理論建構之後，接續以考現學理論為基

礎，藉由觀察法實際進入農鄉場域中進行體驗與觀察、紀錄分析。此階

段主要是城鄉環境景觀或鄉土空間場域的凝視與聆聽，期望藉由方法論

的操作讓同學們分別以城鄉環境景觀視覺體驗紀錄、以及城鄉環境景觀

聽覺體驗紀錄為學習目標，教學程序如圖4所示，並分別簡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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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單元二教學程序圖與環境知覺建構城鄉環境意象概念圖
資料來源：蔡宛穎、盧麗淑（2010）。音景型塑城市意象之可能性：高雄市景點

特色與音景初探。「飆心立藝      新科技數位媒體文化學術研討會」
發表之論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新北。

1 本課程之最終目的是要讓資通科技與設計科系之不同領域的同學，在以問題需求為導向之前
提下，本課程十八週的執行最後會以跨領域、跨校合作之規劃，進行跨領域課程之基礎模組

與專業導入模組應用，最後進行資通科技運用，讓不同領域之學生藉由合作式學習方式，實

作出可運用於此農鄉場域中的智慧生活導向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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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元教材主要是以五感知覺與體驗為調查依據，著重於眼、耳、

鼻、舌、身之五種感官的觀察、體驗、與調查紀錄。觀察與紀錄分別著

重於城鄉景觀之影像（視覺）文本的體驗及分析，藉此帶領各組同學進

行實地參與觀察，主要以文字與視覺圖像進行紀錄，並藉由其他附件蒐

集、文字描述、繪圖、攝影或DV錄製等協助做全盤的體驗紀錄用；以及

城鄉景觀之聲音（聽覺）文本的體驗及分析，主要以文字與圖像進行紀

錄於場域中所聆聽到的聲音，例如：自然音、人文音、社會音等等，並

藉由其他當地居民、或耆老等的訪談，紀錄過去的歷史音與現在的場域

音的差異性等，可藉由數位媒體的錄音設備、與影像紀實工具等作為輔

助。除了是聽覺的感受紀錄之外，其他感官知覺所體驗的皆可紀錄並作

為輔助之用。

（三）單元三：聲景採集方法與思考轉化實作

本單元主要經由單元一、二的場域觀察後，進一步藉由收音技巧與

影像紀錄設備的操作說明，進行聲景聆聽與採集實錄，並透過業師協同

教學方式，進行視覺與聽覺的轉化練習，最後以合作式學習分組方式，

讓參與的學生可共同討論並激盪出屬於農鄉場域的特色聲景，進而發想

與產出加值之作品。教學程序如圖5所示，並分別簡述說明如下：

圖5 單元三教學程序圖與思考轉化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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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元教材主要透過觀看、凝視與聆聽、想像等聯想概念與步驟，

讓同學可以理解人是被週遭環（surrounding）所包圍的，也是懸浮在一

種不斷繁衍與麻密的意義（means）氛圍中。也就是說，當我們觀看時、

當我們聆聽時、當我們想像與感知時、或當我們創造想像時，所有的一

切都在瞬間移動、甚至循環演出中。例如：當每天太陽升起，我們從起

床到晚上就寢時，試問同學們是否曾經在意過每日、每分、每秒所發

生的視覺經驗與聽覺經驗？甚而五感經驗等……？這些存在的事實（聲

音、影像、味道、質感等）我們已習慣被其包圍，卻未特別關注它、了

解它、欣賞它……。殊不知，設計的創意卻源自於它，意即，當你學會

關心它、在意它、敏銳的觀察它、喜歡它並從中創造它，使得因設計充

實了生活、而生活再度渠引研究與發現、進而再提升設計，創造美好的

生活。

二、相關案例參考

有關本課程模組的聲景採集與應用發展，本課程挑選三個類型共計

六個與數位媒體加值、ICT應用相關之案例，進行解析並讓同學們了解可

應用面向，進而思考本課程實作可發展之方向，說明如下：

（一）趣味化與互動性的加值應用類型

1. Rap Mushi iPhone App
此APP軟體開發者是Tsubasa Naruse，為武藏野大學的學生，主要

是將日本在地用語及特色聲音，結合DJ與黑膠碟相互搭配而成。當使用

者操作這個APP軟體時，會覺得自己也搖身變成DJ，再加上許多有趣的

短句搭配，例如：「YO！YO！」這些簡單的配音，不只如此，還可以

搓著螢幕中的黑膠碟，形成與使用者的有趣互動。故透過此APP主題與

設計概念，是可讓同學思考將在地的特色音景帶入，讓同學們激盪出更

多生動活潑有趣且富創意之作品，以成功傳達農鄉聲景之特色（資料參

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LSfZ6gPi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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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ørbar／Audiobar
此作品是將聲景概念應用於城市行銷之互動作品，其概念是將城

市聲音封裝在各式各樣的酒瓶中，並透過後RFID與後端程式運算，呈

現出各種聲音碰撞後的新奇效果，例如：當兩個以上的RFID TAG碰撞

時，便會產生其中一方的聲音助漲或削弱，而形成有趣或不同的城市

合奏曲。故透過此案例的設計概念，亦可讓同學思考與進一步討論，

如何將農鄉在地聲景與此RFID的技術做結合，期望可以數位展現之方

式，成功的將農鄉文化特色做一完整設計行銷（資料參考：http://www.

mogensjacobsen.dk/OLDSITE/art/hoerbar/）。

（二）真實紀錄與共創共享的加值應用類型

1. UrbanRemimx
此作品的概念主要是以新的方式讓使用者主動去探索和體驗城市的

音景。UrbanRemix提供使用者在特殊地標上錄音、拍照、瀏覽等，還可

以自行混音。此作品允許使用者紀錄並探索城市環境，UrbanRemix的

使用者將成為共享音景的積極創造者，因為他們搜索城市有趣的聲音，

並進一步將收集到的聲音，創作為音樂混音，反映了社會的具體性質和

聲學特性。透過此案例的介紹，應可促發同學轉而專注與聆聽生活周遭

之聲響，進而可以進行採集收音，並作為後續加值應用之參考（資料參

考：http://carldisalvo.com/posts/urbanremix/）。

2. Radio aporee 全球聲音地圖平台 

此作品的概念主要是透過仔細聆聽與感受，人們生活周遭所產生的

聲響，進而紀錄與上傳網路，做為大家共創共享之聲音發表平台，而透

過此不僅可挖掘生活中的自然音之外，亦可將人與人之間的對話、活動

或是生活場景等聲音做一紀錄，形成人文音、社會音等，進而對於未來

而言，有些聲響也會因社會氛圍與科技的演變而成為歷史音等，故此平

台可視為是用聲音紀錄著常民生活的點滴的紀錄與創作，此概念亦可讓

同學理解無論是城市或鄉村，世界上的每個角落皆會有它獨特之聲音風

景，值得探究與保存，進而作為加值應用之方法等（資料參考：https://

aporee.org/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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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聲景的影音加值應用類型

1. 自然配樂大師
自然配樂大師為風潮音樂的APP行動軟體，使用者可以簡意創作屬於

自己的自然音樂風景。主要以大自然的曲風作為背景音樂，再搭配一些

自然、動物等元素，例如像是小鳥、松鼠等，讓使用者可以重複拖曳，

創作多種歌曲，整體讓人感到愜意、輕鬆又自在，透過此軟體的互動，

人人皆可當自然的配樂大師。透過此案例的介紹，本課程亦建議同學們

身處於大自然時，應該打開耳朵仔細聆聽美麗的自然聲響並做採集與紀

錄分析，進而建置屬於個人的自然聲響資料庫，作為後續應用參考（資

料參考：http://app.windmusic.com.tw）。

2. 馬嘎巴海
馬嘎巴海是一部短片電影，為杜均堂導演之作品，曾獲第33屆金穗

獎最佳劇情片、及第47屆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影片特點主要是用影

像和音樂來做表達與呈現，透過自然的鳥叫、風聲、和大自然的聲響，

以及古老的腳踏車零件所發出不同的零件鬆散聲，以表達影片中兩位主

角的內在聲音與心靈溝通，透過影片賞析得以讓同學理解靜心去體會身

邊的聲音風景，享受萬物和諧的交會之意（資料參考：http://blog.yam.

com/yjiing/article/49238272）。 

肆、教學實踐歷程紀錄與分析

本教學模組主要是對培育學生具備跨領域與整合性思考之能力為主

要核心目標；透過講述教學法，先由授課教師講授聲景與視覺意象之相

關理論，作為建構此領域之學習基礎，並以相關應用之案例輔以說明；

接續，以業師協同教學之方式，透過文化與視覺意象整合專業業師的講

座，教導同學建構場域意象轉化與形塑概念，以強化落實場域之實作能

力；最後，藉由異質分組合作協力之方式，進行問題導向之專題實務之

設計思考，以解決場域所觀察與場域夥伴提出之問題。另外，透過模組

交換的方式，教師可在課程中安排模組借用，並且藉由加入不同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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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的模組，加強原本課程不足的能力訓練，進而達到跨領域教學的目的。

本模組之於專業先修課程、以及跨領域、跨校合作之關係，如圖6。

所採用之相關教學方法，各單元依序為：講述法、案例教學法、觀察法

【本課程模組之觀察法主要是導入考現學理論作為依據，整體言之，考

現學是一種研究現代風俗和世相的態度與方法（赤瀨川原平、藤森照

信、南伸坊著，嚴可婷、黃碧君、林皎碧譯，2015），藉由考現學的核

心價值，讓同學們理解除了眼睛所見之外，應全面性關心整個社會的生

活狀態，而非單一個人的行為與選擇之觀察】、協同教學法、合作學習

教學法（異質分組）等。

一、場域見學與實作過程

本課程主要是以4D服務設計方法流程為教學核心基礎，透過此基

礎進行課程進度安排，前六週為設計問題的發現（d i scover）與定義

（define）及階段，並進行第一次的發散及收斂。透過課程來建立音景的

基礎概念，並以實際探勘湖本場域，了解場域夥伴的問題及需求；第七

週至第十一週為設計發想與發展（develop）執行階段，即進行第二次發

散與收斂。並透過案例介紹及辦理講座，讓學生能夠開始發展文創、休

閒、產銷三個面向之設計概念，並進行雛型實作；第十二週至第十八週

為設計實作執行（deliver）階段，進行第三次的收斂。各組逐漸完善各

面向之作品，思考使用情境、視覺外觀、機構裝置等部分，並透過數次

的提報，與授課老師、業師們的建議來進行修正，最後完成作品。整體

圖6 本模組課程執行之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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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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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執行說明如下：

（一）單元一：聲景概念與相關理論課程教學實況紀錄

主要採用講述法進行研究標的、聲景概念與理論基礎建構、以及研

究方法導論說明等，包含：現今農鄉場域整體而言所面臨的狀況，例如

村落老化、高齡者居多、空屋現象、農產業缺工等，故以關懷力為核心

議題，如何透過農鄉場域的聲景概念以及五感體驗進行場域中的人文關

懷、環境關懷、空間關懷、連結關懷等的議題討論，作為本課程單元之

重點標的，進而講授本課程原有之課程主軸聲景概念與理論探討，讓同

學能更進一步啟動聽覺感官作為農鄉活化之發展依據，最後亦透過相關

研究方法的介紹，例如：文獻分析、紮根理論、田野調查、口述訪談

等，進一步了解待研究場域之人、文、地、產、景等相關資料的建構，

以利後續的活化與加值設計之應用參考，教學歷程如表1彙整之各圖示。

（二）單元二：農鄉場域探勘之課程教學實況紀錄

本階段主要是到場域實境勘查與產業問題洞悉，由教師與助教帶領

學生至林內鄉湖本社區進行移地教學，並透過湖本生態合作社之場域夥

伴陳先生進行簡報，解說此社區現有的資源以及目前遭遇之問題。接

續，前往湖本場域中有關人文、生態特色之天聖宮與巨竹林，進行實地

探勘與體驗，而此階段是除了導覽解說外，並給予學生場域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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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透過考現學概念進行體驗、觀看與圖文紀錄。結束後，便回到湖本

生態合作社，各組進行彙整觀察與資料分析，最後再以座談方式邀請陳

先生與修課同學一同討論相關問題解決之方案，並朝向文創、產銷、休

閒三方面進行思考與提案，場域探勘過程如表2彙整之各圖示。實境勘查

完之後，學生的體驗經驗與問題彙整，列舉如表3之各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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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探勘後學生針對問題彙整提報

（三）單元三：聲景採集方法與思考轉化實作教學實況紀錄

於課堂上，解說Boom桿組及錄音座的操作方法，透過Boom桿組能

較方便的收錄自然生態，例如鳥叫聲、水流聲等，對於此課程之應用場

域有極大的幫助並讓修課同學實際進行錄音、監聽、回播等操作，模擬

實際錄音的過程，並上機講解影音軟體Music Maker的操作使用，讓修課

同學得以利用此軟體工具製作屬於湖本的音樂，並將收錄於湖本的聲音

融入到製作的音樂之中，如表4內各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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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課程亦邀請視覺影像轉化之業師至課堂中進行演講與共同

指導，演講主題為「聽覺與視覺轉化」。劉老師先從「生活←→文化

←→設計」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讓大家思考文創的意義是甚麼，並啟發

創意如何由觀察力與敏感力兩者組成。同時也介紹了國內外的文創案

例，激發同學的思考，到底文創是甚麼？最後於綜合座談時間，與同學

討論想法，給予各組提案的可行性與發展之建議，如表5內各圖所示。

 Boom桿收音操作說明 教師講解應用軟體 課程收音實際演練

表4 

聲音採集與應用教學過程

12	
	

（三）單元三：聲景採集方法與思考轉化實作教學實況紀錄 
於課堂上，解說 Boom桿組及錄音座的操作方法，透過 Boom桿組能較方便的收錄自然生態，

例如鳥叫聲、水流聲等，對於此課程之應用場域有極大的幫助並讓修課同學實際進行錄音、監聽、

回播等操作，模擬實際錄音的過程，並上機講解影音軟體Music Maker的操作使用，讓修課同學得
以利用此軟體工具製作屬於湖本的音樂，並將收錄於湖本的聲音融入到製作的音樂之中，如表 4
內各圖所示。 

 

表 4  

聲音採集與應用教學過程 

 

 

 

 

 

 

 

 

 

 

 

 

 

 

 

 

Boom桿收音操作說明 教師講解應用軟體 課程收音實際演練 

 
另外，本課程亦邀請視覺影像轉化之業師至課堂中進行演講與共同指導，演講主題為「聽覺與

視覺轉化」。劉老師先從「生活←→文化←→設計」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讓大家思考文創的意義是

甚麼，並啟發創意如何由觀察力與敏感力兩者組成。同時也介紹了國內外的文創案例，激發同學的

思考，到底文創是甚麼？最後於綜合座談時間，與同學討論想法，給予各組提案的可行性與發展之

建議，如表 5內各圖所示。 

 

表 5  

業師講座教學實況 

 

 

 

 

 

 

 

 

 

 

 

 

 

 

 

 

業師專題講述情況 業師與學生之互動 業師與各組討論 課程團拍紀錄 

 
接續，各組進行創意構想發散，思考湖本場域之優缺點，並於課堂中進行階段性發散結果提案

與討論，最後各組將發想的創意想法進行收斂，挑出十個屬於湖本的特色。並以此進行農鄉場域特

色之文創設計提案與後續發展，如表 6內各圖所示。 

 

 

 

 

12	
	

（三）單元三：聲景採集方法與思考轉化實作教學實況紀錄 
於課堂上，解說 Boom桿組及錄音座的操作方法，透過 Boom桿組能較方便的收錄自然生態，

例如鳥叫聲、水流聲等，對於此課程之應用場域有極大的幫助並讓修課同學實際進行錄音、監聽、

回播等操作，模擬實際錄音的過程，並上機講解影音軟體Music Maker的操作使用，讓修課同學得
以利用此軟體工具製作屬於湖本的音樂，並將收錄於湖本的聲音融入到製作的音樂之中，如表 4
內各圖所示。 

 

表 4  

聲音採集與應用教學過程 

 

 

 

 

 

 

 

 

 

 

 

 

 

 

 

 

Boom桿收音操作說明 教師講解應用軟體 課程收音實際演練 

 
另外，本課程亦邀請視覺影像轉化之業師至課堂中進行演講與共同指導，演講主題為「聽覺與

視覺轉化」。劉老師先從「生活←→文化←→設計」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讓大家思考文創的意義是

甚麼，並啟發創意如何由觀察力與敏感力兩者組成。同時也介紹了國內外的文創案例，激發同學的

思考，到底文創是甚麼？最後於綜合座談時間，與同學討論想法，給予各組提案的可行性與發展之

建議，如表 5內各圖所示。 

 

表 5  

業師講座教學實況 

 

 

 

 

 

 

 

 

 

 

 

 

 

 

 

 

業師專題講述情況 業師與學生之互動 業師與各組討論 課程團拍紀錄 

 
接續，各組進行創意構想發散，思考湖本場域之優缺點，並於課堂中進行階段性發散結果提案

與討論，最後各組將發想的創意想法進行收斂，挑出十個屬於湖本的特色。並以此進行農鄉場域特

色之文創設計提案與後續發展，如表 6內各圖所示。 

 

 

 

 

業師專題講述情況 業師與學生之互動 業師與各組討論 課程團拍紀錄

表5 
業師講座教學實況

接續，各組進行創意構想發散，思考湖本場域之優缺點，並於課堂

中進行階段性發散結果提案與討論，最後各組將發想的創意想法進行收

斂，挑出十個屬於湖本的特色。並以此進行農鄉場域特色之文創設計提

案與後續發展，如表6內各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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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上除了給予各組之進度建議外，也採用相關案例說明與建議實

作作品可修正方向，並帶領修課學生至本校創意工場見學3D列印、雷射

切割等技術，作為本課程4D設計理念之最後階段的實作產出之依據，讓

同學可透過技術面回推與反思，各組提案方向的可行性等，再作修正與

調整。除此之外，本課程在此階段讓同學試著回想，並勾勒當初到訪湖

本社區之第一印象或最具印象深刻之畫面，或許是大家都知道的湖本特

色，也或許是同學與當地居民的邂逅、耆老訪談等，將其寫成詩詞，並

與同學分享其感受，討論詩中的情境故事，最後再轉化成聲音與影像的

結合。如表7內各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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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提案與評量方式

初步成果提案方式，課程於此階段同步邀請場域夥伴、業師、跨領

域之ICT背景教師，共同給予跨領域分組之同學的成果提案進行評論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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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並給予適當的修正建議。跨領域資通技術部分，主要是邀請本校電

子工程系教師進行跨領域的合作，透過講解各類感測器及Arduino的簡單

應用，讓同學了解各種感測器特性與應用方式，便能將此ICT技術應用

於設計發展中，讓作品能有更多的微科技感測應用與互動性。此外也針

對各組提出作品的裝置感測等技術部分提供修正意見，讓各組的作品有

更好的應用與表現。而最後的提案方式，各組除了準備PPT進行簡報，

講解產品概念、情境、視覺設計等部分外，也將實作之成品雛形實際展

示給老師們看。透過各不同領域教師依循問題點、創意想法、設計完整

度、後續發展性等方向，給予更精進之建議。如表8內各圖所示。

針對成果提案與評量方式，本課程由於主要教學理念是以4D服務設

計方法為依據，故依此概念建立了跨領域成果評量之指標，其評分項目

包含：問題描述與提案說明、問題解學創意概念、設計表現的完整度、

以及此作品後續的可發展性。整體提案評量表格，如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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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提案作品評量表

組別名單： 
主題名稱：

評分構面 問題描述與 問題解決創意 設計表現的 後續的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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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成作品設計提案

透過服務設計之4D發展過程，修課同學從Discover階段去探索場域、

Define階段進一步理解與定義問題、進而進入Develop階段發展設計概念，

到最後Deliver階段將設計想法具體化並共同合作將作品完成，如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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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依循課程教學理念之學成作品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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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反思與建議

在整體授課過程中，不僅僅只有單純的講解理論，還安排了校外參

訪，除了探勘場域外，也會與場域夥伴討論問題，共同構思想法。除此

之外，安排業師來校演講，讓同學思考設計、文創等概念，並給予實際

發展作品的經驗。除了課程安排外，各組也自行安排時間至湖本村參

訪，以不同角度來看湖本村。在各組發展想法後，也進行簡報，講述有

關文創、休閒、產銷三面向的想法，並讓老師給予實際建議。在發展過

程中，也會需要製作雛型，課程也安排修課學生見學於學校內的創意工

場，為同學解說3D列印、雷射切割等實作技術相關注意事項等。因此

就整體而言，對於老師的教、以及學生的學，皆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課

程，從中也訓練了同學們的跨領域整合的思考力、多元領域的專業基礎

概念建構、不同背景的分組學習與團隊溝通之能力、以及共同完成作品

的實作力。雖是辛苦但卻充實的一門課程，總結整體執行的課程教學的

回顧與反思、以及建議，說明如下：

本課程透過學界與農鄉場域的結合，實地進入雲林縣林內鄉湖本生

態村之場域進行問題探索與體驗觀察，並針對場域夥伴目前所面臨之問

題與未來發展之需求提出創新構想與解決辦法。課程主要以跨領域整合

人才培育之目標導向為依據，故以整合設計概念進行整體課程規劃，除

了聲音風景實作課程模組的核心導入之外，亦規劃以跨領域課程的資源

調查與盤點為前置，並於專業模組導入後，以跨領域教師的感測裝置等

概念，讓學生在學習上建構橫向知識的跨領域概念，進而透過異質分組

之合作式學習方式，進行問題探索與解決提案之發展，最後將解決方案

進行落實展現。整體課程對於修課學生而言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課程，

除此之外，也訓練了同學們的跨領域整合的思考力、多元領域的專業基

礎概念建構、以及不同背景的分組學習與團隊溝通之能力，但唯獨同學

們皆認為在時間上有不足夠之現象，故後續將會進行調整課程模組應用

的前後學習之關聯，並縮小問題解決之範圍，以兼顧學習過程中的好奇

性、挑戰性、與愉悅性。

另外，有些同學藉由參與此計畫的執行，接觸了跨領域休閒遊憩與

觀光、及資訊科技應用概念，透過情感、觸感、動感三個概念來解決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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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域之問題，期望讓遊客透過文創小品感受湖本農鄉淺山生態之文化

特色，除了獲得教育部三創競賽創新組優選、場域經營競賽銅獎、以及

105年全國智慧農業創新創業競賽入選之外，也獲得了場域夥伴陳先生的

認可，並已進入合作量產等進程，讓小組成員的作品實際於湖本生態合

作社販售，間接也形成了學生們微型創業或所謂微店舖之概念（如圖9～

11），雖有獲獎紀錄，但仍有許多進步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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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反思與建議 

 
在整體授課過程中，不僅僅只有單純的講解理論，還安排了校外參訪，除了探勘場域外，也會

與場域夥伴討論問題，共同構思想法。除此之外，安排業師來校演講，讓同學思考設計、文創等概

念，並給予實際發展作品的經驗。除了課程安排外，各組也自行安排時間至湖本村參訪，以不同角

度來看湖本村。在各組發展想法後，也進行簡報，講述有關文創、休閒、產銷三面向的想法，並讓

老師給予實際建議。在發展過程中，也會需要製作雛型，課程也安排修課學生見學於學校內的創意

工場，為同學解說 3D列印、雷射切割等實作技術相關注意事項等。因此就整體而言，對於老師的
教、以及學生的學，皆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課程，從中也訓練了同學們的跨領域整合的思考力、多

元領域的專業基礎概念建構、不同背景的分組學習與團隊溝通之能力、以及共同完成作品的實作力。

雖是辛苦但卻充實的一門課程，總結整體執行的課程教學的回顧與反思、以及建議，說明如下： 
本課程透過學界與農鄉場域的結合，實地進入雲林縣林內鄉湖本生態村之場域進行問題探索與

體驗觀察，並針對場域夥伴目前所面臨之問題與未來發展之需求提出創新構想與解決辦法。課程主

要以跨領域整合人才培育之目標導向為依據，故以整合設計概念進行整體課程規劃，除了聲音風景

實作課程模組的核心導入之外，亦規劃以跨領域課程的資源調查與盤點為前置，並於專業模組導入

後，以跨領域教師的感測裝置等概念，讓學生在學習上建構橫向知識的跨領域概念，進而透過異質

分組之合作式學習方式，進行問題探索與解決提案之發展，最後將解決方案進行落實展現。整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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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領域的專業基礎概念建構、以及不同背景的分組學習與團隊溝通之能力，但唯獨同學們皆認為

在時間上有不足夠之現象，故後續將會進行調整課程模組應用的前後學習之關聯，並縮小問題解決

之範圍，以兼顧學習過程中的好奇性、挑戰性、與愉悅性。 
另外，有些同學藉由參與此計畫的執行，接觸了跨領域休閒遊憩與觀光、及資訊科技應用概念，

透過情感、觸感、動感三個概念來解決湖本場域之問題，期望讓遊客透過文創小品感受湖本農鄉淺

山生態之文化特色，除了獲得教育部三創競賽創新組優選、場域經營競賽銅獎、以及 105年全國智
慧農業創新創業競賽入選之外，也獲得了場域夥伴陳先生的認可，並已進入合作量產等進程，讓小

組成員的作品實際於湖本生態合作社販售，間接也形成了學生們微型創業或所謂微店舖之概念（如

圖 9～11），雖有獲獎紀錄，但仍有許多進步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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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據學生參與此課程的回饋建議，建議方向除了肯定與勇於挑戰

跨領域合作的課程安排之外（如F同學、I同學），大部分都覺得課程時

間過少，不論是各單元的執行、還是整體的課程安排的時間掌握等（如D

同學、A同學），故建議課程執行的時間可再多一些，方能使最後的成果

展現有精緻度的表現。相關回饋部分意見節錄說明如下：

實際走入田野場域中，進行體驗、觀察與調查，不僅可擴展自己的

視野，也可操作與體驗到媒體設計領域的收錄音技術，覺得很棒！

也是一些課程所沒有的，會感到很新鮮，也喜歡這種團隊合作的精

神！（F同學）

我很喜歡這堂課與地方場域合作。在學校上課寫報告外還是要多出

去走走看看。探訪湖本二次，還蠻希望這塊寶地能變得更有魅力，

不管最後的成果是否能被業主採用，我覺得大家都很用心用力的合

力去達成目標。（I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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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身是程式撰寫的工作，覺得APP發展開發的部分起步較晚，開發
時間不夠，導致APP功能無法做到最完善，但至少在不同背景的跨
領域合作學習下，完成了雛型的建置，蠻有成就感的。（D同學）

課堂具有合作學習的效益，且透過不同領域同學們合作過程，也了

解到溝通的重要性。但時間太少，建議此課程可以開一學年，且建

議田調單元可再多一些些。（A同學）

根據上述同學們的回饋建議，再加上教師個人的課程執行與教學現

場的觀察（課程教師即為本研究之觀察者），個人認為的確在跨領域的

教學與學生合作學習上，課程操作的時間應是關鍵因素，故本研究認為

整體課程的執行操作，應可將原先的模組課程執行之概念圖，跨領域

ICT的教師講座方式修正成為可彈性調整之「X+Y型」之跨領域工作坊

的執行操作，使異質分組的成員能有更多時間的交流與互動，如圖12。

並提出四點建議：(1) 課程前置規劃：應包含雙教師以上之團隊建立，

並透過多次教學研討設定好需整合之知識範疇與繪製課程地圖；(2) 課

程執行階段：4D設計思考法可調整為「KM-4D-E」教學模式，包含理

論知識與方法論建構（KM-Knowledge & Methodology）、場域觀察體

驗（1D-Discover）、問題發現與定義（2D-Define）、設計思考與創

意發展（3D-Develop）、設計執行製作（4D-Deliver）、提案與評估

（E-Evaluation）；(3) 課程成果提案：邀請專家、場域夥伴進行提案與

互動討論、評量；(4) 課程回顧與反思：可透過教師觀察、TA日誌、學

生訪談資料，以及安排場域夥伴、老師、與學生等相關人員進行對話，

作為課程修正之依據。另外，本研究建議未來若要開設此類型課程，時

間上至少應以一學年度為執行依據，並以同心圓與模組概念建立起跨領

域教學之橫軸（廣度）與縱軸（深度）網絡，且隨時代演變而做調整與

修正，以因應隨時轉變中的未來世界。期望藉由本研究之教學歷程分析

結果，可作為日後開設跨領域教學或相關研究課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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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跨領域課程操作模式之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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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聲景理論應用於農鄉文創設計之教材設計與教學實踐歷程

附錄一、整體課程十八週教學時程規畫表

智慧生活整合創新跨校教學聯盟計畫

課程名稱：聲音設計與影像研究  課程規劃行事曆

  階段 週          各課程教學內容與作業進度 備註

 1 中秋節放假 

 2 課程介紹 跨域合作期初工作坊 

 3 音像（景）研究概念--研究背景、定義、
   破冰活動、課堂分組
  目的、與範疇 

 4 音景研究相關理論與視覺、聽覺的想像

  （情感理論與構成原理）（講述+實境觀察 湖本場域教學

  +訪談與討論） 

 5 調整至10／15工作坊 

 6 音景研究方法導論-場域文史調查（問題發
   影像、記憶、與文化
  現與定義思考法、案例分析法） 

 7 講座（1）――聽覺與視覺轉化

 8 場域型塑相關研究評論與案例分析 Case Study

 9 講座（2）――資通科技技術應用 

 10 研究場域實體調查–場域觀察與文史調查 湖本場域教學

 11 講座（3）――電子商務應用 

 12 研究場域初步觀察分組報告--場域問題說
   各組報告
  明與解決提案 

 13 聲音與風景之於場域實作發展（1）  教材單元導入

 14 聲音與風景之於場域實作發展（2） 教材單元導入

 15 聲音與風景之於場域實作發展進度討論（3） （分組討論）

 16 聲音與風景之於場域檢討分析與修正發展

  （4）+業師指導+場域修正（提案檢討） 

 17 聲音與風景之於場域實作成果提報 成果驗收與檢討建議

 18 期末報告與成果展示 邀請場域相關人士參與

Discover

發現問題

（Define）

定義問題

意涵

Develop

概念發展

Diliver
場域實作

（情境

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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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mplemente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innov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programs that focus on the application of soundscape theory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of rural villages.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material 
and practices was recorded and analyzed, and teaching reflec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a are proposed. In this study, the teaching process 
was based on the 4D service design, and constructed 3 units: the soundscape 
concept and related theories, location analysis of rural villages and exploration of 
soundscape, and a soundscape collection method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ought. 
Through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lectures, collaborative instruction with industry 
experts, and cross-school exchange, the study applied variou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practices. Using the results of this course, this study proposes 2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instruc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practice: (1) course instruction 
progress, which occurs in 4 phases—consensus among the teachers preparing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of the complete KM-4D-E（Knowledge & Methodology-4D- 
Evaluation） teaching model used in course practice, suggestions for industrial 
and academic teachers based on the coursepplication of soundscape theory in the 
cuon; and (2) thoughts about course planning, which suggested the course time 
for similar future courses is one academic year. Using concentric circles and the 
module concept, the study established a horizontal (scope) and vertical (depth) axis 
network of interdisciplinary instruction and adjusted and modified them over time 
to respond to global changes.

Keywords: teaching material design, teaching process, interdisciplinary,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of rural villages, soundscap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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