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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服務設計師――用設計思考開發地方實境

遊戲的教學實踐

涂敏芬*

摘要

大學的學期課程如何嵌入「設計思考」進而讓師生與「地方／社

區」對話？這是一堂企管系選修課「服務創新與設計」的挑戰，也是一

個大專院校執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強調的教學創新。本研究在

教學者設定「成為服務設計師」的目標下，選定淡水百年市街為實境場

域，導入專題式學習法，採用設計思考流程展開每週教學進度，據以達

成開發實境遊戲做為服務創新的專題任務。在教學介入策略上規劃雙軌

非同步專題機制，教學者以超前部署之姿開發校園版實境遊戲，一方面

以此做為服務設計的實務示範與演示，二方面也讓校園版融入課程成為

教案素材，引導學生開發地方版實境遊戲。最後共完成七組實境遊戲的

原型作品，並有兩組原型進入後續的產品優化與製作階段。本文教學

者試圖提出「用以致學」為跨域課程的核心精神，發展「疆界物件」為

知識建構的載體，找出大學師生「靠近」地方的途徑，在信任共創基礎

下，尋求「創生」地方，啟動正向的行動實踐。

關鍵詞：大學社會責任、服務創新、專題式學習法、設計思考、實境遊

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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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老師與學生如何在「服務創新與設計」的課程中，共同成為「服務

設計師」（service designer）？除了認識服務創新（service innovation）

與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外，「以人為本」的理念更需要實際的

操作與行動。然而，傳統單向傳授知識的教學現場不再合適，教學內容

與真實生活剝離也是一個困境，因為真空情境下，「設計」沒有對話的

「人」，「服務」沒有施作的「本」。於是，為了落實以人為本的理

念，教學者根據操作方法（method）、教學情境（context）和主題內容

（content），進行學期課程的規劃設計與進度實踐。

此課程本質上是一個傳授服務設計方法的課程。設計思考源自工程

領域，近年來也在商管領域受到關注，原因之一在於企業必須設計自己

的產品或服務來進行商業競爭（Dunne & Martin, 2006）。此風潮同樣擴

及教育領域，培育學生創意思考，為問題提出解方。因此，對教學者而

言，設計思考不應只是做為套裝知識傳授給學生，而是教學者本身也要

像設計者一樣，思考如何將設計思考流程嵌入課程的每週進度，帶領學

生練習進入一個不熟悉的脈絡。

本研究在課程執行當下的脈絡情境，特別的是，教學者在2018年

進入校方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教育部在官網上說明此計畫類型的發起源由，基於：「社會問

責聲浪漸趨高漲，認為大學師生除了在自己專業領域持續研究創新外，

更應該主動積極和當地社經及產業發展結合，一方面傳遞知識，二方面

帶動所在地區發展，以實踐大學社會責任。」於是，這門課程成為教學

者加入計畫的起手式，初步設定地方創生為實踐議題。

然而，社會實踐導向的課程實施，不同利害關係人面臨不同挑戰：

第一、課程對焦的淡水場域，有著淺碟式觀光的困境，老街樣貌猶如模

版復刻，大同小異；第二、嘗試對話的社區，人口老化，社區協會的動

能不足；第三、對USR計畫而言，因為是第一年執行，一切尚且模糊，

規劃書中提及的想法如何落實到課程，仍需探索；第四、對多數修課學

生而言，學習經驗停留在「認知」層次，知道服務創新的企業個案，也

嘗試從服務設計的角度去拆解個案創新服務的過程，卻仍與真實世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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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疏離，學習效果無法深化；最後，對教學者而言，教設計思考，卻是

取用他人教材，雖說以體驗導向的單元式教學來授課，卻不曾以完整一

學期執行一個貫穿的實作專題。

面對這些挑戰，教學者主張這門課並不僅止於傳遞知識，更是一段

內化知識的行動歷程，同時是一段與地方創生對話的行動嘗試。「地方

創生」做為閱聽大眾共同認知的流行詞彙，概念上卻是複雜的，本質上

應在時序軸向上進行理解，教學者初步拆解成認識地方、介入地方、創

生地方的進程。然而，行動上必須納入現實條件，特別是學期制的課程

實施以及師生對地方近乎無知的狀態，值此，授課者在投身社會實踐的

萌生初期，找到一個「靠近」地方的途徑。在此途徑中，探索「物人關

係」，一方面以物件的開發進程積累學生的學習成效，二方面以物件的

內容梳理做為認識地方的媒介，三方面以物件承載之服務創新做為後續

創生地方的行動體。

在課程中，授課者設定師與生「成為服務設計師」為共同目標，導

入專題式學習法（project-based learning），設定學習設計思考、創新

導覽服務為專題實作任務，設計自己的服務，創作自己的作品。在實境

場域方面，擇定以淡水重建街為核心展開的淡水百年市街；在內容議

題方面，設定地方街區中漢洋文化的對話。表現形式則是選定實境遊戲

（alternate reality game），是物質（具體物件）與概念（服務設計）操

作相互支持的存在模式，是在物質―論述（material semiotic）實作的部

署中所構成（Werle & Seidl, 2015）。

以下是筆者思考學生的學習需求與行動現象後，進行書寫的教學實

踐歷程，同時內含教學者真實操作的隱微經驗。筆者透過書寫與反思，

評估這門課程是一個成功的專題式學習，將師生連結在一起，達成課程

設定的共同目標。以下依序闡述教學實踐的脈絡與理念、課程背景與教

學設計；接續在教學實踐歷程方面，服務原型的設計分為教師與學生兩

個發展軸向，教師「以身為度」，以超前部署之姿親身帶領學生開發校

園版實境遊戲，先行體驗服務設計師在開發歷程中可能遭遇的困難，據

此掌握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情緒與痛點。最後，說明本課程的教學特色

與成果回饋，以及結論與省思。

成為服務設計師――用設計思考開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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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實踐的脈絡與理念

「服務創新與設計」一課開設在企管系三年級，截至109學年度結

束，筆者共開設此課16門。2016年前，多採一般授課方式，卻也是「走

出教室、觀察場域」的方式設計課程，曾在不同學期嘗試多元場域，包

括：校園內、市街、鄰近社區等。然而，同學們雖是走出教室，卻仍停

在「觀察」層次，因此，在2018年2月搭配校方USR計畫對教學創新的

期許，教學上有三大特色：第一、採取實作的專題式學習；第二、推進

設計思考從認知到行動與操作；第三、專題成果必須以物件形式呈現服

務原型。

一、專題式學習

時值教育各界開始倡導不同的創新教學法，包括：專題式學習、

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頂石課程等。各種教學法有其源由與異同，但從服務設計

的角度來思考，主張教學創新就是設計學生的學習行為、激勵學習動

機。因此，師與生都要跨出舒適圈，教學者開始轉化課程內容與方

法，從教「服務設計」（知識面向）轉而變成「設計服務」的實作專

題（行動面向），認同並實踐Dewey提出之做中學的學習方式，以專

題（projects）、活動（activities）與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等方

式，串接整體課程的實施與操作（Dewey, 1994）。

專題，有不同的中文譯詞，包括：專案、計畫、方案、設計等，本

質上係指符合學生程度，並能以某一個特定主題為學習主軸，進行深入

探究（Katz & Chard, 1989）。專題式學習法以學生為核心，老師為學生

安排真實任務，引導學生經歷一段問題解決的歷程，在設計與完成專題

的過程中，辨識問題、發展計畫、測試內容與反思修正（Wurdinger et 

al., 2007）。教學者揚棄傳統上給予學生標準答案的教學方式，而是扮

演促進者角色，引導學生與某個主題或議題對話，積極參與在自主學習

的歷程中。亦即，專題式學習強調教學者要協助學習者發展「歷程性技

能」（process skills），除了在課程中的學習與發揮外，還能幫助他們



5

發展重要的生活技能與面對未來（Boss, 2013; Wurdinger, 2016）。

Larmer等人（2015）提出在PBL（project-based learning）教學法

中，教學者必須思考七個重要的課程設計原則：設定具挑戰性的問

題、持續探究、具真實性、學生聲音與選擇、反思、評論與修正、公

開展示成果，以此達到高品質的兩大學習目標：關鍵知識和理解（key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關鍵成功技能（key success skills）。換

言之，教學者必須策略性地引導學生進入真實場域，點出意義、引發動

機，並點出場域中的核心問題或待解痛點，而學生可透過團隊的創意發

想提出數個可能，並在課程中選擇一個可能方案深入探究，在歷程中加

以反思、改進與修正，最後讓階段性成果在真實場域中呈現與閱聽大眾

對話。PBL的課程設計原則與設計思考的行動與操作不謀而合。

二、設計思考的認識、行動與操作

設計思考是一套以人為本的創新方法，透過細微觀察，發現被觀

察者未說出口的需求。設計思考在近二十年來漸受重視，包含政府及

商業界都開始認可設計思考的價值，並運用此方式完成許多成功案例

（Gruber et al., 2015）。Tim Brown也將設計思考定義為社會目前需要的

一種創新方法，設計思考並不侷限設計師使用，一般大眾也可運用設計

思考，達成全新的創造力（Brown, 2008）。

設計思考，現已成為設計論述和修辭的核心議題。同理觀察

（empathize）、定義需求（define）、創意發想（ideate）、原型速作

（prototype）以及反覆測試（test），是經常朗朗上口的流程步驟。藉

由這些步驟的遞迴迭代，不斷收斂及發散找出具創意的解方（Micheli et 

al., 2018）。第一個步驟是同理觀察，就是換位思考站在需求者的角度

看待問題，透過觀察或調查，記錄場域中的人事時地物；第二個步驟是

定義需求，將需求者的資料發展成人物誌（persona），進而找出痛點，

使用動詞代替名詞去定義，開展行動者對痛點的理解；第三個步驟是創

意發想，進行腦力激盪的發散式思考；第四個步驟是原型速作，在廣泛

拋出點子後進行收斂，利用隨手可得的材料，將想法具象化，快速製作

粗略模型，做為快速修正與反覆實驗的基礎，進而降低未來實品的失敗

成為服務設計師――用設計思考開發地方
實境遊戲的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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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與風險。

然而，大學端教育現場受限於十八週的課程長度，一般關於服務設

計的課程，期末成果發表經常是學生採用簡報方式發表原型想法。從實

作角度來看，這樣的課程結束並沒有完整操作設計思考的流程，亦即，

停留在第四步驟而沒有進到第五步驟的反覆測試歷程。在第五步驟中，

行動者將初步製作的產品或服務原型邀請需求者做測試，記錄他們實際

使用的行為與事後反饋，找出問題所在。發現問題後，返回至製作原型

或是更前面的步驟進行修改，經過不斷重複測試與修改，找出符合需求

者的解決方案。這段歷程才是學生成為服務設計師的必要歷程。

Wrigley與Straker（2015）調查了28間開設設計思考課程的國

際學院，梳理上課內容與方式，歸納提出一個教育設計階梯（The 

Educational Design Ladder）模型，將之分成五個階段：階段一為基礎層

次（foundational level），提供學生學習設計思考的歷史、演化和內容；

階段二為產品層次（product level），是將設計思考置於產品設計的脈絡

下，學生需要應用設計思考的方法與流程，進而開發出有形結果；階段

三為專題層次（project level），結合產品焦點的設計思考和設計管理，

應用至市場情況和品牌決定；階段四為商業層次（business level），意

指結合設計、商業和技術來發展新的商業模式和策略預測；階段五為專

業層次（professional level），最後階段的設計思考脫離特定脈絡，聚焦

於發展個人使用設計思考的專業技能，以此鼓勵學習者辨識機會，進而

透由設計思考的引導，完整經歷從創意到創新的歷程。

針對此五階段的教育設計階梯，教學者設定學生的學習目標進階到

第二階段的產品層次。而教學者身為大學老師，有更高的自我期許，希

望將設計思考精進至第五階段的專業層次；亦即，以設計思考為教學內

容，同時利用設計思考的方法論，一方面做出自己的作品與代表作，二

方面不再需要一直以他人行動為教學案例，三方面也將設計思考內化為

心法，落實到其他課程。於是，在本門課程中，教學者設定師與生均要

完成「疆界物件」，學習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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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疆界物件學習跨界

所有的學習都有疆界（boundary）（Akkerman & Bakker, 2011）。

一段謂之成功的學習經驗，係指學習者能夠辨識疆界，面對疆界上的挑

戰，最後能夠跨越疆界的歷程，即為當今眾所倡議之「跨界學習」。在

課程中，教師幫自己與學生都設定了攀爬教育設計階梯的目標，因此，

我們都需要在學習歷程中，尋找或設定可作為跨界的事物或材料，即所

謂的「疆界物件」（boundary object）。

疆界物件概念可追溯自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強調探索人類、非人類（如技術物）與自然和社會，在實作中

的交織與轉變。亦即，不預設行動者的屬性與樣態，而是認可並觀察各

種異質行動體（actant）如何在萌生的社會網絡中構成與互動（Callon, 

1999）。ANT的實作概念強調人們經驗世界的變化，而非理論模型的思

考，正如Latour（1999：119）所說：「行動者是什麼是來自行動者能做

什麼而定義」，林文源（2014）稱此為轉變式行動理論。

因此，在實作面向上，本課程設定專題的展演形式是從「物」著

手，加上考量服務的形式多元，必須劃定可操作範圍，故當學期設定以

「實境遊戲」為專題，加之當時市場上已有一些青年創業團隊以此創

業，最負盛名的創業團隊也有以淡水為場域的遊戲推出，當時他們供玩

家取得「道具包」，內含各關卡的遊戲解謎物件。借此概念，在課程執

行當下對內是以「尋寶包」稱之；惟課程結束後，筆者思索整個實作專

題的內涵，覺察到玩家行為在本質上更接近的是「探索」此一詞彙，於

是改用「探索包」做為自導式實境解謎遊戲的指稱，並將此物件定位成

一個「生成單位」（generation units），是一個有意義的社會聚合物和

群體記憶，使得投入者得以從中製造意義和採取行動，如同滾動石頭，

得以獲致動能（Lippmann & Aldrich, 2016）。

參、課程背景與教學設計

教育部在2017年正式啟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第一期計畫

（2018～2019年）共有116間大學、220件計畫投入。筆者服務的學校

成為服務設計師――用設計思考開發地方
實境遊戲的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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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期共通過兩件計畫，並成為其中之一《淡水好生活――永續生活

圈營造計畫》的成員。「服務創新與設計」這門課做為參與計畫的起手

式，綜合考量多方需求，包括：本身專業（傳授設計思考與服務設計方

法論）、學生需求（做中學）、計畫要求（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校方制度（鼓勵教學創新）、社區現況（探索重建街被保存後

的下一步）等，安排與部署相關資源與進度。

一、課程大綱

本課程設定產出實境遊戲的服務原型為課程目標，是一段在「微

觀」與「鉅觀」之間流動的交織共演，請見表1說明。隨著課程週次推

進實作進度，並可從三個面向觀察課程的操作與實施：第一、將設計思

考方法論，嵌入時間軸，每堂課相互扣連；第二、授課地點也因操作方

式有所移動，多數時間在教室內，但也根據學習與專題需求，調整至教

室外校園內、淡水市街與校內圖書館；第三、課程參與者除了老師與學

生之外，也在特定週次與計畫夥伴和社區夥伴互動。因此，學生們是主

動或被動地被這個歷程往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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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課程內容進度與教學策略實施

週次          課程內容進度 設計思考 授課地點     參與者

 01 課程介紹  教室內 老師、學生

 02 服務創新與設計綜論  教室內 老師、學生

    教室外、
 03 校內體驗：校園探索包第四版 同理觀察  老師、學生
    校園內 

 04 體驗分享與分組  教室內 老師、學生

   同理觀察  老師、學生、
 05 淡水漢人街區文史講座  教室內
   定義需求  社區夥伴

  校外教學：淡水漢人街區田野 同理觀察  老師、學生、
 06   淡水市街
  調查 定義需求  社區夥伴

   定義需求  老師、學生、
 07 生活地圖工作坊：腦力激盪  圖書館 
   創意發想  計畫夥伴

 08 期中報告：淡水場域田野觀察 創意發想 教室內 老師、學生

     老師、學生、
 09 小組協作體驗  教室內 
     計畫夥伴

 10 設計思考工作坊：設計流程觀 原型速作 教室內 老師、學生

 11 設計思考工作坊：原型製作 原型速作 教室內 老師、學生

 12 設計思考工作坊：原型測試 原型測試 淡水市街 學生

 13 設計思考工作坊：測試報告整理 原型測試 教室內 老師、學生

     老師、學生、

 14 期末成果發表與策展 原型測試 圖書館 計畫夥伴、

     社區夥伴

二、修課學生背景

本課程是二學分選修課，開設在2018年2月（106學年度第2學

期），來自校內55位學生加入；但因課程分量重，期中退選6位，最

後共49位同學完成課程修習，其中有27位男生（55%）、22位女生

（45%）。另外，從學制來看，日間部一般生為43位（87%）、進學班

成為服務設計師――用設計思考開發地方
實境遊戲的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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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日間部課程有6位（13%）；從年級分布來看，橫跨一到四年級（大

一2位、大二6位、大三23位、大四18位）；從學院來看，共來自5個學

院，18個不同科系。這些同學最後分七組，平均人數為7人，每組至少

包含2個科系以上的同學。

修課學生背景符合操作跨域團隊與實作課程的條件，但具有一定困

難度：第一、人數略多；第二、傳統課程多以專業理論為主的學理課

程，學生對專題式實作課程較為陌生；第三、商管領域的教學者鮮少要

求學生以「物件」作為產出；第四、這也是教學者的首次嘗試；第五、

此「物件」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的脈絡下，必須與地方和社區有所

對話。這些在在增加了課程操作的困難度。

三、評量方式

本門課中，教師與學生都是首次以產出「物件」的方式進行學習，

同時選定「實境遊戲」形式，轉譯地方文化。這在當時相當新穎，加之

每個小組創作之實境遊戲所完成的「服務原型」，必須達到可被體驗測

試的程度。這門課具有挑戰性，師生均投注相當的時間與心力，因此，

評量方式有三大特色：

第一、教學者扮演專案經理的角色。從專案管理角度掌控小組進

度，由於實作課程需要組內小組成員的共同協作與積極討論，故課堂出

席是關鍵，占總成績10%。

第二、以服務專題方式執行，同時納入個人作業加以區分各自的投

入程度，在正式成績中占比40%。在校園探索包的體驗方面，三人為一

組領取一個包進行體驗，但規定繳交「個人心得作業」（20%）；以小

組方式進入田野做調查後，也是繳交「個人田野報告」（10%）；期末

小組作品中，也包括個人的期末學習心得反思（10%）。這樣的評量設

計，對認真投入學習的同學是重要的。

第三、以學生期末繳交的「遊戲作品」來評分，期中進度為20%、

期末成果為30%。評分根據五大構面：透過「創新性」檢視實作成果與

市場上其他實境遊戲的差異度；透過「完整性」評估遊戲的主包、配件

與說明書；透過「內容品質」衡量遊戲中的謎題設計、故事創作與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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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的深度；透過「表達性」鑑別各小組在期末策展過程中如何佈置展

位空間以及陳述創作理念；最後，透過「社會性」評說該款實境遊戲與

在地社會的對話深度。

肆、教學實踐歷程

此門課的教學實踐歷程導入設計思考流程觀，同時採取雙軌非同步

專題機制進行，請見圖1。在教師軸上，自發性地與學生著手開發，與

正式課程無涉，主要經歷三個階段，包括：從觀察教案到校園版遊戲

開發、啟動校園版遊戲進入設計思考開發流程、校園版遊戲進入反覆測

試階段；亦即是以淡江校園為實境場域，但以超前部署先行完成校園

版遊戲原型，並以自製教材之姿進入正式課程，提供學生體驗。在學

生軸上，則是以地方市街為實境場域，在正式課程中，透過四個階段，

包括：設計思考的學習準備、觀察定義發想、原型速作、原型測試等，

推進學習進度與成果。此外，每週次以不同顏色表示課程資源的投入來

源。

成為服務設計師――用設計思考開發地方
實境遊戲的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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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部釋出的官方投影片中，針對一般大學與科技大學進行比

較，指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中常用教學法有：PBL、協同教學、合作學

習、實務演示與操作、線上平台／學習軟體、期末專題報告、個案教學

／情境模擬教學等。其中在兩種類型學校差異最大的使用占比是「實務

演示與操作」，此教學法在商管學門下，108年在科技大學中被採用率

高達64%，然而在一般大學中卻為0%。顯然，學用落差一直是一般大學

中商管教育的大挑戰，實務演示與操作的教學法對於一般大學的老師也

是大挑戰，卻也是本門課採用的教學介入策略。以下分述教師如何透過

實務演示與操作引領學生完成專題任務。

一、 教師軸先行開發服務原型的行動實踐歷程――校園版實
境遊戲

（一）從觀察教案到實作專題

第一階段的關鍵活動是課堂體驗的微型教案創新。2016年，教學者

嘗試為設計思考流程中的第一步驟同理觀察發展體驗教案，將之命名為

「淡江知識王」，以遊戲化方式導引學生進入校園田野。每個小組至少

收集到關於校園的十個提問，回到教室後相互提問與搶答，例如：校訓

是誰寫的？校方總機為何？這些看似簡單的提問，卻又發生面面相覷的

無法回答，課後整理成多達百題的校園知識題庫。這個觀察教案的行動

如同字典釋義：「一種辨識、留意事實與事件的行動，通常涉及使用工

具進行評估」（“Observation,＂ 2021）。 而此觀察教案帶來的體驗式

學習提高了學生的參與度，亦可在任何實作專案中，做為定義需求前的

認知準備（Hoover et al., 2012）。

第二階段的關鍵轉折是定義需求與轉化發想。2017年上半年，兩位

學生自發性地來詢問筆者，他們欲透過成立校內社團來推廣設計思考，

因此需要專題題目。機緣下的相遇，雖不在正規課程中進行，但我們依

然一起腦力激盪，轉化這個存於電腦檔案一年多的校園知識題庫。提出

「如何幫助新生解決對環境不熟悉的問題」，在定義需求的當下，善用

動詞，轉念思考，確認大一新生需要的是「認識環境」，找出行之有年

成為服務設計師――用設計思考開發地方
實境遊戲的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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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有「自己摸索」、「大地遊戲」或是學長姐「導覽」。過程中，

積極發想有無同時結合上述三種方式的可能性？最後，決定以「實境遊

戲」形式做為可能的解決方案。

（二）召集學生團隊啟動專題開發

接續的突破性進展是啟動創作、開發遊戲原型。2017年下半年，以

文字為基底，兩位女孩開始在學校內與朋友圈中尋找合作夥伴。後來，

新加入團隊的兩位同學，分別負責將文字圖像化與開發APP，利用半年

時間完成校園版遊戲原型，在本門課程開設之前，發展至可供體驗的第

四版。定義出一款實境遊戲的服務原型，即為一個自導性旅遊包，結合

「故事創作」、「文史梳理」與「謎題設計」三大創作元素，並與「場

域議題」進行對話。

校園版遊戲原型開發進度至此，筆者加入學校團隊爭取教育部大學

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公告通過，2018年開始執行兩年計畫。因此，開發校

園版實境遊戲是教學者的先備經驗，並支持教學者在2018年2月開設的

「服務創新與設計」一課，設定開發淡水版實境遊戲為專題，在真實世

界中執行設計任務。

（三）遊戲專題進入反覆測試階段

校園版遊戲原型藉由「服務創新與設計」這門課，進入反覆測試階

段。因此，在課程進行的第二週次，教師在課堂上介紹原型開發經驗，

並在第三週要求修課同學分組體驗。對教師來說，這是一次較大規模的

測試；對學生來說，變身玩家，透過體驗理解老師口中所說的「實境遊

戲」意指為何，一方面建構大家對於實作專題的理解，二方面要求學生

體驗過後撰寫測試報告。

這次施測，深刻影響校園版遊戲的日後發展方向。第四版著重在解

謎的遊戲功能，因此，手機APP內含計時功能，加上全班一起體驗，所

以觀察到玩家奔跑闖關的盲從行為，竟有一組破紀錄在極短時間內完成

任務。這是一個意料之外的發現，學生團隊與筆者開始討論計時功能存

在的必要性，最後在幾番爭執與討論後，決定回歸初衷，取消競爭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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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時功能，希望玩家能以自由步調「探索」校園。

除了上述在第三週次提供筆者自己的班級體驗外（2018/03/12），

接續，也透過人際網絡安排多次的小規模測試，包括：童軍社帶領約

20位高年級小學生分組體驗（2018/04/15）、6位地方社區夥伴來體驗

（2018/04/21）、參加圖書館閱讀日活動徵集學生回饋（2018/04/23）、

邀請約10位校內教職員體驗（2018/05/10）等。蒐集測試意見後加以修

正，校園版遊戲原型從第四版演化至第五版，有重大修改，並在正式課

程的第11個週次做為自製教材，做為說明速作原型概念的實務演示。

二、學生軸跟進開發服務原型的教學實施歷程――淡水版實

境遊戲

此課程全學期授課14週（扣除期中期末考試週、假期停課），分為

四個階段：學習準備（第1～4週）、觀察定義（第5～8週）、原型開發

（第9～11週）、反覆測試（第12～14週），以下分述說明。

（一）設計思考的學習準備階段

【第一週次――課程介紹】從「課程介紹與教學理念說明」揭開序

曲，以「二學分、選修課」之姿與同學結緣，將以專題實作的精神與形

式實施。對多數學生而言，這是一個挑戰。對此，教學者透過說明教

學理念引導學生認知，本質上，老師在課堂的角色是「引導促進者」

（facilitator），學生們必須接受「動手做，真學習」的理念，據此號召

一群有「共感」的學生加入課程。

【第二週次――服務創新與設計綜論】此時仍處學生變動之際，故

採傳統講述「學理知識」為主，搭配案例說明與影片觀賞。共分三個部

分：第一、講述服務創新的六大類型，包括：核心服務創新、服務流

程創新、產品線延伸、流程線延伸、附屬服務創新、服務與風格改善等

（Lovelock, 1995），據此帶入不同的實務案例；第二、介紹設計思考

的源由、方法與個案，並補充相關書單；第三、以老師先行開發的校園

探索包4.0版為例，對應到的服務創新類型屬於第二層次的「服務流程

成為服務設計師――用設計思考開發地方
實境遊戲的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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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新了認識校園的方法，開發歷程也是架構在設計思考流程之

上，據此串接安排下週體驗。

【第三週次――校內體驗：校園探索包第四版】老師與社團學生自

發性開發的校園版探索包，是一個伏筆，在這週提供給同學體驗。這個

安排是重要的，因為根據在班上快速調查，95%以上的學生是第一次接

觸實境遊戲，這個體驗初步讓「實境遊戲」這四個字從「詞彙」轉成

「遊戲」。第四版校園探索包是手機APP、探索小書、任務卡的搭配，

並在實境場域中解出謎題，從而認識校園文化。

【第四週次――體驗分享與分組】承接上週體驗結束後，同學們書

寫心得回饋。提醒學生要能辨識自己的角色，若為純粹玩家，可單純評

論是否好玩或有趣；但對「遊戲開發者／服務設計師」而言，這是設

計思考中的測試流程，針對老師的提問，要求撰寫一份詳盡的測試報

告。最後以一句話總結體驗心得，學生寫道：「有趣的實境遊戲校園探

索」、「輕鬆理解環境的工具」、「從遊戲中探索我們的淡江」、「全

新的學習體驗」、「好像在玩running man」、「跟組員變熟了」、「好

隊友能帶你飛」、「學校有些角落我從大一到大四完全沒注意到」、

「探索包充滿趣味但略缺少實用性」、「玩得容易設計難」等等。接

續，分組方式以進行校園版實境遊戲時的「三人小組」為單位，再鼓勵

他們以「跨系合作」為原則進行合併，平均每組7人。從這週開始，正

式以「團隊導向學習」來啟動「專題式學習」。

（二）設計思考的觀察定義發想階段

【第五週次――淡水漢人街區文史講座】這個週次是引導學生們進

入實境場域前類似「案頭研究」（desk research）的安排，邀請來自地

方街區活化的代表—座落重建街14號的香草街屋主理人蔡以倫先生，來

到課堂上分享百年市街的文史發展與在地故事。主理人本身有豐富的街

區導覽經驗，也在社區大學擔任講師，整整兩堂課，緊湊地透過一張張

圖片述說在地故事。由於內容資訊量非常高，考量多數同學容易對地方

文史的不熟悉而分心，故有三個安排：第一、課前至香草街屋購買代表

商品香草茶，在課堂上提供香草茶給同學品茗，試圖營造教室中的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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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第二、要求學生在聆聽過程中繪製「心智圖」，透過圖像式手寫

筆記，速記關鍵字；第三、徵詢錄音許可，事後將演講內容繕打成逐字

稿，再由教學者加以彙整與潤飾，相關內容佐以照片，改成一份具可讀

性的講稿文本，供同學日後進行田野調查的依據。

【第六週次――校外教學：淡水漢人街區田野調查】銜接課堂講

座，本週次安排校外教學，帶領學生親自探訪淡水實境。由於全班修課

同學在期中前多達55位，故邀請兩位社區夥伴擔任帶路人，分別帶領

兩批學生進入街區。同組成員再分兩小組，各自參與兩條路線，事後再

併組討論。學生們聚精會神地聆聽講解，並想方設法記錄豐富的文史素

材，包括：筆記、錄音、拍照、錄影等。事後，教學者要求兩份作業：

個人作業方面，每人分享從「課堂講座」到親自「進入田野」的心得，

並至少針對其中一個景點設計一道謎題；小組作業，則留待第八週次的

期中報告分享。

【第七週次――腦力激盪：生活地圖工作坊】在本週前，學生與各

組已經透過文史講座與田野調查兩種方式，積累許多分散且龐雜的田野

資料，進一步考量一般學生缺乏對空間的認識與理解，故特邀校內建築

系黃瑞茂老師，協助教學者進行「生活地圖工作坊」。此為重要轉折，

是一個傾倒想法（download）、凝聚共識的過程，大家開始將聽到、見

到、走到的實境事實，透過一張張的便利貼外顯化，並以不同顏色的紙

膠標出重要道路。有趣的是，在Google Map上的具體地圖卻在各組的詮

釋下有了不同風格。其中一組產出貌似「貓咪」形狀的地圖，而此讓該

小組聯想到沿途看見的黃色小貓――咪咪喵的塗鴉，1  啟發該組將探索

包以「貓」為概念啟動創意發想。

【第八週次――期中報告：淡水場域田野觀察】期中報告是上半學

期的彙整，要求小組產出一份企劃書投影片，包括：小組對探索包目前

的討論、初步想法以及下一步規劃；附上田野調查的行跡路線圖；集結

每人設計的謎題，統整為至少15題謎題，並註明該景點下的謎題與代

表照片。這份期中報告有三個重點：第一、小組各自確認探索包的「題

目」（之後多數都在實作過程中修改），而題目的確認又關乎整體解謎

1 淡水咪咪喵的倡導人為林容生先生，其意義為「防災避難，車禍防範」，故經常出現在容
易發生交通事故的柱子或牆壁上，以鮮豔的黃色警示用路人。

成為服務設計師――用設計思考開發地方
實境遊戲的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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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而發想解謎機制對學生來說，就是開始站在玩家使用者的角度，

思考怎麼玩最好玩；第二、故事創作串連題目：散落在淡水街區各景點

中的謎題，小組透過「故事」來串連，例如：在「殘頁」小組中故事主

角是淡江中學前校長、在「淡水喵喵喵」小組中故事主角是淡水愛貓人

士等；第三、採用「淡水知識王」形式檢視題目的難易程度：每組必須

就自己設計的題目，在課堂上以搶答方式進行，以此檢查題目設計的難

易度與趣味性，若是同學們均能立即答出，意味題目過於普通，後續必

須修改。

（三）設計思考的原型速作階段――第9～11週

【第九週次――小組協作體驗】由於期中報告進度符合預期，

故本週次的安排刻意地回到「團隊」與「專題」面向進行反思與討

論，安排兩個教學模組：第一、在團隊面向上，操作「棉花糖挑戰」

（marshmallow challenge）做為一個承先啟後的課堂活動。這個活動並

不困難，四人團隊必須建構最高的獨立式結構，材料是20根義大利麵

條、一卷膠帶、一卷細繩及一粒棉花糖；棉花糖必須放在頂端。這看起

來簡單，實際卻相當困難，因為這使得人們必須迅速組成團隊合作。筆

者經常在專題式課程中施作此活動，在促進團隊合作的效果良好。但在

本課程中，更重要的是那顆「棉花糖」的意義，因為在十八分鐘遊戲時

間內，大部分情況是小組內積極討論塔的結構，卻將棉花糖擱置一旁，

因為多數人以為棉花糖很輕，而忽略它的存在；事實上，棉花糖的重量

會導致整個結構變形倒塌。教學者以此經驗，與學習者溝通「原型速

作」以及「反覆測試」的重要性。

第二個段落回到專題內容的問題。考量前半部課程進度至此，所有

小組具備雷同的田野實境經驗（聽一場演講、踏查兩條路線），在謎題

設計上是知識王的簡單問答層次，小組間並無明顯差異化，因此，再次

邀請建築系老師來到課堂上，倚重他長年投身社區營造的經驗，帶領各

小組進一步討論「對話議題」，誘發學生們的「問題意識」，以此開展

每個遊戲原型的差異化。修課學生對此反思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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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慶幸有建築系老師的演講，我很清楚一個組別的競爭力是要「與

眾不同」，我一直努力想找出一個「重點特色」，能直接與地方做

連結，是真正有意義的。在田調過程中，其實能感知到很多「社會

議題」，只是當我們還只是旁觀者時，這個議題對我們來說是很虛

幻的。起初我提出說要做與貓咪相關的探索包時，也與組員們有些

磨合、討論，有人認為與貓無關、有人認為這無法行銷地方、有人

認為這樣不是只有愛貓人士才會買嗎？是因為沒有更深層的思考與

瞭解，需要看更多故事，用更多感性的層面去理解，才能看到真正

價值。

換言之，與在地議題對話，是高層次的抽象思考。所幸在逐步摸索

過程中，一個小組開始以貓咪元素尋找，最終決定與「淡水街貓」的社

會議題進行對話，班上也有小組嘗試與「古蹟保存」進行對話。實境遊

戲開發進度至此，不可能納入所有資訊，故各小組成員必須不斷討論與

思辨，透過視覺化歷程來篩選與裁減訊息，準備將想法轉化為實體物

件。

【第十週次――課堂實作：服務設計流程觀】本週次重點在於實

境遊戲原型的情境設計，係指從玩家角度構思他們體驗遊戲的情境故

事，這段故事擁有充分的產品及服務細節；對此，教師導入服務設計流

程觀，介紹兩種設計工具，包括：顧客體驗旅程（customer experience 

journey）、服務藍圖（service blueprint）。顧客體驗旅程的呈現有時間

順序性，就像是呈現產品／服務使用情境的劇本，定義一連串的服務接

觸點（touch points），以此選擇並擇定解謎的關卡路徑。

【第十一週次――課堂實作：原型製作】在設計思考的教學中，原

型速作與反覆測試是往復迭代的歷程，卻是學生最缺乏的學習經驗，因

此，教學者以校園版遊戲原型為例進行說明，扣連學生們第三週的體驗

經驗，展示在實體物件上必須從「人」、「物」與「資訊」之間產生連

結的介面切入設計，進而在六種關係組合（人與人、人與物、人與資訊

情報、物與資訊情報、物與物、資訊情報與資訊情報）中尋求平衡。有

此認知後，教師盡可能將課堂時間留給學生們動手製作原型，並告知將

進入設計思考的反覆測試階段。

成為服務設計師――用設計思考開發地方
實境遊戲的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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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計思考的原型測試階段

【第十二週次――校外教學：實境遊戲探索包測試】遊戲原型的實

體物件，在整個專題中扮演「最小可行產品」（minimum viable product, 

MVP），據此進行有效率的測試。課堂要求，至少一份、多則二份，製

作出來後，向外招募受測者，進行服務原型測試。檢查該份探索包所有

設定的故事情節、景點介紹、謎題設計、物件製作等，是否如同設計時

的規劃，是一個環環相扣的服務系統。課堂要求，每組同學至少進行兩

組使用者測試。圖2是「鐵盒情」小組為例的測試照片，以及測試過後

從1.0版演進到2.0版。

▲團隊與受測者合照 ▲探索包1.0版寫真 ▲探索包2.0版寫真

圖2 淡水漢人街區探索包測試

▲宣示支持古蹟保育 ▲找到真理大學3H大道 ▲查找牛津學堂

▲看看信裡寫了什麼 ▲解謎最後寶藏 ▲施家古厝完整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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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服務原型，對同學們是一個艱鉅的實作挑戰。教學者摘錄同學

們抒發心得的書寫，點出當下的挫折與成就：

挫折的就是當請朋友來試玩時，所有朋友都感覺到困惑，我們就覺

得難道是我們設計太難，還是你們沒參與過這樣的活動所以沒辦

法。最後再進一步改良，當屬我們的探索包最終版完成時，心裡有

說不完的感動，因為這是花了我們一整個學期所完成的，很有成就

感，也很開心。（林同學）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第一組測試時，他們很不受控制，並

一直嘗試著直接轉小包的密碼鎖，轉開後他們就會隨便掰一個理由

以呼應答案。我和小組成員在後面跟著觀察時都有些無奈，但也因

為這組測試者，讓我們瞭解到還有哪些不足，需要再做修正。（陳

同學）

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平衡探索包的難易度，因為第一組測試者（非淡

水人也非淡江學生）認為太過困難，而第二組測試者（淡江學生，

但為南部人對淡水不熟悉）又認為太過簡單，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平

衡，對我們來說是困難的。（張同學）

從測試者挑戰探索包中，第一次如此明白的直面別人想法的不同，

思考的出發點也完全不同，對於以後做任何事都會學著站在別人的

立場出發。（嚴同學）

換言之，以「行為設計」來理解，在開發實境遊戲專題中，「如何

讓行為更加流暢與優雅」，需考量「人」、「資訊」、「環境」之間的

平衡。為了滿足使用者，開發團隊必須著眼於使用者的動作與行為。如

果過程中會中斷，代表使用者無法徹底理解遊戲規則，或是必須暫停與

求助，這樣等同產品出現「問題點」（bug）。

【第十三週次――服務測試報告整理】這週是各小組重新檢視原型

的「debug」時間，也是成果發表前的彙整，這週對學生與老師都產生

成為服務設計師――用設計思考開發地方
實境遊戲的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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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壓力。因為將以實體展方式在校內圖書館發表，各組必須為自己的

作品拍攝「形象照」，圖3中展示各小組的作品與名稱，並以此製作周

邊的海報與指示物。另外，在作品介紹文案方面，也是一個難題，此部

分則由教學者協助潤飾。

 ▲重見原始碼

圖3 各開發小組的遊戲形象照與作品名稱

▲重古至今 ▲殘頁 ▲鐵盒情

▲重見•重現•重建 ▲貓女皇的淡水巡禮 ▲穿越時空的情書

【第十四週次――期末成果發表與策展】為了讓修課同學的投入有

隆重的成果發表，特將場地移至本校圖書館，策劃一個十天展期的成

果展（請見圖4）。此展包括三大環節：第一、在學生作品靜態展示方

面，學生作品是核心，但策展仍需周邊物件搭配，卻非企管系專長，因

此，在建築系老師與圖書館組長的大力幫助下，同時動員學生，共同產

出周邊配件，包括：展出相關書籍、牆面大圖輸出、地面上指標、拍照

框、打卡小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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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學生作品口頭發表方面，共有七組遊戲原型發表。同時邀

請前期來到課程中的社區業師們再次出席，針對學生作品的發表，進行

點評與鼓勵。其中一位還自發性地邀請一個投入地方創生工作的新創團

隊，共約八位出席聆聽。

第三、在線上動態關注抽獎方面，教學者透過USR計畫的臉書粉絲

專頁發佈一系列活動訊息，包括：感謝文、期末成發的活動紀實、公開

抽獎獎品、公告中獎名單等，嘗試維繫十天活動檔期中的話題熱度。在

獎品的準備上，特別選擇由社區商家開發的文創商品，在介紹獎品的同

時帶出淡水地方特色。

伍、教學成果回饋與特色

一、教學成果回饋

本課程實施14個週次，從學生填寫校方的課程教學評量來看，填答

人數為49人，39位填答，填答率為79.6%。針對學習效果、專業態度、

教學方法、教學內容等四構面，經過調整（去除排序前後各5%意見），

本門課程的教學總分為5.58，而當學期企管系為5.44、商管學院為5.54、

全校為5.54。量化的評鑑分數高於系院校，獲得學生正向肯定。另外，

▲成果發表開展 ▲作品展示 ▲學生作品口頭發表

▲來賓點評 ▲學生小組合照 ▲拍照打卡小語

圖4 圖書館舉辦期末成果展發表與展出

成為服務設計師――用設計思考開發地方
實境遊戲的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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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者也在期末以加分方式，鼓勵同學撰寫期末反思，據此找出質化回

饋，以下透過三個面向，組織學生的回饋：

第一、「設計」要有對話的「人」，「服務」要有施作的「本」。

實境遊戲／自導式探索包做為實踐設計思考的實作形式，貌似容易，實

則困難。因為自導式探索包是要讓使用者透過此人造物件（artifacts），

自己玩、去摸索，故在設計階段，開發者如何讓玩家循序漸進的獲得提

示與前進，對設計團隊是一大挑戰。班上一位具有豐富社團經驗的修課

同學回饋說道：

以前做過許多類似活動的參與，總覺得只不過是以小組形式，照著

說明書找出答案，除了在想的過程中耗了一點時間外，沒有什麼困

難的。不過如今從頭到尾發想、製作、測試、修改、再造，每個環

節不知道殺了多少腦細胞，一修再修，還要思考到受測者可能會遇

到的各種疑難雜症、實地多次場勘等，很多事情沒有我們想像或者

表面看到那麼簡單。也因此啟發我做任何事前，還沒有試過，不該

妄下定論。

第二、感受「故事」感動人心之處。在淡水喵喵喵小組中，因為在

生活地圖工作坊中，赫然發現組內成員感興趣的行跡路線圖竟然貌似貓

咪，進而創作一個貓咪角色成為遊戲中的故事主角，從貓咪視角看淡

水。班上陳同學對此在期末心得中回饋說道：

我學到「故事」這個形式的重要。故事像是一個人的靈魂，一個地

方也會因為這樣的靈魂而帶給人不同的感受，其實真正讓人想保存

的不是一個建築、一處地方、一個軀殼，而是那物件中裡面有故事

的部分，故事就像是生命力，在製作探索包的過程中，我一直思考

著該怎麼讓這些街貓的故事永續下去，因為它是這麼感人、觸動人

心，並且與地方有所連結，不希望它隨著時間平淡消失。

第三、讓學生們真正看見「反覆測試」。用棉花糖挑戰的實作活

動，讓同學接受反覆修正是自己的事，而不是老師的要求。三位同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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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提及對棉花糖挑戰的反思：

原本認為這只是增加團隊默契的小遊戲而已，後來才知道，這隱含

著設計思考中最重要的觀念――測試prototype。因為我們太專心在
製作探索包，而忽略了測試。經過溝通和嘗試，加上厚臉皮跟其他

組別學習後，我們順利把塔建造起來，並將棉花糖放在上面超過五

秒鐘，那一刻，非常有成就感。

起初在開發探索包時，有很多不明確的地方，因為每個人的思考路

徑都不同，小組討論常常不對頻，必須一直將一樣的言語、概念，

換另一種形式向不同的人再次解說，同時也要努力去釐清其他人的

想法，這時有一個主導方向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但前面的概念討論

都很虛幻，開始實作時才真正踏實，也才能有效率的矯正、修改，

這讓我想起老師帶我們玩的「棉花糖實驗」。

課堂中的棉花糖實驗影響了我的認知及價值觀，那個實驗很有趣，

我跟組員在做這個實驗時也遇到了跟多數人相同的問題，就是沒有

先去設想棉花糖會不會過重，只想著如何把塔疊高，直到最後剩

沒幾分鐘要試著將棉花糖放上去時，才發現義大利麵塔的支撐力不

夠。也是老師那堂課所下的結論，中間要不斷測試、修改，不能太

過理想化，最後才發現問題時，往往已經來不及。這讓我之後的行

動都會先預想最後結果會碰到的問題，設想也會較周全。

二、教學特色

綜整以上教學者在「服務創新與設計」一課的教學實踐歷程，具有

三大特色：

第一、發展出跨域課程的核心精神是「用以致學」。在教學內容

上，設計思考的相關詞彙是方法上的溝通，但在教學理念的論述上，教

學者一直思考如何鼓勵同學們跳脫傳統框架，彈性地應對實作過程中的

不確定性。後來，多次修正說法，使用簡單的數學式跟同學們溝通，效

成為服務設計師――用設計思考開發地方
實境遊戲的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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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頗佳。傳統上我們信奉「學以致用」，接收老師傳授的內容，並加

以應用，故能正確回答「5+5=?」的問題。然而，在專題式學習的過程

中，重要的不是學以致用，而是在有共同專題目標下，發想創作自己的

作品，因此，更為核心的理解是「X+Y=10」的條件下，我們自己的「X

與Y是什麼」，這將交由學生自行探索、定義與操作。

第二、設計雙軌非同步專題機制來發展「疆界物件」做為知識建構

的載體。實境遊戲做為教學內容並無前例可循，故教學者無法置身事

外，但不願干預小組創作，於是規劃並採用一套雙軌非同步專題機制。

此機制是本門課程最關鍵的教學介入策略，教師以超前部署之姿開發校

園版實境遊戲，成為課程的自製教材，在適當週次介接學習經驗，進而

引導學生小組開發淡水版實境遊戲。課程中的師生透過此疆界物件，結

合「故事創作」、「文史梳理」與「謎題設計」三大創作元素，與淡

水「在地議題」進行對話。對學生來說，可讓他們在課堂中以「玩心學

習」的精神，培養團隊合作能力，實踐設計思考，設計服務創新。

第三、找出大學師生「靠近」地方社會的方式。多數關於地方創生

的社會實踐課程，在對外的論述上，經常使用帶領學生「進入」社區。

但教學者對「進入」一詞感到惶恐，首先教學者並沒有跟社區互動的經

驗，只因進入校方USR計畫團隊，開始思考與地方／社區的互動方式，

因此，特以「靠近」一詞來界定課程師生與社區夥伴的互動，在心理層

面一方面降低師生壓力，二方面也透過漸進方式與社區互動，包括：地

方文史講座業師、田野調查的帶路人、成果發表的評論人。專題成果的

呈現方式以「物件」展演，以開發實境遊戲服務原型為課程主軸，師生

據此「靠近」社區，同步也讓社區「認識」我們。

陸、結論與省思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在官網（https://usr.moe.gov.tw）上這

樣介紹：

USR計畫是一個教學革新結合社會實踐，改善學用落差的計畫；也
是一個大學協助解決台灣社經發展問題，進而促成學生在地認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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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就創業的計畫；更是一個從連接在地到連接未來、也連接國

際，貢獻全球永續發展的計畫。

其中，回到大學教學現場來看，課程的「教學革新」是大學老師投身社

會實踐的起手式，這門課也是在此源由下加以規劃與執行。在教學實踐

的過程中，有三點探問進行省思：

第一、實境遊戲在教學實務上的可能性？2018年開課當下，以實境

遊戲為實作專題是少見的，對於任教於企管系的教學者，同時投入社會

實踐，是一個跨領域教學的嘗試。然而，在教學者本身掌握設計思考方

法的基礎下，鑑於遊戲化（gamification）已是新興的學習方式之一（周

郁凱，2015/2017），於是選取實境遊戲，設定為服務創新與文化再現

形式，鼓勵同學自主學習。次年的同一門課程中，教學者則是另外選擇

議題式桌遊為實作專題，課程結束時有五套桌遊的服務原型產出，其中

一套是以淡水清水巖祖師廟為主題的桌遊原型，進入後續產品優化，

在2020年10月以《紳商建廟志》為名正式發表。 2 因為這二年的教學經

驗，教學者書寫提出「玩心人的設計，設計人的思考」的概念，來定位

結合玩心學習與設計思考的教學實踐。後續以「玩心設計行動：建構優

質教育的服務支持系統」，獲2021年TSAA臺灣永續行動獎銅獎肯定，

是對焦SDG4優質教育的創新實踐個案。

第二、實境遊戲可以實踐大學社會責任嗎？大學實踐社會責任發揮

影響力的其中一個面向是促成學生在地認同與在地就創業，以本課程為

例，直至學期末，全班49位同學，教學者詢問約10位同學，其中有3位

願意推進遊戲原型進入優化階段。看似不高的比例，卻都因過程的全

心投入，讓後續行動有力量。3位同學進入USR計畫下建築系黃瑞茂老

師主持的暑假密集兩週工作坊，重啟第二輪的設計思考流程，在2018

年8月大致完成後，再經過三個月的玩家體驗與市場測試，於同年12月

正式發表三款四套實境遊戲，包括：校園中英文版的《賈崇探索趣》與

《Beetles’ Adventure》，以及淡水地方版的《覓情記》與《貓公主的淡

2  有興趣者參見影音資料：「清水巖攜手淡江大學 紳商建廟志桌遊發表」（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S-dRtzPPElA&t=2s）。

成為服務設計師――用設計思考開發地方
實境遊戲的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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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巡禮》。後續推廣中，其中一位大學生畢業後，選擇以創立工作室續

留淡水。目前這位青年創業者仍處草創摸索期，身為大學老師以「教育

興業家」為使命，有責任為淡水地方培育人才，支持其發展商業模式。

第三、實境遊戲有助於創生地方嗎？在地文化參訪模式有多元形

式，包括文史工作者的導覽行程、地方博物館的經營、創業者經營街區

商行等。而實境遊戲提供相同的功能，開發者觀察「實境環境」、選取

特定的停留節點，透過謎題設計轉譯與織組一連串地方象徵符號，重構

一個囊括消費、社會、文史符號的服務系統。亦即，當玩家取得帶路

書，即可透過自導式親身走訪地方，除了解謎，更能認識在地環境。市

場上也有新創團隊相繼投入開發實境遊戲為商業模式，知名創業團隊

有「城市尋寶」、「聚樂邦」、「芒果遊戲」等。在學校方面，也有其

他學校的USR團隊以遊戲方式進入街區，例如：東海大學的「中區大作

戰」（李晏佐，2020）。而筆者所服務的學校則是在2020年將此實境遊

戲導入大一新生必修的「大學學習」一課，約莫4,600多位學生，透過此

遊戲進入淡水，從而認識淡水（陳玉鳳等人，2020）。

上述的三個自我探問，都在後續的行動實踐歷程中，獲得正向肯

定。然而，讓我們再回到大學的教學現場，有三個面向的限制，包括：

課程深度、學生作品的延伸性、系列課程的搭配，需要加以考量：

第一、在課程深度面向上，由於本門課程實施時（2018年）是二學

分選修課，對於專題實作課程來說，每週授課時長過短，故在該學期確

實壓縮了專業內容的講授深度，實為教學限制。例如：學生在個人心得

中就反應，教學者都採短講方式，快速介紹方法，希望能夠補充市場上

的服務創新案例，因此，教學者向系上爭取，從2020年開始已改為三學

分選修課。

第二、從課程作品的延伸性來看，教學者必須突破著作權迷思。教

學者在後續推進學生作品進入優化階段時，曾有校內老師提問，老師如

何接手學生作品。教學者的作法是請學生簽署作品授權，在課堂進行

過程中，學生並非是獨立創作，而是師生互動討論過程中，推進開發進

度。而且在後續測試修改時，經常牽一髮動全身，會更動作品名稱、調

整遊戲內容、再加上美術編輯，最後成品往往跟課堂的原型作品有極大

差別。亦即，目前教育部大力推動USR計畫或是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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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導向課程的教學者無須糾結於著作權而將學生作品束之高閣，建議作

法是忠實地在每個階段性發表時，感謝歷程中的參與者。

第三、從課程搭配的系列性來看，課程作品進入產品優化後，走

完設計思考流程，若要發揮影響力，勢必需要銜接「微創業」的課程

設計。此時，教學者手中是否有其他課程可搭配操作，會是一個重大

考量。以教學者來說，因為同時還有另一門選修課可以搭配成為系列

課程，像是產品開發階段一般，從開發設計（教學者的服務創新與設

計）、細節優化（校內老師開設暑假密集工作坊可以銜接）、商模測試

（教學者的服務科學與管理），進行生活實驗。

綜言之，當大學透過「課程」形式與地方互動時，師生的投入將以

學期內課程的開始與結束做為區間進行教學實踐。在本課程中，物件

開發經歷一段相對完整的設計思考流程，本質上是一套系統化的服務

原型，教師秉持授之以漁、而非授之以魚，引導學生「成為服務設計

師」。慣例來說，課程形式將隨著課程結束而難以積累計畫成果；然

而，實境遊戲做為一個疆界物件的存在，某種程度克服了無法積累的困

境。這是一個具有社會經濟特性的物件，是在師、生、社區夥伴的共同

參與下建構出「立體感」，教師以此呼應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對教學創新

的期許，學生以此內化服務設計，而社區夥伴也藉此認識大學。雖然，

多數修課同學隨著課程結束而離開，但只要教學者和具有自主動機的同

學願意持續投入，可提供服務體驗的「物件」形式，將在信任共創的基

礎下，「靠近」地方而後啟動「創生」地方的行動實踐。

謝誌

感謝教育部大專校院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核定淡江大學107學年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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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 a Service Designer: Pedagogic 
Practices in Adopting Design Thinking for 

Developing Alternate Reality Game in Place

Min-Fen Tu*

Abstract

How can an instructor embed “design thinking” in the curriculum such 
that learners can refl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place/community?” This is a 
challenge for the elective course “Service Innovation and Design” and the 
instructional innovation emphasized by the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gram.” With the goal of “becoming a service designer,” the instructor 
focused on the Tamsui historical town center, adopted a pedagogic method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and embedded the design thinking process into 
weekly progress for developing alternate reality games as a form of service 
innovation. Central to the teaching intervention strategy, the dual-track 
asynchronous mechanism was planned and established for the course and 
the program. The instructor first operated on one pioneer track in advance 
(campus site) and then guided learners on the other and the following track 
(downtown site). The pioneer project was then regarded as the teaching 
material as well as a benchmark for student benchmark. Consequently, seven 
prototypes were proposed overall, and two of them were implemented with 
product optimization and formal production. This study aims to extend the 
core concept of “practice in learning,” to develop “boundary objects” as the 
carrier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to determine ways to “approach” 
places and communities. Co-developing trust by approaching, followed by 
“activating,” could help initiate positive interactions.

Keywords: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rvice innovati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design thinking, alternate reality game 

DOI：10.6870/JTPRHE.202112_5(2).0001
Received: November 28, 2020; Modified: April 21, 2021; Accepted: June 2, 2021
* Min-Fen T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E-mail: mftu@mail.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