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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故事法對服裝設計畢業專題主題形成
之探究：以Pinocchio故事為例

倪建芝*

摘　要

設計主題之形成是設計科系學生進行畢業專題的首要任務，也是指

導教授指導的一大挑戰。研究者發現，學生往往缺乏凝聚共識的基礎，

難以形成設計主題而延宕專題作業的進展。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探討

運用「情境故事法」引導學生團隊是否有助學生「形成設計主題」，以

及師生有效運用情境故事互動的關鍵歷程。研究參與者包括研究者及其

指導的一組學生團隊（3位男生，1位女生）。資料採質性分析模式。研

究結果顯示：一、運用「情境故事法」有助學生團隊進行畢業專題之主

題形成；二、教師運用「情境故事法」幫助學生「形成主題」的關鍵在

於掌握學生困難點，反覆討論釐清想法；三、學生團隊以情境故事法

「形成主題」的關鍵為建構邏輯融入情境、深化主題內涵、主題形成，

以及設計想像。研究結果對於未來教師協助學生發展畢業專題主題提供

一可行之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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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畢業專題是設計科系必備的總整課程，學生團隊總整前3年相關課

程所學，有目的性選擇設計主題進行設計概念、設計流程規劃與設計執

行完成作品。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小組學生在畢業專題執行過程

中最先遭遇的困難，是如何建立一個共同設計主題，然後能脈絡性地

建構出設計流程發展完成自己的設計作品。研究者多年指導「畢業專

題」，發現學生在小組合作過程中，形成小組主題是學生們共同的困

難，甚至有組別在經過初審後更換主題，以至於已完成作品必須重做等

情形。因此，學生面對「畢業專題」之主題形成，以及主題後續發展方

向有很大的挑戰。學生團隊未能決定主題，就無法往下進行後續作業流

程，主題決定時間拖延愈久，後續流程時間就愈受到壓迫，學生團隊心

中的惶恐不安也會與日漸增。因此，「形成主題」是學生製作「畢業專

題」的首要任務（黃美惠，2013；嚴貞、高新發，2011）。

既然「畢業專題」的「主題」對後續設計發想與產品設計走向十

分重要，如何協助學生團隊形成主題乃為指導教授的重要任務。近年

來，高等教育教師先後嘗試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指導學生進行畢業專題

（王立天、黃心昀，2010；曾秋桂、落合由治，2012；嚴貞、高新發，

2010），但少有聚焦於「協助學生團隊形成主題」之研究。

「情境故事法」是商品、產品設計與互動設計中經常運用的設計方

式之一（阮業春、王美崴、謝明臻，2013；張嘉玲，2015；楊孟霖、張

國賓，2013），其主要目的是將使用者的特性、事件、產品與環境之間

的關係，透過想像描述未來使用情境，以探討產品構想與設計主題（林

榮泰、蕭茗芚、涂良錦，2005）。研究者認為，「情境故事法」經由了

解使用者需求、觀察使用者情形、進而編寫情境等設計流程的特性，可

符合在服裝設計中思考穿著者需求、穿著情境等要素。

運用「情境故事法」指導服裝設計畢業專題，幫助學生依循情境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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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脈絡進行主題建構，能有助於學生據以討論，免於空泛和失焦，可

讓學生團隊順利凝聚共識「形成主題」。本研究目的即為探討運用「情

境故事法」指導「畢業專題」學生團隊「形成主題」之成效及其影響因

素，研究問題如下：

一、「情境故事教學」是否能有效幫助學生團隊形成設計主題？

二、教師有效透過「情境故事教學」引導學生形成設計主題的關鍵

歷程為何？

三、學生團隊運用「情境故事」有效形成設計主題的關鍵歷程為何？

貳、文獻探討

為探討運用「情境故事法」於服裝設計畢業專題製作課程，對學生

於設計主題發展之歷程與影響，以下針對畢業專題對學生的挑戰、情境

故事法、服裝設計教學等進行討論。

一、畢業專題與形成主題

每一年接近畢業季，設計類科系畢業生經常舉辦畢業成果展，畢業

成果是透過畢業專題課程作為學生前3年學習之總整科目。畢業專題課

程的意義在於學生運用3年所學的專業能力，透過個人或小組依一共同

主題進行設計發展（高新發、嚴貞，2007；蔣世寶，2015）。畢業專題

課程設計主要是透過學生專題主題的設定、設計與製作，以作為學生相

關專業技能學習的檢視（黃美惠，2013）。畢業專題課程不僅只為一門

課程，其關鍵在於整合學生各項專業能力，以及驗證其執行過程與執行

結果，對學生而言是多面向的呈現與挑戰。

確定主題，是學生執行畢業專題初期需解決與確立的挑戰。高新發

與嚴貞（2007）針對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學生提出10項畢業專題問題解

決歷程，確定主題是學生在歷程中第二個需解決的問題，而設計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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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定，是造成學生在確立設計目標時的困難之一（嚴貞、高新發，

2011）。確定畢業專題主題的作法通常是由學生自行發想設定或自選

設定主題（王立天、黃心昀，2010；高新發、嚴貞，2007；黄美惠，

2013；曾秋桂、落合由治，2012）。蔣世寶（2015）在探討設計科系畢

業專題課程執行中提及，多數學生在「主題設定」表示其流程都是透過

別人的作品所引發靈感後，藉由共同討論進行收縮檢視與篩選，隨後與

指導老師討論與引導修改後確定。

主題形成不論是自行發想或是透過他人作品啟發，一個能展現學生

專業能力與有效執行的設計主題，是教師在指導過程中需衡量的關鍵。

過於個人化、無法彰顯專業能力，以及範圍過大的題目，皆會影響學生

學習表現。黃美惠（2013）指出，學生選擇題目時，經常只為滿足個人

興趣，而忽略了應與專業課程具一致性，容易出現不易論證，以及過度

專門化或規模過大的題目。因此，主題範圍、主題發展方向，以及能

否在時間內完成，都是在設定主題時必須納入考量的因素。Hart與Polk

（2017）指出，學生在專題主題的形成有三項因素影響：獲得特殊經驗

或專業技法、是否對接未來就業，以及主題能否獲得業界的贊助，均顯

示在形成主題的背後需進一步思考設計主題與未來發展的關聯性。

綜上所述，學生在完成畢業專題的不同階段中會面對不同的挑戰，

而主題的形成是畢業專題執行最初期需解決的問題。教師在指導學生形

成主題的過程中，應協助學生掌握主題範圍，衡量完成能力，以及主題

未來可能的發展性。

二、情境故事法

（一）情境故事法運用於設計

傳統的設計模式，多是以「設計者」的角度出發，經由探討物

與物之間的關係，進行功能性的設計，而忽略了設計者與使用者之

間對產品認知不同所造成的差異（Norman, 2004）。「情境故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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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亦被稱為劇本法或場景描述，主要以透過一個想像的故

事，視覺化模擬未來產品的使用情境，是連結產品、使用者與使用情境

的一種設計方式。Campbell（1992）定義了「情境故事法」，認為其主

要兩個特性為：一是有順序的描寫一個過程、一些動作及事件，另一則

是具有敘述形式，對活動或事件作有形之描述。「情境故事法」在產品

開發過程中，透過模擬使用者情境分析探討人與產品之間的關係，以具

體想像滿足消費者的感情需求，透過訴說一個故事，營造一種情境，

設計出符合使用者的產品（林榮泰，2006；Kelley, 2001; Mcllroy, 2003; 

Moggridge, 1993; Myerson, 2000; Nardi, 1992）。

因此，情境故事法就是一個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模式。

Brown（2009）認為運用情境故事法於產品設計具有以下的優點：1. 同

理心：設身處地、感同身受，才不會將使用者當成實驗室裡的白老鼠；

2. 觀察：「看人們不做的，聽人們不說的」，朝不同方式生活、思考及

消費的極端使用者前進；3. 在過程中，可以提早發現可能產生的錯誤，

降低開發中的成本。綜上所述，情境故事法是以透過觀察，以使用者情

境為核心的設計方式，其最終目的在於設計的產品能貼近使用者需求。

（二）情境故事法的設計流程

國內、外有不少學者與設計師運用「情境故事法」進行產品設計、

互動設計與文創產品設計的相關研究，IDEO（1992）設計公司提出「情

境故事法」的設計流程是透過了解、實際觀察產品的使用者或發展中

產品的潛在使用者後，將之視覺化進行設計。Verplank、Fulton、Black

與Moggridge（1993）將「情境故事法」的設計流程歸納為觀察、角色

設定、情境故事與創造。Rosson與Carroll（2002）認為「情境故事法」

的設計過程為需求分析、概念與功能發展、介面設計到製作與評估。

國內對於情境故事法設計運用則有林榮泰等人（2005）將設計步驟

分成情境發展、情境交流、產品發想與產品設計四個階段。其進行流程

分為進行使用者情境樣本的篩選，擬訂情境背景中角色、時間、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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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情境影像搜集、評估適當樣本，彙整使用者敘述的資訊，歸類需

求屬性並進行評估，進行情境意象繪製，提供設計開發階段，創意思考

之情境模擬。由上述可知，情境故事法運用於設計非一套固定的流程模

式，學者們所提出可應用之設計流程各有差異。

雖然設計流程各有差異，但進一步分析可發現，「情境故事法」的

運用初期考量的是產品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在設計步驟上，第一階段

以了解、觀察、需求分析、使用者評估或樣本篩選為主。第二階段為角

色設定與視覺化的概念發展，是把使用者與產品之間的關聯推進到更明

確視覺化的角色設定。第三階段則是情境發展、情境交流與情境故事的

確定。最後進入到設計與創作的流程，將設計具體呈現。

研究者將「情境故事法」運用在畢業專題主題形成的教學方式，考

量學生在邏輯推演需逐步引導，因此，本研究的教學設計將上述四個階

段推展為七個步驟：觀察、角色設定、情境發展、情境交流、情境故

事、服裝設計發想與服裝設計製作等，以循序漸進方式引導學生發展畢

業專題之主題與設計架構。

綜上所述，「情境故事法」並非是一套固定的設計模式，學者們雖

提出不同的設計流程，但具有相同的關鍵核心。將設計流程作為指導學

生畢業專題之教學流程，讓學生能更清楚主題發展的思維脈絡，即為本

研究運用「情境故事法」作為教學方式之目的。

三、服裝設計的性別與主題

服裝被視為是流行的代表，特別是每一年在歐美的時裝週，服裝設

計師引領並預告接下來即將的流行。而許多服裝設計師透過每一季服裝

發表的主題與設計，來傳達對社會文化議題的關心。

（一）服裝設計的主題形成

服裝的設計教學常以創意靈感的發想為主（張翠園、陳建雄、陳高

生、吳文芸，2011；Frings, 2007; Seivewright & Sorger, 2017; Tath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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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man, 2003），主題構想來自各種靈感與啟發。Frings（2007）指出

設計來源不會無中生有，透過調查與研究才會產生設計構想，構想之特

別則是透過對設計的獨特詮釋。Tatham與Seaman（2003）認為設計主

題的靈感來源可以在任何地方產生，做好調查與研究的工作，所選擇的

主題會自動地影響對服裝設計的構想。莊沈叔儒（2015）將服裝設計畢

業專題的「創作主題」定義為設計創作構想的靈感來源，而此來源則是

設計者可接觸到的任何情境、事件、物件、資料或訊息。由此可見，服

裝設計的主題形成可來自於各種面向，但主題形成應對穿著者的了解、

市場的調查，以及產品的研究，聚斂落實並提出有深度的設計。

研究者期望學生在服裝設計主題形成時的考量，能包含功能目的

（蔽體、保暖）、形式與技術提升（服裝款式與材質）和設計之文化內

涵（性別意涵與穿著）四個內涵。首先確定服裝功能，進入形式與技術

層面後，服裝設計的最後一個層次則在於文化內涵，在於服裝所傳遞的

符號與訊息（曹佳想，2011；葉立誠，2006；顏惠芸，2017）。

（二）服裝設計的性別概念

服裝和個人身體緊密接觸（Hurlock, 1929），服裝成為社會角

色定義的一環（Spencer, 1881），服裝與性別的穿著不僅和人之間最

為緊密，服裝本身與性別也有著密切的連結（Kawamura, 2005/2009; 

Simmel, 1904）。Entwistle（2000）在談論時尚與性別時提出，當我

們在討論服裝議題時，其實已經遠離了「單純的」生物的事實，而是

將話題牢牢安置於文化領域。服飾是文化產物，流行服飾隨著社會文

化的變動，不只是反應兩性生理外觀（sex）的差別，也反應社會對

兩性角色（gender）與兩性特質的建構（楊翠竹，2013），流行服飾

成為社會意涵的載體，隨著時間與社會變動不斷地變化（Kawamura, 

2005/2009）。時尚中的性別，不應是固著的概念，而是流動的美學嘗

試，也是企圖打破社會僵固的性別刻板印象的現代化表述。

研究者期望學生進行服裝設計時，能理解服裝功能已從基本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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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進入到社會功能，以及心理功能。服裝穿著的多方位感知、社會因

素，以及標誌性關聯都會影響穿著者與觀看者的感受。在多元文化融入

設計的發展衝擊之下，服裝成為一種自我表態的媒介，人們藉由服裝表

達了性別、年齡與身分認同的意涵，因此，服裝的意義可視為是當代生

活與態度的一種表達方式。而近幾年來，時裝週伸展臺上，愈來愈多品

牌整合男裝女裝，且不以性別作為服裝區隔，正也說明了性別詮釋確實

影響服裝設計的趨勢。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方式，以研究者所指導的一組畢業專題學生，在

為期兩學期畢業專題課程中運用「情境故事法」教學的師生教學互動為

個案，透過蒐集、分析研究者與學生共同討論紀錄、訪談紀錄，以及學

生作品等相關資料。以下分別針對研究參與者、教學場域、資料蒐集與

分析，以及課程架構等進行說明。

一、研究參與者

本課程進行期間為2015年8月至2016年5月，由研究者指導服裝組學

生進行「畢業專題課程」，每週4小時小組討論課。本研究參與學生計

有本系服裝組學生4位（3位男生與1位女生），且依本系畢業專題修業

規定組成小組進行畢業專題製作。此4位學生在進入大學前並未學習服

裝相關課程，在大學學習期間修習服裝構成、服裝製作、服裝打版，以

及整合服裝設計等課程，具有良好的服裝設計與製作的實作能力。

研究者擔任該組專題指導教師，此為研究者第五年指導服裝組畢業

專題，對於學生在執行畢業專題時可能遭遇的困難，以及各階段需克服

的問題皆十分了解，並能給予學生有效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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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場域

畢業專題課程實施學校為北部某私立大學時尚設計學系，成立已近

10年，學系發展以服裝設計與整體造型設計為主。學系訂定畢業專題審

查辦法，其中詳細規範修習畢業專題課程前必須完成的專業科目，各階

段審查進度，參與成果展出之規定，以及與畢業專題有關之其他規範，

指導教師之教學進度，以及學生製作進度，皆以審查辦法中所規定之時

間為依據。本研究參與之學生為學系第二屆學生，僅有第一屆學長姐畢

業作品可供參考，因此，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場域鼓勵開創與嘗試。

三、情境故事法教學架構

「畢業專題製作」為1學年課程，從主題形成到設計發想，再進一

步完成設計作品。研究者將情境故事法的四個階段推展為七個步驟：觀

察、角色設定、情境發展、情境交流、情境故事、服裝設計發想與服裝

設計製作。其中階段一至三與前五個步驟是有關於主題形成，最後一個

階段與兩個步驟是有關作品設計與製作。有關學生形成畢業專題主題之

單元主題、教學方式與教學內容分次敘述如表1所示。

研究者以8次小組討論，協助學生進行可能的主題探討與形成。教

學方式主要採用講述（提供大量單元主題資料）、實地觀察（帶領學生

進行觀察，確認學生觀察方式與紀錄）與共同討論。共同討論的優點在

於研究者在小組成員間可以兼顧每一位學生發表意見與闡述想法的次數

多寡，避免在小型的組別中有學生是處於被動的狀態。

情境故事的關鍵在於編寫出對產品設計有意義之情境描述，作為設

計參考的依據。但對本研究參與的學生而言，在短時間內編寫一個符合

產品設計的情境故事並非容易之事。因此，研究者決定在情境發展階

段，尋找熟悉且適合的故事來作為情境參考之依據。透過觀察與主題切

入點討論後發現，性別議題是近幾年時尚品牌的熱門話題，消費者的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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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情境故事法運用於服裝設計主題形成之教學流程（研究者整理）

階段 步驟 單元主題 教學方式 教學內容

一 1

觀察 講述、實地觀察 針對年輕人服裝穿著進行觀察

觀察 講述、實地觀察 引導學生思考專題主題的切入點，如：

有興趣的、解決問題型、為特定族群設

計、消費市場還缺乏的、流行趨勢發展

設計方法與

案例分享

講述、實例說明 介紹情境故事法，提供設計界運用情境

故事法的相關例證

二 2
穿著者角色

設定

講述 透過觀察、主題切入點，以及各大品牌

對性別之議題反映，討論男女性別外的

服裝穿著

三

3
情境發展：

編寫故事／

故事討論

講述、共同討

論、示範（故事

撰寫）

情境故事法的運用

‧學生自行編寫故事

‧運用熟悉的故事討論：Pinocchio
4 情境交流 共同討論 故事分析與資料蒐集

5

情境故事 共同討論 Pinocchio故事分析與關鍵：成年男性、

年輕女性、木偶

主題的形成 共同討論 主題關鍵字：中性化、解構、拼接，進

行資料蒐集與主題方向的聚斂

著趨勢也逐漸挑戰過往性別刻板印象。情境故事的角色設定為男、女兩

性之外的一個不具有性別意識的角色，作為男女性之間的中介。

Pinocchio是大家耳熟能詳且內容簡單的故事，其內容講述Pinocchio

木偶遭遇一連串經歷而成為男孩的歷程。研究者考量原始故事偏重小

孩而非男孩，Pinocchio的角色故事符合學生在主題發展上的需要，選

為學生運用情境故事法作為情境發展、情境交流與情境故事之依據。

Pinocchio導入情境故事法進行主題形成，以木偶對男孩之概念反映目前

社會顛覆性別認知作為思考進行服裝設計。服裝設計不僅只是考慮消費

者的穿著感受，同時也是觀看者以什麼角度進行觀看。

本研究運用「情境故事法」引導學生進行畢業專題主題形成之教

學，教師運用「情境故事法」之設計流程透過講述、觀察與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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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學生形成畢業專題主題與設計，透過實務技術完成具意涵之服裝設

計作品。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一）資料蒐集與編碼

共同討論的教師筆記紀錄：研究者與4位學生共同討論，教師筆記

分為兩部分。第1部分針對情境故事之主題建構、情境交流等歷程與學

生進行討論。討論過程由研究者根據學生提出之問題、論及的關鍵詞，

以及主題相關發展進行及時記錄，討論結束與學生確認討論內容。第2

部分為研究者於討論後，記錄觀察到的學生該次討論的表現情形，包含

發言次數、是否提出問題，以及面對同學提出的想法是否給予回應。共

同討論筆記紀錄共計10次，原始編碼T-D代表共同討論，後面以兩碼數

字分別代表次數和部分，例如：T-D1-1代表教師在第1次共同討論第1部

分之紀錄，T-D3-2代表教師在第3次共同討論第2部分之紀錄。

深度訪談紀錄：深度訪談由研究者與小組成員採一對一的方式進

行，以避免學生在談及與成員間互動溝通時而有所顧忌。本研究之深

度訪談採半結構訪談方式，依研究者預先擬訂的訪談題綱進行訪談，

在訪談過程中依學生回應的情況調整訪談問題的內容與順序（Bernard, 

2006）。每位學生均進行3次深度訪談，Seidman（2013）提出質性研究

者進行至少3次系列的訪談，第1次訪談建立研究者與參與者經驗的脈

絡；第2次訪談要研究參與者在發生的脈絡下重組自己的經驗細節；第3

次訪談鼓勵研究參與者描述這些經驗對自己的意義（鈕文英，2018）。

訪談時間為3次畢業專題審查後進行，每次訪談時間約1小時，訪談完

成後，將受訪內容做成逐字稿，再將逐字稿進行系統整理，逐字稿以

S1-M1代表編號1號的學生第一次訪談。

學生作品歷程：學生作品歷程為學生在運用「情境故事法」建構主

題與發展服裝設計過程中之圖稿紀錄，包含手繪、電繪之圖稿，以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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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情境圖樣的蒐集。

（二）資料分析

研究者依循質性研究模式，依據研究問題，重複閱讀所蒐集資料，進

行意義編碼，抽取意義，回答問題，並運用不同資料來源進行三角校正。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情境故事教學有助學生團隊「形成主題」

（一）情境故事法的步驟與流程促進學生邏輯思考

主題的形成需要邏輯性的思考。「情境故事法」在設計領域的應用

上雖各有不同的設計流程，不論流程順序為何，流程本身就是一種邏輯

性的歸納。對學生而言，流程步驟能有效引導小組成員推展想法，在主

題形成的思考過程中具有相當大的幫助。

第1次跟學生討論「主題」時，發現他們對於如何形成主題，

以及主題如何發展有邏輯順序上的困難，前後順序何為因果經常出

現矛盾，在有限的時間內最需要幫助學生的部分，也許就是透過步

驟化讓學生能有依循的建構出主題。（T-D1-2）

老師歸納了情境故事法的七個步驟，依照步驟進行讓我很清楚

知道我們現在為什麼要觀察，觀察的目的是什麼，然後下一步要做

什麼，前後步驟有什麼關聯性，這樣在思考上容易許多。（S2-M3）

情境故事法的設計步驟與流程，對研究者所指導的學生具有邏輯建

構的正向幫助，當學生自己可以清楚掌握自己的思考邏輯後，即能有效

的形成專題主題。

（二）易凝聚共識縮短形成主題的時間

畢業專題有其時間性，學生從形成主題開始到作品完成約為1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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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形成主題所花費的時間愈久，後續設計製作階段的時間就愈受到

限縮。根據過去教學經驗，學生從開始到確定主題約需3個月的時間，

或出現不斷調整主題，都會影響後續設計與製作的時間。運用情境故事

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在討論初期能運用觀察到的資料進行主題討論，大幅

減少了空泛的概念討論，研究者指導的學生小組在2個月經歷8次討論

後，已形成主題凝聚共識。

學生在1個月內完成觀察與角色設定這兩階段步驟後，已經可

以看到他們有一個主題的輪廓。（T-D1-4）

Pinocchio的情境故事進入後，學生們想表達的已經成形，再討

論1次應該就可以確定主題了，這次定主題的時間有縮短，應該有

足夠時間設計與製作。（T-D1-7）

這次專題到複審都進行的很順利，我覺得是因為我們在確定主

題的時候概念就很清楚，重點是很快就把主題確定下來。（S1-M2）

「情境故事法」在畢業專題教學的運用，能有效幫助學生形成主

題，其關鍵就在於步驟的指引能幫助學生邏輯性思考，縮短形成主題的

時間，而使後續的設計製作能有充裕的時間。

二、教師運用情境故事在形成主題的關鍵教學因素

（一）掌握學生的問題

學生在主題形成的過程中，會出現自己想法的衝突，或與小組成員

間的衝突。當學生尚未形成清楚的問題意識時，指導教師必須在與學生

討論的過程中，觀察發現學生的困難點，釐清可能的問題。

研究者與學生共同討論實地觀察蒐集的資料後發現，進行觀察前雖

已和學生討論過要觀察的對象，以及被觀察者的穿著，但檢視學生蒐集

到的資料發現內容五花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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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進行實地觀察並不容易，在觀察現況穿著上很容易被枝微

末節（被觀察者的配飾、包包……等）吸引，而忘記應該要觀察的

部分。或許也可以說學生在實地觀察前沒有預先想好觀察準則，所

以，一進行實地觀察就無法聚焦。（T-D5-1）

透過情境故事法的設計步驟，檢視學生進行過程，能及時掌握學生

的問題並給予指導，讓學生更精確的執行每一個步驟。除了檢驗每個步

驟是否確實，在形成主題的關鍵點上，掌握學生的思考方向，更能有助

於加速凝聚共識。

我們在性別的議題上討論很多，對於目前中性服裝這個名詞是

否可以代表跨越男女性別的服裝，大家有很多討論。……S1認為

中性服裝只是降低了服裝上的性別特徵……。大家可以認同S1的

想法，但覺得大眾應該會覺得中性服裝就是不分性別的衣服。……

學生的思考開始有了除了自己的想法，也要思考其他人對這個議題

的看法。（T-D2-1）

運用「情境故事法」形成主題的教學歷程中，研究者不僅在過程中

了解學生的問題，也掌握學生在關鍵因素的思維形成過程，都能有助於

學生在形成主題的過程中凝聚共識。

（二）反覆討論釐清想法

本研究將「情境故事法」分為七個執行步驟，每一個步驟都與前一

步驟有所連結。因此，教學過程中與學生反覆進行討論有助於釐清想法。

學生從Pinocchio故事中解析出誠實是隱含的教育意義，在主題思考

上連結性別與誠實，從服裝的外在進一步碰觸到服裝的內在意涵。

穿衣服應該是很誠實的一件事，覺得冷會多穿，覺得熱會少

穿。所以，女生想穿著像男生或者是年紀大的想穿得年輕，應該都

可以誠實的表現出來。故事中所講到的誠實，不也是可以用來反映

穿著的誠實嗎？（S2-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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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故事情境反覆討論後，從故事連結服裝進一步從故事連結到自

己，讓學生從思考服裝進一步思考服裝與人的關係。

這是我們從小就讀過的故事，現在反覆閱讀發現故事裡講的就

是人的世界，我覺得自己就像是Pinocchio，或者說每一個人其實都

是Pinocchio。（S1-M2）

學生從誠實的角度，提出了人在選擇服裝的誠實性，例如男性

女性在服裝材質與顏色的選擇，確實可以進一步發展到服裝穿著的

心理。（T-D1-1）

當學生從觀察、角色設定到進入情境故事，每個步驟的討論都會在

進入下一步驟後重新反覆的思考。這樣的過程能幫助學生愈來愈清楚主

題的輪廓。

三、學生運用情境故事法於形成主題的關鍵因素

（一）建構邏輯融入情境

「情境故事法」的首要關鍵是在於觀察與了解。因此，在課程教學

開始，即讓學生針對可能的目標族群進行服裝穿著的觀察。觀察是將自

己投入可能的情境之中，從視覺的觀看進一步分類，發現觀察對象的相

同之處，或是有了自己過去從未想過的新發現。這樣的觀察過程，提早

讓學生進入可能的主題情境狀態，讓學生在主題形成的過程中具有實際

的穿著情境想像。

一開始進行觀察時，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看什麼，大家穿的都

不一樣，但看起來好像都差不多。可是很奇怪，當我一直看一直看

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好像知道自己要看什麼，也慢慢的在人群中看

到我需要觀察的對象。（S3-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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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這件事很有趣，自從有了第一次觀察後，我發現自己現在

走在路上，就會去看到我要觀察的那類型的人。（S4-M1）

「情境故事法」對學生在主題形成過程中邏輯思考的建構，以及透

過觀察了解的步驟將自己融入主題情境中，對學生在主題形成的過程中

具有正向的意義。

（二）了解主題的重要性

Brown（2009）認為「情境故事法」的優點就是同理心的運用，設

身處地感同身受，由使用者（穿著者）的角度進行設計，透過觀察使用

者情境，編寫故事進而發展產品設計，從視覺觀察體會使用者心理狀

態，進而達到同理的情境。

衣服本身沒有性別，性別由穿著者定義。但學生在學習服裝設計製

作的過程中是以女裝、男裝來進行打版與技術的學習訓練。因此，如何

跳脫生理性別成為學生在畢業專題主題形成的挑戰。木偶不具性別沒有生

命，但是在故事中，木偶有了生命且想要成為男孩，因此，編寫這個木

偶的樣貌，木偶的服裝可以是各種不同的樣式。木偶作為一個中間的媒

介，在女裝男裝的分類之外，中性服裝的性別意義是男女之外的選擇嗎？

Pinocchio這個故事很特別，因為有小木偶這個角色，在男性女

性之外多了一個讓我們思考的角色。如果撇開生理性別，大家想要

穿的衣服會跟現在一樣嗎？（S1-M2）

學生在服裝設計的性別議題上，也提出了他們覺得可以嘗試的方

式，拋開生理性別的框架來設計，或是更明確界定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

再進行設計。

我們後來討論如果我們先不考慮是男生或女生要穿，是不是就

可以跳脫生理性別這個框架，而從心理性別著手思考。（S3-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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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設計中有太多性別的影子，顏色、材質、輔料運用都有性

別的暗示。一個男生選擇穿中性服裝，跟一個男生選擇穿絲質或有

荷葉邊的服裝是不同的心理。生理是男生、但心理是女生的，就可

能選擇後者的服裝而不是中性服裝。（S2-M2）

一件設計作品可以從設計理念、設計手法，以及使用材質三方面來

共同組成（馬睿平、黃娜玲，2017），以此對應到學生學習，設計手法

就是在學校學習的專業能力，使用材質就是對於服裝設計使用的各種材

質特性的專業知識，而設計理念就會牽動到預定使用的手法與材質（見

圖1）。因此，教師在引導學生主題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圖1　總整性畢業專題設計架構。修改自「陶瓷品再創作」於藝術與設計的表

徵、意義與發展脈絡。馬睿平、黃娜玲，2017，設計學報，2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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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畢業專題製作的過程中，深深感覺到主題的發展對後續

的設計與製作真的很重要，主題沒有訂好後續的設計都會偏離。

（S3-M3）

訂定一個主題，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覺得作品能夠獲

得好評不能只是用貴的材料跟技術好而已，作品有沒有內涵，有沒

有想要說的話才是設計的關鍵。（S1-M3）

設計主題與設計理念，是學生畢業專題之核心，用以檢視學生是否

能有邏輯性的發展設計作品，也是指導教師在指導過程的關鍵。設計手

法及材質的知識，是學生過去3年在不同課程中累積的能力。引導學生

能夠深入討論一個議題，透過教學幫助學生建立主題，亦同時讓學生在

作品說明與理念闡述上能有一清晰的脈絡。畢業專題最終作品的呈現，

要涵蓋清楚的設計理念、專業的設計手法，以及正確的材質使用。

（三）從主題形成到畢業專題設計結果分析

以Pinocchio故事為情境，思考反映目前社會對服裝穿著中，男性、

女性與中性化的設計要素。4位學生完成24套服裝，以成年男性、成年女

性與木偶三個角色對應男裝、女裝與跳脫生理性別框架之服裝，形成對

於主題的三種詮釋：不論生理性別，穿上這套服裝我希望自己是男生；

不論生理性別，穿上這套服裝我希望看不出性別；不論生理性別，穿上

這套服裝我希望自己是女生。以6套服裝進行設計分析，如表2所示。

透過服裝的款式、材質的運用，以及解構重組的技法，呼應設計主

題的三種詮釋，而情境的描述能有助於設計概念的發展，拉近學生對設

計主題的定義與溝通。學生作品透過1場靜態展覽與2場動態展演呈現，

部分作品受邀至百貨公司展覽，顯示出學生在學習成果受到業界肯定給

予展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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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Pinocchio情境故事服裝設計結果分析

編號 設計說明 形式、材質與技法 學生作品

1、2 不論生理性別，穿上這套

服裝我希望自己是男生

運用色塊線條及布料拼接

手法

藍色系布料表現希望被視

為男孩的心情

3、4 不論生理性別，穿上這套

服裝我希望看不出性別

無領的夾克設計表現童趣

寬鬆版的設計

外套以車線形式表現西裝

領與口袋，代表隱藏的心

理世界

5、6 不論生理性別，穿上這套

服裝我希望自己是女生

褲子結合襯衫袖表現解構

重組的趣味

立領元素與格子布料與暗

色系與百摺設計表達隱含

的女性元素

註：本研究彙整製圖；作品設計：本組學生。

伍、教學省思與啟示

每一年在總整性畢業專題課程中，發現學生在小組合作過程中，形

成小組主題是學生們共同的困難。指導教師在畢業專題的指導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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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訂定可發展並符合能力的主題格外重要。研究者認為掌握學生「形

成主題」的困難點，運用「情境故事」聚焦，帶領學生透過操作（觀

察）、連結、討論、反思等過程，並與學生團隊密切共同討論，引導循

序克服困難，連結經驗與理念，是幫助學生有效形成設計主題的關鍵。

應用「情境故事」於設計教學，沒有固定流程。研究者認為教學者

必須依據學習者需求和「畢業專題」屬性，決定應用目標、流程，且需

幫助學習者透過講述、實務觀察或操作、討論、反思等多種方式，來回

幫助學習者掌握「情境故事」應用於設計的要旨。此外，教師需密切參

與學生團隊的運作，及時提供回饋，才能達成指導目標。單一的講述、

單一的閱讀或是單一的操作，可能造成學生的誤解或誤用，也難以幫助

釐清問題、克服困難。

陸、結論與建議

總整性畢業專題課程是檢視學生在畢業前的專業能力表現。身為服

裝設計組的學生，必須能了解服裝設計需兼具生理層面與心理層面，也

可說是需要兼具理性與感性。研究者透過「情境故事」帶領設計的方式，

從性別議題與服裝性別表現並以Pinocchio為故事情境，聚焦主題形成。

一、結論

（一）「情境故事法」有助於進行畢業專題的主題形成

「情境故事法」透過觀察、角色設定、情境發展、情境交流、情境

故事等步驟聚焦主題形成。經由閱讀與文本分析，學生在理解Pinocchio

故事情境與角色分析，對應觀察與角色設定的結果，以符合現代穿著之

生理與心理需求進行主題思考。顯示出情境故事在設計教學運用上，對

學生理解服裝穿著之生理需求與心理需求是有幫助的，更進一步讓小組

成員在主題形成上產生共鳴。

04-03_倪建芝_p049-076.indd   68 2019/5/31   下午 02:50:51



倪建芝　情境故事法對服裝設計畢業專題主題形成之探究：以Pinocchio故事為例 69

（二）教師掌握學生問題反覆討論

「情境故事法」的每一個實施步驟，都有相互關聯性，與學生反覆

的討論過程中，研究者能檢驗學生在實施每個步驟的資料蒐集與整理是

否確實，並掌握學生在形成主題時所面臨的問題，適時給予協助與排

解。對於學生從現況觀察到故事解析，再到情境故事編寫的過程中，進

一步引導作更深入的思考。

（三）學生融入故事情境易於形成主題內涵

透過「情境故事法」讓學生易於理解設計內容，現況觀察與設計轉

換，強化學生間共同的設計概念。研究者在教學與討論過程中，聚焦於

Pinocchio故事所延伸之意涵引導學生進行設計思考，在形成主題後能有

助於後續服裝設計發想。學生來自同一科系，在溝通過程中除了敘述性

表達之外，同時運用圖像等視覺化的表達溝通方式，增加彼此的了解，

情境故事法的實施就更能顯現出其成效。

二、建議

本研究僅就一小型4人團隊作為教學與研究對象，在研究結果推論

上有其限制。未來研究者擬持續應用「情境故事」指導「畢業專題」，

並驗證本次研究發現，同時擴大探討「畢業專題」整體作業成效和相關

因素。「畢業專題」是設計相關科係不可或缺的總整課程，學生進行

「畢業專題」面臨很多挑戰，教師的有效指導策略仍有諸多值得探討之

處。研究者將持續進行相關探討，期望對於學生進行「畢業專題」有更

多深入的探討，並建立重複驗證有效的教學策略。

04-03_倪建芝_p049-076.indd   69 2019/5/31   下午 02:50:51



教學實踐與創新　第2卷第1期70

參考文獻

王立天、黃心昀（2010）。職能導向的畢業專題製作。計算機教育，3，12-17。

[Wang, L.-T., & Huang, H.-Y. (2010). Occupational competence oriented senior students’ 
capstone project. Computer Education, 3, 12-17.]

阮業春、王美崴、謝明臻（2013）。應用情境故事法與品質機能展開法於高

齡者手杖客製化設計之研究。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1（3），1-12。

doi:10.6283/JOCSG.2013.1.3.01

[Juan, Y.-C., Wang, M-W., & Sie, M.-J. (2013). Applying scenario approach and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to custom design of elder cane. Journal of Gerontechnology 
and Service Management, 1(3), 1-12. doi:10.6283/JOCSG.2013.1.3.01]

林榮泰、蕭茗芚、涂良錦（2005）。情境故事法應用在創意學習文化產品設計之

研究—以台灣原住民服飾文化之數位典藏為例。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

技計畫—訓練推廣分項計畫（編號：NSC 94-2422-H-144-003），未出版。

[Lin, R.-T., Shao, M.-T., & Tu, L.-J. (2005). Creative learning for designing cultural 
products using scenario approach: A case study of Taiwan aboriginal garment (NSC 
94-2422-H-144-003), Unpublished.]

林榮泰（2006）。訴說故事‧營造情境—文化創意設計的情境故事。藝術欣

賞，2（5），4-10。

[Lin, R.-T. (2006). Story telling‧scenario building: Cultural creativity from scenario. Art 
Appreciation, 2(5), 4-10.]

馬睿平、黃娜玲（2017）。「陶瓷品再創作」於藝術與設計的表徵、意義與發

展脈絡。設計學報，22（1），1-24。

[Ma, J.-P., & Huang, N.-L. (2017). The characters, meaning and context of ceramics re-
creation in art and design. Journal of Design, 22(1), 1-24.]

高新發、嚴貞（2007）。視覺傳達設計系學生專題製作之問題解決模式研究。

藝術教育研究，14，101-136。

[Kao, S.-F., & Yen, J. (2007). The problem solving model in graduate project for students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Research in Arts Education, 14, 101-136.]

黄美惠（2013）。「畢業專題」課程的現況與問題點—以文藻外語學院日文系

日四技之畢業論文為考察對象。多元文化交流，5，129-142。

04-03_倪建芝_p049-076.indd   70 2019/5/31   下午 02:50:51



倪建芝　情境故事法對服裝設計畢業專題主題形成之探究：以Pinocchio故事為例 71

[Huang, M.-H. (2013). Situation and problem of “Graduate project” course: 4-years 
students of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in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as an example of case study. Multi-Cultural Encounters, 5, 129-142.]

曾秋桂、落合由治（2012）。以淡江大學日文系為個案研究，探討實踐學習技

能課程「畢業專題寫作與指導」之成果與課題。台灣日語教育學報，19，

24-53。doi:10.29758/TWRYJYSB.201212.0002

[Tseng, C.-K., & Ociyai, Y. (2012). Result and problem of “Graduation Production and 
the Instruction” as the skill practice learning, with Japanese department of Tamka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of case study. Journal of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aiwan, 19, 24-53. doi:10.29758/TWRYJYSB.201212.0002]

莊沈叔儒（2015）。服裝設計創作之教學探討。實踐設計學報，9，248-261。

[Juang Shen, S.-J. (2015). The analysis of students’ final collections from fashion design 
course. Design Journal Shih Chien University, 9, 248-261.]

曹佳想（2011）。服裝設計中的意境創造。國際紡織導報，7，59-60。

[Cao, J.-X. (2011). The creating of the mood of literary works in fashion design. Melliand 
China, 7, 59-60.]

張嘉玲（2015）。運用情境故事法於高齡安全照護系統之開發探討。福祉科技

與服務管理學刊，3（3），355-356。doi:10.6283/JOCSG.2015.3.3.355

[Chang, C.-L. (2015). Application of scenario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 caring 
system. Journal of Gerontechnology and Service Management, 3(3), 355-356. 
doi:10.6283/JOCSG.2015.3.3.355]

張翠園、陳建雄、陳高生、吳文芸（2011）。服裝設計創新教學應用研究—以

習慣領域之「八擴」與「九深」為例。習慣領域期刊，2（2），55-86。

[Chang, T.-Y., Chen, C.-H., Chen, G.-S, & Wu, W.-Y. (2011). Application research 
in innovative teaching of fashion design: Examples from using the “eight basic 
methods” and “nine principles” of habitual domains. Journal of Habitual Domains, 
2(2), 55-86.]

鈕文英（2018）。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第二版）。臺北市：雙葉書廊。

[New, W.-Y. (2018).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thesis writing (2nd ed.). Taipei, Taiwan: 
Yehyeh Book Gallery.]

葉立誠（2006）。服飾美學。臺北市：商鼎文化。

[Yeh, L.-C. (2006). Clothing aesthetics. Taipei, Taiwan: Shinning Culture.]

04-03_倪建芝_p049-076.indd   71 2019/5/31   下午 02:50:51



教學實踐與創新　第2卷第1期72

楊孟霖、張國賓（2013）。情境故事法應用於台灣原住民商品開發初探。工業

設計，128，19-23。

[Yang, M.-L., & Chang, G.-B. (2013). The study of scenario approach to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of aborigines. Industrial Design, 128, 19-23.]

楊翠竹（2013）。十九世紀美國服飾改革運動：向性別化服飾與流行專制挑戰

的社會運動。歐美研究，43（4），785-827。

[Yang, C.-C. (2013). American dress reform in the nineteen century: A social movement 
against gendered dress and the dictates of fashion.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43(4), 785-827.]

蔣世寶（2015）。設計科系畢業專題課程執行之個案研究與觀點反思。藝術學

報，97，43-74。

[Chiang, S.-B. (2015). Case study and perspective reflec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graduation 
project of design department. Journal of Art, 97, 43-74.]

顏惠芸（2017）。文化元素轉換時尚設計因素探討—以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中

國：鏡花水月」時裝展為例。設計學報，22（2），1-24。

[Yen, H.-Y. (2017). Factors in transforming cultural elements into fashion design: A case 
study of the fashion exhibition 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in New York. Journal of Design, 22(2), 1-24.]

嚴貞、高新發（2010）。視傳系學生專題製作之問題解決歷程與特性研究。科

技學刊，19（1），27-37。

[Yen, J., & Kao, S.-F. (2010). The process of problem-solving for graduate project.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1), 27-37.]

嚴貞、高新發（2011）。視覺傳達設計領域學生專題製作之問題解決特性分

析。科技學刊，20（2），135-150。

[Yen, J., & Kao. S.-F. (2011).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blem-solving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students’ graduate project.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 135-150.]

Kawamura, Y.（2009）。時尚學：時尚研究入門書（陳逸如，譯）。臺北市：

立緒。（原著出版於2005年）

[Kawamura, Y. (2009). Fashio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fashion studies (Y.-R. Chen, 
Trans.). Taipei, Taiwan: New Centur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5)]

Bernard, H. R. (2006). Research methods in anthropology: Qualitative and 

04-03_倪建芝_p049-076.indd   72 2019/5/31   下午 02:50:51



倪建芝　情境故事法對服裝設計畢業專題主題形成之探究：以Pinocchio故事為例 73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5th ed.). Lanham, MD: Altamira Press.

Brown, T. (2009). Change by design: How design thinking transforms organizations 

and inspires innovation. New York, NY: Harper Collins.

Campbell, R. L. (1992). Will the real scenario please stand up? ACM SIGCHI 

Bulletin, 24(2), 6-8. doi:10.1145/142386.1054872

Entwistle, J. (2000). The fashioned body: Fashion, dress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Frings, G. S. (2007). Fashion: From concept to consumer (9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Hart, R. A., & Polk, T. W. (2017). An examination of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students’ capstone project cho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33(5), 1422-1431.

Hurlock, E. B. (1929). The psychology of dress: An analysis of fashion and its 

motive. New York, NY: Ronald Press.

IDEO (1992). Innovation design and interaction design - A workshop for ACER 27. 

Palo Alto, CA: Author.

Kelley, T. (2001). The art of innovation. New York, NY: Doubleday.

Mcllroy, A. (2003). Culture industry funding: Sponsorship or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case studies in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Forum, 3(5), 1-8.

Moggridge, B. (1993). Design by story-telling. Applied Ergonomics, 24(1), 15-18.

Myerson, J. (2000). Masters of innovation. New York, NY: Laurence King.

Nardi, B. A. (1992). The use of scenarios in design. ACM SIGCHI Bulletin, 24(4), 

13-14.

Norman, D. A. (2004). Emotional design: Why we love (or hate) everyday thing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Rosson, M. B., & Carroll, J. M. (2002). Scenario-based design. In J. A. Jacko & 

A. Sears (Eds.),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andbook: Fundamentals, 

evolving technologies and emerging applications (pp. 1032-1050).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04-03_倪建芝_p049-076.indd   73 2019/5/31   下午 02:50:51



教學實踐與創新　第2卷第1期74

Seidman, I. E. (2013). Interviewing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A guide for researchers 

in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4th ed.).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Seivewright, S., & Sorger, R. (2017). Research and design for fashion (3rd ed.). 

London, UK: Bloomsbury.

Simmel, G. (1904). Fashion. International Quarterely, 10(1), 130-155.

Spencer, E. (1881).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London, UK: Williams and 

Norgate.

Tatham, C., & Seaman, J. (2003). Fashion design drawing course. Hauppauge, NY: 

Barrons.

Verplank, B., Fulton, J., Black, A., & Moggridge, B. (1993, April). Observation and 

invention: Use of scenarios in interaction desig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CHI 

’93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the Netherlands. 

doi:10.13140/2.1.3092.5602

04-03_倪建芝_p049-076.indd   74 2019/5/31   下午 02:50:51



倪建芝　情境故事法對服裝設計畢業專題主題形成之探究：以Pinocchio故事為例 75

Using Scenarios to Develop Graduation Project Topics in 
Fashion Design: An Example of Pinocchio

Chien-Chih Ni*

Abstract

Deciding a design topic is a primary task for any design major students 
before commencing a graduation project. It is also a great challenge to the 
advisor. We found that students basically lack the skills to reach consensus and 
have difficulty deciding the design topic, thereby delaying progress of their 
graduation projects. This study adopted a case study method to explore whether 
using scenarios to guide a student team can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ir design 
topic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recorded the key processes during effectiv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through scenarios.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d the 
researcher of the current study and a student team (3 men and 1 woman) 
advised by the researcher. A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method was adopte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a) Scenarios helped the student team develop 
topics for their graduation project. (b) The key for the advisor using scenarios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topics lied in grasping students’ bottlenecks and 
discussing with the students repeatedly to clarify their thoughts. (c) The key for 
the student team to develop topics using scenarios lied in constructing a logical 
scenario, strengthening the content of the topic, developing the topic, and 
exciting design imagination. The results provided a feasible teaching model for 
advisors in assisting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graduation project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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