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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計研究：瞭解議題需求與現況盤點

2. 設計假設：彙集設計概念並提出構想
3. 共創設計：利害關係⼈參與設計過程

4. 產出驗證：設計概念修正與設計落實

設計過程
⽰範據點改造的過程，
主要透過以下四階段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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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量掃描⼆⼿資料，包含趨勢分析與議題資料與國內
外標竿案例等，對議題的現況和需求有基礎認知。
接著與第⼀線執⾏青少年培⼒的合作夥伴互動，藉由他們
的領域知識和經驗，加速設計團隊具備更深刻的議題體認。
同時，再藉由參與活動和場域拜訪，將整體的情境脈絡拼
湊完整。

1.�設計研究

Photo by Leo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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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蹲點 (109.12)

在青少年還是學⽣、素⼈，或只是練
習⽣的⾝份，還在追求意義的過程中，
有屏青的陪伴，逐漸找到⽬標，變得
更有⾃信、對未來更加篤定。

屏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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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住青少年的各種＿＿＿

Photo by Yamaitrop Vioreenlack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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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團隊蹲點的過程中發現，屏東縣青少年中⼼的任務，就是接
住青少年在求學與探索未來的過程，產⽣的各種需求、情緒、
期待或困難等。

基於相互信任與尊重，同理與包容，時常陪伴和引導，讓屏青
與青少年的關係亦師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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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青的價值主張

1. 提供青少年找尋想法、建⽴觀點的引導

2. 引薦與把關資訊和內容，協助青少年探索與激發創造⼒
3. 陪伴青少年嘗試各種實踐的可能性

4. 串連各種資源來⽀持青少年的⾏動得以落實

5. 開發讓青少年有能⾒度的發揮舞台

屏青扮演著有如劇場後台的秀導、舞台上耀眼
新星背後重要的幕僚與推⼿。

Photo by Sam Moqadam on Unsplash

Photo by KAL VISUALS on Unsplash



藉著前期設計研究所累積對議題的相關知識，再透過與
合作夥伴交流，建⽴同理的觀點，對場域營運的團隊、
服務的對象有更全⾯⽴體的了解。

團隊收斂並整理出可能設計的⽅向與策略。

2.�設計假設

Photo by Jason Rosewell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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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打造以青少年為中⼼的⽀持性環境。結合他們的需
求、興趣和喜好，提供討論交流、練習與犯錯可以
再重來的「實驗基地」。

透過空間所具備的多元功能，再加⼊創造⼒豐富的
青少年，效果相乘下，讓屏青除了是青少年重要的
團練成發場所，更可以作為他們探索⽅向，踏出更
寬廣步伐的幕後推⼿。

青少年的主流場域

Photo by Kajetan Sumila on Unsplash

啟發
創造青少年的主流場域，提供資源和⽀持陪伴，並讓青少
年有創造和犯錯的空間。連結社會⼤眾輔助溝通青少年表
意參與的重要性，⽰範有回應性、友善的兒少表意環境。



邀請議題利害關係⼈⼀起參與在設計的過程中，了解他
們對現況需求的想望，遇到困難挑戰的創意發展。
聽⾒真實使⽤者的聲⾳，和他們⼀起討論創作的解⽅，
讓設計可以更貼合⽬標。

3.�共創設計

Photo by Startaê Team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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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屏東在地的學⽣青少年參與改造的過程。
收集並聆聽他們的聲⾳，了解他們對於屏青的
印象，再藉由想像⼒創造屬於屏青新的樣貌。

引導青少年參與共創過程中，帶領討論並進⾏
有意義的對話，由他們先從過去的經驗，發掘
潛在的需求與問題點。藉著彼此的分享和團隊
合作，讓他們帶著開放的⼼態，提出未來的設
計解⽅，從硬體設計、軟體服務設計以及對外
溝通的⾏銷⽅案。

共創⼯作坊

110/01/30�青春無界設計事務所共創⼯作坊

特別感謝參與青春無界設計事務所的青少年們：
李彥鋒、劉安真、蔡⽂芯、王淇雅、張⼦儀、陳妍彤、
沈芸安、潘相穎、張蔡麒、郭竑賢、陳薈⽻、徐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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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30�青春無界設計事務所共創⼯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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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聽從屏青畢業的學⻑姊回來分享的講座。聽他們講話、和
他們學習過來⼈的經驗，感覺很貼近，不會有壓⼒，可以給我
們很多升學沒⽅向的⼈建議。

這裡可以讓彼此交流、學習和展現的機會。活動舉辦的機會滿
多、滿⾃由的，屏青給我們很多發揮的空間。經過幾次練習，
我也慢慢能夠找到⾃⼰的強項，也⽐較不害怕嘗試新事物。

我們都因為接觸屏青⽽知道這裡真的可以幫助我們⾼中⽣活變
得很不⼀樣，但是，很可惜很多同學都不知道、沒聽過。很希
望讓更多⼈可以⼀起來屏青。

⼯作坊中收集到許多回饋，這些建議都很適合
未來服務的推廣或課程設計的參考。

青少年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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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了空間設計與施作團隊，合⼒將設計概念具體落實
在場域中。
後續由場域營運團隊接⼿，承接改造後的空間，以服務
更多不同興趣、甚⾄不同地區的青少年。同時，我們也
希望在未來持續使⽤營運的過程中，可以不斷產⽣更多、
更新、更貼近需求的創新應⽤⽅式。

4.�產出驗證

Photo by Nathan Dumlao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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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發展的⽅向
1. ⼈是關鍵：屏青的社⼯與青少年的陪伴和互動，形成緊密
的關係！也因興趣(⾳樂、舞蹈或辦活動等)，在這邊交到
朋友、接觸不同⼈！

2. 學校課業沒有的體驗：屏青的空間、活動、講座、師資，
甚⾄是議題發聲的機會，讓青少年在學校⽣活之外，還擁
有開拓多元、更豐富的視野。

3. 能嘗試錯誤的氛圍：屏青的活動讓青少年有很⾼的主導性，
以⽀持和不斷⿎勵的⽅式，讓青少年慢慢探索，並從做中
學習。

設計策略
透過基礎建設的輔助，串連起整體參與和互動的經驗

1. 屏青的好不能只有我知道：如何讓更多青少年、學⽣能夠
了解屏青所提供的價值？讓屏青可以陪伴更多⼈。

2. 組成青少年的幕僚團隊：如何整合更多外界資源，以屏青
為主要操盤者，將合適的機會與資源串連起來，給予青少
年更⼤的助⼒！

3. 多功能的硬體來加值體驗：擴充原本環境、空間的基礎功
能，讓更多元的活動與體驗可以發⽣。

4. 場域是⼯具，青少年才是靈魂：靈活有彈性的空間與設施，
讓不同樣貌的青少年，都可以在屏青找到屬於⾃⼰的⼀⼩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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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向
1. 更新或擴充基礎設施或使⽤功能

2. 加強與外界或⾮同溫層的連結度
3. 提供和不同⼈切磋與交流的機會

4. 創造學校和家之外的多元⽣活感

5. 善⽤青少年的創造⼒與執⾏能⼒

跨越同溫層：企劃、活動與服務的設計

屏青原本就在執⾏的任務，包含各種青少年的活動、培⼒、⽣活陪伴與
資源連結等的協助。

基礎建設的輔助：場域再設計

藉由硬體環境創造實⽤功能，規劃動線和營造氛圍以輔助屏青與青少年
建⽴更緊密的連結、提升屏青的服務廣度與深度。

Photo by Jo Szczepanska on Unsplash Photo by Harprit Bol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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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導為舞台上的新星所打造的練習與實驗基地。

重新劃分與定義空間裡的不同區塊與意義，使整個屏青
⼩聚場，都可以帶給青少年不同的價值。青少年在激發
創造⼒的環境中，更能⾃在創作與發揮。

空間功能再定義

Photo by Morgan Vander Hart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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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域改造的過程中，設計團隊與青少年⼀起
塗裝空間裡的櫃⼦。
從好上⼿的塗裝教學開始，認識⽊材質地與保
護漆料的⽤途。青少年⼩試⾝⼿後，便在指定
櫃⼦的位置上塗塗抹抹。膠帶除了遮住不需要
塗裝的部位之外，也可以讓青少年發揮創造⼒，
隨⼼黏貼粗細不等的膠帶，等第⼆次塗裝時就
可以創造獨⼀無⼆的紋飾。

青少年參與在改造過程，讓屬於青少年的主流
場域，更能⽀持他們沒有限制的創造⼒。

塗裝⼯事

110/04/10-11�屏青塗裝⼯事⼯作坊

特別感謝參與屏青塗裝⼯事⼯作坊的青少年們：
沈芸安、蔡⽂芯、洪珮芸、林佩真、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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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的是創造更多使⽤機會。因此，重新區分
⼩聚場的空間使⽤性，利⽤櫃檯營造前後場，間
接分隔出更多可以讓青少年坐下來吃飯聊天、討
論事情、寫作業的地⽅。活動式的展架和桌椅的
⽤意也是讓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快速隔出合適的
空間，像是成發幹部的會議討論、舞團練習或現
場演出的表演後台等等。

細節功能性設計，如板凳堆疊於牆邊時便形成收
納櫃，⽴⾯屏⾵設計了鏡⼦搭配⿊板或掛勾功能，
可折疊桌⼦輕鬆收納在櫃檯兩邊側櫃裡。

原本偌⼤的⼩聚場，被分隔後看似使⽤範圍縮減。
然⽽，我們希望透過⼩空間可以組合出更多元的
應⽤情境，並更容易對使⽤者創造出「邀請感」，
讓青少年更願意、有理由地在這裡揮灑他們的⼤
好青春。

每項改造的物件都可以移動並定點固定，⽤以提
升移動性，即使空間分隔，也能靈活運⽤。

21



22



23



互動交流區

核⼼主張

1. 青少年⽂化氛圍凝聚和創造的基地
2. 彼此交流互動的友善空間、且能創造與更多⼈
連結的幾會

3. 多功能⽤途：表演場地、展⽰、發表等

意義與功能

1. ⽇常交流與分享、成果展⽰與分享、新知學習、
情感交流/交誼

2. 練習技藝：練舞、練吉他、練球技、練表演等
3. 各式活動舉辦

可進⾏的相關活動
靜態展覽、成果展/講座、課程舉辦/練舞練團、成發或
battle/同樂會或晚會/平時青少年聚集休息

搭配的軟硬體
可移動與收納的直⽴型展架/模組化移動式的桌椅，好收納/
⾃組式的屏⾵隔間

Photo by Ilja Tulit on Unsplash Photo by Álvaro Bernal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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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檯⼯作區

核⼼主張

1. 創造有歸屬感的基地⼊⼝與⾨⾯
2. ⽇常的⾏政管理與庶務⽀援

意義與功能

1. 青少年主流場所的資訊集散中⼼
2. 後勤⽀援與補給站
3. 青少年⾃助服務

可進⾏的相關活動
青少年：私物暫儲空間/⾃助式、活動式桌椅收納/休息聊天、
資訊交換
屏青：場地使⽤與維護/收納/活動⽀援、佈告宣傳

搭配的軟硬體
櫃檯、櫃檯椅(⾼腳)/⽂件事務收納櫃/延伸的吧台桌、吧台
椅/活動式桌椅收納基地

Photo by Helena Lopes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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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球娛樂區

核⼼主張

1. 認真的放鬆休息
2. 專屬的舒壓娛樂

意義與功能

1. 感情交流
2. ⼀起玩樂、傳染歡樂的氣氛

可進⾏的相關活動
打撞球、圍觀打撞球/聊天、休息、交誼/撞球聯賽

搭配的軟硬體
吧台桌椅(⾼腳)/⿊板、可重複塗鴉的牆⾯或版位/吊燈/低矮
座椅、板凳

Photo by Slidebea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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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Ashkan Forouzani on Unsplash



舞台表演區

核⼼主張

1. 青少年的表演空間
2. 綜合休閒空間

意義與功能

1. 團練或台⾵訓練
2. 成果發表：⾛秀、⾳樂祭等
3. 劇院娛樂空間

可進⾏的相關活動
樂團舞團練習或成發/晚會節⽬、成果展、舞台劇、電影之
夜等

搭配的軟硬體
舞台燈光/舞台場景吊架或⽀架結構/投影機、投影幕、⾳響

Photo by Oğuz Şerbetci on Unsplash Photo by Luana Azevedo on Unsplash

27



如果你是活動規劃師，你會為屏青接下來1年規劃哪些課程與活動？為什麼？

關於屏青，來⾃青少年的回饋

⾃信、互動、溝通相關講座

知識性課程(理財/科學/⽂學/CRC)
多元社團活動(成發/表演/⽐賽)

升學探討/經驗分享

⽂創市集
安全健康課程

時間管理
技術性課程(多媒體設計/程式)

⼀⽇屏青體驗

社交活動(營隊/桌遊/探險遊戲)
限時佈置

⼾外活動(野餐/園遊會)

許多青少年潛藏實⼒卻沒有⾃信、無法表達⾃我。

讓青少年就近、提早接觸不同知識，並學習新知。
讓⼤家彼此交流、學習，展現⾃⼰，也能夠推廣、拓展，讓⼤眾看到青少年的努⼒。

很多⼈對於未來很迷惘，不清楚升學⽅向。

吸引⼈潮，帶動更多⼈認識屏青。
學習簡單的包紮、衛教知識，或⼀些健⾝運動課程，能夠應⽤到⽣活中。

青少年缺乏時間觀念。
未來的趨勢。

讓更多⼈了解屏青存在的意義。

多⼀個可以交朋友的平台，讓⼤家互動變多。
吸引⼤家來拍照。

接觸不⼀樣的環境，擁有不⼀樣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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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空間設計師，你會為屏青空間如何設計？如何改造？為什麼？

關於屏青，來⾃青少年的回饋

空間的顏⾊更繽紛、明亮

空間寬敞與動線順暢
⼆樓閒置的⼾外空間重新利⽤

⼩聚場設計成「圓形」的概念

選材不要⽤鐵(貨櫃材質)
基礎設施的增加或擴建

基礎設施的功能優化
有別於動態活動的功能性空間

增加友善設施

提供器材租借服務

青少年需要青春、有活⼒、吸睛的感覺，如明亮的燈光或是更繽紛的⾊彩。

寬敞可以讓⼈更想來屏青，室內動線避開不同活動的空間，讓出⼊不互相影響。
⼆樓⼾外閒置中，可以設計更chill的功能，如酒吧、露天影院或露營等。

圓形有⼀種聚焦的感覺，⽐起⼀般舞台(⼀字型)更有環繞的意味、更棒。

鐵很剛硬⼜很熱，換⼀種感覺柔和的材料。
如插座數量不夠，學⽣打報告不太⽅便；廁所數量不夠且⼩，或是讓使⽤者收納得空間不⾜。

練舞室和練團室的隔⾳不好，會互相⼲擾；櫃檯太普通，無法促進交流或是提供諮詢或管理。
可以閱讀、休息的地⽅，除了活動完可以休息，也讓⾮動態咖也適合來屏青。

如電梯或無障礙廁所等，讓更多⼈可以來到屏青。

器材開放租借或交換使⽤，讓同樣興趣卻條件狀況不同的學⽣，也可以玩團或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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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銷企劃師，你會為屏青規劃什麼⾏銷管道與⽅案？為什麼？

關於屏青，來⾃青少年的回饋

網路⾏銷(IG/FB)

⽤故事性來⾏銷屏青的⽣活
⽂創⾏銷

舉辦主題⽐賽、系列課程或活動

與政府或學校合作
異業結合推出⼩型概念店舖

上街宣傳/遊⾏
名⼈加持

⾃有品牌

青少年最常使⽤的媒介，也能夠涵蓋不同年齡的受眾。

⽤故事來說話更有溫度，例如可以記錄學⽣的故事、吸引更多追夢的⼈。
⽤⾃辦展覽或策劃主題式展覽，與潮流⽂化結合，吸引年輕⼈也讓更多⼈知道屏青。

吸引各地青少年來參加⽐賽、學習，並藉機推廣屏青。

變成當地政府、學校向外合作的第⼀選擇場地，例如舉辦全國性活動。
可以從餐飲聯⼿周邊店家，推出快閃店或限時活動，吸引消費者、互助⾏銷打造雙贏。

參與青少年議題或時下關注的議題的⼤型活動或倡議，吸引不同族群，且⾯對⼈群才更有溫度。
不只是邀請來演講或上課，可以和具有影響⼒的⼈有更多互動，如駐點館⻑，加深影響⼒。

打造屏青⾃⼰獨有特⾊的品牌形象，如識別系統，讓⼈⼀眼就知道是屏青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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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衛福部社家署 設計統籌與執⾏ /�意集設計 空間設計 /�銀⽲作業

據點改造書

社會福利數位博覽會與創新⽰範據點發展計畫

特別感謝屏東縣青少年中⼼ 鄭祥輝 /�陳韻安 /�湯孟菁

屏東縣青少年中⼼ /�Play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