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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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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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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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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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計研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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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與第⼀線參與⼥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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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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狀況 (109.11)

1. 主題式培⼒企劃

2. 例⾏活動
3. 展覽與特定活動

4. ⼈員陪伴

5. 其他服務

近期主軸聚焦在⼥孩透過
挑戰⾃我的極限，如攀登
百岳，在探索學習與克服
的過程中，找到更多發展
的可能。

搭配課程、講座與實作活
動，傳遞⼥孩能以不同姿
態充分展現⾃我。

現況服務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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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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整理出設計的⽅
向與策略。

2.�設計假設

Photo by Jason Rosewell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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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兒館是能夠裝備⼥孩們的能⼒、信念或友誼，與
他們的未來的地⽅。針對⼥孩們的需求創造關鍵的五感
體驗，並營造沈浸的⽂化氛圍，陪伴⼥孩們從⼼態、思
考到⾏動⼒，蛻變成為社會新⼥性。

裝備⼥孩的＿＿＿＿
與未來。

1. ⼥孩⾃造⽣活的模樣
2. ⽀持與陪伴
3. 追求⾃由的空間

重新定義的核⼼主張

Photo by Holly Mandarich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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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延續2020核⼼議題「⼥孩的第⼀座百岳」
「挑戰極限」為契機，規劃2-3年的年度、
系列培⼒與探索主題

2. 主題由⼥孩們發起，藉由提案、討論與票選
的開放式過程，採納⼥孩的想法來制定⼥兒
館核⼼培⼒議題

3. 於前⼀或兩年度中期，召集⼥孩(在學或已畢
業等)、⼥性代表以及⼥兒館團隊共同討論可
能的議題核⼼，再由⼥兒館團隊設計規劃

4. 培⼒體驗型：超越極限的活動、舞台與表演
藝術、⾶⾏航太，新聞採訪或紀實報導

5. 培⼒議題型：內向當道、改變世界的善變⼒
量、溫柔才能推翻不正義等

⼥孩⾃造⽣活的模樣
核⼼主張1.

Photo by Holly Mandarich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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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塑⾃由、尊重與開放式的陪伴環境：在充
滿各種可能性的環境中，探索、犯錯並修正，
成⻑並⾃主地去追尋夢想。

2. 過來⼈的經驗交換：突破同溫層以帶來不⼀
樣的想像⼒。過來⼈可以是各領域專⻑、職
業或能⼒代表，也可以是⼥孩，分享他們的
經驗並與⼈交流。

3. 五感打開的⽣活體驗：從不同管道接受各種
資訊，歌單或⾃然聲⾳、書籍電影、⾊彩氣
味和質地，或是探索要花費的⼒氣、耐⼒或
時間感。不同主題可以擴展各式想像⼒。

4. 實務資源的串連：介接企業、研究機構或學
校等資源，當⼥孩真正有需求興趣的時候，
⼥兒館能協助串連與實現。

⽀持與陪伴
核⼼主張2.

Photo by jhudel baguio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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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循序式培⼒元素」來重新定義⼥兒館各個空間，賦予場域新的功能與
意義，輔助⼥兒館服務更有效率、更能達到⽬標，提供⼥孩更好體驗並讓
更多⼥孩受惠。

空間與培⼒元素搭配，創造更豐富與完整的場域使⽤性；輔助⼥孩培⼒服
務發揮更深刻的影響⼒，與連續的陪伴⽀持，使⼥孩更⾃由地發展⾃我。

追求⾃由的空間
核⼼主張3.

箻绢莅㻜뀿

㼩鑨 翕聃 Ⳗ鋕

⨢갾 ⦶暟荩⚥
㥏⯥긭

循序式培⼒元素

1. 空間中沒有理論與頭銜，也沒有規則約束，創造⼒不會被限制與扼殺

2. 確實能讓⼥孩感到安⼼，將⾃⼰交給這裡
3. 能提供實質的幫助，成為⼥孩探索與發展過程中的強⼒⽀援的神隊友

8



1. 重新設計「模組化的空間」來結合主題式培
⼒服務和「循序式培⼒元素」，重新定義空
間、服務和⼈的關係，創造與⼥孩的強連結。

2. 除了課程或參與活動之外，可以休息獨處、
⾃修閱讀、交換資訊或拓展視野。⼥兒館是
他們創作的⼯作室、展覽成發或招待朋友的
主場，更能成為他們放鬆交誼的社交⾸選。

創新的切⼊點

啟發
模組化的空間與「循序式培⼒元素」搭配，整合軟性
服務和有功能的空間，以達到輔助服務營運，並加值
各項培⼒計畫的成效。同時，與⼥孩們⼀起營造專屬
的空間，讓⼤家都能參與其中。

Photo by Geert Pieters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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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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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孩參與改造的過程。收集並聆聽他們的
聲⾳，了解他們對於⼥兒館的印象，再藉由他
們的想像⼒，創造屬於⼥兒館新的樣貌。

引導⼥孩參與共創過程中，帶領討論並進⾏有
意義的對話。最後，參考他們的意⾒融⼊設計
元素中。

共創⼯作坊

110/01/21�改造系⼥⼒偵探社共創⼯作坊

特別感謝參與改造係⼥⼒偵探社共創⼯作坊的⼥孩們：
歐陽芃、陳韻如、邱靜雯、⿈葶芸、卓巧彗、程瀠萱、陳治尹、
⿈婷郁、⽯晏瑄、李欣樺、郭于萍、林芷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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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21�改造系⼥⼒偵探社共創⼯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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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設計創作類型的課程，像是錄⾳、寫作、脫⼝秀等等，
可以跟上流⾏的趨勢，⽽且還能有發揮的平台。還有⼥性的運
動，健⾝、防⾝或訓練肌耐⼒。

讓⼈可以放鬆的地⽅。不是只是來參加課程⽽已，⽽是可以舒
適⾃在，放鬆做⾃⼰事情的地⽅。還要有很⼤的書架並融⼊⾃
然的元素。

⼥兒館要如何讓更多⼈知道，讓更多⼈可以⼀起享有這裡的資
源，接觸更多不⼀樣的⼈。也可以讓⼥孩主動出擊，變成宣傳
⼤使，去推廣課程活動，變成⼥兒館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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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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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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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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的對象才是關鍵：⼥孩們想和⼤家聚聚！情感的凝聚
不只是建⽴在有興趣的活動上，也因為可以在⼥兒館接觸
到不同⼈，如社⼯、講者、跨校的朋友、專業⼯作者等。

2. 值得探索的多元主題：有機會學到不⼀樣的東西，體會到
不同的⽣活樣貌，讓⽣活產⽣許多⽕花。透過探索打開眼
界、也能找到⽅向，甚⾄激發潛能，⽽感到「我很重要」
「我是有能⼒」的成就⾃信！

3. 包容每個個體的多樣性：⿎勵⼥孩們展現不同的樣⼦，並
且陪伴他們忠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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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只來參加⼀堂課，⽽是來體驗可以嚮往與追求的⽣活
態度：如何策劃活動、課程講座等，搭配⼥兒館的其他資
源(如書籍、展覽或線上資料等)，或是跨界、結盟其他企
業或品牌，讓⼥孩不是單點式參加課程⽽已，更能有整體
且豐富的⽇常體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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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讓聚在⼀起，⾃然⽽然發⽣：除了靈活有彈性的空間與設
施規劃，也營造可親近、想久留的環境氛圍，⾃然舒服地
能夠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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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向
1. 具備歸屬感與安全感，視為⼥孩的第⼆個家

2. 提供和不同⼈交流、對話的機會
3. 建⽴⼥孩⾃由創造、探索⾃我的⽀持性環境

4. 創造明亮、舒適、⾃然的⽣活感

5. 多功能活⽤的空間及設備規劃

整體經驗的串連：企劃、活動與服務的設計

(1) 現⾏培⼒項⽬，包含課程、講座、刊物等陪伴
(2) 多元、跨領域的服務可以接觸到更廣的對象

(3) 未來可思考跨業串連，打開更多服務可能性

基礎建設的輔助：場域再設計

(1) 硬體和環境創造既實⽤且靈活功能，創造⾼度使⽤性
(2) ⾊彩與氛圍的營造，讓⼥孩建⽴更緊密連結，擁有深刻的交流

Photo by Priscilla Du Preez on Unsplash Photo by Harprit Bol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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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循序式培⼒元素，導⼊臺中⼥兒館的各個空間中。
重新定義空間不同的意義，使得每個空間都有專屬的功
能，卻彼此相呼應，塑造更好的⼥孩培⼒模式，提供更
完整的價值主張予⼥孩。

空間功能再定義

Photo by Morgan Vander Hart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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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櫃檯的多⽤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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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櫃檯的多⽤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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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櫃檯的多⽤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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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櫃檯的多⽤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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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櫃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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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欣賞與好好聚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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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聚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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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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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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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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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櫃檯與多⽤途空間

核⼼主張

1. ⽂化、氛圍的塑造與凝聚
2. 主題或成果的展⽰與分享
3. ⼈與⼈的交流與互動

意義與功能

對話｜

聆聽｜
凝視｜

可進⾏的相關活動
靜態成果展/專案成果的分享與交流/講座、課程或實作體驗
/社交聯誼的聚會/互動留⾔牆

搭配的軟硬體
可移動與收納的直⽴型展架/固定牆⾯的展⽰架/桌椅⻑凳、
沙發、⾼腳椅或站⽴式邊桌/天花垂吊的架⼦或鋼索掛鉤/櫃
檯與動線重新配置、燈光配置/擴⾳設備/書架、選書專區

Photo by Toa Heftiba on Unsplash Photo by Jason Briscoe on Unsplash

知識經驗的分享與交流、成果展⽰分享、
新知學習、情感交流/交誼
與過來⼈展開對話、不同聽覺刺激
閱讀不同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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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欣賞

核⼼主張

1. 暫停⼀下忙碌的⽣活，喘⼝氣或充電
2. 保留呼吸換氣的時間並為⾃⼰加油打氣

意義與功能

停頓｜
聆聽｜

凝視｜

可進⾏的相關活動
⼥孩平時的聚會、聊天休閒/獨處或三三兩兩相聚/⼩型分享，
公或私的交流/電影之夜或⾳樂live house等/個⼈閱讀的時
間和空間/⽂字書寫或圖像繪畫的創作

搭配的軟硬體
軟墊、靠枕或地墊/⼩矮桌、茶⼏與椅凳/植物盆栽/書架、
書、畫作或⼥孩裱匡的字畫/投影、⾳響設備/窗簾、百葉窗

Photo by Croissant on Unsplash Photo by Matthias Koch on Unsplash

放空，休息、舒壓，和朋友交誼
聊天分享、傾訴與陪伴、聽聽⾳樂、
Podcast
書籍閱讀、畫作照⽚、影視劇場的展⽰，
看⾒來⾃不同的畫⾯和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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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聚聚

核⼼主張

1. 透過不同物件來裝備⼥孩的能⼒
2. 資源交換、租借、展⽰與使⽤教學

意義與功能

借物｜
凝視｜
對話｜
實驗｜

可進⾏的相關活動
主題活動的裝備租借或試⽤，如攀登百岳的背包、登⼭鞋/學姊們傳承的必買物、
好⽤⼩物/主題展⽰，由物件形成的⼩型展/因應不同主題所連結到的企業資源
贊助或挹注，如攀登百岳的⼥性⽤品免費提供、登⼭梳洗⽤品等/專屬⼥孩的⼆
⼿市集

搭配的軟硬體
置物架、洞洞板、掛架⽴架等，可以展⽰以及收納的空間規劃/穿⾐鏡與拍照牆、
獨⽴簡易試穿間/物品吊牌與說明卡/落地燈、情境氛圍燈/單椅、⼩沙發或⾼腳
凳、地毯/租借物單據(象徵物)-連結線上管理/選品租借(可連結相關廠商贊助)

Photo by Jason Briscoe on Unsplash

Photo by Todd Quackenbush on Unsplash

租借物品或交換，創造物件的循環使⽤、企業贊助
物品陳列創造的情境或⽣活樣貌，創造氛圍與不同視野
使⽤教學、經驗分享，與物品有關的故事交流
試穿或物品試⽤、試體驗

Photo by Jeff Sheldo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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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說話與好好綻放

核⼼主張

1. ⾃由創作多媒體影⾳素材，將⼥孩的想法
聲⾳傳遞出去

意義與功能

對話｜
聆聽｜
實驗｜

可進⾏的相關活動
⾃製podcast, youtube節⽬/製作影⾳短⽚/玩⾳樂、製作⾳樂(DJ)/直播/遠距視
訊交流/拍攝作品集/攝影

搭配的軟硬體
⿆克⾵、⽀架與⽿罩式⽿機/錄⾳介⾯、軟體/吸⾳材料/LED攝影燈、環形燈、
補光燈/⼿機或相機腳架(⽴式或⼿持式)/桌椅或沙發、場景燈光、錄⾳招牌

Photo by Jason Briscoe on Unsplash

Photo by Todd Quackenbush on Unsplash

傳遞想法、經驗分享交流
看⾒或聽⾒社群⼥性影響者或楷模導師的視野
創造並製作屬於⼥孩的看法主張、⼀起創作

Photo by Jeff Sheldo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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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空間

核⼼主張

1. 創造多元的交流和想法刺激
2. 讓⼈與⼈有更多的互動連結
3. 各種能⼒的強化與鍛鍊

意義與功能

對話｜

凝視｜
練習｜

可進⾏的相關活動
靜態成果展/專案成果的分享與交流/講座、課程或實作體驗
/社交聯誼的聚會/體能或相關技能的訓練(如拳擊)/專案或活
動執⾏中的實驗過程

搭配的軟硬體
有滾輪、好移動⽩板、畫架/輕便靈巧、好組裝和收納的桌
椅/可收納的帷幕或屏⾵區隔空間/收納置物架/⽂具牆或⽂
具推⾞/好收納與移動的擴⾳投影設備

Photo by ASIA CULTURECENTER on Unsplash Photo by Veronika Jorjobert on Unsplash

知識經驗的分享與交流、成果展⽰與分
享、新知學習、情感交流
閱覽
體能技能鍛煉、團隊合作練習，或是與
同好⼀起創作/創造和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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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饗受

核⼼主張

1. 餐桌上的情感交流

意義與功能

對話｜
練習｜
實驗｜
借物｜

可進⾏的相關活動
⽤餐/聚會交流、慶⽣等派對活動/烹飪課或廚藝練習/登⼭煮⾷料理的研發/
料理許願牆/每⽇菜單

搭配的軟硬體
⽤餐桌椅/開放式廚房與廚具/吧台或中島/燈光安排/⾷譜書

Photo by Kelsey Chance on Unsplash

Photo by Bernard Magri on Unsplash

聊天、情感交流、⼈際交誼
烹飪練習
⾷譜研發
器材租借、交換(如以⼯換⾷)、企業贊助

Photo by EDUARDO MRQZ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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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分享

核⼼主張

1. 各種能⼒的強化與鍛鍊

意義與功能

練習｜

實驗｜

可進⾏的相關活動
講座、課程或實作體驗/體能或相關技能的訓練(如拳擊)/專
案或活動執⾏中的實驗過程/表演舞台

搭配的軟硬體
可移動式展台或⼩舞台/舞台燈光套組/軟墊、靠枕或地墊/
⼩矮桌、茶⼏與椅凳/收納層架或櫃體/植物盆栽或綠地毯/
擴⾳投影設備/多功能展演設備 Photo by kevin Baquerizo on Unsplash Photo by Geert Pieters on Unsplash

體能訓練、技能訓練、團隊合作與⽀持
的練習
練習成果的展現，與同好⼀起創作/創
造和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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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活動規劃師，你會為⼥兒館接下來1年規劃哪些課程與活動？為什麼？

關於⼥兒館，來⾃⼥孩們的回饋

⼈⽣規劃或理財交流

美容保養與健康、健⾝飲⾷相關
多元的創作形式開發

主題式的讀書交流

肢體開發或潛能訓練
⽣活化的交誼互動

⼆⼿交換或物件分享

有機會協助到更多⼈找到⽅向，並將實⽤的技能、觀念或⼯具使⽤的⽅式讓⼥孩們提早掌握。

專⾨針對⼥性設計的健康⽣活與體態，結合科學化的肌⼒訓練、飲⾷搭配等綜合性的⽅式。
希望能夠跟上趨勢變化快速的社會，讓⼥孩們可以嘗試各種新的表達的形式、⼿法或平台。

吸收不同知識的同時，也培養思辨能⼒。⽽且⼤家⼀起學習更可以⿎勵彼此，不孤單。

表達⾃我的⽅式可以透過肢體的展現來傳遞，還能作為另⼀種釋放壓⼒的管道。
營造團體感的陪伴，像是假⽇的露台烤⾁派對、⼥孩之夜，單純讓⼤家聚⼀聚，創造專屬時刻。

也可以擴展到其他朋友圈，近⼀步讓更多⼈交流，促使⼥兒館的服務傳遞。
物件的交換可以讓物品有在使⽤的機會，也有代表傳承與教學的意味，例如登⼭學⻑姐的裝備

經驗談與教學，甚⾄是可以租借給有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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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空間設計師，你會為⼥兒館的空間如何設計、如何改造？為什麼？

關於⼥兒館，來⾃⼥孩們的回饋

慵懶氛圍的營造

影視相關的硬體規劃

⾃然元素融⼊⽇常⽣活中

要有閱讀的環境
⾊彩或形象的識別性

寬敞與明亮的空間感受
多功能靈活運⽤的空間設計

⼾外空間再利⽤

可以讓⼈感到⾃在不拘束，放鬆地做⾃⼰的事情或單純休息，很像在朋友家⼀樣。

影⾳設備不是只有娛樂的⽬的，也是透過多媒材多媒體來擴展可探索的⽅式。
另⼀⽅⾯也能有輔助⼥孩學習與創作的設備和空間，如練團、錄⾳、練唱或編曲等。

⾃然元素如⽊頭、植栽或⾃然採光等，讓室內也能有在⼾外的天然感受。

可以讓⼈靜下來的環境，除了可以閱讀，也能夠休息或獨⾃靜⼀靜的地⽅。
能夠有代表⾊或符合⼥孩特質的識別形象，或是讓⼈可以更⼀眼認出⼥兒館。

空間的格局要能彈性利⽤，但基本規格不能太狹⼩。透過燈光照明來改善陰暗沈悶的氛圍感受。
⼀個空間不是只能侷限單⼀使⽤⽬的，可以讓不同需求的⼥孩，都可以⾃由運⽤。

3樓露台的⼾外空間可以有延伸的使⽤性，露營、植栽、岩場或⼾外休憩都會讓⼥兒館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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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book /�臺中⼥兒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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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感謝臺中⼥兒館夥伴 陳映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