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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摘要 

作品發想與收斂過程 
這次的活動中，我們不斷地在做發想、想法收斂、設計與實作的過程，一開始在發想

的過程中，我們都先暫時不論可行性與否，要大家踴躍的提出自己各式各樣的想法，

這樣的目的是想蒐集越豐富與越多元的想法。在發想完後，我們開始歸納所提出的各

式想法，其歸納後主題包含了：車體功能、車體樣式、乘坐形式、棍棒形式與車體特

色等等，而在分類歸納完後，我們開始針對每個人寫的部分做分享與討論，並將討論

後想要的想法做記號以方便之後的查閱。 
Paper Golf 
由於擔心之後製作車體時會耗費大量的材料，所以我們此活動的設計重點是想運用最

少的材料來完成打擊棒。我們討論後決定使用兩根小紙筒來製作打擊棒，其中一根為

打擊棒主軸，另一根割成兩半，用來與軸鑲嵌進而形成擊球面以利打擊，這個設計的

困難點在於如何將兩根直徑相同的的圓管相接，而我們的做法是在以不破壞紙管結構

穩定性為前提之下，運用線鋸機與美工刀，在紙管上裁切出方形的孔，使兩根紙管能

如卡榫般接合並穩固。 

Race your Car 
這是一個直線的競速比賽，所以我們針對直線前進功能設計，希望可以設計出一個穩

定且便利加速的車體，在討論的過後我們即決定設計一款低底盤三輪車體（以拖拉的

方式、小輪胎），低底盤設計的目的是為了讓車體重心降低、增加構造體的穩定性，

以及減少構造體的摩擦力。在製作的過程中，使用大紙管與小紙管搭配，透過直穿與

卡榫的設計，製造出穩定的基本結構。 

Paper Hockey 

由於在前一天的比賽中發現我們的車體不便於快速轉彎，且考量球賽中必須要有更高的

機動性，於是我們的設計改造重點是將原本平躺的結構，改為直立的結構，變成一個兩

輪（大輪胎）的手推車，如此可以俱有更快速轉向的彈性，並且使擊球者俱有最寬闊的

視野。我們亦製作了 V 字形的車體結構，使擊球者能夠以符合人體工學的方式，跨坐于

車體結構上，並將 V 結構固定於原有的車體架構上（與兩個大紙筒固定），藉此來穩固

車體。最後，我們將車體噴漆成童趣與可愛的風格，喚起老人兒時騎馬打仗的回憶。 
 
這三天的活動，我們不斷的針對問題做發想、設計與實作，不斷的腦力激盪，作出了

許多 prototype 來測試，其製作的過程雖然是辛苦是疲累的，但在這過程中大家總是

充滿了歡笑、彼此都為了共通的目標在努力，這些過程都深深的烙印在我們心中，成

為我們的美好回憶，透過這三天的的活動，也讓我們的團隊更有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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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成員介紹 
● 詹孟穎 

○ 就讀學系：臺大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碩二 
○ Email:  himeng0130@gmail.com 
○ 背景簡介：對於 IOT、人機互動、人工智慧與普及計算的領域有相當的研

究，目前的研究領域為『行為動作的分析與辨識』，藉由穿戴式感測器所

蒐集的資料來分析辨認活動與提升其行為動作的品質。可以幫助團隊處理

資訊相關問題，包含系統架設、感測器應用、資料分析等議題。 
○ 團隊分工：擔任團隊裡的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執行長。 

● 章可瑜 
○ 就讀學系：大同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四年級 
○ Email:  koyuerica@gmail.com 
○ 背景簡介：擅長分析統整、組織架構，把虛擬的想法轉換成有畫面的形

式。具有產品設計、平面設計、模型製作、設計思考。會3D建模、AI/PS
等繪圖軟體，且在模型製作上有很多經驗。可以幫助團隊對於產品的設計

主軸及方向的規劃及分析，將產品外觀、功能等個方向做統整。 
○ 團隊分工：擔任團隊裡的Chief Communications Officer（CCO）公關長。 

● 劉銳 
○ 就讀學系：大同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四年級 
○ Email: rayliu1119@gmail.com 
○ 背景簡介：有產品設計、平面設計、模型製作、人因工程的經驗。可以輔

助團隊在產品功能、造型、材質等方面的定義，以求產品在功能、美感上

達到盡可能合理的地步。也可以幫忙製作對廠商的presentation。曾經參與

過智齡聯盟的工作營，有為銀髮族設計產品的經驗。 
○ 團隊分工：擔任團隊裡的Chief Planning Officer（CPO）策略長。 

● 林怡萱 
○ 就讀學系：臺大土木系CAE組  博士班一年級 
○ Email: yihsuan@caece.net 
○ 背景介紹：目前於科學博物館擔任研究人員，主要工作內容為展示策劃及

推動博物館的創新業務，有建築設計、景觀設計、博物展示設計策劃、專

案管理、兒童繪本創作、科普書編輯等實務經驗 ;目前的研究方向為

Makeing & Learning Research。 能協助團隊空間設計相關專業以及跨領

域知識整合、專案企劃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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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庭蔚    
○ 就讀學系：台大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  碩一 
○ Email: weitinglin66@gmail.com 
○ 背景簡介： 

有醫療體系端不同科別的觀察參與經驗，基礎人類疾病的診斷知識，目前

在做基因體與蛋白質體學等生物資訊的研究，對於個人化醫療的發展很有

興趣。 
○ 團隊分工：擔任團隊裡的Chief Documentation Officer（CDO）資訊長。 

 

● 彭子芙    
○ 就讀學系：臺北醫學大學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四年級 
○ Email: miniflora0423@gmail.com 
○ 背景簡介： 

熟悉高齡者各方面如軟硬體，生理心理健康，實習或工作於各種不同的領

域之中，接觸過失能到健康的長輩、社區或是機構裡的不同情況。也參與

過大約十次T型人才工作坊，喜歡跨領域與不同專業的人合作。 
○ 團隊分工：擔任團隊裡的Chief Financial Officer（CFO）財務長。 

 

● 林旻樺 
○ 就讀學系：大同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四年級 
○ Email:  earthtree218@gmail.com 
○ 背景簡介： 

對於產品設計、模型製作、平面設計.....等等較為熟悉，曾經做過手冊編

排、海報設計相關經驗；對Power point 發表內容編排，以及Infographic等
等發表形式製作很有興趣，可以為大家提供平面上的意見! 也曾經參加過T
型人才工作坊，喜歡大家一起討論激發許多有趣的創意!!! 

● 張家妤 
○ 就讀學校：台大職能治療系  碩一 
○ Email: amberchang81@gmail.com 
○ 背景介紹： 

由於大學主修職能治療，實習期間曾接觸過各種年齡層(嬰幼兒~老年人)的
身心障礙者，未來他們都將邁入老年，期望能為高齡者營造友善的生活環

境，因此對於老年議題十分有興趣。針對個案的問題以全人的觀點去思考

，站在個案的角度，以期提升他們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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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 Paper Bike 規則 
運用紙製作BIKE 

1. 車輛需使用紙或紙的產品作為主要的構築材料，例如：瓦愣紙板、紙筒等。 
2. 每台bike准許使用500克的非紙類材料。小組成員需記錄非紙類材料的使用，助教

也會注意任何可疑的非紙類材料。 
3. 理論上，整台車在使用過後應該能被丟棄於紙類資源回收。 

設計負載 

1. 車輛設計需能承載一個人，並且由另外一個人負責推車或拉車。 
2. 在車上的乘客需隨時保持離地10公分。 
3. 車輛的重量限制為25公斤，車身的長、寬、高總和不能超過320公分。 

設計風格 

1. 儘全力型塑並宣傳車輛獨特的風格，當天將選出最佳ＭＶＰ。 
2. 鼓勵各種宣傳手法，包含團隊名稱、口號及一致的服裝等。 
3. 這個挑戰真正的目的在於享受樂趣和做一些看起來很酷的事情在Paper Bike上。

關鍵是團隊合作及享受實踐的成果。 

暖身挑戰Paper Golf 

1. 隊員需使用紙做的球桿從起始擊球，直到進入球門為止。 
2. 每位隊員需輪流擊球直到球進入球門為止。 
3. 比賽分為兩輪，由累積球桿數最低者為贏家。 

車體競速賽 Race your Car 

1. 各組須於起始線等待。 
2. 在口哨響起後全速前進。 
3. 共進行三回合，每回合的推動車輛的人員須交換。 
4. 終點線與起始線在每回合結束後交換，所以不需回到原起始線在進行比賽。（即

直線折返跑一次半之意） 

紙的曲棍球賽 Paper Hockey 

1. 這是一場真實的曲棍球與英式足球賽，所有未提及的事項皆與真實的球賽規則相

同，所有人都需遵循裁判的指示。 
2. 球場兩側各有兩組隊，每組皆有一位擊球員一位推/拉車者。 
3. 只有擊球員可以使用工具擊球，而且不能使用手碰觸球。 
4. 比賽開始前球會被放置在起始區(start area)的中心位置,並且此區域並需淨空。 
5. 兩側球門前的禁區位置(restricted area) 每次只能有一組團隊在禁區內。 
6. 比賽開始後，每組的成員需盡力將球擊入對方的球門。 
7. 每場比賽時間為五分鐘，若皆未能得分，得延長比賽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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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4. 設計要求  

設計需求即是在限制中找尋機會，並檢驗設計出的成品有沒有脫離規範。設計需求可以

分為功能需求與實體需求，因此，我們在腦力激盪的過程鼓勵大家產生大量且瘋狂的點

子、並且可以從別的點子中延伸，討論需集中於問題的核心，並鼓勵將想法視覺化。 

 

本組在討論過程的所快速發想的設計需求如下（使用便利貼做為發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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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需求（設計能做什麼？) ： 

● 車體結構必須穩固。 
● 輪胎要能夠滾動。 
● 車體便於拖拉操作。 
● 輪胎易於轉向。 
● 乘坐者能安穩的乘坐。 
● 乘坐者需離地10公分以上。 

主要實體需求（設計是什麼？）： 

● 低底盤設計便於穩固車體。 
● 使用兩大輪胎便於車體轉向。 
● 車體結構使用小紙筒貫穿大紙筒，確認接點結構穩固。 
● Ｖ型車體構造、馬鞍設計，使擊球者能趴在車體上向前擊球以省力，或躺在車

體上稍事休息。 
 

整理歸納本次採用的設計需求與執行策略的表格如下： 

設計需求  量化標準  理由  執行策略備註說明 

使用紙類材料  瓦愣紙板17片 
小紙筒5支 
大紙筒2支 

除遊戲規則外，儘

量使用最少的材料

，目標在善用資

源。 

 

車輛總重  小於25公斤  遊戲規則   

車輛大小  長＋寬＋高需小於

320公分 
遊戲規則   

乘客離地高度  大於10公分  遊戲規則  最後車體離地約20
公分。 

車輛操作方式  使用一個人力推車

，並負載一位打擊

手。 

遊戲規則為使用人

力推車或拉車，本

組採主要踩用推車

方式是為了便於打

擊者的視線與機動

性。 

使用推車方式可有

效降低推桿的結構

因受力而破壞。 

 Day 1 Paper Golf 
球桿設計：最少的

使用最少量的材料 
小紙筒兩支，絕緣

善用資源  考慮擊球球桿接點

結構穩固性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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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穩定的結

構、簡潔的設計 
黑色電工膠帶2公
尺。 

球感堅固耐用，並

增加擊球面積以控

制擊球方向穩定

性。 

Day 2 車體競速設

計：速度、穩定

性、小輪子三輪

車、低底盤 

使用運用大紙筒2
支＋小紙筒2 支，

紙板共7片，輪子

直徑大小約為

30cm。 
 

使用小紙筒貫穿大

紙筒，確認接點結

構穩固，使用小輪

子減低摩擦力。 

強調簡潔、穩定、

輕巧的結構，便於

直線加速前進。 

Day3 Paper Bike 
輪子改造設計： 
2個大輪子 

製作厚度達20片紙

板，直徑大小約為

40公分的大輪子兩

個。 

利於曲棍球賽中運

動與轉彎。 
從直線競賽中發現

需要增大輪子的直

徑。另外，輪子若

能增加墊片，應可

增加輪子內徑的摩

擦力與穩定性。 

Day 3 Paper Bike 
造型風格： 
童趣、可愛風 

獲得隊友、同學、

助教、老師的

100%笑聲。 

讓老人感受到童心

未泯的樂趣，重溫

小時候騎馬打仗的

樂趣。 

取名為蠻牛號，運

用噴漆增加色彩。 

Day3 Paper Bike 
車體結構改造設計

：變形翻轉平躺結

構為直立結構，打

造兩輪手推車，重

視接點穩定性。 
 

注重結構接點穩定

性，使用兩輪手推

車構造，達到零維

修之目標。 

運用原有的結構進

行最大的變形。兩

輪結構便於操作的

機動性與靈活性。 

曾考慮製作萬象軸

，但衡量時間因素

與製作的困難度過

高，故決定在原有

架構下進行最大的

變形。 
所有結構需直穿增

加穩定性，本組車

體結構在比賽過程

中十分穩定，未進

行任何維修。 

Day 3 Paper Bike 
Ｖ型車體構造、馬

鞍設計 

承載一位擊球者，

離地10公分以上 
運用Ｖ型結構，使

擊球者能趴在車體

上向前擊球以省力

擊球者在視線上零

障礙，但是馬鞍坐

墊的保護墊厚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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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躺在車體上稍

事休息。 
夠，仍會造成皮膚

摩傷。 

Day 3 Paper Bike 
速度設計 

方便快速地變換方

向。 
比賽時需要迅速的

前進、轉彎與後

退。 

本組的車體可以快

速的轉換方向，主

要是因為堅固的兩

輪首推車設計，但

因為極需要有體力

的推車者，當比賽

進入延長賽時對本

組較為不利。 

Day 3 Paper Bike 
增加伸縮球桿一支 

方便遠距離擊球。  增加擊球的距離。  伸縮結構較易損壞

，是本次比賽中本

組唯一進廠維修的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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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5. 設計發展 
Day 1 Paper Golf 
設計概念：運用最少的材料、接點結構穩固性 

設計發展重點與挑戰： 

1. 先決定使用兩根小圓管且不使用任何紙板作為材料精簡使用的目標。 
2. 為解決兩根直徑相同的的圓管如何相接進行討論。 
3. 決定以不破壞紙管結構穩定性為前提，運用線鋸機與美工刀，在紙管上裁切出方

形的孔，使兩根紙管能如卡榫般接合。 
4.  決定橫向短軸紙管增加為兩根，以形成一片方形的擊球面。 
5. 使用絕緣黑色電工膠帶，使用十字交叉的纏繞方式固定接點。並用俱有粘性的透

明膠帶補強。 

 

此活動中，在我們討論完後（圖一）決定材料的部分只選用小紙筒與絕緣電工黑膠帶，

我們要用最精簡的材料來製作我們的擊球棒！在實作的過程中，最困難的點在於如何將

兩根直徑相同的的圓管相接，所以我們提出了一些想法，其中包含了直接用尼龍繩捆

綁、做卡榫固定...等方式，最後我們決定在以不破壞紙管結構穩定性為前提下，運用線

鋸機與美工刀，在紙管上裁切出方形的孔，使兩根紙管能如卡榫般接合。我們先在滾筒

上量測好並畫出方形的圖示後去裁切（圖二），之後再使用絕緣黑色電工膠帶以十字交

叉的纏繞方式固定接點（圖三）。 

 

   

        圖一. 討論記錄               圖二. 量測裁切範圍                     圖三.固定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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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們設計地十分簡潔，所以我們很快地就完成了打擊棒（圖四）!! 後來，我們也實

際地去參與打擊競賽，沒想到我們的棒子真的很穩固，而且很容易可以擊中球心的位置

，後來也在此項活動中榮獲第一名的佳績（圖五）!! 

          

         圖四. 與打擊棒合影                  圖五. 勝利的喜悅 

 
Day 2  Race your Car 
設計概念：快速的直線加速  低底盤三輪車體、低摩擦力、穩定的結構 

設計發展重點與挑戰： 

1. 為了製作穩定的車體結構，使用大紙管與小紙管搭配，透過直穿與卡榫的設計，

製造出穩定的基本結構。 
2. 採用低底盤與小輪子的設計，增加構造體的穩定性，以及減少構造體的摩擦力。 
3. 刪除多餘的設計：本來考慮在紙管架構上增加平板做為承載乘客的平台，但發現

其實並不需要此平板即可載人，隨即刪除此項設計。 
4. 經過比賽後，發現此車的缺點是轉彎不易，決定隔天朝向變形結構與改造大輪子

努力。 

 

此活動中，在我們討論完後（圖六）材料的部分決定使用大紙筒、小紙筒、白膠、紙板

與凡士林。我們一開始就決定要以量身定做的方式來決定車體大小（圖七），而為了穩

固車體結構，所以採用了低底盤與小輪子的設計（圖八），並透過直穿與卡榫的方式

（圖九），製造出相當穩定的基本結構。過程中，我們也嘗試著使用割圓器（圖十），

來讓割圓這件事可以變得更有效率。完成之後，我們發現我們還是維持第一天的簡約風

格（圖十一、圖十二），感覺相當地有質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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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 車體設計草稿圖                                  圖七. 實際車體測量圖 

 

                

      圖八. 低底盤設計           圖九. 直穿與卡榫的方式                圖十. 操作割圓器 

 

     

                    圖十一. 車體完成圖                                    圖十二. 與車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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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Paper Hockey 
設計概念： 

考量球賽中的便於擊球與移動需求，將車體結構直立、變形改造。取名蠻牛號，運用童

趣與可愛風，喚起老人兒時騎馬打仗的回憶。 

設計發展重點與挑戰： 

1. 為了增加比賽中的靈活性，一開始希望可以設計一個萬象軸，但因為困難度過高

，所以決定仍然採用原有穩定的車體結構進行改造。 
2. 改造重點是將原本平躺的結構，改為直立的結構，變成一個兩輪的手推車，如此

可以俱有快速轉向的彈性，並且使擊球者俱有最寬闊的視野。 
3. 輪子必須大且厚，本組輪子直徑約為40公分，厚度約為15公分，並且結構需能穩

定連接。 
4. 製作V字形的車體結構，使擊球者能夠以符合人體工學的方式，跨坐于車體結構

上，並將V結構固定於原有的車體架構上。 
5. 加強結構安定性：如補強縫性、增加卡榫的設計。 
6. Ｖ型結構上座椅部分，設計如馬鞍的構造，增加騎乘的舒適度。 
7. 製作可以伸縮的球桿，以從增加擊球距離。 
8. 取名蠻牛號、噴漆彩繪，以騎馬打仗的童趣意向為主軸。 

 

此活動中，在我們討論設計完後（圖十三）材料的部分決定使用大紙筒、小紙筒、白

膠、紙板、ABS棒與噴漆。由於前一天的競賽，讓我們發現太低的車體並不容易轉向，

因此，我們決定將三輪的車體改成直立的兩輪車體，並使用大輪胎（圖十四），中間的

車體則使用Ｖ型結構當作座椅，使擊球者能夠以符合人體工學的方式，跨坐于車體結構

上，並將V結構固定於原有的車體架構上（圖十五）且設計馬鞍的構造，增加騎乘的舒

適度（圖十六）。在完成基本的車體後（圖十八），我們想讓車體具有童趣與可愛的風

格，於是開始多彩的噴漆囉（圖十七）!! 在歷經多時的設計、組裝、噴漆與日曬後，蠻

牛號終於誕生拉（圖十九、圖二十）!! 我們帶著武器準備上場爭戰（圖二十一、圖二十

二），最後也證明了我們的製作品質相當良好，到比賽完都還維持著很穩固的車體（圖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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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三. 蠻牛號草稿設計圖                             圖十四. 製作大輪胎過程 

     

     圖十五.車體製作                圖十六. 馬鞍製作                           圖十七. 噴漆過程 

    

            圖十八. 原味車體                                     圖十九. 蠻牛號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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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 蠻牛號                                      圖二十一. 打擊棒與武器 

 

   

                   圖二十二. 實戰圖                                       圖二十三. 與蠻牛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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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6. 使用材料及工具 
下列將列出這三天來所使用的材料與器具： 

Day 1 Paper Golf 

使用材料 

項目  數量與單位  價格（元） 

小紙筒  2支  20 

絕緣電工黑膠帶  約2公尺  2 

 

使用工具 

項目  數量與單位 

線鋸  1把 

帶鋸機  1台 

美工刀  1把 

鉛筆  1支 

 

● 單日材料器具統計金額：約 25 元 

 

Day 2  Race your Car 

使用材料 

項目  數量與單位  價格（元） 

大紙筒   2支  270 

小紙筒  2支  20 

紙板 90*180  3(車體)＋4(輪胎)片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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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膠  1 kg  60 

凡士林  約 15 g  10 

 

使用工具 

項目  數量與單位 

跳鋸機  1台 

帶鋸機  1台 

割圓器  2只 

美工刀  2把 

鑽床  1台 

鉛筆  1支 

線鋸  1把 

 

● 單日材料器具統計金額：約640元 

 

Day 3  Paper Hockey 

使用材料 

項目  數量與單位  價格（元） 

小紙筒  1支  10 

紙板 90*180  8(車體)＋2(輪胎)片  400 

白膠  1 kg  60 

ABS棒  1m  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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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漆  天藍、孔雀綠、 

電鍍銀、消光黑、金色 

約200 

 

使用工具 

項目  數量與單位 

跳鋸機  1台 

帶鋸機  1台 

割圓器  2只 

銼刀  1把 

鑽床  1台 

美工刀  3把 

鉛筆  1支 

 

● 單日材料器具統計金額：770元 

 

Part7. 預算概估 
依據 Part6.使用材料與器材 所述，我們這三天的材料費為1435元，加上紙筒運費1200/6 
= 200元 和 紙板運費 800/6 = 134元，所以我們這組總共在材料上的花費大約17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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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8. 個人心得 

● 詹孟穎 

這三天的活動讓我看到很多也學到很多，透過此活動讓我們這一群來自各個不同

地方的人開始有了團隊的向心力，從第一天的球棒製作、第二天的車體競速到第

三天的團隊競賽，這過程中我們不斷地透過分享彼此的想法、討論各種的可能性

以及實際地去嘗試去做改變，即使大家的背景都不一樣，但可以看到的是大家都

有一致的目標理念，就是“我們一定要盡力做到最好”的想法。我覺得我們這組也

蠻特別的，我們並不要求一次到位，而是會透過不斷的測試實驗後逐步修正我們

的設計與想法並達到目標，例如：第二天時我們為了直線的競速，所以設計了低

底盤的三輪車體，也成功地獲得了第二名的佳績，但由於當天發現該車體並不是

那麼便利於轉彎上面，所以我們後來就做了個大改版，變成立起來的蠻牛號。這

點也是讓我覺得我們跟其他組相較起來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大部分的團隊第二天

和第三天的車體部分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主要是加強結構的部分，而我們為了機

動性的問題，幾乎完全顛覆第二天一開始所構想的車體結構。我很開心可以透過

此活動來更了解團隊中的彼此，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天，但已經讓我們團隊開始有

了向心力的感覺，很期待和大家一起共同迎接下一個挑戰。 

 

● 章可瑜 

➤ DAY1: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組隊 

        一開始激起我內心的熱度的，是那支TED的影片，對我來說那就像是在影片

裡看見以前的我。還記得在大二產品設計課，我一開始一直被自己的思考跟顧慮

給困在原地，我的指導老師不斷的告訴我，不要怕，要給自己空間跟彈性去試驗

，也是因著那位老師，我才不斷的突破我自己保守的想法。看到這影片，更讓我

知道，不要停在原地想那麼久，而是不斷的試，然後有時間改進。 

        之後的分組，讓我心跳加速緊張要命，雖然在一開始就有收到孟穎的邀請，

有確定除了自己同系的劉銳、旻樺組員外，還有怡萱學姊及孟穎，但我知道「

make a team」是整個計畫很重要的階段，還是有點緊張，在一開始組員自我介

紹後，真的覺得我們真的是網羅了各式人才，覺得不得了，自己也更有衝

勁！！！ 

         在第一天的目標，是要製作一支可以打擊的紙棒，我們組員們很一致的想法

就是，節省資源，把材料留到之後車子製作使用。我覺得在這段時間最讓我驚奇

的是，大家都很有能力很有專業（又博士又醫生真的是....），可是卻不會因此而

有距離或是無法溝通，每個人都可以聆聽與提出意見，而且我們大家可以很快地

達成共識！最後在草皮上看著大家開心地打草地高爾夫，內心很澎湃洶湧，我一

直期待已久的這個計畫，終於展開了，不管這一年會有多忙，我相信對我會有很

大很大很大的改變！我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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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2 : 極限運動之直線加速賽 

        我們真的是想好，接下來兩天不同比賽需求去做設計，考量到這輛車需要經

過兩天的考驗，我們最重視的就是車子骨架的耐力，希望在一開始就建立好強韌

不摧的主體。另外考量到速度，所以駕駛員一開始就選定了不是很輕的我擔任，

而車體的大小也是依照我的「身長」量身打造（覺得很榮幸）。一開始真的是各

種試驗手忙腳亂，機器工具好不夠用，不過覺得可以在有限的工具下去嘗試不同

的方法解決需求是很棒的經驗。還有最後時間快到了大家一起在拔輪子，我真的

笑到岔氣！！！！很緊張的我們還可以笑成那樣！！！ 

        一開始的車子，真的就是扎實的骨架，而為了要起步加速快速，我們有別於

其他組，選擇了小徑的輪子，坐在車架上面真的很像極限運動，四輪跑跑卡丁車

，超級貼地低底盤！不過那天也真的是符合了我們大家的預期，速度真的很驚人

很刺激，在比賽中持續保持第二快的組別！ 

        不過在當天比賽結束後，我們發現我們的車子如果要因應第三天的目標，必

須解決轉彎的困難，將四輪改為兩輪。另外，為了讓擔任引擎的劉銳可以更好施

力更輕鬆，我們將重心改變，留下趕工製作了一個三角結構。雖然超累的可是卻

很興奮！ 

➤ DAY 3 :後勢看漲蠻牛號 

        一早大家把我們前晚趕工的三角主體裝上我們的骨架，發現原本的小輪會阻

礙行動，所以我們當下很快速地決定製作大輪，覺得不像前一天那麼緊張，我們

已經可以馬上去應對當下製作時遇到的各種狀況，最後還有時間再噴漆美化我們

的小牛，真的很喜歡很喜歡！而且我真的覺得我們的組員超強超棒的！因為第二

第三天我們都只有五個人，比起其他組的七八個人落差有點多，可是我們可以完

成蠻牛號！還有學長一直打賭我們會贏，覺得被肯定很開心！ 
 

        比賽開始！我們一下子就進兩球！開心死！雖然後來比賽成績沒有很好，可

是整個就玩開了，記得最好笑的是，劉銳跟我說「壞了壞了」，我還很驚嚇的想

說我們這麼堅固怎麼可能會壞！緊張的問說哪裡壞了？「引擎壞了」這句話讓我

笑超久！雖然身上各種傷，朝陽老師還嘲笑我完全不顧形象，可是我真的是太開

心了，感謝我的組員，希望這三天各種沒形象沒氣質沒有嚇到大家！ 
 
➤ 最後再讓我說一下 

        這三天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得著，如果我沒有參加到我一定會很後悔。很謝謝

每個組員們，希望之後也可以這樣子盡量表達各自的想法，然後可以溝通整合，

達到最好的成果。不管未來遇到什麼樣的情況，希望我們都可以很開心很融洽，

記住一開始的熱情，我好期待未來的一年，我會全力以赴的，請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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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銳 

那三天的paper bike challenge讓我玩得非常地開心，非常累是沒錯，但是也確確

實實地瘋狂了一次，真的很讚！我覺得三天下來，我的體驗可以由以下幾個關鍵

詞概括：Tada/Uhoh、因“賽”制宜、緊湊而融洽的合作、資訊的獲得，以及熱

情。 

➤ Tada/Uhoh： 

        這是一個讓我覺得非常受用的東西。第一天助教為我們播放了那個TED影片

，現在我已不記得助教的面容，甚至忘記了他（她）是男的還是女的，但是

“Tada/Uhoh”的工作原則卻深深地印在我的心裡。我本是一個會在做事情前，把

接下來的步驟翻來覆去想很久的人，但是正如影片所說的那樣，我們要給我們自

己“犯錯後的調整的時間”，這樣才可以盡可能快地取得成功。所以無論是第一天的

棒子、第二天的競速車還是第三天的蠻牛號，我自己都暗暗想著 “快速想、快速下

手”。這給了我們在調整上相對大的時間跟彈性。於是，第一天，我們第一個做出

了棒子；第二天我們的車子底盤最堅固，直線加速最快；第三天，我們的車子的

機動性最強（有種王婆賣瓜自賣自誇feel）…… 

       我覺得在以後，無論是做什麼，“Tada/Uhoh”這個原則都蠻適用的，當然也

是要在“快速思考”過後才行，並不是不想就直接下手。 

➤ 因“賽”制宜： 

       我們團隊的出品，最明顯的地方之一就是我們第二天跟第三天的車子的形式

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天因為是直線加速賽，所以我們在商討後採用了一個最省材

料、最堅固、最穩定的結構。雖然賣相跟舒適性可能不太優秀（可瑜辛苦了XD）
，但是它，絕對是台賽車！在固定直線軌道上，它絕對是跑得最快的那個。 

       由於第三天是球賽，需要車子擁有良好的操控性，在結構上也應該讓控球手

有著最大的發揮空間。經過第二天直線賽的觀察，我發現很多車子雖然機動性不

錯，但是坐在上面的人似乎無法進行非常好的控球，原因包括他（她）可能是後

傾的坐姿、他（她）可能是被複雜的結構包圍著、他（她）可能無法坐穩……所

以我們提出了一個“兩輪結構+前傾式坐姿”的車身結構，以求最大的機動性跟控球

性。這些性能在第三天也得到了驗證（只是引擎太不給力了，歹勢）。 

       所以，在形勢允許的情況下，對不同的情況有著不同的應對策略，會讓我們

的出品更有可能有更好的效果。 

➤ 緊湊而融洽的合作： 

       這幾天下來，我覺得我們的團隊能夠在一個緊湊的工作進程中維持融洽的氣

氛，我覺得這點蠻重要的。因為時間非常的緊，我們每個人都是在爭分奪秒地完

成著自己的分工。割圓、鑽孔、鋸板子……都不是輕鬆的工作，但是在繁重緊湊

的工作中還是能夠時常聽到歡聲笑語，這讓我覺得非常棒。甚至在一些“危難關頭”
，我們的團隊依然能夠保持樂觀積極的心態：在第二天快上賽場的時候，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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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把一顆還未上凡士林的輪子卡死在紙管中，一度拔不出來。當下我的心情是

還蠻緊張的，但是看到孟穎在旁邊笑到快翻掉的樣子，我的緊張多少被緩解了，

哈哈。後來大家也齊心協力把那個幾近“粘死”的輪子取了下來。 

       未來的8個月，我們可能會遇到許許多多的困難跟挑戰，我覺得我們要保持這

樣樂觀積極的心態，使合作高效而融洽地進行下去。  

➤ 資訊的獲得： 

       其實第二天我們得到的消息是，要做“直線加速賽”。所以我滿腦子想的都是

“直”、“快”。車身結構也充分體現了那兩個特性。但是這的上了賽場，發現要轉彎

的時候，卻完全不行，甚至讓我們直線快的優勢無法顯現。假設我們在製作之前

問清楚比賽的規則，早些在設計上考慮到“需要快速迴轉”的資訊，我們便可以早點

在第二天的設計中做出調整，取得更棒的效果。第三天的球賽，雖然我們的車子

有著很棒的機動性，但是我卻完全忽略了球棒。第五組的車子看起來非常的笨重

，但是他們卻能屢屢得分，甚至穩定的控球。這我覺得也是一開始我們不小心忽

略的資訊。 

➤ 熱情： 

       Last but not least, 那三天的活動給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它又讓我感受到了

久違的做產品的“狂熱”。因為覺得非常有趣、非常好玩，第二天晚上我因為“迫切

地想要回到工廠改裝bike”而失眠……對我來說，那幾天的活動並不是一個硬生生

塞進我的日程的事情，而是我很想要把它做到好的作品。儘管體力上有很大的消

耗，但是精神上卻時時刻刻惦念著（XD），這給了我很大的動力跟支持。所以，

希望我們在接下來的，面對更現實，更嚴肅的議題的時候，也能夠有熱情跟充沛

的動力走下去～ 

 

● 林怡萱 

        原定的三天課程，我因為必須負責科教館的國際研討會活動，所以只參加了

第一天的課程，其他兩天的過程則是透過隊友的分享，如：訪談孟穎分享設計發

展的過程、可瑜分享的照片中了解大家如何達成任務。我們是一個朝向挑戰目標

衝刺且重視隊友的團隊，團隊成員樂於參與討論、貢獻想法，並且動手實踐。透

過動手挑戰改造設計，既能明快的作出決定，但也勇於大幅的改進原有的想法，

這是十分可貴的地方。過程中充滿笑聲並能體諒彼此的不足之處，樂於為團隊貢

獻力量。在第一天的活動中，我們是所有團隊中最早開始動手用機械工具與材料

進行嘗試，快速達成所設定目標：少量的資源、穩定簡潔的結構。第二天成果是

一台簡潔又穩定的車體設計，並且在僅有五位人力下，順利達成以速度為考量的

目標。第三天的成果更令人振奮，對於既有設計的大幅改進，將平躺的結構改為

直立的結構，三輪構造改為雙輪構造，增加車輪的大小與厚度等。透過協助記錄

的過程，我更了解到大家面對挑戰時總是抱持著積極的態度，同時享受面對挑戰

時的樂趣，我相信未來的這一年應該會非常有趣，十分期待與大家一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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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庭蔚 

        課程一開頭，助教就預告說有這三天的paper bike challenge且會非常累，體

驗後理解到這個專案是累得很值回票價。結束後仔細去思考這專案執行時所發生

的種種細節，會發現其實就是把一個產品與團隊建立的流程濃縮在三天中執行，

藉由不同程度的要求，逐步加溫團隊的媒合度。 

把心得整理成三個收穫的觀念： 

➤ 團隊合作的精神 

        團隊的目的就是要互補彼此間的專長，而打造我們paper bike的過程就是一

個小小的測試，產品設計的過程剛好是夥伴們彼此貢獻才能，孟穎導入開發軟體

時帶專案的經驗，發揮很好的領導才能，可瑜則是迅速地使用彩筆在筆記本上畫

出大略的設計圖，劉銳根據其使用各種工具與實作的經驗來評估不同生產下要注

意的細節，如組裝或是切割、打磨等等，旻樺則是發揮其設計師的想像力與技術

細節、使用各種切割工具來完成bike各部位，其他隊員則是秉持者尊重彼此專業

的方式努力配合！ 

➤ 有限的資源與時間=最合理的產品 

        這次paper bike challenge如同實際上產品的開發最重要的就是與時間賽跑，

如何鎖定住重要的設計細節如紙腳踏車的結構、活動性、承載能力，在越短的時

間內測試與確立，關鍵就是確認產品要解決的“需求”，然後評估現有的資源，計

畫與分配工作，之後就是執行。我們團隊分別建立在每一天的要求上逐步改造設

計，從簡單到複雜，老實說是全部bike中最棒的設計也不為過！ 

➤ 歡樂的精神 

        在過程的溝通或是生產paper bike上我們團隊都拿出百分百的專業與嚴謹，

但最後比賽或是測試時我們團隊都以have fun的精神在看待結果，這超棒的！

（不過劉銳在最後應該累翻了！）每個人很努力的在過程，不斷切紙，不斷討論

，不斷打掉重建，但最後開心的看待我們的產品，這實在是一件很開心的事，身

為團隊的一員最喜歡的就是歡樂氣氛了！（最後喇，過程中的切紙著實是嚇人的

工作） 

 

● 彭子芙 

        papwe bike活動很有趣，第一次這樣子要自己分組其實很緊張，而且在

paper bike活動之中覺得沒有什麼自己專業能夠發揮的地方，對這些機械力學等

等都不甚了解其實對大家很不好意思。 

        第一次去工廠之前很緊張，完全無法想像到底是有多髒多可怕，一直吵旻樺

問他可以穿短褲嗎之類的問題。沒想到去了之後覺得其實蠻乾淨野蠻舒服的，有

很多很有趣的機器，可以做出很多美麗特別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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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工廠的時候還看到有人拿了磁浮車來，旻樺說那是他們學長姐的畢業

製作。大家從發想問題開始，一起解決，這部份我的感觸比較沒有那麼深，因為

一直以來T型人才工作坊都有這樣的事情，只是可以真的把作品做出來，還拿這

些東西去比賽覺得很有成就感很感動。 

        看著大家的思想變成實體，又能真的使用這些實體的東西，然後一起去參與

活動，競賽，很有成就感，也會感覺比較有希望，比較相信未來做的東西也可以

一一成真。 

 

● 林旻樺 

        Paper Bike 三天下來的成果，讓我重新思考了學設計的初衷；在還沒開始

之前，腦海中已經預想最壞的打算，例如車根本跑不起來，跑一下就支離破碎

……等等，還特別去看了一下兩輪車的結構呢!但三天下來的結果，就像生小孩

一樣，經歷驚喜、陣痛、喜悅各種情緒融合下來的結晶。 

➤ 溝通 

         這是三天下來最讓我驚訝的!! 就像助教影片中棉花糖挑戰裡的幼稚園團

隊，沒有爭取誰要握有掌控權，取而代之的是，往同一目標前進，只為有更好

更完美的結果。第一天，在團隊快速討論之下，以少量材料、快速、高效率的

製作出揮擊棒，不但耐打，沒有多餘的材料花費，更讓我驚豔的是跨領域的合

作可以如此的順! 

➤ HAVE FUN! 

         在Paper Bike的製作，體驗到最快樂也最累的設計過程，從一開始直線加

速競賽到最後一天的曲棍比賽，生裡上雖然覺得很累，第二天回家已經四肢痠

痛了，但心裡卻是像金元寶滿溢出來的著實滿足，在過程中，充滿歡樂，就算

切圓切到快發瘋了，而切圓的過程中，探索什麼方式切得比較快比較順手，也

要謝謝組員們，在繁瑣的期間，製造許多笑料!! 

➤ 潤滑 

        潤滑，就像這三天大量用到的凡士林一樣，跨領域中，各成員展現長才，

專注在同一專案上，評估擁有的資源，討論與分配工作，以及實行，彼此站在

不同崗位，在每一個細節上溝通、修改，從簡易到繁複；從第二天橫躺著的直

線賽車到第三天的直立戰車蠻牛號，都是組員間彼此潤滑、磨合的成果。 
P S. 感謝親愛的切圓的小組員們，想想那時候我們實在太瘋狂了，還有狂塗凡

士林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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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妤 

這三天的行程中雖然僅參加第一天的活動，但已深深感受到團隊合作時，一起激

發出最佳的計畫到最終完成成品，是多麼吸引人的一件事! 而且因身為團隊的一

份子而感到驕傲，無論比賽結果如何都很喜歡我們所做出的作品。第一天製作棒

子時，感受到團體動力的影響力，帶領著我們順利地經歷發想到完成。過程中，

我很喜歡的是，當我不確定隊友的構想及意思時，他們總會很有耐心的比手畫腳
試著解釋清楚，讓我們在後續實際執行時，讓大家都往同一個目標邁進。謝謝親

切友善的隊友們! 

    第一次進到機具教室，見到以往在電視上看住宅改造節目時會出現的各種大型

機械，真的很有趣! 也因為從來沒操作過，因此有工設系隊友的幫忙與介紹，讓

我們可以了解到底這個工具的用途為何，希望未來可以越來越熟習，成為幫手之

一！看到隊友們的照片與分享，真的覺得後面兩天的活動更加吸引人，超級酷

的！隊友們真的好厲害，可以在腦中構想到這樣的作品，而且真的實際做出來，

真的太強了！超級佩服！期待未來的各種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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