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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課程執行成果摘要 
本課程與雪之嶺國際企業有限公司進行專題合作，在課程設計導入「專題導向學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以解決一連串真實且複雜的企業需求作為學習的主軸，讓
學生進行跨學科領域的「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本計畫首先邀請合作企業在課程中擔
任茶葉專業知識與名間鄉文化的教學者，藉此完備學生團隊在此領域的產業知識，接著授

課教師教授學生整合行銷管理、服務設計等知識，學習分析企業需求、創意發想解決分案、

擬定執行決策等，完成實質、可行的成果，最後合作企業進一步協助媒合名間鄉場域與開

放臉書粉絲專頁供學生團隊實作、測試與修正專題內容，使學生的學習從學校教室延伸到

企業現場，甚至是地方政府單位，除了有效幫助企業轉型與地方創生，更能培育符合產業

需求的人才。 
本課程成果為提出「松嶺埔中茶文創整合行銷企劃案」，內容主要為兩個方面：體驗

流程設計與網路整合行銷。體驗遊程方面，首先授課教師安排學生在每週服務設計課程中

學習「服務設計」與「體驗行銷」的知識，帶領學生學習如何評估企業的資源和消費者的

需求，並以體驗內容、人員導覽訓練規劃、場地搭配等多面向著手，規劃為一套具獨特性

與可行性的茶藝體驗行程。網路整合行銷方面，授課教師安排學生在每週專題課程中學習

「行銷組合」與「網路行銷」的知識，引導學生依照客群分析結果，將體驗流程設計內容

規劃至社群媒體推廣計畫，並實際在企業粉專操作前述的推廣計畫，幫助企業提升網路行

銷的成果，同時將學生的學習成果拓展應用至課堂外的場域，減少學用落差。 
 

貳、 課程指導成果說明 
一、課程實際規劃與說明 
本計畫主軸為「服務設計應用」與「網路整合行銷規劃」，因此共納入「服務設計」與

「企業管理專題」兩門學期課程，帶領學生學習服務設計與行銷相關的專業知識。在「服

務設計」方面，由於本課程為企業管理學系創新特色課程，因此首先向學生教授有關體驗

行銷、服務設計、設計思考的相關知識，接著在每週課程中依照服務設計的邏輯(發現、探
索、定義、執行)，依序講授各服務設計工具的意涵、用途，工具包含人物誌、顧客旅程地
圖、服務藍圖、親和圖法、心智圖法、說故事簡報技巧與雛形設計，並導入「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概念，在每週課程的最後保留一至兩節課的時間，使學生針對企業內容進行實
際的練習，確保學生對於創新課程內容的掌握，並即時檢視學習成效。而在「整合行銷」

方面，由於修課學生皆為行銷專長，因此在課程中著重於行銷領域知識的整合運用與企劃

書撰寫，每週課程依循撰寫整合行銷企劃的邏輯，與企管系其他合授教師分別講授整合行

銷概念與企劃書撰寫技巧，接著針對企業內外部環境分析，規劃行銷組合、消費者與競品

分析、SWOT 分析等進行教學，最後使學生實際運用企業管理知識，規劃完善的整合行銷
與網路行銷企劃，並於每週課後固定安排教師會議時間，確保學生學習狀況與企劃規劃進

度。此外，亦安排學生於茶知識學習、前期企業調查與訪視、施作場域觀察、專題內容討

論等階段，實際前往企業所在地-南投縣名間鄉，與業師一同學習與討論。每週課程內容規
劃如下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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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課程規劃與說明表 
         內容 
週次 服務設計應用 網路整合行銷規劃 

第一週 體驗行銷概念介紹 整合行銷概念介紹 
第二週 服務設計簡介 企劃書撰寫技巧 I 
第三週 服務設計工具-人物誌 企劃書撰寫技巧 II 

第四週 
服務設計工具-顧客旅程地圖 
簡報技巧-說故事 企業主題討論 

第五週 服務設計工具-服務藍圖 行銷企劃說明 
第六週 服務設計工具-親和圖法 4P組合-產品 
第七週 體驗流程設計討論 4P組合-定價策略 

第八週 服務設計工具-心智圖法 
服務設計工具-雛形設計 4P組合-通路 

第九週 體驗流程設計討論 4P組合-推廣 
第十週 田野調查練習 I 社群媒體 
第十一週 田野調查練習 II SWOT分析 
第十二週 體驗流程設計初版規劃討論 網路行銷規劃 
第十三週 體驗流程設計初版廠商提案 STP策略 
第十四週 體驗流程設計修正 資料蒐集 
第十五週 商業模式規劃 I 資料分析 
第十六週 商業模式規劃 II 專題內容討論與修正 
第十七週 體驗遊程設計討論 專題內容討論與修正 
第十八週 體驗遊程設計規劃成果繳交 整合行銷專題報告繳交 

 
二、具體教學成果與評估 
本計畫的學生團隊在期末完成了一份完整的「松嶺埔中茶文創整合行銷企劃案」，包

含對總體環境的分析、企業的內部調查與競爭品的分析，最後透過 SWOT分析定義後續企
業創新的策略，再進行提案的創新發想時，導入服務設計工具加以輔助，最終設計出一套

具吸引力與可行性的茶葉體驗遊程，並實作體驗遊程的設計、遊程實施場域規劃與企業粉

專宣傳，最終結合地方商家、特色產業及人文風情，以地方創生的形式，達成整建地方觀

光、推廣雪之嶺的品牌與特色產品之目標。 
 

三、課程遇到問題與困難 
本計畫目標為帶領修課學生以「服務設計應用」與「網路整合行銷規劃」為出發點，

並在消費者偏好、企業可行性的前提之下，規劃為一套具獨特性與可行性的茶藝體驗行程

及完善的網路行銷策略。而本計畫的修課學生皆為企業管理學系行銷專業的大三學生，基

於過去在企管系的學習，使學生對於行銷企劃撰寫與網路行銷較為熟悉，掌握速度也較快，

但反觀在進行體驗遊程規劃與後續實際設計物(如靜態展、手冊等)時，由於需要學生跨專業
的美感訓練、版面編排、文案撰寫與設計軟體操作等能力，使學生團隊於開始著手設計的

階段具有較高的進入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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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學生成果之一為體驗遊程設計，其中包含遊程場域的規劃，由於本計畫合作企

業過去為製茶業，故企業本身並無可以支援執行體驗遊程的場域，為此，合作企業媒合名

間鄉公所，最後尋得由名間鄉公所與青商會共同管理的「砲陣地品茗園區」作為設計與實

作的基地，但由於砲陣地品茗園區屬於地方政府所有，因此在推動學生成果時，需要地方

政府的支持與許可，包含水電設備的支援、場域修繕許可等，為實作階段較大的挑戰，但

同時亦是對學生相當好的學習經驗，能藉此了解企劃構想與實際執行之間的平衡。 
最後，由於服務設計為互動式課程，並輔以大量的課堂實作練習，以確保學生學習成

效，但由於 5 月疫情後調整為全面遠距教學，使後端的部分課程僅可以透過線上授課的方
式教學，學生間的實作學習機會減少，團隊間如何將過去課程中線下的紙筆共做與腦力激

盪，轉換為線上的共學共做為一大挑戰。此外，本計畫原先於前期企業調查與訪視、施作

場域觀察、創意發想雛形演示與專題內容討論等階段，安排學生實際前往企業所在地-南投
縣名間鄉與業師、地方政府共同開會，但在疫情升溫後，本課程將面對面會議彈性調整為

線上視訊會議，而欲至砲陣地品茗園區進行的體驗遊程雛形展示，考量到移動可能造成的

風險，亦調整為拍攝體驗遊程模擬影片，期望盡可能的讓學生的成果可以具體展示。 
 

四、省思與未來的展望 
本計畫課程的最終學習成果，以雪之嶺及名間鄉松嶺生活區作為基地，提出茶葉體驗

遊程設計與整合行銷企劃，內容以「地方創生」為主軸，融合松柏嶺特有的茶產業發展歷

史與製茶工藝，進行地方創生的規劃與實作。而地方創生旨在結合「產、地、人」，運用地

理特色及人文風情，讓各地能發展出最適合自身的產業，因此地方創生企劃不僅需要民間

的推動，更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此外，教育部亦推動 USR計畫，希望引導大學從在地需
求出發，透過人文關懷與協助解決區域問題，善盡社會責任，在洞察、定義及參與的過程

中，整合相關知識、技術與資源，聚焦於區域或在地特色發展所需或未來願景，強化在地

連結，促進創新知識的運用與擴散，帶動地方成長動能。因此，希望未來可在課程中導入

師生共同參與、強化區域產學合作、促進區域資源整合等概念，與在地的特色區域、民間

企業及地方政府建立正式且長期的產學合作關係，為學生持續創造可以落實所學的場域，

同時提升大學對區域及在地的貢獻，為地方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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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學生學習成果 
本課程成果為提出「松嶺埔中茶文創整合行銷企劃案」，內容主要為兩個方面：茶葉

體驗流程一套與網路整合行銷。其中在茶葉體驗遊程部分，實作成果包含體驗遊程的設計

與遊程實施場域(砲陣地品茗園區)設計，網路行銷則為雪之嶺臉書粉專宣傳，以下說明之。 
 

一、體驗遊程的設計 
成果名稱 1.茶葉體驗遊程之流程與故事設計(劇本) 

成果照片 

 

成果說明 
茶葉體驗遊程結合企業過去的發展歷史，改寫為遊程故事，並依此展開遊

程的流程、各階段所使用的日記內容和簡單場域配置圖。 

成果名稱 2.遊程中所使用的道具 – 日記 

成果照片 

 

成果說明 
體驗遊程採故事的方式進行，在進行中使用日記來增加故事性和體驗，並

在日記中留下部分空白處，提供給遊客蓋章或撰寫，上圖分別是日記的封

面(左圖)與日記內容(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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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稱 3.遊程中所使用的道具 – 印章設計 

成果照片 

 

成果說明 體驗遊程的故事使用印章推進，上圖為體驗遊程中，所會使用的所有印章，

大部分都將用於顧客體驗完成後，蓋於前述的日記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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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稱 4.遊程流程模擬影片 

成果照片 

 

成果說明 

本計畫原規劃於體驗遊程設計完成後，帶領學生團隊前往實地進行遊程模

擬，但由於疫情影響，因此改以拍攝模擬體驗遊程影片做為成果展示，並學

習站在顧客的角度，體驗流程並加以完善，上圖為影片截圖，分別為封面

(上圖)、步行至茶園(中圖)、製茶體驗(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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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程實施場域(砲陣地品茗園區)的相關設計 
成果名稱 1.砲陣地品茗園區布告欄設計 

成果照片 

 

成果說明 
在設計與規劃場地時，為考量到場域(砲陣地品茗園區)之後給予各家業者的
使用方便，設置了一個活動布告欄，給予各家業者放置其預計在場域中舉

辦的活動，供遊客了解。 
成果名稱 2.砲陣地品茗園區靜態展設計 - 1 

成果照片 

 

成果說明 

為增加場域(砲陣地品茗園區)的推廣、整體營造與增加遊程與場域間的關聯
性，學生設計兩個靜態展(各長 600cm * 寬 120cm)放置在碉堡處，上圖為
第一張靜態展的截圖，其中的內容包括了名間鄉簡介(左圖)、名間鄉茶業發
展史與名間鄉的茶種介紹(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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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稱 3.砲陣地品茗園區靜態展設計 - 2 

成果照片 

 
 

成果說明 

為增加場域(砲陣地品茗園區)的推廣、整體營造與增加遊程與場域間的關聯
性，學生設計兩個靜態展(各長 600cm * 寬 120cm)放置在碉堡處，上圖為
第二張靜態展的截圖，其中的內容包括了包種茶介紹(左圖)、製茶流程(右
圖)與名間鄉所使用的三種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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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雪之嶺的粉專宣傳 
成果名稱 雪之嶺的粉專宣傳 

成果照片 

 

成果說明 
為確保未來體驗遊程的試營運能夠被大眾所知，故安排每週一次的臉書粉

專貼文，作為宣傳之用，上兩張圖分別為貼文設計(上圖)與實際發放貼文的
截圖(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