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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ourse introduction

1. Course name: Ergonomics	
2. Course overview
	 During	the	course	lasting	more	than	three	months,	the	Shanghai	Library	Innovation	Space	manage-

ment	team	has	worked	with	SIVA’s	teachers’team	to	guide	students	in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chal-
lenges	 facing	Shanghai	Library	 Innovation	Space,	and	exploring	diverse	possibilities	 for	 innovation	
of	various	kinds	in	the	future.	Students	get	to	know	individual	needs	through	librarians,	readers’	in-
vestigations	and	interviews,	summarize	insight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initial	positioning,	and	in	the	
meanwhile	inspire	team	members’ideation	and	enter	into	the	verification	process	of	product	model-
ling	and	testing.	The	design	works	have	covered	product	design,	space	design,	service	design	and	expe-
rience	design.	The	design	project	should	define	users’key	touch	points,	improve	the	user	journey,	and	
integrate	online	and	offline	service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librarians	and	readers.	The	design	
thinking	approach	has	been	adopted	to	re-interpret	the	definition	of	ergonomics	through	the	perspec-
tives	of	design,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3. Course nature:Compulsory	course	for	product	design	program,	36	hours	/	2	credits
4. Teacher team introduction
       	Leading professor: Lee Sheng-Hung
																						Guest	lecturer: Duan Chuli, Bai Siyin, Vladimir Garnele, Nelson Scholler, Huang Jiancheng
																						Assistant teacher: Ou Chunrong, Chen Jie 
5. Participating students 
       16	sophomore	students,	25	junior	students,	a	total	of	41	stuents	from	Product	Design	Program.
6. Course duration: September	16–December	9,	2018.
7. Course partner: Innovation	Space	of	Shanghai	Library,	Shanghai	Library

Reshape the Future Learning Experience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Proposition
Take	Shanghai	Library	Innovation	Space	Design	as	an	Example

◎Lee Sheng-Hung 

Course	video	QR	code

一、课程简介

1. 课程名称 ：人机工程学

2. 课程概况 ：课程历时 3 个多月，由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管理团队和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师团队合作，带领学生们了解

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探索未来多元创新的可能性。学生们通过馆员、读者调研与访谈，

了解个别需求，从观察中提炼出洞察与初步定位，同时激发团队们的创新点并且进入产品建模与测试的验证过程。

设计作品涵盖了产品设计、空间设计、服务设计与体验设计。设计项目需要定义出用户关键接触点、改善用户旅

程、整合线上与线下的服务并且满足馆员与读者的需求。通过设计思维的方式，用设计、商业、技术三方面观点

重新诠释人机工程学的定义。

3. 课程性质 ：产品设计专业必修课程（项目制），36 学时 /2 学分。

4. 教师团队简介 ：领衔教授——李盛弘

  客座讲师——端楚立、白思颖、Vladimir Garnele、Nelson Scholler、黄健诚。

  课程助教——欧淳榕、陈洁。

5. 参与学生 ：产品设计专业 ：大二、大三学生，共 41 位学生。

6. 课程时间 ：2018 年 9 月 16 日－ 12 月 09 日

7. 合作单位 ：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

8. 课程回顾二维码 ：见英文翻译右下角

从价值主张出发重塑未来学习体验空间 
以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设计为例

◎李盛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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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盛宏	 教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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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问问题

这里对于问题的简单定义是指设计团队在接受客户案子时所得到的设计命题。边界是指对于问题范围的理解与可能性。设

计师与设计团队如何探究问题的边界，转译成合理的设计挑战呢？在面对新的问题，我最常使用两种方式 ：第一种，将具象的

问题提升到抽象的层次 ；第二种，将特色导向的问题转向到以人导向的关怀（图 8-3）。看一个问题的方式可以选择广泛了解、

聚焦深入，亦或者小题大做，重点是能通过不同面相的视角切入，拓宽既定问题框架内的思路。

我们常常听到在进行头脑风暴或是在使用设计思维方法的时候，需要经过发散与收敛阶段，反复精炼过程后得到一个创新

范围而非最终答案（图 8-4）。其实在了解一个设计挑战或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经过发散与收敛的过程。举例来说，当

我得知有幸获此机会参与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的项目时，在对内做馆员访谈时最常听到的问题就是 ：请设计师务必重新

设计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的整体空间，我们空间需要重新打造，这个空间内的家具不太适合等。

如果我们用上述的两种方式来分析原先的问题，上面三个问题可能都会和用户体验有关系，其中“用户体验”一词涵盖了

有形的产品与空间和无形的服务与组织架构等。我们或许可以将三个问题归纳总结为 ：我们如何提升上海图书馆创新空间的读

者与馆员体验，完善每一个用户的接触点，提供以人为本的服务。

从原本的问题太过聚焦于传统定义上的空间设计的问题或是产品设计的问题，推展到一个较为抽象并且具有想像空间的问

题。改善后的问题提及了我们的主要服务的目标用户——读者与馆员。这也不断提醒设计团队，我们是以他们（读者与馆员）

为中心而做设计，而不是用以设计师或是设计为中心的设计方式。

图 8-3		将特色导向的问题转向到以人导向的关怀（李盛弘绘制）

图 8-4		设计是发散与收敛的过程（李盛弘绘制）

二、课程主要运用的设计方法简述

1. 面临的设计挑战

每一个项目的定位与目标用户群体都非常重要，后续的设计与产出都是从这个价值主张出发而展开的。可以有许多不同种

类的设计执行方式，但是都需要围绕一个清楚的价值主张定位。针对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所设定的目标用户群体，是想

要吸引一般大众？还是想要吸引设计师和创客？或是想要吸引亲子族群？一种是偏向大而全的定位，一种是针对性的定位。两

种不同类型的定位，对应着不同的设计方式，显而易见的会造成不同的设计结果。我们可以把此种定位比喻成一种中心思想，

其余的行为、行动和表现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设计的。

价值主张也不是一种非黑及白的概念，而是一段涵盖式的描述区间。如果延续使用上述的例子，我们可以把“大而全”与

“针对性”两种粗略的定位方向放在一条水平线的两端，每一个间隔可以再细化区分。例如在大而全的基础下，我们更希望能针

对亲子族群方面设计。甚至可以精确到亲子族群中的小孩，例如小学一个年级的孩童。这个视觉化工具是帮助我们在思考定位

时，不是局限定义在一个点，而是定义一段有意义的区间（图 8-1）。

在求新求变的同时，如何藉由设计帮助传统行业转型，这是一个巨大且模糊的问题。回答此问题前，我们必须要非常了解

自身和产业的长短板，并认识自己和产业，才能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本身，从而找到切入点。图书馆是一个传统产业，随着电子

书、共创空间、咖啡店的兴起，图书馆与传统书店的定位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不只是空间设计与产品设计等具体实物上的改

变，服务与架构等无形的改变也是其中之一。此外，设计的角色更为重要，除了全面渗透到传统产业帮助转型之外，学习重新

建构新的适应能力也尤为重要。

大创新需要承受相对较大的风险，但我们总是可以从细微的改变做起。我自己也很钦佩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对于改

变现状的高动力、接受新事物的开放心态、设计师与设计的信任、探索未知领域的勇气、馆员的培养，以及对读者与使用者的

关怀。转型不难，难的是能建立起具备转型的充分条件与状态。这让我联想到IDEO公司文化中的一段话：“Ask	for	forgiveness	

not	for	permission”，字面上的翻译是“请求事后的原谅，而不是事前的批准”，背后的意义则是指鼓励我们去创新、去犯错，

而不是在框架中遵守规则。无论是个人公司、传统企业还是传统产业，打造一个适合创新的环境非常艰难。我认为支撑转型成

功与否，与具备面对未来的挑战能力与否，其关键因素在于创新文化的积累。转型是包含在创新文化中的一个产出结果（图

8-2）。

图 8-1		价值主张是一段针对性的区间描述（李盛弘绘制）

图 8-2		上海图书馆的“创·新空间”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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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优秀学生作品评述

案例 1 ：共创交流空间

小组成员 ：顾亭匀、曹舒怡、钱方圆、魏骊静。

通过增强“创 · 新空间”独有的功能而非仅仅成为上海图书馆阅览室的简单延伸，从而为创客和创造潜能的人提供一个平

台（图 8-5、图 8-6）。

案例 2 ：木交 · 木互

小组成员 ：张曼琳、刘婧怡、赖睿、吕培欣。

在以木头元素为主调的空间里通过手环串连整个空间的使用，让使用者感受不一样的创新氛围（图 8-7、图 8-8）。

案例 3 ：创 · 新定义 ——共创新平台、新社交、新生活

小组成员 ：刘群、林易鑫、邱彦珩、张刘伟。

用自定义的角色在灵活自由的空间中交流交友，碰撞出创意的火花（图 8-9、图 8-10）。

图 8-5		小组成员与设计作品

图 8-7		小组成员与设计作品

图 8-9		小组成员与设计作品

图 8-6		设计作品：共创交流空间

图 8-8		设计作品：木交·木互

图 8-10		设计作品：创·新定义——共创新平台、新社交、新生活

三、课程中设计方法论的教学运用总结

1. 主要课题内容创新

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设计，不只是一个单纯空间设计的项目，还融合了环境、空间、服务、组织、体验、产品等。

团队所面临的不是一项单一的设计挑战，而是整个服务体验设计的全面性提升。因为多样化的设计挑战，团队需要不同专业背

景的成员，解决不同的问题。“创·新空间”团队成员除了具备工作专业上的能力外，举办各式活动与研讨会的经验的累积、沟

通协调能力与对新知识和新挑战的良好心态等素养都是不可或缺的。再结合本身的设计能力，团队的潜能可以发挥到极致。

类似这种社会创新的案例中，因为会牵扯到许多“人”，因此会关系到许多组织架构的问题、大方向决策制定层面、设计

阶段和执行方的关联性与一致性等。设计师所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打通单位间的关卡与沟通渠道，让馆员与读者的声音能够

被听到、让设计的初心能够被看见、让用户体验能够再提升、让创新的机会能够被增大。设计作为沟通的媒介大于引领的功能。

本学期通过在具体实践案例中学习的方式，落实设计力、观察力、同理心与洞察能力。课堂上使用Design Thinking for 

Libraries（http://designthinkingforlibraries.com/）一书作为授课参考教材之一，书籍本身的设计方式就是一个精采的服

务设计案例。书籍涵盖内容多元且深入，包含从不同领域的产品创新、服务设计、体验设计、组织设计等来探讨图书馆设计的

议题。对学生们来说是一个丰富的案例资料库与服务设计体验的入门学习资源，此书也有中文版本可供下载参考。

2. 教学方法创新

（1）	设计思维能力构建。通过 IDEO 的设计思维方法论，帮助学生建立灵活与全面的设计思考能力——灵感启发、消费者

访谈、如何设问、头脑风暴、顾客旅程、建模实作。本课希望通过真实的案例参与，让学生们能自然地体验到服务设计、体验

设计的核心思维与方法论。

（2）邀请资深业师分享。邀请 IDEO 设计调研专家 Chuli 和 Fiona	来课堂上为学生分享“何谓以人为本的调研方式	”。两

位皆具有多年跨国工作经验，从不同的视角帮助学生了解设计调研。也同时邀请 IDEO 的产品设计师 Nelson 和 Daniel 前来

课堂分享“当今的产品设计师应当具备的态度与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两位皆具备资深的业界经验，给予同学与众不同的感受

与启发。学期中也邀请了来自法国的交互设计师 Vlad 来对同学们的作品点评。课堂上希望藉由跨领域、跨文化的交流产生出

创意火花，并且期望能够丰富学生们的设计思维。

（3）从实际案例中学习。此次通过与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的合作，将真实的设计挑战带入到课堂中，给予学生第一

手面对客户（上海图书馆“创·新空间”）的机会与实战经验，学习如何找准客户需求。团队小组亲自完成用户访谈，了解真正

的用户痛点，丰富设计作品集，帮助自身快速成长。

（4）将商业因素纳入考量。帮助学生从只设计产品本身到关注产品（包括产品服务），并开始带入商业思维、进行考量用

户、关注服务策略等。课堂上使用Design Thinking for Libraries 为主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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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师团队对课程的简要评价

课程内容兼具理论与实践，让学生与教师均受到启发与激励。学生课程期末全程用英文发表，课堂中邀请到国内外设计精

英进行讲评，是非常国际化的一门设计课程。

5. 学生代表对课程的简要评价

刘婧怡 ：我们把这次项目当成是一场旅行，沿途和各种不同且有趣的人一起合作，从中学到很多，这是一个有趣的过程。

比如我们做调研的时候，一开始对采访对象不够熟悉，有的回答略显很官方，体现不出问题所在。后来通过简单聊天，拉近了

距离，采访调研的效果好了很多。在我们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尝试融入使用者的圈子也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乐趣。在这些过

程中，我们慢慢去理解周围的世界。最后，希望我们可以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坚持自己所热爱的事情，保持好奇心。

四、结语

		利用人机工程学的议题作为课程切入点，导入设计思维的方式，融入科技、商业与人 3 个方面的观点，将设计的定义从产

品的形态、材质、结构，扩大到围绕产品的服务设计、体验设计。本学期着重于“在具体实践案例中学习”的方式，落实设计

力、观察力、同理心与洞察能力。设计是一门综合的学科，需要不同能力相互配合。课堂作业与业师、课外活动充分合作并且

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开放性，让学生的作品不只是好，更要符合原创性、延展性与具备潜在的商业价值（图 8-17）。

图 8-17		教师团队与学生合影

案例 4 ：流动 · 共创 —— 重新打造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与用户的交流

小组成员 ：蒋正哲、窦予怀、陆钰峰、彭嘉莉。

从“流动”出发，打造一个动态的空间，在交流中让每个人体验知识与情感的共享（图 8-11、图 8-12）。

案例 5 ：与 Connection——重塑人、产品、空间三者之间的互动体验

小组成员 ：陈洁、陆爽天、付佳文、叶蔚瑾。

通过区域的划分，开放的场景设计，实现内外环境的互动交流，加强以人为主体的综合感受（图 8-13、图 8-14）。

案例 6 ：科普 · 创新

小组成员 ：梁可、张琳婧、徐沂含、陈祯宁。

从科普创新的主题出发，为用户提舒适空间环境，让“科普 · 创新”深入寻常百姓家（图 8-15、图 8-16）。

图 8-11		小组成员与设计作品

图 8-13		小组成员与设计作品

图 8-15		小组成员与设计作品

图 8-12		设计作品：流动·共创——重新打造上海图书馆“创·新空间”与用户的交流

图 8-14		设计作品：与 Connection——重塑人、产品、空间三者之间的互动体验

图 8-16		设计作品：科普—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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