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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的設計運動，從 19 世紀中英國的美術工藝運動，開使推動手工藝之美與科

技應該為人類服務的思想。直到 1919 年，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才以「藝

術與技術的新統一」的旗號，在德國成立第一所設計學校包浩斯，開啟了全新

的設計教育，確立以「人性本位」的設計哲學，強調「設計的目的是人，而不

是產品」。九十年來，包浩斯（Bauhaus）追求以「理性」為基礎的設計思維，為

現代設計指引了一個新的方向，帶動世界性的現代設計運動，造就了二十世紀

現代化的風貌。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雖然設計能量隨著科技進步蓬勃發展，

設計風格亦隨著藝術文化思潮的演變而不斷推陳出新，然就設計教育而言，其

設計本質是不變的，要調整的是設計如何因應科技發展與社會變遷。本文以國

立台灣藝術大學設計學院為例，在包浩斯創立 90 周年之際，重新思考「藝術與

技術」的新統一，把設計教育中的「科技與人文」再予重新調整；探討如何因

應社會變遷與科技發展，透過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的教育理念，提升現代設計

教育的品值，再現包浩斯的設計教育理想。 

 
關鍵詞: 設計教育、包浩斯、創意產業、工藝設計。 

 

1. 前言  

自從工業革命以後，科技一直是繁榮物質文明的動力。而近代工藝設計的演變，也隨著科

技的進展，亦步亦趨。從工藝設計演變的過程來看，每當科技有飛躍性的突破，必然帶動工藝

與設計明顯的變革。因此，說「科技」是「工藝之本」，實不為過。談到工藝創意，文藝復興時

代是令人憧憬的工藝時代，那個時代的工匠，可能同時是畫家、藝術家、建築師或詩人，幾乎

是全才的工藝大師 (林榮泰，2009b)。以工藝為例，那時候的工匠是手腦並用的，他腦筋想的，

直接透過他的雙手，處理不同的材質把東西做出，不但是生活用品也是藝術品。到了 1850 年代

的工業革命以後，突然之間機械取代了人力，產品就在市場的需求下，只顧大量生產卻忽略品

質，產品普及化後，原來透過產品所展現的工藝之美，也因此而慢慢消失了。引起許多有識之

士的關心，威廉莫里斯的美術工藝運動就是典型的例子，其中大家關心的議題之一，就是機械

量產下，什麼是「工藝之美」？什麼是機械時代的「美」？什麼「形式」才是合適的機械美學？

面對大量生產的機械美學，設計「產品」的人應該是藝術家，還是工程師，這個議題大家論述

許久，一直沒有定論，應該把藝術家施以工程教育比較好，還是培養工程師的藝術涵養比較對？

經過許多設計運動的實踐與論述後，發現兩種作法都不周延，大家一致同意這樣的人才應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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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 

如何教育現代設計師的問題，一直到 1919 年，德國包浩斯設計學院的創設，是第一所把設

計納入正規教育的設計學校。包浩斯在當時是一所全新思維的設計學校，開啟了全新的設計教

育，確立以「人性本位」的設計哲學，強調「設計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產品」，並與當地的企業

建教合作設計生產實用的生活產品。在這種教育方式下，全體師生可以在一個建教合作的計畫

下共同工作，教師因此增長實務經驗，學生因此得以發展自己的潛能，是「實務結合理論」的

設計教育先驅 (王建柱，1972)。1957 年，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成立美術工藝科，也是台灣大專

院校第一所設計科系，秉持包浩斯的教育精神，開啟台灣的設計教育，對台灣設計教育的開展

具指標性的作用；其後台灣設計教育 50 年的發展，正反應包浩斯創校的精神，以「實務」為主

的設計教育。 

近代的設計運動，從 19 世紀中從英國的美術工藝運動，推動科技應該為人類服務的思想，

整個設計發展的歷史，就是在追求「科技」與「人性」之間的和諧。到了 1930 年代，才有一個

行業叫做工業設計，相對於傳統的工藝設計，現代的工業設計有何不同? 工業產品的著眼點一

切為「功能」（use），工藝產品的主體則是「人」 （user）。工藝產品講求的是「藝術」的美學

特色，工業產品講求的是「標準」的科技規格，差異在「美學」的特色是對「人」的要求；「標

準」的規格是對「物」的品質管制。工藝活產品是「人性」的表現，工業產品是「物性」的追

求；工藝活產品是「感性」的訴求，工業產品是「理性」的需求。因此，未來的設計必須回歸

到人文美學的觀點，科技只是技術輔助的工具，不能用來主導產品設計。未來的設計乃是藝術、

文化與科學的整合，以解決社會的問題，並重新定位生活形態。設計是文化創意活動，其最終

的目的在於形成生活文化，營造人性化的生活環境。尤其是 21 世紀的數位科技世界，以「人性」

為本，以「文化」為體的設計更加重要，即所謂的文化創意設計。如何經由「文化」轉換為「創

意」，加值產品「設計」，也就是「文化創意」如何「加值設計」，這正是設計教育未來的課題。

也再度證實包浩思設計教育，確立以「人性本位」的設計哲學，是設計教育的理念，其強調「設

計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產品」，也反應了當前科技與人文整合的迫切性 (林榮泰，2009b)。 
根據林榮泰與王銘顯(2008)的研究指出，台灣設計產業當前面臨下列三個值得思考

的問題： (1) 台灣需要培養設計大師或經營設計團隊。 (2) 台灣需要設計產值或發揮設

計價值。(3) 跨國競爭全球市場，區域文化在地設計。台灣如何發揮設計的「價值」，已

經是未來設計產業必需面對的重要課題；另外，如何結合文化發揮設計創意，將是未來

台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首要課題。該研究亦指出，過去台灣設計發展的務實做法，造

就台灣驍勇善戰的「設計團隊」，台灣設計，揚威國際，自可預期。針對上述的問題與

困境，台灣設計產業未來因應策略則有面臨下列的五個面向：(1) 設計產業推動；(2) 設
計人才培育；(3) 行政資源整合；  (4) 整備設計發展環境；(5) 強化設計研究能力，建

構設計知識。台灣設計產業正值轉型契機，未來應採取何種設計政策，強化設計產業，

培育適才適所的設計人才；進一步調整政府設計主導機構之功能角色，以協助國內設計

產業的發展，以期台灣的設計產業達到： (1) 放眼全球，在地行動；(2) 品位設計，品

牌台灣； (3) 文化創意，加值設計； (4) 品牌創意，知識經濟。因此，如何因應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培育高階的創意產業設計人才，已是當前設計教育刻不容緩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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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於民國 44 年(1955)創始之時，臺灣教育界尚無設計專門科系。半個世紀

以來，經由本校培育之優秀設計人才，其作品披沙瀝金後，可以代表臺灣近代設計史每一時期

之經典之作，不但保留了工藝的技藝與手藝，並見證臺灣藝術設計發展的軌跡。台彎設計教育

經過半世紀的發展，目前各大學院校中藝術及設計相關系所，其培育的設計人才已相當完備。

惟因應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在整合性跨領域人才方面需求殷切，需進一步籌設整合藝術設

計與其他相關領域的研究所。有鑒於此，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設計學院特別在此關鍵時刻籌劃「創

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雖然設計能量因應科技進步更加蓬勃發展，

設計風格亦隨著藝術文化思潮的演變而不斷推陳出新，然就設計教育而言，其設計本質是不變

的，要調整的是如何因應科技發展與社會變遷。本文以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設計學院為例，在包

浩斯創立 90 周年之際，重新思考「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把設計教育中的「藝術與技術」再

予重新調整；探討如何因應社會變遷與科技發展，透過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的教育理念，提升

現代設計教育的品值，再現包浩斯的設計教育理想 (林榮泰，2009a)。 

2. 設立理念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的設立理念主要是結合「科技產業」與「文化創意」，以國立台灣藝術

大學在「藝術教育」的基礎，從體驗地區的「文化」特色，透過文化「創意」加值「設計」，經

由「文化」、「創意」與「設計」的過程「行銷」台灣，以達到「文化創意，社區營造，生活設

計，行銷台灣」的目的，透過「文化創意加值產品」發展「產業在地化」，再經由「地區創意產

業」、發揮「地區知識經濟」目標。除了上述本校學術環境的特殊性與文化創意產業人力需求之

殷切，綜合本研究所博士班設立之理念包括下列四點 (林榮泰，2009a)，簡要說明如下。  
(1)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係因應「藝術與產業轉型」而設立的。 
(2)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係因應「美學與知識經濟」而設立的。 
(3)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係因應「文化與創意產業」而設立的。 
(4)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係因應「社造與地方產業」而設立的。 

2.1 因應藝術與產業的轉型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係因應台灣「藝術與產業轉型」而設立的研究所。台灣經

濟成長轉型的過程，就如同施振榮先生所提出的微笑理論，從以勞力賺錢的代工時代(OEM)，轉

型以「設計綁代工」的自行設計(ODM)，再進入自創品牌的階段(OBM)，如圖 1 所示。衡諸事實，

台灣過去的經濟奇蹟是架構在台灣人勤儉的習性，拼的是如何「降低成本(cost down)」生產「物

美價廉」的產品，所謂代客加工(OEM)的生產型式。隨著台灣人消失中的勤儉美德，加上產業結

構丕變與外移，降低成本固然重要，經由設計「提高價值(value up)」更重要，而轉型為代客

設計(ODM)模式。最後，透過文化加值設計產業，自創品牌，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value 

added)」，即自創品牌(OBM)的時代，正是目前我們努力的方向 (經濟部，2004，2005，2006，

2007)。未來的創新設計乃是藝術、文化與科學的整合，以解決社會的問題，並重新形塑人類的

生活形態。尤其是 21 世紀的數位科技世界，以「人性」為本，以「文化」為體的產業更加重要，

也就是文化創新產業。因此，本研究所成立之目的就是經由「文化」轉換為「創意」，加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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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形成創新產業，也就是「文化創新」如何「加值產業」。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企業追求成長生存之道，但是企業在追求全球化的過程，如何保

留地區特性以營造特色，就益形重要。因此，所謂的本土化、地區化或在地化(localization)，

已經成為企業在全球化過程中，如何「同中求異」的方法。企業面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

如何結合文化發揮設計創意，營造特色，以面對這一波「全球化」的挑戰，將是未來台灣發展

文化創意，提昇設計產業首要的課題。因應文化創意產業，台灣產業結構需要做的改變是保持

cost down 的優勢，加強設計的 value up，追求文化加值設計的 value added。簡言之，過去

台灣發展科技生產實質產品，例如資訊及其周邊產品；現在要努力的是文化加值設計的「內容

產品」，例如雲門舞集、李安的電影等，未來則應努力塑造推銷台灣生活風格的「經驗產品」。

這也正是「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的教育目標之一。 

 

OEM

ODM

OBM

設計創意 市場行銷

品牌經營研究發展

生產製造

產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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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產業發展的微笑理論 
 

2.2 因應創新的知識經濟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係因應創新的「知識經濟」而設立的研究所。創意產業正

是知識經濟新思維下的新興產業，也是知識經濟體系中的重要環節。人民的知識智慧、創新思

維、創業精神和靈活求變的能力，是發展創意產業的良好基礎，政府在加強基礎產業外，還將

積極推動創意產業，為我國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元素。「知識」，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將知識

教育的終極目標區分為三個層次：推理(reason)、知識(knowledge)與智慧(wisdom)，並將其充

份的表現在課程的安排上，請參閱(MIT，Report of the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Student Life 

and Learning，1998)。「研究、教學與服務」是大學教授的天職，因為「研究」可以產生知識，

「教學」目的在於傳播知識，最後，把知識應用在實務就是「服務」。研究的目的在於把原始資

料經由分析、綜合變成有用的資訊，就是「資訊加值」--推理階段；把資訊再加以分析、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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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有用的知識，就是「知識加值」-- 知識階段。最後，經由創意教學把知識傳承後，靈活應

用於日常實務中，形成「創意加值」-- 智慧階段。本研究所將「研究、教學、服務」與「推理、

知識與智慧」之間的關係，整理如圖 2所示。 

「知識經濟」，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例，就文化產品的設計過程可以分成：擷取文化風格特色

(推理)、形成設計概念模式(知識)，與完成文化產品設計(智慧)等三個階段。本研究所的理念

係把上述的概念應用在「知識經濟」的創意學習中，將文化創意加值分成三個階段，提出如圖3

上半部的創意學習文化產品設計加值模式。就知識經濟的文化創意加值而言，把典藏文物的原

始「資料(data)」加以分析整理，讓它成為有意義的文物「資訊(information)」，這是推理的

能力；把資訊再加以整理歸納，形成有用的文化「知識 (knowledge)」，這是學習知識的方法；

把相關的知識加以靈活運用就形成人類的「智慧 (wisdom)」結晶，這是應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

力；而這整個過程是產生「知識」創造「經濟」的教育目的 (林榮泰等，2008)。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就是架構在「知識經濟」的基礎上，產生「經濟知識」，創造「知

識經濟」，讓生產者、銷售者、使用者皆表滿意而達到台灣經濟發展的「微笑」的目的。 

 

 
圖 2 知識學習的創新加值模式  

2.3 配合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係因應「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而設立的研究所。「文化創

意產業」納入「國家發展重點計畫」，顯示台灣經濟發展面臨轉型的殷切，已經是全國的共識。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文化與產業的關係日益密切，文化是需要花錢投資的產業，而產品也可以

透過文化的加值成為賺錢的產業。對產業而言，文化加值創造了產品價值的核心；對文化而言，

產業是推動文化發展的動力。因此，如何透過傳統文化的解析，將其文化轉換成創意產品，以

新世紀的產業思維，台藝大率先成立「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正是因應此一國家重大政

策之發展，並具有其時代意義，這也正是「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目的 (文

建會，2002；王健全，2005；行政院，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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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係以文化創新產業的營運為基礎，配合政府國家重點發展計畫，所訂定「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計畫，探討如何透過區域文化特色的創意加值，將文化創意轉換為產品創新設計

的模式。也就是以創新產業鏈管理的概念，整合文化創意、加值設計、生產製造，乃至行銷通

路的設計產業，達到以「創意加值」將「文化特色」轉換為商品化之目的。本研究所配合文化

創意產業的構想，如圖 3 的下半部所示。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生活卻需要更多的創意，回歸

生活還是文化；本研究所的教育目標係把「文化」融入「經濟」，再加上「科技與創意」，形

塑台灣成為一種品牌指標。因此，本研究所奠基在「科技」，利用創意加值文化的方式，實現

一種設計品味或生活型態。 

 

文物
資料

設計
資訊

創意
知識

智慧
財產

賦予
意義

分析
歸納

靈活
運用

資訊加值 知識加值 創意加值

文化風格特色 文化產品設計設計概念模式

文化創意學程 創新設計學程 創新管理學程

形成創新概念學習文化特色 經營創新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的知識經濟模式

文化創意 (技藝) 創新設計 (創意) 創新管理 (生意)

文化創新產業研究所

經營生意產生創意文化技藝

 

圖 3 知識經濟的文化創意加值模式 

2.4 配合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係因應「地區發展計畫」政策而設立的研究所。為因應新

世紀所面臨知識經濟時代的全球化挑戰，行政院提出的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以「投資人才」、

「投資研發創新」、「投資全球運籌通路」及「投資生活環境」四大主軸，並選定十大重點計畫

全力推動落實建設，以厚植國家競爭力，如圖 4 所示。台灣藝術大學以文化創意的產業思維，

率先成立「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正是因應此一國家重大政策之發展，並具有其時代意義與社

會責任 (文建會，2002；王健全，2005；行政院，2002)。 

以知識為核心的新經濟型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新趨勢，而我國產業在面臨全球化

的衝擊下亦亟待轉型，產業之持續提升攸關未來國家的發展至鉅。在知識經濟的時代，產業

要能生存發展的關鍵在於『知識』的擁有，而其核心價值則是『創新』，而知識與創新不僅僅

發揮在產品的研發上，在組織的營運與管理上運用新知識去創新經營模式，也是文化創意產

業的一環。因此，不論是產品的研發或是行銷，只要能具有獨到的創意，並能掌握關鍵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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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能，無論是高科技新興產業或傳統產業，都將是未來社區產業需要營造的創新價值。 

對於社區產業發展而言，人才是最重要的資產。本研究所之設立即希望藉由學術理論基

礎結合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政策，透過參與地方產業的設計實務，培養並提升國內地方創意

產業人才之專業知能。本研究所的成立正是因應上述的政策，透過研究所的教育進而推動跨

領域的夥伴關係，建構平行交流、策略聯盟、資訊流通的合作平台，期使我國在全球化的競

爭環境中取得優勢。 

 

 

圖 4 因應四大主軸與十大重點計畫 

3. 發展方向 

    本所係結合台灣藝術大學規劃與設計學院系所之既有教學資源與設備於針對創意產業未來

整體發展需要，設置一具有縱向連貫各主要設計與藝術專業，以及橫向整合管理行銷、工程技

術、智財法律、產業創新等領域之「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培養跨領

域整合之創意產業人才，並結合產、官、學、研的力量，在國家政策、產業發展及社會需求等

各層面上，發揮應有的功能與成效，因應全球以知識經濟為核心的發展新趨勢。創意產業設計

研究所博士班計畫，是面對全球化潮流，將國家的文化認同運用創意產業的新經濟型態，深入

表現在國民的生活文化裡。藉由創意產業的發展機制，產生三個效應：藝術品味普及化、應用

藝術生活化、文化經濟高值化 (文建會，2002；王健全，2005；行政院，2002)。 

    從各國發展趨勢顯示，例如最早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的英國而言，從 1997 年開始視為國家經

濟發展重心，在總產值方面佔居第二位；其中丹麥、芬蘭、法國等均已文化產業運用於藝術方

面讓經濟效益居於領先地位，相對在於產值反應至就業人口方面的提升，更增加整體國民生活

品質與改變傳統經濟生活的型態，轉向進步國家發展的進程。臺灣將文化創意產業定義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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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創意或文化累積，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與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

生活環境提升的行業」。產業範疇界定採「一多兩大兩高」原則，即就業人數多或參與人數多、

產值大或關聯效益大、成長潛力大、原創性高或創新性高及附加價值高 (文建會，2002；王健

全，2005；行政院，2002)。因此，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博士班之設立，除了因應國家在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的政策外，充份運用設計學院在國內設計相關科系中的優勢，配合知識經濟發展與

時代變遷，以創意生活產業為主要發展方向。未來研究所的發展方向主要係以設計學院為中心，

整合現有的系所教學資源，以工藝、視覺與數位藝術為主結合文化創意產業，透過文化創意產

學中心結合文化創意產學園區，以設計為核心運用產學策略聯盟，培育文化創意產業的專業經

理人才，其發展方向如圖 5所示。藉由創意產業的發展機制，達到藝術品味普及化、應用藝術

生活化與文化經濟高值化，分別透過藝術、設計、文化三方面，落實學術研究與創新能力的教

育，達到提升創意產業經營人才的培育。 

 

 

圖 5 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發展方向示意圖 

4. 課程設計理念 

本研究所的主要構想是以「文化創意產業」擺中間，當「科技」向左走，「設計」向右走

時，「創意」任你遊，「微笑」就從「創意」中轉變為「經濟」。文化形成生活型態，設計營

造生活品味，創意是經由感動的認同，經濟則是實現文化設計創意的媒介、手段或方法。因此，

知識經濟簡單的說就是文化透過創意經由行銷實現一種設計品味或生活型態。科技始終來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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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生活卻需要更多的創意，回歸生活還是文化，當「文化」碰到「科技」，展現「設計」

的「創意」，必然可以再創台灣經濟奇蹟。「藝文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的整體課程架

構與設計理念就如圖 6所示。 

 

創業
機會

創新
機會

文化創意

創新設計

創新管理

資訊加值

知識加值

創新加值

文化差異

地區特色

創新產業

利潤

依市場區隔依產品區隔 運用科技

服務
型態

技藝創意 生意設計 行銷

OEM
ODM

OBM

商品
設計

行銷
通路

品牌
服務

研展
智財

生產
製造

 
圖 6 文化創意研究所的整體架構圖 

 
根據圖６的課程架構，「文化與藝術」相關的教學係以技藝為中心，向左透過設計

與創意的教學達到「創意價值」的目的；向右以行銷與生意的整合達到「創新價值」

的目的。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的課程理念，即以這兩個主軸進行跨領域的知識

整合，透過產學合作以培育具創新、產業經營、文化特質的設計與管理人才。另外，

根據上述的教育理念，未來的教學將致力於下列重點方向（林榮泰，2009a）： 

(1) 有關產業創意開發與智財權保護之研究：創意產業廣泛而正面的意義應該是要積極發揮 

    各產業的創意，以增加產業的附加價值，也就是所謂的「產業創意化」。本研究所之教育  

    與研究重點之一，將著重於如何開發各產業之創意，並配合國家發展計畫中「產業高值    

    化計畫」之目標，透過文化創意產業及一般傳統產業的附加價值，以提昇產業之創新價 

    值與國家之設計競爭力。 

(2) 有關數位化生活形態之研究：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資訊科技的特質與應用已經對傳統 

    的企業組織型態與人類生活模式產生深遠而重大的影響，當數位科技與一般民眾的日常  

    生活、休閒和娛樂乃至於教育相結合時，除了展現科技創意與科技應用的無限發展空間 

    外，同時也帶動了各創意產業無限的商機。本所將配合國家發展計畫中，「數位台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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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國際創新研發基地計畫」兩項重點發展計畫，透過學術、研究與產業界的合作，積 

    極培育跨領域整合的產業創新研發人才。同時透過深入的研究過程，探討資訊科技的先 

    端技術，於改善人類生活環境品質之應用層面。 

(3) 有關創意產業管理與行銷策略之研究：創意產業是一個求新求變且講究創新研發能力的 

    產業，在全球化競爭的過程中，要取得競爭優勢，必須著眼於高效率的企業管理，也必 

    須強化其行銷功能，透過品牌形象以及卓越的服務品質之建立，以提高企業之名聲及商 

    譽。因此，本所將致力於創意產業管理與行銷策略之研究，探討文化消費行為模式理論 

    以及品牌管理與設計行銷之相關課題。 

(4) 有關創意產業政策規劃之研究：前瞻性的產業政策與企業投資活動，有賴於政府及企業  

    對產業未來中長期發展方向與國際競爭態勢有明確的掌握。若非如此，所造成之政策方 

    向偏差，投資過當或不足，均將影響未來產業的競爭力。因此，本所之教學及研究發展 

    重點之一將致力於有關創意產業政策規劃之深入研究，結合學術理論與實務應用，所累 

    積之研究成果將回饋於政府有關創意產業政策擬定及法規制訂時之參考。同時，亦將協 

    助政府規劃創意產業中長期的發展方向與策略，以作為企業投資、創業與相關產業政策 

    擬定之依據，並積極扮演政府機關與產業組織間合作與溝通之橋樑。 

(5) 有關創意產業創業輔導：本所此一研究領域及發展重點將著重於創意產業市場調查與消 

    費者行為及文化分析，並提供如：財務金融、會計、電子商務、法律等企業永續經營所 

    需具備之專業技能予創意工作相關人士，以促進產業之創意投資並提供本所學生於修畢 

    課程後自行創業所需之輔導與必要協助。另一方面，本所亦將轉化研究成果，積極協助 

    傳統產業及其他產業開發產業創意，因應新世紀的變革進行產業的轉型，以重新激發產 

    業之附加價值。 

5. 發展願景 

5.1 結合文化創意產學園區的實務教育 

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如何達到「文化產業化」與「產業文化化」的願景，發展文化創意加

值設計與創新經營模式益顯得重要；而「文化創意加值商品設計與創新經營模式」，正是文化創

意產業的核心技術。有鑑於此，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率先成立博物館(Our Museum)來典藏藝術相

關的「技藝」，並在設計學院下成立「文化創意產學中心」(Our Studio)作為提供文化商品「創

意」的中心，同時建構了一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Our Factory)負責把這些創意商品化，達

到美學經濟的「生意」。整個計畫的構想主要是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中心，結合「科技產業」與「藝

文產業」，整合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在「藝術與工藝教育」的基礎，從體驗台灣的「文化」特色，

透過文化「創意」加值「設計」，經由「文化」、「創意」與「設計」的過程「行銷」台灣，以達

到結合技藝、創意與生意的「美學經濟」為目標 (林榮泰等，2008)。在實務的操作上，文化創

意產業必需經由「放眼全球．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的理念，達到結合博

物館 (Our Museum)「數位典藏」的卓越教學，透過文化創意產業中心 (Our Studio)「文化創

意」的商品設計，再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Our Factory)的創新育成，形成「地方產業」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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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如圖 7所示。 

 

     

圖 7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的 Our Museum / Our Studio / Our Factory 
未來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與文化創意園區互為結合，運用進駐廠商進行實質發展研

究。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擁有深厚的藝術底蘊，並透過博物館「our  museum」的典藏，提供源

源不斷的創意基礎，成為了文化創意產學的核心場地之一；再透過設計學院創設文化創意產學

中心，以產學合作、垂直分工方式與產業結合，共同推展台灣文化藝術產業，進軍國際市場，

提昇國內創意產業的產值促進經濟發展。因此，創意產業設計博士班配合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達到下列教學目的：(1) 透過 ourmuseum 的典藏，提供博士班研究生很好的實質研究場所。（二）

實質的賣場，讓學生透過課程產生的創意商品，透過實質研究的創意經營模式，達到學以致用

的目的。（三）文化創意產學中結合博物館，能夠讓外界學者與在校師生同時可以達到知識的

成長，因而產生知識經濟來用，這是即為未來所需發展的趨勢。 

就典藏技藝的 Our Museum 言，經由「數位典藏」達到「創意學習」的目的。就技藝面來看，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可以經由 our museum 的數位典藏，引發文化創意的重要功能之一。就開發

創意的 Our Studio 而言，透過「文化創意加值產品」發展「產業在地化」，營造「地區創意產

業」。從 Our Studio 做起，發揮「知識經濟」與「美學經濟」目標。就創意面來看，創意產業

設計研究所可以結合 our studio 開發創意的重要功能之二。就形成生意的 Our Factory 而言，。

除了促進手藝與技藝的提昇、培養文化創意的人才與提升就業的競爭力之外，透過技術專書與

紀錄駐校藝術家影音光碟的出版，以及大量工藝精品的設計開發，更能落實藝術與文化創意產

業的推廣，同時使手藝經由創意變成生意。就生意面來看，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可以結合 our 

factory 形成生意的重要功能之三 (Lin，2008a,b,c)。 

5.2 結合人文與科技的發展願景 

近年來，「美學」伴隨著知識經濟快速的興起，政府積極以設計產業鏈的概念，訂定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計畫，整個文化創意產業計畫的重點在於文化如何加值「設計創意」，變成可以營利

的「生意」，形成「美學經濟」。文化創意產業納入國家發展重點計畫，顯示台灣經濟發展面臨

轉型的殷切，已經是全國的共識。在知識經濟的時代，文化與產業的關係日益密切，文化是需

要花錢投資的產業，而產品也可以透過文化的加值成為賺錢的產業。對產業而言，文化加值創

造了產品價值的核心；對文化而言，產業是推動文化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面，博物館透過現代

資訊科技，可以將珍貴的歷史文物予以「數位典藏」，以保存國家文化資產，建構公共資訊系統，

以促使精緻文化能夠資訊化、普及化、大眾化與生活化，結合科技與人文，達到推動產業和經

2009年工藝設計研討會論文集—包浩斯90年的回顧與展望。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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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的目的（台灣創意設計中心，2005，2006）。 

因應創意生活產業與美學經濟，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就教學、研究與服務而言，

其未來發展重點如下（林榮泰，2009a）。 

  就教學方面，配合教育部「大學校院藝術與設計系所人才培育計畫」的方向與規劃，設置的

整體目標在於培養文化創意產業設計管理人才與藝術產業發展整合人才，提供未來社會人才來

源。包括(1) 課程規劃：本院所設立之研究所博士班，乃培育高階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下的人才，

並發展為具備文化設計、經營管理、產業實務規劃等教學範疇。(2) 教學特色：主要為強化創意

價值之設計理論，結合嚴謹之研究方法，應用設計課程的實際瞭解與創意實驗室的合併發展，以

達成預期的成效。(3) 研究方式：主要採取透過實驗室的研究方式，除了運用實質的量化或質化

研究外，透過以結合課程之需求，建立分享合作平台，以文化設計實驗室、藝術傳達實驗室、媒

體運用實驗室為區域式主題來發展，在運用實驗成果建立良好知識庫並與產業合作實質發揮效

益，達成共存的目的。 

  就學術研究方面包括:(1) 應用研究結果：將利用實驗室所獲得的知識，協助輔導學術理論

實驗架構的開發，並可進行終身教育學習推廣，提昇文化藝術領域的教學水準，進而配合數位典

藏九年一貫與高中、大學藝文教學課程的連貫。(2) 充實教學文獻：本院擁有工藝設計、視覺傳

達、多媒體藝術等領域專家，透過實驗室可將更多的理論與實務經驗，透過實驗的求證，並可提

昇師生的互動，累積大量知識庫，提昇學術價值層次；例如工藝設計學系具備了陶瓷、木工、玻

璃等，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具有包裝、視覺、印刷等，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具有動畫藝術、商業型

態運用、劇本撰寫等。(3) 國際研討交流：透過學術論文發表，瞭解台灣的文化設計與藝術產業

於教學研究上與國際間的差異，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的目的，刺激國內創意設計與藝術產業的發

展，間接提升本校的國際學術價值。 

  就產業方面，透過強調本學院為藝術教育體系下唯一的設計科系，擁有可以配合產業發展之

系所，強調院景的建立，透過相關宣傳（包含就業輔導規劃等），建立相對研究的方向，以紮實

的藝術底基，建立更完善的文化創意產業根基。運用產學合作關係，激起打開產業間的知識分享

與對話，發展本土產業為先的在地文化產業發展。以下為有利於產業合作方面的利基條件： 

（1）創意設計是一種創造性活動，藝文產業屬於知識密集型；（2）以文化藝術為主要投入要素，

以創意產品及創新設計為取向；(3) 擁有工藝技術、視覺運用、互動設計等協助產業發展能力；

(4)具有文化藝術導向之社會市場價值；(5)具永續性之高附加價值；(6) 具有與不同產業結合之

多元性。  

6. 結論 

創意產業在各國的推動下，設計已經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的一環，文化創意未來勢必成為設

計發展的重點。在知識經濟的時代，文化與產業的關係日益密切。對產業而言，文化加值創造

了產品價值的核心。同樣地，對文化而言，產業是推動文化發展的動力。其所形成的文化產業

影響日常生活，形成生活型態，又造成影響產業文化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夠把文化的概念，融

入各類的產品設計，則可以讓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並達到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建

構一種新的設計型態，以凸顯台灣的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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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課程規畫理念之探討 

台灣藝術大學擁有豐富的文化資產與藝術資源，堪稱人文薈萃學風鼎盛；同時台北縣政府

配合「振興經濟方案」所推動之「文化創意產學園區」亦座落於板橋浮洲地區，園區內各新興

科技及傳統產業，與本校無論在學術及實務上之交流皆十分密切。以本校豐沛的人文藝術內涵

結合先進的高科技，將是開發產業創意價值，促進產業升級並提昇產業競爭力的重要基本元素，

也是進一步提昇人類生活品質的原動力。台灣藝術大學佔有地理環境的競爭優勢且兼具完備的

人文資產及科技資源為後盾，已擁有擔負國家產業人才培育並帶動國家產業升級重責大任之絕

佳條件。台灣藝術大學設計學院是國內唯一藝術大學具有完整藝術與設計的系所之綜合性創造

型與研究型學院，有卓越之學術條件可吸引國內外各界最優秀之師資及學生共同研究與學習。

同時，本校多年來致力於學術、研究與產業、政策之結合，累積藝術、設計、科學、管理、資

訊科技等各專業領域之教學及研究成果，已具備跨領域整合研究之堅實基礎。 
因此，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設立之目的，係以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在藝術、文化與設計的教

學專長為基礎，配合台灣經濟發展亟需轉型的事實，並結合政府「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的文

化創意產業；整合上游的文化創意、中游的設計創新與下游的市場行銷，形成的文化創新產業

鍊。也就是經由文化創意、創新加值、研發設計與商品化等階段，豐富文化創意產品的文化內

涵。並與相關的業界合作經由市場分析、經濟效益評估與商業模式之建立，以促成營運之可行

性。最後，達到文化創新產業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具體助益與貢獻。 

參考文獻 
1. Lin, R. (2008a). Service Innovation Design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 A Case Study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Park at NTUA. International Service Innovation Design 
Conference 2008, 20-22 Oct. Dongseo University, Korea. 14-25. (Keynote Speech). 

2. Lin, R. (2008b). A Framework for Human-Culture Interaction Design – Beyo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Emotion and Sensibility 2008, June, 27-29, KAIST, 
Korea. p8. (Keynote Speech) 

3. Lin, R. (2008c). Designing “Emotion”into modern Product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Emotion 
and Sensibility 2008, June, 27-29, KAIST, Korea. p11. (Panelists) 

4. Lin, R. (2007). Transforming Taiwan Aboriginal Cultural Features Into Modern Product Design－A    

    Case Study of Cross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Vol. 1,  
    No.2, 47-55.   

5. Lin, R., Cheng, R., & Sun, M. (2007). Digital Archive Database for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HCI International 2007, 22-27 July, Beijing, P.R. China. paper- ID:825, Proceedings 
Volume 10, LNCS_4559, ISBN: 978-3-540-73286-0.  

6. Lin, R., Sun, M. Chang, Y., Chan, Y., Hsieh,Y., & Huang, Y. (2007). Designing “Culture” into 
Modern Product --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HCI  International 2007, 22-27 
July, Beijing, P.R. China. Paper-ID:2467, Proceedings Volume 10, LNCS_4559, ISBN: 
978-3-540-73286-0.  

7. 王建柱 (1972)。包浩斯 – 現代設計教育的根源。台北:大陸書局，42-43。 

2009年工藝設計研討會論文集—包浩斯90年的回顧與展望。4-29。 
 

13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課程規畫理念之探討 

2009年工藝設計研討會論文集—包浩斯90年的回顧與展望。4-29。 
 

14

8. 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4)。2004文化統計。網址：http://www.cca.gov.tw/。 
9. 王健全 (2005)。2005年度「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策略研究及年報彙編。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臺灣創意設計中心委託研究報告。 
10. 行政院 (2002)。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臺北：新聞局。 
11. 林榮泰、王銘顯 (2008)。台灣設計產業發展現況與願景之探討。藝術學報，第四卷第一期(83

期)，49-69。  
12. 林榮泰 (2009a)。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課程規畫。台北: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設計學院。 
13. 林榮泰 (2009b)。融合文化與美學促成文化創意設計新興產業之探討。藝術學報，第六卷第

一期 (接受發表)。 
14. 林榮泰、孫銘賢、凃良錦 (2008)。文化創意產品設計與創新經營模式之探討 — 以台藝大

設計學院文化創意產學中心為例。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 13 屆年會暨研討會論文集，5 月 17
日，2008 年，長庚大學。設計產業與實務 P107，論文編號：354-1122-1-DR。 

15. 經濟部 (2007)。2006 年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臺北：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

辦公室。  
13. 經濟部 (2006)。2005年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臺北：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 

辦公室。 
14. 經濟部 (2005)。2004年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臺北：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 

辦公室。 
15. 經濟部 (2004)。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導覽手冊。臺北：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 

組辦公室。 
17. 臺灣創意設計中心 (2005)。產業界運用設計現況調查。臺北：臺灣創意設計中心。 
18. 臺灣創意設計中心 (2006)。設計服務業產業政策簡報。臺北：臺灣創意設計中心。 

http://www.cca.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