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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19 年，包浩斯（Bauhaus）結合手工技藝與工業技術，追求以「理性」為基礎的設計思維，為現代設計指引一個

新方向。包浩斯的設計理想，帶動世界性的現代設計運動，造就二十世紀設計現代化的風貌。台灣的設計教育發展，

大致也是依循包浩斯的教育理念。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在包浩斯創立 90 周年之際，本文以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設計

學院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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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再現包浩斯的設計教育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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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919, the Bauhaus school was founded by Walter Gropius in Weimar, Germany. Based on the art and technology, Bauhaus 

that combined crafts and arts, and was famous for the approach to design that it publicized and taught. Bauhaus was founded 

with the concept of “rationale” and the idea of creating a 'total' work of art in which all arts, including architecture would 

eventually be brought together. Although Bauhaus operated only in 15 years (1919 -- 1933), the Bauhaus style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urrents in modern design. The Bauhaus movement has been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design field in 

the 20th century. In general,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design education was followed the concept of Bauhaus style. In 21th 

century, especially at 90th anniversary of Bauhaus, it’s time to rethink the concept of art and technology in one unity in 

Bauhaus style. Therefore, taking the college of design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as an exampl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study how to adjust the “technology and humanity” in design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recent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ies focuses on the efforts among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 and academia sides. It is 

necessary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design education and design practicing to establish a design strateg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profess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endea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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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69 年，包浩斯創校 50 年時，撰者是明志工專工業設計科的學生。40 年後，翻閱舊書筆記，當年

對包浩斯的憧憬與熱情尤在。雖曾於 1999 年參訪包浩斯舊址，得償宿願；然包浩斯的教育理念除了對個

人修習設計的過程多所啟發外，對台灣設計教育亦影響深遠。1919 年，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以「藝

術與技術的新統一」的教育理念，在德國成立第一所設計學校包浩斯，開啟了「理論結合實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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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團隊合作」作

為設計的工作方式，也是最早提出「跨領域」的合作思維 [3，5]。90 年來，包浩斯（Bauhaus）結合手

工技藝與工業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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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浩斯的設

計理想，帶動著世界性的現代設計運動，造就了二十世紀現代化的風貌。同時，透過建構一個合理的客

觀世界，使現代設計邁向嶄新的境界 [19，33]。 

有關包浩斯的主張、成就與影響的相關論述相當多，就其主張而言，如前述的包括：(1) 「藝術與

技術的新統一」的教育理念，(2) 「人性本位」的設計哲學，(3) 「跨領域」的合作思維。就其成就與影

響整理分述如下：(1) 就「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的教育理念而言，包浩斯融合了過去純粹藝術與實用

藝術的教育方式，連結藝術與科技，促成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2) 就「人性本位」的設計哲學而言，

包浩斯接授了科技作為藝術家或設計師創作的工具 ，完成了美術工藝運動以來，推動手工藝之美與科技

應該為人類服務的思想。(3) 就「跨領域」的合作思維而言，包浩斯實現了德國設計聯盟的理想：「結

合藝術家、技師、專家與贊助者的力量，通過藝術、工業和工藝的合作方式，以謀求產品的改善。」格

羅佩斯在新建築與包浩斯一書中進一步說明集體創作精神：「………但是，我們不能像一個樂團在指揮

棒的指揮下被動的合作，相反的，我們要獨立而各盡所能的去為一個共同目標工作。」[3, 5, 19, 33]  

台灣的設計教育發展，大致也是依循包浩斯的教育理念。1 957年，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設立的美

術工藝科，開啟台灣的設計教育，其後50年的發展正反應這種以「實務」為主的設計教育。1964年，明

志工專首先成立工業設計科，隨後許多專科及高職學校先後成立了設計相關科系。1973年，成功大學設

立工業設計系，2000年，包括成功大學、交通大學、雲林科技大學與台灣科技大學等，設立設計博士班，

開啟我國設計的高等教育。台灣設計教育蓬勃發展的成果，正印證了當年包浩斯提出「藝術與技術的新

統一」的真知酌見 [13,14,15,16,17]。 

半世紀來，台灣經由設計教育已經洗刷「海盜王國」不雅的稱號，台灣雖然沒有亮麗的明星級國際

設計大師，但是台灣企業為了求生存，以「設計綁代工」的務實作法，卻造就台灣驍勇善戰的「設計團

隊」，也算是台灣設計發展的奇蹟。假如說台灣的「經濟奇蹟」是因為台灣人的「勤儉」習性，經由努力

工作得來的；那麼台灣發展的「設計奇蹟」則是架構在台灣「務實」的設計教育。台灣的設計教育源自

技術職業教育體系的務實作法，也印證了包浩斯「理論結合實務」的設計教育理念，造就了台灣的經濟

與設計奇蹟 [7, 9]。 

回顧過去設計的發展，我們發現設計又回到人性的層面，也就是強調創意生活美學的後工藝時代。

所以現在正是談「文化與藝術」如何結合「科技」，形成「美學經濟」的創意生活產業的時候了。過去，

工業產品的著眼點一切為「功能」（use）；現在，創意生活產品的主體則是「人」（user）。創意生活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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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生活產品是「人性」的表現，工業產品是「物性」

的追求；創意生活產品是「感性」的訴求，工業產品是「理性」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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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正是 90 年前包浩斯提出的「設計的目的是人，

紀念包浩斯 9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 12 月 7 日，輔仁大學，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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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產品」，以「人性本位」的設計哲學 [7, 9]。 

200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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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90 年前包浩斯為現代設計教育所提出來的三個主張：「藝術與技術的新

統一」的教育理念、「人性本位」的設計哲學與「跨領域」的合作思維，其目標與價值仍然不變。就設

計教育而言，其教育目標與設計本質也是不變的，要調整的是設計如何因應科技發展與社會變遷。在本

文以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設計學院為例 [6, 10]，包浩斯創立 90 周年之際，首先重新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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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人性本位」的設計哲學與「跨領域」的

合作思維，探討如何因應社會變遷與科技發展，提升現代設計教育的品質，再現包浩斯的設計教育理想。 

二、從「藝術與技術」探討台灣設計教育 
在包浩斯教育理想中，格羅佩斯認為：「一個優秀的設計師必須同時是優秀的工藝師，優秀的設計師

必須了解每種材料的特性，巧妙的加以運用，但同時又必須研究各種藝術形式和設計原理。」；在格羅佩

斯的心目中：「中古世紀的大教堂是集合建築師、雕塑家與工藝師等眾人的才智和技術，在同心合作下所

創造出來的產物。」準此，格羅佩斯認為：「一座建築物和一件工業產品，應是集體創作下，以標準化、

模組化等現代方法，進行跨領域合作所得到的成就，所以設計師與工藝師等均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包

浩斯的「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的教育目標，即根基於上述的理論思想 [3, 5, 19,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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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相關的發展計畫，其重點在於文化如何加值「設計創意」，成就「設計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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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是朝野的共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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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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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企業面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如何結合文化發揮設計創意，以「設計在地化」營造產品特色，面對

這一波「市場全球化」的挑戰，將是未來台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提升設計產業競爭力的首要課題 (行政

院，2002；王健全，2005；林榮泰和王銘顯，2008)。台灣的經濟奇蹟，靠的是過去中小企勤儉努力的打

拼精神與便宜的勞動工資，但這幾年來這些優勢已經被中國所取代。台灣如果想在全球的經濟中佔有一

席之地，必須建立起台灣自己的文化品牌，除了技術的提升外，還必須兼備創意的設計與人文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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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設計

的本質還是科技與人文的問題，也就是包浩斯創校之初的教育理念 -- 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這樣的理想

回歸工藝的本質，就是這「工不可沒，藝不可失」，是台灣未來設計教育必需思考的問題 [7, 9]。 

2.1 工不可沒，藝不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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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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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包浩斯 9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 12 月 7 日，輔仁大學，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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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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包浩斯也因此應運

而生。 

    當年格羅佩斯以「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的旗號，在德國成立包浩斯開啟了全新的設計教育。不過

在包浩斯的韋瑪時代，格羅佩斯認為：「一個藝術家經過技術性的教育後，可以擔任改進工業的任務」。

到了狄索時代，格羅佩斯在「包浩斯的構想與組織」中說：「……一個能構認識新的創作價值的藝術家，

經過工業世界的實際訓練以後，將具有直接創造這些價值的方法。他們將指使工業為他們的構想服務；

同時，工業本身亦將尋求和採用他們富於理解性的訓練方式。」。基本上，包浩斯狄索時代的早期，在

伊騰的神秘表現主義主導下，還是以藝術家為主的設計教育；直到那基引進結構主義的理論後，包浩斯

一方面加強工廠教育，廢除早期的雙軌教育制度，逐漸淡化藝術家的份量，包浩斯的教育才慢慢從「藝

術與工藝 (art and craftsmanship)」轉變到「藝術與技術 (art and technology)」。藝術與產品設計之間的結

合，從文藝復興的手腦並用，到工業革命機器取代人力的衝擊，以及美術工藝運動推動科技應該為人類

服務的思想，最後，包浩斯設計教育理念的形成，整個過程是一項緩慢而逐步改進才告實現的工作 [3, 5, 

19, 33]。 

設計領域中相關的「工」與「藝」,將是台灣未來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基礎，當創作與設計遊走於文

化之間，若碰到「創意」即可能變成「生意」。因此，如何展現「設計與創作魅力」，使出「創意的魔法」，

把「美學」融入「創意」，讓「創意」變成「生意」，重現「工不可沒，藝不可失」的目標，才可能成就

文化創意產業。「工」不可沒，「工」指的是以文化為背景的生產技藝或手藝，但是技藝只是文化的一部

分；創意指的是經由設計的加值，沒有設計加值，技藝也不等於創意；生意則包括行銷通路與品牌服務，

所以創意沒有品牌行銷也不等於生意。因此，如何把技藝加上創意變成生意，是文化創意產業必需思考

的問題。因此，「工」不可沒。「藝」不可失，在工藝的領域中，由於時代的變遷，從包浩斯傳統師徒制

的「漸進式學習」到現代應用高科技的「速成式學習」，從傳統以「實用」出發而追求「實用」與「美觀」

並重的「生活必需品」，到現今除了重視兼具「實用」與「美觀」之外，進而更講究精神層面的「文化價

值」與「時尚」。文化創意產業在各國的推動下，「藝術美學」已經成為文化創意產業不可或缺的一環。

因此，「藝」不可失 [7]。 

2.2 落實包浩斯設計實務教育 
在包浩斯創立90周年之際，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設計學院重新思考「藝術與技術」新統一的時代意涵，

在「工不可沒，藝不可失」的理念下，把設計教育中的「藝術與技術」再予重新調整。簡言之，未來台

藝大設計學院未來的整體課程採用適性規劃，教學上以因材施教的方式，整合各學系專業領域課程，規

畫專業核心課程，裨益學生選課更具彈性。設計學院核心課程規劃方式，將以包浩斯的設計教育理想，

透過工作室的方式實現理論與實務結合的設計教育目標。其包括三個重點：(1) 院共同必修課程適性化，

(2) 落實研究室實務教學，(3) 「藝術與技術」的知識融合與「工藝與設計」的生活實踐。冀望設計學院

於設計教學的歷史脈絡中，提出關鍵性的發展與規畫，以勾勒出臺灣設計教育發展的願景及方向，亦期

望達到學界及產業界多元的交流與合作 [6, 13,14,15,16,17]。 

台藝大設計學院配合前述的目的，將實務教學的整體架構規劃為「教育與課程教學」、「實習、服務

與經營」與「推廣與販售」等三大區塊。透過知識傳授的「課程教學」，連結職場的「實務教學」，達到

紀念包浩斯 9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 12 月 7 日，輔仁大學，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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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服務」，的社會價值，進而達成實務教學的整合目的，其整體架構如圖 1。整個架構的中心思想就

是以 90 年前的包浩斯所揭櫫的設計教育理念，主要是經由學校的正規教育，培育學生的專業技能與專業

知識，進而透過產學中心，學習團隊精神與默契，透過完整的實務設計案，培養團隊如何有效率的完成

任務。最後，透過相關的媒體資訊或商場活動，除了推銷商品的創意外，經由創意商品推介設計師或藝

術家，達成培育結合藝術與技術的設計工作者之目標。整個課程的規畫目標，不只是培養一個設計工作

者，而是養成參與設計團隊應有的「團隊精神」，「Team Work」也正是包浩斯當年強調的設計教育目標。

在上述的教育目標下，課程設計則依據「文化創意產業」的內涵與核心概念，各學習領域均以確立基本

理念、研擬教學目標與訂定能力指標等三個階段，來規畫相關的課程架構。闡述各學習領域之內涵、核

心概念與課程系統架構，再發展確立其分段能力指標後，分別從大學、研究所碩士班與博士班等三個層

面，探究工藝設計的課程架構與發展策略，其課程架構與實施目標，如圖 2 所示 [6, 13,14,15,16,17]。 

     

圖 1  設計學院實務教學架構圖                      圖 2 設計學院課程教學目標架構圖 

2.3 文創產業園區的設計教育功能 
撰者曾經經訪問幾所德國的設計相關大學，尤其是實地參訪位在德索的包浩斯學院，其結合「師徒

式」與企教合作的實務教育方式，為德國師徒式的設計教育留下了有力的見證。包浩斯的教育制度就是

典型「師徒式」的教育方式，他們捨棄「教師」與「學生」的稱呼，而直接用「師傅」(master)、「技工」

(journeyman)與「學徒」(apprentice)等古老的稱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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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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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結合產官學透過實務的教育，一向是台灣設計教育努力的目標；尤其是政府正推動文化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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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務教育模式益顯

得重要，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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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

士班，其教育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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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目標下，延續前述「工不可沒，藝不可失」的目標，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成立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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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有關 Our Museum、Our Studio 與 Our Factory 的設立目的，以及其如何落實設計實務

紀念包浩斯 9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 12 月 7 日，輔仁大學，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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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功能，再現包浩斯實務教育的理想，簡要說明如下 [10, 12]:  

(1) 典藏技藝的 Our Muse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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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Museum 具有典藏

技藝的象徵意義，同時可以達到創意學習的教育目的；未來透過數位博物館 (Digital Museum)的概念，可

以發揮的功能未可限量。數位博物館的關鍵性概念源於知識的開放，這意味著透過數位博物館可以將典

藏文物不受時空的限制，對全校師生、全台灣或甚至全球所有需要瀏覽文物的人士作隨時的展示，經由

「數位典藏」達到「創意學習」的目的。台灣已有許多數位博物館出現，如故宮博物院、國立歷史博物

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等。將數位典藏或數位博物館的概念，推廣至教學及學習

活動時，所有的國人將能對博物館數位化的典藏文物作最有效的運用。在文化創意產業正是結合藝術與

技術的產業，因此，Our Museum 的典藏技藝在於提醒學生「工不可沒」，進而透過創意結合科技，達到

「藝不可失」的教育功能 [10]。 

     

圖 3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的 Our Museum / Our Studio / Our Factory 

(2) 就開發創意的 Our Studio：透過「文化創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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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中心係以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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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Studio 的文化創意、中游的設計創新與下游的市場

行銷，形成的文化創意產業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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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文化創意產業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具體助益與貢獻。簡言之，文化創意產業中心

的目標主要是結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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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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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就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意面來看，文化創意產學中心重要的教育功能之二 [10]。 

(3) 就形成生意的 Our Factory：透過文化創意人才的培養與提升就業的競爭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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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此，本校特別在設立 Our Museum，籌劃文化創意產

業中心 – Our Studio 之後。又仿 效 國 家 級 的 文 化 園 區 的 構 想，把 臨 近 台 藝 大 廢 棄 的 退 輔 會 榮

民 紙 廠 ， 改 造 為 文 化 創意產業園區 –Our Factory。提供學生學習、實習與圓一個創意夢的藝術設計

教育樂園，這又是國內大學發展文化創意的另一項創舉。為了讓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揮應有的功能，本

校同時推出一系列的文化創意產業紮根計畫包括:陶瓷工藝精品工作坊、玻璃工藝精品工作坊與綜合工藝

精品工作坊等分項計畫。透過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藝術家的進駐、廠商的進駐、創意設計中心設計團隊的

培養、課程與就業的實習等，將美術、設計、表演、傳播等藝術領域的內容，轉換成文化創意產業的陶

紀念包浩斯 9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 12 月 7 日，輔仁大學，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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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工藝精品、玻璃工藝精品，以及綜合工藝精品，達到藝術的創新與加值。同時，以「創意台灣」的宏

觀視野，將藝術科技化、國際化`與產業化，透過藝術形塑台灣文化商品。這也是就文化創意產業的生意

面來看，文化創意產學中心重要的教育功能之三 [10]。 

2.4 融合藝術與技術的微笑理論 
近年來，在教育部的教學卓越計畫、國科會文化創意的整合型計畫與文建會的文化創意育成中心計

畫的支持下，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利用已經建構的 Our Museum 的典藏「技藝」，結合 Our Studio 的文化「創

意」，形成 Our Factory 的美學「生意」，達到美學經濟的微笑模式，也就是創意與生意的美學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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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 [6,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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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產學合作與垂直分工

方式透過產業合作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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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museum

典藏的技藝，提供博士班研究生研究技藝的素材以及產生創意的靈感。(2) 透過 Our Studio 產生的創意，

讓學生透過課程學習，設計創意商品，進一步透過實務研究探討不同的創意經營模式，達到實務結合理

論的教育目的。(3) 透過 Our Factory 形成的生意，以 Our Museum 的技藝結合 Our Studio 的創意，形成

Our Factory 的生意，串連技藝與創意架構美學經濟，達到融合藝術與技術的微笑理論 [6, 10, 12]。 

圖 4 原係由施振榮先生所提出在知識經濟架構下的微笑理論，其重點是以生產製造為基礎，透過研

究發展與市場行銷，把台灣的產業從代客加工(OEM)，提升到代客設計(ODM)；最後，達到自創品牌(OBM)

的目標。因此，台灣產業結構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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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本研究利用圖 4 的概念，以 Our Museum、Our Studio

與 Our Factory 為基礎，架構了美學經濟的微笑理論，其主要的理念說明如下: 把數位典藏(Our Museum)

的「技藝」擺中間，當「技藝」向左走，經由「設計」表現「創意」，再透過資訊加值、知識加值與創

意加值，形成「創新」的機會(Our Studio) [32]。當「技藝」向右走，經由「行銷」促成「生意」，再透過

文化差異、地區特色與創意產品，形成「創業」(Our Factory)的機會。也就是如何運用 Our Museum 的「技

藝」為基礎，經由 Our Studio 的知識加值產生創新的產品，再透過 Our Factory 的創意加值形成創業的機

會。文化創意產業的品牌創意加值係根基於「文化特色」，經由「設計」營造生活品味，透過「品牌」

形成生活型態。「地區文化特色」就從「品牌創意」中轉變為「經濟」。「創意」是經由感動的認同，

「品牌」則是實現文化設計創意的媒介、手段或方法。因此，地區的品牌創意簡單的說就是地區文化透

過「創意」設計，經由「品牌」行銷實現一種設計品味或生活型態。當「數位典藏」結合「文化創意」，

再加入「科技」，透過「設計」展現「創意」，必然可以透過地區產業的品牌創意加值，再創台灣經濟

奇蹟 [29, 30, 31]。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的整體課程規畫係合前述之圖 1 與圖 2 的課程架構，圖 4 則是課程

設計的教育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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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包浩斯 9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 12 月 7 日，輔仁大學，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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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文化創意商品產生美學經濟系統概念圖 

三、從包浩斯精神探討台灣設計產業的困境 
假如說台灣過去的「經濟奇蹟」是因為台灣人的「勤儉」習性，經由努力辛勤工作得來的；那麼台

灣最近「設計產業發展的奇蹟」，則是架構在台灣人「務實」的作為。企業為了生存，降低成本固然重要，

但是在競爭的壓力下，慢慢體會經由設計提高產品的價值，才是企業永續經營的不二法寶。這種利用生

產製造的優勢，透過設計來提高產品附加價值的作法，正是台灣發展工業設計務實的作法。尤其是經濟

部在 1980 年代後期，開始執行「全面提昇產品品質計畫」（1988～2003）、「全面提升工業設計能力計劃」

（1989～2004）與「全面提昇產品形象計畫」（1990～2005）三個五年計畫。目前現正執行的國家發展相

關計劃中，「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產業高值化計畫」都與「創新設計」和「品牌形象」有著直接關

係。這種一貫持續提升設計產業的政策，促成設計產業今天的榮景 [4, 20, 21]。 

根據台灣創意設計中心曾經委託蓋洛普徵信公司，針對產業界運用設計情況所做的研究報告，此研

究係針對 1,002 位設計服務業公司負責人或設計相關部門主管，進行問卷調查統計。調查結果顯示，66%

的受訪者認為設計運用對公司的營運非常重要，28%的受訪者認為中要。顯示設計已經成為企業營運重要

的「關鍵績效指標，KPI (Key Performance Index)」。透過資料分析顯示，78%的企業皆有運用設計創新的

經驗，其設計主要被運用在型錄 DM 設計、電腦繪圖、產品/商品企劃等。同時，研究報告也指出未來五

年企業對於設計相關支出也將大幅成長 [30,312]。林榮泰(2005)為了進一步了解目前活躍於台灣的設計公

司與企業的設計部門主管們，對於當前設計產業的看法與見解，曾經訪問了包括明基電通(BENQ)的設計

總監、華碩電腦(ASUS)設計經理，以及宏碁電腦(ACER)設計處長等 13 家公司的設計部門主管，以及

GE/FITCH 設計的執行總監、浩漢設計設計總監，以及漢邦國際設計設計總監等 6 家知名設計公司的主

管。藉由訪談了解這些台灣的設計產業的領導者，如何成就台灣的設計奇蹟，同時，也藉由這群設計產

業掌舵者的建議，釐清台灣設計產業當前的問題，茲與設計教育有關的困境，分三個方面簡述如下 [6, 18]： 

3.1 台灣需要培養設計大師或經營設計團隊 
近年來，台灣在國際工業設計界的驚人成長，贏得許多世界有名設計競賽的大獎。陸續吸引許多國

際級的設計大師來訪，看看台灣的設計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國際設計大師紛紛來訪，證明了台灣工業

設計的成就，自有其足以傲人的特點。雖然有人感嘆說：台 灣 需 要 培 養 像 菲利普‧史塔克(Philippe 

Starck)這樣的設計師，持這種看法的人是「見樹不見林」。因為台灣工業設計是隨著經濟的成長而發展，

紀念包浩斯 9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 12 月 7 日，輔仁大學，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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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以前，台灣的代客加工(OEM)以「降低成本」，生產「物美價廉」的產品，成功的立足世界製

造業。但是這種只有「成本」沒有「價格」，只知道「cost down」，不知道「value up」的 OEM，雖然

成就了台灣階段性的經濟奇蹟，長而久之，依賴成性，無形中變成企業發展設計，自創品牌的阻力。在

OEM 的代工時代，廠商趕貨應急生產都來不及的環境下，那有時間發展設計，如何能培養設計大師？ 

台灣雖然沒有亮麗的明星級國際設計大師，但是台灣企業為了求生存，以「設計」換「訂單」，透過「設

計」經營「品牌」的務實作法，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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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90年前，包浩斯並提出「團隊合作」作為設計的工作方式，也就是「結合藝術家、技師、專家

與贊助者的力量，通過藝術、工業和工藝的合作方式，以謀求產品的改善。」這也是最早提出「跨領域」

的合作思維，異業結合與跨域合作，正反應當前設計在台灣企業發展的實況。其合作的精神是既合作又

競爭的雙贏策略，就像格羅佩斯對集體創作精神的期許 -- 我們不能像一個樂團在指揮棒的指揮下被動

的合作，相反的，我們要獨立而各盡所能的去為一個共同目標工作。令人再次佩服格羅佩斯當年對設計

團隊合作所提出的遠見 [6, 9, 18]。 

3.2 台灣需要追求設計產值或發揮設計價值 
從經營管理層面來看，結果「市場行銷」是這群台灣設計團隊的領軍者，在設計實務中最重視的因

素，代表設計業者在面對強大的競爭力下，設計的目的是為了成功行銷產品。另一方面，產品設計開發

的目的是要將產品成功的「商品化」，以達到商業上的利益，所以「成本」因素也同時成為重要的考量因

素，也間接證明透過「設計」創造「產值」，是產業應用設計的主要目的之一。就設計過程而言，傳統的

「功能性」、「介面」、「技術」是決定產品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然而這三項要素並未成為新一代設計主

管，作為評價設計的最重要因素，這也印證了台灣產品設計起源於 OEM，經過三、四十年的發展後，業

者在技術的整合、機構設計、量產化等，技術層面的掌握已經漸趨成熟，足以因應各類創新的產品設計。

如何把「人性」的生活型態，融入「科技」的感性產品中，反而是大家對於未來產品設計的共識。 

另一方面，從設計內涵探討「美學」，已經成為這些設計專業經理人最重視的因素，代表賞心悅目的

產品，是打動消費者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因素也成為重要的設計評鑑指標，證明

台灣在全球化市場的競爭環境下，「文化」差異已經成為全球化下產品設計「同中求異」的趨勢。這些轉

變在在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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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18]。 

就產品設計對生產者而言，注重的是能有多少產值；從使用者或社會的觀點，關心的是這個產品能

帶來什麼價值。90 年前，包浩斯接授了科技作為藝術家或設計師創作的工具 ，完成了美術工藝運動以來，

推動手工藝之美與科技應該為人類服務的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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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正在推展的文化創意產業，其核心價值在於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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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呼應 90 年前包浩斯以「人性本位」的設計哲學，

所提出的「設計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產品」。 

3.3 跨國競爭全球市場或區域文化在地設計 

    另一項被提出來的因素是跨國性的競爭，在全球化與科技進步的推波助瀾下，這也是台灣的設計團

隊面臨的新挑戰；因此為了因應這種跨國的設計競爭，如何以區域文化特色為主，轉換為文化創意產品

的產品設計模式蔚然成形。社區是生活基地，需要總體營造；文化是生活型態，需要大家關心；創意是

感動認同，需要文化加值；設計是生活品味，需要無盡創意。從產品設計與品牌的角度來看，在經濟全

球化，生活地球村風潮的影響下，各國的產品設計呈現一致的國際化風格，缺乏各自的特色，無法顯示

紀念包浩斯 9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 12 月 7 日，輔仁大學，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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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地區性的文化特質。近年來，在消費者導向設計趨勢的影響下，人們開始喜歡個性化或差異化的產品，

甚至尋求具有文化認同或表現文化特色的產品，世界各國亦發展出強調自己文化特色的設計風格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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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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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化已經成為產品設計的新契機，各國無不想盡辦法在產品設

計的過程中，融入其區域文化特色，以利產品能在全球化市場得到共鳴。企業面臨「經濟全球化」的衝

擊，如何結合文化發揮設計創意，以「設計在地化」營造產品特色，面對這一波「市場全球化」的挑戰，

將是未來台灣發展地區特色的文化產品，提升社區產業競爭力的首要課題 [8, 9, 10, 11, 12]。 

國際化曾經是包浩斯創立之初討論的一個議題，隨著科技的進展在大量生產的主導下，產品的同質

性降低了產品的個性化，如前述在地文化的設計成為同中求異的方法之一，回顧過去包浩斯創立以來的

設計發展，設計又回到文化或工藝的層面，也就是強調創意生活美學的後工藝時代。所以現在正是談「文

化與藝術」如何結合「科技」，形成「美學經濟」的創意生活產業的時候了。這又應證了包浩斯「藝術與

技術」新統一的包浩斯創立 90 周年之際，首先重新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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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人性本位」的設計哲學與「跨領域」的合作思維，探討如何因應社會

變遷與科技發展，提升現代設計教育的品值，再現包浩斯的設計教育理想。 

四、台灣設計教育的展望 
    筆者曾經應英國文化協會之邀請，於 2007 年 10 月 29-30 日參加在印尼 Bandung 所舉辦的 2007 PMI2 

-- 教育、就業能力與創意產業論壇，所謂 PMI2 是第二屆 Prime Minister Initiative 的簡稱 [11]。其主要的

目的是執行 2005 年英國首相提出的政策，期望經由 PMI2 加強與東南亞國家在政策與教育層面的策略合

作。近年來，英國在教育層面熱切的尋求任何可能經由加強合作來支持國家的教育、經濟與社會期盼的

方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英國文化協會在 2007-2008 於東南亞舉辦了一系列的高峰論壇，這些論壇提供教

育與政策主導者一個經由討論交流，分享經驗的機會。同時提供參與者合作、策略聯盟與國際結盟的平

台。每一個會談都聚焦於特定主題分享經驗，雖然是一系列的會談，但是每一個主題都是獨立的議題。

每一個會談將提出大家具有共識的合作計畫包括研究與任何合適的合作計畫。會談主要的目的包括：(1) 

知識分享：提供一個策略與政策的對話論壇，以加強優先與可能合作範圍的共識。(2) 尋求共同合作的議

題：尋求共同議題與合作機會，發展互蒙其利的合作計畫。(3) 探討加強關係的機會：加強英國與國際夥

伴的優先合作關係。茲就與設計教育相關的幾個議題，配合前述的台灣設計服務產業的困境提出討論如

下 [11]: 

4.1 虛擬與真實–藝術設計教育的難題 
    包浩斯創立之初，面臨機械文明介入美術工藝的衝擊，目前我們面對的卻是資訊科技融入設計教育

的挑戰。自從工業革命以後，科技一直是創造繁榮物質文明的動力。而近代設計史的演變，也是隨著科

技的進展，亦步亦趨。從藝術或設計演變的過程來看，每當科技有飛躍性的突破，必然帶動設計與藝術

的變革。設計教育自不例外，隨著數位科技的發展，科技在數位藝術發展的角色由工具轉變成媒材。就

資訊科技的發展來看，設計教育應該發揮何種功能？扮演怎樣的角色？是設計教育工作者未來需要關注

的焦點，從上述的產業與教育的現況與展望下，面對資訊科技的挑戰，許多值得藝術或設計教育者深思

的問題，茲舉幾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如下 [11]: 

紀念包浩斯 9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 12 月 7 日，輔仁大學，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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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隨著數位科技的發展，我們面對學生是數位科技國度的國民，老師是數位科技國度的移民的事 

實。 (Students are digital natives, but teachers are digital immigrants.)。身為老師必需善用科技來支持新

的學習網絡，否則老師將永遠是科技世界的訪客。(We need to embrace technologies supporting new 

learning networks or “be forever visitors in a foreign country.”)。因此，在數位化的世界教學相長就更形

重要了。 

(2) 創造力導向的學習 -- 建立一個想像的學習環境，可以激勵文化創意產業。(Imagination-based  

learning….builds learning environment that encourage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3) 強而有力的創意來自你在不熟悉的衝突下工作。(When you work with “the collision” of the unfamiliar 

you get powerful ideas.)  

(4) 就電腦介入設計教學的事實，我們必需面對何謂數位設計的基礎教學？ (What is the foundation of 

digital learning？ 

(5) 內容導向的課程設計與能力本位的課程設計。(Content based curriculum vs. Competence based 

curriculum) 

(6) 如何教導學生在虛擬的世界(電腦螢幕)解決現實世界的設計問題？ 

(7) 老師學習過去的知識，教育現在的學生，如何去解決未來的問題？ 

    上述的每一個問題，都是藝術設計教育工作者面對資訊科技衝擊，需要調整思考的問題，除了這些

共同的問題外，各國在文化創意產業的教育面向，都有各自的難題。就設計教育的層面而言，除了上述

的問題外，比較嚴重的共同問題是現代學生都是單獨面對電腦作設計，在虛擬世界模擬現實世界的情境。

相對於包浩斯所提出的集體創作，衡諸前述的困境，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台灣需要培養設計大師或

經營設計團隊?其困境已如前面的說明敘述。 

    茲以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設計學院為例，說明如何培養設計團隊的務實作法。過去三年台藝大設計學

院實施一個設計團隊的培訓計畫 (Design Team in Training Project)，尋求企業與學界更密切合作與務實的

作法。其實施的方式在學校的這一端我們以碩士班學生為主，組織一個設計團隊；在企業端我們尋求一

個合作的企業，除了提供實實務的學習環境外，並提供適度的獎學金鼓勵學生，實施一個兩年的計畫，

其概念如圖 5 所示。計畫的第一年以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的設計能力為主，經由參與各類的設計競賽，培

養學生團隊合作的默契，圖 6 係學生團隊參加 2006 iF 學生概念設計獎，獲獎的作品。第二年則以培養學

生團隊的設計整合能力為主，透過企業的實務環境，培養學生團隊解決實際問題的設計能力。圖 7 則是

學生以合作企業生產的產品為主，獲得日本優良設計(Good Mark)的作品。 

 

圖 5  設計團隊培訓計畫概念圖 

紀念包浩斯 9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 12 月 7 日，輔仁大學，59-76。 



從包浩斯風格探討台灣設計教育的展望 
 

台灣雖然沒有亮麗的明星級國際設計大師，但是台灣企業為了求生存，以「設計」換「訂單」，透過

「設計」經營「品牌」的務實作法，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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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設計發展的務實做法，造就台灣許多成功的設計團隊，促成今天與設計服務相關的公司蓬勃發

展。就設計教育而言，如何結合台灣設計業務實的優勢，透過產學合作的方式，培養設計師的團隊合作

精神，是資訊時代衝擊下的設計教育必需思考的問題。 

 

       

圖 6  2006 iF 學生概念設計得獎作品 

    

  圖 7  2006 年日本 G-Mark 產品設計獎的鍵盤 (資料來源：Ming’s 設計，台灣禎信公司生產製造) 

4.2 理想與現實 – 文化創意產業的困境 
就設計發展的歷史來看，1950 年代，二次大戰後由於人因工程學興起，符合人因工程的造形，變成

設計的主流，一直延續到 1980 年代，個人電腦興起後，所謂「親人性」(user friendly)的介面設計概念，

變成一個重要的議題。進入 21 世紀的數位科技世界，以「人性」為本的互動介面就更加重要，即所謂設

計或藝術的人性面，又變成大家關注的議題。現在設計或藝術講求的是感性，也就是所謂的愉悅性或體

驗性，當我們談到「文化創意」時，其與「人」的互動就益形重要了。如前述包浩斯確立以「人性本位」

的設計哲學，強調「設計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產品」。台灣正在推展的文化創意產業，就產業的角度來看

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問題，反應出文化創意產業的困境。產業這一端又該發揮何種

功能？扮演怎樣的角色？是與會代表討論產業這個面向的焦點，在與會各國專家學者的腦力激盪下產生

許多值得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深思的問題，茲舉幾個問題如下 [11]: 

(1) 「文化」是過去式，「創意」是未來式，「產業」是現在式。 

(2) 未來需要思考的是建立一個產業的介面 – 最有創意的作品將從在這樣的介面產生。(The future is to 

think of an industrious interface…. The most creative work is happening at this interface.) 

(3) 大學忙著發展新創意，但是企業關心的焦點是如何應用與可行的創意；然而創意的應用需經由教育來

發展。(Universities are well placed to develop new ideas but in industry “the focus is on the applications and 

relevance for ideas. Application of ideas needs to be developed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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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業關心產品創意的產值，學校關心學生創意的價值。(capacity of creation or capability of creation)。 

上述的每一個問題，都是文化創意產業的工作者需要思考的問題，除了這些共同的問題外，各國在

文化創意產業的企業的面向，同樣的都有各自的難題。就企業的層面，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台灣文

化創意產業未來需要面對的問題? 

從經營管理層面來看，企業在「市場行銷」的壓力下，成本的考量是設計實務中最重要的

因素，顯示設計業者在面對強大的競爭力下，設計的目的是為了成功行銷產品。另一方面，產

品設計開發的目的是要將產品成功的「商品化」，以達到商業上的利益，所以「成本」因素自然

成為重要的考量因素，也間接證明透過「設計」創造「產值」，是產業應用設計的主要目的之一。 

台灣產品設計起源於 OEM，經過三、四十年的發展後，業者在技術的整合、機構設計、量

產化等，技術層面的掌握已經漸趨成熟，足以因應各類創新的產品設計。就文化創意產業的發

展的困境而言，如何把「人性」的生活型態，融入「科技」的感性產品中，反而是大家對於未

來產品設計的共識。 

另一方面，從設計內涵探討「美學」，已經成為文化創意產業最重視的因素，代表賞心悅目

的產品，是打動消費者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另外，「文化」因素也成為重要的產品創意設計的評

鑑指標，證明台灣在全球化市場的競爭環境下，「文化」差異已經成為全球化下產品設計「同中

求異」的趨勢。回顧 90 年前包浩斯「人性本位」的設計哲學，其核心價值在於肯定設計是以人

為中心的文化創意活動，其最終的目的在於形成生活文化，營造人性化的生活環境。隨著科技

的進展，這種轉變在在說明如何發揮設計在以人為本的文化價值，已經是未來設計產業必需面

對的重要課題，同樣的，也是未來台灣設計教育需要思考的問題。 

4.3 全球市場與在地設計–文化創意產業的希望 
    如前述國際化曾經是包浩斯創立之初討論的一個議題，不但企業面臨全球市場下，在地設

計的困境；同樣的，設計教育也面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挑戰。隨著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過程中，

全球性的市場競爭永遠是被題出來討論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與科技進步的推波助瀾下，產品

的同質性降低了產品的個性化，如前述在地文化的設計成為同中求異的方法之一，這也是文化

創意產業面臨的新挑戰。因此，為了因應這種全球化的創意設計競爭，如何以區域文化特色為

主，轉換為文化創意產品的設計模式蔚然成形。教育如何因應這項挑戰，是與會代表討論的焦

點 -- 跨國競爭的全球市場，區域文化的在地設計。在與會各國專家學者的腦力激盪下產生許

多值得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深思的問題，茲舉幾個問題如下 [11]: 

(1) 大家都想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的樞紐。然而文化創意產業應該發展並強化地方性的社區，同時

必 需 把 關 懷 放 在 強 化 與 保 留 地 區 的 文 化 遺 產 。 (“Everybody wants to be the key creative 

industry hub.” …..creative industries should “develop and enhance local communities” and care 

needs to be taken to enhance and “preserve local heritage.”) 

(2) 在全球市場與在地創意間有一股互相牽制的力量。企業需要全力發展全球市場的壓力下，也

同時需要兼顧強化區域的地方技藝、發展潛力與文化特色。(Tensions exits between a need to 

develop global markets and harness the power of creative industries to build on and enhances 

local skill, potentials, and cultures.) 

(3) 同樣的，在實用技藝與學術知識間也存在許多對立的情形，但是大家也知覺到熟練的實務經

驗與職業技 術的專業應 用是創意的 核心。 (There are tensions between the need to deliver 

紀念包浩斯 9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 12 月 7 日，輔仁大學，59-76。 



從包浩斯風格探討台灣設計教育的展望 
 

instrumental skills and academic knowledge. But there is also a growing awareness that 

deliberate practice, the expert applications of occupational skills, lies at the heart of creativity.) 

(4) 社區營造局限於在地特色，社區產業則是開放的世界。社區是生活基地，需要總體營造；文

化是生活型態，需要大家關心；創意是感動認同，需要文化加值；設計是生活品味，需要無

盡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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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品設計與品牌的角度來看，在經濟全球化，生活地球

村風潮的影響下，各國的產品設計呈現一致的國際化風格，缺乏各自的特色，無法顯示出地區

性的文化特質。近年來，在消費者導向設計趨勢的影響下，人們開始喜歡個性化或差異化的產

品，甚至尋求具有文化認同或表現文化特色的產品，世界各國亦發展出強調自己文化特色的設

計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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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化已經成為產品設計的新契機，各國無不想盡辦法在產品設計

的過程中，融入其區域文化特色，以利產品能在全球化市場得到共鳴。企業面臨「經濟全球化」

的衝擊，如何結合文化發揮設計創意，以「設計在地化」營造產品特色，面對這一波「市場全

球化」的挑戰，將是未來台灣發展地區特色的文化產品，提升社區產業競爭力的首要課題 [6,9]。 

當然未來台灣的設計教育也必需跟著調整，回顧包浩斯創立之初以「人性本位」的設計為理念，透

過「集體創作」的方式，完成設計「藝術與技術」新統一的目標。隨著科技的發展，多樣少量的生產方

式也能符合效益，使得設計又回到以工藝為主的文化層面，透過文化創意強調創意生活美學，形成所謂

的後工藝時代。未來台灣的設計教育，正需要思考如何結合「文化與藝術」與「科技」，形成「美學經濟」

的創意生活產業，透過重新思考包浩斯的「藝術與技術」新統一的時代意義，把以創意生活中的「藝術

與技術」如何再予重新調整；再以「人性本位」的設計哲學與「跨領域」或異業結合等集體創作的合作

思維，再現包浩斯的設計教育理想。 

五、結論與建議 
回顧包浩斯的設計教育理念，90 年來，包浩斯的設計理想：(1) 「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的教育理

念，(2) 「人性本位」的設計哲學，(3) 「跨領域」的合作思維；一直是現代設計教育的願景，造就了現

代化設計教育的新風貌。同時，透過設計結合科技建構一個合理的客觀世界，使現代設計教育邁向嶄新

的境界。近年來，台灣設計教育蓬勃發展，早期台灣設計的發展受到包浩斯教育理念的影響頗深，回顧

台灣的設計教育發展，大致也是依循包浩斯的教育理念。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在包浩斯創立 90 周年之

際，本文以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設計學院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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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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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是朝野的共識[1,2,4]。 

最近政府一連串的措施，例如成立台灣創意中心連結文化創意與產品設計，甚至訂定文化創意產業優惠

貸款辦法等等，在在顯示政府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決心。台灣的經濟奇蹟，靠的是過去中小企勤儉努力

的打拼精神與便宜的勞動工資，但這幾年來這些優勢已經被中國所取代。台灣如果想在全球的經濟中佔

有一席之地，必須建立起台灣自己的文化品牌，除了技術的提升外，還必須兼備創意的設計與人文的關

懷，這也是政府推廣文化創意產業的目的。因此，台灣產業未來需要保持 OEM 的優勢，展現 ODM 的創

意，發揮 OBM 的加值。因應台灣設計產業未來發展，如何透過文化創意加值設計的「文化創意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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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幾點是台灣設計產業未來發展趨勢與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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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9, 12, 18]。 

台灣的設計教育源自技術職業教育體系的務實作法，雖然造就了台灣的經濟與設計奇蹟。展望台灣

未來的設計教育，在美學經濟的時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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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夠透過設計教育把文化的概念融入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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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台灣的設計教育針對企業面對的困境：(1) 台灣需要培養設計大師或經營設計團隊，(2) 

台灣需要追求設計產值或發揮設計價值，(3) 跨國競爭全球市場或區域文化在地設計。必需思考下列的

三個問題：(1) 因應資訊科技的衝擊，如何在虛擬與真實中，解決藝術設計教育的難題，(2) 在 理想與

現實中，解決文化創意產業的困境，以及(3)面對全球市場與在地設計，如合建構文化創意產業未來的希

望 [7, 8, 9, 12, 18]。 

1919年，包浩斯以「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的教育理念，開啟了「理論結合實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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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團隊合作」作為設計的

工作方式。90年來，包浩斯結合手工技藝與工業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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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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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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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30,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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