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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正進入一個以文化創意帶動美學經濟的時代，新的設計思維強調：設計不僅是考

量生產的方便性以及解決使用的機能性，更重要的是一種生活形態的創造、生活品味的體

驗，以及生活價值的實踐，而其關鍵核心就是文化。台灣文化多元而豐富，河洛文化更是

對台灣人民在語言、宗教、生活習俗等面向有著最深沈的影響。近幾年在世界各地吹起中

國風的熱潮，華人文化逐步邁向世界舞台，河洛文化成為台灣追求文化創意產品設計的重

要原動力。文化創意設計的要義在於萃取文化元素，藉由隱喻、轉喻、借喻等符號轉化的

手法，賦予商品新的美學意涵，帶給消費者一種感同身受的感動。本論文以河洛文化的精

神特色為出發點，並擷取傳統節慶、禮教、器物等文化元素，透過實際案例，分析如何運

用文化符號的轉化，將傳統文化融入現代產品之設計中。除為當前文化創意產業提供可行

之設計模式，更藉由創意商品設計為傳統文化再現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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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ing Traditional Culture--Applying Ho Lo  

Culture Elements on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Abstract 

 
Taiwan is now approaching a new era of aesthetic economy powered by cultural creative. 

In addition to convenience in manufacturing and functionality for problem-solving, new design 
concepts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creation of lifestyles, the experience of tast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life values—all with the core essence of culture. Taiwanese culture is rich and 
diversified, among which Ho Lo culture imposes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ialects, 
religions and customs. As Chinese styles and culture is turning to be the focal point in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Ho Lo culture elements will certainly become an accelerating force for the 
pursuit of culture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The essence of culture creative design lies in refining 
culture elements and transferring them symbolically through metaphor, metonymy, and trope, 
so as to attach new aesthetic significance to the products for a moving experience to the 
consumers. This study aims to, starting with Ho Lo culture elements, explore how the cultural 
symbols in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could be transferred and integrated into modern product 
design. Cultural elements in holidays, rituals, and utensils will be selected from actual case 
studies to illustrate our investigation process. The results will provide a feasible design model 
for current culture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equally importantly, an opportunity to represent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Keywords: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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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台灣正進入一個以文化創意帶動美學經濟的時代，產業技術的進步以及自動

化、數位化所帶來的衝擊，帶動少量多樣化生產的可行性，為當代設計帶來全新

的概念：設計不僅是考量生產的方便性以及解決使用的機能性，更重要的是一種

生活形態的創造、生活品味的體驗，以及生活價值的實踐。社會學者告訴我們，

生活的整體就是一種文化。而工藝正是人類最貼近生活、影響生存、創造生計的

生命活動。 
台灣文化多元而豐富，河洛文化更是對台灣人民在語言、宗教、生活習俗等

面向有著最深沈的影響。近幾年在世界各地吹起中國風的熱潮，華人文化逐步邁

向世界舞台，河洛文化成為台灣追求文化創意產品設計的重要原動力。本論文以

河洛文化的精神特色為出發點，並擷取傳統節慶、禮教、器物等文化元素，透過

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系學生實際創作設計的案例，分析如何運用文化符號的轉

化，將傳統文化融入現代產品之設計中。 
 

貳、 文化創意產品設計的美學基礎 
台灣自2002年起推動挑戰2008國家重點發展的計畫，即將工藝產業納在十三

個文化創意產業的範疇之中。2008年政府推出第二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並

於次年由文建會統整相關部會的文創推動計畫，提出「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方案」，標舉六大旗艦計畫，其中包含工藝產業。2010 年二月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法三讀通過，為台灣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立下法源基礎，在文創法所規範的十

六項產業之中，工藝仍然包括在內。 
工藝向來具備藝術與實用兩個面向，《說文解字》有云：「工，巧也，匠也，

善其事也。凡執藝事成器物以利用，皆謂之工」；《周禮．考工記》則詳載：「天

時、地利、材美、工巧，合此四者，方為良」。近代的工藝日益重視展現其文化

特質與美感表現，融入工藝之美的產品越來越受到消費者的青睞。美國著名設計

學者Norman指出，一件成功的設計必須兼顧產品的適用性（usability）、實用性

（practicality）與美學（aesthetics）等面向，而其中情感因素才是最重要的關

鍵。1Norman 為情感而設計的訴求，正可以藉由工藝的美學價值而得以實踐。 
文化創意產業講求對生活的深度感動，林榮泰指出，「文化」是一種生活形

態，「設計」是一種生活品味，「創意」是經由感動的一種認同，「產業」則是

實現文化設計創意的媒介、手段或方法。2工藝設計運用在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

可以用圖一所示的架構來說明。簡而言之，文化創意設計的要義在於萃取文化元

                                                      
1 Norman, D. A. (2002). Emotional design. NY: Basic Books. 
2 林榮泰（2009）。〈「工」不可沒，「藝」不可失--現代藝術的美學表現與可能〉。《臺灣工藝》，

3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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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轉化文化符號，賦予商品新的美學意涵，帶給消費者一種感同身受的感動。

感動心靈的最大力量來自於美學家所強調的移情作用（empathy），移情作用的基

礎往往建立在每個人對生活經驗最真切的迴響，而人類生活經驗的整體就是文化。 
誠如德國哲學家Cassirer所言，文化是人的外化、物件化，是符號活動的現實

化和具體化，而核心關鍵則是符號，他斷言：符號形式是一切人類的文化形式。3德

國哲學家Worringer在其《抽象與移情》（Abstraction and Empathy）一書中指出，

人類能夠從藝術中獲取幸福，主要在於人類能夠將外在世界的個別事物從變化無

常的偶然性中抽取出來，並藉由抽象形式將其化為永恆。4而這個將個別的偶然，

以抽象形式轉化為永恆的機制，正是符號所展現的力量。美國哲學家Langer 深受

Cassirer 的影響，Langer所主張的「藝術是人類情感符號的創造」（Art is the creation 
of forms symbolic of human feeling）成為近代影響深遠的美學理論。Langer 指出，

技術與藝術的差別在於藝術是一種情感的表現，工藝創作的美學基礎在於多了一

份創作者的想像力，因此工藝家不只是在安排生產性的製造，技藝是基礎，創意

與設計才是核心。5 

 

圖一 活化文化創意產業的工藝設計 

 
當自動化、數位化帶動少量多樣化生產的可行性，工業產品的工藝特質越來

越受到重視，誠如Norman所言，一件成功的產品也應該是一件的好藝術品，情感

因素才是產品設計成功與失敗真正的關鍵。6Norman 的理念，代表著當代設計哲

學的新走向，也呼應了近年來工藝在文化創意產業的地位與價值。 
                                                      
3 Cassirer, E. (1962). An 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4 Worringer, W. (2007). Abstraction and empathy: 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logy of style. Chicago: 

Ivan R. Dee, Publish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53) 
5 Langer, S. K. (1953). Feeling and form: A theory of art developed from philosophy in a new key. N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6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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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文化創意產品設計的模式 
二十一世紀設計哲學的轉變，為文化創意設計的架構提供了多元而豐富的理

論基礎。Norman在其《情感設計》(Emotional Design) 一書中，提出情感設計的三

個層次：本能的（visceral）、行為的（behavioral），以及反思的 (reflective)，7其

中本能的層次是指接觸作品的直接感覺，包括形狀、造形、觸感、材質、重量等；

行為的層次則是無意識行為，包括運動後的愉悅、淋浴的快感等；而反思的層次

則是有意識的行為，包括：流行文化、風格時尚等。 
Leong與Clark曾提出研究文化產品設計的簡單架構，將之區分為外在的實體感

觸層次、中間的行為層次，以及無法觸摸的內在無形精神層次等三個空間架構。8徐

啟賢、林榮泰、邱文科將此三個層次加以擴充並區分解釋得更為詳盡，9經林榮泰

進一步整理，並將產品設計時所需考慮到的對應設計因素列表說明，提供進行設

計時可以更容易比對、應用及思考的文化創意設計模式（如圖二），10這份理論架

構也可以用來探討文化產品設計的在各個研究分析階段的重點。 
 

 
圖二 文化層次與產品屬性 

資料來源：徐啟賢、林榮泰、邱文科（2004） 

 
                                                      
7 同註 1 
8 Leong, D., & Clark, H, (2003). Culture-Based Knowledge Towards New Design Thinking and 

Practice—A Dialogue. Design Issues, 19, 48-58. 
9 徐啟賢、林榮泰、邱文科（2004）。〈台灣原住民文化產品設計的探討〉。《國際暨兩岸創新設

計研討會論文集》（頁157-164）。台北市：台北科技大學。 
10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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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實務上，徐啟賢根據原住民文化元素產品的研究，將文化資料、產品

內涵、設計檢查與設計評價進行因素分析，並整合在消費者期望認知與設計行為

認知兩個面向，衍生出一套十個步驟的文化產品設計概念模式。11此概念模式經徐

啟賢重新整理，將十個步驟歸納在「訴說現況」、「設定目標」、「編寫分析」，

以及「設計產品」四個階段之中（圖三）。12 
如前所述，文化創意設計的要義在於萃取文化元素，轉化文化符號。圖三所

列舉的十個步驟中，前二個步驟主要在於釐清產品設計的基本立足點，第三到第

五個步驟強調從消費者的角度建立設計方針，第六到第八個步驟具體而微的呈現

了擷取文化元素的過程，第九與第十個步驟的重點則是文化符號的轉化。就整體

設計程序而言，前五個步驟仍適用於一般產品設計的概念，後五個步驟則是文化

創意產品設計最重要的精髓。 
 

 
 

圖三 文化產品設計概念模式 

 資料來源：徐啟賢（2010） 

 

                                                      
11 徐啟賢（2004）。《以台灣原住民文化為例探討文化產品設計的轉換運用》。長庚大學工業設

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12 Hsu, C. H., Lin, R. T., & Lin, C. L. (2010). A study of framework and process development for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HCI International 2011, July 9-14, 2011,Orlando, Florida, USA. (已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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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如何將文化符號藉由設計加以轉化為具體的產品，在圖三中徐啟賢列舉

了隱喻、直喻、轉喻、類推、諷喻等修辭學常用的手法。將修辭學的概念運用在

產品設計由來已久，從80年代開始，設計學者便致力產品語意學（product semantics）
的研究，Krippendorff與Butter認為，傳統上語意學著重記號（sign）、指涉對象

（referent），以及思想（thought）三者之間的相互關連性，強調的是語言的表現

（linguistic expression）；產品語意學則是將產品視為一種符號系統，從操作與運

用的情境著眼，研究產品造形的象徵特質（symbolic qualities），並且將其知識應

用於產品設計上。Krippendorff與Butter 指出，從語意學的觀點來看，產品設計的

成敗不但表現在產品的物理機能與生理機能，更展現在其心理機能，以及產品與

社會、文化脈絡的銜接。13 
事實上，好的產品就像一件藝術品，透過感性形象向人們進行「言說」，為

人們帶來感動。法國結構主義大師Levi-Strauss曾說，藝術也是一種語言。更貼切

的說法，語言和藝術都是一種符號，承載了人類的思想和情感。14言語的表達必須

透過適當的修辭才能形成意義，英國極具影響力的文學評論學者Richards在《修辭

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一書中便指出，所謂修辭學就是對於文字

如何在言說中產生作用的一種哲學性探討（a philosophic inquiry into how words 
work in discourse）。15 

在諸多修辭學手法中，又以隱喻（metaphor）最受到重視，Cassirer便指出，

人們在日常言談中，並不是以概念的方式，而是以比喻的方式交談，其中不可避

免的用到隱喻。 16美國語言學家Lakoff和Johnson在其《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

（Metaphor We Live By）一書中則指出，隱喻充斥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不但是

語文，更包括思想和行動。他們斷言，人類言行思考的本質就是隱喻式的。17 
所謂隱喻，簡而言之就是藉由人們對某物的認知來說明另一物的表達方式。

中國文學很早就有這樣的修辭方式，在《詩經》中有所謂賦、比、興三種不同的

表現手法。根據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的說明：「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

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宋代學者朱熹解釋：「賦者，敷陳其事

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

簡單說，所謂賦就是對事物進行直接的陳述描寫。比是打比喻，對事物進行形象

的比擬，使它的特徵更突出、更鮮明，或更能表明它的本質。興，是興起或發端，

                                                      
13 Krippendorff, K., & Butter, R. (1984). Product semantics: Exploring the symbolic qualities of form. 

Innovation Spring, 4-9. 
14 Levi-Strauss, C. (1963). Structural and anthropology. C. Jacobson & B. G. Schoepf (Trans.). NY: 

Basic Books. 
15 Richards, I. A. (1965).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vi-Strauss, C. 

(1963). Structural and anthropology. C. Jacobson & B. G. Schoepf (Trans.). NY: Basic Books. 
16 Cassirer, E. (1979). Symbol, myth, and culture.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7 Lakoff, G, & Johnson, M.(1980). Metaphor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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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先借用別的事物或眼前之景況作為起頭，然後再引出所要歌詠的事。18 
根據Richards的理論，隱喻的組成可以分成主體（tenor）以及載體（vehicle）

兩部分，作者在描述時，將載體的特徵轉嫁到主體之上。19Richards 的理論說明了

主體與載體間的互動性。蘇以文強調，隱喻的功能不僅止於修辭，更反映著人類

對外在世界的認知方式。20蘇以文進一步指出： 
 

從隱喻的使用我們可以發現，語言作為人類世界的一種系統，不只是傳遞資訊的工

具，更是資訊的來源。我們以特殊符號來表達現實的各種現象，也藉此串聯各種領

域的語意，這種隱喻的過程塑造了我們對外在世界的認知。許多沿用已久的符號雖

然已成定律，我們卻可以藉著隱喻的使用，賦予它們新的意義，藉此表達生活的新

面貌。21 

 
以上論述正可以為文化創意設計與修辭學之間的連結，做最貼切的說明。至

於隱喻設計的方法，《文心雕龍》有極為具體的操作模式，劉勰論：「夫比之為

義，取類不常︰或喻于聲，或方于貌，或擬于心，或譬于事」。就是說比喻沒有

一定的常規，不論是聲音、形貌、心情、事物等都可聯想轉換。作為提供文化元

素的載體，可以取材自人物鳥獸、自然景觀、工具器物等有形的實體；可以是生

活哲學、禮教訓諭等無形的思想觀念；也可以是歷史軼聞、民俗神話、傳統節慶

等時空事件；甚至於作為傳播符號的語言文字，都可以加以運用。 
設計者在進行符號轉化時，除了載體本身原來具備的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要

掌握載體所能提供的延伸意涵。英國文學批評學者Bryson在其《視覺與繪畫：凝視

的邏輯》（Vision and Painting: The Logic of the Gaze）一書中曾提出：藝術是文化

符號（cultural sign）的組合，他強調符號所乘載的言外之意（connotation）與其本

義（denotation）是一種共生（symbiosis）的關係。22前者反映藝術的真正價值，並

有賴觀者從文化背景切入做深入的觀察解讀。綜合以上分析，建構文化產品隱喻

設計的概念模式如圖四所示。 
 

                                                      
18 中國文化研究院（2002）。〈詩經藝術特徵—賦比興的表現手法〉。擷取自：

http://www.chiculture.net/0402/html/b18/0402b18.html 
19 同註 15 
20 蘇以文（2005）。《隱喻與認知》，台北：台大出版中心。 
21 蘇以文（2009）。〈隱喻在文學及語言學中之體現--隱喻與認知〉。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網

站。擷取自：http://www.hrc.nt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7&lang=en&Itemid 
22 Bryson, N. (1983). Vision and painting: The logic of the gaz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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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文化產品隱喻設計概念模式 

 

肆、河洛文化在創意商品設計之運用 
九十年前，Walter Gropius（1883-1969）以「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的旗號，

在德國成立了包浩斯設計學校，以當代藝術風格為基礎，結合手工技藝與工業技

術，成為近代設計教育的濫觴。九十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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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風貌。同時，以構築一個合理的客

觀世界，使現代設計邁向嶄新的境界。 
林榮泰指出，工藝相關的「工」與「藝」，將是台灣未來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

基礎。工業產品的著眼點為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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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如

前所述，技術與藝術的差別在於藝術是一種情感的表現，工藝創作的美學基礎在

於多了一份創作者的想像力。台灣多元而豐富的文化中，河洛文化源遠流長，在

文學藝術、宗教禮俗、器物發明等方面發展成果，正是提供工藝產品設計最大的

創意來源。以下將針對文化產品設計概念模式實際運用在工藝設計的案例，進行

介紹與分析。 
 

壹、 喻聲取譬 
圖五是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系蔡承育與王至維兩位同學，參加2009年法藍

瓷舉辦的創意設計大賽獲得佳作的作品。當次競賽以「繫」為主題，標榜用創意

打造傳統文化的現代魅力經典，創造歷久彌新、傳頌百世的代表作品，具有引線

相銜、一脈相承意義。這兩位學生以喻聲的手法，取同音字《戲／繫》為題，利

用傳統民俗遊戲中的毽子、陀螺，以及扯鈴作為創意設計的文化元素，所創作的

餐具組。整個設計巧妙的運用木材與陶瓷兩種複合材質，兩雙木筷刻意將尾部做

出扁平狀，模擬毽子的羽毛。一對瓷碗，圈足以木質處理並加裝強力磁鐵，組合

                                                      
23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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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碗底相靠，利用碗的弧度曲線形成扯鈴的造形。調味罐則做成陀螺形狀，並豎

立在木墊上。整組作品收存時彷彿一套童玩，擺開來連同兩個瓷盤變成滿滿一桌

餐具，饒富趣味。 
 

 
圖五 《戲／繫》，2009 年法藍瓷杯陶瓷設計大賽佳作（設計者：蔡承育、王至維） 

 
貳、 方貌塑形 

圖六是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碩士班學生符麗娟與沈士傑的作品，產品是一

組調味罐，取名《菩提味》，選取台灣原生的檜木，以木工車床做成和尚打坐禪

修的型態。和尚表情恬淡，給人一種清心寡欲、悠然自的感覺。頭部簍空，頭上

鑽有三組「戒疤」做成蓋子，可填裝鹽、胡椒等調味料。在藉由戒疤的意義引申

到我們的日常飲食中，將我們最常攝取過量的調味料裝進罐中，在平常使用時由

戒疤中倒出。提醒自己要適可而止，遵守戒律。藉由這個小小的戒律促使我們更

加健康。 
 

 
圖六 《菩提味》，2007年（設計者：符麗娟、沈士傑） 

 
參、 擬心換物 
    圖七是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學生李俊華參加2007年新一代設計展的作品，

產品本身是一組鑰匙圈與鑰匙箱，藉由月餅的造形意象，形成與中秋節的聯想，

再由中秋節，轉換為團圓的概念。使用情境設定為一般家庭，每天早上家人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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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將鑰匙圈依序攜出，鑰匙箱留下空蕩蕩的缺口；傍晚家人陸續返家，攜出

的鑰匙一一歸回原位，缺口補齊了，家人也團圓了。作品結合皮革及木材兩種材

質，鑰匙箱內加裝LED燈，給人一種溫馨的親和力，更能烘托中秋佳節月圓人團

圓的意境。 
 

 
圖七 《團圓》，2007年（設計者：李俊華） 

 
肆、 譬事成器 

圖八是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系謝伊筑同學參加2009年新一代設計展的作

品，她以中國傳統器具「算盤」作為設計發想的起點，以英文「計算」的過去分

詞（calculated）轉義為中文的「算了」做為主題，創作了三件桌上文具組。 
第一件「算日子」是日曆，因為一個月最多只有31天，利用兩組算珠便可以

記錄日期，其中十位數只設置三顆。底下則安裝一支橫桿，用一個算珠左右移動

記錄星期，橫桿共刻畫為七格，左側紅格子代表星期天，右側綠格子則是星期六，

中間則依序為星期一到星期五。 
第二件「包中子」是個記錄日數的桌曆，提供台灣考生最常做的聯考倒數記

日之用，共有三組算珠以利從365天開始考倒數，整個產品外觀設計為粽子的形

狀，取其「包中」（包粽）的諧音。 
第三件「愛日子」也是記錄日期的桌曆，當兩人心心相印，從定下愛的誓言

第一天起，每天計算戀愛的日子。產品外觀以心型寓意愛情，共有四組算珠，依

照算盤的計數方式，每日往上累進日數。不必擔心算子會用完，因為全部撥滿正

好是9999天，正所謂「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情綿綿無絕期」。 
這些作品將傳統算盤「計算」的功能加以延伸，轉換成「計數」、「計錄」

等意義，運在現代社會中需要記錄日期、計算日數等有關的情境之中，充分發揮

符號轉換的概念，展現現代工藝在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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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算了(calculated)》，2009 年（設計者：謝伊筑） 

 
以上介紹的四組設計範例，都是擷取中華傳統文化元素做為載體，藉由隱喻

的概念，或喻聲取譬、或方貌塑形、或擬心換物、或譬事成器，將文化符號作巧

妙的轉化，變成具體的產品。然而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設計者在設計方法上

不必拘泥於單一形式手法。以下將四組作品的載體型態以及隱喻手法的運用，歸

納整理如表一。 
 

表一 範例作品運用隱喻手法分析 

載體 
載體型態 隱喻手法 

實體 觀念 事件 符號 喻聲 方貌 擬心 譬事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件作品《戲／繫》是利用兩個同音字將遊樂嬉戲與文化傳承的概念作連

結，而在產品造形上則是直接模擬童玩的型態，運用了喻聲、方貌兩種手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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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件作品《菩提味》利用僧侶形貌製作產品的，以出家人清心寡欲的生活哲學為

本體，並利用戒疤作為指事的符號，傳達遵守飲食戒律的意念，結合了方貌、譬

事、擬心三個層次的隱喻手法。第三件作品《團圓》則以節慶以及象徵節慶的食

品為載體，利用月餅的造形連結中秋節的意念，帶出團圓的主題概念，也是方貌、

譬事、擬心三個隱喻手法的運用。第四件作品《算了(calculated)》以實體的器物算

盤，以及算盤「計算」的功能作為載體。其中「包中子」利用諧音「包中」（包

粽），屬於喻聲的手法；「算日子」與「愛日子」則是將計算的意義延伸成計數、

計錄的功能，屬於譬事的手法；三項產品都保留了算盤的形式與功能，屬於方貌

的手法。 

 

伍、 結語 
台灣工藝之父顏水龍在 50 年代即提出，台灣工藝應創造出捕捉社會人心、能

深入日常生活廣泛普及的作品，並善加運用原生材料之美與適應現代人的生活。24

《周禮‧考工記》有云：「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連雅堂先

生作《台灣通史》特別立「工藝志」一篇，認為工藝是一種福國益民之道；工藝

之巧，可以「侔神明而制六和」。綜言之，工藝是先民開物成務，解決食、衣、

住、行各項生活問題的一種創造性活動，更在文明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改良製作

技術，提升器物的使用機能，並將器物的外觀形式加以裝飾美化。一個社群地區

的工藝水準，也就成為文明進化的重要指標。從最初的原始工藝活動開始，人類

利用工具來解決生活困難，生活無虞後，進一步成為陶冶心靈的工具。 
目前全球正進入一個美學經濟的時代，對於許多先進國家的消費者而言，產

品價格不再是影響消費意願的最大因素，逐漸取而代之的，是產品的創意與設計。

近年來國內大力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正是反映了此一趨勢。我們所看到的是工業

產品和工藝品在本質上的界線逐漸模糊，新一代設計師要能掌握對於工藝素材運

用設計的表現力，反映個人對於在地生活的真實體驗。 
本文所介紹的每件作品背後都有一份代表個人對於自身所處文化環境的反

思，以及對於當前文化創意設計趨勢的敏銳度。設計成果的商品化與行銷當然是

重要的目標，但是最可貴的應當是根植於文化的源頭活水，以及人類無限的創意

潛能。 
 
 
 
 
 

                                                      
24 顏水龍（1952）。《台灣工藝》。台南：光華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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