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民／臺灣創意設計中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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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全球化方興未艾，區域合作頻繁，各領域疆界逐漸抹平，
2007年國際三大設計社團組織也因應此現象正式組成國際設計聯

盟(International Design Alliance, IDA)。經濟部責成臺灣創意設計中心，從
全球13個國家、19個城市中脫穎而出，爭取到「2011世界設計大會」主辦
權。2011世界設計大會為該聯盟成立後的第一次世界設計大會，不僅是臺
灣的第一次，也是全世界的第一次。大會以「交鋒」為主概念，不只象徵
東西方的交流，也代表專業設計師與非設計師之間的跨界互動。

張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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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Winner，以及(5)漫步智慧產品的雲端

大會

世界。另有分組研討會如「設計沙龍」、「論

逾1,200設計人參加 盛況空前
2011臺北世界設計大會核心活動為「IDA

文作品發表」、「設計實務論壇」與「設計探

名 家 論 衡

世紀設計盛會—2011臺北世界設計

險隊」等，以深入和更近距離的形式提供與會
者跨領域跨視野的多方交流。

國際設計論壇」和「國際設計社團會員大

主題之夜

的舉行，讓工業、視

為了讓參與本次盛會

覺傳達、室內設計等

的貴賓能更了解臺灣文

各不同領域設計專業

化與特色，主辦單位特

人才，有面對面交流

別在大會期間規劃了迎

經驗與理念的機會；

賓之夜(10/24)、文化之

此外，大會還將扮演

夜(10/25)、與臺北之夜
(10/26)，展現東道主的

交流平台，首度把全
球重要的議題搬上檯

▲ 2011臺北世界設計大會（圖

臺灣創意設計中心提供）

熱情，也藉此機會行銷
臺灣的軟實力。

面，以設計為策略，將「經濟發展」、「網
路」、「生物科技」、「都市學」、「國際遷

2011臺北世界設計大展

徙」五大項目橫向連結，對世界發聲。預期將

新設計創意

體驗世界嶄

有超過百位來自設計、經濟、科技、社會、文

臺灣創意設計中心於2007年申請到本次「世

化等不同領域知名專家分享國際案例及最新趨

界設計大會」主辦權後，便積極籌備「2011臺

勢，廣納全球各界領袖級人物知識經驗，激發

北世界設計大展」。中華民國100年是「臺灣

「交鋒」火花。另外，國際設計社團會員大會

設計年」，而「2011臺北世界設計大展」則是

將有40國600位對設計未來發展與國際媒體具

臺灣設計年規模最為盛大的活動，也是臺灣民

有影響力的各國設計會員代表出席，一起勾勒

眾能看到世界級設計展品的最好機會。臺灣創

設計在未來的面貌。

意設計中心整合了政府機關、民間企業、設計
公司、設計組織的跨領域資源，歷經五年時間，

頂尖大師講解趨勢 五大議題跨界交鋒

在各單位、組織、專業人士的全力支持下，終

「設計」如何促成人類、城市、文明的轉

於完成策展規劃及展品蒐集。大展將於9月30

變？前述IDA國際設計論壇所規劃的五大主

日盛大開幕，展區分布於松山文創園區、南港

題，特別請到各領域的大師開講，協同設計

展覽館及世貿展1館，三個展場共19個展區，

專家，以國際案例和最新趨勢提出：(1)思考

總展示面積超過1萬4,200坪，高達34個個家、

能源危機的未來城市新樣貌；(2)人類如何師

58家企業、50家設計公司與超過6,000件以上

法自然、怎麼創造Bio-Design；(3)什麼是幸

的展品參展，為臺灣史上最大規模之設計展，

福地理學；(4)Design Thinker告訴你如何成為

也是近十年全球最大規模設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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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此次設計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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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

文創園區

董車迷前來朝聖。展品由國外博物館商借，為

本展首先在9月30日在松山文創園區盛大交

了維持經典展品的安全與保存，本展場特別設

鋒，松山菸廠展區由專業策展人策展，為本次

計恆溫恆濕，全天候空調，以保護重要設計

大展主要展出場地，館內共11個展區包含：設

展品。

計大展主題展—設計交鋒展、國際工業設計
展、國際室內設計展、國際平面設計展、國際
工藝設計展。另外還有亞洲文創跨界創作展、
金點設計展、臺灣設計之光展、設計玩家展與
臺灣設計館等主題區，甚至松山菸廠整個場域
都是設計展的一部分。

3.國際室內設計展：20位建築設計大師同台
展出
「國際室內設計大展」以「影響與匯合」的
觀點，找出最具代表性的10位國際級設計大師
與10位臺灣設計師的作品，呈現現今世界文明
匯流影響下的當代室內設計面貌。而本展區以

1.設計交鋒展：關懷地球的128件幸福設計
設計交鋒展以「幸福所在」為主題，策展人
胡朝聖觀察到地球面臨到生態破壞、氣候異常
的種種挑戰，有感於設計師的使命即是以設計
帶給人們幸福，特別找到128件充滿人道關懷
的作品，其中包括曾經為九二一、八八風災災

環繞全場的「光牆」示範以節能光源，90%以
上的展場施工建材都可以回收再利用，為本次
最實踐環保概念之展區。

4.國際平面設計展：360度環形空間投影 進
入展場就像進入新世界

民打造了上百棟臨時避難所的人道關懷建築師

由100位國內外平面設計師作品聯手打造

謝英俊，特別為本展建了一棟二層樓的建築，

「平面設計浪潮」。展場現場以48台投影機融

除了視覺饗宴外，還邀請聲音影像設計師吳燦

接，直接投影在54公尺長，13公尺寬、2.8公

政、藝術家王德瑜打造五感體驗空間。

尺高的環狀螢幕中，超過千幅平面設計作品持
續帶給民眾最強烈的視覺震撼。為了呼應善念

2. 國 際 工 業 設 計 展 ： 看 設 計 如 何 影 響 世 界

主題，平面設計展分為四個展區，其中有一個

發展

相當特別的主題，即今年東日本大震災時，許

時代與設計密不可分，因此「國際工業設

多設計師以「設計的力量」鼓舞災民，設計多

計展」以20年為一歷史段落，自1920年代為開

款溫馨海報，包括直接互相在手心寫「感謝」

始年，橫跨過去到未來，展現不同時代的設計

並上傳照片，都證明平面設計不僅是只有視覺

風格及經典設計作品，如包浩斯、現代主義風

的震撼，還能傳達出很多感人的故事。

格、有機設計、後現代風格等，由策展人胡朝
聖親自前往歐洲各大設計博物館商借展品，讓

5.國際工藝設計展： 工藝加設計，讓傳統更

民眾不用出國就能看到全球知名設計博物館的

延續

作品，如世界上第一款隨身聽及可口可樂125

本展覽有來自包含臺灣在內、日本、韓國、

年前的復刻胖胖瓶身。另外本展區特別空運了

法國、美國、泰國及丹麥等7個國家計250件作

1970年代的Mini Austin小車，史上產量最多的

品參展，其中展出的臺灣工藝品牌「Yii」，

國民汽車福斯金龜車，預計將吸引眾多超級骨

連續幾年在米蘭家具展上大放異彩，Yii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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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產品與品牌，

果。整體展場的空間營造設計，特別邀請到創

會場涵蓋企業

作臺北花博夢想館機械大花的地景藝術家游文

區、團體區、感

富操刀，屆時將會用8萬至12萬個細小竹籤建

動區、兩岸區、

構出純白素淨空間，呈現臺灣山巒起伏意象。

數位區。館內規

名 家 論 衡

神是讓工藝加上設計，呈現跨界合作的最佳成

劃1,595個攤位，
6,800坪的空間。
其中感動區為南

的規劃，以展售之方式讓設計師與民眾交流，

港展覽館的重頭

尤其在2010年本展區僅9天即創造超過百萬的

戲：臺灣加入WTO之後，為了保障臺灣傳統

亮眼銷售額。而今年之2011臺北世界設計大展

產業，政府在臺灣的產品上標上了MIT的標

更將邀請到近50家設計公司及工作室來松山

章，除了政府保障外，最近

文創園區駐點1個月，展場

幾年來，傳統產業面對大環

名單豪華，橫跨工業、室

境的衝擊下漸漸改變其作

內、視覺等領域。

法，在心態的調適下、產品

▲ 南港展覽館是本次最具國際性及
前瞻性科技的展館（圖 臺北市
政府觀光傳播局提供）

包裝上有了改進。本區使用

7.臺 灣 設 計 館 ： 世 界 臺 灣

臺灣生產的布料包覆展區，

設計發展的見證

靠近展區就可以看到隨風起

全館512坪共分七大展

伏的布，期望民眾在參觀

區：分別為臺灣區、世界

時，除了看見產品故事的

區、概念區、金點區、前瞻

感動以外，也能伸手觸摸

區、互動區及設計光廊區。

感受。

展區內容從臺灣第一座自行
設計之電腦到最新獲得國際

企業區的攤位最多、場

獎項之產品，做一次完整呈

域最大，共有58家優質企

現，並結合虛實融合的方
式，利用最新雲端科技的技

▲ 臺灣設計館為全臺第一座以創意設計為展示主軸
的博物館（圖 臺灣創意設計中心提供）

業參展，與一般商業展最
大的不同是，企業展出的

術，結合人文及創意，並搭配即興、互動的效

主題非企業的展品，而是以企業本身的品牌精

果，提供觀眾驚艷、難忘的感受。

神、企業文化和形象為主。展現以「人」為

南港

主，開發出貼近消費者真正需要的設計。展出

展覽館

南港展覽館於10月22日開展，打造成全球設
計產業蓬勃發展的交流舞台，包含臺灣明基友
達集團、納智捷汽車，及日本的Toyota、Fuji
等企業皆以嶄新、創意之設計手法，重新詮

的企業不限於臺灣當地企業，由國內外重視設
計之企業展出，以未來生活為方向。
另外團體區的部分，由42個國內外設計推
廣組織或城市參展，包括19個國內、23個國
外。國內單位包含臺北市政府、資策會、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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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設計玩家展：設計玩家的設計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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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所、工研院、新北市文化局等，國外則有法

設計饗宴。為了讓所有民眾都能理解設計，展

國UBI France & APCI、日本JDP、JAGDA、

場規劃以導覽引導民眾參觀設計大展，有鑒於

加拿大Mission Design、英國D&AD、俄國

上海世界博覽會的成功經驗，也委請華航代

Association of Designers Russia、韓國KIDP、

為訓練專業導覽領航員，在大展中安排了超

Icograda、IFI、Icsid、德國iF、reddot、丹麥

過60處定點導覽，針對產品、展場及設計師

Danish Design Association等，展現各組織推動

背景做詳細介紹。在松山文創園區1~5號館共

設計之成果及未來遠景。

有三條動線，間隔數分鐘開放民眾進場，讓專

世貿

業的導覽品質完整傳遞設計

展1館

理念、帶領民眾徜徉設計之

世貿展覽館則以「創作展」

美。此外，本次志工人數高

為主，集結了100位臺灣當代

達1,000人以上，超過一半比

設計師、國內外設計院校及

例為設計相關科系學生，除

「新世代交叉設計營」創作

了引導服務民眾外，更希望

成果，館內規劃臺灣當代設

藉本次盛會，讓臺灣設計科

計師聯展、國際設計學生創
作展、新世代交叉設計展。

▲ 世貿展1館展出國內外設計新銳的創作（圖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提供）

系學生有機會踏上國際設計
舞台、大放異彩。

世貿展一館規劃了790個攤位，共3,440坪，主
要發表的作品為設計師及學生的發想的概念

政府攜手民間團體 行銷臺灣效益驚人

性產品。其中新世代交叉設計營由來自全球

2011臺北世界設計大會與世界設計大展結合

的900位年輕設計師，組成30個營隊，在臺灣
各地展開為期五天的文化交流與創意交鋒，再
將作品移至世貿館展出。這些作品都還尚未發
行或落實在生活中，或者有些產品採量產的方
式，目前市面上都看不到，等待廠商來落實這
些概念性產品。

民間機構及政府力量，讓國際有機會見證臺灣
的設計形象及實力，也必定會獲得高度評價與
肯定；民眾對設計的認知也能藉此提升，建立
民眾美學素養，全面發展美學經濟，創造永續
品質生活環境之發展。除了3,000位國內外設
計菁英與領袖級人物與會，為期一個月的設計

臺灣百大設計師聯展則是世貿展館非看不可

大展可望吸引100萬參觀人次；2011年臺灣設

的重頭戲。策展人劉國滄及胡佑宗以創意聚落

計年的全年33個相關活動，預估可創造逾新臺

為主題，呈現設計對生活的深度思考及創作，

幣80億元的觀光效益，其中60億元來自國外。

讓參加大會的國內外與會設計專業人士，能夠

大展將展出的超過150件臺灣知名設計獎項展

無距離的貼近瞭解臺灣百大設計師的作品，建
立交流互動平台。

品，也象徵了臺灣的設計實力已受國際肯定；
主要展區松山文創園區，日後亦將成為臺灣的

由於展場面積廣大，展品琳瑯滿目，一天的

創意設計匯流基地。預估本次大會暨大展所觸

時間絕對逛不完，因此藉著規劃三個不同主題

動的媒體效益，國內外媒體報導超過5,000則，

的多元化展區，帶民眾體驗前後完全不一樣的

觸及5億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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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面等三種不同層次為緯，將展區劃分成6

本次大會與大展所在地—臺北市，將以「樂

大區塊。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一個城市的精神

活之都(Design for Living)」的概念，宣示爭取

內涵與樣貌形塑，無法被輕易切割或截斷，因

2016世界設計之都的決心。「樂活之都」不是

此展區雖然各自獨立，卻由一完整的核心論述

一個空泛的口號或目標，可以說是臺北市政府

來整合貫穿，那即是臺北出色的設計實力。

長期耕耘努力的成果，不論是方便市民操作的

配套軟體，皆是「樂活之都」帶給臺北市市民
的生活便利。展覽期間，臺北館內將在各展區
配置各種多功能的互動設備，並設計軟體供民
眾下載安裝，讓民眾知道市府在「樂活之都」
的規劃與運用，已可同時兼顧「無時不刻」與
「無所不在」的特性。

「RE-think」展區，除了發揮接待與展場訊
息匯整的功用，本區將安排一系列講座活動，
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文創產業工作者與觀察
家，分別就個別立場對單一議題提出個人專業
見解。在「RE-vive」展區，參訪者將看見當
代的設計師，如何善用過去的生活經驗，汲取
前人的智慧，轉化成今日發展所需的養分，昇

良好的設計，其效用應超越「當下」的層

特有的靈感泉源。在「RE-juvenate」展區可以

次，臺北市在「善念」的策展主題下，也肩負

見證新一代的設計能量，並為良好的設計立

起社會責任，甚至為全球未來的設計趨勢提

下一個全新的定義。在「RE-unite世界設計之

出一個具體可行方案。臺北館以百分百回收廢

都」展區中一起為臺北加油打氣，爭取來自世

料再製而成的專利蜂巢型寶特磚打造展館，明

界各地的認同。

確傳遞對未來的願景。符合環境永續精神的設

臺北市能被「時代雜誌」

計除獲得全球各界大力推

評選為「亞洲最棒旅遊地

廣支持，也忠實反映了我

點」、唯一書店代表（誠品

們的價值觀與對未來的態

書局），及被英國泰晤士報

度，鼓勵了特定企業的設

譽為「亞洲第一當代舞團」

計理念，同時悄悄、深刻

（雲門舞集）所在地，就是

地改變這個世界。

因其「文化不夜城」的特
質，如同雕刻大師朱銘所

「2011臺北世界設計大
展—臺北館」各個展區都
將以英文字首「RE」為

▲ 誠品書店為臺北鮮明的城市意象之一（圖
市政府觀光傳播局提供）

臺北

言：「臺灣是個生命力充沛
的島嶼，創意與活力不虞匱

主題。「RE」照字面上翻譯，有「再」的意

乏，正從各文化創意產業中發身的文化核心

思，並有「改良」、「提升」的意涵。人類

價值，有如小川匯成大流，成為創意群聚之

文明的進步發展，即是仰賴這般精益求精的精

島。」2011世界設計大會暨設計大展，即是把

神，從舊有的經驗與成就中，獲取創新所需的

臺灣的創意設計實力，推向高峰的最好見證。

養份。以英文字首「RE」的內涵為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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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過去隱而不顯的精神美學，並從中開創臺北

跨界交鋒．點亮臺北｜

科技平臺、便捷快速的服務品質、與時俱進的

名 家 論 衡

打造樂活之都 臺北市力爭2016世界設計之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