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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設計演繹城市的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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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城市的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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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臺北國際設計論壇特別邀請美國聖塔菲藝術與設計大學學務長Gerry Snyder
（右二）、美國聖地亞哥建築與設計學校校長Dr. Steve Altman（右三）、華創車電
設計中心副總經理石志傑（左三）、華碩設計中心資深經理曾長逸（左二）發表精
采演講

臺北產經編輯部／戴卉姍、洪于凡整理

北市是一座充滿感染力及適應力的城市，新舊文化和諧並存，百納全球

臺

觀點，並藉由設計發生在人群之間，從小擴大，串聯成一個群體，透過

設計，讓你我走進彼此的生命裡，設計種子也逐步在城市各個領域萌芽茁壯。
為彰顯臺北設計獎「彼此YOUI」主題的論述，進而提升臺北設計獎國際知名
度，臺北市政府特舉辦2012臺北國際設計論壇，邀請來自美國聖塔菲藝術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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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大學學務長Gerry Snyder及

議題進行對談，探討如何運

層次，從國際級視野向更多

美國聖地亞哥建築與設計學

用設計拉近彼此距離，再從

設計學子與業界人士傳遞臺

校校長Dr. Steve Altman，分

彼此擴大至城市，讓臺北市

北設計獎競賽主題及活動精

別就「設計與彼此」與「設

與世界接軌。

神，以期觸發青年設計師的

計與城市」議題發表演說；
同時也邀請LUXGEN及華碩
等世界級的臺灣設計品牌分
享設計理念。最後則安排國

由於臺北市將角逐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本次設計

創新熱情，深化創意元素在
各層面的導入，激盪出更多
精采的美學與設計理念。

論壇特別擴大能量並提高

內外專家就「設計與未來」

設計與彼此
美國聖塔菲藝術與設計大
學學務長Mr. Gerry Snyder：
畢卡索曾經說過：「每個
孩子都是藝術家，問題在於
長大之後如何保持赤子之
心」，不論是藝術家或設計
師都應培養開放思考、創意
想像，不侷限自己的風格。
每個人都可能是設計師，
至帶動新的消費趨勢，也可

只是定義上有差異。專業
設計師設計出各式各樣的作

分一般與特別的設計、可以

品，非專業人士則依賴專業

重複利用的設計等，設計師

設計師的作品，透過選擇顏

應該要創造全新、可識別、

色、形狀、功能，為自己的

可行的作品，如果是可行的

生活而設計。因此，設計會

設計，效果則可立即顯現。

影響生活的每一個面向，所

設計如果不好時，亦不會因

以年輕設計師務必用心設

時間而變得更好，這時必須

計、為整個世界而設計，利

做些改變，但是設計師千萬

用設計做出改變，可以突破

不要害怕失敗。

以是藝術品。設計讓世界變
得更美好，有時也可能摧毀
現存的世界，所以設計師要
將眼光放遠，設計一個新的
世界，或是為現存的世界求
取平衡。做為一位設計者要
時時保持一顆好奇心，不斷
思考身邊所有看到的事物，
以及務必仔細觀察周圍，辨
識出不平凡之處，並從平凡

侷限，也可以設立新的界線。
設計可以是美觀的、實用

當中學習，傾聽別人的需

設計師在進行設計時必須

的、有效率的，亦或創造出

求，減少個人主觀意見，往

考慮許多面向，例如思考區

新的產品、有趣的模式，甚

往會發現很棒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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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的汽車設計
為本，首先必須思考「人」

計中心副總經理石志傑：

分析師、數位設計師、創意

的需求，再著手規劃汽車的

LUXGEN是臺灣第一個汽

模型師等，可見設計是相當

整體架構，在設計圖確認後

車自主品牌，品牌名稱由

注重團隊合作。汽車研發

就進入虛擬實境、實體模型

Luxury與Genius兩字結合而

過程中涵蓋許多環節，包括

等流程並不斷循環修正。最

來，象徵建立在奢華與智慧

造型設計項目管理、動力底

後還需進行極端的破壞測試

的基礎上，最終將以「預

盤、採購、企劃、電腦輔助

(torture)，到最高、最低、雪

先設想超越期待」的品牌精

工程、部品開發、車身內外

地、沙漠等地方，測試汽車

神，以魅力、洞悉、細膩、

裝設計、電通電裝、前瞻科

能否通過極端的考驗。

創意帶給消費者不一樣的用

技、整車工程、測試驗證、

車生活。

財務、質量管控、動力引擎
等，透過這些環節建立完整

華創車電技術中心是
LUXGEN的研發中心，工

流程，汽車才能由此誕生。

化的配備，如抬頭顯示器、
電子煞車、電子手煞車、冷
熱置杯架等，並擴增後座空

程團隊超過1,300人，設計

汽車設計務必確保駕駛者

團隊超過100人，同時結合

與乘客的生命安全，因此在

宏達電、工業技術研究院、

汽車開發過程嚴格要求一致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等單位共

的車型質量管控流程，以確

同合作。其中設計團隊包括

保世界級的品質標準。從第

外裝設計師、內裝設計師、

一張設計圖開始，力求以人

設計與城市

汽車可以同時有許多人性

間，讓乘客感到寬敞舒適搭
乘經驗。

設計師要創造宜居的城

良好且可實際操作的城

聖地牙哥建築與設計學校

市，不僅是設計建築本身，

市設計共有四大關鍵，分別

校長 Dr.Steve Altman：21世

還需綜整政治、經濟、社會

是設計師角色、永續設計、

紀經常被稱為城市時代，這

等各面向進行設計思考，才

城市交通、以人們的體驗而

是因為有大量人口遷移並居

能創造美好的生活品質、人

設計。首先是在設計師角色

住到大城市。城市或許有足

性化的城市空間，城市設計

方面，未來城市設計師需發

夠的空間，但前提是我們要

若能滿足人民的生活需求，

展敏銳的觀察力，洞察、瞭

有效運用資源，透過好的設

就能吸引更多人才進駐，進

解與管理人們之間的互動方

計以提供人民舒適的居住。

而達到經濟發展的目的。

式，也必須學習以他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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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面料設計師、造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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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隆集團華創車電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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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察方式。再者，設計重

有些企業運用電腦系統計算

好的資源回收處理、於城市

點在於「流程」，因此設計

建築的環保節能程度等。而

內建設公園、打造價格合理

師必須學習城市設計的相關

每個城市都有獨一無二的特

的住宅；又如哥倫比亞波哥

理論、技巧與價值，創意設

色，必須從各自特色尋找適合

大城市(Bogota)的良好交通網

計不僅是天馬行空的靈感，

的永續發展做法。

絡改革，讓城市更適合人居

更重要的是要具備思考、觀
察與整合各種觀點的系統方
法，因此設計師必須持續地
跨領域學習，從政治、經濟、
心理、社會學、工程、都 市
歷史與建築、專業管理等各
種專業知識，並且務必要走

住；其他諸如西班牙的巴塞
在交通方面，城市最大
的挑戰之一就是汽車問題，
汽車是人們的地位、自尊、
能力的象徵，所以人們渴望
擁有汽車；汽車卻也帶來昂

隆納、南非開普敦、美國紐
約等，這些設計成功的城市
都是以使用者觀點出發，才
能打造一個更好更健康的生
活型態。

貴的花費、交通阻塞、能源
耗費等問題，例如原本打造

好的城市設計，關鍵在於

寬廣的道路是為了舒緩汽車

打造良好的生活品質，如果

在永續設計方面，現今城

量，卻反而增加使用率，導

臺北市要持續邁向世界設計

市規劃都希望兼顧經濟與永

致城市交通擁塞。國際城市

之都，就必須透過設計營造

續發展，由思科系統與大都

各有不同的解決方式，例如

一個會讓人想留在這裡、享

會組織調查發現，當前城市

巴西庫里奇巴(Curitiba)、加

受生活的城市。臺北市是讓

的永續做法包括環境保護、

拿大溫哥華以減少停車位，

人可以很自豪的城市，但可

城市居住性、都市創新，以

減低人民開車上路的意願，

能還有需要改善之處，因此

及資通訊的設計導入；另一

創造有效率的交通系統。

青年設計師進行設計時，必

出去，開始實際設計操作。

方面，也歸納出城市領導者
普遍遭遇資金不足、不易
證明這設計做法是有效的、
過多的官僚制度等挑戰。另
外，設計師同時要扮演科學
家的角色，透過測量工具證
明這些設計做法是有效的，

須思考是為誰設計；遇到衝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為
人們的體驗而設計。設計師
塑造人們每天的生活體驗，
所以設計師務必以人為本進
行設計。例如巴西庫里奇

突時，該如何整合讓城市更
好；如何整合新與舊、人與
人關係、發展永續的資源利
用，都是未來設計師所要面
臨的挑戰。

巴，有完整的交通系統、良

例如用電量計算，或是參考
期各大廠多依循Google所開

華碩的設計創新理念

念，將使用者的感受、想法

發的Android系統來設計，

華碩設計中心資深經理

與生活融入設計元素。華

在相同規格下創造差異化。

曾長逸：華碩設計中心持續

碩近兩年來的設計主軸是

而華碩選擇從使用者角度思

推廣“Start with People＂，

Transformation，即是延續以

考，透過調查發現平板電腦

強調以「人」為本的設計理

人為本的創新設計理念。早

觸控式不便於使用者進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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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來自國內外，例

思維結合筆電、平板，一機

樣設計歷程可以發現，不同

如英國、韓國等，分別在

雙功能的便利體驗；爾後延

於過去的設計強調好看的外

上海、新加坡有兩個設計

續在此一概念，透過更細膩

觀，或是賦予既有產品新的

團隊。華碩亦將“Star with

的工藝美學，設計理念進化

外型，現代設計師更需思考

People＂設計思維從設計人員

為不僅達到極致輕薄，操作

未來下一個階段的趨勢與使

深化到所有同仁，強調「傾

手感與整體視聽感受都蘊含

用者需求。

聽、創作與呈現」是實踐以

設計巧思與性能進化。

華碩設計中心共有140多

身為手持產品的設計師，

人，涵蓋領域包括工業、平

華碩不斷思考消費者真正的

面、模具、包裝、聲學等，

人為本的過程。

需求，現今許多人都擁有手
機螢幕與平板電腦，但是否

— 2 0 1臺
2 北國際設計論壇

有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案，將
智慧型手機性能極大化、又
能突破手機螢幕的侷限。於
是華碩在新一代產品設計
上，透過無縫轉換的專利設
計，打造消費者切換平板與
手機裝置時不中斷的使用經
驗，更得到國際大獎Best of

▲ 座談會現場談論熱烈，專家及與會者激盪出許多精彩觀點

設計與未來
「2012臺北國際設計論
壇」最後安排一場座談，由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副執行長
黃振銘擔任主持人，邀請

用設計演繹城市的進化

Innovations 2012肯定。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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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文字輸入，因此華碩設計

Dr. Steve Altman認為設計

烈，故需與全球其他城市、

與未來，不但需要耐心、毅

機構保持良好互動關係。而

力、熱情與勇氣，更重要是

與他人競爭的同時，務必對

對未來願景充滿想像，發掘

自身保有自信，同時也要謙
遜地聆聽與接受各界意見。

Dr. Steve Altman、Mr. Gerry

別人看不到的地方，透過自

Snyder、曾長逸資深經理、

身能力，將眼睛觀察到的事

曾長逸資深經理表示其實

石志傑副總經理共同暢談設

情具體實踐與體現。此外，

設計已經融入在每個人每天

計，並與與會者激盪出許多

對世界趨勢要非常敏銳，尤

的日常作息，從起床要做的

精采的觀點。

其當前國際市場競爭相當激

第一件事情，或者是出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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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搭的服飾、鞋子，甚至是

石志傑副總經理指出，過

態可能產生的影響，Dr. Steve

選擇坐計程車、搭巴士、或

去經常有人問未來的汽車是

Altman認為科技將會帶來許

是自行開車到達目的地等，

什麼，要瞭解一個產業的未

多面向的改變，例如取得與

這些都是設計的一部分。以

來首先要具備「熱情」，有

傳播知識之方式，目前學校

上所要強調的是，設計不能

熱情才會注意產業動向、觀

提供線上免費教學課程，確

侷限在某一個框架，要以更

察趨勢、蒐集資訊；其次是

實改變了人們的學習方式；

寬廣、更多元的角度思考。

「知識」與「語文能力」，

又或者醫院、健康照顧機構

此外，依據科技進步軌跡即

知識是未來的財富，而要

等，未來病患能透過線上求

可發現未來產品發展脈絡，

有豐富知識就要具備語文

診與醫生互動，這些都是未

舉例來說，現在每個人都有

能力，特別是英文，全世界

來可能發生的改變，關鍵在

手機，手機內建之相機功能

80%的資訊都用英文傳遞，

於設計師該如何回應這些未

愈來愈完善時，可能逐步取

因此若能有好的語言能力則

代數位相機。因此設計師可

可以讓知識更加豐富。

以預想未來的生活型態，再
來思考未來人們到底需要什
麼東西。
Mr. Gerry Snyder談設計
的未來，則認為人們難以想
像未來會帶來什麼驚喜，試
想現今數位科技的演進，已
經遠超過在1995年人們所能
想像。但未來一定是要很有
行動力、很視覺化，而且非
常直覺化，舉例而言，電子
閱讀器上市後，愈來愈少人
用紙本閱讀，其實人們還是
持續閱讀，只是使用介面不
同。因此設計未來將有非常

進一步談到未來要如何改
善臺北城市設計，Dr. Steve
Altman認為必須要考量到基
礎建設、各種建設間的連結
度，以及整個城市的體系與
系統。他也提醒有時候設計
會太過倚賴特定產業或科技
技術，但實際上必須要考量
城市裡各個要素間互相依賴
的關係，以及整個城市裡各
個要素的複雜性，做為城市
設計師，必須平衡這些要
素。因此城市設計師也必須
具有豐富知識與整合不同意
見的能力。

多的機會，一旦機會之門打

雲端運算與網路科技快速

開時，可能只有幾個人會成

發展，不僅影響人類處理事

功，但如果觀察到有很多人

務的行為方式，設計師也大

都在模仿時，就會知道那就

量利用科技改變民眾生活形

是未來的趨勢。

態，對於設計對未來生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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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改變，從這些改變產生
的需求進行設計解決。
曾長逸資深經理提醒每個
設計師都應該嘗試預測未來
的生活型態或產品樣貌，尤
其就商業競爭立場，如果設
計師可以預測未來，方能掌
握商機。Mr. Gerry Snyder認
為要談設計與未來，或許嘗
試將問題改為「我希望的未
來是什麼樣子？」來思考，
並進一步勾勒出未來社會每
個階層都能擁有優質的設計
導入的藍圖。石志傑副總強
調好的設計應該從基層教育
開始，當所有人民或消費者
能瞭解什麼是好的設計，好
的設計自然而然就會被引導
出來，所以應該從教育做
起，傳遞優質設計的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