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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界的競

現

爭已經不再

而是城市和城市之
間的競爭，如何維
繫及再造城市競爭
力，是全球各城市
追求發展的迫切課

工業設計論壇

個廣納多元文化的
城市，也是發展文

臺北產經編輯部／唐永青、洪于凡

創設計產業的最佳

整理

環境。
2011年為臺灣

「設計年」，全年將舉行約50項設計相關活動，加上即將於
今年10月間舉行的「2011臺北世界設計大會」，均是臺灣設計
里程的一大突破，並將臺灣優
質設計力展現於國際舞臺。適
逢臺灣設計的年度盛事，今年
已邁向第四屆的臺北工業設計
論壇，亦特別擴大規模，由臺
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與臺灣創
意設計中心、經濟日報合作，
於 5 月 2 2 日 舉 辦 「 2 0 11 臺 北 國
際工業設計論壇」，邀集國際
級設計大師與臺灣設計界菁英
專家交流分享，臺北市政府文
化局謝小韞局長於開場致詞時
▲ 臺灣創意設計中心執行長張光民（左起）、德國紅點設計獎總裁 Prof. Dr. Peter Zec、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謝小韞、經濟日報總經理李佳諭、Dubberly Design Ofﬁce (DDO)
創辦人Hugh Dubberly共同為設計論壇揭開序幕。

表示，此次論壇的主題是「跨
越」，更是臺北爭取2016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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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臺北市非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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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與國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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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臺北國際工業設計論壇活動議程

設計之都的起步點，希望透
過這個活動，進一步擴大設
計界和社會各界對於競賽主
題的討論和參與，以創造更

時間

09:20~09:40

09:40~10:40
10:40~11:40

跨越—將臺北帶向世界
11:40~12:00

德國紅點設計獎總裁Prof.
Dr. Peter Zec：若要談到紅點
是如何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

12:00~12:20
13:30~14:30

的設計獎項，必須先瞭解為
什麼需要設計獎項。BBDO

14:30~15:00

的總裁Vilim Vasata說過「若
沒有相對的觀點，就沒有品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謝小韞
經濟日報總經理李佳諭
臺灣創意設計中心張光民執行長

多的能量與可能。以下摘述
當天精華內容與發言。

活動議程
貴賓致詞

跨越—將臺北帶向世界
德國紅點設計獎總裁Prof. Dr. Peter Zec
無所不在的設計元素
Dubberly Design Ofﬁce (DDO)創辦人Hugh Dubberly
從One Ford談汽車設計
福特六合汽車總裁李國寶
10年想像，無限可能—談10年內影像處理淨化論與設計演變
NVIDIA東南亞暨臺灣地區資深業務經理張智為
跨越理想與現實
仁寶電腦副總經理陳禧冠
Start With People!華碩談使用者經驗創新
華碩電腦使用者經驗設計部資深設計專員唐聖凱
論壇—打造臺北設計之都
主持人：臺灣創意設計中心副執行長黃振銘

15:50~16:50

與談人：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教授廖世璋
仁寶電腦副總經理陳禧冠

質可言」，就因為設計難以
量化，所以需要藉由比較各

華碩電腦使用者經驗設計部資深設計專員唐聖凱
資料來源：2011臺北國際工業設計論壇。

種產品來定高下。紅點設
計從1954年開始進行產品設

興的好事情，一方面證明了

的客觀和公正。如此理所當

計獎(Product Design Award)

作品的高品質，另一方面也

然的規則，紅點卻是全世

的評鑑，1993年創設傳達設

確認了買主的好品味。取自

界唯一落實嚴格把關的設計

計獎(Communication Design

紅點的象徵意涵，紅點設計

獎項。此外，在評鑑的標準

Aw a r d ) ， 2 0 0 5 年 又 在 新 加

獎的目的即在於遴選及呈現

上，紅點設計獎也訂出明確

坡開辦設計概念獎(Design

高品質的設計作品。

的規則，從作品的創新程

Concepts Award)，從一開始
的沒沒無名，到建立一個辨
識度高的優勢品牌，紅點堅
持的一貫理念都是追尋卓越
的設計。

度、功能性、型態與品質、
一個設計獎成功的關鍵，
在於競賽的重要性與辦理機
構的資格。紅點設計獎最特

人體工學、耐久性、象徵意
涵、情感意涵以及周邊品項
等準則進行評鑑。

別的地方，在於百分百獨立
的評審機制與超然的中立觀

目前除了德國之外，紅

在藝術界或畫廊中，若是

點，紅點評審團的評審來自

點參賽者大部分來自臺灣，

賣出了一件作品，便會在這

全世界，活動舉辦當地的評

其次是美國、再其次是瑞

個作品上貼一個紅點，作品

審絕對不會超過總評審團人

士、韓國及中國大陸，但

被貼上紅點，對於買家和賣

數的百分之十，也絕不邀請

在未來，可預見中國大陸

家來說都是件值得驕傲和高

業界擔任評審，以確保評審

將躍升成為紅點設計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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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界三大設計獎項的參

以iPod為例，它整合了使用

賽作品件數，紅點是13,644

者、硬體、軟體、網路應用

件、iF是8,542件、G-Mark

及市場行銷，也和唱片公司

(Good Design Award)是3,136

溝通，把歌曲從專輯中分出

件，得獎率方面，紅點為

來個別販售，而APPLE公司

12%（1,622件）、iF為16%

也積極開展異業結盟，如與

（1,378件）、G-Mark為35%

NIKE合作；在美國有家運用

（1,110件），顯見紅點評選

全球衛星定位技術的個人導

較為嚴格，得獎難度較高，

航系統公司Dash Express和

除在設計獎項上取得領先地

Yahoo!合作，讓使用者可以

位，亦有較高的公信力。

透過個人電腦傳送訊息到個

說 「If you can't measure it,
you can't manage it.」為了體
現設計的價值，紅點設計整
理出曾得過紅點設計獎的企

產品的開發由工業領域
逐漸演變為生態領域，支持
硬體產品與網絡服務相結合
將產生的三大趨勢，分別
為運算即溝通(Computing as
Communicating)、感應器的
普遍運用(Sensor)，以及可處
理、探勘與管理大量資料(Big
Data)。

1.運算即溝通(Computing as
Communicating)：

統也同步將使用者的資訊傳
送至系統伺服器上，可以即
時定位與監控車速並瞭解各
地交通堵塞情況。

電腦已從運算工具演變成
溝通工具，如果有拿到過蘋
果公司的名片即可發現，蘋
果電腦公司(Apple Computer

業股市表現，歸結為「紅點

Dash Express的個案並不

Inc.)中的電腦兩字已悄悄消

設計指數」，從1999年12月

稀奇，因為現在有許多產品

失，轉變為蘋果公司(Apple

至2010年12月間，這些企業

都這麼做。未來硬體應該更

Inc.)。透過產品，可以和消

股價都超越股市大盤表現。

像Amazon、Google等網站一

費者進行一對一的溝通和相

紅點設計獎之所以可以與眾

樣，以網路服務辨識使用者

互學習，並依消費者需求提

不同，絕不只因為它是個競

並快速回應他們的需求；其

供相關的資訊和工具。

賽，而是因為它代表的是一

次，產品應自然而然的收集

種追求卓越的態度。

資訊；再則，設計師應不間

2.感 應 器 的 普 遍 運 用

斷的依照使用者需求更新並

(Sensor)：

修改產品，由於過去難以透

僅英國倫敦，就裝設50萬

D u b b e r l y D e s i g n O ff i c e

過硬體產品取得消費者的使

台監視攝影機，美國芝加哥

(DDO)創辦人Hugh Dubberly：

用資訊，產品修改往往需要

則裝設1萬五千台監視攝影

正如同紅點設計獎提供的

1年半到2年的時間，而現在

機，加州的葡萄酒莊則採用

是一個全面性的體驗，現在

憑藉硬體產品與網路服務結

英特爾晶片來測量葡萄植株

的產品設計過程也不再只限

合，可以得知使用者行為模

的溫度和濕度，而美國零售

於產品本身，而是一個包含

式的完整資訊，產品修改時

巨頭渥爾瑪則規定所有商品

硬體、軟體、網路應用與人

程頻率增加為每個月、每週

均要採用RFID晶片以管理庫

無所不在的設計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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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曾

人導航系統，而個人導航系

或是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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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以上數例說明感應器可

安全及資訊科技上的領導地

準確度，使得產品從設計到

說是到處都是，未來的智慧型

位，同時以消費者可以負擔

實際產出往往會有落差。直

電話也可能可以監測個人血

的實惠價格販售。以Fiesta為

到NVIDIA推出繪圖處理器

糖、血壓的健康情況。

例，福特聚集全球的團隊進

(GPU)後，為運算的世界帶來

行研發，深入每一個區域，

突破性發展。由於畫面是由

3.可處理、探勘及管理大量

瞭解當地多元的客群，推出

許多獨立的像素點所組成，

資料(Big Data)：

因地制宜的產品設計，並

GPU運用平行化的概念運

由於電腦運算技術日新月

以大量製造降低成本，不過

算影像畫面時，不再需要從

異，像Amazon、Google等網

在未來，在全球化的潮流之

第一個算到最後一個像素，

站均處理、探勘及管理大量

下，各地平臺也將整合，以

而是單次運算整個畫面，影

資訊。

因應全球客戶需求。此外，

像處理速度加快，並更有效

產品設計應想到未來的顧客

率處理大規模複雜的影像畫

需求，目前的福特油電混合

面。GPU為高效能運算市場

車產量僅1%，但是在未來十

帶來高密度平行處理效能，

年內，10~25%的福特車款都

被廣泛運用在各種領域，尤

將是油電混合車，而福特也

其是設計產業，包括建築設

將推出消費者可以負擔的綠

計、汽車設計、服裝秀展設

能科技，以福特Ecoboost引擎

計、電影特效場面等各種需

為例，福特前瞻未來環保趨

要設計預覽或數位娛樂的特

勢，在引擎設計除了增進動

效呈現等。

現在的產品設計已由工業
生產轉變為生態系統，硬體
產品若要像網站一樣運作，
必須從改善生產品質、產品
型態、與使用者間的互動、
以系統方式全面思考的四個學
習曲線落實，如此才能掌握
現代產品設計的關鍵要義。

從One Ford談汽車設計
福特六合汽車總裁李國
寶：福特的價值除了來自
不斷追求卓越，也來自One
Team、One Plan、One Goal
的企業宗旨，當福特在擬訂

力性能，同時具備省油與低
碳排放量之功能。

跨越理想與現實
仁寶電腦副總經理陳禧

10年想像，無限可能─

冠：評審在初步評選一件作

談10年內影像處理淨化

品時，可能只有2秒，老闆

論與設計演變

在聽取新產品簡報時，可能

計畫時，會思考顧客、員

NVIDIA東南亞暨臺灣地

只有30秒，精確表達出作品

工、經銷商、供應商、股東

區資深業務經理張智為：

的宣言性更顯重要。因此

以及整個社群，所以必須要

1999年以前，影像處理受限

在創作設計前，設計師需

面面俱到。福特生產線上有

於科技的關係，畫面品質十

先確立產品的宣言性，即產

許多產品，而成長的唯一途

分粗糙，同樣情形發生在設

品故事，其次是產品論述的

徑就是要設計出符合全球需

計上，早期使用手繪設計草

聚焦。當確立產品的宣言

求的產品，像福特的產品，

稿，並使用簡單科技輔助呈

性，接著再從主題(theme)、

就致力於追求品質、省油、

現，但因無法達成百分百的

時效性(timeline)、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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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scale & scope)之四項主

覺上的設計，卻造成產品不

唐聖凱等專家，共同暢談設

軸，訂定產品論述重點。而

符合實際使用情境，以至於

計的跨越概念，以及為今年

創新產品設計必須同時包括

不被使用者接納採用。為精

2 0 11 世 界 設 計 大 會 與 2 0 1 6

商機(business)、消費者需求

準掌握使用者的行為模式，

年臺北市爭取設計之都進

(needs)、科技(technology)，

華碩設計部門透過電子儀器

行意見交流。

就如同APPLE公司具備這三

研究使用者是如何觀察、理

項元素，往往推出成功的創

解、記憶產品，系統性歸納

廖世璋教授首先將設計跨

新產品。

使用者的心智模式，並將使

越的議題，擴大至文化創意

用情境納入設計參考後，設

產業層次的垂直跨越與水平

此外，科技的設計應回歸

計出符合使用者需求、更方

跨越來談。垂直跨越強調是

過去人對人造物的理解能力

便上手的產品，才能產生創

產品設計面的提升與整合，

與支配權，係由科技學習使

新的使用者經驗設計。

從將原創文化納入自創品牌

用者的體驗經驗，提供使用

的設計思維提升，到整體文

者無形的服務，而非增加使

化創意產業鏈的整合。而產

用者的負擔。反思科技介入

業的水平跨越往往是國外

使用者的生活，科技應是協

創造產值的來源，文創產業

助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而非取

可大略分為設計、藝術、媒

代。其實，設計就是回歸原點

體三大產業類別，例如「設

找尋答案，以人性需求為基

計」包括產品設計、視覺傳

礎，解決根本性的問題，就

達、工業設計等，「藝術」

有機會創造新的市場。

包括表演藝術、視覺藝術、
音樂藝術等，「媒體」包括

Start With People！
華碩電腦使用者經驗設
計部資深設計專員唐聖凱：
設計師在設計產品時，想要
讓使用者快速掌握設計師所
要傳達的邏輯，就必須系統
性的觀察與分析使用者的行
為模式，預測使用者的下一
步，以設計出使用者所需要
的功能。
過去設計師容易忽略從

電影、電視、廣播等，透過
▲「2011臺北國際工業設計論壇」為
2011臺北工業設計獎暖身

打造臺北設計之都

這三大類產業的水平跨越整
合，才會產出巨大的產值。
唐聖凱資深設計專員以萊

「2011臺北國際工業設計

特兄弟延伸腳踏車平衡的概

論壇」最後安排一場研討，

念成功發明飛機為例，強調

由臺灣創意設計中心副執行

跨越是以自身專業對別的領

長黃振銘擔任主持人，邀請

域產生不同的看法，而發現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新的觀點。唐聖凱資深設計

教授廖世璋、仁寶電腦副總

專員進一步分享過去學校的

經理陳禧冠、華碩電腦使用

學習模式，第一種「合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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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國際工業設計論壇

者經驗設計部資深設計專員

工業設計．跨界視野

使用者角度出發，只追求視

臺北．最前線

(technology feasibility)、規

城市萬花筒

式」是吸收各領域人才成為

內需性與對外宣言，做為城

北更往設計之都邁進。廖世

一個團隊，彼此貢獻不同的

市的經營規劃，強調不用刻

璋教授也強調，文化是設計

專業、不同的看法，藉此深

意塑造，而是找出臺北既有

的內涵，文化沒有大小之

化個人的專業，也從中學習

的核心競爭力，再以創意、

分，只有差異，差異越大越

其他領域的專業術語，瞭解

設計做串連加值，才能發展

能突顯文化特色，文化具有

他人思考的觀點；而另一種

長期性的都市策略。

豐富的特色內涵，才能轉化
成更多的設計。

李奧納多模式，則是要求
設計科系的學生必須跨領

唐聖凱資深設計專員認為
「臺北其實很設計！」，在

主持人黃振銘表示，臺北

政府投入大筆資源下，臺北

絕對有自己的特色，以成功

花博等大型活動得以產生巨大

爭取今年2011世界設計大會

陳禧冠副總經理則以果

影響力，只是除了大型活動，

主辦城市為例，對外展現臺

汁機比喻設計師的角色，設

臺北生活四處都有文化活動的

計師原來就是要融合不同材

展現，進一步呼籲政府應重

料，提出各種解決方案，因

視扶植地方性文化活動。

域的課程學習，做知識上
的融合。

次所談的跨越是指走出自己
的專業領域，與其他領域
相互激盪。過去曾參與香港
與新加坡設計協會邀請觀光
業、旅遊業之與談，共同探
討如何透過創意設計為業者
加值，這樣跨越領域交流也
逐漸在臺灣成為趨勢。

北好好玩，尤其現今全球文

廖世璋教授提出「設計

合多元文化，更具體投射在

始終來自生活」，其實設計

設計與生活層面，新東方生

是策略、是手法，最重要的

活美學成為臺北獨一無二的

是從生活中萃取文化特色，

城市特色，未來應更有信心

藉由產品設計、室內設計、

爭取2016年的設計之都！

建築設計到都市設計等設計
跨領域整合，讓生活達到五
感的體驗，進而提升生活品
質；其次，提出「設計四
生」概念，從提升消費者文

對於臺北市爭取2016年設

化品味與素養的「生活設

計之都議題，陳禧冠副總經

計」、生產者需跨領域的學

理延伸品牌概念，表示首先

習以累積文化資本的「生產

要找出臺北市的內需性與對

設計」、政策研定者應系統

外宣言，內需性是指臺北城

性制定文化政策的「生態設

市長期發展的需求，對外宣

計」，以及營造臺北市共享

言則是指從全球矚目的議題

文化氛圍與價值的「生命設

中找出可發揮的面向，再提

計」，由個人至整體都能參

出宣傳主題來整合包裝臺北

與設計這件事，更有助於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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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媒體人王偉忠所說的：臺

化目光聚焦東方，而臺灣融

此跨越對設計師不是太陌生
的觀念，只是範圍差別，本

北市的特色與吸引力，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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