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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顧包浩斯百周年
今年（2019）是德國包浩斯（Bauhuas）學校創校百週年，也是設計界的大事；全球都在舉辦盛大的
相關活動，以及精采展覽，台灣自不例外！例如，台灣創意設計中心所屬的台灣設計館所規劃的 「包浩
斯， 然後呢? Beyond Bauhaus 特展」（TDC & JC Architecture, 2019）；又如，師大美術系、設計系以及
美術館籌備處於德群畫廊，為王建柱教授舉辦文獻展。1969 年，包浩斯創校 50 年時，筆者是明志工專
工業設計科的學生；當時對包浩斯的認知係來自王建柱老師編著，由大陸書店出版「包浩斯」一書。50
年後，翻閱舊書，當年對包浩斯的憧憬與熱情尤在，雖然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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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特．葛羅佩斯（Watler Groupius）以「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的教育理念（Gropius,
19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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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acs, 1991）。百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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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ylor, 19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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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設計教育發展，大致也是依循包浩斯的教育理念。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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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之後，
1964 年，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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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教
育從專科到大學學制花了 9 年的時間，1973 年，成功大學設立工業設計系。在台灣設計教育被認為是實
務的教育，難登學術研究的殿堂，因此，從大學學制到研究所共努力了 18 年，一直到 1991 年，才有以
工業設計為名的研究所成立；又過了 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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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建構台灣設計高等教育完整的體系。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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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此包浩斯創立百周年之際，設計學報特別規劃了：「回顧包浩斯百周年，再現台灣設計風華」專
輯。這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專輯，首先必須面對稿源的問題，有關包浩斯的主張、成就與影響的文獻雖
然不少，但是主題性的研究與相關論述，則相對地比較少，非常幸運投稿不但踴躍，且涵蓋建築、家具、
產品、視覺、色彩等領域，甚至也有舞蹈、編織、工作坊等議題。接下來是如何評審？誰來評審？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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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都是個難題；因此，編輯小組即邀請國內設計史研究、包浩斯相關研究，以及設計相關領域的專家學
者組成包浩斯專輯評審小組；經由專家評審的論文簡要介紹如下。

二、文化生活，風格設計
文化之於生活，就像風格之於設計。就設計而言，何謂文化？「文化」是一種生活型態，其形成係
由一群人的「生活主張」，孕育一種「生活品味」，經由更多人的認同，形成一種「生活型態」。例如，
最近有一群人有感於節能減碳，主張騎腳踏車救地球，於是孕育出一種生活品味，當有越來越多的人跟
進，形成一種生活型態，也就是所謂的 BMW （Bicycle-Metro-Walking）族群（林榮泰，2011）。簡言
之，消費者必須先知道如何好好過生活的「生活主張」，才能有「生活品味」形成一個好的「生活型態」。
準此，風格是一種「設計思維」，其形成係由一群設計師的「設計主張」，孕育一種「設計品味」，經
由更多人的認同，形成一種「設計風格」。例如，包浩斯的國際風格就是由葛羅佩斯與一群藝術家有感
於「形隨機能」理性設計的重要性，主張極簡設計，於是孕育出一種「少即是多」的設計品味，當有越
來越多的設計師認同，形成一種設計風格，也就是所謂的「國際風格」
（Gropius, 1956; Isaacs, 1991; Naylor,
1968）。簡言之，設計師必須先知道如何設計產品的中心思維，展現產品的風格，才能設計好的產品。
因此，真正的「風格」應該是一種展現文化的「設計思維」，透過這種設計思維形成一種「生活品味」，
而讓人們能夠享受好的「生活型態」。
因此，本專輯就從：「風格的根源--由 Gropius／GSD 教育回溯」談起。本研究透過文獻的整理回顧，
探討葛羅佩斯於 1937 年擔任哈佛建築系主任以後，對於哈佛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教育的影響。整
體而言，本研究之主題具有探討論證的價值，文獻資料的蒐集整理能呼應研究內容應有的涵蓋性，論述
條理層次清晰，所設定的議題與論點，有助於還原二十世紀中葉前後，歐洲藝術設計思潮如何藉由葛羅
佩斯與包浩斯的思想理念，對於美國在二戰前後所產生的影響。全文除了提供對於二十世紀初，以西方
為主的設計風格樣貌的描繪，並針對設計風格與建築風格的形成及其適切性，提出了省思。本文引用了
傳記、回憶錄、教學課程、建築案例，及設計評論等豐富史料，論證精彩而推論嚴謹，是篇優秀的歷史
研究論文。探索包浩斯風格的起源，對於設計／建築史、設計／建築教育，乃至於設計實踐，均具有相
當重要的學術貢獻及啟發。同時，完整地闡釋了葛羅佩斯的設計理念，有助於重新理解真正的「風格」，
就是「讓人們能夠過較好的生活」的「風格」。

三、再現台灣設計風華
包浩斯風格對世界各地的影響深遠，然而包浩斯在全球傳播的過程中，不可避免與各地本土文化相
互交織，延續包浩斯的原貌，並交融出具有本土文化的設計風格。因此，討論包浩斯風格的影響，不能
只局限於 20 世紀初或德國本土，而應該以多元角度解讀包浩斯。百年前創立的包浩斯在經過不同的時間
和空間洗練後，對不同文化背景，在設計領域產生了何種影響？在設計風格上呈現出何種相似性和相異
性的延續與交融？時代性和地域性在包浩斯風格的傳播過程中又扮演何種角色？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
題。
台灣作為華人文化傳承的中心，20 世紀 60 年代是台灣現代設計起步發展的重要時期。從政府層面
制定政策，大力引進國外先進設計課程及理念；到民間層面自發地創辦刊物宣傳設計理念及活動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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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印證當時社會對設計之重視。當時台灣設計發展受到美、日、德等專家的影響，這些專家延續了包浩
斯設計的精神，並融合了其自身的文化，可以說是包浩斯精神的延續與交融的典範（楊靜，2010）。另，
作為亞洲最早進入到工業文明的日本，在包浩斯的影響下，逐漸發展出體系嚴密的平面、色彩和立體構
成等，對台灣的設計也有深遠的影響。因此，本專輯收錄了包浩斯對台灣的工藝、家具設計與平面設計
等三篇相關研究，以探討包浩斯風格在台灣的設計延續與交融，簡要說明如下：
1.

台灣家具設計受包浩斯風格之影響—以品牌家具「有情門」為例
包浩斯風格百年，對全世界的現代設計產生深遠的影響，台灣自不例外；例如「有情門」曾在網站

上說明其門市建築以及家具設計曾受包浩斯精神影響（永進木器廠，2006）。本研究透過品牌家具「有
情門」個案探討，其目的在探討包浩斯風格對台灣家具設計之影響。本研究首先萃取包浩斯風格之「人
本精神、人文精神」構面，以及「機能、技術、造型、色彩、材質」等要項，再發展為影響家具設計之
問卷量表，以量化評估探討「有情門」其相關的產品設計在各構面要項與量表之符合情況。本研究將包
浩斯風格之相關元素，透過台灣本土家具設計之個案，轉化為家具設計之策略；作為包浩斯風格在台灣
的延續與交融，值得家具設計產業之參考。
2.

經典產品設計的評價與喜好研究—以包浩斯餐廚產品為例
包浩斯認為「設計」乃是藝術、文化與科學的整合，宣揚「人性本位」的設計哲學，強調「設計的

目的是人，而不是產品」。當今的消費市場也是以消費者為中心，了解其對產品的認知、喜好與美學感
知，並鎖定人性與創意，這讓包浩斯的理念依舊歷久彌新。本研究目的在探索消費市場的經典產品的設
計現狀與特性，透過調查包浩斯經典產品探討受測者對產品設計與愉悅感等主觀評價，以及以眼動追蹤
受測者對產品的認知與觀察行為。本研究結果提供經典產品的設計指標，給予產品設計師與相關產業參
考，亦提供研究者深入了解當今經典產品設計的關鍵並融入教學，以培養對消費市場具感知的設計人才。
3.

包浩斯視覺設計在台灣的延續和交融—以 1967-1970 年間《工業設計》雜誌封面設計為例
本研究藉由一本完整記錄了台灣設計發展歷程的設計刊物，以群體心理認知之視角，探討包浩斯運

動對 20 世紀 60 年代台灣視覺設計領域的影響，本研究對台灣史發展的建構研究有所貢獻。本文研究目
的：（1）從當代的觀點，探討包浩斯思潮在 20 世紀 60 年代台灣視覺設計中的延續和交融；（2）研究
當代觀眾對當時視覺設計的認知差異及偏好。針對上述之研究目的，作者從台灣早期工業設計雜誌之封
面設計表現中，分析西方現代主義之包浩斯風格，如何傳播影響戰後台灣的平面設計。研究議題頗具創
意，樣本資料收集完整，比對分析並具體歸納研究貢獻。本文將能補足台灣設計史內容中之戰後西方影
響的部分，建構完整台灣設計史發展脈絡。
4.

以「隨創」觀點解析包浩斯編織工坊傑出女性創意設計者的發展脈絡
過去包浩斯相關研究多聚焦在包浩斯知名的男性設計教師、作品，以及對世界現代設計發展影響極

深的課程內容及教學方法，但對於獨具特色的專業工作坊卻欠缺深入的解析。特別是包浩斯女性編織創
作者的成就與表現，幾乎鮮為人知，究竟這些傑出的女性編織創作者，如何在國家社會困窘動盪的年代
中創新？她們在設計表徵、意義與發展上有何內涵？這些議題尚待系統化的探究。緣此，本文即以包浩
斯編織工坊為研究對象，並以「隨創」觀點，透過質性方法，解析其創作內容、作品內涵，探討此時期
動盪情境下，包浩斯傑出女性創作者及其創作的發展脈絡，並論述她們對於設計的影響，提供後續研究
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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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包浩斯，然後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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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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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包浩斯的設計教育理念，探討「包浩斯，然後呢?」的問題。展望未來，應重新思考包浩斯創立之初所提
出的「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如何把設計教育中的「藝術與科技」重新調整；並結合「人性本位」的
設計哲學與「跨領域」的合作思維，探討如何因應未來的社會發展，提升現代設計教育的品質，得以再
現台灣設計教育風華（呂琪昌、林榮泰，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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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正是百年前包浩斯提出的「設計的目的
是人，而不是產品」，以「人性本位」的設計哲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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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琪昌、林榮泰，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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