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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創意產業已逐步成為世界新興的產業之一，相關專才的人力需求也

大幅增長，看見此需求的臺灣大專院校開始競相成立相關系所，設計系成為

近幾年來最熱門的科系之一。 

文化創意產業應以文化為基磐，創意為媒介，產業為成果，構成一個產

業鏈。但，該讓社會前進的「創意」力，卻在市場導向為主的潮流之下，隨

著商品的成型，地方文化的深刻內涵卻逐漸流失，造成地方文化空洞化問題。

加上國內大學設計教育中，帶領學生親身感受當地文化的機會稀少，學生所

創作出來的文化商品無法真正反映文化特色，僅淪為天馬行空的想像。 

本研究以三則個案進行探討，以參與觀察法和訪談為研究方法，了解學

生進入地方現場並親身體驗當地文化後，對學生本身及作品有何影響。這一

影響是否是促使文化商品設計更加提升的元素。 

研究結果顯示，親臨現場的經驗加上地方居民的回饋意見，皆能促使學

生在設計作品時，更精準地掌握當地文化元素，減少文化誤解或符號誤用的

程度，設計出足以再現地方、豐富在地文化內涵的文化商品。本研究最後建

議設計教育應增加田野調查的學習比重，讓設計相關學系的學生學習掌握文

化魂的能力，使設計人才培育更符合社會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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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文化創意產業納入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到文化部的成立，顯示出文化力的

重要性在臺灣逐漸受到重視。文化力的興起與社區營造的推動，促使各地積極的

想推出足以代表地方文化的產品，不論是文化節慶或文化建設項目。這一現況意

味著本土文化意識逐漸抬頭，並企圖透過設計的加值，活絡地方經濟的成長。根

據 2010 年 12 月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所發表的《2010 創意經濟報告》（Creative Economy Report 

2010）中明確的指出，文化、創意和經濟與技術的結合，社會及經濟也因此更加

成長。對於將文化創意及經濟技術結合的人們，學者 Florida（2003）稱之為「創

意階級」（creative class），像是設計師、都市規劃師、藝術家或律師等都是，這

些人們正透過傳播他們的想法或產品逐漸影響社會與大眾的價值觀。文化商品的

產出，也正是透過此種方式所產生，媒介這些結合的人們對於地方文化的認識及



所選用地元素也是合宜的嗎？文化商品具有象徵當地文化的意義及作用，並豐富

當地文化意涵，有助於集體記憶及情感的產生。然而，在文化商品設計的相關研

究中，這些潛藏的議題，卻是設計研究中貧乏但不可輕忽的部分。 

目前臺灣文化商品的相關研究，大多著重於設計流程及文化表象轉譯的部分，

鮮少探討設計教育面對文化商品設計時，是如何去調整課程，以提升學生對於文

化應用的能力。文化應用能力的低落，使得許多地方文化商品產生同質性高的狀

況，當一有銷路較佳的新產品推出，過陣子全台各地都可以找到相似甚至相同的

產品，各地區的文化特色也間接在其中被抹煞掉了。即使每年有大量設計系學生

畢業，企業界卻依舊大嘆「設計系學生滿街都是，卻找不到可用之才」（徐仁全，

2007），實際上並非人數不足，而是因為對文化沉思的不足。面對設計教育，

Buchanan（2001）的見解是，未來的設計教育是全方位的思考與學習，並且理論、

實作及創作上會取得一個平衡點。倘若如此，文創風潮興起的年代，大學設計教

育該如何面對大量將地方文化商品化的時代趨勢，來培育相關設計的專才？本研

究以探討「文化田野」在設計教育中的重要性，以三所大專院校的設計課程個案

分析與比較，探究透過當地文化浸染與體驗後，對作品及學生的影響為何。 

 

二、文獻回顧 

（一）文化商品設計與田野調查 

文化商品是透過設計，將器物與文化因素進行審思，並進行連接或重新開發，

使產品成為文化的載體，讓商品成為傳達文化的一種媒介。因此，文化商品的設

計與開發，有助於豐富社會文化及生活品質的提升（何明泉、林其祥、劉怡君，

1996；徐啟賢、林榮泰，2011）。在文化商品的設計過程中，各地文化特色有其

特有的文化意涵，必須深究了解其文化屬性，找尋出恰當且符合傳統習俗、人文

精神等層面的內涵與符號的結合，設計思考應調整為透過產品傳達重要的知識或

經驗，並為商品創造出意義。 

因此，有研究者開始注意到調查當地民眾反應的重要性，像是許杏蓉、林大

鈞（2006），以問卷方式為淡水鎮設計特產包裝；蘇文清、杜瑞澤以焦點團體訪

談法（2009）為社區進行視覺傳達產品設計等。即使看似做了事前的調查工作，

但卻無法跳脫出僅以少數可快速抓取的元素轉換成作品的狀況，使得設計層次僅

停於形體或行為層次，實屬可惜。主因在於，這些調查的工作，仍只是片段的快

速擷取當地視覺及淺層的感受，來轉化成為設計元素，實屬可惜，文化深刻的意

涵及美感，卻被忽略不論。使得國內設計領域對於文化商品的探究仍停留在視覺

上的形式仿效或紋飾轉化，忽略了其中更重要的文化意涵呈現（林榮泰，2005；

李如菁、何明泉，2009）。 

當商品的生成後，產業鏈也將被銜接起來。文化商品化的年代，正是文化

創意產業誕生之時。文化產業化的推動，已是世界各國積極發展的趨勢，例如：

德國慕尼黑啤酒節、英國倫敦設計節、日本東京六本木創意都市等，皆為透過

文化資產的傳承及發展，以提升產業及國家的競爭力。文化產業應是具有人性



的產生過程，其產品的創造強烈地依賴著地方的人文價值、生活型態等來進行

設計，以提高產品的獨特性具有體驗價值（Handa,1999；Caves,2000；楊燕枝、

吳思華，2005；陳其南，2007；黃光男，2011）。設計教育家 Lupton（2012/2012）

指出，民族誌田野調查的運用，對設計領域是件新鮮事，但是「透過溝通，了

解對方」這條基本原則卻始終是好設計的一項特徵，而設計師本身更要具備開

放的態度，才能看清行為或事件的背後因素。這與 Covington&Hannah（1997）

所提出的概念雷同，先聽，後問，最後才是開始設計。直接的對話，會讓設計

師與受訪者產生連結，人們未必會在口語上表達出心中所想之事，但透過肢體

語言或者生活環境等線索，會有些端倪出現，顯示出，細膩的觀察與開放的心

態，才能真正設計出符合人們生活所需的設計產品，設計師才會發現，面對各

式的人們，自我本身所想的一切或許壓根不是那麼一回事。林榮泰就（2010）

說道，設計師應掌握社會文化脈動，未來的設計是藝術、文化乃至科學整合。 

因此，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價值是，以文化為背景的生產技藝，透過技藝（設

計）將其轉化為生意（林榮泰，2010）。更重要的是文化才是此產業的源頭，若

只重視技藝（設計）的應用，台灣會再度走上代工之路，淪為文創代工（朱宗慶，

2010）。設計教育需開始省思對文化的重視，來開啟未來設計師的文化魂。 

 

（二）設計教育在臺灣 

臺灣的設計教育基礎，深受日本影響，經由日本輸入包浩斯的理念及教學體

系，皆反映在視覺設計及工業設計的教育之中，直至今日依然可以在學院中嗅到

包浩斯體制的氣息（林曼麗，2000;賴建都，2002；林品章，2003）。然而，過往

日本的設計教育體制，主要目的是為安撫殖民地的人心，並以殖民地的物產賺取

外匯，來支持日本國內的經濟，對於根本的跨領域學習，蘊含人文素養為底蘊的

基礎教學皆是失落於體制之外，更使得臺灣傳統工藝教育被排擠於門外。 

在國民政府來臺治理之下，對於設計的看法仍只偏頗於加工出口的賺錢機

制，面對現代設計中的社會民主實踐或人性關懷等人文思潮卻是置而不論。即

便延續日治時期部分的教學方式，卻因缺乏基本的教學涵養，基本美學及生活

美感都無法於教育之中學習，更不論傳統工藝無法擠進設計窄門之中。近年來

興起的後現代主義的教育思潮，逐漸注意到在地文化的主要的表現形式，臺灣

卻在此時無法銜接此當代的設計思潮，陷入面臨無法找出在地特色及文化的代

表窘境。許多傳統工藝早在經濟起飛，社會變遷中逐漸沒落，面臨後續無人可

接，逐漸消失殆盡。2010 年輔大應用美術系四位畢業生利用畢業專題所轉化成

書的《尋百工》，正是最好的印證，倘若這些傳統工藝在社會發展過程當中，有

機會進入設計藝術教育之門，進而轉型甚至成為創作的力量，這些工藝，會不

會有不一樣的面貌產生呢？ 

後現代主義的出現，使得設計推向另一層次，認為設計是可以被閱讀的，

除了科技的功能和藝術家的特質以外，更應具備視覺素養（Visual Literature）

的特質，此特質是表示，好的設計應具備訊息、媒介、閱聽人這三者，設計作



品應該是可以被理解、有系統化的，任何一個設計都應包含這些層面。設計教

育應注重於：藝術、人文與科技的共通性，因為設計是一個跨領域的學習，三

者應並重才是，在設計教育中缺一不可（賴建都，2002）。但是，根據林品章（2000）

研究發現，臺灣設計教育政策總隨著商業及社會結構起舞，始終搖擺不定。 

在喊得漫天震響的文創當下，臺灣設計教育面臨的問題，不再是技巧或投入

人員的不足，而是更根本的問題。面對世界潮流開始走向促使設計與更多其他項

目，跨領域結合的道路時，企圖透過設計打響臺灣名聲的設計領域，正處在尋找

方向的交叉口之上。因此臺灣設計教育方面目前需重新思考自身文化底蘊該如何

轉譯為作品以及如何打造新的課程來面對社會的改變（樊愛群、周子敬、張道本，

2004；林媛婉，2004；徐仁全，2007；呂琪昌，林榮泰，2010）。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參與觀察法與訪談法，來進行研究。 

（1） 參與觀察法：系統化紀錄研究場域中發生的事件、行為與物件。 

    本研究中，研究者親身投入文創菁英營及文化創意產業課程，這兩門分別由

新竹教育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及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所舉辦的課程，與同學一同

上課、一起討論、製作作品。高雄大學的課程則因田野地及舉辦時間無法配合，

因此放棄前往，以透過取得活動進行中的相關企畫案及資料來研究。研究者的親

身參與，不但可以建立身歷其境的經驗，更易掌握活動進行的狀況及記錄其他參

與者的反應，以利後續訪談。 

（2） 訪談法：請人們談論從事的事件，而不只是評論或判斷事件。 

   課程結束之後，研究者開始設計訪談大綱，邀請各課程中願意受訪的同學接

受訪問，了解同學們對於課程的安排及文化創意產業的想法，以及最後作品的呈

現、想法，甚至是對自身的刺激部分，企圖透過這些訪談後的分析，分析田野對

文化商品設計的幫助。訪談過程經同意後錄音，整理成逐字稿，為保護受訪者隱

私，後續分析皆以代碼表示受訪者。 

 

四、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三所大專院校的設計課程為研究對象，分別為新竹教育大學藝術與

設計學系（以下簡稱藝設系）、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以下簡稱環

文系）、以及高雄大學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以下稱為傳創系）。參與的學生

於下文之中，一律稱呼為學員。相關細節分別介紹如下： 

（一）課程舉辦時間及目標： 

(1) 藝設系： 

   藝設系於 2011 年 1 月中，學校仍在放寒假的期間，舉辦「文創菁英

營」，此營隊主要是配合現今文化創意產業的氛圍所舉辦，並以學校所處

之地—新竹為設計對象，營隊主要上課時間為期 12 天，開學後作品製作

依舊持續到 4 月初，完成品於藝設系展覽櫃中展出。而這次的設計營隊



課程與過往有所差異，不再著重於技法的學習，反而是期待同學注重設

計理念的思考，藝設系系主任就如此說道： 

我比較希望的是從源頭就把一個意義就可以放進去，我想要啟動大家

對於設計理念的想法，那其實設計一直都在談，那我希望設計的部分不

要流於一種只是流程或者是形式的做法。（20110831 interview） 

而這樣的理念思考的中心主旨，也貫穿了整個營隊。營隊採取三個階

段來進行，分別找來最近幾年推廣在地文化設計的胡佑宗老師、新竹地

方文史學家李元璋老師，以及皮革工藝家來進行皮革教學。而這三階段

的分割，除了第三階段的皮革是期望給予學生多學習一種新的技法外，

另外兩階段也都是為了理念磨合這一中心主旨所安排的課程。針對此點，

藝設系主任認為： 

站在我們學校的立場，我的學生可能可以說技法不是那麼突出，設計

不是那麼的專業，但是他要有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有很獨到的見解。

那個獨到不見得非常的磅礡，他 maybe就是非常想談的一件事情。

（20110831 interview） 

可以由此得知，藝設系舉辦這一寒假課程的目的是，能擴大學生的設

計理念思考範圍，提出與他者不同的觀點，是主辦此次課程的目標。 

(2)環文系： 

 環文系於 2012年 2月 100學度下學期的文化創意產業課程融入地方

文化產業設計的教學，分為理論及實務的教學。根據授課教師所寫的授

課目標可知，期望透過理論使同學了解文創相關的研究及分析，實務課

程的部分，則是使同學了解文化創意產業商品設計的流程，建立學員對

文創商品的開發相關知識。文化創意產業課程的設計為，以期中考為分

界，前半段的時間為相關理論的教學，好比文化工業化、生活風格等，

將文化創意產業的生成，做一個概括性的理論介紹及批判。 

期中考周過後，有機會得以與原住民促進委員會合作，為部落市集開

發在地文化商品，得到經費協助可以進入部落之中。將班上同學分為三

組，一組 4 到 5 人，分別進入向天湖部落（賽夏族）、司馬限部落（泰

雅族）以及麻必浩部落（泰雅族）。行程為三天兩夜，體驗部落的生活

方式，並將這些感受及發現轉化成為設計的元素，最後要設計出符合當

地文化的商品，於期末時進行發表。 

環文系透過此門課程，先帶領理論，而後進到田野地會開啟同學對於

文創的其他面向的認識，期望學生對於文創有更多層面的認識。 

(3)傳創系： 

傳創系的實習課程於 2011年 7月 22 日到 9月 5日舉辦，共計 45天。

經費來自水保局補助，實習地點為甲仙地區，協助當地規畫芋筍節。

實習制度的制定，是希望學生不要成為一個只會操作電腦的設計師，

能感受地方真實的設計師，因此選擇去實習的地點並無限制。實習指



導老師，翁老師就說： 

我覺得他們每天都過得蠻快樂且充實，是用自己的腳和感官去認識這

個地方。我一開始就有跟他們說，你們不要說自己有多厲害，就是進

去一切全部從頭來，你到那邊之後才會發現自己有多無力，因為你會

發現自己甚麼都不會。（20120215 interview） 

這 45 天的時間，學員們都居住在甲仙當地，以融入當地居民的

生活當中。傳創系希望學員們透過此次營隊，可以更加瞭解設計流程，

並感受到如何促使設計師與地方進行對話，達到設計促進生活目的。 

 

（二）田野與設計： 

(1.) 藝設系： 

藝設系在課程開始正式進行前，先要求各組學員自行設計一套

新竹旅遊行程，可以是三天兩夜的遊玩，也可以是當天來回的參訪，

並且在正式上課的第一天發表。研究者觀察到，當日的發表資料，

大多是透過網路所尋找的推薦景點，因此共通性較高，像是南寮 17

公里海岸線就有 3 組提到，少部分是設計者曾經自行前往遊玩過的

景點。這一課程的是設計是希望這行程當中的某個景點，同學可以

親自去走過當地，並且發展成為第一階段的作品。在第一天發表之

後，胡佑宗老師發表演講，談到設計的在地因子，提及他所策劃的

展覽「點心展」。第一屆點心展邀請國內各大企業的設計部門中，除

了工作以外仍有許多創作能量的設計師投入，到苗栗苑裡去體驗藺

草的文化，並親自編織藺草，而後將其設計成為自己的作品。這一

次的設計展覽，讓許多設計師體會到，原來設計也可以這麼不一樣。

在這場演講後，正式上課的第二天，研究者發現到大家的旅遊行程，

開始有所變動，在特定景點停留的時間變長，而且也蒐集了更多關

於當地的資料。各組需要從設計好的行程當中，選出這一個景點，

成為自行前往參訪的地點，並針對這景點進行設計。例如，有組學

員選擇了北埔，為拜訪及設計的景點： 

我們這組剛好有同學是新竹人，他就說北埔應該會蠻有趣的，加上網

路資料裡有說，有鄧南光美術館，就還蠻吸引我們的，所以我們就選

了那個地方。那我們一開始是要做遊戲設計的，江老師就說我們都有

修金工，要用這一技之長，所以我們就保留當初選的 10個景點，就

是用行李箱的概念，把北埔那 10個景點裝進去，然後打開是個很有

趣的機關，我們的想法就是這樣。…10個景點是有些我們自己發現

的，大多是在當地碰上一位文史工作者，他跟我們說，我們才知道，

然後湊一湊就 10個了。（20110401 interview） 

第一階段的田野地選擇是由各組自行選擇後，自行到達當地參訪，

然後設計成作品。進入當地的一切事物都是無法掌握的，有碰上文史



工作者的組別，在挑選當地特色的選擇上，會有較多的屬於當地看法

的資訊來源。其他沒碰上有人帶領的，大多就以自己所看到的東西，

轉化成為設計產品： 

那時候我們就去逛，其實心裡沒有甚麼想法，像我們現在去逛一些地

方不是會帶相機嗎？就隨手拍一下，但是後來發現還看到蠻多像手拉

門的東西，也許可以成為一個主題的樣子，然後就去找一些手拉門，

就是手拉門的特色，像是顏色，或是比較新、比較舊的感覺，然後去

做發想。（20110826 interview） 

當同學第一階段的田野結束後，作品也開始進入草圖階段，過程

中，則不斷與第一階段的老師進行討論。開始討論後，修改後也要發

表。研究者觀察到，許多組別一開始的作品與後來跟老師討論後，再

度發表的作品是經過大幅度的修改。也許是意象的轉換方式不同，或

是表現技法的修正。 

我自己很喜歡我原本的那一個。可是到後來，老師給我們的建議卻是

希望我們將風車的概念抽離，將這概念放在別的東西上面。希望是可

以用有實用性的觀念去想像，所以我們才用風車的概念去發展成其他

可以用的商品。（20110715 interview） 

在整個營隊課程中，除了第一階段學員自行進入各組所挑選的田

野地外，第二階段主辦單位也安排新竹市巡禮，由黑金町、觀音亭、

新竹驛、東門城、護城河、南門遺址、龍口福德祠、西門遺址、石牌

坊、淡水廳舊址、城隍廟、北門大街、長和宮、進士第、中正路日式

建築群及東門市場等新竹市重要地標。各組會在進入田野的前一天，

針對這些地標所設計的相關作業，進行抽籤，最後為這地標進行設計

工作，可以是故事或報導，不見得要實際產出作品，只要繳交一份書

面報告即可。 

走訪新竹市的當天陰雨綿綿，濕冷冷的天氣讓大家穿起防水且厚

重的外套，帶著雨具便從學校出發，整個探訪的過程都是步行，上午

8 點半出發，中午抵達都城隍廟午餐，下午 5 點回到學校，結束一整

天的行程。過程中，帶隊的文史工作者李老師，會對每個景點進行簡

短的介紹，大多時間是讓學員自行參觀與拍照。研究者觀察到，當學

員移動到城隍廟時，有學員拒絕進入廟裡，經詢問後，該名學員表示，

因為城隍廟為陰廟，所以不想進入參觀，加上裡面的神像會讓他感到

不適。地標遍佈新竹市，因此各景點時間不會停留太久，在團隊行進

間研究者也觀察到，學員對於僅只剩下舊址及其解說牌的古蹟點，興

趣缺缺，即便有建築物可看的古蹟，也是對於許多名詞的解釋或者相

關禁忌，無意更進一步了解，或者是片段輸入，僅取用視覺上可以快

速看到的元素，卻無更深入的探究其社會意涵。這樣的結果反應在學

員的設計作品中，例如學員以紙蓮花所做設計即是其一。紙蓮花是在



田野參訪過程中，於寺廟中看到的元素，這一元素大多用於告別式之

中，其背後意涵雖包有祈福的意味，但主要是指希望亡者可以到達西

方極樂世界去享福，而非針對在世人們的祈求祝福，但學員卻採借來

做為飾品及童玩設計的元素。學員的解釋是： 

因為它(紙蓮花)也有那種祈福的意味，我們就想說要把它做成那

種祈福的手環，因為紙蓮花那種重要的意義就是在那個折(的動作)，

就是說可以穩定你的心神還是甚麼的，所以我們就想說那個可以做成

折起來的手環或者是小孩子的玩具。（20110511 interview） 

從上述詮釋中明顯可見學員對於地方文化的誤解與誤用。 

(2.) 環文系： 

文化創意產業課程的設計為，以期中考為分界，前半段的時間為

相關理論的教學，好比文化工業化、生活風格等，將文化創意產業的

生成，做一個概括性的理論介紹及批判。這一上課方式，帶給學員衝

擊性頗大，就有學員表示： 

其實蠻訝異老師會用這種方式上課，一開始居然先從文化工業

開始講，然後又批判它。我還以為會是蠻彩色的課，但是就是變成

好像很悲慘。就是把兩面的衝突和極端都講出來，有點訝異會是這

樣的切入方式。（20120619 interview） 

先建構出對於文化創意產生的歷史，進一步談到社會對於消費看

法的轉變，而後提出批判，指出人們其實都受到資本主義的操弄，人

與物都已經異化，使得同學原本對於從媒體中了解的文化創意產業印

象，開始有了不一樣的認知。 

     我上了課之後，才知道原來還有批判的部分，有負面的思考。

原來我之前這麼多我感到疑惑的地方，已經有學者探究過，甚至去批

判跟探究它。（20120619 interview） 

期中考過後，學員開始進入田野，各組選擇一個部落停留三天兩

夜的時間，與當地居民一起生活，感受居民日常接觸的環境、食材

和勞動等。讓同學爬上泥濘的山坡地，將雪白的鞋子都沾滿了泥土，

摘桂竹筍後用竹籠背下山；在群山環抱之下的田地裡，挖出千奇百

態的生薑；爬上小發財車的後座，顛簸的坐下山，沒有窗戶的阻隔

直接吹到風，也被路邊的樹枝打到等等，身體的感受比起在城市的

時候使用更多，因此也讓身體的印象更深刻。同時，也鼓勵學員與

當地居民交流，研究者就觀察到，同學與當地的小朋友打球後，在

之後的調查過程裡，小朋友們也開始跟前跟後的奔跑，有時也會教

學員們幾句簡單的族語或者辨識植物，這些額外學習到的知識，來

自於人與人情感交流後的結果。田野地選擇山區部落，也讓學員開

始思考，文創是不只限於都市或者發展較快的地區。 

 



就是想說，為什麼我還要去摘竹筍、拔野菜之類的，然後在三天

的行程裡，還被老師罵，那時候我就想說這跟那到底有甚麼關係阿，

就覺得好像是在幫老師做甚麼實驗似的。可是後來，就覺得是自己對

於文創的認識是很膚淺的，因為我覺得它是一種新興產業，可能紅一

陣子就不見了。所以我覺得衝擊最大的地方就是出野外這件事。那現

在會覺得文創是甚麼，我會覺得，原來文創可以用在任何地方，不是

只有都市才可以做得起，其實任何地方都有他們特有的文化特色。

（20120619 interview） 

由此可看出，環文系透過此門課程，先帶領理論，而後進到田野

地，開啟學員對於文創的其他面向的認識，學員對於文創有更多層

面的認識。或是這樣的商品背後的故事性是不是只是大量的商業手

法所堆砌而成，開始體悟到自身處於消費文化之中的真實感受。 

上完課後，開始讓我去分辨，故事化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因

為市面上很多，不管吃的、賣的，都會告訴你一堆故事，以前都會

覺得說，就是蠻感動的，可是現在會去想說，這是真正的嗎？還是

商人包裝的，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蠻大的啟發。（20120620 

interview） 

第一天下午及第二天一整日的體驗行程結束後，晚上的時間都

是同學們針對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整理、討論及發想的時間。因為

必須在第三天回程前，將發想出來的設計產品，與部落居民討論，

一方面是防止有文化符號誤用的狀況發生，另一方面也了解居民對

於此產品的看法，得以當場修正。研究者觀察到，構思文化商品的

過程是最煎熬的時刻，要如何將龐大的訪談資料、照片、感官體驗

轉化成為代表當地文化的商品，這轉譯的過程是最令學員苦惱的。 

我覺得上完課後，會覺得文創的東西貴是有原因的，根本是在

壓榨腦漿。要結合文化跟實際用品真的是很需要頭腦來想，我覺得

很困難。加上又要做到很精緻又要特別才會吸引到別人，然後又要

想要怎麼解釋這是文化的東西，真的是很難。（20120619 interview） 

此時若有一個對當地文化較為熟悉的人物適時介入，在其中就

會發揮了很大的效益，使得學員較能聚焦。 

那時候就是跟多乃老師，在那裏擺放東西的時候，就對空間的

想像就開始成形了，然後就會覺得開始有畫面，就開始比較放心，

就覺得那個地方應該是做得起來的。（20120619 interview） 

進入田野當中，研究者觀察到另外一件事情。在其中一組部落

的晚上聚餐時，聽到學員分享到對於進入部落這幾天的心得，學員

表示，這幾天以來的體驗都是一般的農事，這樣的生活文化與自己

鄉下老家之間並無差異，感受不到泰雅族的文化特色。後續的訪談

當中談到此事時，學員表示： 



像是我網路上看到的資料就說，可能會讓我們親手做香蕉竹筒

飯，我以為就是那種我沒碰過的東西，或者是像其他組分享的，他

們就說沿途有一些圖騰，他們還去跟部落確認圖騰，所以我就想像

說當我們走在路上的時候，我們會看到很多他們生活中不經意或者

不刻意的圖騰出現在那裏，可是到那邊之後，就是…我就一直很努

力的想要找，我自己認為的傳統影子。（20120619 interview） 

研究者發現，學員對泰雅族的生活文化視而不見，反而陷溺在

自我的文化想像中，一味地追尋他們「印象中的」泰雅文化，這使

得此組學員們在設計過程中備感艱辛。 

(3.) 傳創系： 

本研究的三個案例中，以傳創系投入地方的時間最長。傳創系

為了達成體驗當地文化、學習與地方對話的設計實習目的，規劃了

一些任務，例如：讓學員幫忙設計宣傳海報、網路宣傳，及在芋筍

節當天擺攤協助推銷地方農產品等。 

學員們進入當地後，開始實際接觸當地民眾的生活之中。從一

開始踏進水稻田裡的驚嚇，到搭著小發財車在山裡狂奔，以及幫當

地居民規劃店面的日子，讓常駐於此的六位同學，在後續結束的日

子裡，還是懷念那段炎熱的暑假。 

我覺得那個地方很好玩，就是一個小小的地方而已。像是每個禮拜

四就會有個夜市，在那個甚麼路上，我忘記名字。反正就是第一條

路，就是走一下就會到盡頭的那種，可是我們可以在那裏遇到所有

甲仙我們認識的人，大家就是會在那個地方，然後我們走在路上就

是一直不斷的有人跟我們打招呼，問我們要不要吃甚麼、吃這個好

了，害我們都變胖了。（20120525 interview） 

學員們花了很多時間與居民互動，一起插秧、一起吃東西聊天

甚至教小朋友跳舞，幫忙設計表演服裝，而後開始幫社區設計相關

產品的海報及包裝。這些情感也反映在後續的芋筍節活動上面： 

如果你有實際插過秧，你在市集當天，就是幫忙介紹的時候，你會

有感覺，救是會有身歷其境的體驗，感受會比較多，就是講出來會

比較生動。而且我們就有綁過稻草的東西，所以那時候在設計活動

的時候，就想說農事體驗的一部分是不是可以放進去這個，加上老

師有提過一物全體活用的概念，所以我們就把它設計在一起。然後

就是要自己想，要怎樣可以綁出最簡單的稻草人，讓那些來體驗的

人也會綁，這可是當天最受歡迎的活動。（20120525 interview） 

將自身體驗及感受到的事物，轉化成為一場活動及海報產品的

過程中，除了學員們將大量的資料轉譯的煎熬外，當地居民的回應

也會成為影響產出的因素： 

我覺得最困難的部分是，原本已經說好可以怎樣，但事實上是沒有



辦法的，就是跟我們當初計畫或者想的會差很多。…很多東西就是

要臨時解決，像是昇哥給我小農市集的東西，他跟我說有個攤位要

來甚麼的，但是到達現場之後發現跟我想的不太一樣。（20120525 

interview） 

上述的詮釋中，可發現學員與社區居民間，對於同一事物的想像

有落差，傾聽在地居民的真正聲音，也是進入田野中的一項課題。 

 

五、討論 

綜合上述三個案例，可以發現，三者皆有進入田野地之中。

一開始，研究者也認為為打破現今文化商品化的天馬行空的走向，

進入田野或許會是一個較佳的突破口，然而，在近距離觀察了研

究對象後，發覺光只是進入田野，並沒有辦法完全解決設計師對

於文化的疏離感。 

田野調查，原是人類學家建構對於社會、文化等脈絡的認識

方式，然而隨著時間的演變，許多社會學科也開始吹起這樣的風

潮。但是在生活教育經驗逐漸脫節的今日，田野工作者開始出現

與自身文化疏離的狀態，因此對於訊息的解構就沒有足夠的資料

庫來進行分析。針對這三個案例比較，以下舉出三點分析： 

(1.) 文化的誤解與誤用： 

義大利設計師 Bellini 認為學院中的設計教育，太過於狹隘，

忽略了設計是與結構、人的思想和生活態度有關，但這些東西，

是無法在設計課堂上學到的（林孟儀，2008）。Bellini 點出，設計

不應是隔絕於生活之外，而是生活當中的任何一塊，甚至生活本

身就是設計的來源，但學院中的設計教育卻忽略了生活經驗、感

受對於設計的影響。使得將物品轉換成為設計符號時，缺乏深入

了解自身或它者文化中使用這些元素符號所代表的社會意義。在

研究過程中，觀察到有組學員以「紙蓮花」為創作項目，訪談過

程裡，他們表示是萃取紙蓮花當中的祈福意味。但在台灣的風俗

習慣中，紙蓮花是送給亡者或神明的象徵物，帶有某種禁忌，甚

至有些人認為它帶有不吉祥之意，故不是日常生活會用來裝飾身

體或居家的物品。學員們對紙蓮花的宗教意涵不求甚解，雖然他

們認為自己採取的是紙蓮花祈福的概念，企圖以此概念打造出創

意商品，卻忽略了使用者對這類象徵符碼約定成俗的解釋。文化

符號的誤用，除課堂上的文化教學缺乏外，田野訓練的缺乏也是

原因之一。如果在進入田野前能事先教導同學掌握田野調查方法，

讓他們了解透過訪談及參與觀察，聆聽在地人的聲音、親身體驗

地方產業的製作等，將可減少文化的誤解與文化符號的誤用；加

上深入與當地人的交談中，更可以抓住地方居民認為很重要的文



化元素，並正確傳達出符號的意涵。 

(2.) 文化識盲： 

田野研究過程中，是以研究者的「自我」為出發點，置於

被研究者的環境裡得到新的經驗，新的經驗經過自身消化後，

才會產生體驗（潘英海，1994）。研究案例中，就有學員在進

入部落前已有對當地的想像，因此過度在部落之中尋找「想像

中」的傳統元素，以代表當地文化的呈現。這些所謂外來設計

者，認為的傳統文化的表現與認定，是有明顯主觀選擇性的。

謝世忠曾在研究原住民的觀光與傳統論述中指出，在觀光情境

裡，「傳統」往往是被詮釋或者是創造的，這樣才得以符合觀

光交易上的需求（謝世忠，1994）。在觀光當中，觀光客所要

看的是他們認知的傳統文化，以滿足有看過不同族群文化的凝

視，那設計師是否只專注於尋找視覺上的傳統元素，也是類似

的凝視方式？倘若以自身出發踏入田野的當中，卻無法將文化

識盲的因素解除，即是搭配背景知識的提升，那麼僅只是踏入

田野地，並無法將文化蘊涵的力量轉譯為正確傳達意義的商品，

僅只是表象的紋飾轉化而以。國內設計領域對於文化商品的探

究仍停留在視覺上的形式仿效或紋飾轉化，忽略了其中更重要

的文化意涵呈現（林榮泰，2005；李如菁、何明泉，2009）。 

(3.) 與在地居民互動在設計上的意義： 

日本設計師喜多俊之（2009/2011），在其所書寫的《給設

計以靈魂》一書中，就有工藝匠師提出，與設計師合作的經驗

多半以失敗收尾，因設計師大多以自身角度看待工藝產品，未

曾深入了解技術或文化層面，因此總是在彼此妥協後產出劣質

產品而後草草收尾。抱持著如何將數百年來匠師的技藝及智慧

轉化成為現代生活可用的產品，這一想法的喜多俊之，在面對

每次的設計案時，總是會到現場走過，並不斷的與匠師們對話、

討論，設計出足以讓世界認識日本工藝技術的產品，也讓匠師

知道百年來的技藝，在現代依然是不可或缺的設計力且是一種

生活美學。研究案例中，雖然與居民互動的過程中，會出現不

斷改稿的情形，但是也透過如此不斷地來回更動，設計作品更

易聚焦，學員也從中學習到與當地居民互動的方式。 

 

六、結論 

設計軟體的普及，使得人人都可以成為設計師，常看到許多人們用設計軟

體修改照片，呈現出許多效果，但是其中的訊息卻不見得重要。設計應是一種

思考過程，因此如何將知識、抽象的訊息，思考過後正確傳達出來，是設計重

要的使命。Poggenpohl（轉引自 Heller,2005/2010）提到，較好的大學教育應是



融合文科與理科，讓學生把對世界探索的方法、哲學及內涵帶入設計工作室，

以引發對設計的企圖心和更為強烈的研究心情。 

設計教育在現代，應是不受限於教室之內，製作文化商品的設計程序中，

加入實際的田野調查，不單只有訪談的部分，而是更多體驗當地文化的機會，

並且增加下田野前的相關文化課程，帶著相關背景知識進入田野中，會使得收

穫更多。 

 

參考文獻： 

Caves,R.E.(2000).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acts between Art and Commer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vington G. & Hannah B(1997).Access by Design. Van Nostrand Reinhold.p4-5.  

Florida,R.(2003).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Perseus Books Group. 

Handa,R.(1999).Against arbitrariness: Architectural signific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Design Studies, 20(4), 363-380.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2012). Creative Economy 

Report 2010.  

取自：http://archive.unctad.org/Templates/WebFlyer.asp?intItemID=5765&lang=1 

朱宗慶（2010）。文化創意產業之展望。 

取自：http://cci.culture.tw/cci/cci/market_detail.php?sn=4380  

何明泉、林其祥、劉怡君（1996）。文化商品開發之設計構思。設計學報，1(1)，

1-15。 

吳永倩、林俊逸、段世龍、黃郁雅、鄭千鈺、鄭欣、蘇子惠（譯）（2010）。年輕

人，我教你怎麼做平面設計（原編者：S., Heller）。臺北市：城邦文化。（原著出

版：2005）。 

呂琪昌、林榮泰（2010）。從包浩斯風格探討臺灣設計教育的展望。藝術欣賞，

6(3)，28-43。 

林育如（譯）（2012）。圖解設計思考：好設計，原來是這樣『想』出來的！（原

作者：E. Lupton）。臺北市：商周。（原著出版年：2012） 

林孟儀（2008）。設計，是對未來生活的想像。遠見雜誌，259。 

林品章（2000）。台灣四十年來商業設計教育發展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專題計畫成果報告。（編號：NSC89-2411-H-011-002），未出版。 

林品章（2003）。臺灣近代視覺傳達設計的變遷：臺灣本土設計史研究。臺北市：

全華。 

林曼麗（2000）。台灣視覺藝術教育研究。臺北市：雄獅。 

林媛婉（2004）。台灣工藝研究的議題— 一個後殖民文化論述的觀點。設計學報，

9(2)，1-12。 

林榮泰（2005）。科技與人性的結合—文化創意。科學發展，396，68-75。 



林榮泰（2010）。文化創意產品設計整合模式之研究。跨領域設計與永續發展。

中壢：中原大學設計學院，12-34。 

林榮泰（2010）。從文化創意產業圓桌論壇談起—臺藝大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

士班的設立背景。藝術欣賞，6(3)。 

徐仁全（2007）。臺灣設計院校排行榜—實踐大學優勢冠軍，台科大企劃強。遠

見雜誌，258，81-90。 

徐啟賢、林榮泰（2011）。文化產品設計程序。設計學報，16(4)，1-17。 

許杏蓉、林大鈞（2006）。地方文化特色應用於特產包裝設計之研究—以淡水鎮

特產包裝為例。造型藝術學刊，91-111。 

郭莞琪（譯）（2011）。給設計以靈魂：當現代設計遇見傳統工藝（原作者：喜多

俊之）。臺北市：經濟新潮社。（原著出版年：2009） 

陳其南（2007）。文化與產業邏輯的反思。第三屆地方資源活用與地域振興亞洲

國際研討會。 

黃光男（2011）。詠物成金。臺北市：典藏藝術家庭。 

楊燕枝、吳思華（2005）。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創造形塑之初探。行銷評論，2(3)。 

樊愛群、周子敬、張道本（2004）。國內大專院校設計教育競爭力之探討。設計

學研究，7 (1)，17-33。 

潘英海（1994）。文化識盲與文化糾結：本土田野工作者的文化問題。社會科學

研究方法檢討與前瞻第二次科技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13。 

賴建都（2002）。台灣設計教育思潮與演進。臺北市：龍溪。 

謝世忠（1994）。觀光過程與「傳統」論述—原住民的文化意識。當代，98，10-29。 

蘇文清、杜瑞澤（2009）。社區創意生活產業之視覺符號意象開發與設計運用—

以彰化秀水鄉曾厝社區為例。人文暨社會科學期刊，5(1)，37-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