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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商業空間的設計與行銷密不可分，新媒體 (社群、直播) 的興起，翻轉了傳統

行銷手法，也影響著商業空間的設計。從服務設計、產品設計、平面設計、空

間設計等各個面向，皆越來越注重「體驗」及「分享」，讓個人的體驗分享成

社群的經驗，更促進了這一波新形態的商業空間的整合。線上線下商業模式的

翻轉，為「品牌」的建立注入養分，線下的實質體驗是為了促進線上的實際銷

售。為了創造話題，設計勢必要更能「說故事」，商業空間的設計會越來越像

「策展」。結合在地文化、地方創生、特色產業、藝術人文等活動，而非單純

的實質空間上的設計。現今網紅已成為最大的自媒體，網紅吸走了網路上大量

的流量、影響力滲透到各個角落，消費者因喜好與粉絲心態跟隨著網紅更加的

分眾而細分化，網紅經濟將直接與間接衝擊影響傳統媒體、廣告、電商、娛樂

文化、實體店面等。本研究是以網紅經濟對商業空間設計影響為主要研究方向，

並將研究結果以商業空間設計為例，呈現於創作上。在研究方法上。首先，由

文獻探討研究網紅經濟的發生與發展及網紅介入商業空間後造成商業空間的改

變。在經由網路蒐集的資料彙整出，目前以網紅商業空間設計為主題之風格類

型。接下來藉由「案例分析」，依據流行文化影響、故事主題、風格類型、元

素，彙整資料後進行分析比對。本研究發現以網紅為主題的商業空間導入策展，

使空間在不變的架構下加入可變化的策展主題元素，讓空間在時間的推移下，

變化出不同主題的場景及故事，空間得以利用策展及空間中軟裝之陳列置換，

提升商業空間設計未來的可變性。社群媒體是現今最好的顧客媒介，經由網紅

體驗再由媒體傳播出去，社群的媒介藉由網紅經濟的介入，會讓商業空間的線

上線下的整合更趨完善。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結果透過「設計實驗創作」進行

驗證，歸納整理出網紅風格運用於商業空間設計之理論基礎。作為後續創作者

參考之依據。本研究成果有助於網紅商業空間設計者作為設計方針，並供後續

商業空間研究之參考。亦可供未來運用實驗創作的方式，進行實證討論。 

 

關鍵詞：商業空間、自媒體、網紅、網紅經濟、直播、空間設計、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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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ign and marketing of commercial space are highly associated. With the rise of 

new media(social media or live streaming), the traditional way of marketing has been 

shifted and further affects the design of commercial space. There is a growing emphasis 

on “experience” and “sharing” in every aspect from service design, product design, 

graphic design, spatial design etc., making personal feelings into communal experience 

and stimulating this new type of integration of commercial spatial design. Design must 

be able to “tell stories” to generate topics, and commercial spatial design has become 

like “curating” which involves issues relating to local cultur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industries, arts and humanities, etc. instead of focusing purely on spatial design. 

Since internet celebrity takes up the majority of self-media and draws huge attention, 

the influence has infiltrated each and every corner. With the demassification of internet 

celebrity, the preferences of consumers and the attitudes of fans has further 

segmentalized. Internet celebrity economy would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impact 

traditional media, advertising, e-commerce, entertainment culture, brick-and-mortar 

stores etc. This study takes internet celebrity economy’s influence on the commercial 

spatial design as main direction of research, and exemplify the research result with 

creation. The research method firstly involves literature review of how internet celebrity 

economy has occurred and how commercial space has changed with the incorporation 

of internet celebrity. Different styles of internet celebrity’s commercial spatial design 

are sorted through internet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With “case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influence of pop cultures, themes, styles, and elements, this study discovers that 

through curating, a commercial space which incorporates the element of internet 

celebrity enables the the space with the flexibility to add variable elements and themes 

without variations on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space. In this way, as time passes, 

differing themes, scenes and stories could be created through curation and alteration of 

staging, increasing the variability of the commercial spatial design in the future. 

Nowadays, since the experience of internet celebrity could be spread by mass media, 

social media is the best way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consumers. With the incorportion 

of internet celebrity economy through social media, the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ion 

of a commercial space could be even complete. This thesis are exemplifed through 

“creation of experiment design”and inductively conclu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celebrity styles on commercial spatial design as a refere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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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designer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ould be the guidelines for commercial 

spatial designers, and serve as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commercial space as 

well as for evidence-based discussion in future experimental creations. 

Keywords: commercial space, self-media, internet celebrity, internet celebrity 

economy, live straming, spatial design, Cu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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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網紅、왕홍、ネットセレブ，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字但有著同樣的意思，

是指在互聯網上因為現實或網路上的某事件、某個動作或行為而引發關注，藉

以提高「點擊率」為目標的一群網路紅人，簡稱「網紅」。也可以說是在網路

的社群媒體中走紅的普通人。因為互聯網的傳播效應和粉絲效應，再藉由經營

影音平臺或社群網站而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使粉絲數快速增加，也藉此帶來了

無盡的商機。姑且不論是否以此為一種職業，這群人已經深深影響著現代人生

活中的各個面向，政治、經濟、文化、娛樂等。本篇論文試著以探討此一「網

紅」現象對於「商業」空間設計的影響及未來的發展。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991 網路有史以來第一次上線了全球資訊網 ( Word Wide Web，簡稱 www )

從此網路開始迅速漫延及發展，互聯網發展速度已到了難以預期。到 2020 年 1

月，全球使用互聯網的人數已增加到 45.4 億，全球有 38 億社交媒體用戶，平均

每個互聯網用戶每天花費 6 個小時 43 分鐘，相當於每個互聯網用戶，每年連接

時間超過 100 天。如果我們每天大約 8 個小時的睡眠，則意味著我們醒著時間

中有 40％ 以上是在互聯網度過的（Social，2020a）。但是，人們在網上花費的

時間因國家地區而異。臺灣地區，到 2020年 1月，有 2051萬互聯網用戶，臺灣

互聯網普及率已達到 86％，社交媒體用戶有 2100 萬（Social，2020b）。 

在這個高度使用網路的世代，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的普及，是人們腳步都快

追不上的速度。當人們才剛跨入 Web 3.0，但也同時走向 Web 4.0 人工智慧的世

代，而 Web 5.0 情感網絡世代也已經被預期到來。在這將近 30 年間，網路普及

到各個角落，現在已可以透過互聯網串聯整到個世界。Web 4.0 將會是有思想的

人工智慧，人工智慧直接和大腦鏈接，將來從管理日記和安排時間表、回復電

子郵件，預訂餐廳，活動和旅行，幫人們制定業務計劃並提供業務支援、回答

問題並提供資訊和決策支援；這樣的系統還可以提供積極的聆聽，並成為忠實

的伴侶。機器人和應用程式還可以幫助孩子們發展或充當其個人助手並保護他

們。當前一刻人們可能才在討論著網路未來網路將要無所不在，此刻就已經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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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並以更快的速度在向前邁進。網路科技發展迅速，已到了所有的事，都得依

存著他而進步。 

“ 網路紅人 ”又稱 “ 網紅 ”，泛指在網路引發眾多網民的關注的人，借助

網際網路的快速傳播，粉絲倍數增加，由於關注度高，因此成為網絡社群中的

焦點人物，同時也帶來無盡的商機。有著龐大的粉絲群體和巨大的影響力。他

們在社交媒體上表現活躍，不斷累積粉絲數量，依託數量驚人的粉絲群體進行

精准的定向行銷，將單調的電子商務交易過程不斷加入關注、分享、交流、探

討、互動等多元的社交化的元素，改變了原先固有的消費方式，更好地將粉絲

的關注轉化為購買力，實現強而有力的行銷及吸金的能力。最終“網紅”經由原

本的社會現象，演變成了經濟的行為，並經由產業化，形成了網紅經濟的產業

鏈。這種經濟現象就是“ 網紅經濟 ”。 

商業空間的設計與行銷密不可分，新媒體社群、直播的興起，翻轉了傳統

的行銷手法，也影響著商業空間的設計。從服務設計、產品設計、平面設計、

空間設計等各個面向，皆越來越注重「體驗」，並經由影音的「分享」、

Facebook 及 Instagram 打卡，讓個人的體驗變成社群的經驗，更觸進了這一波新

形態的商業空間的整合。線上線下商業模式的翻轉，為「品牌」的建立注入養

分，經由線下的體驗而促進線上的銷售。為了創造話題，設計必須要更能「說

故事」，商業空間的設計會越來越像「策展」，而非單純的實質空間上的設計。 

美國當代普普藝術大師安迪‧沃荷（Andy Warhol）在互聯網尚未發達的

1968 年就曾說：「在未來，每個人都會聞名於世 15 分鐘」（Aaron、Renée 與

Dan，2017）。這句話的出處雖仍有爭議，但如今網路上層出不窮的網紅，讓

我們可以看到成名也許真的只要幾分鐘。以依靠網路社群的商業模式來分析，

廠商最在乎的就是流量，網紅吸走了網路大量的流量、影響力已經遍及各個角

落，消費者因喜好與粉絲心態跟隨著網紅更加的分眾而細分化，網紅經濟將直

接與間接衝擊影響傳統媒體、廣告、電商、娛樂文化、實體店面等。 

「網紅經濟」一書，程世嘉於推薦序中提到，網紅經濟的本質是「自媒

體」，對於目前高度連結與破碎的網路世界來說，能聚集人潮的地方，就是媒

體（袁國寶、謝利明與(許景泰、程世嘉、黃冠融專文推薦)，2016）。當消費

者的如朝聖般的湧入購買或體驗網紅所推薦商品或消費空間，如何利用網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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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的趨勢變現在商業空間的設計上，是目前業者與設計師需思考轉型與改變的

契機。「網紅行銷」也可以說是「影響力行銷」 ( Influencer marketing ) ，結合

了「體驗行銷」及「崇拜行銷」的特點，隨著各種社群媒體平臺的發展及普及，

發展出特有的「網紅美學」，影響著各個設計相關領域的發展，建築設計、空

間設計、服裝設計、髮型彩妝設計、餐飲設計等等，其中，對於商業空間的影

響尤為明顯。 

Schmitt 於 1999 年提出「體驗行銷」( Experiential Marketing ) 的概念及具體

完整架構，他認為體驗行銷的核心是為顧客創造不同的體驗形式。這些體驗模

組包括了知覺體驗 ( 感官 )、情感體驗 ( 情感 )、創造性認識體驗 ( 思考 )、身體

與整體生活型態體驗 ( 行動 ) 、與特定一群人或是文化相關的社會識別體驗 ( 關

聯 ) ，這些策略體驗模組與體驗媒介共同作用下，可以為消費者帶來難忘且獨

特的體驗感受（Schmitt，1999）。「崇拜行銷」其實就是要營造一種情境式氛圍。

就像香水廣告，很少強調香味，而是以香味會帶給消費者什麼樣的「幻境」做為

廣告訴求，「崇拜行銷的特色，就是強調意境重於功能。」Yahoo！奇摩業務協

理張憶芬說。在這個理念之下，幾乎所有東西都可以運用這種「崇拜心理」來銷

售；「連洗衣粉都行」張憶芬舉例，看到用了某一種牌子洗衣粉的主婦，不但優

閒地喝著咖啡，還把全家人的外表都照顧得妥妥貼貼的，成為令人稱羨的家庭主

婦，很少有人不心動的（张彦文，2004）。 

網路社群媒體的普及對品牌的口碑建立已不再是過去以廣告、宣傳、海報或

簡單的試用可以滿足消費者。當功能導向不再是主要購買因素，消費者更希望經

由產品展現個人品味。此時藉由網紅經濟高度整合下定向出的網紅類型，可以成

為品牌最佳體驗的代言人。經由網紅的體驗放大到社群的「模仿體驗」，最後演

變成社群的口碑。此時社群中較具影響力的粉絲，又再重複此一模式形成了體驗

的迴圈，不斷的擴大品牌口碑與購買效益。當消費者購買產品或服務前，提供新

奇的、刺激的或觸動人感受的各式各樣的體驗形式，經由網紅經濟行銷的擴展，

大至一個城市，小至一隻小鴨，為商業空間的轉型發展提供不樣的機會及可能性。

而粉絲所跟隨的網紅，影響著整個社群喜好風向，當網紅推薦喜愛的品牌或單一

商品時，所帶動的粉絲購買效益，從大陸知名網紅張大奕服裝店“吾歡喜的衣櫥”

2019 雙十一所創下的銷售成績就可以看出，當跟隨喜愛的網紅穿搭；購買喜愛



4 

 

 

的網紅所介紹的商品；甚至只為了跟別人炫耀自己也是其中購買的一份子等，

都可以看出，網紅藉由粉絲的崇拜心理可以創造出龐大的經濟效益。品牌依靠

自媒體及社群的力量來行銷，已是現在品牌生存必須具備的行銷方向及趨勢也

是傳統商業空間轉型的思考契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目前臺灣的網紅經濟雖然發展迅速，但在發展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因此，

希望本研究能對相關領域中的學理研究有所幫助作用。研究的實踐意義在於有

助於瞭解網紅經濟下商業的空間特徵、瞭解網紅經濟影響下消費者的行為特徵、

消費規律，線上商業與實體商業之間的的關係，以便消費空間在商業空間設計

方面能夠更有針對性，使消費空間更貼切消費者的需求，在未來得到更好的發

展。本文結合傳統商業空間佈局理論，通過分析網紅經濟因素對現階段商業空

間本身及其外部環境的影響，探索商業空間佈局的演變趨勢和重構路徑。 

本研究的意義在於通過分析網紅經濟的行銷手法，藉由網紅將線下實體商

業空間之體驗與線上消費者連結，釐清因網紅經濟的介入實體商業空間對於設

計的實務與創作的影響與改變。為今後進一步深入研究在網紅經濟影響下，未

來商業實體空間的設計發展與方向提供説明。當前在主流餐飲業增速放緩的狀

況下，餐飲行業悄悄走上了轉型的道路，在 O2O 和大數據技術的引領下，更多

互聯網營銷手段被廣為認知，同時由於人們對於 SNS 社交網絡的依存度逐漸提

高，其與 O2O、大數據等技術相結合產生的網紅商業空間應運而生。在這背景

下，網紅營銷都逐漸為人所熟知並且使用，但是網紅商業空間由於缺乏好的營

銷和經營策略，壽命短暫，這成為制約網紅商業空間發展的關鍵因素。 

本研究以網紅商業空間為對象，研究其營銷策略問題。首先闡述了研究背

景、目的和意義，綜述了相關研究現狀，確定了研究內容、思路與方法；其次

概述了相關概念與理論，明確內外部環境，並希望經由不同種類的商業空間設

計的分析，達成以下目標： 

1. 探討新型態網紅經濟的商業模式，及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2. 經由案例的分析，整理出網紅商業空間的共同特性及條件。 

3. 透過空間設計實驗創作呈現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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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架構 

 

 

 

 

 

 

 

 

 

 

 

 

 

 

 

 

 
 

 

 

 

 

 

 

 

 
 
 
 
 
 
 
 

圖 1-3‑1 研究流程與架構  

網紅經濟 

 

商業空間的定義與研究綜

 

研究主題確認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架構） 

文獻探討 

網紅體驗之商業空間創作 

結論與建議 

研究方法與步驟 
（網紅商業空間類型分類、案例分析、研究結果彙整） 

網紅定義 

網紅的社群傳播

網紅的時代劃分

網紅影響力 

網紅經濟的定義 

實體店的轉型 

內容連接定向傳播 

自發行銷 

商業空間 

商業空間的構成 

傳統商業空間與新型態商業

空間之差異 

分析以網紅商業空間設

計為主題之風格類型。 

元素歸納、整理取樣分

析做創作之準備 

案例分析網紅空間設計

之設計類型、元素、色

彩、材質之分析 

網紅商業空間之類型及案例分析 

策

展 

網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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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希望藉由對網紅經濟的探討，尋找出未來商業空間設計更適切的方

向與依據。並將研究出的理論實現於商業空間設計之中。但因屬於個案研究的

方式進行。雖已盡量詳細的統整、分析，但因研究者在此行業已二十多年，因

受實務經驗的影響與判斷，對於研究內容的分析與整理，難免會融入個人的經

驗的主觀因素與認知。雖然已盡力依研究方法去進行與完善，但是仍然不易完

全符合學術要求。所以，本論文偏向實務導向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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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隨著社群和直播技術的普及，網紅的興起是大眾文化的趨勢，帶動一連串

知識和內容產業的發展。從 2017 年網紅經濟大爆發，品牌行銷也越來越重視網

紅的影響力（社群口碑資料庫，2018）。網紅影響力已超越了明星、部落客，

甚至世大運期間也因用網紅做廣告宣傳而引起話題。網紅替商品、活動創造的

曝光度和討論度都變成了行銷最佳的話題。網紅本質上是傳統商品尋找的新行

銷路徑的最好推廣者，其一端是經由社交平臺通過大數據過濾不同類型的網紅，

將其定向分類，並提升網紅自身的運營管理能力；另一端銜接完整的供應鏈，

製造或挑選性價比高符合潮流趨勢的產品。網紅類型不只是在網路上走紅的善

於利用容貌來行銷自己的美女，還有在各大社群平臺上長期活躍各類型的意見

領袖及行業達人，這些不同領域的達人都可以成為社交平臺上的網紅。 

由於網紅的平民化、價格低廉以及精准定向行銷的特點，其商業價值正逐

漸取代傳統行銷方式。相比較於粉絲經濟的亂槍打鳥式的行銷方式，網紅經濟

由於分流了網紅在特定領域的專業性，能更精准地將產品導向不同粉絲群體，

更能符合實際行銷方向，實現了產品的精確的定向行銷，提高了消費的轉化率。

作為意見領袖型的網紅，其可以利用在某專業領域的品味、敏感度、判斷能力

以及專業團隊的合作，推薦產品給更適合的粉絲族群來消費，讓粉絲消費群體

可以更簡化購買程序的同時，亦可提升供應鏈的執行效率。藉由網紅在線上的

推播、行銷，改變了傳統的商業模式，讓傳統的消費方式漸漸轉移到互聯網，

而由於網紅經濟的介入，互聯網將真正的實現去中心化。 

隨著互聯網及與網紅經濟形成的產業鏈，網路銷售是現今最主要的銷售管

道，對傳統的商業模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實現了傳統商業沒辦法做到的，

高效率、低成本、零庫存、降低人力等。實體店面漸漸式微，進而刺激了這一

波商業空間的整合與改變。為了吸引更多人來實體店面消費，設計師必須思考

改變現有空間設計的思維，不能只是做設計，更要為商業空間的未來做規劃。

本研究將藉由文獻探討網紅、網紅經濟及傳統商業空間與新型態的商業空間之

差異。研究網紅經濟的發生與發展以及網紅經濟介入商業空間後造成商業空間

設計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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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網紅 

一、網紅定義 

「網紅」( Internet celebrity ) (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 、「網路明星」

( cyberstar )、「主流名人」 ( mainstream celebrity )、「網路名人」 ( online 

celebrity )、「部落客」 ( blogebrity )、超級網紅 ( Mega-Influencers )、大號網紅 

( Macro-Influencers ) 、 中 層 網 紅  ( Mid-Tier Influencer ) 、 「 微 網 紅 」

( Microcelebrity ) ( Micro-Influencers )、「奈米網紅」( Nano-Influencers s )、

「YouTube 明星」( YouTube stars )、「YouTube 網紅」( YouTube celebrity ) 等，

都可以被稱為網紅。另外還有「KOL 關鍵意見領袖」 ( key opinion leader )。 

本研究所指的網紅，是網路上有影響力、有在經營社群網站、固定更新內

容、在社群有一定口碑的網紅。大部分的 KOL 只會專精在一個領域中，不一定

都會在網站上操作社群帳號。但也有一部分 KOL 會在社群媒體上經營自己的帳

號。KOL 是因專業知識或者的影響力而獲得社群的信任，進而累積了社群受眾。

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ship）一詞源自於保羅·F·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及Elihu Katz的「兩級傳播」理論（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

該概念和所代表的人群有時也被稱為關鍵意見領袖、關鍵輿論領袖（Key 

Opinion Leader）（维基百科编者，2020）。提到意見領袖與他們追隨的人常常

是有相同興趣愛好或話題，因意見領袖能力出眾，成為社群的領導者。除了充

當社群對外溝通橋梁之外，人際關係也是促使人們遵守群體的思維方式和行為

方式，以及社會支持的來源。關鍵意見領袖形成有以下三個因素：（1）個人影

響力； （2）個人影響力的傳播； （3）意見領袖和大眾媒體的連結（KATZ，

1957）。  

網路紅人（簡稱網紅，又稱為網路名人），是指因網路而出名的人物，或

者是透過經營社群網站或影音平臺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並且以此為業的人物 

（维基百科编者，2020）。「網紅」，意指因外貌、才藝、特殊事件或只是分

享生活趣事等在網路上爆紅的人，受到網路世界的追捧成為「網絡紅人」。網

路上有各種不同類型的社群媒體，不同的網路社群造就了不同類型的網紅。但

都是指在網路社群中，追蹤人數多或擁有高知名度的人。像 YouTube、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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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g )、Instagram、影像網誌 ( vlog ) 等。。網紅將訊息傳播給每個追隨者，而

追隨者又將網紅所發佈的訊息或影片，發佈在自己的社群中，進而將訊息快速

而可見性推播到更多的粉絲受眾（Scott，2015）。 

網紅的標準定義分級或甚至品牌在尋找網紅時要找哪種類型的網紅對品牌

的行銷最有效率，目前市場上並沒有建立一個有效的標準機制，也沒有根據社

交媒體的渠道、關注人數、參與度進行明確分類（Mediakix，2019）。以下是

Mediakex 針對 Instagram 和 YouTube 所做的追蹤者的人數分級 ( 圖 1-3‑1 )。 

 

 

 

 

 

 

 

 

 

 

 

 

 

圖 2-1‑1 Mediakex 針對 Instagram 和 Youtube 的網紅追蹤人數分級 

 

以上圖追蹤者的人數來看，微網紅的追蹤者數量，約在有 10,000～50000之

間。雖然粉絲追蹤數量不如超級網紅高，但確是很多品牌青睞的品牌代言人。

微網紅因為粉絲大多為特定族群，儘管粉絲人數不多，但忠誠度卻極高，且互

動率也很高，因此業配成果甚至比網紅效果好，價格也便宜。所以，許多企業

主紛紛開始轉向找微網紅做業配（Radar，2019）。是許多品牌喜愛的網紅類型。 

二、網紅的社群傳播 

 Gamson（2011） 提到，在建立以好萊塢為基礎的名人系統，必須跟隨嚴

格結構的把關，該名人系統傾向於年輕、美麗或有才華，並透過訓練、創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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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等待機會；來獲得代言、工作或是錄音的合約。以前，消費品品牌巨頭是靠

大眾媒體，如電視、報紙、進行信息傳播，有人說視頻是電視在互聯網的延伸，

但傳統網路視頻對於品牌挑戰更大，傳統網路視頻用戶屏幕小，目的性更強，

遇到廣告反感度更高（丁辰靈，2017）。 

系統和受到嚴格控制的好萊塢明星。在這個網紅的舞臺上，粉絲們在名人

創造的內容中非常活躍：在病毒式傳播下這些名人主要的曝光透過網站連結的

轉發、視頻的回應、部落格貼文、標記等等。這種不同於一般網路紅人的文化，

意味著網際網路是一個名人極快速累積粉絲的平台，他們設法在網路上建立觀

眾，避開了傳統的名人曝光的方式，藉由提高粉絲或觀眾，讓粉絲變成他們強

大的受眾，進而從線上打入線下的娛樂世界（Gamson，2011）。但相對的這類

型的網紅因品牌需求與競爭，反而價格非常昂貴。英國數據分析公司「Hopper 

HQ」所公佈布的「Instagram 2020 富豪榜」上（HQ，2020），第一名是好萊塢

名星巨石強森 ( Dwayne Johnson ) ，一則貼文要價新台幣約 3,000 萬元、第二名

是美國電視名人凱莉・珍娜（Kylie Jenner）一則貼文要價新台幣約 2,900萬元。

是真正超越「超級網紅」的「頂級網紅」，這些頂級網紅，很多是由大明星轉

戰 Instagram ，因為原先的名氣，往往一註冊帳號就吸引眾多粉絲追隨。一般網

紅可能會發表各種商品的口碑與評論，常見的有美妝保養品、3C 產品或是針對

新產品所寫的「開箱文」等，有些產品置入性並不是非常明顯，許多部落客發

表產品使用心得或分享使用方法是純屬於自己的意見或觀點，亦有許多部落格

文章會被用來作為一種行銷的手法（楊運秀、郭芳伃，2017）。尤其是藉由直

播功能，可以與網路社群直接互動，和消費著面對面推廣品牌。許多素人，可

能單一個人或幾個人所組成的團體，趁此新媒體趨勢順勢崛起，進而成為所謂

的網路紅人，他們發展出自己的廣大受眾，而擁有的追隨者越多，社會影響力

越大（Jin、Phua，2014）。 

三、網紅的時代劃分 

整體來說分為三個階段的發展。第一階段：文字網紅。2000 年左右，網民

靠文字作為交流方式，集中在 BBS 和各類文字社區上。網紅一般都具有優秀的

文筆和文學才情，通常沒有採用任何商業運作。第二階段：圖片網紅。到了 

2005 年，網際網路速度進一步提升，進入了圖片時代。網友流傳一句「沒圖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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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彰顯文字交流的沒落和圖片傳播的崛起。此時網紅開始流行以高顏值

來吸引人氣，同時也存在一些為了博眼球而惡搞低俗的圖片網紅。成名的網紅

開始把流量引到商業推廣上，商業運作逐步興起。網路紅人即在此階段崛起。

第三階段：直播網紅、全媒體網紅。2014 年後，移動通信和 4G 網路普及，讓

網紅吸粉空前繁榮：除 Instagram 打卡、Facebook 圖文外，出現了語音、歌曲、

視頻等，特別是平臺直播視頻、2016 開始流行的 TikTok 抖音短視頻。而網紅的

稱號，已不僅侷限在通過外表推銷產品的網美，網紅泛指話題人物、流行主力、

意見領袖 (Key Opinion Leader，KOL) 等等。2016 年，隨著眾多知識問答付費平

臺的上市，移動網際網路時代網紅經濟知識分享，「知識分享型網紅經濟」成

為網紅經濟的一個分支，包含知識服務的內容，它從分享經濟的模式中凸顯出

來，並在一時迅猛發展。網紅的時代劃分為（1）1.0 時期：網路文學誕生；（2）

2.0 時期：網路紅人崛起；（3）3.0 時期：網紅產業成熟（王先明、陳建英，

2017） ( 圖 2-1‑2)。 

 

 

  

 

 

 

圖 2-1‑2 網紅時代劃 

四、網紅類型 

一般來說，「網紅」主要可粗分為三種類型：（1）以長相圈粉的顏值派；

（2）以內容 IP 取勝的實力派；（3）透過特殊或有趣的技能表演博取眼球的個

性派（數位時代，2018）。網紅還可分為真人網紅和虛擬網紅。 

社群媒體分析機構 HypeAuditor 發布了一份「The Top Instagram Virtual 

Influencers in 2019」( 2019 年頂尖虛擬 Instagram 網紅 ) 報告，根據調查，在各個

追隨數區間，比起真人網紅發布的貼文，網友更喜歡和虛擬網紅互動，虛擬網

紅每一則貼文都比真人網紅高出3、4倍的互動率。HypeAuditor研究報告認為，

雖然目前大多虛擬網紅皆是由人類在背後營運。如肯德基的 Yoox 和奢侈品牌



12 

 

 

知識共享

偶像團體

網生內容
電子競技

視頻直播
網紅產業

社會化電子商務

Balmain 等品牌，現在都已經創建了自己的虛擬網紅以推廣其產品（Baklanov，

2020）。 

未來虛擬網紅將會連上 AI，屆時社群行銷的局面也將發生變化。社交媒體

是網紅誕生的主要場所，也是網紅與粉絲互動的主陣地，常見的網紅活躍平臺

可分為綜合類社交平臺、視頻網站、社區論壇、社區電商四類。在中國大陸，

由於新浪微博使用者規模龐大，仍是網紅的主要聚集地；而臺灣地區，網紅絕

大部分活躍在 Youtube、Instagram、Facebook粉絲頁和部落格等。Youtuber 影片

最具吸引力的一點，常常是網紅分享自己生活經歷、實際體驗，例如，演示對

於美食、美妝和家裝 DIY 等製作過程和獨特的技巧，近乎「教程」式的內容，

往往是讓影片脫穎而出的關鍵。Google 的官方數據顯示，教程類影片的搜索量

保持著年均 70%的增長。想了解網紅類型也可以從其產業涵蓋範圍去分析如下

圖 ( 圖 2-1‑3 )。 

 

 

 

 

 

 

 

 

 

 

 

圖 2-1‑3 網紅產業涵蓋範圍 

五、網紅影響力 

網紅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及號召力，其收入來源的管道有，與電子商務平臺

合作、與經紀公司簽約出道成為藝人、廣告代言、影音平臺、直播打賞、出版

書籍、甚至自行創業等，兩岸網紅在收入來源部分大同小異。 

大陸知名網紅張大奕服裝店“吾歡喜的衣櫥”2019 雙十一銷售成績驚人。

“吾歡喜的衣櫥”成為淘寶首家破億的店鋪，1小時 48分 GMV（成交總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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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億人民幣。阿里巴巴「天貓雙 11全球狂歡節」，開賣 1分 36秒，商品成交總

額（GMV）就達到 100 億人民幣。1 小時 3 分 59 秒，交易額超過 1,000 億元人

民幣。網紅的影響力及號召力以及銷售的能力有多大，從上面這兩組數據就可

以看的出來。唯臺灣打賞模式的直播平臺受制於市場量體過小，網紅生存較不

易。由 Google 官方舉辦「YouTube 百萬訂閱名人堂頒獎典禮」，加總 YouTube 

訂閱人數、Facebook 粉專人數、網路聲量以及 FB 粉專貼文平均互動數，亦即，

透過網路大數據對 YouTuber 網路輿情、個人魅力、FB 粉專經營成效和網紅經

濟進行探討。自 2017 年起，Google 每半年公佈一次臺灣（該上、下半年）前十

大最具社群影響力的 YouTuber 網紅名單。從這份連續調查中，不難發現，臺灣

網紅「影音作品品質」問題與「產業鏈的斷裂」有關。 

自媒體的團隊多半來自幾個志同道合的夥伴，而非傳統媒體科層專業化型

態經營，因此在創業過程中，製作內容的同時要兼顧平臺經營、數據分析等，

確實不易。據此，本研究認為，臺灣受限於本身市場格局，網紅要實現內容變

現，主打「精品內容」，專注在「體驗服務」這一塊。網紅已是網路世代發展

的最新趨勢，他們以自身的形象、號召力或影響力來吸引消費者對其所介紹的

品牌的印象，評估合適的網紅除了看追蹤數，更要考慮即時的粉絲互動率及粉

絲不同的族群，才能有效而快速地觸及目標客群。 

六、網紅追蹤人數及互動率 

關於品牌在尋找網紅時，最關心的問題第一個就是「他有多少人追蹤？」

第二個就是「他的互動率如何？」。品牌真正在問的是，在你所有的追蹤者中，

有多少人真的喜歡而且/或者會對你的內容留言？這都代表他們願意積極與擬的

貼文互動且對內容感興趣 （Hennessy，2019  ）。 

表 2- 1 各個個平臺互動模式 

instagram YouTube Facebook 部落客 

讚＋留言 我喜歡∕不喜歡

＋留言 
讚＋留言＋分享 留言 

以下是判定你與某則貼文互動率的公式︰ 

【讚＋留言】÷ 追蹤者 (發布貼文時) = 互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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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網紅經濟 

網紅經濟簡而言之，是指一個網絡紅人在社群媒體上，進行具有影響力營

銷的經濟模式。網路成為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網紅族群影響力

也更多元、更壯大，有才華具娛樂效果的網紅吸引百萬名甚至千萬名粉絲跟隨。

臺灣方面，自媒體社群產業發展協會（簡稱「自媒體協會」），自 2017 年第四

季起，每季針對臺灣前 50 大 YouTuber 進行排名調查並公佈結果，希望從中找

出網路社群與影音內容最新的脈動，提供更多從事品牌經營、社群操作、網紅

行銷、口碑經營等相關領域的企業與工作者參考。根據自媒體協會的調查研究

發現，臺灣網紅一般多指 Youtuber、Instagramer、粉絲頁或直播主等，網紅在

網路上擁有自己的平臺與粉絲群，能將平臺（無論部落格、影音或直播等）經

營得有聲有色。據統計，以自媒體當正職的人僅佔 5-10%左右，其餘皆為兼職

經營。 

「網紅市場只會愈趨成熟，最後將會成為未來廣告商投放的最大市場，過去業

配是強迫觀看，如今想要將流量變現，必須讓消費者主動接收，最重要的還是

在內容」。有潛力內容創作者必須是能持續創造有質感的內容，並願意與粉絲

互動，進一步能精準將品牌想要傳遞的訊息，透露給消費者知道的高手。網紅

文化興起在臺灣仍只有三至五年時間，後起之秀想要搶市場地位可以考慮「垂

直化」經營自己的品牌，「選擇一個類別，比方知識分享、親子教養或是飼養

寵物」深耕某個領域，在市場中凸顯自己的品牌形象。 

從廣義上說，網紅經濟是粉絲經濟中的一種。它的運作模式是簡單的「前

端加上後臺」。年輕時尚的達人負責線上店鋪中藉由長相吸引粉絲、獲得萬千

寵愛並維持黏度；網紅背後的後臺，則負責整體的運營、產品設計與供應。同

隊運作將網紅吸引來的流量變現，讓粉絲心甘情願地購買。原本普普通通的素

人，也就在順理成章中成為網紅，並迅速製造出一種經濟現象----網紅經濟。 

（袁國寶等人，2016），他們也指出網紅經濟是以紅人的品味為主導，以時尚

達人為形象，經由視覺推廣和選款，在社交媒體上聚集人氣，藉由龐大的粉絲

人群進行定向行銷，從而將 紛絲轉化為購買力。 

相較於中國大陸、香港等華語地區，臺灣創作者在內容創作的質量上相對

優質，包括可以設計完整的故事、拍攝角度都很優秀。舉 VS MEDIA 旗下網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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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柴犬 Nana 和阿楞的一天」有 58 萬粉絲，變現模式幾乎僅靠「內容生

產」為主，若拿同樣以寵物頻道為主要內容的中國網紅「Sylar~家有神犬」兩

者相比，後者粉絲數為 68 萬粉絲，已開設自有的淘寶店家，販售 173 項寵物用

品，前 5 名產品累積銷售各超過 100 件，充分發揮粉絲力量。綜觀來說，市場

量體小成了臺灣網紅最大的限制，而這也是近年來漸多具實力的臺灣內容創作

者，前往中國、香港等地，尋找變現機會現象的主因。“互聯網+”使傳統行業迫

切需要向網紅模式轉型，媒體行業由此而爆發出內容為王的網紅模式，依靠內

容、泛娛樂化來 吸引消費的網紅經濟時代正在對傳統經濟模式帶了不可忽視的

影響。 

一、網紅經濟的定義 

“網紅經濟的核心是將粉絲轉化購買力和消費能力的一種新經濟現象。”

高顏值、多才藝同時風格搞笑幽默作為代表，在 社交媒體上吸引粉絲，聚集人

氣，同時他們主導著粉絲的審美，粉絲願意相信他們的眼光及品味，這一龐大

的群體被品牌 通過資料分析來實現定向行銷，構成粉絲及流量的商業變現（刁

玉柱、白景坤，2012；郭全中、郭凤娟，2013）。網紅出現和快速的發展促使

了網紅經濟的產生。網紅經濟是以網紅其個人品味以及獨到的眼光，進行品牌

的行銷。在社群媒體上擁有龐大的粉絲受重，而將粉絲傳換成購買力的一個過

程。網紅經濟，更多是針對不同的網紅群體來做定向行銷。包裝、傳播、變現

是網紅經濟構成的三個重要環節，也是網紅經濟的制勝之道。（谭天、邵澤宇，

2018）。網紅經濟是將傳統的廣告變成網紅在媒體上經由與粉絲互動中將產品

呈現於粉絲眼球中，也就是把網紅變成廣告。越來越多的品牌利用網紅作為推

銷產品的營銷策略，目的是只要可以將網紅的粉絲群體轉換成購買力，而網紅

只要持續不段獲得粉絲的關注取得信任，就會很更多的品牌代言機會。 

二、實體店的轉型 

傳統的實體店面，是已很平面化的銷售結構在面對顧客，顧客、商品、店

員銷售，缺少了體驗的互動。而且傳統的商業模式，缺乏人與人之間的更親密

的互動，也因時間受到限制，而拉開顧客與品牌之間的距離，不利於建構品牌

的購買社群。網紅經濟的介入，最重要的是其提供了最適合的網紅與品牌做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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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選擇適切品牌的網紅分析其引響力與傳播能力。網紅因喜愛粉絲的追隨，

在社群媒體上對品牌最大影響，就是網紅在追隨的粉絲新中通常有一定的形象

和被信賴度。實體店面很多都轉向虛擬店舖，因為對顧客來說更方便，更快速，

若由自己喜愛的網紅推薦，或甚至用直播的方式販售，因為對喜愛網紅的信任，

品牌可以快速的或在線上沒有時間限制的購買商品。實體店不單單只是流動的

商品，以商業空間來說如餐廳、SPA、甚至旅館飯店等，這些都是需要實際感

受的消費場所。要如何結合網紅經濟帶來商機，藉由網紅拍照打、網紅推播。

後續內容會再提及。 

三、內容連接定向傳播 

將網紅定向後包裝成品牌的需求，是網紅經濟形成的基礎。定向網紅是因

為不同的紛絲受眾，喜好不同。要如和為品牌做定向設計，一網紅的日常內容

策劃與生產及角色定位。在基於市場採集風向話題，了解粉絲受眾的喜好，話

題的熱度、粉絲的轉化率等，對其將要生產的內容進行市場分析、運營策劃以

及影響力評估（谭天、邵澤宇，2018）。網紅經濟是通過內容吸引社群媒體上

的粉絲，以語音、視頻、或文字等內容，與粉絲互動。依各個不同領域的粉絲

受眾定向傳播，吸引粉絲消費進而得到品牌信任而繼續合作。可見，網紅經濟

是由內容來引發和連接的。網紅經濟區別于傳統明星借助管道增加曝光獲取品

牌價值的模式，網紅自帶品牌和管道，自主生產內容，讓粉絲通過平臺與內容

直接建立連接（于正凱，2013）。 

四、自發行銷 

隨著自媒體的興起，網紅已成為企業與品牌最佳銷售員。粉絲因商品為喜

愛的網紅所推銷的商品，也因崇拜心理與對網紅的忠誠，加上參與網紅推薦商

品的使用，產生自發行銷的行為。粉絲的自發行銷，代表對網紅的支持、也代

表對產品的滿意及希望其他人也能購買自己喜愛網紅推薦的商品。而粉絲自發

行銷的參與行為，也讓品牌更放心把產品交因粉絲受眾而獲得高營業額、有能

力、有口碑的網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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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商業空間的定義與研究綜述 

商品交易促成了商業空間的產生。是社會經濟活動中重要空間載體，己經

成為現在網路時代下最直接與重要的實體空間。廣義上來說，商業空間是所有

商業活動的空間型態，是所有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活動。從狹義上來說，是商

品交易、滿足購物需求的空間場所。及至今日，隨著很多商業活動轉至網路虛

擬店舖，反轉了傳統的商業模式。現在的商業空間，除了要顧及顧客購買需求、

實現顧客對商品體驗、滿足顧客打卡喜好、甚至要讓顧客輕鬆購物，幫忙顧客

寄送商品等服務。 

我們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超市、專賣店、購物中心、百貨店等商業空間形

態都是狹義上的商業空間。我們最常消費此類商業空間也是與我們聯繫最為緊

密的購物空間。這類商業空間，也成為一個地方經濟發展的指標。本研究所論

及的商業空問，意指狹義上的商業空間，就是在滿足商品交換、流通和商品消

費需求的前提下，融合現在最適切的網紅空間設計和廣大受眾的喜好，而營造

的空間場所。 

一、商業空間 

商業空間是從事商業行為的場所，通常粗略的可劃分為兩大類。一類屬於

服務業性質，如各式各樣的餐飲店、美容理髮店等，銷售的並不是固定的商

品，而是以服務的行為為主；另一類屬於零售業性質，如百貨公司、超級市

場、便利商店，以及供應各種生活用品的專門店等。這些商店不論業種、業

態、規模、經營方式為何，基本上都是進行將商品直接銷售給消費者的流通

行為，發揮的是為消費者「代理購買商品」的功能，所以這類商店大致可稱

為「購物空間」（程安國，1993）。所有的商業空間，都是以服務消費者為

主所謂商業空間，就是提供有關設施以滿足商業活動進行之場所。商業空間

係因應商業活動的需求，在人類的智慧與努力之下，經國長期間的演進，始

有今日之多元又繁複的面貌（郭敏俊，1993）。 

二、商業空間的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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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商業空間的構成內容，（郭敏俊，1993）即曾提到：商店的構成要素，

基本上是由人、物及空間三者所構成，也就是顧客、商店、與商品三者的相互

關係。人為主體，在空間中獲得物質和精神上的需求，而物體是空間構成的部

分，而空間位物體提供了存放的功能。人與物體在空間中則是互相交流的關係，

由於在空間中作為主體的人是流動的，而物體是固定且多變的，所以，影響因

子不同造就了商業空間的多樣性與藝術性。（張煒、張玉明、胡國鋒與李俊，

2017）。顧客與商場的關係衍生為陳列展示人商場環境物（商品）空間（商店）

置物器具。商店的構成要素商場環境，商品與顧客之間的交流則依賴有效的展

示與陳列，而如何使商品發揮其質感與價值，則是置放商品的展示陳列器具。

郭敏俊所提出的，即為商業空間構成的基礎要素。在現今消費模式的複雜狀態

下，商業空間構成的基礎可再加上以「實質」面與「心理」面說明。以「人」

而言，商業空間即包括了心理消費與物質消費；「空間」面而言，則亦包括心

理空間與實質空間，且心理空間常是消費者藉由實質空間的感知後所產生的；

「物」則包括了實體商品、抽象商品、與設備等。空間與物的組構只發揮了實

體的存在，唯有在透過人的使用後，才發揮展示的作用。人的行為促使對空間

與物產生了「感知」，亦即一種「體驗」，消費即常是藉由體驗產生的情緒所

構成的。 

 

 

 

 

 

  

   

  

圖 2-3‑1 商業空間的構成要素 

 

（Kotler，1973）即曾指出：「商店氣氛」是對零售空間加以設計，目的

在於操弄消費者的情緒，進而促使消費者所購買的，除了實體商品之外，還包

括包裝、銷售或售後服務及形象，最重要的是購買現場的商店氣氛（Kot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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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簡單的說：商店氣氛是一種藉由對購物環境的設計，期使消費者產生

某種特定的情緒，以增加消費者購物的機會。（Baker、Levy與Grewal，1992）

亦指出：顧客的決策會受消費者當時所在的商店氣氛影響。商店氣氛會影響消

費者的心情，及參觀和瀏覽的意願。對於商店氣氛的內容為何，（Kunkel、

Berry，1968）則指出：凡是消費者在賣場中感官所能感受到的內容，都可要求

為商店氣氛，其中包了色彩、聲音、氣味、溫度、現場人員的行為和互動情形。

（Ward、Bitner與Barnes，1992）亦指出：跟商店氣氛有關的還包括燈光照明、

佈置、商品分類方式、固定設施、地板、色彩、聲音、氣味、服務人員衣著與

行為、現場顧客的數量、特質和行為等。 

 

 

 

 

 

 

 

 

 

 

圖 2-3‑2 商業空間的構成內容 

綜觀上述商店氣氛的探討內容，即可說明商業空間的實質環境面構成會影響心

理環境面的構成。 除外，亦透露：「商店氣氛」可能做為品質要 求中「感動人

心」之空間特質要項之一，且能影響的心理反應，即在於「情緒」的牽動。但，

Kotler、 Baker、 Berry、Kunkel 和 Ward 等人對商店氣氛的探討，雖可知「商店

氣氛」可能有效影 響消費的「情緒」，卻無法得知究竟是什麼樣的氣氛才足以

有效建構良好的消費情緒。且不同的商業空間類型又應如何掌握氣氛的呈現，

構成氣氛影響情緒之潛在因素又有哪些。換言之，設計者究竟應掌控什麼樣的

原則，以執行商店氣氛的呈現，此即以商店氣氛為主題下，需再探詢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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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統商業空間與新型態商業空間之差異 

坂口孝則（2019）提到，以社群網站導向的角度來說，所有零食的新聞稿

都強調商品可以用來「曬 IG」。餐廳也是一樣，未來的商店內都會以「可以拍

照」為前提來設計、裝潢，服飾店裡也有「試穿走秀」的服務，這是指透過試

穿來和朋友同樂，或是把照片上傳 IG。 

藤村正宏（2019）提到，大型眼鏡零售商恩戴適 (OWNDAYS ) 公開「錄用網紅」

制度後，成為媒體熱烈討論的話題。恩戴適官網寫道︰ 

 

 

 

 

 

 

 

 

 

 

 

 

 

 

 

 

 

 

 

圖 2-3‑3 OWNDAYS 公開「錄用網紅」招聘公告 

 

Bidwell，James（2018）提到，實體店面能夠創造出令人回味、有形的氛圍，

能夠喚起強烈的品牌感受及認同感，能夠噴灑獨特的氣味以及策劃美麗的商品

展示。而且實體店面有認真、瞭解自家產品的員工，可以提供顧客面對面的互

動及導引；線上購物無法重現試穿衣服，視聽金或是坐椅子的體驗。在可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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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來裡，實體店面將繼續存在於大街上，盡管線上購物增長，實體店面仍是

大部分消費者花錢購物的地方。 他也說 無論有多少實體零售交易轉移至網路，

實體店面仍然扮演零售業的關鍵角色。顧客在實體店面可以體驗品牌的核心本

質---產品、設計及建築、人群、音樂、氣味及能量。這些元素在顧客腦海裡交

織成對於品牌的無形印象，從古至今這種印象對於商人來說都無可取代。我們

也見證大量純線上營運 ( 包括強大的亞馬遜 ) 店家開始追求實體的主力展銷點。

零售空間的形狀、設計、地點及體驗可能會隨著時間改變，但是其重要性不會

減退 （Bidwell，James，2018）。藤村正宏（2019）認為「體驗行銷」是實體

店舖的存在意義。顧客只要待著就覺得愉悅、有趣、療癒…，能獲得正向或特

殊體驗的環境；可跟店員舒適聊天；會邂逅意想不道的商品；有主題或話題性，

可將照片或影片上傳 SNS。實體店面就是可以提供顧客逛街之樂的地方。 

近年來最熱門的商業空間設計就是以網紅傳播為指標網紅店，但因許多設

計都是太過雷同或網紅拍照打卡後就不再有吸引力，再熱門一陣子後就迅速被

這一波網紅店的設計洪流給淘汰。這也讓設計師思考，一個品牌的商業空間，

如何能夠面對現今網路社群媒體的快速擴大的傳播效應，傳統廣告就要被淘汰

的狀況下，如何為品牌形塑出獨特性的面貌，在市場上可以打造出吸引不同客

群的風格場域！商業空間需要重新思考定位，也代表了商業空間正式的邁向了

下一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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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策展 

佐佐木俊尚（2012）認為 21 世紀的策展是「一個觀點溝通的工作，賦予事

物具有新意的價值觀，並分享出去」。林榮泰（2013）認為在設計策展的訓練

中，設計策展的思維應包涵發想（ inspiration）、構思（ ideation）及執行

（implementation）等三大探索過程；而洞見（insight）、觀察（observation）

與同理心（empathy）則是設計策展思維的三要素，此也是未來策展設計師應具

備的設計思維。針對設計策展的思考脈絡進一步提出，應基於設計思考及設計

方法為策展基礎，以品牌概念為中心思維來落實創意經紀化的思考方向。 

針對策展方法，（翁駿德，2007）提出在進行策展任務時，展覽理念及策

略必須先行釐清，否則展示主題、內容、規模及展示手法將變得模糊。（Dean，

2002）提出有關展覽的策畫發展，可分為構思階段、發展階段、執行階段及評

價階段。傳統的策展順序為直線式的，由策展人規劃後交予設計師與展示製作

者，再到教育者檢視（Rounds、McIlvaney，2000），（Kamien，2001）將策展

規劃流程歸納為七階段：概念形成、文件建構、脈絡發展與草案、概念確立與

設計展開、執行與佈展、開幕、調整與建檔，以利策展工作訂定與展開（陳璽

敬、陳俊良與林志隆，2014）。 

隨著設計類展覽的增加，由設計師或設計團隊直接擔任策展人並囊括整體

的展示設計與展示活動的方式已逐漸蔚為趨勢，（monthly，2017）引述王耀邦

策展的方法論有三階段：（1）身處何方（where we are）：思考當下社會氛圍；

（2）目的定義出問題（identity）：展覽目的；（3）再現（representation）：

詮釋主題（Layu，2017）。陳璽敬等人（2014）藉由策展個案研究，提出一策

展規劃模式，包含形成策展理念、展覽定調、展覽設計及展覽佈置等四步驟。

在具體展示設計上分為簡化又強調、與觀眾相關、正確呈現主題、運用色彩、

幾何圖形與素材、放大縮小、解構重組、隨機應變及美感體現等策略。在展覽

策劃流程中，展示設計具有關鍵性的重要性，必須有能力彙整展覽理念及內容，

規歸納上述策展個案研藝術教育研究的結果，設計策展的思維強調在構思階段，

以策略性的問題意識，幫助聚斂展覽的軸線與定位。如由當代議題的探索、觀

察與洞見，以及觀眾的同理中，梳理出展示主題。而在主題的詮釋呈現上，則



23 

 

 

強調設計原理在展示設計中的運用，能有效幫助展覽理念具體落實（陳璽敬等

人，2014）。 

展覽策畫須具備三項元素：策展人(發訊者)、藝術家作品 ( 訊息 ) 與參觀者 ( 受

訊者 ) （陳璽敬等人，2014）。（Hooper-Greenhill，1994）認為策展需有完整

的展示計畫以作為業務推動之依據，其中包括訂定展示主題、設定觀眾群、組

成策展團隊、訊息資料蒐集、社區研究和評估、經費及人力之預估等。策劃展

覽是一個有創造性的過程（Ward 等人，1992），Davies (2010)將策展的流程定出 

6 個要素： (1) 最初的構想（ initial idea ）、 (2) 經營與管理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 (3) 設計和生產（ design & production ）、 (4) 瞭解觀賞者

（understanding the audience）、(5)策劃（curatorial）、(6)相關聯的程式（associated 

program）。在公開運作下，策展人與團隊、博物館之間合作的關係，能夠產生

新的展覽呈現。根據上述學者的指出，策展是經由策劃的人或團隊合作，將作

品內容及其背後的意義透過展示的方式傳達給觀眾，使觀眾在非正式教育下，

學習與感受展覽的主題意涵。 

目前常見的商業策展可略分為藝術作品展、IP 授權展（Intellectual 

Property，簡稱 IP）及自製展三大類 （點讀華山，2018） 「自製展」顧名思

義就是從主題、內容到執行都是由策展公司一手打造 

另一類自製展是由商業品牌主動提案，透過策展來包裝銷品牌目的。由於

近年幾檔自製展取得極高的聲量與話題，使得商業品牌愈來愈看懂展是一個更

好的宣傳方式，因為體驗的過程絕對比廣告來得更有說服力，而且策展是幫助

品牌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ShoppingDesign，2018）。 

在巨大社群媒體平台上，全球資訊流通著。許多資訊社群在平台上形成。

還有，無數的策展人，與這些社群連結，並提供觀點。在全球化的平台上，存

在著由內容與策展人、以及受其影響的跟隨者等形成無數個小規模組件

(module)。這樣的關係經常在重組更替，並從外部傳來新鮮的資訊。這樣的生

態系統因此誕生。（佐佐木俊尚，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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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網紅經濟對商業空間設計影響為主要研究方向，並將研究結果

以商業空間設計為例，呈現於創作上。在研究方法上。首先，由文獻探討研究

網紅經濟的發生與發展以及網紅介入商業空間後造成商業空間的改變。再經由

網路大量蒐集網紅商業空間的案例，從設計網站、blog 推薦、Instagram 打卡照

片、書籍、雜誌等，將收集到目前網路上討論度很高的案例，再將其資料歸納

統整，依照風格分類整理出目前以網紅商業空間為主題設計之型類。從網紅商

業空間類型中選出三個風格不同的案例，藉由「案例分析」，依據其設計元素

歸納、視覺表現手法彙整的資料進行分析比對，將其脈絡設計創作」進行驗

證，歸納整理出網紅風格運用於商業空間設計之理論基礎，作為後續創作參考

之依據。其研究與創作流程詳細內容如下： 

第一節 網紅商業空間類型 

一個消費空間，會讓大多數人立刻想拍照分享到 IG、Facebook、Twitter、

Tumblr 及 Flickr 等社群或在 YouTube 及其他社群平臺上，藉由打卡或影音推廣

而得到多數人的認同，而吸引來消費的人群，此消費空間就可以稱為網紅空間。

因網紅而形成粉絲的受眾心理，粉絲關注的網紅喜愛的餐廳或其他消費空間，

就想追隨網紅的喜好去消費，進而在自己的朋友圈發佈自己也去過該餐廳的消

息及照片。這類網紅空間的形成，從一開始 Instagram 網紅拍照打卡，將很多景

點、美食、風格餐廳、自己的生活點滴、空間佈置等，上傳網路，而隨時間的

累積，更多的商業空間為吸引網紅認同而來拍照打卡，空間的設計會以更搶眼

更特殊設計來吸引消費者。流行的 INS 風格或極簡的北歐風格、懷舊風格、日

本風格、貨櫃屋風格以及現今非常流行的書店風格或中國奶茶店延伸風格等，

都是以此因應而生。本研究經由網路資料歸納分析整理以下幾種風格來做說明。 

(一)  Ins 風格 

Ins 是 Instagram 的簡稱（在香港和臺灣都簡稱為 IG、英語系國家將其簡稱

為 insta、在中國大陸簡稱為 Ins）。主要是在網路上照片及視頻分享的社群應用

軟體，2014年開始在中國大陸被禁用。「Ins風格」形成是由於人們在 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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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打卡其中一些被廣為模仿的拍照風格，漸漸成為主流，就形成了「Ins 風

格」。因為在中國大陸爆紅、蔚為風潮，所以會稱為 Ins 風格。2017 年 7 月 17

日，Instagram創始人之一的凱文·斯特羅姆（Kevin Systrom）在一個墨西哥炸玉

米餅的攤位旁，拍下了一隻小狗仰頭看鏡頭的照片，旁邊是女友穿著夾腳拖鞋

的腳。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張可自調慮鏡的 Instagram 照片 ( 圖 3-1‑1 )。 

 

 

 

 

 

 

 

 

 

 

 

 

 

 

 

 

 

 

 

 

圖 3-1‑1 第一張出現在 Instagram 的照片 

https://www.instagram.com/p/C/ 

 

廣義的來說，所有可以吸引網紅拍照打卡的網紅空間都可以稱為 Ins風格網

紅空間，因為一開始就是從 Instagram 拍照打卡而衍生出來的。但狹的來說，要

將風格更能區分開來，就要將其獨立出單獨的風格來說明。所以本研究會將 Ins

風格分類成其中一個空間類型來說明。Ins 風格在空間設計是屬於輕裝修類型，

https://www.instagram.com/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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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很多人在 Instagram 上分享居家布置，為了吸睛美拍打卡，逐漸流行出來

的風格。很容易藉由軟裝佈置及簡單傢俱擺放就可以完成。在居家設計上，廣

受年輕的族群喜愛。 

Ins 風格的在商業空間的設計上，也成為那些想藉由網紅在社群平臺拍照打

卡及視訊分享，進而吸引廣大的粉絲客群來消費的商業空間業主的青睞，是最

早流行於商業市場的網紅空間風格。素淨的配色，減少固定裝修，比較著重於

家具擺放及軟裝布置。簡易的金屬裝飾，可以是固定的裝置；也可以是活動軟

裝裝飾。金屬材質以黑色及金色為主，木頭色較多會出現在家具如實木面金屬

腳的家具。常用到編織類元素，植物的部分以龜背竹、仙人掌、虎皮蘭，琴葉

榕、空氣鳳梨、散尾葵等盆景為主。Ins 風格大致上可以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

類型，設計較類似北歐風格，也有人會稱此風格為「北歐 Ins 風格」( 圖 3-1‑2 )  。

但相對於北歐風格還是有很大設計上差異。第二種類型就是第一種類型加上一

些粉紅夢幻風格的類型。 

 

 
圖 3-1‑2 SHUGAA 泰國曼谷甜品店 Ins 風格 

https://www.archdaily.com/781939/shugaa-party-space-design 

https://www.archdaily.com/781939/shugaa-party-space-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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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SHUGAA 泰國曼谷甜品店 Ins 風格 

https://www.archdaily.com/781939/shugaa-party-space-design 

 

 
圖 3-1‑4 卡達，Cue Cafe  

https://cueqatar.com/  

https://www.archdaily.com/781939/shugaa-party-space-design
https://cueqat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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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粉紅夢幻風格 

粉紅夢幻風格很大一部分形成原因，是以拍照上傳分享到社群為目的而存

在，又以粉紅色加上夢幻主題場景為其主要基調，本研究將其稱為「粉紅夢幻

風格 ( 圖 3-1‑5 ) -- ( 圖 3-1‑11 )。全球每天高達 5 億活躍用戶，每天使用 Instagram， 

用戶當中 51 % 為女性用戶，49 % 為男性用戶，使用者中以 18 - 34 歲為其主要

用戶 ( 佔總體 65% ) （HubSpot，2020）。年輕人是高度參與社交媒體的受眾群

體。而從以上數據我們可以看出年輕女性的 IG 使用者佔比男性較高。而其中會

在吸睛的消費空間拍照打卡的，也以女性的網美居多。粉紅夢幻風格的商業空

間流行，是因為這幾年 IG 打卡粉色大流行，人們口味越來越重，網紅商業空間

為了吸引客群，設計也越來越偏向視覺取向。藉由誇大的背景主題營造出夢幻

般的空間，此類空間是以營造畫面為主要目的，在一個空間內，會創造出不同

的打卡主題，以此吸引人潮，也成為 IG 夢幻打卡點。但也因此二次消費的機會

不大，若不規畫好替換機制，很容易變成網紅空間倒店潮的一份子。 

 

 
圖 3-1‑5 粉紅夢幻風格，韓國 STYLENANDA 四樓的 pink pool café 

https://www.hanchao.com/contents/article_photo.html?pgi=196221 

 

https://www.hanchao.com/contents/article_photo.html?pgi=19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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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粉紅夢幻風格，韓國 STYLENANDA 四樓的 pink pool café 

https://pengugu.pixnet.net/blog/post/34964452 

 

 
圖 3-1‑7 粉紅夢幻風格，韓國 Zapangi Caf & eacute  

https://trendland.com/a-pink-formica-cafe-by-child-studio-london/ 
  

https://pengugu.pixnet.net/blog/post/34964452
https://trendland.com/a-pink-formica-cafe-by-child-studio-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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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粉紅夢幻風格，東京澀谷 109 店 Moreru mignon   

https://ameblo.jp/rondo-design/entry-12334021734.html 

 

 
圖 3-1‑9 粉紅夢幻風格，師大商圈 Uniqorn Cafe  

https://ameblo.jp/rondo-design/entry-12334021734.html 

https://ameblo.jp/rondo-design/entry-12334021734.html
https://ameblo.jp/rondo-design/entry-12334021734.html


31 

 

 

 

 
圖 3-1‑10 粉紅夢幻風格，倫敦 Pink Formica Cafe   

https://trendland.com/a-pink-formica-cafe-by-child-studio-london/ 

 

 
圖 3-1‑11 粉紅夢幻風格，倫敦 Pink Formica Cafe 

https://trendland.com/a-pink-formica-cafe-by-child-studio-london/ 

https://trendland.com/a-pink-formica-cafe-by-child-studio-london/
https://trendland.com/a-pink-formica-cafe-by-child-studio-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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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極簡北歐風格 

提到北歐風格就不能不提到芬蘭國寶建築師，阿爾瓦爾‧阿爾托 ( Alvar 

Aalto )。他的設計遍及各世界各地。作品包括建築、傢俱、家飾，以及雕塑和

繪畫等。他以工業化的生產方式，讓大眾都可以購買低成本但設計及品質精良

的傢俱、傢飾，他的設計是北歐風格設計的靈感來源及核心。也是北歐設計在

全球擴散的主要推手。Artek 的「扶手椅」即為 Alvar Aalto 的代表作。另外，

Alvar Aalto 在 1936 年為 Iittala 所設計的玻璃花器《Alvar Aalto Collection》，號

稱是芬蘭人的傳家之寶。以「千湖之國」的芬蘭為靈感，簡約又富有生命力，

像湖泊般自由的曲線造型，多種尺寸與豐富的色彩，奠定了 Aalto Aalto 系列永

不退流行的設計基礎。也奠定了北歐風格在全世界設計師心目中的地位。 

 

 

 

 

 

 

 

 

 

圖 3-1‑12 Alvar Aalto 設計的 Artek 扶手椅及 Alvar Aalto Collection 花瓶 

https://www.nordic.com.tw/product/819 

https://www.iittala.com/tw/zh_TW/iconaalto 

北歐風格，即是在北歐的斯堪地那維亞風格。指的是在斯堪地那維亞島上

及周遭的芬蘭、丹麥、瑞典、挪威及冰島五國。因為地域的關係北歐風格善於

將山水的大自然靈性融入室內，靈感與藝術皆源於自然。不管是居家或商業空

間皆喜歡以此風格設計，尤其是辦公空間，將北歐風格的極簡、自然、典雅、

溫馨氛圍讓辦公可以更舒適自在。北歐風格設計中用的是減法，摒棄了設計中

那些繁複的紋飾，改用線條和色塊來裝飾、區分、點綴室內空間。北歐設計風

格中往往會模糊它的區域概念，這也和北歐人的性格有關，他們熱情好客，喜

歡直來直往。模糊的空間概念，更加方便與人分享，設計不僅是滿足人們的生 

理上的需求，優秀的設計，更是要以人的內心為出發點，兼顧心靈的感受。 

https://www.nordic.com.tw/product/819
https://www.iittala.com/tw/zh_TW/iconaa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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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風格的設計理念很符合現代人所追求的生活理念。以人為本、熱愛自

然、尊重自然的設計理念，都是所不能違背的。由於歷史、地理和文化等不同

因素的結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北歐風格，充分利用材料原本的特質，將其原本

的特徵呈現出來，十分的貼近自然，同時又十分的注重實用性，將藝術性和實

用性有機的結合，打造出屬於北歐格的獨特特色。北歐風格的商業空間在進行

設計和環境氛圍營造的時候，在顏色的選擇、裝飾設計的選材方面都十分的考

究，營造出一種簡單又不乏溫馨的感覺，打造出獨樹一幟的自然風格，給人一

種十分安靜、自然又和諧。我們在欣賞北歐風格的空間設計的同時，應當對其

滲透的環保和人本思想有更加深刻的認識，並且要將其本土化就要充分的考慮

到北歐風格產生的背景，再結合設計本地的實際情況進行因地制宜的改造，才

能創造出更符合當地充滿人文氣息的北歐風格的商業空間設計來。 

IPI Kulmakuppila ( 圖 3-1‑13 ) 在芬蘭赫爾辛基 Kallio 的街道上，是一間現代

而寬敞的兩 層樓餐廳，室內設計由 Petra Majantie 設計。舊有空間的水泥牆及磚

牆漆成白色的牆面、水泥地板、橡木飾面、木製傢俱、經典蝴蝶椅、Osso 花瓣

實木高腳椅，Hiroshima High 廣島扶手椅子等，Aim 吊燈也為室內增添了俏皮元

素，。大量的植物盆栽裝飾、大片的玻璃窗，讓室內綠意盎然並擁有充足的自

然光。整體空間保持著愉快輕鬆的氛圍，成為北風設計的典範。咖啡廳被概念

化為整體場所，可持續的產品，與整體的可持續管理。值得一提的是 IPI 

Kulmakuppila 聘用多位由非營利組織 Lyhty 訓練出的智能障礙者為客戶服務。 

墨爾本的 The Kettle Black ( 圖 3-1‑14 ) 不僅是咖啡廳也是餐廳，建築是維多

利亞時期的舊建築，室內設計由 Studio You Me 設計，他一部分是在新建大樓中，

另一部分是在舊建築裡。新大樓的部分有大面積的落地窗提供了充足的自然光

線，而舊建築的一部份則具有舒適，溫馨的感覺。在兩側，大理石、綠色瓷磚、

黃銅等，精緻的設計元素，在空間中形成完美的搭配及美感。完美融合了經典

與現代風格。採用DesignByThem的傢俱設計，裝飾面以中性色調的軟橡木，六

角形大理石瓷磚和黃銅飾面組成。啞光黑色鋼製配件與明亮的內部形成鮮明對

比，而綠色的點綴則增添了輕巧，俏皮的感覺。小細節，例如黃銅鉤勾在溫暖

的有機亞麻布上，可提升日常生活的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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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3 芬蘭 IPI Kulmakuppila  café 

https://www.revistaad.es/lugares/galerias/cafe-ipi-kulmakuppila/8761/image/627292 

 

 
圖 3-1‑14  墨爾本 The Kettle Black 

http://www.studioyoume.com.au/projects/the-kettle-black/  

https://www.revistaad.es/lugares/galerias/cafe-ipi-kulmakuppila/8761/image/627292
http://www.studioyoume.com.au/projects/the-kettle-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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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懷舊風格 

正如 Nag 所提的︰「在這個全球文化市場裡面， 文化生產者已無處可去，

唯有轉向過去︰模仿消失的風格，透過儲存於目前已是全球文化的想像博物館

裡的那些面具和聲音來說話」（Nag，1991）。這幾年臺灣出現很多的懷舊、復

古風格的空間設計，正是此種概念的實踐， 許多標榜懷舊復古餐廳，就如雨後

春筍般地出現在臺灣各大都市的角落。人們可能是坐在小學課桌椅上吃飯，一

邊享用佳餚一邊觀看黑白電影；種種附加於餐飲外的價值讓吃飯變得更有趣。

客人在消費的是一種記憶，吃的是對童年的回味。 

懷舊在後現代文化可說是一種普遍的現象。Jameson 對此提出「當下的戀

舊」因為後現代文化迅速發展，每幾年時間成就超越了一個世紀﹒懷舊感滋生

的時間日益縮短，每個人對過去的流行會產生「懷舊」懷舊就成為，某種回顧

與收藏的特殊複雜情愫，在品味、收織品的消費市場和流行文化中，都形成特

殊的意涵 ( 廖炳惠，2003 )。除了真實地方的懷舊，Baudrillard（2018  ） 認為人

們也可能懷念一些根本從來就不曾存在的擬仿地方， 迪士尼樂園就是一個很典

型的例子。樂園裡面的最點: 美國大街那種漂亮和諧溫暖的小社區，並非曾經在

歷史上出現過， 它們只不過是一種擬仿，一種沒有原始正本的擬仿布希亞認為

迫士尼樂園正是「擬像」的完美典型，是美國生活方式的完美再現。「懷舊」

的背後所反映的其實是變動迅速的都市環境帶來不穩定的心變狀態，在現代的

都市生活裡﹒大部分的人們對於緊湊都市生活的疲憊﹒ 不論在精神或生活方

面﹒都會使人們傾向懷念過去一種「緩慢」的韻味。這也是一種人們意圖對

「時間性」的抵抗。在線性的時間中， 時間會一直不斷地前進， 人們則透過文

獻史料、文物資產、故事、記憶、歷史論述等來留存時間的點點滴滴；同時，

藉白這些事物， 也不斷地召喚人們回到往日時光的緬懷中 ( 林崇熙-2005 )。 

懷舊風格的空間設計結合懷舊文物、懷舊飲食與娛樂。懷舊空間常常會以

經營者的收集來作空間的設計主軸，有系統的陳列經營者所蒐集的古物或老東

西。一間懷舊空間的設計，就像幫一所小型的博物館作設計，承載著這個空間

所樣傳達的歷史和回憶。這個地方不僅是由經營者的記憶所建造的，本身也會

建構記憶。透過記憶的呈現懷舊空間展現出不同的韻味，也讓來消費的顧客提

供一個交流的平臺讓不同社群的人可以在這懷舊空間消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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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5  紅點文旅 

https://www.archdaily.com/585275/red-dot-hotel-steven-wu-wang-pe-

jen?ad_medium=gallery 

 

 
圖 3-1‑16  南投 寶島時代村 

https://www.taiwantourcar.com/nantou-one-day-tour-puli-sun-moon-lake/  

https://www.archdaily.com/585275/red-dot-hotel-steven-wu-wang-pe-jen?ad_medium=gallery
https://www.archdaily.com/585275/red-dot-hotel-steven-wu-wang-pe-jen?ad_medium=gallery
https://www.taiwantourcar.com/nantou-one-day-tour-puli-sun-moon-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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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業風格 

工業風格設計的背景與工業革命息息相關，起源於 18 世紀。當時大量建造

工廠用機器代替人力，以獲取更多生產效率。隨著時間的流逝，工廠被廢棄，

而建築物也被轉換為其他功能。例如住宅、公共空間或商業空間。使用原來廠

房所留下建築結構或裝置物，外露的磚牆或水泥結構、金屬的構件等，形成了

獨特氛圍的內部空間，進而演變成現在流行的工業風格。隨著時間演變，工業

風格也加入了更多元的設計元素。懷舊的、復古的裝飾擺件，現代的傢俱或低

調的奢華的元素，也可以營造出空間的風格。它反映了後工業時代的個性化審

美觀和文化品味。從歐洲的發源地到美國和亞洲的時尚潮流，幾乎所有世界各

大城市都能看到工業風格的室內設計。 

Big 7 Travel 網站公佈 「The 50 Best Coffee Shops In Asia」2019 世界最棒的 

50 家咖啡館，第一名是臺北華山的興波咖啡 Simple Kaffa (圖 3-1‑17 )。澳大利亞

建築工作室 DesignOffice設計的 Higher Ground (圖 3-1‑19)是昔日 CBD發電廠

改造而成的咖啡館和餐館，寬敞的工業外牆為現代室內裝飾提供了獨特的背景。

磚砌結構裸露，種植豐富的綠色植物。將空間劃分為多個層次；六個不同的使

用空間相戶連接。空間規劃可確保為顧客提供多種適合的區域和座位選擇。上

方的私密閣樓設有光線柔和的非正式休息室和公用桌子。使用了軟木，水磨石，

彩繪鋼，石材，黑色纖維板和實木製成的豐富材料來設計空間。 

 
圖 3-1‑17 SIMPLE KAFFA 興波咖啡 

 https://simplekaffa.com/journal/managertoday-simplekaffa-article  

https://simplekaffa.com/journal/managertoday-simplekaffa-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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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8 SIMPLE KAFFA 興波咖啡 

 https://simplekaffa.com/journal/managertoday-simplekaffa-article 

 
圖 3-1‑19 墨爾本 Higher Ground  

https://cdn.venuemob.com.au/?url=vm-cdn3.s3-ap-southeast-

2.amazonaws.com/venues/higher-ground/files/higher-ground-cover-

5b108dbe3278c.jpg 

https://simplekaffa.com/journal/managertoday-simplekaffa-article
https://cdn.venuemob.com.au/?url=vm-cdn3.s3-ap-southeast-2.amazonaws.com/venues/higher-ground/files/higher-ground-cover-5b108dbe3278c.jpg
https://cdn.venuemob.com.au/?url=vm-cdn3.s3-ap-southeast-2.amazonaws.com/venues/higher-ground/files/higher-ground-cover-5b108dbe3278c.jpg
https://cdn.venuemob.com.au/?url=vm-cdn3.s3-ap-southeast-2.amazonaws.com/venues/higher-ground/files/higher-ground-cover-5b108dbe3278c.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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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日式風格 

現在流行的日式風格主要是以無印風為主流，源自於日本「無印良品」，

其設計特色以簡約樸實、環保為主要設計理念。無印風是日式風 + 現代簡約風+ 

北歐風混搭而成，簡約的線條配上大量淺色木材質感，最後融合了日本和風設

計。在無印風裡不難發現木材就是其最主要的建材，搭配木材質的簡約風格正

好平衡了簡約風造成的冷感，而無印風的色系就是淺木色與白色相互搭配。無

印風的一個大重點就是採光了，良好的採光性不只能呈現木材的質感與顏色，

也能增加室內內的生氣，不會讓空間因為簡潔設計而死氣沉沉。 

無印風一直都給人一種溫馨與和諧的感覺，全因為它非常著重木頭的運用。

在許多走日系無印風或日系極簡風的家裡，你不難發現木頭就是所有裝潢的重

點，很少會或者幾乎都不會找到任何以複雜的壁紙、拼花瓷磚或者雕花線板來

裝飾的部分。因此，在打造無印風的時候，大家可以選擇一些適合臺灣氣候的

木板來鋪設裝飾牆或者地板，以及選擇一些木質傢俱。 

日式風格主要是簡單樸實的線條，捨去複雜的線條，與大自然結合的設計、

樸實的色彩應用，淺色的牆面，多以自然的淺木材顏色為搭配。無印風空間必

須要夠明亮，當中的秘訣就是安裝大片的玻璃窗來增加採光度，如果房子本身

坐向不好，也沒那麼多採光窗戶，那麼也可以以充足的照明系統來彌補當中的

不足。溫潤木質、簡約清新的空間，以商業空間來說，不管是餐飲、辦公室或

書店的設計都可以讓人身心自然放鬆。 

 
圖 3-1‑20 % Arabica Shanghai IFC 

https://arabica.coffee/en/location/arabica-shanghai-ifc/  

https://arabica.coffee/en/location/arabica-shanghai-i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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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 Café & Meal MUJI 統一時代 

https://cafemeal.muji.com/tw/shop/ 

 

 
圖 3-1‑22 % ARABICA 京都嵐山店 「借景浮游的具象表現」 

https://www.mydesy.com/%EF%BC%85-arabica 

 

  

https://cafemeal.muji.com/tw/shop/
https://www.mydesy.com/%EF%BC%85-arab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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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3 日本 TORAYA CAFÉ・AN STAND 北青山店 

https://www.toraya-group.co.jp/toraya-cafe/shops/kitaaoyama/ 

 

 
圖 3-1‑24 日本 TORAYA CAFÉ・AN STAND 北青山店 

https://www.toraya-group.co.jp/toraya-cafe/shops/kitaaoyama/  

https://www.toraya-group.co.jp/toraya-cafe/shops/kitaaoyama/
https://www.toraya-group.co.jp/toraya-cafe/shops/kitaaoyama/


42 

 

 

(七)  文青風格 

這個時代，「文青」已經不是泛指文藝青年、文學青年，而是一種獨立有

自我意識，有個人特色不跟隨流行，能展現個人風格及生活態度的青年。本研

究把書店類，文青咖啡廳，都放在文青風格這個分類。 

文化是人類在生活環境中經年累積下來的知識及經驗，是一個地方獨特的

印記；而書店則是屬於這個地方文化的地標。新型態的書店空間大都以複合式

的型態設計，結合咖啡廳、餐飲、家居、手作、文創商品等、甚至像誠品還有

生鮮及農產品量販。更像是一個休閒生活與文化匯集的場所。臺灣誠品書店在

香港銅鑼灣希慎旗艦店內，最暢銷書籍是臺灣知名作家龍應台的《大江大海》，

4 年來共售出逾 5,000 本，帶來港幣 60 萬元收入，店內最熱賣產品珍珠奶茶，4

年內賣出 218 萬杯，收入高達港幣 4,360 萬元 （香港蘋果日報，2016  ）。最熱

賣珍珠奶茶營業額是暢銷書 70 倍。為了不淹沒在傳統書店倒店的洪流中，跟隨

時代潮流因應而生的網紅書店已成為現在書店的主流。 

網紅書店的顧客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真的來店閱讀、購書的顧客；

一種是來店打卡的網紅或經由網紅推廣吸引來的粉絲受眾。通常來電打卡的人

比來店看書的人還多已是普遍現象，所以複合式的經營型態是最適合現今書店

的經營模式。網紅書店是可以說是網紅空間風格類型裡面最矛盾的空間。此章

節一開始提到，一個消費空間會讓大多數人立刻想拍照打卡或藉由影音推廣而

得到多數人的認同，而吸引來消費的人群，此消費空間就可以稱為網紅空間。

但人們到書店是想買書及享受閱讀的時光，是需要寧靜與讓心靈沉澱的空間，

我們不能忽略了場所精神，最終還是要回歸閲讀本身。如果吸引來的人群在拍

照打卡或者拍攝影音，反而會影響真正來書店消費或者真的想看書的顧客。而

且透過吸睛場景來獲得客流量，固然是最快也做有效得方法，但書店最終還是

要回歸到販售書籍及閱讀本身，回歸到文化場域的場所精神。 

現今社群的介入與推廣和生活已是息息相關，經營者要抓住客群，要如何

讓來的人潮不只是來拍照打卡，藉由網紅的傳播效應推廣不管是閱讀、購買書

籍、餐飲消費、參與課程或講座等，都是適合網紅書店的行銷方式，網紅也可

以是文化潮流的引領者。如何設計一個讓人們可以舒適的體驗閱讀的空間，亦

可供大眾拍照打卡及影音拍攝的美好的書店空間，可以考慮設計一些適合拍照



43 

 

 

打卡而存在的角落、角度、背景，設計一個既可以舒適的購書及閱讀的環境又

可以吸引網紅眼球的空間，是網紅商業空間設計師需要對空間思考的改變。 

 
圖 3-1‑25 鍾書閣重慶店 

https://www.wowlavie.com/Article/AE1900293 

 
圖 3-1‑26 鍾書閣重慶店，兒童閱讀區 

https://www.wowlavie.com/Article/AE1900293  

https://www.wowlavie.com/Article/AE1900293
https://www.wowlavie.com/Article/AE190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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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7 鍾書閣成都店 

https://www.arch2o.com/zhongshuge-bookstore-xliving/arch2o-zhongshuge-

bookstore-xliving-08/ 

 
圖 3-1‑28 浙江桐廬，青龍塢言幾又鄉村膠囊旅社書店 

https://www.gooood.cn/capsule-hotel-and-bookstore-in-village-qinglongwu-china-by-

atelier-taoc.htm  

https://www.arch2o.com/zhongshuge-bookstore-xliving/arch2o-zhongshuge-bookstore-xliving-08/
https://www.arch2o.com/zhongshuge-bookstore-xliving/arch2o-zhongshuge-bookstore-xliving-08/
https://www.gooood.cn/capsule-hotel-and-bookstore-in-village-qinglongwu-china-by-atelier-taoc.htm
https://www.gooood.cn/capsule-hotel-and-bookstore-in-village-qinglongwu-china-by-atelier-tao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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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9 曼谷 Open House 

https://www.ooobs.com.hk/hk/travel-guide/136-bangkok/bangkok/6096-this-article-

is-only-available-in-chinese-at-the-moment-we-would-like-to-apologise-for-any-

inconvenience-caused-open-house-at-central-embassy-2 

 

 
圖 3-1‑30 台北 Stoppage Time 補時 

https://www.facebook.com/stoppagetimecafe 

https://www.ooobs.com.hk/hk/travel-guide/136-bangkok/bangkok/6096-this-article-is-only-available-in-chinese-at-the-moment-we-would-like-to-apologise-for-any-inconvenience-caused-open-house-at-central-embassy-2
https://www.ooobs.com.hk/hk/travel-guide/136-bangkok/bangkok/6096-this-article-is-only-available-in-chinese-at-the-moment-we-would-like-to-apologise-for-any-inconvenience-caused-open-house-at-central-embassy-2
https://www.ooobs.com.hk/hk/travel-guide/136-bangkok/bangkok/6096-this-article-is-only-available-in-chinese-at-the-moment-we-would-like-to-apologise-for-any-inconvenience-caused-open-house-at-central-embassy-2
https://www.facebook.com/stoppagetime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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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貨櫃屋風格 

耐用、功能豐富且價格適中，偏向工業風設計的貨櫃屋，從住宅到辦公室

再到商業空間，貨櫃屋的設計已經證明其多功能性。像方塊積木般，可堆疊組

裝出各種不同的設計，其變化已遠遠超過了簡單的金屬盒貨櫃屋設計本身，加

上組裝容易、施工快速又易於移動及可回收，是現在很多類型的建築、空間設

計及市集常選擇的設計方式。特別的設計也成為網紅打卡聖地。 

在美國亞特蘭大西側的 Brash Coffee (圖 3-1‑31 )，是該市最佳的咖啡打咖景

點之一。不需要花費大筆的裝修費用就可以在市中心建構一間咖啡廳，只用了

幾個貨櫃。雖咖啡廳空間的佔地面積非常小，但這家 Brash Coffee 始終如一地提

供顧客優質的咖啡和體驗。在花蓮縣吉安鄉由日本建築師隈研吾 ( Kengo Kuma ) 

設計的星巴克洄瀾門市  ( 圖 3-1‑32 )，是星巴克在亞太地區首間由貨櫃屋所設計

出來的門市。設計是由 29 個回收的貨櫃屋以格狀交錯排列堆疊而成的四層建築，

大面落地窗及天窗，讓封閉的貨櫃箱有充足的自然光。貨櫃箱曾經駐足過世界

各大城市的碼頭，每個貨櫃上也都標記了他的獨特的履歷及故事，在享受咖啡

的同時彷佛也跟著這些貨櫃搭著貨輪造訪了他曾經停駐過的城市。利用回收的

貨櫃箱來設計，也體現了環保及可持續建築的企業精神。 

COMMON GROUND ( 圖 3-1‑33 ) ( 圖 3-1‑34 ) 是韓國 最早、全球最大的 POP-

UP ( 臨時概念店或快閃店 ) 貨櫃屋商場。規模約為 1,600 坪，由 200 個大型貨櫃

構成。它的定位既非百貨公司，也非複合商業空間，而是一個賦予新概念商場

體驗的創新文化平臺，提供在現有百貨商場中無法感受到的多功能體驗及不同

的購物樂趣。以新銳設計師品牌與風格獨特之中小型潮牌、複合精品…等為主。

戶外寬敞開闊的露臺上可體驗到各式美食也可以俯瞰整個商場。室內整體裝修

風格非常工業風和充滿著時尚藝術氣息，中間的廣場不定期會舉辦各種演出或

市集，充滿活力的空間吸引很多年輕族群來參與。隨處都可以拍一張時尚的照

片，很多韓國青年男女或經由社群吸引來的遊客，經常在這裡拍照打卡，享受

獨特的年輕文化。 

臺中 Toward Cafe ( 圖 3-1‑35 ) 途兒咖啡是用"貨櫃"搭建的咖啡廳，戶外種植

了綠草，內外都有休憩區，是很多自行車的中途休息站。大稻埕「PIER 5」貨

櫃市集，men’s uno Café ( 圖 3-1‑36 ) 也吸引了很多網紅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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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1 美國亞特蘭大 Brash Coffee 咖啡 

https://www.atlantacoffeeshops.com/brash-coffee-westside/aywwd6jekdpo3xuhatdh9dw5rdotbx 

 

 

 
圖 3-1‑32 星巴克 Starbucks 洄瀾門市 

https://style-wish.com/最新時尚生活潮流-首爾世界最大型貨櫃購物商場-

common-gr/  

https://www.atlantacoffeeshops.com/brash-coffee-westside/aywwd6jekdpo3xuhatdh9dw5rdotbx
https://style-wish.com/%E6%9C%80%E6%96%B0%E6%99%82%E5%B0%9A%E7%94%9F%E6%B4%BB%E6%BD%AE%E6%B5%81-%E9%A6%96%E7%88%BE%E4%B8%96%E7%95%8C%E6%9C%80%E5%A4%A7%E5%9E%8B%E8%B2%A8%E6%AB%83%E8%B3%BC%E7%89%A9%E5%95%86%E5%A0%B4-common-gr/
https://style-wish.com/%E6%9C%80%E6%96%B0%E6%99%82%E5%B0%9A%E7%94%9F%E6%B4%BB%E6%BD%AE%E6%B5%81-%E9%A6%96%E7%88%BE%E4%B8%96%E7%95%8C%E6%9C%80%E5%A4%A7%E5%9E%8B%E8%B2%A8%E6%AB%83%E8%B3%BC%E7%89%A9%E5%95%86%E5%A0%B4-common-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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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3 韓國 COMMON GROUND  POP-UP 貨櫃屋商場 

https://style-wish.com/最新時尚生活潮流-首爾世界最大型貨櫃購物商場-

common-gr/ 

 
圖 3-1‑34 韓國 COMMON GROUND  POP-UP 貨櫃屋商場 

http://www.archdaily.cn/cn/805992/common-ground-shang-chang-

urbantainer/58a39318e58ecedc8100003f-common-ground-urbantainer-

image?next_project=no 

https://style-wish.com/%E6%9C%80%E6%96%B0%E6%99%82%E5%B0%9A%E7%94%9F%E6%B4%BB%E6%BD%AE%E6%B5%81-%E9%A6%96%E7%88%BE%E4%B8%96%E7%95%8C%E6%9C%80%E5%A4%A7%E5%9E%8B%E8%B2%A8%E6%AB%83%E8%B3%BC%E7%89%A9%E5%95%86%E5%A0%B4-common-gr/
https://style-wish.com/%E6%9C%80%E6%96%B0%E6%99%82%E5%B0%9A%E7%94%9F%E6%B4%BB%E6%BD%AE%E6%B5%81-%E9%A6%96%E7%88%BE%E4%B8%96%E7%95%8C%E6%9C%80%E5%A4%A7%E5%9E%8B%E8%B2%A8%E6%AB%83%E8%B3%BC%E7%89%A9%E5%95%86%E5%A0%B4-common-gr/
http://www.archdaily.cn/cn/805992/common-ground-shang-chang-urbantainer/58a39318e58ecedc8100003f-common-ground-urbantainer-image?next_project=no
http://www.archdaily.cn/cn/805992/common-ground-shang-chang-urbantainer/58a39318e58ecedc8100003f-common-ground-urbantainer-image?next_project=no
http://www.archdaily.cn/cn/805992/common-ground-shang-chang-urbantainer/58a39318e58ecedc8100003f-common-ground-urbantainer-image?next_project=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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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5 臺中 Toward Cafe 途兒咖啡 

https://home.gamer.com.tw/creationDetail.php?sn=3243010 

 

 

圖 3-1‑36 大稻埕「PIER 5」貨櫃市集，men’s uno Café 

https://tw.mensuno.asia/article/detail/1135/臺北最熱門的打卡景點 PIER 5 貨櫃市

集！必吃的-6-間貨櫃屋餐飲和-2-輛餐車?start=432  

https://home.gamer.com.tw/creationDetail.php?sn=3243010
https://tw.mensuno.asia/article/detail/1135/%E5%8F%B0%E5%8C%97%E6%9C%80%E7%86%B1%E9%96%80%E7%9A%84%E6%89%93%E5%8D%A1%E6%99%AF%E9%BB%9E%20PIER%205%20%E8%B2%A8%E6%AB%83%E5%B8%82%E9%9B%86%EF%BC%81%E5%BF%85%E5%90%83%E7%9A%84-6-%E9%96%93%E8%B2%A8%E6%AB%83%E5%B1%8B%E9%A4%90%E9%A3%B2%E5%92%8C-2-%E8%BC%9B%E9%A4%90%E8%BB%8A?start=432
https://tw.mensuno.asia/article/detail/1135/%E5%8F%B0%E5%8C%97%E6%9C%80%E7%86%B1%E9%96%80%E7%9A%84%E6%89%93%E5%8D%A1%E6%99%AF%E9%BB%9E%20PIER%205%20%E8%B2%A8%E6%AB%83%E5%B8%82%E9%9B%86%EF%BC%81%E5%BF%85%E5%90%83%E7%9A%84-6-%E9%96%93%E8%B2%A8%E6%AB%83%E5%B1%8B%E9%A4%90%E9%A3%B2%E5%92%8C-2-%E8%BC%9B%E9%A4%90%E8%BB%8A?start=432
https://tw.mensuno.asia/article/detail/1135/%E5%8F%B0%E5%8C%97%E6%9C%80%E7%86%B1%E9%96%80%E7%9A%84%E6%89%93%E5%8D%A1%E6%99%AF%E9%BB%9E%20PIER%205%20%E8%B2%A8%E6%AB%83%E5%B8%82%E9%9B%86%EF%BC%81%E5%BF%85%E5%90%83%E7%9A%84-6-%E9%96%93%E8%B2%A8%E6%AB%83%E5%B1%8B%E9%A4%90%E9%A3%B2%E5%92%8C-2-%E8%BC%9B%E9%A4%90%E8%BB%8A?start=432
https://tw.mensuno.asia/article/detail/1135/%E5%8F%B0%E5%8C%97%E6%9C%80%E7%86%B1%E9%96%80%E7%9A%84%E6%89%93%E5%8D%A1%E6%99%AF%E9%BB%9E%20PIER%205%20%E8%B2%A8%E6%AB%83%E5%B8%82%E9%9B%86%EF%BC%81%E5%BF%85%E5%90%83%E7%9A%84-6-%E9%96%93%E8%B2%A8%E6%AB%83%E5%B1%8B%E9%A4%90%E9%A3%B2%E5%92%8C-2-%E8%BC%9B%E9%A4%90%E8%BB%8A?start=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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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2D 漫畫風格 

2010 年由兩位臺灣女孩林雨柔和蘇筱茜成立了「JumpFromPaper」包包專

賣網站，主打的就是 2D 漫畫風格的包包 ( 圖 3-1‑37 )，就像從漫畫書裡跳出來

般。用錯視和矛盾的手法，設計出附有幽默、趣味的產品，讓生活中增添虛幻

的想像，現實世界和幻想世界的錯覺。時尚的穿搭、鮮豔的色彩，充滿了童趣

與幻想，讓周遭的人感受到活潑的氣息。在歐美受到很多明星和名人的青睞。 

恣意的在 3D 空間裡偽裝自己的咖啡廳 2D Café ，目前在馬來西亞、日本、

韓國 ( 圖 3-1‑39 )、臺灣的師大商圈 ( 圖 3-1‑38 ) 和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廣場旁，

也有一間名為 "BW Cafe" 的 2D 咖啡廳。都是熱門的網紅打卡餐廳。餐廳的內部

像是以白色和黑色漫畫線條繪製，營造出 2D設計的錯覺，進入空間初始，會分

不清牆面、地面及傢俱的分界，仿佛從 3D 空間進到漫畫之中，來了一趟 2D 世

界之旅。豐富的畫面、多樣的場景變化，也吸引了很多人為了拍照打卡而來消

費。店面是以「開放式藝廊空間」的方式呈現，每個牆面或角落都是一個場景，

提供來拍照的顧客拍出更多豐富想像的畫面。 

 

 

 

 

 

 

 

 

 

 

 

 

 

 

 

圖 3-1‑37 JumpFromPape  2D 漫畫風格包包 

https://www.jumpfrompaper.com/ 

https://www.jumpfrompap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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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8 2D CAFE 師大商圈，主題為「日本生活日常」 

https://www.cosmopolitan.com/tw/lifestyle/hot-topics/g32350691/2d-taiwan/ 

 

 
圖 3-1‑39 2D CAFE 韓國，Cafe Yeonnam-dong 239-20 

https://www.vba.hk/  

https://www.cosmopolitan.com/tw/lifestyle/hot-topics/g32350691/2d-taiwan/
https://www.vba.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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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其他風格  

網紅空間類型非常的多，越來越多不同風格的商業空間都會以吸引網紅社

群為主要設計方向。如何吸引網紅到店內消費，或者與網紅經濟公司配合，請

適合的網紅代言。其他風格中還有中國奶茶文化延伸出來的奶茶店的風格、童

夢風格、故事主題風格等，其他風格中僅以奶茶店做說明。 

2016-2017 這兩年，中國整體消費的市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消費升

級」這個詞，成為了當年度的熱門話題。不管是在購物的價格上，還是在奶茶

產品包裝設計、口味及品牌形象上，都有著不一樣的升級體驗。其中，「喜茶」

( 圖 3-1‑40 )、「奈雪的茶」( 圖 3-1‑41 ) 等，這類型奶茶店，成為消費升級的現

象級產物。這些奶茶店也開始獲得資本投入，其中獲得 IDG 資本超一億元人民

幣的投資的喜茶，瞬間轟動整個中國奶茶業界 （青竹新消費，2017）。一大批

類似喜茶、奈雪的茶這類的品牌不斷崛起。這些奶茶品牌的出現，也真正全面

把“奶茶”的競爭從單純的銷售拉到了品牌化，在這一時期，商家對於客戶的

掌握，一味的從“口味”上著手，已經明顯無法在市場上競爭。從產品到店面

的空間設計，更注重消費整的整體體驗。營造有口碑的產品、創要有質感有層

次的空間，讓消費者有更多元更不一樣的感受，突破傳統奶茶店的框架，才能

異軍突起創造更獨特的商業價值與文化。業者為了吸引更多的消費者來店消費，

結合了網紅經濟的行銷與網紅空間的設計。例如喜茶的排隊營銷、奈雪的茶的

特殊文化傳播，在社群媒體上大量曝光推廣，也帶動了社群的消費，形成了口

碑行銷。讓其茶品成為一種流行飲品，成為社群的話題。 

喜茶的空間設計大都是以白色為主要色調在搭配簡潔簡單的傢俱，白色或

微黃燈光，整體空間給人明亮素淨的現代感。空間氛圍可以使人心靈平靜，在

整體極簡的環境中反而會強化了感官的感受，讓消費者更能體會飲品的本身。

奈雪的茶一開始業主定為就是以年輕都會女性為主要消費客群，希望能創造一

個讓女性有美好的生活體驗的空間。整體空間設計大都以暖色系為主，搭配一

些木飾面和金色金屬框架的裝飾。有些店面是會有日式風格加上北歐 ins 風混搭

的感覺。整體空間是溫暖的，較貼近人的生活，因為消費族群是以女性為主，

所以也成為很多網紅拍照打卡的必去的網紅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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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要成為網紅店，不但要有核心資訊的傳播，也要營造讓消費關

注的重點事件，還要讓自己店面的品項，形成區域的網紅產品，要與社群媒體

接軌、要在各個社群、媒體或推廣平臺上高密度的曝光。更要有吸引網紅來消

費、拍照打卡的店面設計。結合以上因素才能創造一個完整的的網紅商業空間。 

 
圖 3-1‑40 喜茶 

https://www.archdaily.com/906730/heytea-daydreamer-aan-

architects/5c03e7f908a5e5c711000125-heytea-daydreamer-aan-architects-

photo?next_project=no 

 
圖 3-1‑41 奈雪の茶 

http://m.naixueteajm.com/xinwenzixun/589.html 

https://www.archdaily.com/906730/heytea-daydreamer-aan-architects/5c03e7f908a5e5c711000125-heytea-daydreamer-aan-architects-photo?next_project=no
https://www.archdaily.com/906730/heytea-daydreamer-aan-architects/5c03e7f908a5e5c711000125-heytea-daydreamer-aan-architects-photo?next_project=no
https://www.archdaily.com/906730/heytea-daydreamer-aan-architects/5c03e7f908a5e5c711000125-heytea-daydreamer-aan-architects-photo?next_project=no
http://m.naixueteajm.com/xinwenzixun/5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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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作品案例分析 

根據文獻蒐集所得到之結果，蒐集國內外網紅商業空間案例，從中選擇擁

有特殊的風格設計和主題，吸引了很多媒體及網紅目光的網紅商業空間，來做

研究案例。針對其設計元素歸納整理與分析，並探討其利用網紅風格所產生之

空間視覺表現手法。 

(一) 案例一 

1. 案名：博觀熙岸行銷中心室內設計 

2. 設計：上海彬占建築設計諮詢有限公司 

3. 時間：2018 

4. 位置：山東濰坊 

5. 作品內容： 

 

 
 

 

 

 

 

 

 

 

 

 

 

 

 

 

 

 

 

 

 

 

圖 3-2‑1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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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拱廊及接待大廳 

 

 

 

 

 

 

 

 

 

 
 

 

圖 3-2‑3 模型區及洽談區 

  

 

 

 

 

 

 

 

 

 
 

圖 3-2‑4 拱廊及接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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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藝術走廊及兒童活動區 

 

 

 

 

 

 

 

 

 

 

 

 
 

 

圖 3-2‑6 軸測圖 

 

 

 

 

 

 
 

圖 3-2‑7 剖透視圖 

 

                                                              資料來源：上海彬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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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空間元素歸納 內容說明 

空間用途 
兒童主題銷售中心 － 接待區、沙盤區(模型區)、洽談

區、兒童活動區、影音室、藝術走廊 。 

流行文化影響 網紅空間、網紅遊戲、Instagram 風格。 

故事主題 
“ 紀念碑谷”的網紅遊戲 “ 一路上回歸家園的初心 ” 

的概念。 

風格類型 粉紅夢幻風格、Ins 風格等。 

空間色彩提取   

元素

分析 

材質 環保可回收pvc材料、半透明窗簾、金屬、霓虹燈等。 

裝置   紀念碑谷玩偶、童話動物玩偶、紅鶴、夢幻滑梯等。 

符號 逆向空間、錯視、不可能的幾何物體、超現實想像。 

顏色 每個空間的顏色代表空間的功能和故事。 

光線 空間明亮，透過大片落地玻璃將光線與景觀引進室內。 

 

6. 設計說明： 

回溯初心，築童夢。在越來越多「去銷售中心化」的今天，功能單一和奢

華的傳統銷售中心正逐漸失去市場的競爭力，迫切需要有革新觀念思維的設計

來打破行業領域的局限性。本案例靈感來源於 “ 紀念碑穀”這款網紅遊戲 “ 一路

上回歸家園的初心 ” 的概念，打造出獨特的兒童主題銷售中心。希望人們第一

次走進銷售中心時，即能借助于豐富的場景設計開啟未來家園的美好想像。項

目的創新之處在於既能實現銷售與人文的相結合，又會隨著時間遷移實現空間

不同時期功能的轉變和延續。前期是以銷售為導向的售樓中心，到後期作為社

區教育配套的幼稚園，最終演變為公共性的美好社區中心。 

7. 設計分析： 

表 3- 1 案例一網紅空間設計元素歸納分析 

 

 

 

 

 

 

 

 

 

 

 

 

 

 

 

 
 

 

 

 

 

 



58 

 

 

7. 視覺表現手法分析︰ 

表 3- 2 案例一網紅空間視覺表現手法分析 

Ins 風格網紅空間︰ 

 

            拱門            紅鶴 (火烈鳥)               氣球                    霓虹燈                 球池 

“ 紀念碑穀”網紅遊戲︰ 

 

                         艾達公主                     紀念碑穀遊戲         錯視、不可能的幾何、顛倒 

童話故事夢幻空間︰ 

 

童話人偶            童話人偶     時光隧道裡的女孩      童話人偶            天馬星空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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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例二 

1. 案名：櫻久讓 Omakase 日本懷石料理餐廳 

2. 設計：上海黑泡泡建築裝飾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3. 時間：2019 年 1 月 

4. 位置：上海 

5. 作品內容： 

 

 
 

 

 

 

 

 

 

 

 

 

 

 

圖 3-2‑8 平面圖 

 

 

 

 

 

 

 

 

 

 

 

 

 

 

圖 3-2‑9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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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0 立面圖 

 

 

 

 
 

 

 

 

 

 

 

 

 

圖 3-2‑11 立面圖 

  

 

 

 

 

 

 

 

 

 

 
 

圖 3-2‑12 樓梯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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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3 入口玄關及等待區 

 

 

 

 

 

 

 
 

圖 3-2‑14 吧檯區 

 

 

 

 

 

 

 

 

 

 

 

 
 

 

圖 3-2‑15 走廊及用餐區 

                                                              資料來源：上海黑泡泡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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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空間元素歸納 內容說明 

空間用途 日本懷石料理餐廳。 

流行文化影響 網紅空間、日本櫻花、策展。 

故事主題 “ 櫻花雨”的愛情故事 ，“秒數五公分”等。 

風格類型 粉紅夢幻風格 

空間色彩提取   

元素

分析 

材質 
藝術玻璃、銅板、銅拉絲不銹鋼、金色藝術油漆、金 

屬氟碳漆、鏡面、木飾面、電動捲簾、榻榻米。 

裝置 “樱”和“露玻璃隔斷。 

符號 虛實錯落、隱喻、樱花迷宫。 

顏色 
粉色櫻花與金色與木色形成對比。像遲遲不落的夕陽，

還有永不枯竭的櫻花雨陪伴。 

光線 

迷人的粉紅色光芒，由照亮的玻璃地板和一系列向上

發光的玻璃隔斷發出。柔和粉紅色燈光的彌漫使空間

充滿了浪漫的寧靜。 

 

6. 設計說明： 

本案例是位於上海市徐匯區的一家日本懷石料理餐廳，名叫：“櫻久讓

Omakase”，是以日本《 櫻花雨 》的愛情故事為靈感來源，「我們不留痕跡地抹

去了故事裡的一抹悲情色彩，順便輕輕打破一下那些先入為主的觀念，挑戰一

下那些廣為接受的行為準則」。空間設計以“櫻”和“露”為切入點，在玻璃隔斷

中創造性地把櫻花花瓣和露珠結合到一起，達到一種虛實結合、晶瑩剔透的裝

飾效果，同時漫無邊際的粉色櫻花與金色和室形成對比，仿佛進入了櫻花的迷

宮，靈動的燈光微微變幻，一朵朵綻放的櫻花，一顆顆剔透的露珠，仿佛邂逅

了一場櫻花盛宴，如此詩情畫意的環境直擊少女之心。 

7. 設計分析： 

表 3- 3 案例二網紅空間設計元素歸納分析 

 

 

 

 

 

 

 

 

 

 

  

  

 

 

 

 

 

 

 

 

 



63 

 

 

7. 視覺表現手法分析︰ 

表 3- 4 案例二網紅空間視覺表現手法分析 

“ 櫻花雨”的愛情故事夢幻空間︰ 

 

     粉色夢幻空間               櫻與露玻璃隔屏氣                          金黃色代表太陽 

日本美學“ 物哀” 櫻花落下後  : 

 

                      雲井櫻                            源氏物語                                櫻花落下 

電影裡的櫻花︰ 

 

             秒速五公分                                    花與愛麗絲                         四月物語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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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例三 

1. 案名：紅點文旅 

2. 設計：晴時設計 

3. 時間：2014 年 6 月 

4. 位置：臺中市 

5. 作品內容： 

 

 
 

 

 

 

 

 

 

 

 

 

 

 

 

圖 3-2‑16 1F 平面圖 

 

 

 

 

 

 

 

 

 

 

 

 

 

 

圖 3-2‑17 2F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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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8 B1 平面圖 

 

 

 

 

 
 

 

 

 

 

 

圖 3-2‑19 立剖面圖 

  

 

 

 

 

 

 
 

圖 3-2‑20 立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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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1 立剖面圖 

 

 

 

 

 

 
 

圖 3-2-25 立剖面圖 

  

 

 

 

 

 

 

 

 

 

 

 

 
 

圖 3-2‑22 接待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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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3 接待大廳 

 

 

 

 

 

 

 

 

 

 

 

 

 

圖 3-2‑24 接待大廳 

 

 

 

 

 

 

 

 

 

 

 

 

圖 3-2‑25 B1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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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6 客房 

 
 

 

 

 

 

 

 

 

 

 

 

圖 3-2‑27 一樓有租賃藝術銀行的藝術作品，定期舉辦不同展覽及活動的策展空間 

 

 

 

 

 

 

 

 

 

 

 
圖 3-2‑28 租賃藝術銀的藝術品，展示在旅店的空間中。 

 

資料來源：https://www.archdaily.cn/cn 

https://www.searchome.net/article.aspx?id=34130 

https://www.archdaily.cn/cn
https://www.searchome.net/article.aspx?id=3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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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空間元素歸納 內容說明 

空間用途 懷舊旅店 

流行文化影響 懷舊、藝術銀行、策展。 

故事主題 
重建的同時保留當地建築的獨特風韻，讓這個旅館為

大家靜靜地講述這裡的故事。 

風格類型 懷舊風格 

空間色彩提取   

元素

分析 

材質 
火頭磚、一級紅磚、二次還原燒磚、碾石子、磨石子

地板、海棠花玻璃、臺灣青蛇紋石、實木地板。 

裝置 
滑面長27m旋轉滑梯、60-70年代理髮椅、泡泡沙發、

UP5椅、魯班椅等。 

符號 歷史烙印、舊時回憶、扭轉時空、潮。 

顏色 

意外窯變產生深淺灰黑及金屬光澤的磚、傳統窯燒的

火頭磚、臺灣青蛇紋石、臺灣特色花布等，都是臺灣早

期傳統記憶中的色彩。 

光線 
陽光穿過落地窗打在舊時共同記憶的材料上，讓旅人

有家的溫暖，卻不失旅行的趣味。 

 

6. 設計說明： 

臺中早期的銀河大飯店是「紅點文旅」的前身，重建老飯店但是設計不走

「仿舊」的路線，而是把記憶中的素材，重新設計賦予新的生命，同時喚起人

們內心舊時的美好回憶。不銹鋼旋轉滑梯，讓體驗滑梯樂趣的顧客每次都盡興

而歸。當不銹鋼滑道反射著牆上的霓虹燈光時，它就仿佛是喚起我們美好回憶

的一個時光隧道。入口處旋轉門的內外門楣都寫著“RedDot”，暗藏著某些訊

息是旅行的想像，旅店可以是一天結束的地方，但又非一天的結束，而是旅程

中的一個節點，也可以是另一個旅程的開端，就像畫上頓號般停滯須於再做出

發（吳宗穎，2014）。 

7. 設計分析： 

表 3- 5 案例三網紅空間設計元素歸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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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視覺表現手法分析︰ 

表 3- 6 案例三網紅空間視覺表現手法分析 

懷舊旅店︰ 

 

                       復古大門                                懷舊火頭磚                         鐵窗光影 

藝術銀行、策展︰ 

 

                         展廳                                        藝術銀行                                 空間策展 

裝置與藝術︰ 

 

    懷舊理髮椅                       B&B 孕婦椅                                             魯班椅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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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結果彙整 

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以及作品案例進行網紅商業空間的手法分析，歸納出

網紅風格運用於空間設計之表現手法分類，建立網紅風格在空間設計之理論基

礎；並根據作品案例的分析，歸納其網紅空間元素及視覺表現手法，以及探討

其設計風格與設計趨勢。 

一、元素歸納分析整理 

(一) 流行文化影響 

表 3- 7 流行文化影響 

 ● 設計創作之抽取元素                                         本研究整理 

 

從本研究案例分析中可以歸納整理出三個案例中受流行文化影響而產生因

素如下: 

               案例 

 

流行文化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網紅空間 ● ● ● 

網紅遊戲 ●   

Ins 風格 ●   

日本櫻花  ●  

懷舊  ● ● 

藝術銀行   ● 

策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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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紅空間 

因網紅影響而形成的商業空間的流行文化，因時間推移而演變出不同的空

間類型，從 Instagram 網紅拍照打卡而流行的 INS 風格或極簡的北歐風格、懷舊

風格、日本風格、受韓國影響而形成的咖啡廳風格或現今非常流行的書店風格、

或以故事為主題的風格等，各式各樣的網紅空間，漸漸形成的網紅的特有的商

業空間文化。 

2. 網紅遊戲 

《紀念碑穀》是一款知名的手機遊戲，雖然屬於非主流的遊戲，卻在遊戲

市場中異軍突起。靈感來源於荷蘭藝術家 「錯覺藝術大師」莫里茲‧柯尼利

斯‧艾雪（ Maurits Cornelis Escher ）的作品《  上下階梯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圖 3-3‑1 )。遊戲設計初設計者在思考，如何圍繞建築去營造一個

特殊的互動體驗，直到他聯想到了艾雪的上下階梯。艾雪終身都沉迷於創造視

錯覺藝術，他用平面表現三維空間中不可能出現的建築構造。 

紀念碑穀遊戲的視覺風格受到了日本版畫、雕塑設計上的極簡主義和獨立

遊戲：《Windosill》、《超級兄弟：劍與魔劍使-EP》》、《菲斯》等遊戲的影

響。遊戲隨著主人公「艾達公主」的救贖之旅展開。遊戲是以等角投影視角展

現，在紀念碑穀中，玩家們扮演著無聲的公主艾達，必須走過十八個不同的關

卡，遊戲中的建築場景，大多看似結構正常，但卻要透過旋轉、轉移、顛倒這

些等角投影、不可能的幾何結構和錯視所組合而成的「紀念碑」建築所形成的

矛盾空間裡。不斷的行走直到達到終點才能進到下一個關卡。儘管這些建築體

看起來是 3D的，但玩家卻不能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見的。玩家要與遊戲中的

環境互動，尋找解謎出遊戲中被隱藏的道路，使艾達到達每個關卡的終點。遊

戲設計者總結了這些指南。(1) 質量勝於數量，使每個關卡都獨一無二。(2) 難

度對於紀念碑穀的用戶體驗而言並不那麼重要。(3) 讓玩家自己發現，不要告訴

他們做什麼或感覺如何。(4) 專注於遊戲的特別之處，而不是添加內容。(5) 結

局對故事很重要。遊戲是從玩家的角度，讓遊戲過程變得愉快，把玩家的體驗

放在首位。 

整個遊戲的故事講述更像是一首歌，而不是一本書或一部電影。玩家可以

在自己選擇的任何級別上享受遊戲，並擁有自己的想像。像第一次聽專輯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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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博物館一樣。玩家在玩遊戲時，同時可以欣賞沿途風景、聲音和故事，但下

一刻可能畫面立即翻轉改變，移動的本身就是一種藝術的饗宴。遊戲的幾個關

卡的畫面，也讓人聯想到建於 70年代，著名的西班牙建築師 Recardo Bofill和當

時的城市規劃師、社會學家、音樂家、製片人、詩人等各領域的專家合作，所

集思設計的西班牙海邊公寓 La Muralla Roja ( 圖 3-3‑3 )。紀念碑穀遊戲裡內置了

攝像頭截圖功能，其擁有與 Instagram 相似的濾鏡功能，可以讓拍出的照片每一

禎都像一幅美麗的畫作 ( 圖 3-3‑4)。 

 

 

 

 

 

  

 

  
                                                                                                        圖 3-3‑1 艾雪的上下階梯  

 

 

 

 

 

 

 

 

 

 

 

 

 

 
圖 3-3‑2 艾雪的上下階梯放大圖 

 

資料來源：http://www.culturelaunch.net/Article/129 

http://www.culturelaunch.net/Article/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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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西班牙海邊公寓 La Muralla Roja 與紀念碑穀遊戲畫面比對 

 

資料來源：http://www.culturelaunch.net/Article/129 

&  https://www.monumentvalleygame.com/mv1 

http://www.culturelaunch.net/Article/129
https://www.monumentvalleygame.com/m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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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 紀念碑穀遊戲畫面 

資料來源：https://www.monumentvalleygame.com/mv1  

https://www.monumentvalleygame.com/mv1


76 

 

 

3. Ins 風格  

提到 Ins 風格以其簡約時尚、自然、年輕卻又略帶溫暖的風格成為一種潮

流，在年輕人中備受歡迎,擁有粉絲無數。這種基於社交媒體下所誕生的設計方

式，經過數年的發展，逐漸從線上延伸至線下，在許多的設計場景下都有體現。

其他相關 Ins 風格，在前述網紅商業空間類型已作說明此處不在贅述。 

4.日本櫻花 

提到櫻花，大家第一個想到就是日本。櫻花原則上算是日本國花之一。日

本人對櫻花的看重與著迷，由一些影視與文學作品就可看得出來。滿天飛舞的

櫻花，美的絢爛，美的轉瞬即逝。櫻花的飄落，承載著人們希望與幸福，也代

表著消逝與滅亡。物哀，對「物」有所感，而有所哀（方太初，2016），因為

美麗的事物消逝，心有所感而悲傷。他們對櫻花的喜愛之情，除了因為源式物

語承襲下來的物哀美學外，也許是日本民族對生命的期待，如日本諺語所寫

「花是櫻花，人是武士」。日本人認為櫻花短暫的花期，絢爛的綻放，在最璀

璨時選擇凋零，在強風之中選擇飄落，旋即歸於塵土。如武士般清高，悲壯，

視死如歸。武士在捨身取義時是最令人動容的時刻。櫻花的美，在於它必然消

逝。日本民族的生死觀，以櫻花為比喻最為合適了。 

他們對於死亡的迷戀，如同基因般烙印在日本民族的靈魂深處。日本文學

家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太宰治、芥川龍之介，皆以自殺為終結。川端康成

對超現實主義畫家古賀春江所說的一句話非常讚賞：「再沒有比死更高的藝術

了。死就是生」。也許因為自幼家逢巨變、孤苦無依，加上忠於文學創作，在

他創作的象牙塔中不斷的循環生命中過往的孤獨與哀愁。最終川端康成在生命

極度痛苦與憂鬱中選擇了自殺，實現了他所認為的“ 最高的藝術 ”。日本著

名學者加藤週一則認為，自殺在日本文化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在日本文化和

歷史核心中，本身就存在一種追尋自我毀滅的傳統。這些作家的忌日時，總有

大批緬懷他們的粉絲群眾，為其舉辦祭典。死亡非但沒有削減他們的影響力，

反倒提升他們不朽的文壇地位。 

日本人認為自殺是一種有著明確目的的高尚行為。在捐獻生命之際，能體

驗到一種道德昇華的慷慨淒涼的滿足。正如他們所最愛的國花－－櫻花，在開

到最盛的時刻凋零，曇花一現有如一種悲劇的美感。這就是物哀的美學。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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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延續，死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一種修身律己的行為（加藤周一，1978）。

花鳥風月，四季輪迴，大自然反映出人事的無常，人與人之間、花與人之間，

萬物皆是一期一會。也許就是這種病態的美，才能觸動人心、久久不散。 

 

物哀的世界具有高度藝術性，也代表了人類對於極限的自覺。─ 丹下健三 

 

受日本文化的影響，這幾年也開始流行以日本美學為基礎的簡約風格的空

間設計。日本三大美學物哀、幽玄、侘寂，都是日本簡約風格的思考源流。現

在歐美豪宅流行的“赤貧風”，就是藉由空間的設計，讓人的內心達到身體與

精神的寧靜與平和，一種為心境創造某種空間氛圍的狀態。赤貧風的興起是來

源於比利時的設計師 Axel Vervoordt。他將日本美學中「侘寂」（wabi-sabi）精

神，作為自己的畢生的修行與追求。 

很多人都喜歡模仿「日本簡約風格」，但簡約風格放在不同的地區或國家

感覺就會有所差異。每位設計師也都可以模仿各式各樣的風格。然而也僅僅是

風格，因為問題不在型式，而在哲學。風格是源自於美學，美學是源自於哲學，

哲學則是開始於文化，而文化是來自於生活環境所形成的一種約定俗成潛意識

的外在表現。如何創造屬於自己生活環境的風格才是設計師最重要的課題。 

5. 懷舊 

懷舊，意指對往事的懷念。｢懷舊｣ ( nostalgia ) 一詞在 1688 年，瑞士心理學

家 Johannes Hofer 正式在論文中提出懷舊一詞， 他將懷舊解析為一種思鄉病

（Hofer，1688）。另一說法是瑞士心理學家 Jean-Jacques Harder 在 1678 年，以

希臘文字根「nostos」回歸到自己的家鄉與「algos」痛苦災難和悲傷組成創造

而出這個新詞（Harder，1656）。「Nostalgia」。在希臘文以及現在的英文裡，

都有雙重的意思──「因為想要回去所以痛苦」、同時也是「因為回不去了而

痛苦」。所以「Nostalgia」同時也指「不能回去的地方」或是「不能回去的時

間」。一般人將懷舊概念化為一種積極的，面向過去的情感。在懷舊的遐想中，

人們會記住一個過去的事件，通常是一種美好的，對個人有意義的記憶。人們

經常通過夢幻的眼鏡觀看記憶，錯過想起的時間或人，甚至可能很久才能回到

過去。結果，人們通常會感覺到多愁善感，通常會感到幸福，但又帶有一種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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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這些懷舊的概念在不同文化中都有所相同（Hepper 等人，2014）。可是隨

著文化的改變，現在我們用這個字，都指時間，也就是有一個時間我們回不去

了，因此我們懷舊。然而懷舊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在於你對待你想要回去的

那個時間點，是曖昧的。一方面你很想回去，一方面你卻知道你不能回去、甚

至不應該回去。正因為你不該回去、卻又很想回去，所以會美化那個無法返回

的時代  （楊照，2015）  。在韋式大字典中（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Woolf，1974） 有更明確的闡釋：「明知不可能卻依然渴望響往返回過去某

個時光，想再次體驗記憶中的快樂」。懷舊是一種帶點感傷意味的憧憬，會讓

人聯想到舊時生活“美好”的時刻。也不太可能容易感到孤獨。根據這種觀點，

懷舊與軟弱或放縱有很大不同。研究人員稱其為“有意義的資源”，是心理健

康的重要組成部分。懷舊在記憶中表現出積極的情緒，這是我們可以有意識地

訪問的東西，也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不斷地利用它們來增強我們的感

覺。正是對我們過去的強烈感情幫助我們更好地應對了未來（Stafford，2014）。 

很多人把懷舊 ( nostalgia ) 和復古 ( retro ) 混淆。懷舊是一種情懷與追憶，復

古則是以實際行動去恢復。懷舊是對過去美好回憶的懷念，可能是老照片、兒

時的玩具、一首勾起回憶的老歌或看到過去的老朋友想起過去在一起的時光、

記憶中的三合院等，懷舊的時間軸是人的一生，是個人的或是那個年代出生的

人的集體記憶。復古是復刻過去的美好或流行，復刻過去服裝的設計、剪裁、

圖樣或是空間設計；復刻老歌的創作手法、音樂類型、甚至唱法等，復古的時

間軸很長，或可以說沒有時間軸。因為下一秒會流行甚麼復古元素，這元素會

從那個年代而來，是維多利亞風格或嬉皮風或其他，會因設計師甚至可能復古

的音樂風格或一個事件而出現不同的復古流行。以空間設計來說，懷舊是用老

故事、舊時的傢俱、材質、裝置、軟裝佈置、甚至舊時的設計手法或工法來做

空間設計，是用真正的老物件在敘述空間的故事。而復古是復刻過去的物件，

是舊物新作或局部復刻的概念來做設計。兩者相同之處是對過去的肯定，前者

是心理上的想念，後者是實質上的行動，所以現在空間設計所謂的懷舊風或復

古風，深入去探討，也許可以更清楚的分出是懷舊風、復古風或是懷舊復古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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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藝術銀行 

藝術銀行，2013 年，經由文化部的推動下成立，由國立臺灣美術館執行，

透過系統性的作品購藏，藉以扶植臺灣當代藝術創作。是一個專門收藏、展示、

流通臺灣藝術品的租賃服務平臺，所有的藝術品強調只租不賣。 

「藝術銀行」並非商業銀行內的金融組織，而是專門購買典藏在臺灣當代

藝術家的作品，再經由租賃的方式，將藝術品呈現在大眾面前，會不定期辦主

題式的展覽，讓普羅大眾能夠更瞭解臺灣的當代藝術家的創作，讓藝術品走入

生活。看見不一樣的生活與空間美學。藝術銀行擁有自己的庫房、展場空間，

以及包辦策展、教育推廣、典藏修復的專業團隊。藝術銀行提供臺灣年輕藝術

家很完善的收購平臺與管道，鼓勵年輕藝術家持續創作。目前藝術銀行合作的

案例多為建築業、旅宿業、金融業等民營單位以及政府機關，租賃作品的目的

主要有「美化空間」和「策劃主題展」兩個面向。臺灣多數人普遍對藝術的認

知造成，目前的租賃案例，多以美化空間為多。  

“2017 亞洲藝術品金融論壇(第二屆)暨全球藝術銀行行長高峰論壇”現場， 

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品金融研究所副所長黃雋表示，澳洲、加拿大、臺灣等地藝

術銀行的成功模式已經證明瞭，雖然是先由政府前期投入資金，但同時也需要

藝術銀行自身經營和探索，逐步實現藝術銀行的自負盈虧。藝術銀行如何注重

多樣化私人和公共領域客戶群的積累、擴大藝術品外延舉措以及有效的收藏管

理是藝術銀行是否能夠長期持續下去需要考慮的問題。 

本研究案例三之紅點文旅在還未完工時就已經主動和藝術銀行接觸，這是

負責人在與公共藝術家張金峰所共同合作的不鏽鋼溜滑梯之後，奠定了紅點文

旅公共空間的藝術性及趣味性，但卻更突顯出其他空間場域的空洞和遜色，但

在建物整頓與傢俱採購早已花去大筆預算的狀況下，實在無法過多的價錢再去

負擔藝術品的採購。不過這時很幸運的在網路上獲得藝術銀行的資訊，不僅發

現案例二與藝術銀行所在位置都位在臺中，提倡臺灣本土意識的理念也很契合，

便從紅點文旅營運至今，仍然定期租賃藝術品做空間陳設，甚至舉辦展覽。 

文旅創辦人說︰「我覺得這個計畫可以幫助很多企業主強化空間魅力，也

能提供本土藝術很棒的舞臺，因此，我在導覽飯店時一定會讓旅客知道這段精

彩的合作經驗，更希望達到推廣臺灣本土藝術的機會」。紅點文旅也秉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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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的理念，運用本土出產的大理石、磚或木料勾起人們對臺灣的情感，推廣

本土文化和老屋活化，這和藝術銀行吐露對這片熱土的關懷是不謀而合。 

7. 策展 

案例一在空間中導入的策展元素，在粉紅夢幻的兒童活動區中，置入了網

紅空間最常使用的元素紅鶴 (火烈鳥)、氣球、霓虹燈、球池等，拱廊及接待大

廳及模型區，置入了紀念碑穀遊戲場景，艾達公主、不可能的幾何、顛倒錯視、

童話人偶等，藝術走廊的部分，以童話故事大型人偶或裝置及天馬星空做挑高

區的天花造型，室內外置入很多童夢的大型玩偶做裝置。整體空間充滿了童趣

想像。在舒適的洽談區中家長可以偶爾停下來喝個咖啡；又可以看著自己的孩

子遊走在空間內的如童話夢境中嬉戲。 

案例二以櫻花和露水所設計的玻璃隔斷，像沉浸在粉紅色夢幻的迷宮中空

間中，下一步會是哪裡好像也不是那麼重要了。時間像停在最美的時刻，而我

們就在最美的夢境中散步及用餐。吧台區以金黃色為主，與粉色夢幻成對比，

師傅在吧檯料理食物時，無形之間已變成一幅畫作，所有人都是畫作中的一份

子。在美麗的粉紅夢幻中，時間好像變得不再重要。因為時間都停在櫻花落下

那一剎挪，大家仿佛都擁有了人生中最美的一刻。   

案例三懷舊的紅點文旅，他不只有一個展廳可以提供策展，旅店與藝術銀

行合作，在旅店的各個角落都布置了不同的藝術品或經典的家具、家飾及裝置

像 懷舊理髮椅、B&B 孕婦椅、魯班椅、老式理髮椅，老式磅秤、復古時鐘等，

不定時還會作藝品更換。旅店的不定期在 1F 的展廳會舉辦展覽而且是免費參觀。

2017 年的《- 06°C TAIWAN – ice cream 你的夏日解渴進行式》展覽，成了台中

的超熱門的 IG 打卡景點。到訪的旅客可以感受個空間的設計與巧思，都顯示著

經營者獨到的品味、對住客的用心及對台灣藝術的支持。 

從三個案例分析來看，每個案例都有策展的元素的呈現。商業空間的策展

可以有很多形式的表現，也許只是配合地方上的主題活動的延伸或配合藝文策

展、故事主題、熱門話題、節慶活動、在地文化、地方創生、特色產業的推動

或者像- 06°C TAIWAN – ice cream 網紅風格的策展等。不一定是網紅主題的展

才會吸引人拍照打卡，只要夠吸睛、討論度高、設計夠特別，就會吸引不同的

社群媒體來拍照打卡或拍攝視頻 ( 如果可以拍攝 ) 。商業空間導入策展，可以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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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設計的可變性更高，讓消費者因為不同的感受願意來在次消費。也可以讓

商業空間的設計失去思考，如何在空間上設計更可以彈性利用的區域。 

(二) 故事主題 

表 3- 8 故事主題 

● 設計創作之抽取元素                                                                                   本研究整理 

1. 紀念碑谷 

“ 紀念碑谷”的網紅遊戲 “ 一路上回歸家園的初心 ” 的概念。遊戲的主

題是歸還和孤獨，不需要收集錢幣或者星星、不用蒐集一些可以讓你變強的寶

物、也不用一路奮勇殺敵。你所需要的，只是向紀念碑返還物品。即使同樣是

旅程，這款遊戲注重的是行走和體驗。充滿錯覺的建築空間，那些建築遠不是

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換一個角度，你會看到另外一個世界。 

在玩遊戲之中會讓人感覺寧靜而孤獨，遊戲畫面設計的非常優美，遊戲主

角艾達公主卻在荒廢的建築裏孑然獨行。作者將幾何學喻為真理，藉以探索幾

何的過程，來表達探索世界的過程。在探索世界的過程中，不斷借助幾何學上

的不可能，為自己的探索鋪路。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你隻身前行，沒有被巨

大的建築，茫茫的大海，無邊的黑暗所淹沒，你不停的在這條孤獨的路上——

尋找自我的意義，不管是惱人的烏鴉，幫助她繼續的關卡啟迪，以及陪她走了

一段路程的圖騰，都是在這個途中獲得的價值。就像我們的人生。尤其遊戲中

不可能的以及錯視的空間連結，更是大膽創新的嘗試。 

               案例 

 

故事主題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紀念碑谷 ●   

櫻花雨  ●  

秒速五公分                                      ●  

舊時空間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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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整體空間從接待區開始，有趣的滑梯串聯了整個空間的故事，在空

間中，猶如你我是這個故事中的主角艾達公主，來探秘故事的過程。從滑梯來

到核心空間，是以紀念碑谷為概念的「逆向空間」，在不可能出現的建築構造

中，尋找下個歸家的入口。通過時光隧道穿越到「夢幻空間」面對亦真亦假空

間像在夢境中，尋找揭秘的鑰匙後解開「糖果實驗室」，去實驗快樂如何快速

發酵，而產生「天馬星空」的美景，給你留下路程最好的里程碑的記憶，讓故

事可以繼續延續下去，美好的空間也帶領著來訪者對未來的想像。 

2. 櫻花雨 

“ 櫻花雨”的愛情故事，有一則傳說是在說櫻花那浪漫唯美的形象所描述

的愛情故事。故事是這樣的，櫻花樹上有一個名字叫“ 櫻の花 ”的妖精，在

每年城裡面櫻花綻放的那幾個月中，都會有無數的情侶在櫻話樹下談情說愛。

久而久之，櫻花樹下就變成情侶約會的地方，櫻花就變成了愛情象徵。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愛情會有結果、會幸福快樂。櫻の花也一樣，她希望

自己有可以擁有愛情和幸福。所以他就獨自離開了櫻花樹，他在人群中找了好

久，終於在他想放棄的時候，那個人出現了。他陪著她聊天，照顧她，她每天

都和他在櫻花樹下相聚。她得知他因為船迷航而來到這個國家，有一天他必定

會回去自己的國家，櫻の花更珍惜每天相聚的時光。但離別的日子終究會來到，

她背著他不願面對他離去。櫻の花在櫻花樹下哭泣，櫻花樹為了安慰她，不段

的飄下櫻花的花瓣。他心碎了，決定回到櫻花樹上。她看著櫻花樹想道：「我

是櫻花的妖精，我終究只是櫻花樹上的一片花瓣，最終也只能看著別人得到幸

福，自己是無法獲得的」。從此櫻の花就消失了，再也沒人看過她出現。 

過了幾年，那個人回到了櫻花樹下，他非常想念櫻の花，他想告訴她他已

經愛上他，但是卻已經錯過。他再也沒離開這座城，他日日祈禱，希望有情人

都能有結果。他一直到死去都沒找到櫻の花的身影。幾百年過去了，櫻花仍然

每年綻放著，許多情侶都為了這個傳說來到櫻花樹下見證自己的愛情及幸福。

也許命運之神再給他們一次機會，這次櫻の花轉世成為人類，他來到了這棵櫻

花樹下，覺得這個地方似曾相識，突然颳起了一陣風，櫻花樹上的花瓣像雪一

樣的吹落，他的帽子被風吹走，被一名男子接下，原來這是投胎轉世的那個人，

這一世他們一定不會再錯過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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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將櫻花花瓣和晨露靜止在玻璃隔斷中，讓來的人可以感受到瞬息的

美，但卻是停在靜止的瞬間。讓櫻花雨的故事停留在最美好的一刻，沒有悲傷、

沒有分離，猶如在夢境中，沒有悲傷，擁有最完美的結局。 

3. 秒速五公分 

在很多日本電影或故事中，都有描述或出現櫻花盛開與凋謝的畫面及情感。

櫻花的出現種會帶來一種稍縱即逝的美麗與哀愁，又會有帶著哀傷重新開始的

心情。像新海誠的動畫電影《 秒速五公分 》一開始女主角在櫻花飄落的畫面

中說 「唉！你知道嗎？聽說櫻花飄落的速度是秒速五公分！」，而電影最後男

女主角在小時候曾約定的平交道錯身而過，在櫻花凋謝飄落的畫面中結束。劇

中的男女主角是青梅竹馬，卻在搬家、成長後漸漸與彼此疏遠、最終錯過。每

秒 5 公分這個速度很慢很慢，人步行速度都要比它快，可這個速度如果保持了

14 年呢？ 

5cm / s *14 年 * 365 天 * 24 小時 * 60 分鐘 * 60 秒 = 22075.2 公里 

22075.2 公里。這個距離正好是繞行地球半圈的距離，也就是南極和北極的距離。

秒速 5 公分 那是櫻花飄落的速度。兩個孤單的人，時間久了，即使是以秒速

五公分，兩顆心的距離也會越來越遠。櫻花花期從花開到花謝不到一周，影片

中的男女主角貴樹與明裡亦是如此，起初他們的愛情如同盛開的櫻花，花瓣開

滿了整棵樹，美好時光恍若夢境。但最終夢境卻被風吹散，空餘零落的花瓣和

滿地的落紅。貴樹、明裡同櫻花一樣，被命運吹散，在人潮中不復相遇，這種

錯過既是愛情的悲劇，也是人生中的物哀。這樣美麗卻哀傷的故事，在櫻花紛

飛的背景中更顯淒美與寂寞。日本電影《 花與愛麗絲  》、《 四月物語 》、

《聲之形》等故事，都將櫻花盛開與凋零的美，一禎一禎的用夢幻般的場景呈

現在電影中。櫻花的美，在於它必然消逝。 

千年前，紫式部在《 源氏物語 》寫出了日本人最早對於美學的意境“物哀”。

哀是一種憐憫，也是一種感嘆、讚揚而由內心直接發出的聲音。本案例中“ 櫻

花 ” 和 “ 露珠 ”皆為瞬息的美，物哀的美。物哀情感的經典對象就是落櫻。

看櫻花落下，人們感受到美與死亡。人生轉眼一瞬，所以有了客觀下的漠然、

熱情或哀愁，一切正符合了美的定義 （大西克禮，2019  ）。本案將櫻花和露

水凝結在玻璃隔屏中，彷彿將兩樣東西靜止於瞬間，時間停滯在這一刻，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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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宛如一幅寫意畫卷，而每一位來此的客人，都會成為空間畫作裡面的風景。

在沉浸的體驗中寧靜的感受日本物哀的美學精神。 

 

3. 舊時空間故事 

紅點文旅當初在重建的時侯，希望能保留當地建築的獨特風韻，讓這個旅

店可以為來的旅人，靜靜地講述過去到現在這裡的故事。每個人都曾經會有突

然和記憶和這樣的經驗，走在一個地方或一個空間、看到一個物件或是聞到一

個味道，突然間回憶中似曾相識的畫面或者熟悉的感覺會浮現再腦海中。也許

是兒時跳格子的畫面、家中洗石子的地板、外婆稻埕紅磚外牆上的野貓或是家

中押花玻璃窗。每個人生活中的記憶都不同，但都會透過記憶中的樣貌，勾起

我們在某個時光的回憶片段，紅點文旅希望透過空間的設計，可以讓每個來的

旅客都能找到自己記憶中的場景，這是旅店說故事的方式。 

1979 年誕生的「銀河大飯店」是「紅點文旅」的前身，座落再臺中市最早

期的市中心的商業區中。隨著城市發轉的改變，曾今繁華的商業區已經凋零，

目前是臺中市廢墟最多的區域。「這是一個被時光凍結的一個老飯店，完整保

留了 35 年來的容貌。」創辦人說。「紅點文旅」一開始設計定位就是「不走仿

舊路線」，而是希望把大家記憶中的元素，創造出新的生命。「我們想留下年

代的精神，不為復古而復古。」創辦人表示。而飯店主要的設計是以「舊美好

時代」為主題。 

老屋的存在，可說是一個城市與時間的連結，它所代表的歷史，或許曾經

繁華、或許已經衰敗，但因社會變遷而發生各種變化，這些都是時間留下的痕

跡，不管你喜不喜歡、惋不惋惜，一個城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都可以在建

築物上找到它的故事，而時間在它身上留下的記憶，也是城市肌理的一部份。

留待到訪的旅人慢慢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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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風格類型 

表 3- 9 風格類型 

● 設計創作之抽取元素                                          本研究整理 

1. Ins 風格 

案例一為 Ins 風格，包含了「北歐 Ins 風格」及「粉紅夢幻 Ins 風格」。再

洽談區的空間設計偏向於北歐 Ins 風格，兒童活動區則是粉紅夢幻 Ins 風格。雖

然以 Ins 風格為主要風格，但加入了“ 紀念碑穀”這款網紅遊戲的故事及遊戲

空間元素以及童話人偶及動物裝置，讓空間 增添了更多的 

2. 夢幻空間 

案例一室內主題也被定為 『童夢空間 』，旨在用設計打造一場神秘、夢

幻、童趣、藝術交織的萬象之旅。不僅是一種新的嘗試，亦符合售樓處日後變

成幼兒園的功能屬性，讓『可持續性設計』更具現實意義。整個售樓處共設七

個關卡：夢境接待區、靜謐沙盤區 ( 模型區 )、溫馨洽談區、精緻工法區、童夢

活動區、奇妙藝術走廊、奇幻影音室。每個關卡都充滿各種小心機，每個角落

都冒著仙氣，似要展開一場趣味旅程的設計敘事。童夢空間體驗館出現在粉色

接待區，是在空間跨界領域的一次大膽嘗試。在這裡，小朋友盡情體驗魔法天

地的神秘、時尚潮咖拍照曬圖的恣意，銷售的氣息被完全弱化，取而代之的是

輕鬆與探索的慾望。接待區的滑梯肩負著串聯整個空間故事的進程，拾階而上

或者漫步而下，行進永遠沒有盡頭，構成『奇異邏輯』的視覺感受。猶如你我

是故事的主角，來探秘『童夢』，從滑梯來到核心沙盤空間『天空之城』，尋

               案例 

 

故事主題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Ins 風格 ●   

夢幻空間 ● ●  

懷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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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下一個歸家的入口。與沙盤區的活力不同，洽談區似乎一下安靜了不少，這

裡主打溫馨夢幻，一切設計都籠罩在浪漫的薄衣之中，充滿柔軟的誘惑。 

3. 懷舊 

懷舊的部分上述流行文化影響中已詳細分析說明，因此不再贅述。 

(四) 空間色彩提取 

表 3- 10 空間色彩提取 

                                                                                   本研究整理 

從以上三個案例的空間色彩提取內容可以看出，因風格類型不同，所以無

法用比較的方式來呈現。網紅商業空間設計會依不同風格空間類型而有所差異，

              色彩 

 

案例 

色彩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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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研究是以三個不同設計風格的案例來分析比對，空間色彩提取的部分只能

依個案提取，不再另作補充。 

(五) 元素分析 

1. 材質 

表 3- 11 材質分析 

               案例 

 

材質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環保可回收pvc

材料 
●   

金屬 ●   

半透明窗簾 ●   

霓虹燈 ●  ● 

藝術玻璃  ●  

銅板  ●  

銅拉絲不銹鋼  ●  

金色藝術油漆  ●  

黑色乳膠漆  ●  

金屬氟碳漆  ●  

鏡面  ●  

銅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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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創作之抽取元素                                                                                   本研究整理 

 

因為本研究案例分析的三個案例皆為不同設計風格，所以的部分會有較大

的差異性。無法用同一類型的風格來做比對。只能以單一案例敘述其設計材料

內容。 

木飾面  ●  

電動捲簾  ●  

榻榻米  ●  

火頭磚   ● 

一級紅磚   ● 

二次還原燒磚   ● 

碾石子   ● 

磨石子地板   ● 

海棠花玻璃   ● 

臺灣青蛇紋石   ● 

木飾牆面   ● 

實木地板   ● 

客家花布   ● 

復古鑄鐵窗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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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案例一因銷售結束後會做為未來社區幼稚園使用，所以一開始選用材質時

就有以此前提為主要方向，尤其大量使用了環保可回收 pvc 材料，因為是軟性

材質，對未來幼稚園的小朋友使用上的安全考量已做準備。 

案例二 

一層的壽司檯設計呈現金色的吧檯與和室與粉色櫻花玻璃隔斷成對比。空

間中材料都是以此顏色範圍挑選。如、銅板、銅拉絲不銹鋼、金色藝術油漆、

金屬氟碳漆、鏡面、木飾面、電動捲簾、榻榻米等。  

案例三 

木材，是因為感傷懷舊的情感，在今日仍然十分受重視的材質。因為所有

的內容就像我們想要由時間之流中抽取出來的事物。木頭有他的氣味，他會老

去，他甚至有蛀蟲等等。是一個有生命存在的材質。又說很多過去的材料在今

天，他們表達了一個物質和母性溫暖的夢想，正足以供氧懷舊情緒中奢侈的一

面（Baudrillard，2018）。騎樓是大門採用歐式圓拱旋轉門的外形，內裡是巴羅

克式圖騰的天花，以三十年前的華貴姿態迎賓，LED 的排燈燈箱帶出歌舞廳的

華麗氣勢；大廳火頭磚牆上的霓虹燈以及電梯內聲光效果十足的 Led 電視影

像，都象徵著夜市的喧鬧與繽紛。大門口的歐風線條、復古金的「RedDot」字

樣、華麗的 LED 排燈，引用百老匯的奢華神情，也描繪當時飯店與舞廳的摩登

時尚，五光十色的電梯宛如時空膠囊，回溯七零年代的目炫神迷。 

「紅點文旅」將「銀河大飯店」的獎盃展示於藝術創作「窗落」之中，讓舊時

光的保留更具意義。（註：「窗落」是設計師郭育維的作品，以古厝的鑄鐵窗

戶為設計原型，傳達昔日門戶間的守望相助之情。將「銀河大飯店」時代的升

降梯老機具留下改造成吧檯的桌腳。是對過往的紀念。面對三十五年的老飯店

與荒棄多年的地下室喜來登大舞廳，吳宗穎不希望透過「全數保留」來重溫舊

時光，而是將記憶裡的舊素材重新分割組裝、放入新的設計之中，臺灣人對家

的共同記憶可能是老家的臺灣青大理石地板、包著客家花布的床、或是海棠花

玻璃窗，將舊年代的元素再次植入飯店之中，讓旅人有家的溫暖，卻不失旅行

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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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某種程度，「紅點文旅」也在延續老產業的生命力。大廳採用火頭磚牆和還

原燒磚地板，櫃檯後方還有海棠花窗，和新潮的主視覺溜滑梯搭配在一起，似

乎在提醒著時代的轉移，讓老東西玩出新創意。因為建材的創新玩法，「紅點

文旅」的大廳揉合出既復古又前衛的衝撞美感。飯店建材的使用均以「原始樸

質、隨時間變化」為思考軸心，公共空間讓火頭磚、三合瓦窯還原燒磚等大地

素材當主角，牽引著黑瓦厝、紅磚屋的情感記憶，也想傳遞使用過後的時間

感，搭配不鏽鋼、金屬髮絲紋、工業風吊燈這些現代化材質，這樣的衝突像是

把此建築的前世與今生用力搗碎之後加以混合，反而產生出意外融洽的化學效

應。 

挑高的大廳牆面，用火頭磚堆砌而成，「火頭磚」在傳統磚窯師傅的文化裡，

是一批燒得過火、顏色特殊、形狀有異的瑕疵品。但卻在「紅點文旅」展露新

的藝術生命。「『紅點文旅』使用的建材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不一樣的風

貌，把新的建材慢慢用舊，除了“保留”，也在創造自己的“歷史”」。大廳

地板採用三和瓦窯的還原燒磚，為了燒出最美的地磚色調，創辦人吳宗穎親自

跑到高雄大樹的三和瓦窯，共同研究、運用柴燒窯慢慢琢磨。「剛開始本來想

燒黑色的，讓老建材也能走低調奢華感，但窯變產生的金屬光澤，有灰有黑、

有深有淺，剛好跟火頭磚不規則的鑿面彼此呼應，成了另一種質感。」吳宗穎

分享道。火頭磚經由時間與觸摸所產生的色澤變化，最能體現「紅點文旅」想

表達的「時代感」。 

在大廳櫃檯的後方，拱門下的海棠花窗，透過手感回到記憶中的年輕歲月。值

得一提的是，海棠花玻璃目前臺灣已經沒有廠商生產，吳宗穎花了一年時間，

才蒐集到的二手舊玻璃，彌顯珍貴的歷史素材。客房玄關和浴廁，使用花蓮特

產臺灣蛇紋石，又名臺灣青，因為考量旅客安全，浴廁內不提供拖鞋以免滑

倒，赤腳更能感受冰涼愜意的氣息。熟悉的材質總能攫取老家的悠然。如果可

以，請用赤腳踩踏它，更能感受臺灣青與木地板的觸感，彷彿坐在老家的地板

上，感受微風輕撫，輕鬆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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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裝置 

表 3- 12 裝置 

● 設計創作之抽取元素                                                                                   本研究整理 

案例一中 『童夢空間 』，藝術裝置包含大型童話故事人偶、動物如長頸

鹿、獵豹、猴子，兒童活動區的火烈鳥、棕梠樹、牆面泡泡裝置等，空間中充

滿著夢幻及童趣，在不同的區域有不同的的藝術裝置來點綴，在銷售時有銷售

時的藝術裝置，日後變成幼兒園的功能屬性時，又可以利用不同的藝術裝置變

換成另一種樣貌，也利用大型滑梯串聯著不同的空間。 

案例二主要是以櫻與露的玻璃隔斷呈現與貫穿整個空間設計。 

               案例 

 

裝置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紀念碑穀玩偶 ●   

童話及動物玩偶 ●   

紅鶴 ●   

霓虹燈 ●   

滑梯 ●  ● 

玻璃隔斷  ●  

懷舊傢俱   ● 

經典傢俱   ● 

工業風傢俱   ● 

藝術銀行藝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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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中，紅點文旅的接待大廳的滑面長 27m 旋轉滑梯，讓來入住的旅客

一到旅店就想立刻放下行李體驗滑梯的樂趣。而 60-70 年代的理髮椅、泡泡沙

發、UP5 椅、魯班椅等，既是傢俱亦是藝術裝置，將空間昇華到另一個層次。 

3.  符號 

表 3- 13 符號 

● 設計創作之抽取元素                                                                                   本研究整理 

  

               案例 

 

裝置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逆向空間 ●   

錯視 ●   

不可能的幾何物

體 
●   

超現實想像 ●   

虛實錯落  ●  

隱喻  ●  

櫻花迷宮  ●  

歷史烙印   ● 

舊時回憶   ● 

扭轉時空   ● 

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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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顏色 

表 3- 14 顏色 

● 設計創作之抽取元素                                                                                   本研究整理 

  

               案例 

 

顏色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意外窯變產生 

深淺灰黑及金 

屬光澤的磚 
●   

傳統窯燒 

的火頭磚 
●   

臺灣青蛇紋石 ●   

臺灣特色花布 ●   

記憶中的色彩  ●  

粉色櫻花  ●  

遲遲不落 

的夕陽  ●  

木色   ● 

永不枯竭 

的櫻花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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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線  

表 3- 15 光線 

● 設計創作之抽取元素                                                                                   本研究整理 

  

               案例 

 

顏色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空間明亮 ●  ● 

大片落地玻璃窗 ●  ● 

間接光源 ● ● ● 

重點照明 ● ● ● 

造型吊燈 ●  ● 

向上發光的玻

璃隔斷發出 

粉紅色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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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分析 

從文獻探討再經由案例分析歸納分析整理後發現，網紅商業空間所引起關

注的原因，是因為大量的媒體報導以及社群媒體的推播，使得網紅商業空間備

受關注。網紅所帶來的名人效應，迅速點燃人們前往網紅空間的熱情。被譽為

網紅空間雖然代表的是知名度以及能引來大量的客群消費。但要如何才能讓網

紅空間不要只是曇花一現就消失。除了品牌知名度與品牌的商品口碑的建立，

持續不斷的變換場景，帶來活力與影響力，尤其是持續讓空間的話題不斷的被

關注，是未來網紅商業空間發展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是以網紅為主題的商業空間導入策展，使空間在不變的架構下加入

可變化的策展主題元素，讓空間在時間的推移下，變化出不同主題的場景及故

事，讓商業空間得以利用策展及空間中軟裝之陳列置換，提升商業空間設計未

來的可變性 (圖 3-3‑5)。新型態的商業模式帶來商業空間的新時代，設計師必須

打破現有的設計思維跟著時代的改變而發展。社群媒體是現今最好的顧客媒

介。而網紅體驗再經由媒體傳播出去，社群的媒介藉由網紅經濟的介入會讓商

業空間的線上線下的整合更趨完善。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整理出網紅經濟的

脈絡，以及目前以網紅作為商業空間設計為主題之設計類型。接下來藉由「案

例分析」，依據流行文化影響、故事主題、風格類型、元素，彙整的資料進行

分析比對，並透過「設計實驗創作」進行實證討論。 

 

 

 

 

 

 

 

 

 

 

 

圖 3-3‑5 網紅經濟介入商業空間後之新型態商業空間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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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設計創作與實施 

將元素歸納分析彙整，取紅點標示部分作為設計創作與實施的抽取元素。 

 

 

 

 

 

 

 

 

 

 

 

 

 

 

 

 

 

 

 

 

 

 

 

圖 4‑1 元素歸納分析抽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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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概 念 酒 店 設 計   

一 條 有 故 事 的 路 ， 一 間 有 故 事 的 旅 店 … 

如煙 . 江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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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 繪製之上海地圖 

 

 

 

 

 

 

 

 

 

 

 

 

 

 

 

 

 

 

 

圖 4‑1 1935 年上海市中心地區的地圖，現由德克薩斯大學佩里-卡斯塔涅達大學圖書館收藏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e/eb/Shanghai_1935_S1_AMS-WO.jpg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e/eb/Shanghai_1935_S1_AMS-WO.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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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江陰

過去江陰

 

 

 

 

 

 

 

 

 

 

 

 

  

 

 

 

 

 

 

 

 

 

 

 

 

 

 

 

 

圖 4‑2 上海市江陰路過去、現在照片 

http://static.zhoudaosh.com/28F1A3DF4FFC9BFECA3CC36293DB1BE92765F7E54841D7E8AFB328485443006D、 

https://vitomag.com/history/mswsnz.html、https://twgreatdaily.com/vw5mInMBnkjnB-0z6x25.html  

http://static.zhoudaosh.com/28F1A3DF4FFC9BFECA3CC36293DB1BE92765F7E54841D7E8AFB328485443006D
https://vitomag.com/history/mswsnz.html
https://twgreatdaily.com/vw5mInMBnkjnB-0z6x25.html


100 

 

 

 

 

 

 

 

 

 

 

 

  

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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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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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 ﹣歲月 

二進 ﹣自然 

三進 ﹣光影 

四進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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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進 ﹣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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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進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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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進 ﹣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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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 上海市江陰路現況照片 

                                                         https://vitomag.com/history/mswsnz.html 

                                 https://twgreatdaily.com/vw5mInMBnkjnB-0z6x25.html 

 

 

 

四進 ﹣文化 

https://vitomag.com/history/mswsnz.html
https://twgreatdaily.com/vw5mInMBnkjnB-0z6x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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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 

策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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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 

策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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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Ambient 30_60 pavilion by Umwelt featured metal frames and roof holes  

https://www.dezeen.com/2014/08/30/ambient-30-60-pavilion-by-umwelt-constructo-competition-santiago/ 

 

 

 

 

 

 

 

 

 

 

 

 

 

 

 

 
圖 4‑5 1935「teamLab」高知城光之祭典 2019-2020 

https://www.teamlab.art/zh-hant/w/objects-and-tree/  

策展示意圖一 

策展示意圖二 

https://www.dezeen.com/2014/08/30/ambient-30-60-pavilion-by-umwelt-constructo-competition-santiago/
https://www.teamlab.art/zh-hant/w/objects-and-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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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總將都市中的生活比喻成鳥籠，其實是因為，嚮往自然、

嚮往自由的心。鳥籠的意象，呼應了地方的集體記憶，創造獨

特的場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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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紙是一種傳統鏤空藝術 

其在視覺上給人透空的感覺和藝術的享受 

是中國最為流行的民間藝術之一 

在中國民間剪紙創作中 花鳥是一個永恆的題材 

因為花鳥本身都有著美好的寓意 

承載著人們美好的祝福 

將花鳥主題的剪紙圖騰，訂製鏤空鋁板方式設計於天花及牆面，讓

光線灑入，創造一片花鳥光影的森林 

 

                   

 

   

 

 

 

 

 

 

 

 



112 

 

 

 

  



113 

 

 

  



114 

 

 

畢業展 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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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紙藝術 

鏤空光影 雷射切割圖案設計 

畢業展以網紅空間策展方式呈現---花鳥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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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光影模擬 

圖案雷射切割 

場景建構 

現場組裝吊掛 

畢業展以網紅空間策展方式呈現---花鳥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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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鳥光陰 (畢業展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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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鳥光陰 (畢業展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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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鳥光陰 (畢業展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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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鳥光陰 (畢業展現場照片) 

 

  



121 

 

 

花鳥光陰 (畢業展現場照片) 

 

 

 

 

 

 

 

 

 

 

 

 

 

 

 

 

 

 

 

 

 

 

 

 

 

 

  



122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經由文獻探討與個案研究及個人的創作歷程，分析檢討創作後的結果，並

與研究之結果相互驗證，建立網紅元素運用於商業空間的理論基礎，提供後續

研究者在相關設計創作與研究中參考。並提出結論與建議如下︰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的結論，從整體面與策略面提出結論。 

一、整體面 

在這個社群網路發達的時代唯一不變的就是變。新型態的商業模式帶動商

業空間的革命，設計師必須改變現有的設計思維，跟隨著時代不斷的改變。設

計思維不能只停留在美感和風格上，也要跟著市場的動態發展。實體店線上線

下的翻轉後，空間設計因而產生巨大的改變，社群媒體就是現今最好的顧客媒

介。而網紅體驗再經由媒體傳播出去，是目前最有效應的顧客媒介。 

如何跨域整合將會是未來室內設計師尤其是針對商業空間的設計非常重要

的命題。目前很多商業空間基本上設計師再怎麼努力設計或者業主在怎麼提供

意見，如果只是在做風格的設計其實常常會覺得少了商業效益。因為各種不同

的設計風格，在現在這種線上的不同的商業通路、網路及各種不同的商業系統

裡面，風格好像沒辦法回應線上的問題，而線下的實體空間要回應這些問題可

能要回到體驗的關係，社群的媒介藉由網紅經濟的介入讓線上線下的整更趨完

善。現在設計師要幫業主做的不只風格設計，而是幫業主做品牌設計、策略思

考、空間重新整合，接下來才會有真正的風格發生。 

如果是要用品牌和商業結合用線下來回應線上，就要利用社群跟體驗的方

式，利用網路社群媒介讓空間更容易被大眾看到。這時候就會多了一個對空間

的不同判斷，現在的空間設計不是來創造風格而已，而是來建構一個橋樑、一

個溝通的關係。如何幫品牌和通路做建立傳遞訊息你要幫業主幫品牌訊息要清

楚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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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面 

本研究提出如下三方面的策略： 

(一) 重新建構商業空間系統 

與傳統商業空間不同，現在的商業空間設計是以建構一個消費場景，建構

一個實體空間來回應線上的社群媒體，吸引更多的消費者來到實體空間打卡消

費。新型態的商業空間有非常多不同的類型，譬如 Co-working office、Market 

holl 、Food park、企業旗艦體驗大樓、結合地方創生的設計空間等。在重新建

構商業空間系統上，本研究著重於網紅空間系統基礎的建構，提供後續研究者

在相關設計創作與研究中參考以及後續其他類型商業空間之建構。 

(二) 跨域整合 

前述提及「現在設計師要幫業主做的不只風格設計，而幫業主做品牌設計、

策略思考、空間重新整合，接下來才會有真正的風格發生。」，連接業主及各

種跨領域的人這是建構商業空間裡面很重要的部分。跨域整合將是現在商業空

間設計師需要能夠提升的能力，商業空間設計師若不想被邊緣化就必須具備跨

域整合的能力。現階段大型的商場系統，其中的餐飲設施佔了商場六成的空間，

商業空間的部分剩下三到四成，所有商業空間會變成體驗空間、策展空間，或

兒童活動空間等。設計師必須與其他品牌策略、策展人等共同合作， 所有體驗

跟網路社群這兩件事情掌控在所有品牌設計的第一環，要先建立你的目標客群

是誰、為什麼需要實體空間、黏著度是甚麼、他跟你要怎麼溝通、你跟他要怎

麼溝通、他為何要來第二次，所有的語言、社群系統、空間混搭混置可能會跨

越兩三種不同的媒介，譬如社交、策展、活動、體驗、混置、媒體、社群等，

各種不同的媒介、工具、空間，去回應他們這些品牌。 

(三) 提供顧客線上無法享受的空間體驗 

想要在商業空間立足，依靠的不僅是設計，必須提供顧客線上無法享受的

體驗才能在來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脫穎而出。在商業空間設計時，如何將體驗

的流程融入設計中。用客戶服務框架和經驗去構建完整的體驗模式，讓顧客在

探索體驗的過程，可以享受在線上購物無法享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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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的建議，從個案創作與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一、對新型態商業空間的管理 

新型態的商業空間，對目前傳統的商業空間以及整個城市都產生了影響。

很多消費空間，都是以多功為能取向。不單只是單一的消費空間。不管配合網

紅、策展、體驗、兒童遊戲、快閃、美食等，都須更專業的經營團隊來管。這

是未來研究者可以去探討及思考的方向。 

二、對未來研究 

對未來從事相關議題的研究，提出如下三點的建議，以供參考： 

（加藤周一，） 研究資料的增加 

首先，為增加資料的比較性，可進行更多有關網紅類型商業空間設計與設

計產業之訪談，進而取得更完善，且可供比較的資料，而有助研究的進行與研

究結果的比較。亦可以就「環境、社會、治理」方向思考。不只是針對網紅商

業空間設計，所有空間設計、建築設計、環境設計等。思考環境的持續價值︰

（1）怎樣的設計可以減少環境汙染及減材料和能源的浪費? （1）不管是設計者

和業主及使用者，能更清楚自己對社會的責任。（3）使用替代能源及綠建材、

回收再利用的家具、裝飾等。（4）思考新的設計可能，如何造創更永續的設計？

在設計之初，業主、設計師都能以此為目標。「環境、社會、治理」的可持續

性甚至被視為下一次工業革命。雖然很多人認為這是“烏托邦式的思想”，真

正的城市可持續發展應該具有政治意義，而不僅僅是技術和個人的思想，但積

小致巨，大家都能為世界盡一份努力。 

(二) 研究方法的改進 

其次，為廣泛收集資料，以進行更完善的研究，最好採行較大規模的量化

資料蒐集，以獲得較多可供驗證性的資料，而有助研究結果與理論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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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向的拓展 

最後，亦可從營運策略的擬訂、其他影響發展策略的總體環境因素以及發

展策略的規劃與實施等方面，探討商業空間設計產業發展策略之建立，以利我

國設計產業的能力之精進，進而達成提升我國設計產業對外競爭力。商業空間 

除了策展外，可思考增加虛擬裝置場景；增加光影投射可讓場所場景更多的變

化，亦可使用模組化的設計讓顧客享受沉浸式的體驗。這些裝置，可以降低裝

修材料的浪費、及汙染，又可以達到商業空間導入策展後的場景變化。網紅商

業空間，可以設計一個適合網紅直播的空間，來此拍照打卡的網紅甚至可以在

空間內直接經由直播介紹此商業空間或品牌。多樣性組合的功能，空間不僅僅

可增加社交互動的環境，也可以帶來龐大的商業效應。是未來在研究議題上或

設計師在做空間設計時，可以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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