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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創作論述企圖從跨文化社會之設計的產生、現象、內容與影響，從

設計的角度與思維代替政治、經濟的面相，以研究觀察、文獻、找出地域文化

的產生模式。本研究以紐約曼哈頓島的跨文化社會為田野觀察基地，紐約曼哈

頓島在社群網路之前是融合國際文化 好的範例，許多文化因為多樣的理由隨

著人這個載體來到這個城市。多元的文化在這個城市產生融合，而融合後建構

的文化又隨著住民的移動影響著全世界。這樣一個以人為載體的文化融合、建

構和移動過程，成為影響現代化城市建設 廣泛的紐約文化。而在一個世紀的

時間裡，溝通科技大幅的進步，社群網路使用習慣養成，跳躍式的改變了人的

溝通習慣與文化融合的模式。這樣的結果開始巨大影響國際文化互相接觸後的

演進，甚至改變了地區性國家政治、文化的延續方式。在設計文獻與設計師個

案研究分成幾個核心，以現代主義字體發展對應地域文化國際化、設計師如何

對原生或跨地域文化產生影響、企業識別系統的設計思維如何超越商業產生文

化建立、曼哈頓島上設計學校跨文化學生背景的社會縮影，探討單一地域文化

經由學習內容的規劃如何傳遞文化。紐約在社群網站之前是國際文化大量快速

相處結果的 好研究樣本，因為時間速度的差異，紐約因為以人為載體的移動

文化衝擊產生的文化特徵也在消失當中。 

        本研究創作以「洋涇邦」為主題創作論述，以曾因東西方在上海交會而產

生的跨域文化「洋涇浜」現象，對應曼哈頓島上中國城文化的持續存在。創作

內容以字體、攝影視覺為主，以二個主要創作模式的構思為核心：「個人創作

風格找尋」、「以創作思維主觀驗證論文研究內容」。希望以本研究內容與研

究後產生的文化模型論述可以驗證基於跨文化社會，因為設計的現象讓文化融

合後產生的主要結果與思考方向：1.融合後產生的文化。2. 文化為什麼融合、3.

拒絕融合的文化，這三個方向也是本研究者在國際空間裡觀察台灣時常捫心自

問的問題。因為歷史的發展，台灣漸漸的也在討論著自我認同的意識和方向，

希望從本研究的論述與成果，能論證在長時間多元文化融合之後，自身文化存

在的主體性和存在的可能。 

關鍵字： 跨⽂化社會之設計 、中國城、不存在的東⽅、洋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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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creation of a cross-cultural society, and it’s 
phenomenon, content and influence, from a design thinking point of view instead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perspective to observe the topic. In this study, cross-cultural 
community of Manhattan Island is the field of observation bases. Manhattan Island, 
New York , is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ty.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arrived on this island with the immigrants. Cultural diversity has become 
the primary character of New York.  
   

In a century's time, the significant move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 communication. Social networking has changed our life fundamentally 
but also create a huge gap between generations. This result creates a tremendous 
impact from internationally diverse communities and contributes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es. This research will focus on how designers in this phenomenon can 
take a proposition and make influences. Several core topics emerged from the 
research, we will be focusing on the one with the discussions centering Modernism; 
especially the Modernist typographic movement. How typographic design can react  
to geography and cultures, and how designers create impact on cross-regional culture. 
How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 ideology can infuse cultures into business 
establishments. Design schools in Manhattan create social microcosm from students 
of diverse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to explore how to translate a single regional 
culture via education system in New York as the best social networking vehicles. 
Schools are the best platform in New York for cross-cultural social networking.  

 
"Pidgin Country" is the primary theme of creative development; Pidgin culture 

was raised in Shanghai China during 19th century; corresponding the culture of 
Manhattan’s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creative centers on two core elements: 
typography and photography, responding to questions: "How to discover personal 
creative style?" and "How to verify the research subjectively with  creativity?” The 
objective is to verify and explain  the cultural fusion phenomenon with the proposed 
models from the research. 1. The emergency of culture in the cross-cultural society. 2. 
The causes of cultural integrations. 3. Refusion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se 
questions are also observed fro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concerning Taiwan’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Self identific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rucial topic in Taiwan. The research and study aims to discover and underst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survival of selfness after a long process of cultural mingles and 
integrations. 
 
 
 
 
 
 
 
 
 
 
Keywords: Cross-cultural society by design, Chinatown, Far East, Pidgin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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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緒論 

 
        關於文化存在的識別，如何從無可避免的國際文化影響，建立獨立思考的

自我文化。在本研究創作論述裡，希望從研究者自身的創作與教學經驗，以國

際文化大量融合的紐約曼哈頓島為研究基地，找出面對國際文化緊密接觸的世

代，如何建立和設計自我文化、如何識別生活細節相互影響的模式和方法。從

研究收集的資料裡分析出具體項目，成為對自己未來創作和教學的方向和內容。

本研究者曾在大學專任設計教學的過程中，對於跨世代、文化學習的內容和過

程產生許多好奇和想法，因網路社群科技的進步正處於世代交替的跨口，因此

想從本創作論述的研究和創作的過程、結果裡找到文化前進的線索和明顯具體

的模式。 

 

第⼀節、研究動機與⽬的 

 

研究動機 

        近一個世紀裡，現代主義試圖並成功的建設了文明的新世界，設計解決生

活的問題，也描述和回應、反應生活。文化產生在生活與環境的互動細節之中，

設計的細節經由視覺呈現描述文化的思維和地區哲學。文化就是生活累積記憶

的資訊，在紐約的生活經驗，讓我第一次接觸到一個城市利用國際多樣的文化

生活細節、思維的融合，轉化成為形塑建設自身原生文化的能量，也看到在這

個城市存在的模糊移民國度文化如： 中國城（Chinatown）1。本研究者在學習

設計的時間裡，感受衝擊 大的階段是在紐約留學的大學、研究所時期。在接

下來近二十年的時間裡經歷對設計觀念的學習和實作，也經歷了設計群體、科

技、環境、概念的改變。專注的設計項目是平面設計，後來的設計創作作品和

項目也延伸到產品、時尚、新媒體，有六年的時間同時在大學擔任專任助理教

授，設計、教學、研究。在教學的過程中，第一次接觸體會思考了設計的觀念

在世代間生活成長差異的關係。在自己年輕成長的過程，自我認知還沒有完全

                                                
1 Wendy Wan-Yin Tan. Chinatowns of New York city. Chicago: Arcadia Publishin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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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階段裡，通常大多是接受上一代的思維傳承和當代生活風格的影響。近

十年的社群網路科技進步，特別是溝通科技的概念從根本概念上大幅度的改變，

已經巨大的影響到生活和文化線性傳遞知識、生活經驗、文化習慣的固有方式，

造成時代跳躍式的前進，這速度和幅度遠超過之前任何世代擁有的經驗。本創

作研究裡，期望因為在研究的進行，自身的進步與設計創作中，能為國際文化

緊密交集的原生環境文化變遷，尋找在多元文化中的自我認知模型。 

 

研究⽬的 

        近幾年在台灣設計世代的改變令人覺得是巨大的，而在這巨大的跳躍過程

裡，似乎缺少了許多支持改變的信念、進步的細節，在文化的歷史認知和未來

生活的形塑也產生了相對模糊的現象。台灣與紐約曼哈頓島有許多相似之處，

其一就是長期接觸外來文化的歷史模式，當然接觸的方式各有不同，但似乎目

前台灣也正以設計、生活美學為形塑未來社會發展的具體工具和思維。或許這

是世代改變的具體發生證據，但為何同樣的生活客觀環境並無太多變化，卻因

為設計世代的變化對同樣的生活環境、人群共同產生的設計概念有了截然不同

的詮釋。這讓本研究者在創作論述的方向上，除了再次確認自己的創作想法，

也嘗試想解讀自己相近的世代所擁有的創作特色，試圖探索出這些世代特色又

是如何產生。在本研究創作論述的過程之中，除了作品的產生，也希望能在時

代前進的過程裡，讓設計的學習、教學、與創作，對生活的改變產生更清楚的

自我認知、意義和模式。 

        （一）本研究創作論述試圖從研究和田野調查的分析中找出對移動、重組

文化的產生、文化存在的思維和實踐方法，嘗試從研究結果找出在資訊與文化

的快速交流之下，文化的延伸、進步和維持自我意識、認同的方式。以紐約曼

哈頓島的田野調查，以設計、藝術為主軸收集整理比對從大學時期至今約二十

年的城市發展演進資料。期望在創作過程和內容裡能整理出來。這個城市為何

可以成為以設計、藝術為力量發展成全球仿效的現代都市。論文內容也提出探

討跨文化社會的概念，也希望藉由本研究成為未來創作方向的主要思維體系。

整理社群網絡時代的學習思維，對比傳統教學平台如紐約視覺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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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Visual Arts N.Y.）2，理解由於知識傳遞方式的不同而產生的文化建

立結果。快速的科技發展重疊了新舊二代人的生活，如果生活、科技、製造技

術，大於了思想改變、文化建立的速度，「未曾擁有世代」或「學習世代」和

「出生即有世代」，如何分享解讀這一體兩面的世界。在本研究者之前留學的

經驗裡，學習的知識、專業內容與生活文化的差異大多還是以人的移動為主要

傳遞的媒介。而人類的資訊傳遞，會自然通過自我成長經驗、生活經驗翻譯、

出身地文化觀念的自然過濾過程。這樣通常會讓傳遞的資訊因為文化的主觀認

知而產生變異，也就是說一切的反應還是在產生自我文化的過程裡學習。但是

在今天由於許多的國際資訊傳遞與在地外來文化的大量匯流，國際文化的邊界

已經漸漸只剩地理距離的差別，現代都市的生活文化也已經漸漸融合，不同文

化接觸時因為主觀認知而產生變異的思維正在大幅度地縮小限制與差距。 

        （二）本研究論述支撐作品的創作模式、過程和結果；基於跨文化社會，

因為設計的現象讓文化融合後產生的主要結果與思考方向 1.融合後產生的文化。

2. 文化為什麼融合、3.拒絕融合的文化，這三個方向也是本研究者在國際空間

裡觀察台灣時常捫心自問的問題。因為歷史的發展，台灣漸漸的也在討論著自

我認同的意識和方向。希望從紐約的跨文化社會融合經驗，去了解在長時間文

化融合之後，還有自身文化存在嗎？現代化的過程裡使用設計的力量，將許多

外來的文化成功地吸取演化成為自己的文化。設計在現代化的文化裡，負責解

決生活的問題、思維、描述或對現實生活作出反應，在長時間的累積之下，這

些對生活的想像和描述，也讓每個文化可以說是一種設計風格。在本研究創作

的過程和結果裡，企圖表述出當代文化的建立經過設計再生、轉譯的存在主體

性。 

 

第⼆節、研究範圍與對象 
 
        中國城（Chinatown）3 為本研究田野調查的核心對象之一，以書籍、博物

館文獻紀錄、近代藝術設計史、視覺設計元素、生活演進哲學為主軸，分析紀

錄一個移動文化的思維和視覺表像的成立過程。取材紐約市知名設計學院教學

                                                
2 School of Visual Arts。檢自：http://www.sva.edu (2015, 04) 
3 John Kuo Wei Tchen. Chinese American: Exclusion/Inclusion. New York: Scala Arts Publishers Inc,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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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課綱以及其與社會連結的教育結構思維，理解設計對於社會建設的力量。

紐約的城市規劃經常出現對於未來前瞻性的設計已成為世界先進都市的借鏡，

本研究試圖探討的不只是調查案例，希望能從更前端的人民生活介面整理出來

可有效參考的邏輯與方法。包括設計學校、設計獎項協會、設計師、設計環境

與城市在日常生活的建設與設計教育架構、都市專業設計環境連結、教師、學

生學習與專業表現等，在紐約的設計環境裡所產生的影響。本研究將以視覺設

計元素、理論、思維為主軸分析紐約市生活文化、都市規劃，找出可行的研究

方法與經驗模型，紐約成為國際都市的設計思維、如何包含接納多元種族文化

的存在與因為時間累積的跨文化社會內容。 

 
 

 
圖 1-1：本研究創作論述研究範圍地域與對象 

 
        有關紐約曼哈頓島上不同族裔基本的組成以美國人口普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4 2015 年公佈資料 2013 年的數據如下： 

White 44.0% 

                                                
4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檢自：http://quickfacts.census.gov/qfd/states/36/3651000.html (201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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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 or African American   25.5% 

American Indian and Alaska Native 0.7% 

Asian 12.7% 

Native Hawaiian and Other Pacific 

Islander   

0.1% 

Two or More Races 4.0% 

Hispanic or Latino 28.6% 

 
        住民種族的多樣性是曼哈頓島的居民特色，在專業移民、求學、商業的居

民成份造成了人種高度多樣性和移動性，曼哈頓島也因此經過時間形成了極特

殊的 Global + Local 的文化（Globalization) 養成習慣。在紐約市政府統計都市

發展的數據公佈通常會聚焦在幾個項目之下 ; 教育、商業、飲食、娛樂、政治，

而同時設計要解決的問題卻也是發生在這些文化形成的項目上，所以本研究者

將這些項目定位成是現代都市的文化發展與未來可期的建立方向。 

        （一）中國城（Chinatown）是一個在紐約曼哈頓島上，經由設計思維執行

成功的發生，是一場從零開始的落實，更是 真實不能失敗的一場人生舞台。

以紐約田野觀察對應於設計發生的關係，本研究者想找出這場實驗的設計理論

基礎。整個都市是在自然的需求下，經由時間和時空環境逐漸地發酵成形，也

正好可以檢驗設計的行為來自實際的生活想法。藉由資料比對建立方法，紐約

中國城的文化特殊性是來自一個兩面交集和双方同意產生的文化觀點，中國城

知道自己的文化，也近乎幽默的了解西方人對東方的認知。西方人隨著好幾個

世代的相處建立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產生的觀點，而這些觀點也建立在不同的時

代文化背景，和溝通科技的改變這個由集體双方同意產生文化印象的現象。 

        這種印象式組裝文化的概念經過了長時間和實驗演進到現代，已經不只是

一個偏執的見解，也不是一個種族歧視的眼光下成形的文化。二戰後區域民生

在國際化長時間密集接觸的過程裡，地域文化訊息傳遞明顯的是從知識「留

學」、商業「國際貿易」、移民「生活」帶來的文化學習和經由人的實際移動

完成的線性的資訊傳遞。在初期的生活細節接觸的方式上，產生了建構跨域文

化的模型。而這是由人產生，而非從地理區域環境發展為溫床的文化。當外來

文化進入自身的地理範圍時，不論國土大小或國勢的強弱，當地文化必定是以

自己的觀點描述對應。通常描述對方的觀點會落在語言、生活習慣、長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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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觀念，當然在一個地區、文化區域，被描述比例的多寡會決定哪一群人感到

種族歧視。因為個人、文化的主觀式過濾，傳遞的資訊容易產生集體的認同或

經過傳播管道的控制，而能夠成為傳播的個體也經過一定主觀條件設定的篩選，

例如一個留學生計畫出國求學，基礎上不論是個人或成長環境已經受到國際資

訊影響產生吸引，這是 先期的文化認同。因為商業接觸國際的個人，更需要

在生意談判的過程裡，充分了解自身產品在對方文化裡的意義，甚至是為其特

定需求而加以開發設計。在兩者的接觸過程裡，當地的教育必然會以在地的文

化觀點與自我文化的眼光來整理資料成為傳達散佈的資訊。 

        （二）紐約視覺藝術學院（School of Visual Arts N.Y.）是 1947 年成立在紐

約市曼哈頓島中城的私立藝術學院。以平面設計、廣告、插畫、動畫在紐約專

業環境有廣泛深入的影響，在設計的教學多年來始終是建立和延續紐約的設計

風格和思維傳承，在美國可以常聽見設計風格有美東、美西之分。而這樣的設

計思維也主要是建立在紐約特殊的國際社會結構。 SVA 從學校與專業的介面，

用設計延續和保護了紐約價值，是國際學生在選擇紐約學習設計的主要選擇之

一，具有學習紐約設計的代表性。這可以從教師的結構，紐約國際代表性設計

獎項與社團協會、學校與專業設計環境連結來說明其關係。 

        （三）AIGA5、ADC N.Y.6、TDC N.Y.7 如果只從視覺的設計元素談紐約設

計，可能並不能完全地表現或理解紐約的設計全貌。因為讓這些設計元素被使

用的背後是一個態度，一個紐約態度。討論態度，通常前面還需要一個形容詞

像是認真的、優美的、誠實的… …等定義標準。但是紐約的態度是單純的，就

是對每件事的思考都要有態度。在紐約有幾個國際頂尖的平面設計獎項，因為

多年的細膩經營每年吸引國際頂尖的設計師與公司報名競逐獎項。這些獎項每

年舉辦一次競賽，雖然說是國際性，但十分成功的是經過多年的養成和能量，

參與比賽的作品幾乎可以說是來挑戰紐約設計的嚴苛標準。如果紐約有種令人

著迷又尊敬的設計風格，那麼這些設計獎項社團的設計師，在一年間從事自己

的設計工作時，其實也是默默的挑戰著這個殿堂。 

                                                
5 American Institute of Graphic Arts。檢自：http://www.aigany.org (2015, 08) 
6 Art Directors Club。檢自：http://adcglobal.org (2015, 08) 
7 Type Directors Club。檢自：https://www.tdc.org (2015,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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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美式中餐8，就是掛在西方的一副浮光略影的東方印象畫，從 1858

年開始有了華人移民的記錄，約 19 世紀末因美國西岸的排華，東岸的紐約曼哈

頓下城成為華人遷移選擇生活的聚集區域，至今已經成為美國 大的華埠。人

是這個經過移動的區域文化的載體，是由居民的記憶和生活習慣形成的一種印

象重建。在一個文化中專心產生重建另一個文化的同時，自己重建憑藉著的印

象也開始讓原本的在地文化產生了一些印象。在日常的生活裡，也開始累積另

一種日常生活融合的新文化。但是在產生的過程之中，除了一邊文化的稀釋，

一邊的文化又有一點西式，還形成了一種獨立存在的中式。在曼哈頓的這個東

方裡，除了語言的節奏和音量、東方文化的紀念旅遊商品之外，讓西方人 深

度參與的生活文化就是飲食。在曼哈頓中國城餐廳吃中國菜和外送的比例不相

上下，是一種特別的外食選擇，特別是因為外送中國食物在西方文化飲食的習

慣養成，讓文化的參與能從 基本的生活層次和角度開始的滲入，食物是隱藏

生活文化 大的包裹。  

 

第三節、名詞釋義 
 
        本論文論述中，除客觀研究資料收集、文獻研讀、案例研析、田野調查記

述外，因本研究亦產生經由研究解讀後，經由本研究主觀論述之名詞，這些名

詞的字面與含意均有自我見解與內涵，也是研究創作過程中漸漸產生的核心。

以此節明確界定、解釋本研究對下列名詞的認知的內涵： 

 

1. 跨文化社會之設計：以紐約曼哈頓島的跨文化居民組成特性，從設計的角度

分析該社會組成的細節、哲學、模型。設計解決生活的問題，也描述現在、建

構未來。本研究以設計的主意、思維、哲學、實務數個方向，理解文化從原生

到跨地域文化社會空間的存在與演進變化。 

2. 中國城：紐約曼哈頓島上中國城的文化特殊是來自一個兩面交集和双方同意

產生的文化觀點，中國城知道自己的文化，也近乎幽默的了解西方人對東方的

認知。西方人隨著好幾個世代的相處建立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產生的觀點，由双

方的印象同意產生集體文化的現象。 
                                                
8 David Y. H. Wu (Editor), Sidney C. H. Cheung (Editor).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Food. Hawaii: 
Univ of Hawaii P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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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存在的東方：經由移民文化產生的美式中餐，本研究以這個題目延伸討論，

因地域移動而產生的文化改變。經由人的載體，許多文化經由時間與融合跨域

生活文化之後，經過翻譯、轉譯、詮釋的過程漸漸的開始開始產生新的文化支

線。本研究以不存在的東方收集中國城的資料、文獻、設計模型，探討中國城

文化現象。 

4. 洋涇邦：十九世紀產生在中國上海外國租界的一個文化現象「洋涇浜文化」。

主要讓人們有深刻印象的就是洋涇浜英語，這種語言的特徵是在一句英文句子

裡通常缺乏動詞時態，從另一個簡單的理解角度來說，就是用音文單字說中文

語句。但是這個文化有更多的具體特徵和現今因網路而快速緊密接觸的國際文

化非常相似。另外，洋涇浜文化文化並不是在 19 世紀短暫發生的文化現象，更

令人值得觀察的是，因為長時間的發展累積，它正好在現今因網路而突然緊密

交流的國際文化，提供了一個原型。 

 

第四節、⽂獻研究與理論基礎 
 
        本研究創作論述試圖以設計理論為探討社會文化存在的核心架構，並嘗試

以此作為反推設計和設計思考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和責任。然而設計的項目廣

泛，在研究方向設定時，本研究者以自己在平面設計裡熟悉的創作素材進行文

獻與理論的收集、研究和論述。研究內容包括平面設計中字體設計的思維與應

用： 

        （一）現代主義字體（Modernism, International Typographic Style），對應

設計與社會關係的研究方向，在本研究中所探討的不全然是字體的視覺美學，

而是字體產生所因應的社會需求，和字體使用後對社會生活文化思維帶來的具

體影響。 

        （二）企業識別系統（CIS：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在生活經驗隨著

年齡增加後，自身看待此一系統的眼光已與年輕學習或執行設計時的想法大有

不同。當時著重的是系統裡關於設計的應用，或是在視覺上與業主對此設計對

應需求的討論，在研究者越有年紀後發現，或許這識別系統在近一世紀比起政

治、律法還有效的維持或約束著地域文化的發展。這也是本研究者在此研究中

探討這門學科的方向。80、90 年代台灣一股設計的浪潮，企業識別系統又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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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提出討論成為顯學；近年台灣再次討論這種系統的原因，是從設計衍生

了一種需求：重組社會生活的理念、人民在地生活的自我認知、誠實的生活習

慣。 

        （三）存在的印象與主義（Existentialism），本研究者在 1996 年到紐約就

讀大學學習設計，那是第一次接觸不同的文化，而且因為同學來自各國，同時

間體會到的是大量不同的文化，從思想、語言或姿體型態都有差距。在都市裡

也發現這個現象，不同的區域會有一個文化群聚居住，後來在這些文化裡都發

現一個共同點，都是帶著自己的原生文化來到這裡落地，但是當大家在此與當

地文化接觸長時間的發酵之後，久而久之原生文化就在印象中存在過久而稀釋

了或漸漸改變了。在本研究文獻研究包含了：弗洛伊德心理防衛機制、沙特 20

世紀法國存在主義、法國社會學家波迪爾《從美學品位討論社會階級化》、中

國菜的全球化研究等… …，以及從印象派畫風的特點討論文化在社會中存在的

自我認知。 

        （四）設計思考 / 社會設計（Design Thinking, Social Design），史丹佛大

學普拉特納設計學院 Stanford, 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of Design 提出社會設計思

考的正式課程，除了許多設計專業的革新理論之外，其中一項理論讓設計有了

新的定義：同理心。這個課程歡迎非設計科系學生選修，以設計理論思考自身

專業對社會結構的定義。因為學校的影響力，像是定位了一個時代共同的概念，

也可以說是界定了設計在這時代裡不只是超越視覺的可能。在這項研究整理包

括商業設計行為對於社會造成的生活行為改變個案、學術系統對建立社會未來

進行的革命和實際執行社會設計的實際個案，也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紐約中國城

的視覺存在思維。 

 

本研究相關文獻之研究理論基礎加以分析整理研究發現，並以表列列舉如下： 

（一） 現代主義字體 

        若是研究一種字體可以幾乎對國際跨文化的理性溝通設下了近代的理性視

覺規範，1950 年代從瑞士的「日內瓦設計學校（Geneva School of Design）、

「巴塞爾設計學院（Basel School of Design）」 、德國「烏爾姆造型學院（Ulm 

School of Design）」為起點，帶起了一股近乎科學的溝通方式。這樣的設計目

的完成了一種特殊的設計思維：設計是一個有實際意義的社會運動。解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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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問題，就是解決一個社會的問題，也就能解決不同社會溝通的問題。這

股設計風格又稱為「國際主義字體風格」，期望能單純化的承載所有不同思維

的溝通。9 10以本研究進行的個案觀察，近期台灣經由社群媒體的發酵，漸漸的

開起了一場以設計思維和美學為出發點的社會運動。本研究在設定題目時即試

圖以設計理論為探討社會文化存在的核心架構，以此可以反推設計和設計思考

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和責任。在近年來台灣的設計美學議題經由社群媒體在社

會實際生活中前所未有的發酵，先不論因快速串連個人而產生大數據的電子社

群效應。根據社群網路的動態，在討論或期待設計美學對於社會生活文化產生

幫助時，字體依然是 先發酵的議題，漣漪從設計師很快讓這個專業名詞地進

入設計師以外人群的思想裡。 

 
表 1-1：現代主義字體文獻研究與發現（本研究創作論述整理） 

 現代主義字體 內容 
 

1. 1883 
餛飩字體 
Wonton Font 
 

餛飩字體 早的字型叫做 Mandarin, Cleveland Type 
Foundry, （1883），為了結合中國書法和羅馬字體，這

個 早的中式英文字體只取了「撇」和「捺」兩個筆

劃，這類的字體也叫筷子字體（Chopstick Font）因為

它近代 常出現在中餐廳的筷套上。 
 

2. 1916 
Edward Johnston 
 

倫敦地鐵交通系統為世界上 早的地下鐵，除了交通技

術與都市生活設計思維對全世界城市經濟、生活模式的

發展影響外，也產生了地鐵指標設計系統的標準。1913
年 Edward Johnston 應聘開始設計此指標系統標準字

（Underground, Johnston’s Railway Type, Johnston），此

標準字除自身成為指標閱讀的範例，也造就其後影響世

界的字體，而共同欲達到的目的，也都是針對公共使用

環境指標清晰閱讀的訴求。 
 

3. 1919-1933 
包浩斯 
Bauhaus 

包浩斯以教育與實做的方式，從教育到主義運動，以設

計的手段代替宗教、政治統治，試圖解放人類在現代生

活中存在的基礎概念。 
 

4. 1925 
Herbert Bayer 
Universal Typeface 

1925 年設計師 Herbert Bayer 的字體實驗替德國包浩斯

設計學院產生一組無襯線標準使用字體 Universal，設

計的目的是希望產出一組能為現代社會帶來清晰的溝通

                                                
9 Lakshmi Bhaskaran. Designs of the times, (2005)， 羅雅萱 譯，《當代設計演化論》。台北：原

點出版，(2008)。 
10 王受之  (2000)，《世界現代平面設計》。台北：藝術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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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維的字體。字體的形成基礎於幾何造型，在設計上甚

至屏除英文字母的大小寫設計，而這樣的思考也是從使

用的功能性思考而來，在打字機鍵盤的字母排版上能讓

使用者更不受干擾。 
 

5. 1950 
瑞士學院風格 
Swiss School 

1950 年代從瑞士的日內瓦設計學校、巴塞爾設計學

院、德國烏爾姆設計學院為起點，帶起了一股近乎科學

的溝通方式。這樣的設計目的是要建立一個設計思維：

設計是一個有實際意義的社會運動。 
6. 1957 

瑞士哈斯鑄造所 
Hass Type Foundry 
Helvetica 

1957 年由 Max Miedinger 和 Eduard Hoffmann 在瑞士哈

斯鑄造所 （Hass Type Foundry）所製作的排版鉛字開

始，字型 Helvetica 到今天都是國際主要使用的字體，

也被視為是 能代表現代主義的典型字體設計。 
 

7. 1972 
Otl Aicher 
 
 

烏爾姆造型學院發起人之一德國設計師 Otl Aicher，

1972 年為慕尼黑奧運指標的字型、圖示系統至今影響

各類體育視覺設計。使用 Univers 字體與清晰嚴謹的網

格設計系統塑造各項運動圖標示，延續現代主義對清晰

溝通的設計個性，至今仍為經典範例。 
 

8. 1975 
Adrian Frutiger 
 
 

瑞士學院風格的字體設計又稱國際字體風格，從包浩斯

學院的源頭往前進，接續建立全球化清晰的現代溝通思

維，在字體的視覺呈現上追求使用時的排版清晰、閱讀

秩序， 主要的是字體的視覺風格能客觀的呈現口語欲

表達的原意。1975 年由瑞士設計師 Adrian Frutiger 為法

國戴高樂機場設計的標準字，用於機場內指標系統，該

字體成功的高閱讀性，也讓該字體選為瑞士的道路指標

系統。 
 

研究發現 1. 字體，除了是設計的美學元素，基礎的存在意義是溝通：1954 年

瑞士平面設計師 Adrian Frutiger 設計了一組無襯線字體（Sans-
Serif）Universal，以方格網、幾何為字體筆劃設計基本，強調視覺

清晰、風格簡單明確，在設計的使用上達到高度功能化，適合大量

資訊排版與閱讀。像是一種精準的工程設計追求準確的傳達功能，

避免社會階級的美術意識。 
 
2. 對應現代主義思維「設計是能造成社會改革的民主工具」觀念，

字體的設計也應該像是透明容器一般在視覺上消失，讓閱讀者能單

純直接的獲得文字的內容，讓傳達的各種信息直接理性的被傳遞理

解。設計的概念與技法，應該表現出當代的生活美學意義，更應該

承載當時生活的文化。 
 
3. 因為與民生的緊密接觸，設計的確有可能代替了集體生活的信

仰、宗教和政治的特性，讓人體會和了解自我存在的認知和需求，

也懂得追尋自我存在的價值。在包浩斯的設計邏輯裡「直覺與方

 



 24 

法」、「主觀的經驗和客觀的認知」、「工業功能主義」（設計功

能、技術、和經濟效益）、「形式從機能而來」、「減少的設

計」。讓設計成為一份實現生活思維的技術，任何物件的製成都需

要了解當代的工藝技術、科技，而任何減少了的設計描述，都能讓

設計的物件在 適當的質材和技術上脫離人對情感的依賴，房子、

椅子、字體這些與生活 接近的設計物件，使我們的生活產生 大

功能性、合理性的滿足，進而讓人類的存在得到適當的解釋。 
 

 
(二) 企業識別系統 

        企業識別系統（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50、60 年代同時期美國大規

模商業組織也因為在市場經營上的需求，產生了企業形象的設計發展。90 年代

美國許多知名大學經濟系開始開設關於市場學的課程，這也就是我們都習慣生

活裡每天接觸的品牌經營和視覺形象規劃，如果一種生活的模式是一個品牌，

企業識別系統的設計規範剛好可以理解這些自然產生的移動式重組文化的組成

方式和原因。企業識別系統有三個主要體系 ：「理念識別（Mind Identity）」、

「視覺識別（Visual Identity）」、「行為識別（Behavior Identity）」，就像是

一個人的內在、外表和行為。一個希望形象被清晰認同的個體，都會希望在這

三個項目建立自我、與自身在社會關係裡的存在。本研究者在研究創作論述裡，

在作品的視覺表象裡會談及生活、社會、文化、的構成與結構，而反向支持本

研究創作視覺設計的研究設定是 重要的創作思維內容。從設計的歷史經驗、

風格和對社會的影響在文化形成之前的生活狀態，在創作的選材裡找尋日常的

哪樣細節，可以佐證創作主題要闡述的文化自我與存在的現象。 

        在本研究論文關於企業識別系統11 所提到；理念識別、活動識別、視覺識

別，三項基礎，為 能反思現今文化發展形式的論述，在企業識別系統這個設

計理論產生是為了整理當時文化存在規範的思維。當時的民生正從戰後開時重

新整理自我存在的理由，除了民族血統的概念，人類正開始尋求更文明的方式

解決存在的理由。本研究者的年代就是在這樣的設計思維裡成長，也同時構成

了這個研究論文的起點，文化存在延續的方式，是否已經改變。設計始於人的

生活經驗，所以這三項思維雖是對商業設計的核心步驟卻也是生活文化形成的

具體經驗。理念識別是一切的開始，不論是主觀或客觀造成的，通常都是一定

相同的集體意識產生的一個核心價值觀。 
                                                
11 林磐聳 (1985)，《企業識別系統》。台北：藝風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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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企業識別系統文獻研究與發現（本研究創作論述整理） 

 企業識別系統 內容 
 

1.   1943 
  保羅蘭德  
  Paul Rand. 
《Thoughts on Design》 

保羅蘭德是出生於紐約的設計師，深受包浩斯

影響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者，他的設計方式

對於建立一個 40 至 50 年代現代化生活的國際

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許多設計的結果和方

式在現代還是設計和國際商業經營形象的基礎

法則。作品包括 IBM 電腦、UPS 物流、NeXT
電腦、ABC 電視台。除了保羅蘭德商標設計的

設計理念與作品整理，本研究以 1981 年 IBM
海報設計個案解讀論述：單一文化的地域性在

跨文化交流時產生之現象。 
 

2.   1970 
  中西元男 
《DECOMAS》 

60 年代中西元男與其 PAOS Design，經由企業

形象的商業設計，與其設計的品牌使中西方世

界認識了日本的設計力量。同時，也讓東方的

美學和視覺設計與思維經過他的設計實驗，產

生了東西融合的實驗模型。而這樣的設計結果

經由企業形象的著作如 1987 年出版的《個性化

企業的時代》與 1993 年的《New DECOMAS》 
在 90 年代對中國與台灣產生巨大影響，也在日

本被譽為企業形象設計的教父。在中西元男的

案例裡，與本研究相對應的是，設計經由商業

的路徑傳遞原生地域文化思維，進而在另一跨

文化社會中產生全新的融合文化。 
 

3.   1982 
  靳埭強 
《平面設計實踐》 

香港是華語地區因英國長期殖民的關係，擁有

濃厚中西生活文化融合的地域。設計從生活

文化中產生，靳埭強的設計在兩岸三地成為了

早融入西方設計思維的成功樣式，特別的是

在企業識別的視覺設計中，開啟了中國水墨思

維現代化的設計模型，也成為香港設計的具體

形象。靳埭強在香港西化設計的進程中也包括

企業現代化的識別系統觀念置入，設計的經典

識別系統設計包括中國銀行商標、重慶形像設

計、九鐵年報、機場快線形像。 
在本研究對跨文化社會的原生文化支線論述，

靳埭強的設計影響對融合文化產生的路徑提供

明顯與完整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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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85 
  林磐聳 
《企業識別系統》 

 
 
 
現代社會的⽣活型態急遽的變遷，企業情報傳

達訊息的管道，也因為科技的進步⽽不斷的推

陳出新。然⽽不論⽣活型態如何的改變，傳播

媒體如何的發達，企業精神的建⽴與經營理念

的傳遞是企業經營追求的⽬標，透過良好⽽富

有規劃性的視覺傳達設計以及⾮實體化的服務

品質，以表現企業獨特的⽂化，已是必然的趨

勢，也是⽇後不變的⾛向。12 
 
林磐聳教授譽為台灣企業識別系統先驅領航

者，為台灣現代化設計開發啟動了與國際接軌

的思維與理念。亦為國內藝文界 高榮譽的

國家文藝獎得主、亞洲 CI 設計 12 名家、世

界 百 名 設 計 家 榮 銜 。 經典作品包括中華電

信、台灣糖業、國立故宮博物院、中石化長城

潤滑油等國家級識別系統。 
 
本研究論述的基礎之一以林磐聳教授在企業識

別系統一書中提出關於識別設計系統裡的三個

主要方向產生的認知：理念識別、視覺識別、

行為識別。本研究者以此為研究核心反向找尋

在跨文化社會裡，如何經由這三個核心思維產

生自我認知。 
研究發現 1. 本研究者研究創作部分，將企業識別系統設定為創作思維的核

心，設計在文化中的角色同時扮演了描述者和建立者二個角色。 
 
2. 設計會經由生活文化累積的細節產生據自我認知是好看的尺

寸、質材、顏色等設計元素，這是後者是一種因習慣自然產生的

記錄。但同時，設計也會因為其改善生活的天性，因一個合理的

思維，讓一群人的生活想像、走向未來，特別是在網路發展已具

有改變文化溝通習慣的力量，像是自成一個可隨時更改的溝通識

別系統，長時間的發酵因素從文化形成的步驟中消失。本研究者

認為現今的生活中，傳統與網路文化還並存，從識別系統的思維

比對還同時存在的二者是本研究創作的發展主軸之一，企業識別

系統雖然是整理設計思維的記錄和規範，但同時也是整理了生活

文化發展的習慣和規範。在作品以設計表述文化結構的思維裡，

可以是反覆檢討驗證的完美工具。 

                                                
12 林磐聳 （1985），《企業識別系統》，頁 3。台北：藝風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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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何一個希望形象被清晰認同的個體，都會希望能建立自我、

讓自身在社會關係裡的存在。在識別系統裡，理念識別是企業作

任何決策 高核心維持的基本精神，是系統在執行和運作的原始

動力和實施企業事務的基礎。但是從企業視覺識別系統來看，理

念與精神是無形的，或許可以靠時間養成的習性、靠語言來表

達、延續文化思想，但這都是在人的身上移動攜帶。經過時間，

視覺是可以較穩定留下紀錄，比較容易減少因為人傳達的錯誤與

不穩定性。而視覺系統是行為識別系統的執行端點，理念如果沒

有透過行為表現產生清楚的傳達識別，會流於成為空洞的想法和

形式， 終無法建立企業形象得到內部員工或對外建立環境的相

信。 
 
4. 行為識別的作用，是從時間發酵，有效養成習慣建立行為模

式，這個識別對企業的存在是決定性的因素。用此設計理論對比

紐約曼哈頓島中國城這樣一個設計思維執行成功的發生。以紐約

中國城田野觀察對應與設計發生的關係，這座城市是在自然的需

求、經由時間和時空環境發酵成形，也正好可以檢驗設計的行為

來自實際的生活。也藉由資料比對建立方法和應用設計理論基

礎。 
 

（三）存在的印象與主義 

        在研究過程中，基於紐約曼哈頓島的跨文化特性，提出文化在融合轉變的

過程中並非是線性的一個過程，而許多的文化改變後的具體存在狀態其實是存

在於一個印象的空間和時態。 

         除了語言、文字，食物是 簡單與發生在另一個文化的項目。移動的文化

細節，剛開始都是一種停止的、濃縮的、印象的，簡介型文化好像是那麼個樣

子的浮光掠影。法國開始的藝術形式，以 1874 莫內的一副作品《印象·日出》

取名。印象派畫家界定自己是無情感的對當代生活經驗的記錄，但並不是記錄

生活中的醜陋面或市井日常的粗俗生活，也並沒有要警示當代或做出改革社會

的建議。追求捕捉瞬間的光影視覺印象，瞬間的感受包括了光、氣氛、溫度，

記錄景物一瞬間但是具有永恆特質的印象。 

 
表 1-3：紐約文化存在的印象與主義文獻與研究發現（本研究創作論述整理） 

 存在的印象與主義 
 

內容 

1. 1923 
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心理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的心理動力論在理論結

構上分析，一個人的心理存在可分成「本我」、

「自我」和「超我」三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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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防衛機制 
Self-defense 
Mechanism / Defense 
Mechanism 
 

「本我」是⼀個⼈慾望的原始狀態，與外界接觸後

部分本我會進⾏修正。「⾃我」⾯對現實的⼼理應

對機制。「超我」內在的良知和道德感。13 
 

2. 1960 
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沙特  
Jean-Paul Sartre 
 

「⼈類都被判處了⾃由之刑」14，而中產階級似乎

能暫時讓人逃避存在的疑問，我們可以努力的形塑

自己的生命。 

3. 1984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從美學品味討論社會

階級化，而這就是一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

形成的組合元素。這樣的生命意義和模式被普遍接

受了將近一個世紀，直到 近的 21 世紀，這和科

技的太快速進步有很大的關係。 
 

4. 1991 
Sampson, E.E.  
Personal Lives: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如果能把訊息和自己的理解編輯能力的真實度當成

是科學那麼真實，在 FredN. Kerlinger, Howeard B. 
Lee 合著的《研究方法 Foundations of Behavioral 
Reasearch》一書中提到：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薩姆森

（E.E.Sampson）對“科學”的存在，提出論述有傳統

觀點、歷史觀點兩種社會心理學的觀點去檢視。 
社會歷史觀點：藉由社會和歷史資訊，及它們在⼈勝活

中所扮演的⾓⾊，來描述⼈類社會的各種經驗或活動。

傳統觀點：真相可以被不在其中的觀察者超然的發現，

真相可以在不產⽣任何特別偏差的情況下掌握住。15 
 

5. 1993 
Luc Devroye. 
Mandrain, Cleveland 
Type Foundry. 
  

文章的內容中討論並舉例了 早出現的中式英文字

母和應用。也討論了「Mandrain」名詞的出現。 
 
Faux Chinese font from the Cleveland Type Foundry 
(1883). It has many digital interpretations: Linotype, 
Mandarin D by URW, and an Elsner&Flake typeface in 
1985. Paul Shaw notes: The one 19th-century typeface 
with an unmistakably Asian name and a suggestive 

                                                
13 Richard Appignanesi. FREUD, (1992)，張弘瑜 譯，《弗洛伊德》。台北：立緒文化出版，

(1995)。 
14 宇都宮輝夫、(土反)井昭宏、藤井教公 監修 (2005)，蕭志強 譯，《圖解哲學》。台北：世潮

出版有限公司，(2007)。 
15 Sampson, E.E. Social words. Personal Lives: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Orland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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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rance is Chinese (Cleveland Type Foundry, 
1883).16 
 
 

6. 2002 
David Y. H. Wu 
Sidney, C. H. Cheung.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Food.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主任吳燕和(臺北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與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張展

鴻 2002 年 以 英 文 共 同 編 撰 了 《 中 國 菜 的 全 球

化》 ，討論飲食和生活文化建立的細節關係。 
 

7. 2008 
Print Magazine. 
The History of  a Racist 
Font. 
 

Print Magazine 是一本設計師周知設計雜誌，每年

舉辦的設計獎項廣為設計界推崇。在這篇文章中討

論的是，許多字體的設計其實是簡化了原本存在的

文化（特別是手寫字體），帶有種族歧視的意味。

但文章中討論的中式字體間接的印證 早英文字母

以中式思維的設計。 
 

8. 2009 
Jennifer 8. Lee. 
The Fortune Cookie 
Chronicles:Adventures 
in the World of Chinese 
Food. 
 
 

紐約時報記者李競（Jennifer 8. Lee），出生紐約市

祖籍福建，畢業於哈佛大學（經濟學學位）曾任華

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記者，文章採訪內容涉及文

化、環境、貧窮、犯罪、政治、科技領域，專長深

度解讀新興語彙。 
該書旅遊美國收集美式中餐廳經營者的遺故事與美

式中餐的發展。也見證東方文化在美國開展的節

點。 
 

9. 2014 
Ian Cheney. 
The Search For 
General Tso. 
 
 

2014 在紐約翠貝卡影展 （Tribeca Film Festival） 
首映，影片記錄了一個找尋的過程。一道菜，還是

一個文化的突然出現，或是一個瞬間但永恆的印

像。導演在影片的自述裡談到，從紐約到中西部的

農田（指大範圍的美國），大約有 5 萬間中國餐

館。這表示在美國就算比起中國當地應該也有不相

上下夠多種類的中國菜了。但是有一道無處不在的

菜讓這位紀錄片的導演好奇，一道外來菜是如何讓

美國完全接納。紀錄片的拍攝隨著資訊的追蹤發展

在美國、上海、湖南、台灣取材。 
 

研究發現 1. 本研究者在這個欄目的研究論述整理裡，以印象為主題，在紐

約曼哈頓島上找到一個印象文化存在的概念。以社會學、心理學

的角度討論設計的存在與社會生活的聯繫。以及從這個開端產生

的跨文化設計視覺和思維。 
 
2. 一個都市裡的很多印象裡的國家，印象派文化建立：國際、都

市、 字體、中國餐。不存在的文化，但是成為一個文化對異地大

                                                
16 Luc Devroye。檢自：http://luc.devroye.org/fonts-53473.html (2015,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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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的簡介。在紐約，發展出的生活模式多是從基本生活功能與

商業現代生活產生。接受、製造、再發展，成為當地文化演進的

方式，接受學習分析改變，是這裡面對不同文化的有效模式。紐

約是個國際文化的熔爐，除了移民居住者之外，遊客、商業、

多的原因是帶著自身文化來追尋紐約夢的共同思維，讓這個島上

充滿了幾乎同樣特質但來自不同區域文化的人。 
 
3. 因為地理因素，曼哈頓島上移民的語言、文化隨著地球的弧線

距離漸漸的改變，文化驚訝 多的就是遠到完全脫離西語系與生

活文化的亞洲。而在移民數量與區域廣度上以華人 滲入甚至參

與了他們的生活文化演進，除了語言、文字、食物是 簡單，

快進入另一個文化的生活細節。 
 

 

（四）設計思考 / 社會設計 

        細節、 設計的細節、生活的細節。從來都是因為人的存在，然後在生活中

建造改變了某個環境，讓環境可以跟著一群人的生存習慣演變。人的存在就在

一定的環境、距離、時間裡，成為線性的傳遞工具。有時候也會發生因為一群

人的移動，環境也就隨著人攜帶的軟體在另一個地方產生、建造。這樣的環境

與人的關係在時間裡是延續性、演進功能的。而這樣的記憶和生活習慣被記錄

下來後就是文化，是某一群人和某一部分地球自然相處的資料、統計與分析。

這樣的過程是感性的。設計的思維，企圖能解決區域生活複雜的社會問題。讓

設計顯現了超過一個面向的功能，不只是視覺的美學與資訊傳播，更能實際的

解決存在的問題。在設計議題上提出實現、真實、永續。 

        本研究在創作的過程中以紐約曼哈頓島為田野調查基地，核心的創作概念

是設計在文化產生的生活化細節，在觀察的過程中漸漸的發現，其實有可能社

會裡 有引響力的設計師並不是我們熟知得獎的那一群，也不是教育學術系統

裡產生的結果。而這些設計產生卻深刻描述著生活裡的細節和需求。研究整理

裡，以顯學設計的理論像是史丹佛大學普拉特納設計學院提出「社會設計思考」

或學術系統獎項的正規模式發展，對比為了生活需求而產生的野生設計概念。

在創作思維裡， 後取材的是因為生活而產的設計物與其經由設計結果描述的

生活文化，例如：中國城的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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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設計思考與社會設計文獻與研究發現（本研究創作論述整理） 

 設計思考 / 社會設計 內容 
 

1. 1769 
第一次工業革命 
(蒸汽機) 
1870 
第二次工業革命  
(電力) 
 

工業革命開始了全球化的中產階級文化，規律的時

間節奏，生活的尺寸，人生裡的功能，在設計過的

流水生產線終端裡，漸漸讓全球中產階級跨越地理

區域共同生活在一個虛擬的生活空間裡。讓獨特性

消失或隱藏的結果，達到了語言、政治、法律和武

力從來沒能完成的規模。 
 

2. 1914 
AIGA 
American Institute of 
Graphic Arts 
1920 
ADC N.Y. 
Art Driectors Club 
1946 
TDC N.Y. 
Type Directors Club 
 

紐約國際頂尖平面設計獎項，因為多年的細膩經營

每年吸引國際頂尖的設計師、公司報名獎項。這些

獎項每年舉辦一次競賽，雖然說是國際性，但十分

成功的是經過多年的養成和能量，參與比賽的作品

幾乎可以說是來挑戰紐約設計。而從他們的命名

Club 代表了他們的執行經營理念，除了獎項之外，

他們以自己核心的設計價值，跨足國際舉辦各種設

計、產業相關的演講、工作坊、研討會。以人為

主，聚集交流。 
 

3. 1943 
IKEA 的民主設計設計

思維 
 

設定研究主題「組裝式的人生設計」。購買者自己

組裝運送完成自己人生的需求，設計是維持民主的

工具。IKEA 是瑞典成立全球 大的跨國零售傢俱

銷售品牌，在全球 43 個國家販賣，品牌每年的商

品目錄使用 62 種語言發行。 
 

4. 1947 
紐約視覺藝術學院 
School of Visual Arts 

紐約的文化性格態度，就是態度。紐約視覺藝術學

院（School of Visual Arts N.Y.）是在 1947 年成立

在紐約市曼哈頓島中城的私立藝術學院。以平面設

計、廣告、插畫在紐約專業環境有廣泛深入的影

響，在設計的教學多年來始終是建立和延續紐約的

設計風格和思維傳承。 
5. 1963 

Victor Papaneck 
Green Design 

美國設計理論家維克多巴納克 （Victor Papanek）

出版了著作《為真實世界而設計》，提出了「為社

會設計」的思考方向。維克多認為設計的思維與心

態，應該從設計商業產品，轉向到關心對生活形

態、人與環境的存在關係。 
 

6. 2005 
Stanford University. 
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of Design. 
Design Thinking  
 

史丹佛大學普拉特納設計學院提出社會設計思考的

正式課程，除了許多設計專業的革新理論之外，其

中一項理論讓設計有了新的定義「同理心」。而次

同理心是以設計思維為核心，也就是一個有目標描

述、建立世界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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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3 
Copper Hewitt、點燃

烏干達的生命之光計

畫 Single Spark。 
 

荷蘭企業家 Peter Meijer 和設計師 Sam van Veluw
共同發起了「Single Spark」社會設計專案，直接用

設計的思維，企圖能解決區域生活複雜的社會問

題。 
 

研究發現 1. 哲學想解決存在的問題，設計解決哲學的問題。二戰後中產階級

當了太久的中產階級，就算資本主義社會建構了能努力爭取私人財

富的生活方式和內容，漸漸的這樣的生活還是讓人對生命的存在有

疑問。近十年，全世界掀起了一波從設計、設計思維改變世界的風

潮。從社會建設、環保一直到企業、民生，不論是設計師或設計使

用者，都經由這樣的理念追求生活的進步。 
 
2. 而在史丹佛大學普拉特納設計學院提出社會設計思考的議題後，

更進一步地讓設計改變世界的思維成型。史丹佛大學的課程論述提

到：設計思考課程（d.school）是史丹佛的創新中⼼，教職員和學⽣

的組成跨越⼯程，醫學，商業，法律，⼈⽂，科學和教育，我們的

教育核⼼理念就是承擔這個世界現今的混亂。⼈存在的價值是我們

的融合理念的思維，除了合作學習的理念，我們更希望所有的⼈能

理解，我們都有責任為⾃⼰⽣活的世界提供創新的解決⽅案，創造

未來共享的⽣活。17 
 
3. 綜觀社會設計的理念，似乎與包浩斯相同的是，以設計的手段代

替宗教、政治統治，試圖解放人的存在，讓人直接面對生命。在提

倡的設計思想裡，企圖掀起了人對自我存在的認知和在乎，從自我

存在的身體機能探索生存的意義。不讓自我消失在對群體存在的追

求和信仰，淹蓋過了生存的本質和自然。之前，生存建立在對於文

化的自我思想控制，是潛意識的生存邏輯，自我的感知是抽象的、

集體的， 終導致生命 大的威脅，戰爭。而從現在來看，朝向共

同解決問題的學習方式，的確是人類面對自身存在 有意義的生活

思維。 
 

 
第五節、研究⽅法與研究流程 
 
        本研究論述以視覺設計為支點探討跨文化社會存在的基礎，研究內容與提

綱設定方向為支持本研究創作之論述與前期創作思維，唯從個人在此專業領域

與創作經驗出發必然產生主觀意識，但研究資料與田野調查結果期望可為論述

與辯證之骨幹。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用下列三種研究方法採： 

                                                
17 d.school。檢自：http://dschool.stanford.edu  (2016,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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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獻研究，從設計學、社會學、與哲學角度，探討紐約曼哈頓島的文

化特徵、移動的文化現象、跨文化社會發展模式與文化存在的視覺證據。因本

論文為研究創作論述，因此除引申研究資料外，亦加入自身對應個人經驗觀點

之敘述，檢討論證以支持 終創作。 

        二、個案分析，以紐約視覺藝術學院、瑞士學派文獻理論、國際設計師案

例，觀察紐約經由學校、獎項社團、生活環境與都市建設的跨文化社會模式。

研究中分析之個案皆以成長經驗中直接間接學習之對象重新回顧，以求分析個

案時產生之個人主觀意見帶有經驗價值。因論文主題與創作作品也是自身長時

間衍生創作思維之延續，因此個案分析時也會加以闡述驗證個人之前作品。 

        三、田野調查，為主要研究方法支持研究與論文創作。觀察內容為多元文

化的都市建設計畫、獨立文化的融合線索、社會設計對跨文化社會的影響。以

紐約曼哈頓島為基地，研究引申地域歷史學術資料，對當地而言已有大量資料

可收集，在帶入資料時會以個人二次（1996-2004，2013-2016）於紐約當地長

時間生活經驗，提出主觀看法與個人觀察。 

         研究論述與創作結果互相支持，撰寫內容除標注擷取研究資料之論述，也

試圖在論文中提出個人看法與論證，因此撰寫方式中會在提出研究資料時加入

主觀論述，以現在正經歷的生活細節去理解論述之歷史理論、思維與紀錄。經

過傳述或紀錄的論述終究會些許失真，也有當時發生的生活文化細節，在引證

文獻資料時盡量尋求與自身學校求學時期一直到就業教學，實際接觸的資料線

性延續，舉例引用對應研究資料。此撰寫方式當然架構在資料取得出處標注清

晰與引證完整之基礎。除了尋求過去歷史中的節點，也期望以此研究引證論述

個人主觀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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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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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設計⽂化發展結構與區域社會⽂化 

        從設計的哲學與實務討論跨文化社會發展為本研究設定的研究核心，向來

討論的文化或一地域的發展總是從政治、經濟為主軸，而隨著網路瓦解地域文

化的邊線後，人民廣泛自由交流的國際管道穩定持續，文化的移動與表述鬆動

了傳統社會層次。單一地域文化經由政治與經濟和日常人民生活，跨越原本的

象限同時對文化的演進產生影響，而本研究論述設定跨越象限的中軸線就是一

個地域的設計視覺、文化和思維。 

         字體的設計、文明的性格和文化的樣子開始研究論述。一個字體可以幾乎

對國際跨文化的理性溝通設下了近代的理性視覺和生活思想規範。戰爭，曾經

是被選擇用來整理世界重疊交叉資訊的方式，但是經歷過這樣解決溝通方式的

人，都深刻的理解必須找尋更好的溝通方式處理歧異交叉的資訊。就像許多其

他針對生活細節的設計思維和元素文字也有新的責任。文字是視覺的聲音，一

樣有語調、情緒，傳遞的資訊也需要能完整的尋求清晰、被瞭解。文化的傳遞

與溝通需要時間，或同理心的情感。在互相瞭解的過程裡，常常容易出現誤解、

混亂、衝突。 國際經歷過兩次完美失敗的溝通，試圖用消去法解決在地球上生

活方式的不同意見，而結果是讓所有人都開始思考要能更理性化、嚴謹、工整、

整潔、實用的溝通。這種準確傳達的目的也開始了一個新的文字設計風格。

1950 年代從瑞士的「日內瓦設計學校」、「巴塞爾設計學院」、德國「烏爾姆

設計學院」18為起點，帶起了一股近乎科學的溝通方式。 

 

第⼀節、設計是⼀個有實際意義的社會運動 

         設計在社會建設的角色扮演是一個設計目的，是要建立一個設計思維，解

決一個設計的問題，就是解決一個社會的問題，也就能解決不同社會溝通的問

題。這股設計風格又稱為「國際主義字體風格」，期望能單純化的承載所有不

同語言的溝通。1957 年瑞士平面設計師 Adrian Frutiger 設計了一組「無襯線字

體（Sans-Serif）Univers」19，以方格網、幾何為字體筆劃設計基本，強調視覺

                                                
18 Lakshmi Bhaskaran. Designs of the times, (2005)， 羅雅萱 譯，《當代設計演化論》。台北：原

點出版，(2008)。 
19 王受之  (2000)，《世界現代平面設計》。台北：藝術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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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風格簡單明確，在設計的使用上達到高度功能化，適合大量資訊排版與

閱讀。像是一種精準的工程設計追求準確的傳達功能，避免社會階級的美術意

識。1961 年在德國正式延續這組字體出版的字體「Helvetica」更明確地達到了

這種風格，從 1957 年由 Max Miedinger 和 Eduard Hoffmann 在瑞士哈斯鑄造所 

Hass Type Foundry 所製作的排版  

 
圖 2-1、Adrian Frutiger. Univers Typeface, 1957.  

 

 
圖 2-2、Max Miedinger 、Eduard Hoffmann. Helvetica Typeface, 1957.  

 
鉛字開始「Helvetica」20 到今天都是國際主要使用的字體，也被視為是 能代

表現代主義的典型字體設計，對應現代主義認為設計是能造成社會改革的民主

工具的觀念，字體的設計也應該像是透明容器般在視覺上消失，讓閱讀者能單

純直接的獲得文字的內容，讓傳達的各種信息直接理性的被傳遞理解。

「Helvetica」成為了 主要的資訊溝通使用字體，也的確證明了從社會溝通產

                                                
20 Gary Hustwit (Director) . Helvetica. New York: Matt Grady of Plexiform,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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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設計思考、觀點產生了實際社會改革的結果。在現代已經讓人產生如果在

任何地方看到了「Helvetica」字體刊載的資訊，淺意識就感覺到是身在文明建

構的城市。在閱讀字體刊載的資訊內容之前，因共同的生活經驗產生信任，基

於這共同理解的信任幫助資訊更完整的傳遞。「Helvetica」到今天都是國際主

要使用的字體，也被視為是 能代表現代主義的典型字體設計。信任的來源是

基於單純清楚溝通的基礎，「Helvetica」這組字體因適合閱讀的設計基礎甚至

遠距離識別的特性，而大量使用在都市公共環境指標誌系統的設計，目的是使

人能理性產生秩序的溝通。跨越國際的使用（中文黑體字），也淺意識的讓人

跨區域的擁有共同的生活經驗。從生活細節上的公共經驗的確成功的產生生活

的同理心，也成功的達到了設計是社會工程的基礎建立元素這個原本的概念。

從這裡開始，字體不再只是為了商品的裝飾設計。「Form Follows Function」21 
在這裡成為「Helvetica」這組字體存在 好的解釋。機能在這裡可以解釋為一

個誠實、簡潔的性格，這樣的性格可以為了要溝通內容先建立好值得相互信任

的溝通氣氛，這是先於視覺形成的機能，是先於視覺存在的思維，超越了設計

原先在社會裡能產生的機能。從 原本是為了刊載資訊的意義上，成為 簡單

強而有力的情感溝通，從視覺是為了刊載資訊，產生更強大的功能，讓更多的

人願意閱讀、接受不同的資訊內容。 

         從生活的細節開始養成生活的習慣，一組字體重建的社會秩序是從閱讀開

始的生活風格練習，這是一個從 基礎開始的溝通練習，甚至是從冷靜的瞭解

自己的存在開始。接受所有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是國際跨文化社會可以存在的

第一步，一個共同可以接受的溝通方式，在這個部份設計的思維和功能開始產

生它的社會功能，在這個瞬間字體發揮了比戰車還大的整合力量。情感的認同

和轉移讓設計能對文化、生活產生讓人不注意的巨大影響力。在使用文字為設

計基礎範圍裡有個名詞叫編輯設計（Editorial）22，在設計大學裡是上四年的主

修課程，也是設計公司職位或設計獎項裡的一個單獨的項目。編輯設計的過程

裡，有一部份的思考和設計邏輯是要與寫作者、編輯合作。以報紙、雜誌、書

                                                
21 William Smock. The Bauhaus Ideal Then and Now: An Illustrated Guide to Modernist Design, 
(2010)，吳莉君 譯，《包浩斯告訴我們的事：圖解現代設計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台北：臉

譜出版，(2010)。 
22 Paula Scher . Make it Bigger.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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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為例子，在一個版型設計完成固定之後，所選用的字體、字體的大小、字距

字間、都會影響刊載的文字數量和閱讀時的視覺風格和語言情感思考的感受。

所以這個時候設計並不能只是視覺或美學的獨立作業，要能與傳達內容的結構

共同思考 好的結果。不同的文字也有不同的語音結構，中文字體和英文不相

同的字母結構就會影響所有設計的字距、行間、欄位。這樣的編輯設計過程，

也會因為設計思考的細節，在生活不同的設計需求裡對社會結構、與社會性格

產生影響。在瑞士學院的設計風潮裡產生的字體設計思維，嚴謹的設計編輯思

考、與以清晰溝通不同資訊的文化含義，對當時使用的西方社會，在生活細節

裡產生了基礎社會性格的影響。對編輯設計的思考，來自於對編輯、整理、詮

釋日常生活的需求，而目的都是為了解決日常生活裡產生的需求，連鎖的效應

也能影響在生活中的思考和事件都能清晰、理性的處理，也就能形成一個社會

的性格和文化的樣子。如果同樣理性的社會在相互溝通時，也能期盼因為準確

有效的溝通內容和過程產生好的結果。 

         在 1960 年代掀起了一陣隱形文化的溝通方式，在人創造的空間裡面，讓

人成為 主要的意識形態。開始於美國的建築國際風格，是包浩斯學院 1933 年

解散之後，格羅佩斯、密斯 凡德羅等教授遷居美國，在接續的建築設計案和美

國學校任教時的教育理念裡延續包浩斯的設計理念，是國際風格的開使與推動

力。現代摩天樓的建築技術也稱為密斯 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23 
模式，以鋼骨為結構搭配樓板和混泥土支撐，拿掉裝飾花紋、局部修飾，以功

能為主，製造簡潔寬敞空間 。1938 年密斯 凡德羅移居美國芝加哥任伊利諾理

工學院建築系教授，簡潔、清晰、功能為設計思維的建築意識開始了現代建築

對世界溝通方式的影響。紐約的西格蘭姆大樓（Seagram Building）是世界上第

一棟玻璃帷幕高樓，以了解應用物料特性為出發點，密斯 凡德羅的建築設計哲

學也從這時候開始，至今成為世界高樓遵從的設計理念。透明的容器，呈現完

整的內容。物料支持建築的產生是為了人需要的功能，這類的建築大量使用於

政府單位、商用空間的大量資訊溝通需求。因國際貿易旅遊穿梭的商人，都在

國際的玻璃帷幕看到反射出的自己，不論牆面在自已的城市還是別人哪兒。當

然，這是戰後美國的國際風格，從建築、產品到視覺，國際風格的外型設計到

                                                
23 Franz Schulze, Edward Windhorst. Mies van der Rohe: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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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內涵以表現樸實、經濟、實用為設計結果。也是因應世界從戰後興起的新

一波國際溝通模式：「商業」。 

 

第⼆節、關於識別存在的系統 

         透過視覺整合建立在經濟上的文化傳輸。華爾街的黑色大風衣，和一覽無

遺的方格切割辦公室，經過現代化（現代主義設計思維）美國可以發生存在在

不同的地域和在那裡的生活裡。摧毀很多不同的生活，不如製造一個大家都覺

得合理的生活。合理是一種好的功能，功能來自 自然的需求，設計是實現民

主的工具，民主是個人的存在和生活先於文化和地域同伴的控制。生存是一種

功能，存在是使用功能的過程（一種意識的覺醒）。美國或許是現代主義 大

的獲利者，也是世界對設計過的存在 中產階級的公約數。美國夢，和美國人

的紐約夢是全世界的中產階級都一起做過一場資本主義的夢，大家都努力的讓

它發生。 

         美國人的美國夢，1862 年美國林肯簽署公地放領法案之後，針對農業發展

無償配給美國西部的國有土地給移民，是當時美國 具民主色彩的政策法案。

大量貧苦的百姓可以得到土地開始有產人生，也開始了西部國土的開發，這個

法案和活動對美國的政治、經濟造成重大影響，廣大西部的開發讓美國的幅員

真實的發展，豐富的自然資源大量開發。西部的開拓除了建構了美國更擴大的

國內市場，也造成了一場未預見的世界性美國大西部夢。大規模的鐵路建設帶

進了大批的移民到美國國內，和同時間的淘金潮，成為了新世界文化大西進的

開始。中國的文化西進從吃開始，這時開始大量華人的移民也造就粵語在語言

發音給西方的第一印象。 

         從企業識別系統觀察文化的存在，企業識別系統（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 CIS）90 年代美國許多知名大學經濟系開始開設關於市場學的課程，同

時期美國大規模商業組織也因為在市場經營上的需求，產生了企業形象的設計

發展，這也就是我們都習慣生活裡每天接觸的品牌經營和視覺形象規劃，如果

一種生活的模式是一個品牌，企業識別系統的設計規範剛好可以理解這些自然

產生的移動式重組文化的組成方式和原因。研究案例保羅蘭德（Paul Rand）在

二戰後用設計產生的系統，到現在都是這個世界能讓世界沒有邊際 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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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能理解國際的開始。和平相處的另一種力量，就是跨地域的共同生活。

一個品牌的開始，通常都是一個時代正在往前進的一小步，因為科技的進步，

幫助生活上的使用物品會連帶的進步，不論是實際的硬體功能或是人們因為時

代的進步改變了生活的方式和習俗，都會導致新產品的出現。品牌的名稱通常

是創始人的名字，或是一個與期待相輔的名詞，就像一個人一樣，這名字就代

表對品牌的個性和期待。人可以透過穿著和語言來表述自己，對一個企業來說

建立品牌就是這個目的。企業名稱經過設計選擇圖像或字體成為標幟，通常顏

色也是重要的考量，這會經由色彩學或企業產生地對顏色意義的文化來決定。

接下來這個企業就會帶著自身的地理區域文化隨著在全球的發展，大型企業的

產品通常深入民生，因此能創造大型經濟。也因為產品深入民生工具建築、飲

食、技能、語言、文字、知識、習俗、藝術的每日生活形式細節。在企業發展

到國際結構的時候，感染文化的過程和效應就開始發酵，這樣的過程是設計、

商業、民生共同完成的。隨著帶著企業標誌運送產品的車子、描述推銷不同生

活習慣的廣告內容、帶著企業文化在岸外成立的子公司、都成為文化交流的具

體行為。但因為在二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與國際風格興起，產品設計在乎對輔

助或描述生命存在的功能性，以人體的存在、科學對應、生活地理區域習慣的

和諧相處為設計核心。 

         識別一個關於存在的文化，如果一種生活的模式是一個品牌，企業識別系

統的設計規範剛好可以理解這些自然產生的，移動式重組文化的組成方式和原

因。 

企業識別系統有三個主要體系：「理念識別」、「視覺識別」、 「⾏為識別」。

理念識別(Mind Identity)是企業經營的核⼼價值和精神⽂化，也包括了⼀個共同

信仰的價值觀、⽂化、使命和哲學，也包括了具體執⾏策略和對遠景的責任與

企圖⼼（價值觀、經營信條、精神標語、企業⽂化、企業使命、經營哲學與⽅

針策略等）、策略（做什麼、如何做）、遠景（展望、責任、企圖⼼）。視覺

識別(Visual Identity)基於理念的核⼼經由視覺設計流程包括（品牌名、品牌標

誌、圖像系統）應⽤在包括（⾏銷傳播、宣傳、促銷活動、銷售策略擴張）。

⾏為識別（Behavior Identity）企業特⾊的展現，⽽在這個識別的建⽴上有兩個

路徑和含意，⼀個是活動識別，⼀個是⾏為識別，⾏為識別上會需要（教育、

服務態度、應對技巧、電話禮貌、⼯作精神等）針對組織建構裡的（管理、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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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職⼯福利、研發），對外部群眾的活動識別包括（調查、推廣、公關、促

銷、公益事件、贊助活動的識別形式）來取得瞭解與認同。—林磐聳（1985），

《企業識別系統》，P.13 。 
 

 
         「企業的理念識別 Mind Identity」、「視覺識別 Visual Identity」、「行為

識別 Behavior Identity」，就像是一個人的內在、外表、和行為。一個希望形象

被清晰認同的個體，都會希望在這三個項目建立自我、與自身在社會關係裡的

存在。在三個識別系統裡，理念識別是企業作任何決策 高核心維持的基本精

神，是系統在執行和運作的原始動力和實施企業事務的基礎。但是從企業視覺

識別系統來看，理念與精神是無形的，或許可以靠時間養成的習性、語言來表

達、延續和集中意志，但這都是在人的身上移動攜帶。經過時間，視覺是可以

較穩定留下紀錄，比較容易減少因為人傳達的錯誤與不穩定性。而視覺系統是

行為識別系統的執行端點，理念如果沒有透過行為表現產生清楚的傳達識別，

會流於成為空洞的想法和形式， 終無法建立企業形象得到內部員工或對外建

立環境的相信。行為識別的作用，是從時間發酵，有效養成習慣建立行為模式，

這個識別對企業的存在是決定性的因素。 

 

         中國城是一個設計思維執行成功的發生，是一場從零開始的落實，是 真

實不能失敗的一場人生建立實驗。以紐約中國城田野觀察對應與設計發生的關

係，我想找出這場實驗的設計理論基礎。整座城池是在自然的需求、經由時間

和時空環境發酵成形，也正好可以檢驗設計的行為來自實際的生活，也藉由資

料比對建立方法和思維執行模型。 

 

第三節、設計在社會建構裡的實際作為 

         包浩斯的民主生活，從硬體重建延續的軟體的完美機會。包浩斯以教育與

實做的方式，從教育到主義運動，以設計的手段代替宗教、政治統治，試圖解

放人的存在，讓人直接面對生命。在提倡的設計思想裡，企圖掀起了人對自我

存在的認知和在乎，從自我存在的身體機能探索生存的意義。不讓自我消失在

對群體存在的追求和信仰，掩蓋過了深存的本質和自然。之前，生存建立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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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化的自我思想控制，是潛意識的生存邏輯，自我的感知是抽象的、集體的，

終導致生命 大的威脅，戰爭，而從現在來看，的確是成功的 。 

         設計的確代替了集體生活的信仰、宗教和政治，讓人體會和了解了自我存

在的需求，也懂得追尋自我存在的價值。在包浩斯的設計邏輯裡「直覺與方

法」、「主觀的經驗和客觀的認知」、「工業功能主義」（設計功能、技術、

和經濟效益）、「形式從機能而來」、「減少的設計」。讓設計成為一份實現

生活思維的技術，任何物件的製成都需要了解當代的工藝技術、科技，而任何

減少了的設計描述，都能讓設計的物件在 適當的質材和技術上脫離人對情感

的依賴，房子、椅子、字體這些與生活 接近的設計物件，使我們的生活產生

大功能性的滿足。 

         細節、 設計的細節、生活的細節。從來都是因為人的存在，然後在生活中

建造改變了某個環境，讓環境可以跟著一群人的生存習慣演變。人的存在就在

一定的環境、距離、時間裡，成為線性的傳遞工具。有時候也會發生因為一群

人的移動，環境也就隨著人攜帶的軟體在另一個地方產生、建造。這樣的環境

與人的關係在時間裡是延續性、演進功能的。人身上所攜帶的記憶和生活習慣，

與生活環境配合到一定的平衡，在一定的發展之後也通常會停滯，這樣可以在

經驗裡安全舒適的生活。而這樣的記憶和生活習慣被記錄下來後就是文化，是

某一群人和某一部分地球自然相處的資料、統計與分析。這樣的過程是感性的。 

         但是小區域的文化發展也造成了界限，一群一群的生活習慣，差異越大也

越不能相處。基本上人體的結構都一樣，可是從一群人的數量和生活的範圍大

小，可以形成家、鎮、市、線、省、州、國家， 這是硬體。也是在所有人體結

構都一樣的基礎上，一群人因為生活產生的資料、統計與分析也會形成語言、

文字、思想、哲學、文化，這是軟體。在不同意另一個硬體和軟體間形成的

後行為叫做戰爭，戰爭 令人難過的結果是會容易的失去愛情，和從愛情產生

的親情。 

         所有的結構，都是從愛情開始，是人能組合的 小結構。愛情通常能引導

出後來的一個結構，然後產生親情，親情是感情、感覺，也開始是科學。家庭

是人具體 小的結構單位，在感情上信任、誠實、忠誠，在身理上產生不同血

緣。這是同心圓裡的第一條限制，是自然物種的第一條界線，是自然產生的。

從這裡以外都是人為，但是劃線是上帝的決定，是對人性的 先考驗。因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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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部份的人開始對生命的存在做出反思。社會的文明已經進步到人的物理極

限，再往前走是生活上的便利和對生活解析的概念創新。哲學已經停止，人對

存在的追尋已經獲得充分的感知。或許設計能反過來，不止是從生活習慣中產

出，而是從沒有文化界限的感知，從人的結構出發，目的是建立適合身體物理

和感知需求。讓界線消失在自然的生活需求裡，解決複雜的文化表述，進而能

增加世界的融合，避免戰爭的結局。或許設計可以解決政治、法律造成的國際，

讓人能使自己與世界相處存在。因為存在不可避免，所以不應該是需要尖利的

目的。理性、內向性、表現性、大眾化、現代價值觀、技巧上創新、反傳統、

工業量產。現代主義（Modernism）24 運動興起於 19 世紀末期，現代主義相信

那些「傳統」形式的藝術、文學、社會組織和日常生活型態都已經過時，因此

有必要將這些過時的東西掃除並且重新創造文化。現代主義鼓勵人們去重新檢

視從商業活動到哲學等這些既存事物的每一個面向，找出在裡面有什麼東西是

在阻礙進步，並且將那些東西替換成新的、更好的東西，來達到那些舊有東西

原本希望達成的同樣目標。  

         工業化生產後，大量製造帶來規格的統一、商業的利潤和滿足大規模改變

人類生活的成就感，讓小規模地域性文化失去了利用時間傳遞的優勢。移動的

科技縮短了人移動的時間，人帶在身上的生活資料、統計與分析，經過快速移

動的過程，產生了互相影響交換學習（感性和理性），也開始改變了所有的差

異性。速度越快，資料越相容，理性的過程取代文化。在不相同的區域產生的

文化，會在碰觸的時候產生衝擊、學習、進步，但也同時產生消磨。原本獨立

發展的文化，也幾乎無法再自然演變或保持原樣， 終思想也不會再分區域與

不同。但是這樣的結果，還是會在文化的保存方式裡統一，成為一種融合的新

模式。摧毀，曾經是存在需要的方式，在設計的範疇裡，設計師不只是熟知視

覺理論、技術或是設計工具操作的熟練，而是經由成長生活區域的文化通過(視

覺)存在於空間中經過描述的形狀。都市、道路、建築、空間、物件、圖像等人

造的生存承載物。摧毀曾經是證明存在的方式，第一、二次世界大戰試了這個

方法，也確實的讓大部份的人在這場大規模的行動裡體會了存在的荒謬。設計

                                                
24 Philip Lee Ralph, Robert E. Lerner、Standish Meacham, Edward McNall Burns. World 
Civilizations：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1997)，文從蘇、谷意、林姿君、薛克強 譯，《世界文

明史 後篇：從工業革命到現代》。台北：五南出版，(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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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瞬間一樣扮演了摧毀的推手，但當時設計負責的一樣是為了保衛存在，

就像一直以來它對生物的意義。 

 

第四節、存在的設計⽅式 

工業革命帶來的影響我們早就感受和無法迴避的生活在其中，這場革命

除了廣泛的改變了人類當時已有的一切結構，商業、政治、教育、社會結構，

也當然的改變了人們原先擁有的地域性生活模式。工業革命當然的是因為科技

的進步，新的技術產生讓人對生活產生更大的想像，而這些新的技術能製造出

幫助讓生活想像的物件。1913 年福特汽車的第一條流水生產線成型投入生產，

除了經濟學上對社會、經濟、政治的影響之外， 單純深刻的幫助了國際文化

溝通與界限的是設計思考從社會結構需求產生的結果。尺寸因為大量的製造，

在社會的日常生活裡漸漸地讓大家養成了的一種生活習慣。設計的流程，從生

活需求開始，環境、文化、人因功能的一系列流程思考，但這一次是進入大量

的製造生產。不像工匠的手工製成（Costom Made），大量製造的需求裡產生

了原料的供給鏈，而已經經過設計的尺寸會展開另一個原料製成的流程，適當

的機械已經準備好切割或製成鋼鐵、木材、皮革、塑料… …等原料。原料的產

生通常為了 大銷售需求，因此較小量產的設計思考也因為經濟考量以原料尺

寸為基礎。在一個區域裡產生的設計思考，就算是從人的角度也很難避免區域

性累積的文化觀念和生活習慣細節，漸漸的擁有 大量生產製造物件的地區，

因為國際交易的過程影響了其它區域生活物件裡的尺寸，也漸漸地轉移了生活

的文化習慣和觀點。 

         如果只談設計，好像與一天之中現實的生活有相當的距離，藝術、設計是

浪漫的、創意的、與每天需汲汲營營去經營的生活相比，是比較不切實際的一

個項目從天份和就業專業來說。這是一個比例的問題，世界對生活的描述、人

對生活進步的理解產生的比例。在工業革命的過程裡，人們對生活的進步和理

解因為消費經濟的普遍，開始從設計對生活的解讀，理解了生活和生命的不同

差異是共同存在。這樣的生命價值觀過去只普遍存在於唯一被設計服務的貴族

生活裡。工業革命後中產階級的興起，讓商業行為與經濟模式比較顯眼。商業、

政治、教育、社會的文化結構模式成型而且越來越堅固。對設計甚至到近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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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都較多在服務產品和宣傳資訊的作用上，不過這樣的觀念也沒減少設計實

際影響世界的功能，只是這份自然的影響還沒被忙著累積資產來確認生命安全

感的人們理解。在長時間的教育裡，我們學習的是相當數量的資本主義社會說

明書，越熱門的科系越明確，相對藝術、設計，哲學、文學等比較沒有明確生

產製造技術，或中產階級推崇的律師、醫生等名聲需要專業知識分子的學科顯

得相對冷門。法國存在主義思想家沙特25（Jean-Paul Sartre）：「人類都被判處

了自由之刑」，而中產階級似乎能暫時讓人逃避存在的疑問，我們可以努力的

形塑自己的生命。法國社會學家波迪爾
26

（Pierre Bourdieu）從美學品味討論社

會階級化，而這就是一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形成的組合元素。這樣的

生命意義和模式被普遍接受了將近一個世紀，直到 近的 21 世紀，這和科技的

太快速進步有很大的關係。 

         一世紀的大規模的製造和無數生產流程的建立，讓人們習慣跳躍文化思考

習慣，針對人的設計經科學邏輯後的結果，因為實際理性的現代主義運動，影

像演進產生了福特主義實際的執行。規格，成為跨越語言的 有效文化交流，

尺寸卻是在這龐大的革新裡真實改變跨地區文化甚至有規模統一文化性格的產

出，設計是這個因素產生的元素。「工業革命」產生的大量生產讓全球的人開

始適應同樣的尺寸，使用同樣的物件。而所有的產品都是為了日常生活的需要。

本來在不同的環境生活，因為地域環境的不同，就必須產生不同的生活方式和

物件與環境融合。 

        例如汽車是方便快速的移動工具，需要平整適合行駛的路面，但這不是生

命必需的移動方式。而汽車需要的交通移動規則會大規模的改變一個區域（都

市）的日常生活規則，從人的出發點決定了交通工具的尺寸、進而決定街道的

尺寸，而區域土地尺寸無法更改只能被決定使用切劃容納交通的面積、行人與

交通燈號的交互通行等待時間規格化了一個都市的基本節奏，而這樣的規格化

是跨越區域文化的全球化，也同樣影響生活裡的時間、商業，產生新的生活文

化以至於政治、國家、統治。 

                                                
25 傅佩榮 (2011)，《西方哲學史》。台北：聯經出版。 
26 Pierre Bourdieu (Author), Richard Nice  (Translator).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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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文化漸漸被一種名詞同化，叫做「現代化」，在生活上是使人生便

利的方式，但是在近代這樣的能量已經似乎成為新的殖民方式，許多區域文化

已漸漸在現代化、全球化的影響中甦醒，企圖在還有可能的時候，保持自身文

化的獨特性。獨特是安全的，不同的尺寸是安全的，這樣不會在一瞬間，說著

較強文化的語言，使用著人家的生活方式和人家的文化性格。 

        在本章中的結構中主要探討文化的建立與設計的關係，從包浩斯、瑞士學

院、現代主義字體、企業形象、企業識別系統探討本研究設定的觀察主題和方

向；存在的設計模型、設計在社會建構裡的實際作為、設計是一個有意義的社

會運動。從論述的題目裡，企圖證明設計對單一地域文化發展與跨文化社會的

影響與關係。設計不僅是屬於美學的名詞或產生美學的專業，其影響力也不低

於政治或經濟對一個社會與文化的影響。本研究再次章節中，使用上述設計的

思維、理論與實際執行手段為資料，這些內容原是針對設計師或設計學習者而

整理記錄的設計實務經驗，但本研究企圖還原，證實設計的元素與思維原本就

是建立一原生地域文化重要的建立者而非只是單純的描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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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紐約曼哈頓島的現代主義與跨⽂化社會 
 

         社會設計，有效設計產生新社會。1963 年美國設計理論家維克多˙巴巴納

克（Victor Papanek）出版了著作《為真實世界而設計》 (Design for the Real 

word)27，提出了「為社會設計」的思考方向。維克多認為設計（思維，心態）

應該從設計商業產品（物件），轉向到關心對生活形態、人與環境的存在關係。

一直到現在，社會設計的主要議題都是想要改變一個比例，就是以全球的角度

來看，設計只幾乎服務 10%的區域人口，如果我們已經理解設計思考對生活的

建設遠超過商品意義。那麼我們是不是也該讓另外 90％還受困在經濟因素裡的

人群或地區，因為設計能進入到一個較好的存在形式（實際生活基礎建設、生

活文化觀點）。 

 

第⼀節、社會、設計和設計的社會 

         2005 年史丹佛大學普拉特納設計學院（Stanford, 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of 

Design）提出社會設計思考28 的正式課程，除了許多設計專業的革新理論之外，

其中一項理論讓設計有了新的定義同理心。實際的影響來自課程並不只是開放

給設計專業主修，而是所有不同專業的學生。原因很簡單：「設計是解決生活

的問題」，讓不同學院、不同專業的學生學習設計的思維和技術的可能性，這

樣的觀點就會進入到生活、社會結構的每個角落。如果要解決地球上另外 90%

的生活，那麼這是滲入 好的方法，就是培養再多 9 倍的設計師，實際也有效。

因為設計如果稱為一種思考模式，那麼在不同天份和專業的人身上或生活環境

結構裡，都會解決其他人想像不到的問題。就像是從一個一個的人（單件資訊）

集結成了一個巨大讓生活進步的資料庫。設計的方法是什麼，在紐約設計專業

的設計學院裡，從媒體設計、工業設計、服裝設計、建築設計四個代表性科系，

基本上學習結構大約可分為設計史（校內課程、演講、美術館）、當代設計思

維（檢討因為科技與生活習慣的變化下產生的設計思維）、工作室課程（實際

                                                
27 Victor Papanek. 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 Human Ecology and Social Change. Chicago: Chicago 
Review Press, (2005). 
28 Hasso Plattner  (Editor), Christoph Meinel  (Editor), Larry Leifer (Editor). Design Thinking 
Research: Building Innovators. New York: Spring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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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學習設計需要的技術）、作品集課程（在課程老師的影響教授下產生作

品）。而設計專業的思考流程基本上是人因思考（個人、環境）、美學（色彩

學、符號學、語義學）、觀點（社會、文化、設定目標族群）、經濟（製造技

術、行銷、環保）。在長時間的設計使用觀念，這樣學習的細節和內容是完全

建立在消費行為或消費產品的服務。雖然是商業行為不可或缺的一環，基本上

不會被認為是建構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結構，在一般生活職業專業裡，商業學

科、醫生、律師、政治為主要中堅身份。但這樣在生活思想上一切開，將近一

世紀的時間設計變成了一份還好的職業，直到近十年，人們發現了其實設計可

以是自己存在的解答。 

         設計解決存在的問題，中產階級當了太久的中產階級，就算資本主義社會

建構了能努力爭取私人財富的生活方式和內容，漸漸的這樣的生活還是讓人對

生命的存在有疑問。近十年，似乎就像現代主義「設計是一個有實際意義的社

會運動」的企圖，長時間的專業設計課程內容，成為解決哲學問題的執行方法。

2013 年荷蘭企業家 Peter Meijer 和設計師 Sam van Veluw 共同發起了「Single 

Spark」29。 

 
圖 3-1：Peter Meijer、Sam van Veluw. Single Spark, 2013.  

                                                
29 Single Spark。檢自：http://www.singlespark.nl (201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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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計的思維，企圖能解決區域生活複雜的社會問題。讓設計顯現了超過一個

面向的功能，不只是視覺的美學與資訊傳播，更能實際的解決存在的問題。設

計議題上提出實現、真實、永續的概念，在設計的思維上建立一個可簡單執行

的微型企業套裝計劃「Ready Made Businesses In a Box」。套裝計劃的內容分兩

個方向，商業與本質。商業上包含 SCOPE （Define customer demand and set up 

the project plane ）  尋 找 定 義 客 戶 的 需 求 並 且 制 定 計 劃 、 Market Research 

（Explore the market potential of the business with survey）分析研究可能性的市場

潜力、Expert Selection （Compose a group of experts with knowledge about the 

business）執行項目專業人員的集結、Bussiness-In-a-Box （Create the box with 

relevant modules）產生相關公司組織模型、Implementation（Train to Trainer 

workshop and rollout of the business-in-a-box）具體實施產生工作人員的訓練教育

流程、Support（Support trainers/entrepreneurs to succeed in the business）協助支

援公司經營。 

 

 
圖 3-2：Single Spark 社會設計模式（本研究創作論述整理） 

 

         針對烏干達當地的生活環境及方式，目前的計劃輔助蜂蜜、肥皂、藥膏、

養雞。這個社會設計的計劃廣泛的使用專業設計思維檢討自身的生活環境與方

式，讓生命的存在回到原生文化裡，脫離中產階級只是去爭取經濟自主的安全

感，當人回到自我的本質，也就能更清晰的找到與他人、環境和社會相處的關

係。設計此時發揮的功能也從美學技能成為建設社會的工具。 

         工業革命開始了全球化的中產階級文化，規律的時間節奏、生活的尺寸、

人生裡的功能，在設計過的流水生產線終端裡，漸漸讓全球中產階級跨越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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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共同生活在一個虛擬的生活空間裡。讓獨特性消失或隱藏的結果，達到了

語言、政治、法律和武力從來沒能完成的規模。單一的文化好過便利的全球化

生活嗎，統治已經是一種可以設計的便利性了嗎。現代主義、工業革命、中產

階級的資本主義讓大部份的生活裡，不會買到搬不進門的桌子，或是單數人坐

的餐桌，比桌子高的椅子。門的尺寸也不會因為買的國家不同，超過一層樓的

高度。地球兩端的 2 樓都一樣高，浴室裡的馬桶也一樣低，衛生紙通常都在右

手邊。中國的男人也不穿裙子了，鞋的種類大致分為上班、運動、休閒。而上

班運動休閒的時間也是間隔 24、12、7、4 小時相同。同化的文化避免了戰爭的

可怕後果，但也讓中產階級漸漸的除了經濟生活之外失去生命的其它動機。組

裝式的人生設計。在現代生活成熟的階段，設計除了美學的思維之外，似乎都

開始注意到更多人類存在與生活的問題。以設計的社會為研究核心整理 IKEA

從設計核心出發企圖介入跨文化社會建設與生活文化 

細節的嘗試。參考資料《The IKEA Edge: Building Global Growth and Social 
Good at  
the World's Most Iconic Home Store 》30 中文翻譯資料：IKEA 中文官網31 、宜家

家居維基百科、 MBAlib 智庫百科32。 
 

 
圖 3-3：IKEA 中文官網產品民主設計思維  

         IKEA 是瑞典成立全球 大的跨國零售傢俱銷售品牌，在全球 43 個國家販

賣，品牌每年的商品目錄使用 62 種語言發行。IKEA 從組裝傢俱產品設計概念，

進階執行了一個另外的設計思維：「民主設計」。這是由二個不同的設計流程

                                                
30 Anders Dahlvig. The IKEA Edge: Building Global Growth and Social Good at the World's Most 
Iconic Home Store. Columbus:  McGraw-Hill Education, (2011). 
31 IKEA CN。檢自：http://www.ikea.com/ms/zh_CN/about-the-ikea-group/democratic-design/ 
(2015 ,08) 
32 MBAlib 智庫百科。檢自：http://wiki.mbalib.com (2015,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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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一)從產品設計的裡念上 IKEA 當然程序發展了瑞典的設計關鍵風格自然、

簡約、人性，不要多餘的裝飾，從材質到造型追求 接近原生態的自然美感和

原始質感，讓材質能坦露原生的肌理和色彩。同樣是 20 世紀現代主義設計理念

的影響，設計是實現民主的工具，讓本土自身文化的設計風格結合現代主義實

用與功能的設計革命思潮，產生了一種反應對國際生活需求的北歐式生活風格

設計。（二）產品的製程設計上，IKEA 是規模經濟的實踐者，巨大的生產和

販售行為容易影響設計的品質與思維，特別是 IKEA 非人造材質的原生材料造

型設計風格。「規模經濟」的特點是為了針對解決製造成本、和克服地理因素，

在龐大的生產體系裡，專業和分工是 基礎的關鍵。IKEA 不但以專業化作為

生產的核心，製造出屬於自己生產設計理念的專業設計文化。 

 
表 3-1：IKEA 民主設計思維（本研究創作論述整理） 

IKEA 民主設計思維 內容 
 

(一) 模塊式設計風格 不單純只是為了讓購買者自己組合使倉儲和運送減

低成本，組合的模塊與接續模塊的零件也會在不同

的設計產品上共通使用。在長時間設計組裝風格與

購買者的使用經驗之間，建立共通了生活邏輯、文

化。 
 

(二) 低價產品核心 讓設計產生在生活裡，是設計存在的一種思維。

IKEA 要讓他們的設計真正的在數量上，足夠產生

改變人們生活的方式。他們在設計上作出建議，也

實際讓購買者因為完成了低價的設計模式而能參

與。 
 

(三) 成本導向 不是單純的節省材料製造費，而是讓質材端與製造

技術端成為設計的夥伴，原本應該產生的結果，移

動到 前端成為設計的原因。 
 

(四) 包裝是產品的一部分 因為獨特的模塊設計，在先天包裝就因為能堆疊成

為簡易矩形平板的材料，在初期模塊設計時的設定

與終端的包裝設計，必需讓購買者在自己負責 後

一階段物流時能方便搬運。平版包裝能儘量進入一

般家用汽車、機車、腳踏車裝運空間。讓設計物在

生活裡流動，是產品設計能產生具體功能的方式之

一，也是 IKEA 所有設計的流程核心。 
 

(五) 學習效應與研發效應 規格化的產品設計和產品生產設計流程一併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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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經由一定時間的生產，在生產線與設計師之間

從熟悉度和經驗錯誤中學習，經由熟練度的增加改

進生產和設計。不因為生產線的龐大和複雜，研發

經費的固定投入維持產品品質與設計的品質。 
 

(六) 運輸採購的經濟 產品設計流程的第一個階段，就是設計銷售價格和

設計製造成本。在每個專案的基礎設計團隊，都包

含了跨領域的設計人員、產品開發人員、採購人員

等不同領域的工作專業。與一般公司結構不同的

是，這些並不被考慮成分開執行的工作。在一個設

計開始的時候，這些不同專業的人員會公同一起討

論產品的設計、可使用的材料，在地球上的某一個

適合的角落選擇供應商。設計的流程是讓基礎理念

保證被執行，造型、質材、製作工藝、運輸都是設

計的概念，一直 後到達購買者居住空間終端才算

整個設計的完整目的。 
 

 

         文化的移動和地理區域的消失，普立茲新聞獎三屆得獎者湯瑪斯佛里曼 

Tomas Friedman33 根據自己的訪問、研究、經歷，在撰寫的書籍《世界是平的 

The Word Is Flat》裡闡述，科技的進步讓世界出現了沒有以前經驗的融合，不

是由上而下的集體組織移動而是發生在單一人民的每日生活角落，而沒有地理

範圍的限制是這次世界抹平 大的特色。在科技帶來得無國界交流裡，知識的

交換和全新經濟模式的產生，已經讓世界上每個區域文化產生的文化習俗團體

組合走向一個前所未有的經驗。在網路的專業裡有一個名詞叫“通訊協定“，在

建立遠端連線的時候你必須經過交涉識別碼才能在接下來進入交涉獲取資訊。

佛里曼在書中提出論點，在移動通訊、網路產生的通訊協定已經成為新的社會

協定是造成這波讓世界抹平的巨大力量。在書中佛里曼列舉了造成近代國家邊

界瓦解的十大力量： 

表 3-2：國際跨域文化融合力 Thomas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2005). 
               （本研究創作論述整理） 
國家邊界瓦解的十大力量 內容 
(一) 柏林圍牆倒下 這個能量除了改變當地區域人民的生活思維，也具

體鼓勵影響了世界朝向自由經濟脫離威權政治的自

由力量。 

                                                
33 Thomas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2005)，楊振富、潘勛 譯，《世界是平的》。台北：雅言

文化，(2005)。 

 



 53 

(二) 網景上市 這天在美國加州出現了一個重要的網頁瀏覽器

「Netscape」，也同時在世界上創造了一個從此

重要的文化社群「網路社群」。個人電腦和視窗系

統為每個人的存在加上了瀏覽器和電子信件，從這

裡開始，新習慣養成，地域的定義改變，一直到今

天人民可以自己交談、連結、創造、組織和串連資

訊產生跨越地理條件共同的經驗。 
 

(三) 工作流軟體 就像語言一樣的基礎，全球的資訊網路連結開始出

現網路上讓大家共用的工作溝通軟體。經過同樣的

使用者介面，漸漸地產生了沒有阻礙的共同溝通習

慣和邏輯。 
 

(四) 開放原始碼 一個自由民主的世界，全球無以計數的人參與了建

立溝通平台的開放資源，像是共享軟體、作業系

統、找出 大公約數的溝通語言，或參與網際百科

全書，知識共有並可經過修改檢查呈現也許超越新

聞的真實。 
 

(五) 區域工作跨地域外包 以印度為例，印度國土缺乏天然資源但腦力開發的

結果在理工與醫學領域成為重要的輸出外匯。在網

路因光纖更為普及的 90 年代，印度的科技人才成

為全世界網路科技開發外包的核心區域，產生經濟

利益。 
 

(六) 跨越邊界的岸外生產 「岸外生產」是把本屬的公司部份牽移至海外，生

產方式與產品完全同步、相同。中國在建設自身國

家區域時，讓廣大的勞力與土地成為工作者與工

廠，實際帶動為自身還沒沒建立的企業體制工作，

產生學習、建立、成長的學習過程，結果是在外來

經驗文化的本土化過程中，以世界前所未有的速度

與經驗飛速成長。 
 

(七) 供應鏈 
(八) 承包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無論是生產、倉儲貨物流，企

業都必須在跨地理、時區的橫向合作中，減少時間

成本產生利益。 
 

(九) 獨立人格 在現代，許多微型企業的產值已經證明大型產業不

再是巨大經濟利益的唯一原則，如果一個人產生的

概念在網際世界能造成的如一個企業對世界的影

響，那麼任何單一個體在使用網路搜尋資訊時，也

相對的可以說是在建立自己的企業供應鏈包括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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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類固醇般的輕科技 放大科技進入生活習慣的深度，無線傳輸科技技

術、電腦運算能力、雲端檔案共享技術、與多用途

整合裝置。垂直與水平通識發展，硬體技術科技垂

直增進的同時，橫向整合技術的發展才是一般生活

裡需求與必須達到的。手機與相機的分界、個人電

腦與娛樂資訊平台的分界、交通工具與大資料換算

移動的分界，都是製造企業與使用者經過一段時間

的使用經驗在資訊平台交流測試共同製造產生的。 
 

 

         佛里曼的觀點，IKEA 的企業核心概念，都建立在經濟全球化的實際發生。

而經濟也是建立在民生需求裡。民生的需求還是建立在地理區域的生活習慣裡。

組裝的零件設計可以為另外不同的產品使用，團隊的合作解決了設計在實際生

活上會遇到需要解決的問題。IKEA 實驗建立了讓購買者參與自己組裝的生活

產品，也在廣泛的銷售裡，建立了參活習慣的尺寸，也設計了生活習慣、文化

養成建立的 小地理區域的範圍。餐桌的大小，椅子的高低，沙發佔據的範圍，

每組碗盤水杯組合的數量，都從設計的思維和結果提供了對現代生活的描述和

建議 Dick&Jean。全球所有參與這場生活建立行為消費的購買者，在長時間的

共同生活習慣養成之下，漸漸地成為了一個村落裡的人，組成一個以自己為單

位跨越地球共同建立生活文化的國際地理區域。設計不只是一種消費的服務力

量，是建立民主的工具，或許也就是湯瑪士傑摩遜在獨立宣言裡說的，我們都

有追求(組裝)幸福生活的權力。佛里曼在研究中所觀察的商業經濟行為，也同

樣的在跨地裡區域的生活中，企業和經濟體在海外擴張建立的公司或工廠區域

裡，也經由企業文化、工作流程建立裡頭改變了當地居民的思維。這都是移動

的組裝式生活文化，國家區域延伸的概念。每個企業在成立和演進的時候，必

然有自己的生活文化思維，而商業和經濟的目的也是描述、檢討、增進一中生

活的文化，而產生產品。經過國際共同工作的模式會產生對不同文化的觀察、

學習、融合 。 

         適用的設計規格、思維和方法。世界是平的，而且移動是更簡單和更簡易

發生的，華阜是個抽象又具象同時存在的概念，華人在許多的美國都市都有自

己聚集的生活區域，這其實並不特別，在國際型的都市通常只要同文化的族群

移民人口購數量，都會產生聚集式的生活。但是因為兩個文化從語言結構到生

活習慣存在的地理距離關係，華埠產生了基本的獨立性區域性生活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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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跨⽂化社會設計⽅法觀察 

         在東方 西方的那個角落，紐約曼哈頓島上中國城的文化特殊是來自一個

兩面交集和双方同意產生的文化觀點，中國城知道自己的文化，也近乎幽默的

了解西方人對東方的認知。西方人隨著好幾個世代的相處建立了自己對中國文

化產生的觀點，而這些觀點也建立在不同的時代文化背景與溝通科技的改變，

這個由双方同意產生集體文化印象的現象。或許可以用心理精神分析學家佛洛

伊德的心理動力論34 來審視，在理論結構上一個人的心理存在可分成「本我」、

「自我」和「超我」三個部份。這三種心裡的同時存在成為一個完整又同時與

存在環境共存的個人： 

         「本我」是最原始存在於潛意識的思想，是最原始本能的慾望動⼒，如情

緒、飢餓，是與⾝俱來的基本⼈格結構。⽽這樣的結構原則（Pleasure Principle）

是讓⾃⼰的存在避免痛苦，⽽這個結構會隨著與社會集體的接觸產⽣⽭盾⽽鬆

動。「⾃我」是本我⾯對現實的世界，讓⾃⼰能產⽣快樂的思考和策略，因為

對本我的認知也能區別⾃⼰以外的個體世界是存在的，在衝突中整合⾃我認同

產⽣具體的⼈格。「超我」是⼈格結構中的維持檢查機制，基礎於完美原則，

是⼈格結構中的道德部份，也就是成⾧區域的⽂化內化，是⽂化規範產⽣的道

德部份。—Richard Appignanesi，1985，《Freud》，P.155 。 
 

         不存在的具體印象。中國城就像是一個從小在紐約長大成人的中國小孩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在建設成長的過程中經過三種客觀的觀念，

（從五官而來的中國）、（從西方社會的刻板印象而來的中國）、（從產生、

存在、融合、排斥、增加而來的中國）。幸運餅乾（Fortune Cookies）原料是

麵粉、糖、香草、奶油，餅皮烘烤後呈中空半月狀，餅乾中空的空間放置一張

長型小紙條（幸運籤），籤條上印有翻譯成中式英文的中國成語或箴言，也印

有數字號碼（通常是為了樂透、彩票的信運號碼）。幸運餅在美國是華人的文

化也特別是中餐具體存在的一部分，因為中國是神秘古老的，在印象裡那個單

眼皮的老人總是能說出哲理的話，甚至因為不科學、與大自然親近相處的生活

哲學，中國人被認為大多有擁有對命理洞悉的生活訓練。在用餐後解讀自己得

                                                
34 Richard Appignanesi. FREUD, (1992)，張弘瑜 譯，《弗洛伊德》。台北：立緒文化出版，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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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籤言，是西方食客期待的談話主題與餘興節目，如果桌上有孩童，這也或

許會是他們 早經由桌上的成人教導接觸的中國印象。這個不存在的中國文化

全球每年製造生產約 30 億個，美國 大的幸運餅乾生產商 Wonton Food，總部

就位於紐約布魯克林。紐約時報記者李競（中國女性）35，出生紐約市祖籍福

建，畢業於哈佛大學（經濟學學位）曾任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記者，文章

採訪內容涉及文化、環境、貧窮、犯罪、政治、科技領域，專長深度解讀新興

語彙。因出版書籍《幸運籤餅記事  The Fortune Cookie Chronicles》報導美國中

菜的文化根源知名。書中研究資料提到， 餛飩字體的產生和文化背景。19 世紀

50 年代中期中國餐館在美國西部洛杉磯、舊金山隨著金礦、鐵路華工出現，而

廚師也就是華工。第一代的中國英文字體也在對華人在西方的存在事實中產生，

Mandarin（遠東）是第一代的字體名字，Mandarin 是官的意思，在英文是帝國

的官僚的意思 。在中國文化、方言系統非常複雜，統治集團成立之後都會有國

語（原本使用的語言）官話（國土上大多數人使用的語言）的區分。 

 

 
圖 3-4：Linotype. Mandarin Typeface.  

 

         Mandarin 主要是英文語系對明朝、清朝普通話語言系統的描述。Mandarin

字體在美國後來又被稱為「Chop Suey」是當時美國中菜 廣被接受的菜式“雜

碎”的英文英譯。後來字體又被稱為「Wonton」(餛飩)一樣是以受歡迎美式中菜，

「雜碎」字體和名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幾乎等同是舊金山中國的代名詞、 

「Chopstick」 等。這組以對中文印象產生的字體取了楷書書法裡八個核心基礎

筆畫裡的撇（downward left stroke）、捺（upward right stroke）， 印象上完成了

                                                
35 Jennifer 8. Lee. The Fortune Cookie Chronicles: Adventures in the World of Chinese Food. Twelv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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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開始在西方存在的發生。這種印象式組裝文化（國家）的概念經過時間

和實驗演進到現代，已經不只是一個偏執的見解，或甚只是種族歧視的眼光下

的文化。二戰後區域民生在國際化長時間密集接觸的過程裡，地區文化訊息傳

遞36 明顯的是從知識（留學）、商業（貿易）帶來的文化學習和經由人的實際

移動完成的線性的資訊傳遞。在初期的跨域文化接觸的方式上，產生建構了第

三文化的模型。而這是由人產生，而非從地理區域環境為發展溫床的文化。當

外來文化進入自身的地理範圍時，不論國土大小或國勢的強弱，當地文化必定

是以自己的觀點描述對應。通常描述對方的觀點會落在語言、生活習慣、長相、

習俗觀念，我們被人家這樣描述，人家也這樣描述我們（當然在一個地區（文

化區域），被描述比例的多寡會決定哪一群人感到種族歧視）。因為個人、文

化的主觀式過濾，傳遞的資訊容易產生集體的認同或經過傳播管道的控制，而

能夠成為傳播的個體也經過一定主觀條件設定的篩選，例如一個留學生計畫出

國求學，基礎上不論是個人或成長環境已經受國際資訊影響而產生吸引，這是

先期的文化認同。因為商業接觸國際的個人更需要在生意談判的過程裡，充

分了解自身產品在對方文化裡的意義，甚至是為其開發。在兩者的接觸過程裡，

當地的教育必然會以在地的文化觀點、自我的眼光來整理資料成為資訊內容。 

 
  圖 3-5：知識管理層次。Arthu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劉京緯譯，（2000）， 

《知識管理的第一本書》。台北：商周出版社 。 
 
                                                
36  Thomas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2005)，楊振富、潘勛 譯，《世界是平的》。台北：雅

言文化，(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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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知識管理的第一本書》論述了一個關於地域文化演化的路徑，一個原

生地域文化如何經由人為載體。1.資料（Data）記載原始事實（Raw Fact），以

記事紀錄的方式不帶地域文化或任何觀察角度呈現。2.資訊（Information） 經

過整理的資料（Data+Context），帶有評論與超越記錄事實的內涵。3.知識（

Knowledge）資訊加上經驗（Information+Experience），已可應用在生活細節中，

經過判斷整理過的資訊內容。4.智慧（Wisdom）直覺性的知識（ Intiutive 

Knowledge），擁有分析資訊之能力與洞察力，此時已可能經由執行生活中的

行為以致產生新的文化資料。若是用醫師的醫療行為舉例來說，從臨床的治療

產生的資料是醫療行為、器材、藥品的研究的進步基礎。而資料經由傳遞的行

為在過程中成為了資訊，經由時間而留記錄下來的資訊因不同載體像是醫師、

學校、研究機關而成為知識。但與設計相同的是，在 後所有的資料會成為智

慧，也就是說不論資料記載如何， 終可以判斷一個地域的生活、文化、政治

、經濟、思想，一個醫生的在這表單的 上層，也同樣對一個原生地域文化的

形成可產生不只是描述或解決問題的功能。伴隨著人的溝通模式，和溝通工具

的改變，資訊的存在（產生）方式和傳播方式也有了根本意義上的改變。每個

地方（國家、城市）的在地文化是地域環境與日常生活的細節，在國際就成為

可傳遞的資料。資料就會經過整理有意識或無意識，經過政府、教育機構整理

的歷史資料，成為有系統的傳播方式，攜帶資料的個人需要通過認證確認學習

結果（畢業證書、居留證件等），無意識的整理來自個人對自身在地文化的認

同、喜愛、保護、驕傲，不論同不同意在地的文化，從出生開始就影響著自己

的成長，成為自己攜帶的生活本能以及 重要的成為對所有事物的基礎觀點。 

（一）身體主動資料移動在個人身體移動旅行是主要溝通媒介的時期，主要是

二個相遇的文化經過二個主觀在交換潛意識攜帶的資料。 

 
（二）網路被動資料，網際網路正式進入到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中，搜尋引擎成

為資料取得的與交換的新管道。除了個體能得到的資料量與資訊類別大量增加

之外，網路對一個個體的人生帶來 大影響和改變的是資料交換的速度。e-mail 

是第一支加速器，很接近原本的遠距溝通郵件習慣，讓大量文字資料的溝通可

以以廉價快速的方式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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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陌生社群資料的信任養成，在近十年網路社群軟體已經在個人使用者的

使用習慣養成下，成為即時資料交換的大海。社群軟體經過近二十年的使用，

通過了科技功能、生活習慣、社會習俗的過程，得到信任之後成為個人生活不

可缺少的社交方式。這時在網路上的資料，已經從被動的搜尋，成為主動移動

的資訊。 

 
（四）編輯資料的能力、理解、取得、整理資料是在知識傳遞過程裡非常重要

的一環，資料的本質是片面、雜亂、通常帶有既定主觀認知的，必須經過整理、

比對產生事實。過去靠著書籍的編輯，人們得到經過整理的資訊，但還是一定

程度的帶有整理認知的主觀。知識的權威在網路之前來自機構的認證，政府、

學校、新聞，但這些內容都是經過一定審核流程才會產生。在網路與社群的信

任感增加後，常有資料的產生者，或事件的本人通過網路與世界基層廣泛接觸，

另一端的接收個體也可以接觸未經編輯、描述的資料而不是經過解讀帶有更多

意識形態的資訊。但是這需要編輯、邏輯、理解的能力，而經過長時間的使用

習慣，個體擁有編輯的能力是網路帶來給世界 大的改變與未知。 

 

 
圖 3-6：文化資料攜帶模式（本研究創作論述整理） 

 

         知識資料產生於主觀意識的整理機制，在個體擁有編輯的能力之後，客觀

成為主觀，知識的真實性也不再受控制產生，成為大群眾共同判斷產生資料。

這樣的結果：「個體擁有編輯能力」會對既有的種族、國家、文化產生從未有

過的經驗與影響。西方與國際的觀念，這份印象卻不是產生於對中國文化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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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資訊或了解，就像那些中國餐廳裡只有西方才有的中國菜一樣，是一種既定

印象（Stereotype）的文化接受。從單方，漸漸地成為兩種文化的互動，從一個

主要意識造成了一個淺意識，也就是 ABC（American-born Chinese）文化的產

生。這也說明了中國城文化的存在其實已經是獨立的存在，不是一種稀釋過的

文化。我們在東方經過了西方經驗的傳播都知道喜瑞爾加牛奶是幸福的早餐，

在亞洲的國際旅館通常提供中式早餐、西式早餐，在西方的旅館通常就叫做早

餐。如果能把訊息和自己的理解編輯能力的真實度當成是科學那麼真實，在

Fred N. Kerlinger, Howeard B. Lee 合著的《研究方法 Foundations of Behavioral 

Reasearch》37 一書中提到：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薩姆森（E.E.Sampson）對“科學”

的存在，提出論述有兩種社會心理學的觀點去檢視。 

 
（一）傳統觀點 Conventional or Traditional perspective，科學就是自然現象如鏡

子反射般的呈現真相，寫作上是單純“描述”，描述社會的真實互動狀態和內容。

真相是被超然觀察、發現，在不被有任何偏差的情況下被掌握。但是如果這世

界上有真相， 重要的是，真相的傳達與創造傳達的過程，要能控制和消除那

些會減弱觀察、研究、傳遞者發現真相能力的因素。 

 
（二）社會歷史觀點 Sociohistorical perspective，藉由已經被文化、習俗影響紀

錄傳遞的資訊，以當時（事實）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來描述成當時社會裡

的各種經驗。真相只能從某些立場中被發現，觀察者終究身於其中，真相被視

為說故事般的傳達，無法逃避深處某種立場之中的主觀相信、理解，也會造成

不同版本真相的結果。觀察者、傳遞者產生的真相會受廣泛的社會和歷史因素

影響，對於同一真相的理解讓接收真相的人們，納入自己不同生活遭遇、體驗

的故事（真相），可對真相產生更豐富理解的同意和瞭解。所以世界上有一種

早餐是牛奶加喜瑞爾，而我們都知道也都同意，那會是一個家庭幸福的早晨。 

         而這些經過識別系統整理的企業，在長時間的經營裡也的確融入了許多人

生活的記憶，成為一種共通的文化。在國際間流通來自不同文化的企業識別，

也其實漸漸地影響渲染了對生活哲學不同的見解。每個企業其實就是一種對人

生的看法，他們的產品就是對那種生活的一種描述。企業識別系統整理的也就

                                                
37 Fred N. Kerlinger & Howard B. Lee. Foundations of Behavioral Research 4th Edition, (2002). 黃營

杉、汪志堅 編譯。《研究方法》。台北:華泰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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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的人生系統，在這些系統溝通的同時，所有人都接收著訊息，過著不同

文化的生活。這些溝通裡有的時候是電視廣告，平面的視覺廣告，通常會演繹

假想的生活狀態來推銷產品，經過這些描述如果我們接受了產品的故事和想法，

我們在購買的行為裡也就加入了同一個生活系統、分享同一個文化對生活的整

理和思考 。不管世界上哪個區域，如果那裡的人們覺得夏天想喝可樂或汽泡瓶

裝礦泉水，其實思想上都是在同一個區域生活了。經過整理溝通的資訊，經過

規範，嚴謹的定出與人溝通的模式。企業識別系統其實是一種合理的思想同意，

它並不是要你喜歡一個圖形或顏色，而是一個經過設計不斷循環的流程，產生

一個都市延續態度和印像。 

       西方生活從語言結構開始就是建立在科學的溝通基礎上，對於生活細節或

幸福的描述不像東方是在哲學上尋找存在的解答。 紐約的存在是超越地理限制

的，在這個環境裡的生活模式、態度、精神隨著教育傳播世界。設計特別是具

體傳播生活細節的項目，經由設計在生活細節裡的思維和建設。通過傳統穩固

的科系；視覺、服裝、工業設計、建築，紐約就像是一個帝國一樣，透過這些

具體建立生活細節、生活習慣、文化的細目，淺移默化的經過留學生影響、甚

至征服著世界。 

        本章以紐約曼哈頓島的跨文化社會對應由史丹佛大學發起的社會設計運動，

在研究論述中找尋文化資料攜帶與跨文化社會形成的模型。從社會設計案例

Single Spark、IKEA 設計商業模式、經濟書籍《世界是平的》、探討美式中餐

《幸運籤餅記事》與字體「Wonton」等……，討論一單地域文化如何經由人與

網路兩條不同路徑。從研究產生的結果（一）經由人為載體移動的資料。（二）

網路被動存在的資料。（三）信任陌生的資料。（四）不停編輯的資料，論述

知識資料產生於主觀意識的整理機制，在個體擁有編輯的能力之後，客觀成為

主觀，知識的真實性也不再受控制產生，成為大群眾共同判斷產生資料。這樣

的結果：「個體擁有編輯能力」會對既有的種族、國家、文化產生從未有過的

經驗與影響。西方與國際的觀念，這份印象卻不是產生於對中國文化的缺乏資

訊或了解，就像那些中國餐廳裡只有西方才有的中國菜一樣，是一種既定印象

（Stereotype）的文化接受。從單方，漸漸地成為兩種文化的互動，從一個主要

意識造成了一個淺意識，也就是 ABC（American-born Chinese）文化的產生。

這也說明了中國城文化的存在其實已經是獨立的存在，不是一種稀釋過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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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跨⽂化社會設計個案分析 

 
本研究者初到紐約是 1996 年就讀大學，在當時因為年紀與學習環境，出

國前侷限於與現時完全不對等的國際文化交流，對自身專業處於的環境只有少

數缺乏描述的外文設計圖鑑想像。第一次在紐約，中文的存在遠不如今天也還

不是明顯的語言，但卻已經是一個在他們的生活裡明確的文化。在設計學校的

比例，亞洲學生的比例也遠低於現在。當時的國際在概念上，亞洲的存在比較

間接，這表現在自我生活的體現、觀念的西式轉移、相對妥協的原生地域認同

與移民生活的具體思維項目上。而這樣子的純粹完整文化移動概念，與網路社

群媒體使用行為習慣成熟，改變了人成為文化載體的個人性密不可分。曾經，

移民是基礎於單一的個人文化載體，在較為拮据的文化圍城裡孤拎拎的生活。

時間久了，接近斯德哥爾摩症候的印象生活文化情感交織就產生了。漸漸的，

印象變了，好像是那樣的一種文化錯置就產生了。紐約也有日本城、韓國城等

亞洲城市，但只有中國城的規模超過了販賣食物而已，中國城是涵納真實生活

的居住環境。 

 

第⼀節、 紐約視覺藝術學院 （School of Visual Arts N.Y. ） 

         1947 年成立在紐約市曼哈頓島中城的私立藝術學院。以平面設計、廣告、

插畫、攝影、動畫等視覺設計科目，從教學思維到專業人才養成，在紐約視覺

設計專業環境累積極廣泛深入的影響。該學院設計的教學，多年來始終是建立

和延續紐約的設計風格和思維傳承的基石，在美國可以常聽見設計風格有美東、

美西之分，並不是以一個美式風格能代表紐約的地域性設計風格。而這樣的教

育思維也主要是建立在紐約特殊的跨文化社會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從設計的單

一角度也延續和保護了紐約價值。該校平面設計科目是國際學生在選擇學習的

主要選擇之一，也是因為是學習紐約平面視覺設計的代表性科系。除了學科內

容，在實地的研究中發現，亦可從（一）教師的結構切入來談該校的教育策略、

（二）紐約國際代表性設計獎項與社團協會、（三）學校與專業設計環境連結，

三個面向來結構該校存在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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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進入紐約視覺藝術學院就讀平面設計學系，在當時 大的學習衝擊

是設計並不只是完成商業傳達的手段，設計本身也可擁有如藝術一般的自我思

維，對社會、個人生活環境的觀點和創作。而這談的是平面設計，不是設計內

容使用的攝影、插畫等元素，是經過編輯美學、字體設計等設計手法傳遞概念。

這樣的意念可以從該校的課綱看出當時已有如現在社會設計思維的雛形。 

 

 

圖 4-1：School Of Visual Arts, Handbook, 1996-1997.  

 

（1996 紐約視覺藝術學院平面設計學系 4 年課程綱要）第一年基礎課程有 

SURVAY OF WORD ART、 PAINTING AND COLOR、DRAWING、 SCULPTURE、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MASTERPIECES、WRITING AS COMMUNICATION、

MEDIA COMMUNICAIONS、BASIC PHOTOGRAPHY。除了基礎對藝術史的教育與

未來將學習之電腦設計技術之外，課程包括了對一般設計者該瞭解的元素練習

像是攝影、繪畫、雕塑。而與本研究論述題目（跨文化社會設計）直接相關的

是 其 中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MASTERPIECES 、 WRITING AS 

COMMUNICATION、MEDIA COMMUNICAIONS 這三堂課的設計。這個核心思想一直

貫 穿 二 、 三 、 四 年 級 的 課 程 VISUAL LITERCY 、 COMMUNICATION GRAPHIC 

DESIGN 一直到現今（2016）SVA 的平面設計研究所核心思想 Author + Entrepreneur。

在這個主軸系列課程的內容設計，SVA 強調設計師不只是懂得操作設計技術的

人，或是經由訓練而擁有審美知識的人，他們認為一個設計師更該有的基本個

性是對社會與生活環境的介入。所以從人文選修課程一直到設計主軸課程都會

出現超越視覺設計的名詞與設計觀念銜接像是 LITERARY「人文」、WRITING「寫

作 」 、 COMMUNICATION 「 傳 達 」 。 一 直 到 研 究 所 的 設 定 是 人 文 與 企 業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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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 Entrepreneur）的結合，都是在論證一個設計師是有能力足以改變未

來世界的生活方向。  

 
表 4-1：紐約視覺藝術學院課程（本研究創作論述整理） 

學年 主軸 內容 

一 人文 此時除了紐約當地學生，從美國各地、世界各地的學

生都剛開始準備接受大家印象中的紐約經驗。因此在

第一年的課程裡實務課程較少於人文課程。主要建立

設計是經由溝通解決問題的觀念，以及設計思維的原

則。 

 

二 練習 練習如何讓想法成為可執行的結果，重點必修課程規

劃在概念思維的課程，學會找尋觀察事物的角度，提

出看法和態度。主要課程像是平面設計學、字體設計

學、視覺閱讀、人文科學。（此時課程還未積極接觸

實作技術訓練。） 

 

三 技術 進入專業技術學習時期（各種電腦設計軟體課程），

特別是在設計專業內容如字體設計課程。個人設計思

維養成，包括設計手法、設計工具應用、設計思維語

言等構成要素。多數學生經過學校資源，也已開始進

入業界適合自己設計風格的公司實習。 

 

四 整合 四年級的課程以 Portfolio 為主軸，學生必須先整理自己

的作品，然後選擇好心中想要的指導老師，交上作品

集後，必須通過指導老師的選擇才能進入班級。在這

個過程，主要的結構是來自於，每個老師的設計風

格、思維都不同，所以指導老師會挑選能指導的學

生。同時因為指導老師都是紐約業界的設計師，也等

於是在選擇未來可能的工作者。 

 

 

         本項目用 1996 年的課綱來舉證，是因為當時還沒有明顯像現在整合過的

社會設計思維。回頭來看，紐約開始這樣的思維並不單純是從實行一個設計主

義開始，而且一直以來的文化多元社會養成的習性，就像很多美國人描述的，

紐約是美國的另一個國家。但以紐約視覺藝術學院為研究項目，並不是要舉證

其影響世界的可能，而是要提出該校如何實踐建立在紐約曼哈頓島的社會設計

力量。這裡談到的是一個地域自我認知與個性的養成，在 4 年學士課程安排裡，

隨著社會業界結構，從一到四年級的主要課程指導老師年級含括設計師、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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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創意總監到設計事務所創立者。學生在就學時間也都習慣在學校老師的

推薦下開始工作。也就是說，在磨練年輕天份的教學培養過程裡，也是專業需

求人才的培養。而經由多年的系統養成，例如設計事務所 PENTAGRAM 紐約

主持人，SVA 四年級的作品集課程指導老師之一 Paula Scher 就常會因工作忙碌，

讓課程學生直接到辦公室環境裡上課。像這樣的專業教師教學，經由紐約視覺

藝術學院的國際學生結構，也基礎的建立了紐約設計的形象。在以下個案研究

的整理脈絡也以該學院教師為核心放大到相關專業環境，而選擇的設計師個案

也都是著重在他們特殊的紐約國際設計思維，在國際文化融合的生活細節裡產

生的高度自我認知。 

 

 
圖 4-2：設計學校與地域社會文化建立（本研究創作論述整理） 

 

         文化的建立除了自我的認知與感受，來自其他地域的認同是文化穩固建立

後也是 重要的一環。紐約的設計社會結構，讓自我文化能順利的經由設計

教育如種子一般在國際傳遞。這是一個十分健康的循環，一個地方的地域文化，

本來就比較自私，與其他文化交錯時都不容易取得認同，甚至容易產生對抗與

誤解。一個只有自我認同的文化或無法保持自我認知的文化，都無法證明自己

的存在，或穩定存在。但紐約天生的多元文化原生環境，原本就存在於設計的

思維裡（設計的思維不只是存在於視覺設計一項。），經由邏輯理性的思考產

生合理的結果。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對紐約的印象除了商業之外，印象 深的都是城市裡的

美學，不論是建築、博物館、畫廊、表演、藝術、設計、街頭創作。而這些都

基礎於設計思維的根本，對自我認知合理的存在與真理的追求。在紐約的泛設

計天性上，設計學科就成為異常有力量的傳遞管道，我們很難教育別人認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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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我們的文化，但是紐約的設計教育卻單純地做到了這點。經由設計學術環

境，在本土與國際學生學習設計的同時，也因為設計的非常合理的紐約生活環

境和文化內涵，產生了對原生環境的期望。在細節上經過設計學科、學校、業

界、獎項社團的線性環節，在學生回到原生環境後，通常能產生極大的紐約印

象散佈效應，然後經由這個清晰友善的管道，跨域的國際文化極容易地回到紐

約的原生地域環境裡。 

         設計、社會、社會的設計，紐約視覺藝術學院從自身的設計學科教育上，

體現了設計對社會或參與建設一個地域文化有極大影響的證明，因為設計來自

人的天性：經由邏輯理性的思考產生合理的結果。而紐約曼哈頓島的地域文化，

也證明了這點。 

 

第⼆節、 紐約設計社團與國際獎項 

 

        觀察美國設計文化在全球的影響力，因紐約地理文化的重要性，幾乎可窺

見完整的建構流程與內容。除了設計文化鏈中末端影響全球的設計師、公司與

商業機制外，其中本研究特別提出設計教育系統學校、思維與集中全球設計菁

英的協會社團舞台，論述其延續、聯繫設計資料、資訊與知識功能，因此不為

時代演進所淘汰，甚至產生、建置新時代設計思維。 

 
        AIGA38、ADC N.Y.39、TDC N.Y.40 如果只從視覺的設計元素談紐約設計，

可能並不能完全地表現或理解紐約的設計全貌。因為讓這些設計元素被使用的

背後是一個態度，一個紐約態度。討論態度，通常前面還需要一個形容詞像是

認真的、優美的、誠實的… …等定義標準。但是紐約的態度是單純的，就是對

每件事的思考都要有態度。在紐約有幾個國際頂尖的平面設計獎項，因為多年

的細膩經營每年吸引國際頂尖的設計師與公司報名競逐獎項。這些獎項每年舉

辦一次競賽，雖然說是國際性，但十分成功的是經過多年的養成和能量，參與

比賽的作品幾乎可以說是來挑戰紐約設計的嚴苛標準。如果紐約有種令人著迷

                                                
38 American Institute of Graphic Arts。檢自：http://www.aigany.org (2015, 08) 
39 Art Directors Club。檢自：http://adcglobal.org (2015, 08) 
40 Type Directors Club。檢自：https://www.tdc.org (2015,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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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尊敬的設計風格，那麼這些設計獎項社團的設計師，在一年間從事自己的設

計工作時，其實也是默默的挑戰著這個殿堂。 

        AIGA 全名為 American Institute of Graphic Arts， 成立於 1914 年，是美國

成立 久的非營利設計組織。在 前端的層次，學生或是設計師可以透過該組

織全美 60 多個協會辦公室與學生組織，參與該協會辦理的設計競賽、演講與工

作營。在會員成分區分有學生會員與專業會員，在專業會員的部分著要是為維

繫保持一個地區裡的設計交流，藉以維持設計資訊的流通與維持地域性設計思

維與可能性的專業進步。該協會在美國的深入發展在末端核心的思維是成為國

家美學與實務建設的設計專業資源，以協會在全美的地理結構廣度與通過競賽、

研討會、展覽、出版物等結構聯繫出人群資源的深度，成為一股實際的設計美

學力量，除了資訊的即時流通能提供對未來設計的分析，甚至通過對學校與社

會的教育執行建立社會文化。 

        ADC 全名為 The Art Dictors Club N.Y.，在中文的翻譯是紐約藝術指導俱樂

部，而在俱樂部這三個字的選用上，似乎就說明的該組織的成立意念。首先藝

術指導就是一個單一的專業職位，在專業的設計分工上，尊重每一個環節的實

務內容是產生好作品的基礎。從 1920 年成立到現在，在眾多的設計競賽或協會

組織中，以單一設計職位為組織命名的思維還是十分特殊，而對於俱樂部的成

立理念也有別於像是 AIGA 較為嚴肅的理念取向。藝術指導是在設計與廣告的

公司組織中 中堅的結構，也是一位設計創意人經由從基層工作職位磨練學習，

進入領導等級的第一站，而也是代表著當代 前線的設計思維。但 ADC 並不

是只讓這樣執會的人參與，而是以此代表熱情、建設、進步的精神辦理競賽、

與各種交流，在競賽裡項目廣闊如；廣告、平面設計、字體、插畫、攝影、廣

播文案至未發表的藝術創作。該協會也辦理舉行年度的工作營、演講、期刊、

學生獎學金、與地域性工作資訊，目前是美國設計類 高的獎項榮譽。 

        TDC 全名為 The Type Dictors Club N.Y.，成立於 1946 年，組織結構同樣辦

理競賽與專業交流，但是特殊性在於，該組織專注於對字體設計與字體在美學、

廣告、設計專業中的應用。無論是經由攝影、插畫或各種創作媒材， 終形成

字體設計的表達都在該組織鼓勵的範圍裡。這是非常特殊的設計組織角度，也

對推動設計產生了一股細緻又堅強的能量。在一個完整設計完成前，事實上是

經過許多步驟與專業的，在都市美學越發達的設計環境裡我們通常發現對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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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環節的專業尊重，如日本的職人思維。在本研究選擇討論的這三個獎項，經

過邏輯整理，可依發現一些或許正是台灣社會徵需要的解決方案。除了叫巨大

的民族議題之外，對於生活習慣的精神思維與地域生活美學的進步與建立，或

許可以從較大的國際參與走向自身環境的專業實務，在乎尊重每一個美學設計

的細微環節，從小到大見微知著。 

 

第三節 、Paul Rand 紐約的瑞⼠學院派 
 
        保羅蘭德 （Paul Rand 41, 1914 -1996） 是出生於紐約的設計師，也同樣受現

代主義、包浩斯主義影響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者，他的設計方式對於建立一

個 40 至 50 年代現代化生活的國際文化產生了實際建設的影響，許多設計的結

果和方式在現代還是設計和國際商業經營形象的基礎法則。 包括美國廣播公司、

IBM 電腦公司、UPS 全球快遞物流公司、NEXT 電腦公司、耶魯大學 (Yale 

Univeersity)，保羅蘭德的設計風格表現現代、簡單、鮮明、和準確傳達企業內

容的特性，這樣的設計風格也經由美國關鍵的企業，從組織企業識別設計方向

經由國際商業影響世界。 

 
 
圖 4-3：Paul Rand, First line: ABC (1962), Cummins (1962), UPS (1961), Tipton 
Lakes (1980). Second lin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Westinghouse (1960), NeXT 
(1986), IBM (1972).  
 

                                                
41 Paul Rand. Thoughts on Design .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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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這樣嚴謹、單純的溝通設計理念之下，保羅蘭德在設計的思維裡發展

出與鮮明準確的溝通、強列對比的感性設計理念和蒙太奇與拼貼的設計手法和

風格，其中多幅作品甚至成為至今 重要的經典印象式傳達設計風格案例之一。

蒙太奇是電影 常使用的名詞，意思是鏡頭的剪接與組合，對影片中故事產生

印象的描述。而印象的產生卻常建立在不說或沒有細節的溝通方式上，這讓溝

通經由潛意識裡對熟悉文化裡細節的記憶，或許是人、事、物建立起的一個共

同意義。在視覺心理學的運用，保羅蘭德達成、表現了簡明的形式，剛好是表

述複雜事物的 好方法。色彩、空間的設計應用，對文化的傳達和描述有超越

語言、文字傳達更強烈的功能性。 

 

 

圖 4-4： Paul Rand, Apparel Arts cover (1939/1941), Direction cover (1939/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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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蘭德在 1981 年為 IBM 電腦公司設計的視覺形象成為了拼貼印象式溝

通傳播的經典案例，圖案的意義是產生於 IBM 的英文發音諧音 EYE BEE M。

先不論保羅蘭德選擇與設計圖案的意涵，他嘗試用文化印象的溝通，以擁有公

同生活經驗的人能識別的圖像與符號取代了字體。讓需要溝通傳達的內容在觀

看者的意念裡自己成形。這樣產生的印象，或許遠比清楚的語言、文字溝通傳

達更有效果。 

 

 

圖 4-5： Paul Rand, Eye Bee M poster for IBM, 1981.  

 
        在本研究創作的創作方法裡，企圖使用兩種以上文字，將文字筆畫解構混

亂呈現在同一視覺畫面裡，再經由文字承載的語意傳達出經由兩種文化接觸融

合之後產生的跨文化思維，也就是創作的主要思維圍繞在「似乎即將要存在的

文化」。但此幅保羅蘭德的作品概念，卻對本研究的創作思維提供另一個反思

的角度。該作品的文化象徵是以英文這個單一語言發音為基本，也就是說不同

語言的使用者是無法感受的，在溝通上是在單一自我的文化裡 。在該作品產生

的時期，正發生的是美國的現代西方商業文化，以自我文化的思維整理出的溝

通內容方式去影響世界，這是一個強大力量的原生文化對其它地域文化造成介

入的結果。 

        從企業識別的基礎：對內整理理念核心的自我認知，對外清楚的溝通。經

由這個設計系統裡的三個主要方向落實執行：理念識別、視覺識別、行為識別。

本研究者以此反向找尋在跨文化社會裡，如何經由這三個核心思維產生自我認

知。但在保羅蘭德的這幅作品裡，似乎完全顛覆了他之前帶領世界整合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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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識別作品， Eye Bee M 海報的設計理念是"EYE" for Vision,  "BEE" for 

Industriousness, 但在傳達的過程裡必須是在美式英文的世界觀才能成型。此時

一個企圖與世界文化溝通的作品，似乎已讓設計思維進化成整合文化的識別系

統。許多文化從接觸到融合的過程中，總是存在著孰強孰弱的潛意識， 終的

結尾總是會往強勢的一方靠攏形成新文化， 不文明的形式就是戰爭。IBM 的

事業體本身與所屬國家力量，似乎也在這個案例中還是顯現了文化在設計思維

上的強勢，就緊接在二戰後而從包浩斯學院、瑞士學派開始想要以科學、簡潔

解釋人類生活的過多民族思維模式。 

 

第四節、Milton Glaser 紐約的符號 

        Milton Glaser 出生於 1929 年的美國設計師，以本研究者就讀紐約視覺藝術

學院的年代來說，他是老師的老師。個人觀點，Glaser 是連接了平面設計與視

覺藝術的設計師，也或許可以說是產生了一個新的設計概念「像詩人一般的設

計風格」。許多的設計討論會著重在 Glaser 對設計圖像符號化的掌握，像是

1967 年為美國傳奇歌手 Bob Dylan 設計的海報。1950 年代 Glaser 與紐約古珀

聯盟學院的同期設計師共同組成 Push Pin 設計工作室，徹底地建立了設計、插

畫與圖像化設計的新設計時代切點。這個舉動讓設計從商業、宣傳的領域進入

如藝術可影響一個地域生活的社會文化之一。 

 
圖 4-6： Milton Glaser, Bob Dylan's Greatest Hits, 1967. 
 

 



 73 

 
 
圖 4-7： Milton Glaser, Black Foreshortened Nude Bruxelles, 1976. 
 

        本研究者在這個案例選用設計師的一個作品來舉證，討論關於跨文化社會

的建立主題。Milton Glaser 42, 1977 年 Milton Glaser 為 紐約設計的推廣圖像，此

作品往後成為影響世界 廣的符號應用與字體編排思維。也成為至今設計參與

社會建設 成功的案例之一。 

        除了設計的視覺美學外，紐約市本身為現代都市爭相仿效的都市建設範例，

也是此作品能擁有代表性的具體原因之一。而與 Paul Rand 的 IBM Logo 相異的

是，Milton Glaser 代替文字字母 Love 而使用的愛心符號，跨越了地域性文化的

溝通限制，甚至在世界其它的都市也仿效該設計，只替換下方都市簡稱字母。

此設計產生的效應，對本研究的創作方法提供了一個具體的例證，經由跨地域

移動傳遞的不同文化，產生可被接受、認同的「似乎即將要存在的文化」。在

之後許多都市學習模仿此 Logo，但並不只是因為對設計的追求，而是都期望在

使用的過程和之後的結果像是紐約一樣，這些城市在攜帶著自身文化的狀態下

都成為了紐約之一。此案例，以紐約文化為主體，經由商業設計和行為傳遞，

原意是宣傳自我文化。 

                                                
42 Milton Glaser. Milton Glaser: Graphic Design.  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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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Milton Glaser, Logo: I Love New York, 1977.  

        但結果卻成為了讓人共同接受與思索的本來不存在的共同都市文化。也就

是說在我們的都市進步到一個可驕傲的程度的時候，潛意識我們就都變成紐約。

當然這並不是只因為這個設計而達成的，它只是以一個 有效的方式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完成了任務。而在 2001 年紐約世貿大樓遭受恐怖攻擊，Glaser 再設計

了一幅新的海報，在新的圖案上有著傷的痕跡。 

 
圖 4-9：Milton Glaser, Logo: I Love NY More Than Ever, 2001.  

        自身當時正在紐約讀書，完整經歷當時的事件與事件後實地生活的意識和

氣氛。在充滿疑惑、不可置信與恐懼的生活氛圍中，這張海報在街頭店家開始

出現，漸漸的它開始成為一股力量，一股帶有安慰和堅強支持這個都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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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體驗設計除卻商業行為下以外對社會的功能與力量，在一個視覺的認同裡

新的 I LOVE NY logo 已經超越了當時為了行銷紐約的商業目的，適時的已經成

為共同生活認同的意識。或許可以從各種設計論述討論 Glaser 這個作品的設計

手法和思維，但更覺得該理解的是，一個設計能為一個地域產生的能量與影響

絕對超過單純的視覺美學。 

 

第五節、Paula Scher ⼀個不同意瑞⼠學院⾵格的紐約字體態度 

         本研究者在紐約求學時期 Paula Scher 就是紐約視覺藝術學院作品集教師之

一，除了因學習環境產生的近距離接觸之外，當然書籍與各種訪談介紹的資料

數量亦是龐大。擷取資料分別來自於《Make it Bigger》43、《How to Think Like 

a Great Graphic Designer》44、2008 TED talk。針對本研究創作論述關於跨文化

國際社會形成的主題，討論其作品的選擇也僅挑選在字體設計上影響紐約當地

設計風格的經典設計。 

 

 
圖 4-10：Paula Scher, Poster: Public Theater New York,1995. 

                                                
43 Paula Scher . Make it Bigger.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5). 
44 Debbie Millman. How to Think Like a Great Graphic Designer. New York: Allworth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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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a Scher （1948 ) 紐約設計師，2001 年基於她對美國平面設計發展的影

響，美國平面設計協會 (American Institute of Graphic Arts) 因此頒授獎章。而她

對世界平面設計的影響也源自紐約。1991 年他加入國際設計公司 Pentagram，

成為紐約辦公室的主持人之一。Paula Scher 在紐約的作品出現在包括紐約現代

藝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MoMa）、紐約愛樂樂團 (The 

Metropolitan Opera)、紐約公共劇場（Public Theater New York）等。在平面設計

的專業項目裡，她從紐約的態度開始，改變創新了字體設計、版面編輯的創作

思考模式。 

 

 
圖 4-11：Paula Scher, New Jersey performing arts center exterior graphics, 2000.  
 

         90 年代 Paula Scherh 從她替紐約市公共劇場的一組公開宣傳設計發表了一

個聲明，她對一直質疑呆板無聊 70 年代瑞士風格字體設計（Swiss Typography） 

帶來的設計風格作出了巨大的反擊。以實驗的精神看待無聊的矩陣、資訊字體

編排設計，這樣的創作實驗，造成了讓交代資訊的文字也成為視覺創作裡的設

計元素，與設計版面裡的圖像一般佔據了相當重要性。這一次設計的影響與風

格，也因為其他紐約設計師的跟從形成風潮，到現在已經發展成紐約的主要字

體設計風格之一。紐澤西表演藝術中心的外牆環境設計，Paula Scherh 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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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boom 的訪談中闡述，在這個設計之中，字體和編輯這兩個屬於平面設計

的名詞和專業，在這個設計之中不再是平面或虛擬的。隨著建築物外牆的轉折，

字體和編輯設計可以參與在真實的生活環境之中，這是平面設計師的享受，是

跨越思維和空間的。 

 

 
圖 4-12：Paula Scher, Maps, 2002.  

 
         對於字體的著迷，讓 Paula Scher 從 2002 開始繪製地圖，而文字資訊本身

已完全取代設計中的任何圖像成為 主要的資訊。對本研究者而言，這是非常

具有宣言性的手法，也是一貫的完成他的設計理念。或許在同樣的概念上，字

體可以用來拼湊任何東西，但地圖本身就是以文字資訊完整傳達的海報，而在

這樣的限制之下，貫徹 早她開始的紐約字體運動，解放那令人乏味呆板的瑞

士字體風格。如果現代主義是需要靠理性來維持的話，她覺得或許時代該往前

進了。 

         在本論文的論述裡，有個主要的討論核心：「在多元文化的生活環境、歷

史中如何產生自我認知和定位」。論文的題目國際社會設計也是從設計的角度

觀看、論證國際社會的設計模式和可能。Paula Scher 的設計從文字開始，突破

了平面設計這個大文化的包裹，為自己和設計找出了一個獨立的認知，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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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文字資訊觀念的設計也好，或是她的個人設計風格也好。但在她之後，這麼

使用文字設計思維的設計師都一起形成著同一種文化，從另一個角度說，紐約

地域文化也又多了一個融合過後產生自我認知的文化。 

 

第六節、 Stefan Sagmeister 沒有移民的紐約⼈ 

Stefan Sagmeister (1962)，他的成名也是一直以來的因為特殊的字體使用，

在他 1999 年的一張海報作品裡，他用自己的身體為媒材，使用刀片在身上劃下

字體，這張海報是宣傳他在美國平面設計協會 (American Institute of Graphic Arts)

的課程，寓意是沒有自己的任何付出與感受，有怎麼能成為一位負責的字體設

計師。 

 
圖 4-13：Stefan Sagmeister, AIGA lecture poster, 1999.  

 

 
圖 4-14：Stefan Sagmeister, Things I have learned in my life so fa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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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fan Sagmeister 其中兩本著作《Made You Look》45、《Things I have learned in 

my life so far》46，分別是他兩個時期的作品與設計思維的展現。在成為近代字

體設計藝術家之前是商業設計師，早期曾在 Tibor Kalman's M&Co design 

company 工 作 ， 後 來 的 客 戶 有 the Rolling Stones, HBO, the Guggenheim 

Museum and Time Warner。 

        他的生活是一個注定漂流到紐約的紐約人，在奧地利出生成長在阿爾卑斯

山區的村莊，在一次到紐約旅遊的經驗後無法再脫離對這個都市的想像，曾在

香港的國際廣告公司擔任創意總監，輾轉再次回到紐約生活後的第一份工作是

為另一位設計傳奇 Tibor Kalman 的設計工作室 M&Co 工作，不久 Tibor Kalman

搬到義大利專心在 Color’s Magazine 的工作上，至此 Stefan Sagmeisterd 開啟了

自己的設計工作室。Stefan Sagmeister 的設計手法也是紐約字體的設計風格之一

（以紐約視覺學院來說，約莫二年級就有這個設計思維的作業展覽。），不受

編輯、教條的規範在生活中就有字體的存在。從生活細節中找到字體合理存在

的實況，而這個時候字體不再是設計師的視覺表達，而是像是寫作一般經由文

字在產生的語氣、和情緒。以文字設計的視覺讓人產生像是閱讀報紙、小說、

散文、詩詞等不同的文學表達經驗，此時只是少了句子的描述，以視覺文字出

現的方式和斷章取義的文字內容，讓閱讀者的潛意識自己補足從生活經驗而來

的感受和含義。 

        在討論設計師作品時，有時會因為有設計的主軸而少了人性，在 Stefan 

Sagmeister 的許多文章介紹中也一樣的平鋪直述了他的設計人生，但是一個出

生在奧地利傳統生活地域的人，怎麼會天生擁有代表紐約設計風格存在。紐約

的特性，就是對任何事都擁有單純而強烈的態度。2006 年 Stefan Sagmeister 出

版字體創作《Things I have learned in my life so far》一書中用字體創作列舉了

20 樣事情是他人生的現在學會的，而這些標語、文字、名詞也  

                                                
45 Stefan Sagmeister  (Author), Peter Hall  (Author). Made You Look.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2009). 
46 Stefan Sagmeister  (Author), Peter Hall  (Author). Things I have learned in my life so far.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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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Stefan Sagmeister, Things I have learned in my life so far, 2006. 

 
圖 4-16：Stefan Sagmeister, Things I have learned in my life so far, 2006. 

 

一直支持他的生活和設計。這些創作不只是用它成長環境或是紐約的生活環境

中的素材，而是環繞全世界。許多在亞洲的創作，甚至還未常見於亞洲的設計

師思維中。那麼我們如果從一個角度解讀，一個設計師以文化和生活為創作核

心時，是否都無法逃避自己的地域原生文化，不論是 後的視覺呈現技巧、質

材、色彩，或是創作思維。如果只從 Stefan Sagmeister 的個案上來看，那麼他

為何完全闡述紐約的創作風格和思維，是什麼細節讓他脫離原生文化的限制。

在本研究創作中設定紐約為研究基地，不斷試圖尋找文化的建立或轉化過程模

式，而造成的變數在許多個案裡發現有翻譯、轉譯、詮釋幾個可能。在 Stefan 

Sagmeister 的創作歷程裡在文化的思維上做這樣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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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紐約地域文化國際觀（本研究創作論述整理） 

 

Stefan Sagmeister 在個人創作著作《Things I have learned in my life so far》的創

作思維與利用字體創作後產生的視覺結果，都因應個人對紐約文化的認同而受

紐約創作風格影響。影響的層面 核心的是從紐約地域文化產生的世界觀，個

人對紐約國際觀的主觀意見（留學生活經驗與研究資料觀察）是，對所有外來

文化能觀察到生活細節核心，以設計角度觀察就是質材、色彩、工藝和哲學思

維，而紐約文化的存在就是客觀的態度和觀點。在表中的原生文化指的是在成

長地域環境養成的習慣和個性，在設計上多會表現出地域的美學觀念和視覺，

而紐約在設計上的表現特徵就是一個幾乎隱形的態度，這也是來自長期國際文

化交流的跨文化社會主觀。 

 

 

 
圖 4-18：跨文化社會設計傳遞模式（本研究創作論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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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研究收集研究資料的過程中，以設計視覺資料為主軸，哲學、社會學

為輔，藉以結構設計在文化傳遞上的模型，而視覺資料以平面設計為主，但期

望可同樣論證於其他設計領域和文化發展模式。以紐約視覺藝術學院（School 

of Visual Arts N.Y.）討論設計教育在紐約建立和延續紐約的設計風格和思維傳

承，而這樣的設計思維也主要是建立在紐約特殊的國際社會結構。SVA 從學校

與專業的介面，用設計延續和保護了紐約價值，是國際學生在選擇紐約學習設

計的主要選擇之一，具有學習紐約設計的代表性。這也可以從教師的結構，紐

約國際代表性設計獎項與社團協會如 AIGA、ADC N.Y. 、TDC N.Y. 如果只從

視覺的設計元素談紐約設計，可能並不能完全地表現或理解紐約的設計全貌。

因為讓這些設計元素被使用的背後是一個態度，一個紐約態度。討論態度，通

常前面還需要一個形容詞像是認真的、優美的、誠實的… …等定義標準。本研

究中選擇在紐約為原生地域的國際平面設計獎項，因為多年的細膩經營每年吸

引國際頂尖的設計師與公司報名競逐獎項。這些獎項每年舉辦一次競賽，雖然

說是國際性，但十分成功的是經過多年的養成和能量，參與比賽的作品幾乎可

以說是來挑戰紐約設計的嚴苛標準。如果紐約有種令人著迷又尊敬的設計風格，

那麼這些設計獎項社團的設計師，在一年間從事自己的設計工作時，其實也是

默默的挑戰著這個殿堂。 

        在 Paul Rand 、Milton Glaser、Paula Scher、Stefan Sagmeister 的個案論述中，

討論經由設計的手段都有一個同樣的翻譯過程產生。本研究的觀察經驗裡，這

是在文化發展條件完整控制下的過程，而大多的時候文化的接觸要更粗糙的多

，或是說更為自然。這和文化銜接時第一線接觸的人群、地域，事件有關。

Paul Rand 的 Eye Bee M 文化視覺符號就是以自身文化語言世界觀出發，雖然已

經由視覺設計做了詮釋，但是一個較強勢的輸出，並不產生翻譯、或轉譯的意

義。而 Milton Glaser 的愛心識別，從已存在的心裡基礎上，用設計視覺翻譯了

人們對紐約的共同感受。這是二種不同的轉譯文化基礎出發點的不同，一是從

自身出發期待接受，一是從接收端的感受與印象出發整理共同理念，創造共同

的文化。Paula Scher、Stefan Sagmeister 使用字體顛覆設計哲學討論原生地域文

化面對曼哈頓島的國際跨域文化的發酵行為，也是本研究論述進入創作階段時

的參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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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創作主題：洋涇邦（Pidgin Country ） 

 
  
        本研究者在這次的研究創作裡，除卻學理基礎、資料文獻、田野調查等文

獻研究支撐外，在創作的思維、流程、方法和研究發現裡，專注文化產生於生

活日常細節的想法、生活與設計的關係。當我們回顧任何歷史時，常因其經典

的特性習慣以一個學說的重量去看待，卻常忽略了其實這些經典的節點都是來

自當時生活裡的日常細節，而這些細節的發生也只是當時生活環境裡的事物引

發。 

        洋涇邦：十九世紀產生在中國上海外國租界的一個文化現象「洋涇浜文

化」。主要讓人們有深刻印象的就是洋涇浜英語，這種語言的特徵是在一句英

文句子裡通常缺乏動詞時態，從另一個簡單的理解角度來說，就是用音文單字

說中文語句。但是這個文化有更多的具體特徵和現今因網路而快速緊密接觸的

國際文化非常相似。另外，洋涇浜文化文化並不是在 19 世紀短暫發生的文化現

象，更令人值得觀察的是，因為長時間的發展累積，它正好在現今因網路而突

然緊密交流的國際文化，提供了一個原型。 

        在自我追求的過程中，某些時段幾乎是盲目地吸收和體驗，對創作而言都

是彷彿天份的內容。近幾年經過年紀沈澱，突然好像回想起自己的過程，到底

創作的作品跟自己有多少關連。比如說突然覺得自己的設計是不是太過西式，

在接觸的國際社會範圍廣泛之後常產生自我認知的模糊感，這是從種族上來說，

也或許西方的創造，不論是設計思維或是從英文字型的簡單輪廓而來。在研究

過程中也是對自己前後二十年在設計創作、教學和自己受紐約這個城市的影響

和情結做了一個階段檢討，或許自己的存在也就是洋涇浜文化的延續。本研究

者在面對西方設計文化有幾個時期，在紐約求學時初接觸的是喜悅震驚，因當

時初次發現了一個那麼完整的設計系統和設計社會，一如在亞洲當時同樣精緻

的日本。近幾年裡因為社群網路的習性，國際資訊的邊界突然稀釋模糊，設計

的思維也似乎急速的全球化。台灣的設計也在近五年特別在年輕設計者身上展

開巨大的活力，但對自身年齡來說總覺得好像少了一塊拼圖，一個具體推動的

連續性文化節點，簡單的說好像突然的國際化了，可以說是因為網路世代的年

紀已成長到參與社會結構，也或許是社會設計的新生活設計觀念全球發酵，但

 



 84 

如果是，希望這樣的文化延續節點是可以經由觀察找到模型的。近年參與台灣

設計文化 多的國際思維，多是現代主義在國際的延續文化像是德國、日本、

北歐、美國，但這些從地域自我文明發展中產生的社會、設計文化，似乎與華

人複雜的哲學生活結構和地域生活習慣有很大的差異。當然或許因為全球化的

關係，歷史和文化會偏向國際上較強的那個社會結構和思維融合前進。在研究

中從自身第一次接觸紐約的求學經驗重新檢討，設計師個案、社會設計資料一

直到紐約曼哈頓中國城這個文化落點， 後選擇以洋涇浜文化為研究創作基礎

思維，作為本研究創作論述的主題。 

 
第⼀節、創作主題  

        在創作的過程中，隨著研究資料的整理與論述，從創作主題到確定主題後

的表現手法都數次自我推翻或重新思考。此次創作與之前較為不同的是，以往

針對主題在產生創作思維之後，可立即在視覺規劃中找到解決方案。這次的研

究創作卻在創作過程初期產生停滯狀態，而產生這個狀態的原因來自研究主題

和研究中的自我認知檢討。這個過程的檢討，從 初的創作步驟思考，是尋找

個人創作風格，還是藉由設計的手段表達思維。 後的創作方向設定是以創作

思維主觀驗證論文研究內容，主要是以此次設計成為對話的過程，也是在整理

研究資料中回到 初求學的啟發， Design as aWriter、Design Literacy。至於在

創作手法或視覺風格上，本研究者的養成不論是成長環境的台灣地域文化，或

是紐約設計教育與生活環境的影響，都成為自然地手段，不多思考或界定自我

的主觀認知，或許這是 能讓自我存在的設計模式。 

 
洋涇邦  （Pidgin Country）  

在創作的過程裡本研究者經歷二個主要創作模式的構思階段： 

表 5-1：研究創作視覺發展（本研究創作論述整理） 

個人創作風格找尋 1. 以設計的原則針對題目，從設計視覺為

出發點考量，除卻內容的思維與研究，著

重個人創作風格的找尋，將研究結果轉化

在對自己追求設計視覺的能量。可能性的

產出是：視覺海報、書籍。會使用的創作

媒介有：攝影、手工繪畫、電腦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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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作結果還是大比例著重於視覺美學，

這個想法還是起因於在學習設計的階段

裡，因時代的具體改變，針對這樣的設計

思維已顯得較為傳統。總有一個似乎簡單

的二分法：商業設計可以個人風格為重的

設計服務存在方式。商業設計的具體含義

是以資訊需求為主，產生的視覺風格沒有

定性，以設計思維服務為專業。而當然許

多設計師能以個人名聲與獨特設計視覺風

格，讓設計的內容項目產生大眾吸引力達

到傳達的目的。 
 
3. 較為年輕的時候，總以後者為追求目

標，認為是較為優秀的設計存在模式。但

隨著經驗的累積，尤其是在教學的過程中

因為脫離主觀意識討論設計的存在，發現

隨著設計者的天生個性不同，事實上二者

都是極為專業的設計表現結果，也無高低

之分，在這段想法裡無關乎設計與藝術的

分野討論。 
以創作思維主觀驗證論文研究內容 1. 人為介入設計視覺表達哲學化。如詩詞

散文書寫般表達設計概念，是在本研究進

行前期研究資料時就產生的創作模糊概

念。因研究的主題雖是從設計思維出發觀

看一個城市或地域的文化發展，但在過程

裡試圖以清晰的設計邏輯解釋文化產生更

細微的觀察方向如每日生活的細節與巨大

文化節點的對應關係，其層疊交錯的關係

有時與詩詞散文書寫有極大的相似之處。

詩詞散文以錯落的文字語法，讓模糊的詞

句產生極為清楚的含意。有時比極為清晰

的理論寫作、或製表還能解釋一個概念或

資訊的傳達。 
 
2. 直覺式視覺風格特性。詩詞散文是我們

都熟知的文學模式，就像是帶有密碼的一

種資訊傳達方式，而解碼的方式就是共同

的生活經驗。錯落的文詞語句，主要是為

了讓閱讀者可以依自身的生活經驗組成資

訊，如一首詩講的是山水，但常見的實際

資訊是討論對人生的看法和自我認同。在

研究後期進入創作進度時，發現無論是怎

麼設定題目，在嘗試驗證結果時總覺得思

維無法完整表現研究論述。直到在研究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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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提到美式中文字型時，因研究閱讀的

提示，開始嘗試讓創作的過程自由，也就

是隨著研究證據與內容展開創作，而創作

的結尾如書寫一般呈現。讓創作結果在研

究論述、過程的支撐下產生結果。 
 

 

        以自己的出生年代 1975 為例，許多現在的論述都瞄準為這是一個時代的節

點。成長的過程裡，不停的經歷學習、習慣、拋棄的過程。基本的過程與其他

時代都一樣，但 大的不同是，極快速的改變與因而產生的非線性生活文化改

變。線性在 2002 年本研究者的求學內容裡是一個非常廣泛的討論題目，2002

年本研究者進入紐約 Parsons 設計與科技研究所就讀，當時是在紐約的設計學

校裡首開的學系之一。這時的線性是因為科技的跳躍產生了從網路技術到生活

習慣文化的新形式。Analog 時代走進 Digital，科技的名詞釋義裡 Analog 是持

續性、線性的資訊信息傳輸模式，像是廣播電信。而 Digital 就是我們熟知的零

與一電腦語言。這是科技發展的釋意但隨後的影響，卻是自身經歷的年代在年

齡成熟期必須經歷幾乎無法累積的文化生活特性，就像是必須不停經歷工業革

命蒸汽機的一代，而這樣的快速生成文化改變似乎開始產生了新的民族、地域

生活文化的個人自我認知。論文的研究方向始於因自身從學習、執行設計是生

活時空裡的生活文化經驗，而這些經歷也來自生活科技的改變。以設計為研究

創作、和研究的主幹，觀察與驗證多元文化融合的可能思維。 

 

 

 

 

 

 

 

 

 

 

 

 

 



 87 

表 5-2：設計模式與文化的心理（本研究創作論述整理） 

 
 
 
 
 
 
 
 

設計 
/ 

文化 

 
 

 
 

產生 

 
自我 

 

以佛洛伊德提出的自我認知三大基

礎心理元素為基礎解構國際文化交

流的接觸面。在創作過程中，從紐

約曼哈頓島的設計文化產生國際社

會的觀點，以這三個元素解讀居民

如何在這個多元特殊的生活文化

中，產生一個完整的自我認知。 

 
本我 

 
 

超我 
 

 
 

 
 

傳遞 

 
理念識別 

 

以企業識別系統裡的基礎構成因

素，來觀察國際文化接觸的實際接

觸點。這是設計理論裡，經過實際

執行的具體文化傳遞方式，也是在

現代化後的社會裡，在國際社會裡

已經由商業模式的運行，成為人民

接觸接受國際文化的模式習慣。 

 
活動識別 

 
 

視覺識別 
 

 

        本研究以洋涇邦 Pidgin Country 為創作題目，主題來自十九世紀產生在中

國上海外國租界的一個文化現象「洋涇浜文化」。主要讓人們有深刻印象的就

是洋涇浜英語，這種語言的特徵是在一句英文句子裡通常缺乏動詞時態，從另

一個簡單的理解角度來說，就是用音文單字說中文語句。但是這個文化有更多

的具體特徵和現今因網路而快速緊密接觸的國際文化非常相似。另外，洋涇浜

文化文化並不是在 19 世紀短暫發生的文化現象，更令人值得觀察的是，因為長

時間的發展累積，它正好在現今因網路而突然緊密交流的國際文化，提供了一

個模型。而這文化也完整的在紐約曼哈頓島上如一個獨立國度的形式完整發展。

因此創作的題目從前期研究的聚焦點紐約中國城取材創作，把原本「洋涇浜」

文化的 後一個字改成「邦」，與創作表述一起提出對應跨文化社會的設計結

果。一個一直存在的文化是否可以在已建立自我認知的條件下獨立存在，而文

化的存在如果有足夠的人數和延續的思維，是否需要固定的地域。華人的文化

在世界上一直是一個我們獨有的文化特徵，是從文化性格上產生的，這和文化

交錯或移民的行為完全不同，也超過地域或是政治的範圍。 

 

 



 88 

 
圖 5-1：洋涇浜文化產生模式（本研究創作論述整理） 

 
        而洋涇浜文化具體的開始從中華思維產生了一個穩固的文化節點、支線，

一種絕對中華思維的西洋文化，或是一種絕對西方思維的中華文化。在創作的

命名和思維上，將這個文化用「邦」描述成一個以建立完整自我認知的文化存

在，從這次的研究創作論述中也認知，這樣的文化存在事實上的基礎是設計的

思維和手段。在研究中的一個結論是；設計是「經由邏輯理性的思考期望產生

合理的結果」，而洋涇浜社會就是在既定的生活設計中產生的文化，這裡呈現

的是包括和超過視覺設計的設計思維。傳統社會呈現的是經由時間產生設計結

果，而跨文化的社會是經由印象中的資料產生設計的結果。 

 

表 5-3：本研究創作論述研究範圍地域與內容（一） 

 
 

 

以視覺設計元素、理論和背後與文

化思維關係為主軸，分析紐約曼哈

頓島的多元文化生活形式、與地域

文化融合相關的都市規劃，找出可

行的研究方法、模式與經驗分析紐

約成為國際都市的成功法則。 
創作作品從「材料」、「文化思

維」和「完成形式」探討 文化的

存在、新建、重建的生活細節與設

計參與的形式和影響。以「創作字

體」、「生活物件」、「約定俗

成」的文化思維為主要關鍵視覺元

素闡述印象式組裝文化的概念。

終，以設計理論與社會生活的關

係，試著完成研究論述的結果：在

文化建立的過程中，一個可行與具

有延續性質的自我認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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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本研究創作論述研究範圍地域與內容（二） 

地域 國際社會結構設計 關鍵字 
 

洋涇浜  
 

19 世紀上海，因戰爭的原因讓不同地域的文

化在沒有規劃的狀況下在民生細節項目裡瞬

間接觸。這個文化快速短暫產生穩固形式的

原因，在於不平等的強烈接觸，所以基礎是

東方文化以西方為主被翻譯。再這種轉譯的

過程裡，產生了許多因妥協而產生的新文化

現象。但或許因為產生這個文化的時代力量

夠強，這文化在本人的觀察裡，並不是一個

短暫的文化現象，反而以自己特殊的模式依

然發展存在。 

跨 地 域 、 翻

譯、轉譯、詮

釋、妥協、延

續 、重建。 

紐約曼哈頓島 
 

長時間完整的地域文化交流，在各項民生的

生活項目裡。先是以商業為主，成為世界交

流的中心。經由商業連繫了各種不同文化的

人民接觸，後來商業的行為漸漸抽象轉化成

追求夢想的都市性格。在這個轉化發生同

時，紐約曼哈頓島擁有了獨立的文化性格，

也產生了移民聚居的文化。因為移民的數量

和長時間的發展，甚至在城市裡包含了許多

具體其他國家以亞洲為例像是；韓國城、日

本城、中國城……等。 
 

商業、夢想、

融合、多元文

化、獨立、跨

地域社會之設

計。 

社群網路 
 

成熟的社交平台使用習慣，以完整快速的發

展開始改變文化的相處習慣。與之前任何國

際文化交流經驗 大不同的是，「突破地域

限制」，原文化不需移動。使用「網路交流

的溝通使用習慣」養成，這個習慣的養成應

該是改變未來 大的節點。多年的網路社群

交流讓全世界的使用者，特別是出生即有的

年代。有共同的溝通習性、禮貌、語法，而

這樣的基礎成為了一個獨特共有的獨立文

化，也讓之後的文化交流在產生翻譯時不再

產生洋涇浜文化現象。 
 

緊密、即時、

原生地域、信

任、誠實、共

同文化、國際

溝通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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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創作內容與理念 

        設計是為了解決生活的問題，但其實在同樣的時間裡，生活也會被超前的

設計改變。所以在改變的過程裡可以解析出一些關鍵字；問題、需求、恐懼、

未知、認知、存在。在心理和物質的比例上來說，需求與解決的先後交錯關係

到底何者是成為文化的傳遞內容需求。設計一直被歸類成一種職業、專業、天

份，因此在文化形成的過程裡，設計的角色一直被低估在語言、文學、政治、

經濟底下。但是，設計的視覺、邏輯思維和策略，卻是形成文化或時代的重要

元素。我們的生活物件、空間裡通常有兩種描述；一個是環境的集體概念，一

個是個人主觀認知的存在。通常經過有系統的教育，我們在同意自己之前會先

同意集體環境的概念。但是自我的存在並不會因此消失，所以這些零星的想法，

就一直以設計的方式，改變生活的細節，然後 終改變集體存在的樣子。 

        在本研究創作系列的產生過程裡， 初從移民生活文化觀察、文化日常視

覺、設計功能、技術影響的文化漸進觀察。至後來的延伸觀察語言、名詞與其

存在於生活中的來源與形成原因，此部分也成為溶接研究創作的中心物質。在

創作的表現部份，以「創作文字」、「生活物件」、「約定俗成」的文化思維

為主要視覺關鍵元素，解讀因爲存在而經歷的文化，除了是觀察，也是重整自

己生活到現在存在思維，自身的文化觀點。作品中創作文字的部分，設定在

「重建」這個關鍵字上，選擇用亞洲在建築過程裡的一項特色；鷹架，作為字

體創作的元素。在建築上使用的原始材料是竹子，以交接點綑綁的方式層層架

起，支撐建築工人的移動和工作。在作品裡，鷹架會形成文字，刊載經由洋涇

浜文化產生的名詞。這些名詞的重要性，一如已成形的具體文化般，影響而且

持續了一個群體環境的發展，也是洋涇浜文化 初發展的開端和自我認知的核

心。 

 
表 5-5：本研究創作視覺元素設定 

視覺元素 內容 

創作字體 以平面設計為本研究創作的核心對應社會文化的存在模式。在一

直以來的創作習慣上都用字體為視覺主軸，或許也是紐約視覺藝

術學院的文化置入，主要的設計思維是以視覺中的文字設計，以

文字內容的語言含義片段印象式的，讓閱讀者從自己的潛意識自

己補足從生活經驗而來的感受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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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物件 不論是後人整理而成的歷史經典、主義、運動等時間節點，都是

當時在生活中的細節貫穿當時的人、事、物。在創作中主觀擷取

能代表紐約曼哈頓島與洋涇浜文化相處的物件，以抽像組成的方

式來描述每件作品對跨文化社會的論述。 
 

約定俗成 約定俗成（Stereotype），正式的解釋為在生活中的人、事、物造

成的印象。在本研究論述裡約定俗成有二個意義會造成文化的發

生，（一）在穩定發展的一個地域文化裡，經由群聚居民從生活

經驗中產生的公共記憶，是文化形成的一股核心行為。（二）離

開地域發展的文化 、移動的文化可以包括人、物二個媒介。不論

是商業、移民任何原因造成人與物的移動，在離開原地域接觸外

來文化之後產生的新印象、翻譯後的印象、誤解的印象，這時候

開始產生跨文化社會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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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創作過程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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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不存在的東方》系列作品 1-1 號 

 

        這是本研究者在本研究創作論述裡 早產生的創作系列，但在完成的過程

裡，雖覺能表達研究的核心論述，但總是在跨域第三文化的意涵上無法完全的

表達。在研究論述的研究創作目的裡本研究者提到「以研究論述支撐作品的創

作模式、過程和結果，基於跨文化社會，因為設計的現象讓文化融合後產生的

主要結果與思考方向 1.融合後產生的文化。2. 文化為什麼融合。3.拒絕融合的

文化。這三個方向也是在國際的空間裡觀察台灣時常自問的問題。因為歷史的

發展，漸漸的台灣在討論著自我認同的意識和方向。希望從紐約的跨文化社會

融合經驗去了解，在長時間文化融合之後，還有自身文化存在嗎，現代化的過

程裡大量使用設計的力量，將許多外來的文化成功地吸取演化成為自己的文化。

設計在現代化的文化裡，負責解決生活的問題、思維、描述或對現實生活作出

反應，在長時間的累積之下，這些對生活的想像和描述，也讓每個文化可以說

是一種設計風格。在本研究創作的過程成和結果裡，企圖表述出當代文化的建

立經過設計再生、轉譯的存在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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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不存在的東方》系列作品 1-1 號。為例，視覺畫面是西生菜，美

式餐點的主食。在畫面的處理本研究者希望降低或完全不使用人為修圖介入，

但在圓形擺盤和生菜的擺設層次上還是非完全自然狀態，調整過希望呈現的山

形。西式哲學以人為本，東方師法自然，而東方敬畏天地的思想也成為生活設

計空間、物件的主要思維。以食物為例，因生活地域的水土、天氣為基礎，產

生適應環境的生活習慣、食物取材與口味，人的主要慾望都是 後的考量。天

氣型態過熱的地方卻食物常偏酸辣，因為面對炎熱要增加食慾，同樣的邏輯在

同樣的文化下產生了跨域的次文化。但在西方來說，一切的細節成為了口味，

因原生地域的環境條件在另一空間並不存在。 

 

 
圖 5-3：《不存在的東方》系列作品 1-2 號 
 
        圖 5-3：系列作品 1-2 號與圖 5-4：系列作品 1-3 號為相同創作手法，雖圖

案元素為發生在紐約的日常食物攝影，但還是在排列與畫面編輯裁切上人為介

入，藉以產生東方山水的印象，使相隔甚遠的兩個地域重疊存在。雖未修圖，

但如同在中國建築中的借景手法，經由窗框的裁切或與觀賞者位置的對應，以

人為方式使自身未知的景色在另一個空間產生意義。與跨文化社會相似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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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文化脫離了原生地域，經由人為載體在另一空間，經過翻譯、轉譯、詮釋，

在時間的發酵下產生細微的傳遞或改變。而這些改變漸漸的穩固，久而久之也

因被傳遞者的認知，形成了一個有些相似但實是全新的文化。如果是兩個文化

單獨接觸，從來自較模糊的骨幹文化印象會很快進入傳遞者的個人生活以及生

活經驗，地區形的次文化在這個時候容易顯現交流。但像是曼哈頓島上的多元

文化傳遞，必須與大面積的文化交流、傳遞、接觸，因此形成以英語思考的翻

譯模式與美式生活的邏輯為公約數。也就是說一個地區的文化會同時與數個地

區文化同時交流，而造成的結果就是形成一個簡約的印象。 

 

 

 
圖 5-4：《不存在的東方》系列作品 1-3 號 
         

        食物是景，在東方不只是排列菜色的美學，而是從自然取得回到自然的過

程，是幾乎直覺的文化現象。此系列的作品，以美式食物、美式中餐為視覺元

素。將畫面以 少的人為修圖介入，攝影紀錄產生中國山水字畫的風景，主要

是要描述，通過了跨地域的文化，雖還攜帶原生環境的各種表象，但曼哈頓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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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化消失再生的過程，卻一再挑戰傳統地域、國域甚或線性思考的文化傳遞

方法。在此系列的創作過程中產生的不足，卻與研究相映甚至產生更前進的研

究觀點。若此系列繼續為主軸創作思考，因山水墨畫、字畫的研究支持就十分

重要，但針對水墨的研究內容與本研究者以設計思維為論述主軸有差異，而水

墨也非長期熟悉的創作或學術領域，對本研究內容會成為負擔的支線。因研究

核心在多次的創作整理之下，已出現跨文化形成的第三文化主題，而次系列卻

過於專注討論僅二個文化的交流與影響論述。另在創作過程裡，也期待創作的

本身可以反應題目，在創作的結果上可以是從自身成長經驗，與研究後產生的

原生形式。 

 

 
圖 5-5：《不存在的東方》系列作品 1-4 號 
 
        依循研究論述中產生之創作思維圖 5-5：系列作品 1-4 號與圖 5-6：系列作

品 1-5 號時，試圖將人為美術的介入降至 低。但這樣做並不單純只是個人視

覺創作的風格追求、實驗，而也是在創作思維上，想驗證見山是山不是山的哲

學思考。香蕉在紐約是主食的一種，理論上是超過水果的認知，可以單根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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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時候是早餐或午餐，因此整天在紐約市中的食物攤或商店可以隨處看到與

自由女神、黃身計程車一般是紐約的主視覺之一。在原生地域文化的影響下，

本研究者想用這件作品轉成黑白後產生的墨跡視覺印象，證實在跨文化社的模

型中存在與消失的原生地域文化，而這樣的墨跡印象在紐約居民的日常裡並不

存在，師法自然的生活哲學當然更不存在。在創作的手法上，本研究者有許多

機會能經由修圖的人為介入，讓香蕉上的墨跡更有山水國畫視覺。但此系列創

作非商業設計服務所以沒有溝通市場認知的任務，也甚至不是展現單純個人風

格的設計溝通，而是經由創作的結果回應研究論述裡產生的研究模型與結果。 

        在紐約曼哈頓的街道上，文化的融合或存在可以是一個複雜的視覺狀態，

明顯的是林立的招牌宣傳因人種多樣的關係，在視覺對話的時候似乎也失去了

目標溝通對象的絕對特性。例如說；各國的語言會先捨棄地方方言的發音，以

主要官方語言的詞彙、語義表達要溝通的內容。這是因為在這個國籍、種族、

文化高度交錯的空間裡，翻譯是一個絕對的溝通基礎。但在曼哈頓島上的翻譯

卻必須產生交接兩種文化的第三文化驛站；英文思考。在一個大地域主要文化

形成的主幹裡，也同時包溶著區域中小範圍的文化，而每個小區域的文化與主

幹雖使用同樣的語言結構、哲學思想、生活習慣，但基礎存在著差異，有時大

到能產生生活細節的誤會，甚至需要以同樣語言翻譯差異文化細節。而在曼哈

頓島的多元文化社會裡，許多這樣的文化存在翻譯的過程中是必須捨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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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不存在的東方》系列作品 1-5 號 
 
 
        圖 5-6：系列作品 1-5 號畫面中的鳳鳥，是餐廳手路菜師傅的擺盤作品。對

我們而言，菜的視覺擺盤思維在字畫之後，當然因為我們心中早有字畫的生活

印象，不論是不是畫家也能理解其中的淺薄知識。但在西方接觸到東方擺盤的

時候，或許也能經由更稀釋的印象認知這是中式特有的細緻生活哲學，欣賞盤

中花鳥。而在圖 5-5：系列作品 1-4 號的實驗是，在東方地域生長的我能在偶然

的狀態下從香蕉的斑紋中看見水墨般抽象山水，但可能在絕大多數的西方人眼

中並不存在。試圖經由創作作品的目的，從山水存在的具象程度實驗、描述文

化的行程從原生地域至另一文化的物理與思維距離。 

        此系列創作過程中，在研究論述的部分從美式中餐的演進找到了一個文化

演進的許多線索，而這些細節都是脫離政治、經濟、民族情緒的大標題。在研

究方法和流程建立時，也在這個時期確立了從哲學、城市學與設計學的大目標，

經由次觀察標題移動的文化、跨文化社會、存在的視覺現象，解釋多元文化都

市建設、獨立文化的融合性與社會設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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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資料整理方向上也企圖連結原生文化的產生如；原生文化的文化性格、

生活習慣和地域環境，如何經由設計的思維藉由商業的翻譯、轉譯和詮釋的不

同細節，經過時間在一地域文化中達到文化傳遞、建立的結果。 

        設計是為了解決生活的問題，但其實在同樣的時間裡，生活也會被超前的

設計改變。所以在改變的過程裡可以解析出一些關鍵字；問題、需求、恐懼、

未知、認知、存在。在心理和物質的比例上來說，需求與解決的先後交錯關係

到底何者是成為文化的傳遞內容需求。本研究者認為，設計一直被歸類成一種

職業、專業、天份，因此在文化形成的過程裡，設計的角色一直被低估在語言、

文學、政治底下。但是，設計的視覺、邏輯思維和策略，認為卻是形成文化或

時代的重要節點。我們的生活物件、空間裡通常有兩種描述；一個是環境的集

體概念，一個是個人主觀認知的存在。通常經過有系統的教育，我們在同意自

己之前會先同意集體環境的概念。但是自我的存在並不會因此消失，所以這些

零星的想法，就一直以設計的方式，改變生活的細節，然後 終改變集體存在

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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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不存在的東方》系列作品 1-6 號 

 

「靜觀自得」，在系列創作中圖 5-7：系列作品 1-6 號至圖 5-10：系列作品 1-9

號為觀察紐約生活中存在之居民活習慣細節、物件、食物所得，圖 5-7 中物件

為紐約中餐廳的外送盒因塔型造型而被選用。在這個經由人為刻意擺飾創造設

覺創作的元素裡，將餐盒切開一半觀察其內容，食物內容為設計編排並非自然

狀態，表現一個具體的淺意識思考連繫。在（a.跨文化社會）裡紐約居民的日

常生活中潛意識都攜帶著（b.原生地域文化習慣），而這個因素讓在同樣生活

空間裡的同樣一件事、觀念都能產生不同的認知、結論。經由（c.原生意識的

翻譯、轉意、詮釋）紐約的文化呈現了三個不同的方向紐約文化、跨地域社會

文化與詮釋建置文化。在作品中裝飾成山水的花椰菜就是紐約人認知產生的美

式中餐代表。 主要因產地的不同，花椰菜代替了原本的芥蘭口感，熟悉此文

化的中國移民就會要求替換，但是對當地居民來說該誤即此物。用花葉菜業花

部分與根部切開後的岩石質感，裝置在切開後的中餐外送盒中，創作的意象來

自前述的原生文化在跨文化社會中的潛意識思考連繫流程（a.跨文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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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原生地域文化習慣）、（c.原生意識的翻譯、轉意、詮釋）。不在原地才思

鄉，而任何的眼見、生活習慣、天氣溫度、味覺都成為克能驅動原生記憶的能

量， 終從潛意識成為了主義是的習慣，練會了生活中得靜觀自得，所見非所

得，和中外送而來的食物亦成為記憶中原生地域的風景。在圖 5-8：系列作品

1-7 號中三明治的一層也異曲同工。 

        圖 5-9：系列作品 1-7 號與圖 5-10：系列作品 1-9 中的視覺就完全是紐約中

國城中經由（c.原生意識的翻譯、轉意、詮釋）而產生的文化建置。這是經由

設計思考產生的結果。日式食物一直是紐約中國城中存在的生活文化之一，有

時甚至不是獨立的餐館，會混雜在中式餐廳的菜單之中。因此在衝做時，本創

作系列中亦已食物中的青菜與副餐水果，產生了浮世繪中的神奈川巨浪與富士

山景。 

 

 
圖 5-8：《不存在的東方》系列作品 1-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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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不存在的東方》系列作品 1-8 號 

 
圖 5-10：《不存在的東方》系列作品 1-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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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不存在的東方》系列作品 1-10 號 

         在借景的視覺概念之外，本研究者在一次學術交流裡，中國的教授介紹當

地白牆黑瓦建築特色時，再次提到了以前只從書上讀到的「屋漏痕」概念。如

同對書法的描述， 後從生活細節中產生的就是文化的基礎，人為介入的也無

法改變「屋漏痕」這原生文化的存在。在圖 5-11：《不存在的東方》系列作品

1-10 號中，本研究者將一食用後隔夜的空碗以黑白攝影呈現山水筆墨，而看見

山水的原生文化如同屋漏痕一般存在於任何人的記憶、潛意識裡。在研究論述

中討論的跨文化社會，經由時間的累積不同的原生文化在接觸後，經過長時間

的融合，漸漸地產生了一個完整的支線文化。紐約的中國城，就像是掛在西方

的一副浮光略影的東方印象畫，約 19 世紀末因美國西岸的排華，東岸的紐約曼

哈頓下城成為華人遷移選擇生活的聚集區域，至今已經成為美國 大的華埠。

人是這個經過移動的區域文化的載體，是由居民的記憶和生活習慣形成的一種

印象重建。在一個文化中專心產生重建另一個文化的同時，自己重建憑藉著的

印象也開始讓原本的在地文化產生了一些印象。在日常的生活裡，也開始累積

另一種日常生活融合的新文化。但是在產生的過程之中，除了一邊文化的稀釋，

一邊的文化又有一點西式，還形成了一種獨立存在的非常西式的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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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洋涇邦》系列作品 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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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了的中國大花瓶，散開來的是一地的人山人海，漸漸的，在另一個城

市，他們慢慢的，重組了一個他們另外的中國，甚至後來，有些我們還移民去

了那個國度， 習慣喜歡了那樣生活的文化內容。 

        在這個作品裡，實際上的取用的紐約意象是 1933 年爬上紐約曼哈頓島帝國

大廈頂端的金剛。我們都熟知紐約是簡單的分成了上城、中城和下城。在較早

之前，和命名一樣，這也代表了生活階層的分別。紐約的上城，其實也就是全

世界的上城，不論是經由電影或是真實的生活，在上城生活的部分居民，也確

實擁有巨大的財富和影響世界生活觀的力量。許多生活的縮影都來自對上城概

念的追求。這也可以用中國建築裡的借景來說明。並不只是為了光線或空氣的

流通，借景在中國的建築思維裡，是為日常生活借取如詩詞畫作般描述的生活

意念，從窗洞中看出的景，是為了讓人體會增進生活因現實而失去的風格。在

這個系列作品中，每個單一作品，都需要跟紐約借景，而每個借來的景物，除

了實體的也是取用背後的含義。讓每個景物成為作品中的靜物，闡述作品裡描

述的在紐約這個城市裡自身存在的的城邦。 

        China 是英文中瓷器的名字，在中國城一樣的成為廉價紀念品的固定項目。

但是為什麼要在紐約買中國花瓶，對華人居民來說，家裡一定要有中國山水花

鳥的花瓶，肯定不是原因，因為這項需求早就不是生活上的必須。當地美國人

覺得可以是家裡的裝飾或許是其中一個原因，但是這些花瓶在中國城的存在，

在本研究者的觀點裡有另外的意義。紐約有著非常大量的世界旅客人數，而紐

約擁有中國城這個內容，也為其他西方國家旅客熟知，彷彿在那個中國關閉的

年代，這裡就是他們一窺中國的窗口一個借景。在紐約的中國城，買個中國花

瓶也圓滿了整個想像。只是在這個意念裡面，中國城以一個非常洋涇浜的姿態

存在在另一個城市裡，彷彿本來就是自然的在這裡形成的國家。對西方居民或

旅客而言，到紐約的中國城的旅遊濃度，已經足夠他們在這兒購買象徵到過東

方的紀念品了，在紐約中國城參與觀賞的舞龍舞獅慶祝活動，也的確超過在台

灣能看見的次數。 

        洋涇浜英文，是解釋近代亞洲對於西洋國際認同的一段清晰的文化現象。

它牽扯混溶了數項融合文化的特徵，又是發生在 遙遠東西方的文化對峙、接

合點。文化因為地理上的現實產生了同心圓般的特徵，造成不同的文化是漸層

交接的，隨著層層向外漸漸本我文化變淡，直到交織另一文化，再漸層濃郁起

 



 108 

來直到另一文化的核心。可是洋涇浜文化隨著經由戰爭與其後產生的金融商業

手段，去除了時間、禮貌、融合因素，直接接觸對峙。洋涇浜文化產生於 19 世

紀的上海，當時的英法租界以一條名為洋涇浜的河流為界河，隨著在地國際商

業結構的產生，環繞在洋涇浜的區域開始產生文化的接觸融合，語言瞬間成為

快地適應和溝通。在當時產生了一種英語結構，當地人以英文的單字結合中

文的文法，產生了這個看似二種文化的合理交流現象，本研究者卻認為那是第

一瞬間而直至現在完整發展的幾乎獨立的文化。意思是，洋涇浜文化並沒有因

為更多的文化融合而需要改變進步，它一直以固定的思維與概念細節獨自演進

。解讀洋涇浜文化的思維內容，也成為研究創作概念上關鍵字；「重建」。不

是自然演變，是有需求的重建後成為了合理成立的生活方式。洋涇浜文化對中

、西雙方面來說，都有拆解和重組的意義，而這個轉換磨合的過程卻成為了一

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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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洋涇邦》系列作品 2-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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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紐約中國城的另一個延伸文化卻是日本文化，這也是各地中國城會有的

內容，像是壽司或是生活紀念品，許多餐館會同時隔出三個空間，西式吧台、

日本壽司台和中餐區。在這件作品裡，選擇代表洋涇浜文化的字體內容是加州

壽司捲（CALIFORNIA ROLL）。跟許多西式中餐的獨立存在一樣，這項食物

後不僅沒有隨時間轉變消失，隨著時間成為肯定存在的日式食物。 觀察中這

樣的概念存在但內容不符的亞洲文化，似乎也是創作題目「洋涇邦」這個國家

的文化特徵。加州壽司捲（CALIFORNIA ROLL）， 早就是為了以酪梨的口

感代替西方人對生魚的嚮往嘗試和懼怕，再傳回亞洲之後，它正式成為真的壽

司。 

        在系列 2 號作品裡，紐約的生活物件，取材的是中國城紐約水晶球紀念品、

抽取式面紙和日式壽司餐裝飾花草。延伸的文化存在日常生活的觀點，在這個

作品的件選擇中，依循借景的部分是紐約建築景色的水晶球，紐約的建築的天

際線是已經無法替代的一種帝國文化代表性，每一棟樓的誕生都擁有過一次世

界 高樓的封號。而群樓聳立在一個極小的花崗岩島嶼上的視覺印象，是總和

了世界上所有人對現代摩登生活的夢想象徵。在討論文化認同的議題時，可以

一提的是自我在文化裡的認同問題。紐約曼哈頓島的群樓像，事實上並不是象

徵成功財富而已，在大部份的概念裡或是說這個城市的特質，它一直有個自由

存在的意義，好像任何人只要願意真的嘗試，都可以有機會在這個地方證明自

己，這也是中國城在這裡存在的部分意義和適合性。作品中面紙的部分，存粹

是採取抽取紙時自然出現的富士山形。這部分的創作概念是來自二個部分，其

一是存粹是視覺的偶然性，在本研究的另一創作過程中嘗試拍下每次抽紙後下

一張的群山形象。每次一抽，有著見山不是山的意念，如果心裡有山，形象才

會出現，移民文化更是。在紐約的中國城，有一種默默的氣氛，默默的好像可

以在紐約一群人完全當作在中國生活，默默的好像當地西方居民就像是週末下

午去中國買菜。都不說穿這像是虛擬世界般的存在，因為你也沒辦法挑惕中國

城的真實性，但是也非常清晰的這並不可以是中國。或許年輕人與城外數條街

外的西方世界沒有接軌的問題，但是年紀長的居民，事實上是用著自己的語言、

哲學在這裡工作生活社交，對他們而言不跨出去就是中國。世代在這裡上演交

替著見山是山、不是山、是山的哲學，心中沒有中國山水的哲學，面紙盒也抽

不出下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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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借景的視覺使用是紐約日式料理、便當一定使用的裝飾塑膠草。

為什麼，因為西方人對亞洲的認知之一是我們親近自然的神秘哲學，不論飲食、

生活哲學、藝術，都取材借鏡自然，就像是他們很早熟知的名詞；風水、太極。

所以在亞洲的食物裡我們較常使用花草來裝飾造景，讓盤食似乎處在於大自然

裡。在這件創作作品裡，這片塑膠花草是二次借景，因為借的已經不是第一層

的景，是轉述過的第二層文化的風景。洋涇浜文化的主要結構，就基礎於解釋

、翻譯、妥協，這三項需求。那融合呢，通常文明前進的時候可以溶合其他文

化的部分都是技術的部分，不論是思維的概念或製造的技術或科技。思維概念

的學習和融合通常是學習較為文明的國家對自己社會行為的思維，通常會和教

育、法律制訂和社會設計有關。但是，中國城的穩定存在卻是因為一個狀態的

停滯和不需要再改變的概念。這也突顯了一個讓所有文化值得觀察的現象，我

們認知自我的存在是否是唯一的需求，非常主觀的對歷史、地理、知識的內涵

作出解釋和教育的設計。事實上，一切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詮釋，而一個文

化的存在 重要的就是這個詮釋權。但是在設計的範疇裡，對生活美學或設計

有強烈表現的國家，通常都是專注在自我文化存的詮釋較多，例如德國、瑞士、

日本等國。 

        系列 3 號作品是中式食物（Chicken Chuman Sandwich），事實上食物是洋

涇浜文化主要的項目，在吃的這件事上讓西方人開始從許多不同的角度能體會

亞洲文化。食物沒有圍牆，不需要以求學的理解方式來傳遞知識，但十分自然

的從食物帶出的一切生活細節，卻讓兩種不同的文化有了十分貼近的接觸。在

食的習慣上，就有生活哲學的不同，西方食物的食用習慣以個人為一單位，不

像是亞洲以分享共同食物為主。本研究者在 1996 在紐約讀大學期間，當時還有

許多中餐廳是販賣便宜的西式中餐，許多菜名與口味現在已不復當時那麼獨立

的存在，當然這牽涉了中國移民的數量，與美國人到訪中國的次數增加都有具

體的關係。在當時，曾經看過一個白人叫了一盤牛肉吃著。以亞洲的習慣來說，

應該會是有另一盤適當的菜色搭配或是青菜。但以西方盤食的基礎飲食習慣，

那位就這麼食用這單一一盤菜，如果是東坡肉，他應該會覺得我們吃得太膩吧。

這二年，基本上中餐廳的食物都道地了，但是西式中餐卻獨立有尊嚴的存在在

每家餐館菜單的一個頁面，像是酸甜雞、宮寶雞丁、左宗棠雞等。這個階段是

文化獨立存在的證據，因為這是一種發展完整的存在，不只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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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洋涇邦》系列作品 2-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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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作品裡，紐約當地物件的選擇是地鐵磁磚上的塗鴉字，塗鴉字在紐約現

在少了很多，如果是以存在的意義來說，應該算是消失了。塗鴉字原本的存在

是對階級發聲，不論視覺內容或是噴漆的形式，都是對生活階級的抗議，但現

存紐約的大多已是藝術表現形式。作品中磁磚上的字是 90 年代認為 為代表西

式中餐的菜式「雞肉炒麵三明治」，在根本的思維上幾乎已算西式食物，但在

社會行為中這卻是不折不扣的中餐，也就是說，一個獨立的文化已有了自身的

演進。撐起磁磚下的鷹架字體內容是 IF YOU SAY SO，也就是說隨你詮釋了，

也有確認洋涇浜文化文化性格的意念。但這卻不是一直隨意的描述，而是在一

定的脈絡裡變化，一個幾乎是美式與中式的接觸模式，或許應該仔細地說是美

式資本主義思維代表了所有西方。而洋涇浜文化文化性格的主要脈絡在這裡就

漸漸釐清了，基礎的文化性格是溝通、妥協、交換，也就是基本商業性格，但

為了彼此的利益，還是建築在雙方都圓滿存在的意圖上。這個文化又完整的線

性脈絡，卻又產生於一個線性岔路的延續，或許對國際社會的成立要件這可以

是一個具體的模式。 

        連續的系列二個作品，雖都是亞洲，但關於日本，是為了佐證，並不是所

有的文化在與國際文化接觸時，都能產生洋涇浜文化效應。原本的紐約日本區

是在紐約曼哈頓島下城的東村，1996 年在紐約求學時，也常到這裡短暫的體驗

東京。為什麼是區不是城，有二個觀點認知；一是實際在東村的日本族群並不

像是中國城有固定大量的居民，具體的形成是餐廳飲食、超級市場、和一般民

生需求像是理髮店。超級市場提供的是從日本直接引進的商品，讓生活能複製

直接接軌，裡面還甚至有全日文的連續劇錄影帶，已隨時代消失，音樂唱片可

以購買租借。這樣的複製文化行為可以理解，紐約的外來族群都在這樣的地點

開市不論韓國、中國或是印度。但西方對日本文化的接觸裡，一樣存有洋涇浜

文化的發生與影子，但一個細微的不同，卻產生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日本文化

裡對自我的認同和存在著驚人的專注度，這也是因為與西方文化的接觸產生了

這個英文單字 Japanize ，洋涇浜的英文單字是 Pidgin。這個單字的單純解釋就

是把一切日本化，但是，什麼是日本化，原本人家的文化又怎麼能以主觀意識

而改變自己的人稱去主動接受或論述。在日本你可以聽到日式歐餐這個名詞，

或是居住裝潢習慣上會很清楚的認知是西式或是日式，對於西方外來文化日本

不但十分接受甚至景仰，但是因為強烈主觀文化的建立，讓他們會以自己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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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接受、演繹接受的外來文化。這類的主觀文化並不是建築在學校教育系統裡

的人文項目像是歷史、地理、語文這些通識科目。而是因爲專注對生活、生命

的生活精神和理念認知，也就是簡單的說他們的認知是自己是一種叫做日本人

的人類。對於人類的存在，多次因設計展的原因，在日本親眼見證寒冬短褲短

裙的小學生，也在與日本設計師有人談論設計觀念時得知他們經由細膩、專心

這樣的基礎習慣對世界的關心。他們有堅持並具體的看法。這跟以種族或政治

組成實體為主幹的民族、文化、國家組織有根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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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洋涇邦》系列作品 2-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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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系列 4 號的作品裡，以鷹架建構的字體是 Long Time No See。這個名詞

也因其在西方世界常用的接受存在度進入了牛津英語字典，也是洋涇浜文化的

標準代表名詞。但作品的紐約固定日常生活元素是日本的招財貓，拆解後只留

下因太陽能不聽揮動的貓手關鍵視覺。搭配的詞句 Long Time No See 使原本的

貓手含義改變。物件與鷹架字體含義並不原本相通，在這件作品為的是驗證如

果以洋涇浜文化的文化性格主要脈絡；非線性文化特徵組合，是不是也能產生

意義。在這個作品裡試圖製造荒謬，也企圖能從反向引證如果印象是錯誤的那

麼存在的文化也不會產生另一個線性的發展可能。這是一個試著界定洋涇浜文

化發展邊界的作品，洋涇浜文化已形成完整文化的基礎是因為已經有了發展的

邊界，從線性的文化出發，但因為夠多的人可以適應、使用、和生活在這樣的

自我認知裡， 主要的是它已經產生世代傳遞這個文化裡的生活習慣和人種性

格。這個邊界就是，依然是以強大的舊有文化思想為基礎，在融合二樣文化的

思維特徵後產生翻譯、解釋、妥協的新文化，而這個邊界必須停在荒謬和誤解

的邊緣。從系列作品關於食物的主題來說，無論食物的口味是否因為東西文化

的不同產生變化，但基礎還是建立在原本兩邊完整的自身文化，經過有誠意的

融合翻譯、解釋、妥協而產生，並不是從沒有根據的荒謬印象產生。而因為基

礎上本來就基於完整存在的文化，所以新文化的基因裡面就自然能擁有延續發

展的能力，這也是文化和現象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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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洋涇邦》系列作品 2-5 號 

 
         

 



 118 

在成長的時間裡，有一種身份叫做 ABC （American-born Chinese），它的自我

認知是同時被美國、台灣二種文化獨立承認的，屬於二種文化的合法身份，但

和洋涇浜文化有個共通點，就是似乎這是一個獨立存在的文化。在美國依然有

身為美國人的其他種族，像是 Asian American、African American 都是越過移民

文化的節點，與原生美國人無異於在地域生活居民，只有外型的差異。但是

ABC 有著自己完整的自我生活文化，集結生活的地域，不論在美國或是台灣都

感受到他們與兩邊相近但又有獨立的思維。這並不是語言的口音或是文化的隔

閡，事實上大多 ABC 的家庭比我們在台灣還可能更傳統，但同時充滿美國生活

文化的細節。中國城、洋涇浜文化、ABC，三者有一個共通點讓他們能在文化

發展上產生獨立的節點，對自己的現實存在有高度的認知與自我認同。中國城

在紐約曼哈頓島上，並不只是一個移民社會，以較大的範圍來看，這也是紐約

文化能成形的主要結構。近年，許多的紐約當地設計公司或藝廊搬到了中國城

附近的建築物開設，產生的原因有二個，較為便宜的房租和地域觀念近十年的

快速改變。而這樣的改變以自身二十年來數段在紐約的生活經歷觀察，並不同

於之前因經濟發展而改變的區域發展，更多的是階級文化可能要發生的變革。  

        在系列 5 號作品裡，日常生活的取材是紐約甚或全美 顯著的中式文化象

徵；外送中餐紙盒。這個象徵也是融合文化的產物，原始的設計並不是為了中

餐設計的，但在使用後第一版的寶塔設計圖案後，整個盒子的塔型設計，就這

樣在 150 年的時間裡，成為了中國在西方 日常的形象。巧合的是這又是一個

極為簡單的的設計思維和行為產生的社會文化，在設計師自己的描述下，任何

想要產生的認知都可以從視覺的認定開始，所以他放了寶塔的形象在紙盒上。

而借用餐盒裡的食物內容成為實體的中國印象，在刻意的擺飾下，將食物呈現

為中國山水畫的氛圍，這是系列作品裡 直接的借景。許多的美式西餐名與味

道，都攜帶了我們的生活哲學，在哪個地域環境裡吃辣或甜，食材與生活習慣

環境作物的文化關聯。或許西方並不能在宮保雞丁或酸甜肉的名稱中有任何深

度的了解，但實際上，資訊還是被攜帶了。本作品用鷹架重建的字體內容是

One  night my mom took me to New york，這是一句對 90 世代非常有共鳴的歌詞，

因為它具體的描述了發生在我們這個世代的身份現象，一個我們的地域文化成

份，不論這個身份的稱呼是移民、華僑、華人或者是 ABC，都反映了我們潛意

識的自我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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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 

 
        本研究創作主要論述目的為產生跨文化社會之設計觀點，研究的動機和目

的為期望因為研究的進行，增進自身在教學與設計創作思維的進步，藉由分析

能為台灣身處國際文化緊密交集，與多元文化歷史的原生環境文化，在變遷的

時代中尋找在多元文化中的自我認知模型。研究範圍紐約為田野調查的分析核

心找出對移動、重組文化的產生、文化存在的思維和實踐方法，嘗試從研究結

果找出在資訊與文化的快速交流之下，文化的延伸、進步和維持自我意識、認

同的方式。以紐約曼哈頓島的田野調查，以設計、藝術為主軸收集整理比對從

大學時期至今約二十年的城市發展演進資料。在創作論述的結果與觀點中期望

發現藉由設計與跨文化社會的對應關係，理解因為歷史的發展，台灣漸漸的自

我認同與地域文化意識方向。希望從紐約的跨文化社會融合經驗，去了解在長

時間文化融合之後，還有自身文化存在嗎？現代化的過程裡使用設計的力量，

將許多外來的文化成功地吸取演化成為自己的文化。設計在現代化的文化裡，

負責解決生活的問題、思維、描述或對現實生活作出反應，在長時間的累積之

下，這些對生活的想像和描述，也讓每個文化可以說是一種設計風格。在本研

究創作的過程和結果裡，企圖表述出當代文化的建立經過設計再生、轉譯的存

在主體性。 
        設計除了對造型、色彩、材質等幕前視覺部分的技法，還有幕後的細節堅

持，這些細節包括了；「對生活提出負責任的看法和描述」，從設計師該有的

人格出發再放大，一直到自我面對生活美學性格的堅持。這樣的設計性格始終

可以讓社會進步，指出如果現在有什麼需要改正的，地域文化裡首要造成錯誤

發展的原因通常是自私。主要是不夠誠實、不夠負責任的心態，如果在一個社

會裡缺少對自己和他人的在乎，那麼就沒有共同的信念，久了也就沒有共同的

生活。「對生活細節的堅持精神」，設計表象是一個視覺，但細節是一種心態，

在設計的過程裡每個尺寸、顏色都是因為堅持的細節達成的。同樣在近十年國

際社會共同相似的社會議題裡，對許多不論是政府大規模的建設，或是每個人

自己擁有的私人生活空間，只要是接觸到公共環境的，都要求生活思維和自我

文化存在認同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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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設計的表象和技法是這細節的 後表現，但更要在乎的是這些細節

為何要注重的地域文化思維，從設計出發產生的文化思維。這些細節基礎建立

在「對人類存在該有的認知和尊重」，設計已經是在執行一個需求，而這個結

果是一定超過只影響自己個人的存在範疇。所以當你有任何想法希望自己能有

可能更好的人生，同時也一定會讓別人更好，如果從設計師的角度出發，不只

是後天的品德教育，這是存在的天職。因為設計的任何開始都是基於產生更好

的生活，而出發點是讓人類的存在更有認知更值得尊重，這樣的想法超過只是

一個文化、一個地域、一個城市或只是你一家人、一個人的存在。以人的身體

功能對應環境的需求去產生的生活設計，以這樣的思維去滿足慾望，就能在幾

乎公平的設計結果裡讓所有人都好，這樣的設計品德感是不用經過教育產生的，

是身為人的直覺「對文化的尊重與自我存在的認同」。關於設計人才培育與一

地域文化、社會建構對應的思維，林磐聳教授提到具體的培養方式與主張： 

 

 
 

圖 6-1、林磐聳教授授課筆記「設計人才培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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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我認知到⽂化的設計 

        本研究論述整理發現，設計在社會中扮演了三個主要的角色：翻譯、轉譯、

詮釋。在時間軸上有整理過去「自我認知」、描述現在「整理文化資訊」和建

議未來「社會的設計和生活思維」三個時態的意義。在研究論述的過程中，是

以平面視覺設計為核心找尋設計與生活、社會、文化認知的相互存在模式，也

希望藉發現此模型能更理解為何現在世界的走向是以設計為社會的組成傳遞核

心。就像一步從藝術與工藝運動進入現代主義時一樣，設計基礎於一個地域文

化的每日生活思維，解決實際生活、共同文化、哲學的問題。在現今世界網路

緊密連繫的共同文化建設與交流裡，國際文化的邊界已經漸漸只剩地理距離的

差別，具體影響文化的政治、經濟已漸漸不再是第一個文化傳遞管道，各現代

都市的生活文化也已經因為網際網路的原因漸漸融合同步，不同文化接觸時因

為主觀認知而產生變異的思維正在大幅度地縮小限制與差距。在多元文化交錯

的文化裡不論生活習慣、食物甚或哲學思想，都常會產生全新的次文化與跨域

文化，該文化若回到原生文化產生的出生地甚至並不存在，但卻在另一地域行

之有年。在本研究的論述裡，甚至有許多案例從錯置的翻譯、誤解經過長時間

的發展，似乎是脫離了原生文化，開始自我衍生成為一個具體存在的新文化。

這時，這樣的新文化可以獨立存在嗎？因為從條件看起來，不論是地域、生活

習慣、文化哲學、被接受與認同的文化存在因素都具備。 

        撰寫本研究創作論述的初衷是在自身的創作和教學經驗接觸年輕一代想法

中體認，不只是從自己留學時期接觸到的文化衝擊，近年台灣在自我認知時對

本身對多元文化的認知模糊，似乎可從跨地域社會設計中找尋建構文化的模式。

而本研究者者也設定一個觀察的核心「社會的設計」對應觀察變數。近年「社

會設計」的意涵是以在地、原生文化生活經驗為主，經由設計的清晰理性思維

整理出對該域有實際幫助的設計解決方案，其中跳躍了文化的包袱與傳統地域

抗衡多元文化思維的複雜思考。在研究創作的過程中，除了在文獻和個案分析

中找出對移動、重組文化的產生，文化存在的思維和實踐方法。本研究者也認

知歷史的經典也只是當時的日常生活一刻，所以在創作研究系列的作品時，從

田野調查中收集的資料角度是現在日常生活中的設計文化如：文化口語的用詞、

地鐵站內塗鴉的態度、生活中的飲食觀念… …等經過翻譯、轉譯、詮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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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文化在轉折、融合的過程中，回頭看紀錄無非是視覺文字，但在當時都是

瞬間幾乎不留意的生活感受 。 

        在研究中發現不論文化如何交流、排斥、融合，但成型的文化總是在某一

個節點達到平衡，產生了可供延續的完整文化行為模式。但令人好奇的是這樣

的節點是如何發生，在人、事、物的比重又以何為先，所以在創作方向和題目

確認後，有了更精確的核心檢討和找尋「社會的設計」和「文化發生的節點」

這兩個論述的系統和模型。 

        這個核心觀察模式是在研究過程中依紐約曼哈頓島多元文化特性，以平面

設計文化發展和個案分析，觀察紐約人的自我文化認知國際觀。因文化觀察方

向至多，從不論語言、文化、政治、經濟……學科都可做深入的觀察，甚至只

從設計學科都可從建築、產品、服裝……等不同角度出發。雖然研究細節會不

相同但一旦產生研究結果，模式在同一時代的環境裡應是相通可印證的。 

 

表 6-1: 跨文化社會設計傳遞模式（本研究整理） 

模式流程 內容 

紐約文化 因多元文化的城市居民本質，紐約的文化性格建立在純粹

的個人自我認知為，以誠實、科學的態度面對、解釋每個

個體或任何單一族群的存在和因原生文化而產生的複雜民

族情緒。 
 

紐約設計文化 因為城市本體社會的結構就是設計的結果，除了任何產生

視覺美學的設計專業，城市的具體性格就是經由邏輯理性

的思考期望產生合理的結果。 
 

原生住民 任何個體、族群、文化都可在城市裡發生，在這裡的原生

住民就是任何對自我存在認知清晰的個人，甚至對美國其

他州的人民也是如此感受，紐約是獨立於美國存在的地域

文化。 
 

社會設計 以人類合理存在為思考核心，從地域生活環境、習俗文化

到日常生活細節，以設計思維為主軸，讓社會裡不同領域

的人群能有共同的溝通語言。 
 

翻譯、轉譯與詮釋 文化產生的唯一渠道， 後的結果是經過這三項不同的過

程，在一個地域裡產生共同的意見，同意之後即成為文化

的一隅，而任何文化的改變節點也必然發生在這過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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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社會的設計」是在創作題目還未設定前 核心的研究論述，是針

對一個經由多元文化而產出主要文化個性模型的命名。就算是多元文化的社會，

但還是 終要建立一個文化的自我認知核心，以設計思維的角度觀察找尋節點

發生的模式與紀錄，在本研究創作系列的產生過程裡，順序從紐約曼哈頓島設

計教育環境、設計師個案分析、中國城的存在特徵一直到自身成長文化中的島

內移民與境外ABC文化。至此以主觀移民生活文化觀察、文化日常視覺、設計

功能（技術）影響的文化漸進觀察。至後來的延伸觀察語言、名詞與其存在於

生活中的來源與形成原因，此部分也成為溶接研究創作的核心物質。在創作的

表現部份，以「文字創作」、「生活物件」、「約定俗成」的文化思維為主要

關鍵元素，解讀自己因爲存在而經歷的文化，除了是觀察，也是重整自己。 

 

第⼆節、⾃我認知的設計責任 

        本研究者家庭1949隨著戰爭的結果移民台灣，在台灣出生高中畢業後前往

紐約讀大學、碩士、工作，前十年居住台灣設計創作、教學，近二年居住紐約。

此研究創作論述的方向設定也是來自生活經驗中，隨著時間、環境、文化的改

變，好像不可避免的必須一直更換自我認知。小時候身分證上寫明了是山東人

現已更改為高雄人，清晰地記得在台灣的多元族群中是外省人，近幾年對台灣

人的認知也還在爭辯。在留學期間因中國還沒像現在如此開放，環境裡沒有太

多新中國的人的社會結構，所以可以因為Made in Taiwan時代在美國留下的印象，

和Chinatown的華人世界有些許區隔。在紐約留學期間，除了自己在台灣的身分

認知暫時可以完整的以I am from Taiwan （入美入境表格填Taiwan亦可）解決，

也理解到有二種身份ABC（American born Chinese）、華人是美國和台灣共同認

知的，這讓人反思一個出身到底能有多少認同？ 

        從設計的認知上，出國前在高中接受的基礎訓練，但因年紀還處懵懂階段

多以練習技術為主，紐約成為第一個對於設計思維的概念，而後隨著年紀和生

活環境增長，回台後接觸香港、新加坡華語地域設計的中西融合思維，隨後中

國大鳴大放，帶著像搖滾樂一般巨大生活改變的時代能量，把中國的視覺語言

發揮得淋漓盡致。而近年，台灣也掀起一波從設計思維檢討生活細節的浪潮，

更甚似乎企圖藉由設計文化的自我認知進而確定子我文化的定位。以紐約曼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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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島的國際多元文化為研究內容，期望能在結論中尋得的模型裡，整理出未來

個人甚至群體，從個人設計到社會文化的設計的創作思維。 

        從理論研究、設定創作主題到從創作過程中產生或驗證的思考，本研究創

作作品並非只是設計視覺表現，而是藉由創作過程、結果與研究內容印證，以

作品呈現研究思考，能產生討論甚至驗證研究結果。在這次研究論文理討論的

設計思維並不是單純視覺設計在社會生活裡的功用，而是隨著設計描述生活和

建立生活的意義，找尋文化存在特徵。在教學的時間裡發現，以台灣為例，近

3 年之內的大眾設計生活習慣超越過去 20 年，突然間像是海嘯，開始從每個角

度整理對生活空間裡美學的需求。以本身的年紀觀看，好像昨天彷彿曾經停止

了似的，突然間有一大段的空白要補足。但是，在線性的時間裡，這些人、這

些想法思維怎麼會突然發生，因為每個人這些時間也都在這個空間裡。這捲海

嘯除了檢討、重述對生活設計的需要，也還有一個關乎設計的細節也非常有趣，

甚至比設計的專業本身更值得觀察紀錄，除了想用設計改變生活，這一波段的

社會設計運動還包括設計的行為本質。本研究者選擇的創作論述研究題目來自

於自身的成長經歷，一直到今天對台灣熱衷追求的定位思考也感同身受。特別

是設計這個專業總是在找 直接準確描述的方式，所以習慣的總是等於在找出

原因和答案。於是從設計思維一路整理設計存在的根本應該是「文化思維」，

如果沒有這個基線，設計恐怕不會存在，當然那個社會也不會存在。或許會說

德國包浩斯學院提的概念就是單純設計以功能性與滿足人類存在的可能，甚至

使之更合理。如果以中國的自然思維對比，其實也是在同樣的基礎概念上討論。

在工藝的技術上同樣是師法自然，中西有著一個明顯的差異，就是截取所需之

後，中式就會停滯，而西方則因為工業革命有明顯的人為介入。在本研究前半

的理論支持也提及的幾次工業革命對人類現今生活思維的影響。當然如果硬要

說，還是中是思維的生活設計哲學能完整現今的摩登環保概念。 

        但在本創作的思維引申裡，從設計的角度切入一個社會、一個文化、一個

人的具體存在，如果思維不同了，那麼所有延伸的設計產物也會不同。因為同

樣是人類，身體結構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因為生活思維的不同，需要的生活、

社會設計也都會不同。當我們決定從設計的角度去描述或解決生活問題的同時，

我們已經因為基本的生活個性，開始的可能性已經受限的結果。模糊的文化產

生，是基於許多原本明確的印象，但是因為文化融合的多元解讀，就成為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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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模糊文化，加上時間的因素這個模糊又成為了一種清晰地確定。如果這

樣的文化存在模式一旦成形，可以是與二戰後屆分的種族型文化產生分歧。一

個文化甚至國家的演變或誕生以不能再從線性的傳遞經驗裡框架，生活習慣、

語言、歷史也不再是唯一讓單一文化存在的唯一可能。新文化、族群在第三界

面呈生了巨大的同意感與具體延伸性的同時，事實上值得有機會脫離框架繼續

發展。因為從設計的角度，只有自我認知和從此而來的生活需求才能產生任何

具體的文化現象。在這個結構的完整度上，對於任何一個習慣接觸多元文化的

地方，像是台灣就能從此自然產生延續性的自我文化。 

        本研究者用研究創作解讀「洋涇邦」這個主題時，從作品的視覺產生一個

能清晰描述的研究結果；國際文化的養成如何產生延續的新文化。在觀察、研

究、創作的過程裡，對於這個結果並不是一個猜測而是一個驗證與資料整理。

在本研究者大學、研究所、工作時期，有機會以近距離觀察生活中數個文化的

交流，在這次論述創作作品裡專注的荒謬性，也是為了表現這個由詮釋建立文

化的方式取得模式。 直到現在，深受西洋文化影響的亞洲文化，已經幾乎可以

說是存在於不同層度的原生「洋涇浜」文化。從生活思維、哲學的角度都像是

洋涇浜英文的基礎結構一樣，以中文的思考模式試圖溝通表達西洋的生活日常

。而受影響的不只亞洲單方面，在一定時間發酵之下，這樣的語言成為一種思

維模式，也在西方人的文化裡，建立了從這個時空節點誕生的亞洲形象。在片

段凌亂的重組下，西方人也開始漸漸地建立他們的亞洲文化觀。從他們的世界

看我們的身體姿態，語言模式，飲食方式慢慢的揣摩建構他們理解的亞洲印象。 

        從設計的歷史經驗、風格和對社會的影響在文化形成之前的生活狀態，在

創作的選材裡找尋日常的哪樣細節，可以佐證「洋涇邦」這個主題要闡述的文

化自我與存在的現象。在論文裡舉證的設計經驗裡，關於企業識別系統的內容

裡談到的設計思維和規範提到；理念識別、活動識別、視覺識別，三項基礎的

思考。本研究者認為是 能反思現今文化發展形式的節點論述，在這個設計理

論產生的時候，是為了整理當時對文化存在規範的思維。當時的民生正從戰後

開始重新整理自我存在的理由，除了民族血統的概念，人類正開始尋求更文明

的方式解決存在的理由。在這樣的設計思維裡成長，也同時構成了這個研究論

文的起點，文化存在延續的方式，是否已經改變。設計始於人的生活經驗，所

以這三項思維雖是對商業設計的核心步驟卻也是生活文化形成的具體經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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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識別是一切的開始，不論是主觀或客觀造成的，通常都是一定相同的集體意

識產生的一個核心價值觀。 

        從首次接觸紐約和設計到現在的二十年裡，體驗了設計的本質到了現今或

許是一個地域文化延續 重要的思維。在網路稀釋了國界和文化的界線的時代，

設計開始反射追求人類共同存在的合理解決方案，而在這跨文化的空間裡，我

們更能清楚地看見對建構單純自我認知的需求，而這就是未來設計會帶給任何

文化具體存在的節點。也期許自己未來對設計的參與、對自身文化的建構能以

更清晰的思維產生建立的能量。 

 

第三節、研究創作結果與建議 

        本研究論述的創作結果建立在對研究內容的互相支持，撰寫內容除標注擷

取研究資料之論述，也試圖在論文中提出個人主觀看法與論證，因此撰寫方式

中會在提出研究資料時加入主觀論述，以現在正經歷的生活細節去理解論述之

歷史理論、思維與紀錄。經過傳述或紀錄的論述終究會些許失真，也有當時發

生的生活文化細節，在引證文獻資料時盡量尋求與自身求學時期一直到就業、

教學，實際接觸的資料線性延續，舉例引用對應研究資料。此撰寫方式當然架

構在資料取得出處標注清晰與引證完整之基礎。除了尋求過去歷史中的節點，

也期望以此研究引證論述個人主觀之觀點。 

        而在創作的過程中本研究者在試圖完成創作期望的同時，也清晰的感受在

許多對自我提出的問題中，或許對年輕的世代並不存在，許多的國際社會文化

現象之於他們應十分自然。但相對的，現今正是文化交接的時代節點，對於之

前的過程與細節年輕世代還無法認知體會，但這份研究是對本研究者依主觀對

之前世代的整理也多少是對他們的未來的預言。 

        在創作的過程和結果裡，對自身未來創作提出的模型裡期望可以除卻個人

的視覺風格追求之外，能夠產生對自身文化有描述、維護、建設的作用； 

 

（一、在地化）對創作的思維與視覺表象，能產生對原生地域文化的承載，經

由攜帶的資訊，經過設計的翻譯、轉譯、詮釋，能夠在跨文化社會的時空裡產

生自我的存在。本研究創作論述試圖從研究和田野調查的分析中找出對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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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文化的產生、文化存在的思維和實踐方法，嘗試從研究結果找出在資訊與

文化的快速交流之下，文化的延伸、進步和維持自我意識、認同的方式。以紐

約曼哈頓島的田野調查，以設計、藝術為主軸收集整理比對從大學時期至今約

二十年的城市發展演進資料。期望在創作過程和內容裡能整理出來。這個城市

為何可以成為以設計、藝術為力量發展成全球仿效的現代都市。 

（二、跨文化）設計解決生活的問題，但不只在具體社會建設的功能性上，還

包括描述與解決生活文化、地域哲學、自我認同的問題。論文內容也提出探討

跨文化社會的概念，也希望藉由本研究成為未來創作方向的主要思維體系。整

理社群網絡時代的學習思維， 對比傳統教學平台如紐約視覺藝術學院（School 

of Visual Arts N.Y.），理解由於知識傳遞方式的不同而產生的文化建立結果。

快速的科技發展重疊了新舊二代人的生活，如果生活、科技、製造技術，大於

了思想改變、文化建立的速度，「未曾擁有世代」或「學習世代」和「出生即

有世代」，如何分享解讀這一體兩面的世界。在本研究者之前留學的經驗裡，

學習的知識、專業內容與生活文化的差異大多還是以人的移動為主要傳遞的媒

介。 

（三、社會化）體認設計師的社會責任，在國際跨文化的社會形態裡，負擔對

原生文化的自我認同與細節描述的認知能力。以中國城（Chinatown）為本研究

田野調查的核心對象之一，以書籍、博物館文獻紀錄、近代藝術設計史、視覺

設計元素、生活演進哲學為主軸，分析紀錄一個移動文化的思維和視覺表像的

成立過程。取材紐約市知名設計學院教學課程、課綱以及其與社會連結的教育

結構思維，理解設計對於社會建設的力量。紐約的城市規劃經常出現對於未來

前瞻性的設計已成為世界先進都市的借鏡，本研究試圖探討的不只是調查案例，

希望能從更前端的人民生活介面整理出來可有效參考的邏輯與方法。 

        在創作的過程中，發現自身學習的設計知識與創作習慣，似乎和面對時代

的進步一樣，過去的累積既是幫助卻同時也是進步的阻礙。本研究論文的創作

是在於論證基於跨文化社會，因為設計思維的力量讓文化融合後產生的主要結

果與思考方向 1.融合後產生的文化、2. 文化為什麼融合、3.拒絕融合的文化。

現今的台灣愈來愈經常從設計的角度觀察自我存在的證據，這也是現代國家共

同呈現的狀態。設計在現代化的文化裡，負責解決生活的問題、思維、描述或

對現實生活作出反應，在長時間的累積之下，這些對生活的想像和描述，也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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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文化可以說是一種設計風格。設計過程中的性格和設計結果產生的視覺，

已超越了經濟與政治成為文化傳遞的第一個程序。在本研究創作的過程和結果

裡，企圖表述出當代文化的建立經過設計再生、轉譯的存在主體性，也期望能

從本研究收集的資料裡分析出的論述與模型，成為對自己未來創作和教學的方

向和內容。本人曾在大學專任設計教學的過程中，對於跨世代、文化學習的內

容和過程產生許多好奇和想法，近五年世界因網路社群科技的進步正處於世代

交替的跨口，因此想從本創作論述的研究和創作的過程、結果裡找到文化前進

的線索和明顯具體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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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歷年相關創作 2005-2013 
 

 
Beautiful Chinese Vase, 2005. 
倫敦國際設計廣告獎  London International Awards. (Special Packaging)  
 

        本作品延續本研究者的同一個創作思維，社會文化建立中平面設計的實際

參與，如果平面設計不只具有美化與宣傳的功能，那麼如何用一個設計將其表

現出來。在跨地域的文化裡對東方的觀察，除飲食穿著較顯明的文化特徵之外，

可能花瓶瓷器是一特有的東方文化表徵，China 這個單字就在西方世界與瓷器同

意即可見其代表性。以現代紙箱製造模式，以量產方式重置紙箱基本元素以改

變其使用意義，將手握把放置於紙箱上方，整只紙箱折疊形成只留上方開口。

箱面以平面視覺標示「美麗的中國大花瓶」字樣與圖案，顯示此為一只瓷器花

瓶的包裝。而改變原始紙箱元素配置的設計原因為：從重置的上方開口與手握

孔可直接插入花束或置換，此時包裝保護瓷器的紙箱本身已具花瓶的功能性。

若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已經習慣由設計來告知我們物品的定義，那麼或許我們

實際購買使用的是包裝設計或品牌思維本身，而這時物件與設計同時存在的比

例似乎已失去平衡。試圖藉此作品創作，體現設計對生活的實際意義與對一地

域生活文化的建立參與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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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Is All In Your Mimd, 2005. 
Exhibit in Tokyo designer's week 作品受審至東京設計師週展出 
 

        字體是平面設計中使用的視覺工具之一，經過字型的選擇與編輯設計與畫

面的編排，達到以視覺傳達資訊的目的。但是在許多的案例上設計產生的效應，

能經由跨地域移動傳遞的不同文化，產生可被接受、認同的「似乎即將要存在

的文化」，讓設計從商業、宣傳的領域進入如藝術可影響一個地域生活的社會

文化之一。此作品是於 2005 年創作，與台灣廠商研究生產，以人造膠皮與銅模

燙製可實際使用的女性皮包設計。但設計的重點是以字體 Helvetica 刊載資訊

「Fashion Is All In Your Mind.」，實驗以平面設計的思維介入時尚設計的生活

文化。Helvetica 從一個字體的設計成為了一種文明的性格和文化的樣子，一個

字體可以幾乎對國際跨文化的理性溝通設下了近代的理性視覺和生活思想規範。 

這個字體讓文化的傳遞與溝通產生了同理心的情感，在傳遞資訊的過程裡，呈

現了能更理性化、嚴謹、工整、整潔、實用的溝通，這種準確傳達的目的也開

始了一個新的文字設計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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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Are What You Shop, 2009. 
The Hong Kong Designers Association. (Merit)  
香港設計師協會獎 書籍設計 

 

        實地於紐約採訪經得同意拍下紐約人的穿著，在企劃的初期想討論的主題

是穿著對現代人的實際意義，很顯然的現代生活裡穿衣服已不是完全針對氣候

或生活需要，大部分的意義裡充滿了裝飾的意圖。服裝當然是一個地域文化明

顯的視覺代表，而每個地區的服飾攜帶了文化的細節；地域的地型氣候需求、

居民的日常生活與工作習慣、當地製布方便取得的物料、因地區文化或宗教習

慣產生的顏色花紋，都是經由時間產生的服飾特色與視覺。在現代化的社會文

明形成之後，生活因為普便的科技進步開始使服飾失去了許多的地域資訊攜帶

的天性 。 在每個十年裡都有認同的共同日常服飾穿著，更有不分地域或文化的

獨立次文化穿著習慣出現。在本書中討論世界流行的 50 個時尚品牌的設計精神，

經由視覺識別系統產生的設計思維與該品牌與社會的對話內容。我們其實都在

打扮成另一種生活文化的人，例如 不經意的牛仔褲其實也與 誇張的晚宴服

無異，從布料到剪裁顏色都又既定的文化，但我們並不會覺得傳著實是牛仔。

久而久之我們的日常生活就在各種品牌的故事和設定的生活風格裡，也讓所有

人都在現實生活與異地文化中產生交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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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Island, 2012. 
Communication Arts Magazine Design and Advertising Awards (Excellence) 
德國紅點傳達設計概念獎 書籍設計 (2012)  
The Hong Kong Designers Association. (Merit)  
香港設計師協會獎 書籍設計 (2011) 
 
 
        許多設計師的代表作品都是發生在一張隨手的餐巾紙上，像是 Milton 

Glaser 的 I LOVE NEW YORK logo 設計，或是 Paula Scher 的 CitiBank logo 設

計。而本研究者的年代也確實經歷過需要手寫記錄資訊在隨手紙張上，這個創

作的想法來自於對於原生環境的地域文化收集。筆記本的設計是讓人記錄下未

來能產生影響的事物，而在這個設計裡，筆記本的紙質似乎不用思考的應該就

是隨手的商業紙巾了。而從原生記憶和生活習慣裡，夜市裡的紅紙巾就是不二

的選擇，當然在一定的思維之下，我們生活中熟悉的印花塑膠袋自然地成為了

封面的設計選擇。 許多我們生活周遭的細節在時間的累積成為文化，在這個作

品裡的選材細節事實上對國外來說就有許多的文化細節，紅色餐巾紙上的粗糙

仿歐式花紋壓印、交代上的內容標示與裝飾的花朵，都是我們對於西式文化的

生活想像。在當時的年代因經濟環境的不足，這樣模仿式的裝飾常因製作手法

爾產生粗糙的結果。而這樣產生的圖案自身卻也成一種獨立的視覺，再轉化使

用之後似乎也是文化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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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Rules, 2013. 
Communication Arts Magazine Design and Advertising Awards (Excellence) 
美國傳達藝術雜誌年度設計獎 書籍設計 

 

        書籍封面設計得獎作品，內容也是本研究者撰寫。書中內容是以東京為資

料收集基地，針對在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穿著以攝影及觀察收集內容。常常形容

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和其飲食及設計思維一樣也是充滿細節和堅持。但以 脆弱

的一環，家庭後的成人與孩童出外服裝與打扮，為觀察目標，檢視細節。 

        封面的書名字體設計來自我們對日本都會生活的既定印象，狹小的生活空

間、忙碌高壓的日常生活、大量穿梭都是的國際旅客、幾乎太過豐富的商業設

計視覺與日常生活物件。而同時間我們也都認同他們的高度自律與制度性格，

基於這兩個差異極大的特殊點，內容以紊亂的線條代表前者，然後在亂線中找

到需要字意的筆畫，代表亂中有序的東京日常生活秩序。 

        除了針對書籍的設計傳達的目的，紊亂的線條中理出清晰的端倪，也是跨

文化社會中許多原生文存在的樣貌，不斷重的翻譯、轉譯和詮釋的過程中，有

時原生文化可以離開原生地域存在，有時也因文化的融合而產生變化或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