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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面對面

打造創新設計寶島
為產業注入新能量
競

爭的全球化環境下，各個產業藉由產業轉型提升競爭力，才有機會
在全球市場崢嶸頭角；而創新設計是產業轉型過程中的重要元素，

也是強化臺灣競爭力的關鍵因素。長期以來，政府鼓勵民間創新，推動各
項創新設計計畫，在「跨領域創新應用」、「虛實載體整合運用」、「設
計創新人才培育」、「專業創新客製化」、及「加強國際行銷」等 5 大優
化策略下，執行各項創新設計措施，以有效協助廠商進行商品服務創新。
我國企業具備優異製程技術及高效能管理能力，在中央與地方政府及企
業共同協力下，近年來國內創新設計品質已獲國際高度肯定，並在國際 4
大設計展－德國 RedDot、iF、美國 idea 及日本 G-Mark 中屢獲佳績；此外，
臺灣在 2011 年主辦「臺北世界設計大展」後，「臺灣設計展」已成為國
際展覽品牌，臺北市更躍升為創新設計的國際級城市，並獲得國際工業設
計社團組織評選為「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
臺灣各領域已建構出旺盛的創新設計力，尤其年輕族群在工業設計與文
化創意都有相當優異的表現；政府並持續注入資源使設計相關產業蓬勃發
展，今年 8 月的「臺灣設計展」更移師臺東舉辦，提升了在地創意品牌、
創意工作者的能見度，同時也凝聚地方創意產業力量，間接扶植微型中小
企業，創造在地的就業機會。
展望未來，為持續提升臺灣產業實力、城市生活品質以及年輕人在全世
界的競爭力，臺灣必須更加重視創新設計，將創新設計思惟變成一種「Life

Style」，生活中時時刻刻都融入創新與設計思惟，打造臺灣更創新的產業
能量、更具創意的人才，及更有文創氛圍的城市空間，為臺灣經濟成長注
入源源不絕的活水與成長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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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助攻 驅動臺灣創新設計能量

臺灣設計力 產業轉型新動力
過去10幾年來，政府推動各項設計產業相關政策，來提高創新能量，並將「臺灣設計」
（Design in Taiwan）形象推廣到全世界，讓臺灣設計耀眼全球，成功帶動我國產業在全
球市場的競爭力。

政院於 2009 年通過 「創意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

行

展方案」，將「設計產業」納為 6 大旗艦計畫之重

點發展產業之一，作為政府持續推動設計產業輔導，以提
升國內工業設計品質與創新設計能量。
創新是提振國家產業競爭力的關鍵，而設計力則是實踐
創新的重要元素之一，多年來政府積極推動相關政策，從
提振產品設計力、建構臺灣設計服務產業，及引領企業發
展服務設計理念，全面協助企業發展與時俱進的設計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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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打造我國成為設計美學王國。

大力扶持服務設計產業
有鑑於設計服務產業是驅動產業與國民美學，以及加強
培養我國企業與民間的美學素養與設計力的重要關鍵。為
整合文化及創意資源，促進我國創意設計產業發展，政府
近年來推動「設計產業翱翔計畫」作為建構國內優質設計

從 1982 年即開始舉辦的「新一代設計
展」，一直以來都是國內設計院校學生重
要的作品發表場所。

與藝文發展環境的樞紐，同時運用創意設計提高臺灣商品
附加價值。
由於我國設計產業存在著團隊規模小、資本額偏低等問
題，為發展國際業務與建構整體策略規劃服務能力，政府
透過「設計產業翱翔計畫」協助業者開發設計產業市場需
求、辦理設計產業策進與育成、以及推動臺灣設計運動等
策略，協助產業成長茁壯。
推動多年已協助我國許多企業透過設計規劃完成轉型升
級。例如，電子零組件製造廠連展科技面臨中國大陸廠商
低價競爭，導致其代工製造產品利潤與成本優勢漸失，面
對經營瓶頸，連展科技在經濟部工業局的輔導之下，將設
計力整合其既有技術，以及掌握消費端需求開發新商品，
進而跨入 LED 燈領域新市場，從委託代工（OEM）發展
為自我品牌（OBM）經營模式，開創企業新經營契機。

設計展與設計獎 驅動創新能量
政府透過舉辦設計展，鼓勵個人或企業投入創新設
計，自 1982 年即開始舉辦「新一代設計展」（Young

Designers' Exhibition，過去稱為大專院校設計展），該
項展出吸引大量國內外設計院校學生參與，在 2013 年計
有國內設計學府 58 校 131 系參展，與來自美、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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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日、馬來西亞等 6 個國家、20 所設計院校一同共襄
盛舉，超過 8,400 位年輕設計師，展出 3,700 件以上的
作品，短短 4 天的展覽即吸引超過 10 萬以上人潮。「新
一代設計展」除提供莘莘學子參與舞台外，2011 年政府
更促成世界設計大會及大展在臺北舉辦，成功串聯國際設
計合作網路。

2013 年為支持臺北市競選世界設計之都，首次結合
「臺北設計城市展」，合辦為「臺灣設計展暨臺北設計城
市展」。今（2014）年 8 月，經濟部首度將臺灣設計展
移師臺東舉辦，期望藉由活動的舉辦，凝聚地方創意產業
力量，並扶植微型中小企業，創造在地就業機會，改善年
輕人口外移問題，進而為臺東觀光旅遊加值，並以差異化
設計提升城市競爭力。
展覽之外，政府也透過舉辦設計獎，鼓勵個人與產業
投入設計，其中又以「金點設計獎」歷史最悠久。尤其

2014 年的「金點設計獎」，在臺北、北京、上海、深圳
4 大城市舉行，正式走出臺灣，除臺灣評審外也邀請國際
評審加入，展現政府將「金點設計獎」打造成為國際性設
1

計大獎的決心。
行政院院長江宜樺曾表示，「金點設計獎」國際化是

2014 年政府首要推動的重點項目之一，短期目標是先成
為華人市場最頂尖設計獎，終極目標則是和國際 4 大設計
獎 Red Dot、iF、IDEA、Good Design 並駕齊驅。政府
之所以高度重視，乃是為了將臺灣形塑為華人市場的設計
2

1. 臺灣設計師吳孝儒結合古典太師椅與塑
膠凳，混搭成的「圈凳」，廣受巴黎設
計圈的肯定。

2. 由 臺 灣 設 計 中 心 舉 辦 的 YODEX 設 計
展，是臺灣年輕設計師發揮的舞台。

4

中心，成為此市場最具指標性、人才薈萃的聚集地，才能
讓臺灣設計的軟實力被全世界看見。
透過舉辦展覽及設立獎項，政府每年得以培植出許多國
際設計菁英，為產業提供種子人才，協助產業以設計力創

經部觀點

新轉型，並協助地方政府以設計力進行城市改造，擴大各
界對設計服務的需求，同時也間接影響民眾對設計與美學
的認知價值。

服務設計加值 朝轉型升級邁進
隨「服務經濟」（Service Economy）時代的來臨，經
濟部自 2011 年積極推動「新興中小企業創新服務加值計

3

畫」，協助國內中小企業投入創新服務開發，朝高值化轉
型，並持續運用「DIG 發現服務知識平台」，提供廣大中
小企業在服務創新等領域的資訊，包含服務新知、專家觀
點、服務設計工具介紹等，透過知識分享與累積，3 年多
來已協助超過數十家企業導入服務創新能量。
以 2013 年輔導個案新平溪煤礦博物館為例，顧問團隊

4

透過服務設計手法，引導業者循著旅客的思維，找出服務

3. 結合科技與色彩美學運用，讓傳統的煮

的缺口，再運用協同工作坊凝聚多元創意，設計全新的遊

4. 臺灣企業充沛的創意動能與堅強的科技

程內容、行銷手法及創意商品開發，大幅提升園區的服務

飯電鍋也能具備設計時尚感。
實力，都有助於我國產業發展競爭力。

體驗，以迎接新道路開通後的龐大觀光人潮與商機。
創新設計力的提升涵蓋許多層面，從製造業的創新產品
設計力與設計服務產業的驅動，再到近來最熱門的服務設
計概念，政府均持續推動各項設計政策，並與產業攜手在
各個環節以強調設計力的提升。
經濟部表示，臺灣企業擁有扎實的研發與製造能量、國
內 ICT 技術的運用情況超越全球水準，且高品質的服務精
神早已獲得國際認同，具備發展服務創新的條件，未來政
府將積極提升各產業在服務層面的精緻度，並運用科技深
化服務能量，甚至拓展全新的服務模式與新興產業，相信
絕對能為臺灣經濟帶來新氣象與龐大商機。共同打造臺灣
成為設計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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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新，已經成為未來臺灣經濟的發展重點，在這個以
「人」為主體的時代裡，知識、創意是經濟成長的

核心要素，人性化的設計思維，更是創意的發想關鍵。台
灣創意中心董事林榮泰表示，「從生活出發、結合科技與
人性的設計概念，正是我國未來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的核
心方向。」

臺灣創意中心董事林榮泰

從生活創新帶動產業升級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2012年出版的「全球競爭力報告」，臺灣經濟發展
已轉型為「創新驅動」的階段。臺灣創意中心董事林榮泰認為，臺灣應充分利
用設計創新的優勢，透過設計思維激發創新服務，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

硬體簡單化 軟體豐富化
「未來的設計乃是藝術、文化與科學的整合，用以解決
社會的問題，營造人性化的生活環境。」林榮泰以蘋果公
司的 iPhone 為例，iPhone 並沒有運用太多的新科技，
但它添加了許多人性化的設計創意，豐富了人們的日常生
活。改善生活品質是人性化設計的創意源頭，未來的產品
不再著重於成本降低，而是強調其豐富的內涵，以及實用
價值。硬體簡單化、軟體豐富化，即是未來臺灣產業加值
和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思路。
近年來，臺灣的設計創意多次獲得國際大賽肯定，在設
計人才輩出的情況下，如何將這一股設計能量導入經濟發
展的動能之中，是一項至關重要的課題。林榮泰認為，未
來我國在設計人才培育上，應特別著重「簡單而豐富」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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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內涵，透過科技與人性的結合，來引發顧客生活與情
感的滿足。「掌握科技，賦予人性」，將是未來設計產業
的趨勢。
創新設計是臺灣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近年來政府
也開始大力推動產業創新走廊計畫，希望建立一個創新驅
動平台來增強經濟動能，進而強化產業競爭力。

讓高科技成為高感受
產官學界在培育人才、研發新商品之餘，也應重視市場
行銷，透過品牌策展的觀點來傳達產品核心價值，才能真
正打動消費者的心。
林榮泰表示，全球知名的麗奇（REACH）牙刷，一上
市就贏得當年 IDEA 的最佳產品設計獎，歷經將近 40 年
仍在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原因在於，品牌策展人以

REACH 為名，傳達該牙刷可以有效的觸及 (REACH) 人們
平常難以清潔到的牙齒部位，成功傳達牙刷設計創意的核
心價值。因此從產品設計面來看，我國產業界需要改變的
是從使用到使用者（From Use to User）的思維，「過去

林榮泰
現職：臺灣創意設計中心董事
臺灣藝術大學設計學院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教授
學歷：美國麻州TUFTS大學工程設
計博士
經歷：臺灣藝術大學設計學院院長
長庚技術學院校長
明志技術學院校長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理事長

臺灣產品開發以功能性為主，而未來創意產品的設計思考
與行銷概念則應以人為主體。」
此外，從功能到愉悅性（From Function to Feeling）
的轉變，更是產業界要轉型的思維。消費者需要的是「親
人性」的產品，而不是冷冰冰的純科技產品。因此，從生
產面到行銷面，產品的價值應從過去追求「高科技（hi-

tech）」的品質，變成訴求「高感受（hi-touch）」的品
味。林榮泰說：「從高科技到高感受（From Hi-tech to

Hi-touch），是未來設計趨勢，也是「設計創新」的核心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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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典的生活藝術與創新能力、德國的工業設計力，及
日本的設計產業聞名全球；這些國家在設計創新上

的成就與政府政策息息相關。各國多年來積極加碼推動創
新設計政策，持續深化培養其國人的設計創新能力與素
養；這些作法都值得做為臺灣政府與企業為之借鏡。

精益求精 從世界反思臺灣

瑞德日 創新設計政策面面觀
創新設計已經是企業贏得市場的重要關鍵，目前各國政府都積極推動，尤其瑞
士、德國與日本等創新設計大國的政策方向，值得臺灣政府與產業界深入了解
以及學習。

瑞典》打造企業服務設計概念
瑞典一直以來非常重視生活藝術，以及國人藝文素養的
培養，讓國內文創風氣原本就相當盛行，尤其自 1990 年
代政府推動教育改革政策，徹底深化人民的設計素養，如
讓教育系統權力下放，使教育機構有更大彈性回應市場變
化以提升國際競爭力。

2001 年 瑞 典 政 府 更 成 立 了 創 新 系 統 署（Swedish
Governmental Agency for Innovation Systems，
VINNOVA），提供企業包括資源補助、技術與營運協助
等方面輔導，為瑞典創造成熟有效的創新環境。瑞典德隆
大學創新研究中心教授艾德奎斯特（Charles Edquist）
指出，VINNOVA 一方面串聯學校、研究機構與產業的聯
結，一方面設立相關基金提供產學研各界設計創新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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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

瑞典舉國上下都非常重視生活藝術的培養，因此國內的文創風氣旺盛，也衍生了不少創新設計產品。圖為瑞典品牌 Tiogruppen 著名的包
包設計，以簡約大膽、用色醒目的風格著稱。

協助，十幾年下來已為瑞典建立更堅固的創新設計力。

2003 年瑞典政府進一步實施「設計階梯」計畫，以 4
個階段來區分企業的設計成熟度，瑞典跨領域設計專家湯
瑪士赫士敦（Thomas Herrström）指出，處於「設計階梯」
模式第 1 階段的企業，企業與其客戶並不重視設計，第 2
階段則指企業將設計融入在產品的樣貌改變上；到了第 3
階段則是將設計融入在產品的初期開發流程之中；第 4 階

瑞典知名居家大廠 IKEA，為人們打造出
更具設計性的生活用品。

段則是將設計變成企業經營的核心策略，即近年來最流行
的服務設計概念。
瑞典政府藉由 4 個階段區分，找出對各種企業提升設計
所需的資源，逐步將設計服務落實在瑞典為數眾多的中小
企業之中。從瑞典成熟的服務設計趨勢回過頭來看臺灣，
奇想設計創辦人暨執行長謝榮雅表示，臺灣應該儘早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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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工業 4.0
工業4.0是一個德國政府提出
的高科技戰略計畫（High-Tech
Strategy），簡單來說是指第4次
工業革命。目前德國的「高科
技戰略2020」已經橫跨「氣候
能源」、「健康 營養」、
「交通工具」、「安全」、
「交流」5個領域，聚焦在未來
10到15年內有望實現技術發展
的項目，像是利用物聯網和網
際網路服務改革生產流程等。

務設計理念融入企業文化之中，才能擺脫習以為常的代工
製造思維，成為創新企業。

德國》工業設計力造就中堅企業
「Made in Germany」可說是工業精品的代名詞，包
括寶馬（BMW）、賓士（Benz）、奧迪（Audi）、西門
子（Siemens）、愛迪達（adidas）等國際知名品牌都來
自德國，除此之外，素有工業設計奧斯卡獎的 iF、以及工
業設計奧林匹克獎的 Red Dot，也都源於德國，由此可見
德國在工業設計領域上的特殊地位。
德國的工業設計之所以如此蓬勃發展，與其重視技職教
育的政策息息相關。德國教育採取雙軌職訓，以師徒制為
基礎的緊密產學教育模式，讓學生在校時就會進到企業
裡，接受完整的訓練與培訓。這樣的教育模式，讓德國擁
有至少 160 萬以上的龐大技職大軍，成為德國在工業設
計上的基礎力。
延續德國的工業設計能量，德國政府與企業不斷藉由技
術上的精進，追求德國工業創新。德國聯邦政府 2012 年
提出的「2020 年高科技政策」，透過跨部會、跨產業推
動德國工業朝智慧自動化邁進，即所謂的工業 4.0，希望
透過更精深的技術力，為德國工業帶來更多的創新能量。
臺灣過去 10 幾年來，許多技職學校陸續升格為大學，
造成技職專業人才逐漸流失。對此，臺灣應從加強推動
產學合作著手，以提供臺灣基礎技術力及高階技術的創新
力，目前經濟部為強化我國智慧自動化的工業技術與設計
力，正積極透過政策來協助廠商補足關鍵研發能量，全面
帶動產業升級與創新，並鎖定電子製造、食品加工及金屬

在德國政府的大力推動下，「Made in
Germany」已是工業精品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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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等利基型市場為主軸，希望打造臺灣成為全球精緻工

國際視野

業的領先者。

日本》「酷日本」政策 加強中小企業創新
面對韓國過去十年來的來勢洶洶，日本不僅 Sony、

TOYOTA 等具備高度創新能量的大企業面臨很大競爭壓

1

力，中小企業受到的影響更大。日本政府為協助中小企業
提升創新設計力以抗韓流，近年來開始投入相關政策。例
如，2012 年日本政府推出「酷日本」（cool japan）政
策，將文創能量注入到中小企業體之中，培育創新人才之
外，進而提升日本企業競爭力，長遠目標則是要將日本打
造成為亞洲創意中心。
具體而言，「酷日本」政策就是以政府為推動力道，聚

2

焦時裝、設計、內容、食品、區域產品等領域，集結日本

1. 日本汽車大廠 TOYOTA，雖已成為世

中小企業的能量，開發具備日本生活文化創意的產品，全

界級車廠，但仍不斷透過創新研發，推
出令世人眼睛為之一亮的產品。

面提升日本的設計軟實力，除帶動日本海外產品的銷售成

2. 日本的創意設計產品，常融合至日常生
活，圖為創意手機充電器。

績外，也強化形塑日本國家品牌。
以數位內容產業為例，在「酷日本」政策支持下，日本
角川國際正積極將其在日本成功的動漫畫學校經營經驗，
推廣到亞洲地區，在亞洲其他國家成立類似日本「Digital

Hollywood CG School」的教育機構，而臺灣就是第一
站。日前，臺灣角川國際動漫才與經濟部數位內容產業推
動辦公室（DCIPO）簽訂「臺日國際動漫創意人才培育合
作備忘錄」，成立動漫學校，將日本動漫文化推廣到更多
國家之外，並與臺灣一同攜手布局亞洲及全球市場。
綜觀瑞、德、日等國家的創新設計政策，都可以作為臺灣
提升創意設計產業的參考。未來，政府更應密切關注國際趨
勢，以發展領先世界的創新政策，帶領臺灣企業全面提升創
新設計力，競逐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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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長吳明機 臺灣創意設計中心執行長陳文龍

臺灣設計力 全球綻放
臺灣在創新設計領域的優勢為何？
吳明機：
我 國 企 業 長 年 為 國 際 大 廠 製 造 代 工， 從 OEM 走 到

ODM 的製程演進，累積許多產品設計的經驗，是我國最
大競爭優勢，近日 Apple 發表最新 iPhone6 手機，就是
由鴻海及和碩等組裝製造。此外，臺灣產業上中下游的價
值鏈完整，像是竹科的電子聚落、中部的工具機聚落等，
在產業群聚效應下，已創造出具有經濟規模的生產效益。
從 Apple 的經驗來看，因為跳脫傳統製造與服務思維
框架，創造時尚、追求自我風格的品牌定位，呼應消費者

12

的情感價值，成功造就其在市場的領導地位。另外，我國
也有廠商從製造商轉型為品牌和服務的經營者，例如巨大
機械從自行車的製造研發，成功形塑生活型態，以「享受
騎乘的樂趣」願景作為企業核心價值，將自行車由功能需
求提升至休閒娛樂的層次。因此，如何提升產品附加價
值，將代工製造思維轉為設計力與品牌經營，是我國企業
轉型的關鍵。

1

陳文龍：
政府從 1989 年起就全面提升工業設計，大量培養專
業人才，輔導產業累積設計能量，並鼓勵參與國際設計競
賽，目前我們的得獎數僅次於德國、日本，位居世界第 3，
代表著臺灣擁有豐沛的創新設計能量。此外，臺灣企業也
有很強的製造實力，特別是 IT 產業深耕全球巿場多年，最
有機會抓到創新設計的趨勢，可以讓年輕人或設計師可以
很快地體驗到產品應用與生活型態的結合。
臺灣是華人世界優質生活的最佳示範，不論是現代科技

2

1 臺創中心所舉辦的新一代設計展，是提
供年輕設計師一個發表作品的舞台。

2. 臺灣擁有許多優秀的設計人才以及設
計能量，是國際設計大獎的常勝軍。

或是傳統禮儀都能兼顧，員工的配合度也很高，以組織利
益為優先，且具有挑戰精神，對自我要求嚴謹，臺灣 IT 產
業幫那麼多國際性大品牌代工，足以證明我們是有能力做
出好產品的，只是對於建立品牌的初期信心還不夠，未來
政府應就這方面加強輔導企業。

企業如何透過創新設計突破與轉型？
陳文龍：
不論是技術專精或設計專精，臺灣的左右腦都很厲害，
但本土企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我們「可以幫別人解題，
卻不知道怎麼出題」。當全球知名品牌如 Apple、IB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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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臺灣代工廠厚度要減、重量要降、亮度要增，企業都
可以做得很好，卻不知為什麼要這樣做；也就是說，臺灣
雖然有很好的設計能量，卻缺乏對產品的主控權與經驗
值，是臺灣最難突破的點。
因此今年「新一代設計展」推動產學合作，邀請 10 家
廠商出 10 道題目，讓學生來解題，協助學生思考如何設
計量產。設計界有句話：如果這些產品無法在市場上獲得
成功，就不是一個好設計；如果不能讓人家認識的品牌，
吳明機
現任：經濟部工業局長
經歷：經建會副主任委員
經濟部技術處處長
學歷：艾森豪獎學金、政治大
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

就不是好品牌。未來建議能輔導設計朝巿場化、產業化發
展，讓消費者真正體驗到，才能展現設計無限能量。

吳明機：
產業升級轉型的重點是選擇最有利的模式，改變企業過
去的經營模式，而應用創新設計，改變的企業商品或服務
去的經營模
模式是最有效的方法。但在整體產業結構調整進程中，我
模式
式是最有
國仍有幾道瓶頸待突破，包括製造業成長動力趨緩、企業
國仍有
有幾道
轉型
型發展所
轉型發展所需人才短缺、及無形資產經營意識薄弱。為協
助廠商突破困境，
助廠商突破
經濟部推動「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
讓我國產業朝多元及跨領域發展，結合軟硬體應用，擴大
讓我國產業
產業價值鏈；同時輔導品牌國際化，加強通路拓展，推
產業價值
升企業中長期的價值成長。
升企
另外，經濟部推動「科技美學加值計畫」，由工
另
研院、資策會、紡織所、食品所、生技中心、金
研
屬中心、車輛中心、船舶中心等
屬
8 大法人研究機
構共同執行，集結科技與美學專業人才，將各單
構
位研發的科專成果具象化。目前已有多項亮點商
位
品移轉國內知名企業上市，有效推動這些企業
升級轉型。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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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創新設計上扮演的角色？
吳明機：
臺灣要維持競爭力，創新設計扮演關鍵角色。目前政
府積極推動相關計畫，藉由跨領域創新應用、虛實載體
（Online to Offline，O2O）整合運用、設計人才培育、
專業創新客製化及加強國際行銷等 5 大優化策略，期能
有效協助產業商品與服務的創新。以現今最熱門的「體驗
設計」為例，政府協助整合虛實載體，強化企業服務流程、
行銷模式，創造消費者美好經驗，加值企業品牌價值。
我國的創新設計品質已達一定水準，應持續推動企業強
化創新設計經營與應用能力、促成設計創意跨領域合作；
同時，也透過參與國際性活動，拓展設計服務市場，提升
臺灣的設計影響力，加速企業與國際接軌的腳步。

陳文龍
現任：臺灣創意設計中心執行長
經歷：浩漢產品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中華民國工業設計
協會理事長、德國iF設計獎
評審、國際工業設計社團協
會(Icsid) 執行理事
學歷：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大同
工學院機械研究所碩士

陳文龍：
品牌知名度的累積，需要經過認識、認知與認同這個漫
長過程。但在網路時代，只要透過臉書、line 等，訊息就
會被大量傳播。政府可以幫助企業運用網路行銷來突破巿
場侷限。由於同文同種的關係，華人巿場是我們可快速建
立品牌的地方，讓品牌學習到經驗值，進而改良產品，臺
灣將有機會在創新設計上做出很多發展。
企業主必須了解，不能只重視產品的組裝品質、功能，
還要注重消費者的感覺，這也是一種創新設計思維。臺
創中心目前推行的感質計畫，輔導企業從消費者的五
感體驗去設計產品與服務，進而塑造品牌，比如手機
從按鍵觸感、編排方式、指令回覆速度到維修服務，
都與感質息息相關。臺灣的製造與設計都很強，如果能
把巿場因素加進來，就可以看到未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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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臺灣

P

inkoi 是 一 個 專 門 販 賣 設 計 師 商 品 的 購 物 網 站， 從
2011 年正式上線開始，短短 3 年間，會員與使用者

即將突破百萬人，而在行動裝置推出的 iOS 與 Android

APP，在兩個平台的 APP Store 中，分別獲得 4.5 與 5
顆星的評價，顯見 Pinkoi 廣受民眾與商家歡迎的程度。

致力成為亞洲第一設計商品平台

Pinkoi帶著設計師走出國際
Pinkoi建構了一個讓各式各樣創意工作者販售自創商品的平台，不但成功為設
計師打造夢想的舞台，也一步步朝向屬於自己的設計大夢前進。

Pinkoi 網站在 2011 年上線時，即拿下經濟部金網獎網
路創新第一名的肯定，成為資策會 Web 2.0 網路創新服
務的重點培育團隊，更獲得許多如天下雜誌、台北時報
（Taipei Times）、蘋果日報及國際科技媒體 TechNode
等媒體關注報導。

Pinkoi小檔案
◎成立時間：2011年
◎資本額：新臺幣500萬元
◎員工數：24人
◎主要業務：結合社群與電
子商務的設計商品平台。

以設計商品為主 打造網路設計賣場

Pinkoi 雖主打網路購物模式，但與一般大眾所熟知的
Yahoo、PChome 等網路購物商城不同，Pinkoi 定位為「設
計商品」的網路購物商城。其首頁上方的欄位與一般購物
商城以外型、機能區分為家電、生活用品、服飾等不同，
反以「找靈感」、「逛櫥窗」、「讀設計」等以使用者個
人化和巧思出發的方式，展現 Pinkoi 作為設計賣場的獨到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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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為設計賣場，又是消費者和設計者之間的橋梁，Pinkoi
非常重視設計師和使用者的需求和回饋。相較其他購物
網，Pinkoi 不收上架費，僅收取售出商品一成為交易金。
目前 Pinkoi 網站有超過 4,000 個設計品牌，且每月還有
數百個品牌申請加入，其審核機制相對嚴格，錄取率僅約

1. Pinkoi 執行長顏君庭（左）、技術長李
讓（右）與創意長林怡君（中），分別
負責營運行銷、程式技術、設計管理，
他們期望 Pinkoi 能成為一個讓設計與
生活更貼近的平台。

2. 目前 Pinkoi 上有超多 4,000 個設計商
品，每個月都有數百個品牌申請加入，
透過該平台對外銷售。

30％左右，以高標準鼓勵更多優質設計師加入，也讓消
費者獲得更好的購物體驗。

多元經營策略 拓展國際市場
現階段 Pinkoi 面對的挑戰是國際市場的擴展和經營，在

2013 年 12 月推出了簡體中文網站，也支援微博快速登
入，整合支付寶的服務，使得 Pinkoi 的金流除了金融卡、
信用卡、現金等模式外增加了更有競爭力的選擇。同時也
積極與國際市場接軌，Pinkoi 執行長顏君庭表示，希望藉
此吸引更多優質的國外設計師，以創造更多交流與合作，
也讓消費者有更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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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為臺灣現代化指標城市，臺北市依循著永續、生態
的方向，持續推動改善生活環境品質與提升城市競

爭力。過去舉辦國際花卉博覽會及世界設計大會的成功經
驗，逐漸呈現臺北市作為國際城市的大格局。

設計臺北 創新幸福

2016世界設計之都在臺北
臺北市成功獲選為「2016世界設計之都」，未來幾年，臺北市政府將集合全體
市民的力量，一同設計臺北，打造一座「不斷提升的城市」，讓全世界看到臺
北創新設計的力量。

中央與地方齊心協力 臺北成為世界設計之都
世界設計之都（World Design Capital，WDC）是國
際工業設計社團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ocieties

of Industrial Design，ICSID）所發起的全球性活動。本
活動評選重點在城市是否針對其自身所面對的重大發展課
題，運用獨特的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提出令人驚
豔、欽佩的解決之道。透過這樣的良性循環，培養優質的
設計產業環境與公民設計意識，讓設計落實於社會、改善
都市生活。

WDC 每兩年進行一次徵選，由專業評審團從申請的城
市中選出最具有典範意義的城市，將其命名為世界設計之
都。至今獲選為世界設計之都的城市分別為 2008 年義大
利杜林（Torino）、2010 年韓國首爾（Seoul）、2012
年芬蘭赫爾辛基（Helsinki），以及 2014 年南非開普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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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過國際工業設計社團協會的評選，臺北正
式獲得 2016 世界設計之都的殊榮。圖為
臺北市信義商圈夜景。

2. 2011 年臺北舉辦世界設計大展，讓世人看
1

見臺灣的文創實力。

（Capetown）。
除了臺北市政府積極努力展現申辦決心外，經濟部工業
局在 2013 年所主辦的「臺灣設計展」，也特別結合「臺
北設計城市展」合辦「2013 臺灣設計展暨臺北設計城市
展」，以中央的力量支持臺北市邁向「2016 世界設計之
都」，充分發揮中央與地方的合作力量。經過兩年來的努
力，今年 8 月臺北市正式獲選為「2016 世界設計之都」，
這是臺北市長期關注生活環境的努力受到國際肯定外，也
是嚴峻挑戰的開始。
臺北市文化局長劉維公表示，「推動設計之都，只是一
個手段，終極目標在於『設計臺北』，期待透過設計思考
來發展都市策略，用設計去讓生活過得更好。為什麼臺北
要申辦設計之都？我非常清楚臺北的競爭優勢，因為社會
設計就是我們的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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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提升的城市 為社會而設計
臺北市策展團隊以「不斷提升的城市」（Adaptive

City）為主題，將「生」作為城市規劃的總體概念，希望
透過由上至下、由下至上的創意設計，讓臺北在生命健
康、生態永續、智能生活與都市再生這 4 大部分皆能夠
兼容並蓄、永續發展，在有限的資源下，保持旺盛的創新
活力，去創造人民生活的福祉。這樣的思考不只對臺北市
重要，對臺灣本身，甚至是資源日漸稀少的地球來說更是
具有典範意義。
在「不斷提升的城市」概念之下，需要每個現代公民對
社會議題的持續關注，以及培養解決問題的設計創意，通
過這樣的過程，期待設計能夠幫助到更多且更廣泛的人事
物。於是，以往只為單一個人或目的所做的設計形式，進
一步提升至「為社會而設計」的層次，這就是社會設計的
概念，也正是世界設計之都不斷宣揚的核心價值，因為唯
有從反思自身問題去設計解決的方法，才能持續帶動城市

邁向 2016 世界設計之都
臺北市相關具體規劃

創新與培養靈活的競爭力。

臺北市在獲選2016世界設計
之都之後，未來將推動16項大
型集體改造計畫，包括「投
資設計基礎建設」、「鄰里
公園即市民最佳的設計遊樂
場」、「以人為本的步行城
市」、「開發兒童的創造力」
等，並由官方舉辦「簽約儀
式」、「跨年設計活動」、
「設計奧斯卡」、「國際城市
設計展」、「國際設計政策
論壇」、「國際設計師週論
壇」、「交接儀式」及「城市
網絡會議」等7大設計活動，邀
請世界一同見證臺北市的改造
過程與設計實力。

讓設計進入生活 創造美感外的價值

相 關 活 動 參 見 ： h t t p : / / w w w.
taipeidesig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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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設計一直是我國政府相當重視的國家發展概念，經
濟部長期推動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即是希望藉由政府
政策的力量與民間創意能量結合，從文化面、創意面、藝
術面、設計面來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
劉維公認為，「設計不只是創新，單純為產品創造價值、
讓品牌形象加分，更重要的是如何透過設計，提出一個解
決方案，去解決生活中各式各樣的問題。因此，提倡社會
設計，就是希望把這樣的想法，變成一個能夠被社會大眾
認識和關心的議題，透過設計來創造經濟，以及美感之外

2

1. 城市街頭的公共藝術可以點綴一個城市
的色彩以及藝文氣息。

2. 創新的藝術思維，才能擁有靈活的競爭
1

力。雲門的舞蹈走出劇場舞台，也走入
都會人每日的生活與作息裡。

的價值。」
為社會而設計，從實踐中解決生活問題，將是臺北市未
來的發展方向，而獲選「2016 世界設計之都」將加速引
領著臺北市進入設計生活、創新幸福的時代。目前臺北市
政府各單位已經開始積極打造整體性的城市設計平台，透
過一系列的作為，包括研究、展覽、講座、會議、出版、
行銷、社群網站等，去彰顯世界設計之都的精神與價值，
進而帶動在地與全球更多人們的參與。
我們期待藉由「2016 世界設計之都」，讓設計的種子
深入市民生活，讓所有臺北市民在生活中實踐社會設計，
積極帶動城市的創新與產業轉型，實現宜居城市的理想。
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產業與民眾的共同努力下，讓臺北市
真正成為一個不斷向上提升的 Adaptive C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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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in Numbers

數字大趨勢

4.2%
0.9%

美國上修第2季
GDP成長率至

美國商務部於 2014 年 8 月 28 日發布第 2 季 GDP 修正值至 4.2%，上調 0.2
個百分點，優於第 1 季負 2.1%。美國第 2 季經濟表現明顯好轉，主要反映在
非住宅固定投資大幅成長、私人消費支出增加、出口及私人存貨投資回升、州
及地方政府支出增加等。

歐洲央行宣布降息，
並調降2014年
歐元區經濟成長預測為

歐洲央行（ECB）理事會 2014 年 9 月 4 日在德國法蘭克福會議後，宣布調降 3 項
主要利率約 0.1 個百分點。包括將再融資利率從 0.15% 降至 0.05%，隔夜存款利
率從負 0.10% 降至負 0.20%，邊際貸款利率也從 0.40% 降至 0.30%。以上 3 項
主要利率的調降自 9 月 10 日起生效。同時調降 2014 年歐元區經濟成長預測為 0.9%
（先前預估 1.0%），2015 年預估為 1.6%。

中國大陸8月官方與匯豐PMI分別降至

51.1&50.2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 2014 年 8 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結束連
續 5 個月的上升趨勢後，回落到 51.1；匯豐 PMI 亦為近 3 個月低點至 50.2。
官方與匯豐 PMI 雙降，顯示中國大陸政府前期微刺激政策效果已漸減退，然數
據仍位於臨界值上方，表示中國大陸經濟後續表現仍處於成長狀態但速度可能
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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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國國民幸福指數6.93分
OECD國家中排名

第

18

名

行政院主計總處依循 OECD 2014 年美好生活指數（Your Better Life Index，
BLI）架構及統計結果，彙編完成我國 2014 年國民幸福指數統計。我國 2014
年國民幸福指數 24 項國際指標綜合指數為 6.93 分，較去年 6.64 分提高 0.29
分，與 OECD 34 個會員國及 2 個夥伴國相較，在 37 國當中位居第 18，較去
年前進 1 名。

4,500
我國8月外銷訂單創新高全年接單總額預估將達

億美元

電子、機械、資訊通信接單暢旺，我國今（103）年外銷訂單連 7 紅，今年 8
月外銷金額更達 382.1 億美元，創歷年 8 月新高。經濟部預估，隨著之後中國
大陸十一長假及歐美年節需求發酵下，我國今年全年接單可望超過 4,500 億美
元，將是連續第 5 年刷新歷史紀錄。檢視 8 月外銷訂單金額，其中電子產品貢
獻 97.6 億美元、機械產品金額 18.5 億美元、資訊通信產品金額 94.2 億美元，
均為歷年 8 月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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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News

全球一瞬

OECD 下修主要國家經濟成長預測值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2014年9月15日發
布中期經濟評估報告，下修G7各國2014年經濟成長
預測值，美國經濟成長率下調 0.5個百分點，惟經濟
表現仍相對較佳，預估成長 2.1% ；歐元區低通膨抑
制需求及就業，經濟成長率由5月預估之1.2%下修至
0.8%；日本受消費稅調升影響，經濟成長率調降0.3
個百分點。報告指稱，若干風險如烏克蘭及中東地區
衝突加劇、新興經濟體債務問題、美國貨幣政策緊縮
恐引發國際資金轉向及匯率大幅波動等，增加前景不
確定性。

2013 年中 國 大 陸 對 外 投 資 突 破 千 億 美 元 ，
連續兩年名 列 全 球 3 大 對 外 投 資 國
中國大陸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於 9
月 9 日聯合發布《 2013 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
公報》，2013年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首次突
破千億，達1,078.4億美元大關，創下歷史新高，較
2012年成長22.8%，已連續兩年名列全球3大對外投
資國。

巴 克 萊 上 修 我 國 經 濟 成 長 率 為 4.1 ％
巴克萊（Barclays）最近發布最新市場分析指出，
臺灣觀光業今年因中國大陸旅客來臺觀光成長率
躍升了 38.1%，因而創造了約60億美元的消費商
機，也同時帶動了國內的服務業內需及就業率。在
巴克萊的分析中指出，海峽兩岸的空中交通便利是
吸引陸客來臺的主因之一，兩岸目前直航班機從
2011年的每周370班次至截今年4月已增加到每
周828班次。正因看好我國觀光業強勢成長所帶動
的經濟動能，巴克萊上修我國2014年經濟成長率
（GDP）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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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現場

低碳綠能 ! APEC 第 11 屆 能 源 部 長 會 議 成 果 豐 碩
經濟部部長杜紫軍率外交部、經濟部能源局及工業局出席亞太經合會
（APEC）第11屆能源部長會議，就「攜手邁向亞太區域永續能源發展」與各
界進行討論，成果豐碩。
杜部長代表我國於會議上提出「促進APEC區域液化天然氣貿易倡議」，呼籲
APEC經濟體積極建立適當、透明且具彈性的液化天然氣貿易環境。此倡議獲
各會員一致肯定，並納入本屆能源部長宣言之一。未來將由我國主辦或與會員
共同執行相關計畫，推動APEC區域液化天然氣貿易便捷化發展之各項活動。

APEC 中 小 企 業 部 長 會 議 登 場 ， 我 國
交出亮麗成 績 單
今年APEC第21屆中小企業部長會議於9月5
日在中國大陸南京開幕，我國經濟部次長卓
士昭率團前往，與其他20個會員國就中小企
業發展進行交流，成果圓滿豐碩。
此次會議重點為持續增強各經濟體的創新合
作關係，由我國主導成立的「APEC加速器網絡」在此受到高度關注，各界均
相當期待明年由我國主辦的「APEC加速器網絡－早階投資計畫」。屆時預期
將有來自21個會員體高階官員、企業代表、專家、國際知名育成人士、創投
以及創業家等來臺參與，除了合作平台的搭建，也讓我國中小企業實力綻放國
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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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讀者您好：
「創新 ‧ 樂活」電子報自今年一月號開始，以嶄新的面貌與您見面，為了讓未來編輯方向更
能切合您的需求，特進行本問卷調查，歡迎給予任何的建議或指教。同時，為感謝您寶貴的建
議，凡於 2014 年 10 月 31 日前回覆此問卷，將有機會獲得當期《商業周刊》Zinio 電子版，
共 100 份，送完為止，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商周編輯顧問公司敬啟

1. 您對本刊整體的評價？
內容實用性：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美術編輯：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字體易讀性：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主題：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其他建議：

2. 您比較喜歡本刊哪一個單元？ ( 可複選 )
□封面故事（經部觀點）□封面故事（專家思維）□封面故事（國際視野）
□數字大趨勢 □觀點對談 □看見臺灣 □全球一瞬 □活動現場

3. 您最不喜歡本刊哪一個單元？ ( 可複選 )
□封面故事（經部觀點）□封面故事（專家思維）□封面故事（國際視野）
□數字大趨勢 □觀點對談 □看見臺灣 □全球一瞬 □活動現場

4. 除了本次各單元內容外，您希望未來能增加的內容為？

5. 您的其他建議

6. 讀者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E-mail：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教育程度： □高中職以下
生日：

年

月

□大學 □研究所及以上
日

職業： □大眾傳播 □商業貿易 □軍公教 □資訊業 □金融保險 □文教業 □法律會計
□行銷廣告 □農林漁牧 □營建土木 □自由業者 □服務業 □學生 □家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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