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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架構和邏輯更為順暢，這也使她原本對投稿焦慮的心情轉為信心。

　　潘芳茗深刻地談及研究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即是在理論分析與投稿過程，

使她備受挫折。生活體驗和文化的價值是難以複製，也非看似客觀的數據能輔以佐

證，在體驗的過程中除了在地文化的樣貌能透過記綠忠實呈現，很多的體受和體悟、

情感都來自於設計者的個人經歷，或是與農民緣份的連結⋯等，這些都伴隨著主觀的

意識，在地情感的認同，對於在地人和外地人的解讀都會根據自身經驗的不同而有所

出入，情感的連結能產生共嗚，也能產生質疑，這樣的成果在投稿過程中容易受到質

疑，就設計相關的期刊而言仍以量化為主，質性研究往往受到是否客觀的質疑，但情

感的測量難以單純以數據化分析與驗證，在過去投稿的經驗中履履受挫。

　　「與其擔心自己的設計沒有被肯定，備受批判。你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找合

適的方法，或者更符合時代趨勢的需求，在自己的架構上去做調整，而不是一味地

按照學者們的角度，而缺少了自我的思考。」受到何明泉鼓勵的潘芳茗，如同注入

一劑強心針。

　　何明泉提醒並建議，該如何找到自己研究、設計的脈絡？何明泉認為當設計者將

文化的元素轉換成視覺設計的過程中，雖然我們透過田野調查、參與觀察的方式而了

解並很直覺式的將這些元素轉換為視覺設計，但其實有很多東西，我們看到了卻沒辦

法真正深入他們的精隨。因此，我們可以找尋文化相關的專家，從中萃取出關鍵的要

點、推敲出脈絡，再以設計案例去驗證、產生連結，這樣的連結的脈絡才會比較有邏

輯。而後根據專家學者給予的建議與回饋，進行修正與調整，才會慢慢地形塑成一個

新的方法，或者再不斷驗證的過程形塑出新的方法，而能在這樣地研究過程中，梳理

出自己的研究脈絡。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旨

在培育青年學者，鼓勵從事跨領域研究的青年學者向資

深學者提出諮詢、協助其進行學術研究、強化研究能力

及拓展學術網絡。目前任職於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

計系的潘芳茗助理教授，在2021年度向本中心申請此業

務，執行關於農村文化情感價值傳達設計的研究計畫，

本次將邀請潘芳茗分享自身在設計領域的反思與參與業

務的經驗。

　　潘芳茗有商管的基礎與視覺設計的背景，在學習的歷程中意識到商管與視傳最大

的交集就是行銷，因此投入懷舊包裝的符號研究，歷經研究和實務的累積更確定設計

其實就是一種「傳達」的過程，而傳達的內涵就是感受、情感、文化、生活、精神，

傳達的方式就是創意、技法，在視覺設計的表達就是圖像，不論是文字、圖形、色

彩、材質或風格⋯等等，文化的情感就是我們對於生的熱枕，在這場母雞帶小雞的學

習過程中，更奠定了情感價值是要透過投入體驗及創意來展現。

創造力－－不可或缺的設計力

　　如前所述，創意是傳達過程中重要的關鍵，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工智能的技術越

來越強大，層出不窮的設計產出程式衝擊著我們對設計的價值，當程式可以取代思

考，那身為設計者的我們還有什麼價值，當輸入關鍵詞程式就能模擬出各種可能的形

象，設計這個行業的價值將被取代，這讓身為設計教育者的潘芳茗進入深層的反思，

如果我們的無法強化與人工智能的差異性，設計將不只淪為美工，恐怕只能轉行，因

此「創造力」將是設計歷程中重要的關鍵，然而「創意並不是天馬行空，而是在有限

制的範圍裡，去創造最大的可能。」在設計或教學的過程中不斷提醒自己和學生，或

許我們擁有的資源有限，但我們要在有限的資源中去創造最大的可能，就像農村文化

一個看似落伍跟不上時代的生活模式，如何能透過視覺化的過程去讓更多的人認識和

體驗？而身為都市的孩子們有多少人能真正走入農村體驗農民的生活文化？或許設計

者能成為幕後的推手，透過創意和視覺的展現，用設計的成果分享臺灣在地的情感，

哪怕我們能做的有限，但有限並不能侷限我們的視野和想像。

「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創造力來源

　　在創意開始之前，體驗生活是最重要的基石，當我們要分享文化的價值和情感，

前提是我們是否有被感動，ppaper的創辦人包益民在2010年Ted talk演講中提到：「創

意產業(設計師跟廣告公司)是唯一只出嘴巴自己不投資的。」這段話對潘芳茗來說是一

個很大的提醒，當我們希望別人買單或是認同，我們都需要先對我們所選擇的產業、產

品或文化有熱誠有感動，文創商品從被受矚目到人人喊打，很大的關鍵就在於沒有深厚

的文化底蘊，或是對生活的投入，常聽到「魔鬼藏在細節裡」，那些最菁華的、最有意

義的往往不是眼睛所看的見的，同樣那些最不被我們在意的生活，正是設計中最不可或

缺養份。

　　要如何才能把文化、故事或是在地的生活經驗傳遞出去？又如何能將文化轉化成為

視覺元素，促使消費者在消費體驗中藉由視覺形象了解產業文化？文化與商品除了品牌

的價值外與產業文化的連結是否能成為企業的使命？創意產業的價值除了新穎、趣味，

更重要就在於背後的內涵，如何能轉換產業中諸多不同結構性的面向，如歷史、社會文

化、生活方式等，從這些面向去延伸、萃取出關鍵，即是我們對這個物質產生情感的原

因在哪裡。藉由這樣的方式，把他轉換成視覺設計。將文化透過視覺設計展現，激起消

費者記憶的共鳴，進而引起好感與認同。「視覺化」即是一種傳達的方式，透過創意發

想的過程，跳脫視覺只有美感的價值，能融入觸覺和想像，轉換在造型、材質、技法、

工序，讓設計帶動體驗創造經濟。

　　然而包裝設計是無聲的銷售員，視覺的張力自然是設計師最重視的，但視覺設計

並不只是美感而已，也不只是品牌質感的呈現，如何能在設計的過程中融入情感，除

了是設計師的挑戰，完成之後設計師就在上市前退場，消費者是否能意識到這份由設

計師傳達的情感或產業價值，反而成為企業更在意的，因為銷售仍是企業生存的重要

關鍵，正因如此設計也兼負教育的意義，如何能取得企業和市場的認同？讓文化和情

感不再只是一種行銷工具，而是臺灣在地產業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全球化過程中最值

得分享的在地情，就像潘芳茗提到出國時拿著有臺灣文化的包裝，和朋友分享我們的

故事，往往都能看見他們眼中的好奇與驚豔，這就是在地文化情感的傳遞，也是設計

和創意存在的意義。

文化更是一門好生意

　　潘芳茗分享這段歷程，深覺「文化其實就是生活。」

　　出現在生活中的物品往往都伴隨著習慣和需求，透過對生活的投入，就能看見設

計的價值，找到商機。潘芳茗舉例到，以茶產業來說，有多少都市的孩子是連茶葉長

什麼樣子都不知道，可能想像中的茶葉就是一球黑黑皺皺的，什麼是「一心二葉」完

全沒有概念，但當每一個茶葉相關產品上都出現這個符號或意象，多少都具有推廣、

分享和教育的意義，可惜的是一心二葉是茶葉的樣貌，對於傳遞真的茶農或茶產業的

文化背景仍然有落差，在視覺化美感已經成為標配的時代下，設計者更重要的就是能

把在地文化透過創意和設計的轉換，創造臺灣的下一個光環，用創意輸出國際，讓世

界看見臺灣，在這個前提下設計者對於在地文化的體驗和認同就成為最重要的關鍵。

　　潘芳茗參與計畫的薪傳學者是任職於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的何明泉教授。

潘芳茗說到何明泉對自己在執行計畫或是自我在研究經驗上的助益：「老師像是把

我當成自己研究生。我不是他的學生，但是他很樂意提供自己學習跟人生經歷的訊

息分享，給我很多不一樣的刺激，每每都讓我顛覆以前學習過程的想法。」何明泉

擁有工業、工藝設計等專長，在設計理論與實務經驗兼具豐厚工藝文化底蘊，在設

計或是在工藝的想法或有關文化的議題，給予很多的觀念和想法，以及多年的經驗

分享，例如何老師會從工藝角度提供建議，分享許多工藝家的案例，了解在地工藝

家如何在地取材去做發想、如何從產業的文化裡，抽絲剝繭出關鍵點，而將之轉換

成設計上的應用。在討論的過程中，會提出質疑或另一個角度的思考，這個過程並

不是否定，而是互相切磋，目的就在於討論的過程中能把思維中的盲點解開，讓研

潘芳茗：文化與教育──不可或缺的設計力

採訪、撰文／葉湘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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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架構和邏輯更為順暢，這也使她原本對投稿焦慮的心情轉為信心。

　　潘芳茗深刻地談及研究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即是在理論分析與投稿過程，

使她備受挫折。生活體驗和文化的價值是難以複製，也非看似客觀的數據能輔以佐

證，在體驗的過程中除了在地文化的樣貌能透過記綠忠實呈現，很多的體受和體悟、

情感都來自於設計者的個人經歷，或是與農民緣份的連結⋯等，這些都伴隨著主觀的

意識，在地情感的認同，對於在地人和外地人的解讀都會根據自身經驗的不同而有所

出入，情感的連結能產生共嗚，也能產生質疑，這樣的成果在投稿過程中容易受到質

疑，就設計相關的期刊而言仍以量化為主，質性研究往往受到是否客觀的質疑，但情

感的測量難以單純以數據化分析與驗證，在過去投稿的經驗中履履受挫。

　　「與其擔心自己的設計沒有被肯定，備受批判。你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找合

適的方法，或者更符合時代趨勢的需求，在自己的架構上去做調整，而不是一味地

按照學者們的角度，而缺少了自我的思考。」受到何明泉鼓勵的潘芳茗，如同注入

一劑強心針。

　　何明泉提醒並建議，該如何找到自己研究、設計的脈絡？何明泉認為當設計者將

文化的元素轉換成視覺設計的過程中，雖然我們透過田野調查、參與觀察的方式而了

解並很直覺式的將這些元素轉換為視覺設計，但其實有很多東西，我們看到了卻沒辦

法真正深入他們的精隨。因此，我們可以找尋文化相關的專家，從中萃取出關鍵的要

點、推敲出脈絡，再以設計案例去驗證、產生連結，這樣的連結的脈絡才會比較有邏

輯。而後根據專家學者給予的建議與回饋，進行修正與調整，才會慢慢地形塑成一個

新的方法，或者再不斷驗證的過程形塑出新的方法，而能在這樣地研究過程中，梳理

出自己的研究脈絡。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旨

在培育青年學者，鼓勵從事跨領域研究的青年學者向資

深學者提出諮詢、協助其進行學術研究、強化研究能力

及拓展學術網絡。目前任職於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

計系的潘芳茗助理教授，在2021年度向本中心申請此業

務，執行關於農村文化情感價值傳達設計的研究計畫，

本次將邀請潘芳茗分享自身在設計領域的反思與參與業

務的經驗。

　　潘芳茗有商管的基礎與視覺設計的背景，在學習的歷程中意識到商管與視傳最大

的交集就是行銷，因此投入懷舊包裝的符號研究，歷經研究和實務的累積更確定設計

其實就是一種「傳達」的過程，而傳達的內涵就是感受、情感、文化、生活、精神，

傳達的方式就是創意、技法，在視覺設計的表達就是圖像，不論是文字、圖形、色

彩、材質或風格⋯等等，文化的情感就是我們對於生的熱枕，在這場母雞帶小雞的學

習過程中，更奠定了情感價值是要透過投入體驗及創意來展現。

創造力－－不可或缺的設計力

　　如前所述，創意是傳達過程中重要的關鍵，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工智能的技術越

來越強大，層出不窮的設計產出程式衝擊著我們對設計的價值，當程式可以取代思

考，那身為設計者的我們還有什麼價值，當輸入關鍵詞程式就能模擬出各種可能的形

象，設計這個行業的價值將被取代，這讓身為設計教育者的潘芳茗進入深層的反思，

如果我們的無法強化與人工智能的差異性，設計將不只淪為美工，恐怕只能轉行，因

此「創造力」將是設計歷程中重要的關鍵，然而「創意並不是天馬行空，而是在有限

制的範圍裡，去創造最大的可能。」在設計或教學的過程中不斷提醒自己和學生，或

許我們擁有的資源有限，但我們要在有限的資源中去創造最大的可能，就像農村文化

一個看似落伍跟不上時代的生活模式，如何能透過視覺化的過程去讓更多的人認識和

體驗？而身為都市的孩子們有多少人能真正走入農村體驗農民的生活文化？或許設計

者能成為幕後的推手，透過創意和視覺的展現，用設計的成果分享臺灣在地的情感，

哪怕我們能做的有限，但有限並不能侷限我們的視野和想像。

「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創造力來源

　　在創意開始之前，體驗生活是最重要的基石，當我們要分享文化的價值和情感，

前提是我們是否有被感動，ppaper的創辦人包益民在2010年Ted talk演講中提到：「創

意產業(設計師跟廣告公司)是唯一只出嘴巴自己不投資的。」這段話對潘芳茗來說是一

個很大的提醒，當我們希望別人買單或是認同，我們都需要先對我們所選擇的產業、產

品或文化有熱誠有感動，文創商品從被受矚目到人人喊打，很大的關鍵就在於沒有深厚

的文化底蘊，或是對生活的投入，常聽到「魔鬼藏在細節裡」，那些最菁華的、最有意

義的往往不是眼睛所看的見的，同樣那些最不被我們在意的生活，正是設計中最不可或

缺養份。

　　要如何才能把文化、故事或是在地的生活經驗傳遞出去？又如何能將文化轉化成為

視覺元素，促使消費者在消費體驗中藉由視覺形象了解產業文化？文化與商品除了品牌

的價值外與產業文化的連結是否能成為企業的使命？創意產業的價值除了新穎、趣味，

更重要就在於背後的內涵，如何能轉換產業中諸多不同結構性的面向，如歷史、社會文

化、生活方式等，從這些面向去延伸、萃取出關鍵，即是我們對這個物質產生情感的原

因在哪裡。藉由這樣的方式，把他轉換成視覺設計。將文化透過視覺設計展現，激起消

費者記憶的共鳴，進而引起好感與認同。「視覺化」即是一種傳達的方式，透過創意發

想的過程，跳脫視覺只有美感的價值，能融入觸覺和想像，轉換在造型、材質、技法、

工序，讓設計帶動體驗創造經濟。

　　然而包裝設計是無聲的銷售員，視覺的張力自然是設計師最重視的，但視覺設計

並不只是美感而已，也不只是品牌質感的呈現，如何能在設計的過程中融入情感，除

了是設計師的挑戰，完成之後設計師就在上市前退場，消費者是否能意識到這份由設

計師傳達的情感或產業價值，反而成為企業更在意的，因為銷售仍是企業生存的重要

關鍵，正因如此設計也兼負教育的意義，如何能取得企業和市場的認同？讓文化和情

感不再只是一種行銷工具，而是臺灣在地產業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全球化過程中最值

得分享的在地情，就像潘芳茗提到出國時拿著有臺灣文化的包裝，和朋友分享我們的

故事，往往都能看見他們眼中的好奇與驚豔，這就是在地文化情感的傳遞，也是設計

和創意存在的意義。

文化更是一門好生意

　　潘芳茗分享這段歷程，深覺「文化其實就是生活。」

　　出現在生活中的物品往往都伴隨著習慣和需求，透過對生活的投入，就能看見設

計的價值，找到商機。潘芳茗舉例到，以茶產業來說，有多少都市的孩子是連茶葉長

什麼樣子都不知道，可能想像中的茶葉就是一球黑黑皺皺的，什麼是「一心二葉」完

全沒有概念，但當每一個茶葉相關產品上都出現這個符號或意象，多少都具有推廣、

分享和教育的意義，可惜的是一心二葉是茶葉的樣貌，對於傳遞真的茶農或茶產業的

文化背景仍然有落差，在視覺化美感已經成為標配的時代下，設計者更重要的就是能

把在地文化透過創意和設計的轉換，創造臺灣的下一個光環，用創意輸出國際，讓世

界看見臺灣，在這個前提下設計者對於在地文化的體驗和認同就成為最重要的關鍵。

　　潘芳茗參與計畫的薪傳學者是任職於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的何明泉教授。

潘芳茗說到何明泉對自己在執行計畫或是自我在研究經驗上的助益：「老師像是把

我當成自己研究生。我不是他的學生，但是他很樂意提供自己學習跟人生經歷的訊

息分享，給我很多不一樣的刺激，每每都讓我顛覆以前學習過程的想法。」何明泉

擁有工業、工藝設計等專長，在設計理論與實務經驗兼具豐厚工藝文化底蘊，在設

計或是在工藝的想法或有關文化的議題，給予很多的觀念和想法，以及多年的經驗

分享，例如何老師會從工藝角度提供建議，分享許多工藝家的案例，了解在地工藝

家如何在地取材去做發想、如何從產業的文化裡，抽絲剝繭出關鍵點，而將之轉換

成設計上的應用。在討論的過程中，會提出質疑或另一個角度的思考，這個過程並

不是否定，而是互相切磋，目的就在於討論的過程中能把思維中的盲點解開，讓研

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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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架構和邏輯更為順暢，這也使她原本對投稿焦慮的心情轉為信心。

　　潘芳茗深刻地談及研究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即是在理論分析與投稿過程，

使她備受挫折。生活體驗和文化的價值是難以複製，也非看似客觀的數據能輔以佐

證，在體驗的過程中除了在地文化的樣貌能透過記綠忠實呈現，很多的體受和體悟、

情感都來自於設計者的個人經歷，或是與農民緣份的連結⋯等，這些都伴隨著主觀的

意識，在地情感的認同，對於在地人和外地人的解讀都會根據自身經驗的不同而有所

出入，情感的連結能產生共嗚，也能產生質疑，這樣的成果在投稿過程中容易受到質

疑，就設計相關的期刊而言仍以量化為主，質性研究往往受到是否客觀的質疑，但情

感的測量難以單純以數據化分析與驗證，在過去投稿的經驗中履履受挫。

　　「與其擔心自己的設計沒有被肯定，備受批判。你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找合

適的方法，或者更符合時代趨勢的需求，在自己的架構上去做調整，而不是一味地

按照學者們的角度，而缺少了自我的思考。」受到何明泉鼓勵的潘芳茗，如同注入

一劑強心針。

　　何明泉提醒並建議，該如何找到自己研究、設計的脈絡？何明泉認為當設計者將

文化的元素轉換成視覺設計的過程中，雖然我們透過田野調查、參與觀察的方式而了

解並很直覺式的將這些元素轉換為視覺設計，但其實有很多東西，我們看到了卻沒辦

法真正深入他們的精隨。因此，我們可以找尋文化相關的專家，從中萃取出關鍵的要

點、推敲出脈絡，再以設計案例去驗證、產生連結，這樣的連結的脈絡才會比較有邏

輯。而後根據專家學者給予的建議與回饋，進行修正與調整，才會慢慢地形塑成一個

新的方法，或者再不斷驗證的過程形塑出新的方法，而能在這樣地研究過程中，梳理

出自己的研究脈絡。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旨

在培育青年學者，鼓勵從事跨領域研究的青年學者向資

深學者提出諮詢、協助其進行學術研究、強化研究能力

及拓展學術網絡。目前任職於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

計系的潘芳茗助理教授，在2021年度向本中心申請此業

務，執行關於農村文化情感價值傳達設計的研究計畫，

本次將邀請潘芳茗分享自身在設計領域的反思與參與業

務的經驗。

　　潘芳茗有商管的基礎與視覺設計的背景，在學習的歷程中意識到商管與視傳最大

的交集就是行銷，因此投入懷舊包裝的符號研究，歷經研究和實務的累積更確定設計

其實就是一種「傳達」的過程，而傳達的內涵就是感受、情感、文化、生活、精神，

傳達的方式就是創意、技法，在視覺設計的表達就是圖像，不論是文字、圖形、色

彩、材質或風格⋯等等，文化的情感就是我們對於生的熱枕，在這場母雞帶小雞的學

習過程中，更奠定了情感價值是要透過投入體驗及創意來展現。

創造力－－不可或缺的設計力

　　如前所述，創意是傳達過程中重要的關鍵，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工智能的技術越

來越強大，層出不窮的設計產出程式衝擊著我們對設計的價值，當程式可以取代思

考，那身為設計者的我們還有什麼價值，當輸入關鍵詞程式就能模擬出各種可能的形

象，設計這個行業的價值將被取代，這讓身為設計教育者的潘芳茗進入深層的反思，

如果我們的無法強化與人工智能的差異性，設計將不只淪為美工，恐怕只能轉行，因

此「創造力」將是設計歷程中重要的關鍵，然而「創意並不是天馬行空，而是在有限

制的範圍裡，去創造最大的可能。」在設計或教學的過程中不斷提醒自己和學生，或

許我們擁有的資源有限，但我們要在有限的資源中去創造最大的可能，就像農村文化

一個看似落伍跟不上時代的生活模式，如何能透過視覺化的過程去讓更多的人認識和

體驗？而身為都市的孩子們有多少人能真正走入農村體驗農民的生活文化？或許設計

者能成為幕後的推手，透過創意和視覺的展現，用設計的成果分享臺灣在地的情感，

哪怕我們能做的有限，但有限並不能侷限我們的視野和想像。

「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創造力來源

　　在創意開始之前，體驗生活是最重要的基石，當我們要分享文化的價值和情感，

前提是我們是否有被感動，ppaper的創辦人包益民在2010年Ted talk演講中提到：「創

意產業(設計師跟廣告公司)是唯一只出嘴巴自己不投資的。」這段話對潘芳茗來說是一

個很大的提醒，當我們希望別人買單或是認同，我們都需要先對我們所選擇的產業、產

品或文化有熱誠有感動，文創商品從被受矚目到人人喊打，很大的關鍵就在於沒有深厚

的文化底蘊，或是對生活的投入，常聽到「魔鬼藏在細節裡」，那些最菁華的、最有意

義的往往不是眼睛所看的見的，同樣那些最不被我們在意的生活，正是設計中最不可或

缺養份。

　　要如何才能把文化、故事或是在地的生活經驗傳遞出去？又如何能將文化轉化成為

視覺元素，促使消費者在消費體驗中藉由視覺形象了解產業文化？文化與商品除了品牌

的價值外與產業文化的連結是否能成為企業的使命？創意產業的價值除了新穎、趣味，

更重要就在於背後的內涵，如何能轉換產業中諸多不同結構性的面向，如歷史、社會文

化、生活方式等，從這些面向去延伸、萃取出關鍵，即是我們對這個物質產生情感的原

因在哪裡。藉由這樣的方式，把他轉換成視覺設計。將文化透過視覺設計展現，激起消

費者記憶的共鳴，進而引起好感與認同。「視覺化」即是一種傳達的方式，透過創意發

想的過程，跳脫視覺只有美感的價值，能融入觸覺和想像，轉換在造型、材質、技法、

工序，讓設計帶動體驗創造經濟。

　　然而包裝設計是無聲的銷售員，視覺的張力自然是設計師最重視的，但視覺設計

並不只是美感而已，也不只是品牌質感的呈現，如何能在設計的過程中融入情感，除

了是設計師的挑戰，完成之後設計師就在上市前退場，消費者是否能意識到這份由設

計師傳達的情感或產業價值，反而成為企業更在意的，因為銷售仍是企業生存的重要

關鍵，正因如此設計也兼負教育的意義，如何能取得企業和市場的認同？讓文化和情

感不再只是一種行銷工具，而是臺灣在地產業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全球化過程中最值

得分享的在地情，就像潘芳茗提到出國時拿著有臺灣文化的包裝，和朋友分享我們的

故事，往往都能看見他們眼中的好奇與驚豔，這就是在地文化情感的傳遞，也是設計

和創意存在的意義。

文化更是一門好生意

　　潘芳茗分享這段歷程，深覺「文化其實就是生活。」

　　出現在生活中的物品往往都伴隨著習慣和需求，透過對生活的投入，就能看見設

計的價值，找到商機。潘芳茗舉例到，以茶產業來說，有多少都市的孩子是連茶葉長

什麼樣子都不知道，可能想像中的茶葉就是一球黑黑皺皺的，什麼是「一心二葉」完

全沒有概念，但當每一個茶葉相關產品上都出現這個符號或意象，多少都具有推廣、

分享和教育的意義，可惜的是一心二葉是茶葉的樣貌，對於傳遞真的茶農或茶產業的

文化背景仍然有落差，在視覺化美感已經成為標配的時代下，設計者更重要的就是能

把在地文化透過創意和設計的轉換，創造臺灣的下一個光環，用創意輸出國際，讓世

界看見臺灣，在這個前提下設計者對於在地文化的體驗和認同就成為最重要的關鍵。

　　潘芳茗參與計畫的薪傳學者是任職於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的何明泉教授。

潘芳茗說到何明泉對自己在執行計畫或是自我在研究經驗上的助益：「老師像是把

我當成自己研究生。我不是他的學生，但是他很樂意提供自己學習跟人生經歷的訊

息分享，給我很多不一樣的刺激，每每都讓我顛覆以前學習過程的想法。」何明泉

擁有工業、工藝設計等專長，在設計理論與實務經驗兼具豐厚工藝文化底蘊，在設

計或是在工藝的想法或有關文化的議題，給予很多的觀念和想法，以及多年的經驗

分享，例如何老師會從工藝角度提供建議，分享許多工藝家的案例，了解在地工藝

家如何在地取材去做發想、如何從產業的文化裡，抽絲剝繭出關鍵點，而將之轉換

成設計上的應用。在討論的過程中，會提出質疑或另一個角度的思考，這個過程並

不是否定，而是互相切磋，目的就在於討論的過程中能把思維中的盲點解開，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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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架構和邏輯更為順暢，這也使她原本對投稿焦慮的心情轉為信心。

　　潘芳茗深刻地談及研究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即是在理論分析與投稿過程，

使她備受挫折。生活體驗和文化的價值是難以複製，也非看似客觀的數據能輔以佐

證，在體驗的過程中除了在地文化的樣貌能透過記綠忠實呈現，很多的體受和體悟、

情感都來自於設計者的個人經歷，或是與農民緣份的連結⋯等，這些都伴隨著主觀的

意識，在地情感的認同，對於在地人和外地人的解讀都會根據自身經驗的不同而有所

出入，情感的連結能產生共嗚，也能產生質疑，這樣的成果在投稿過程中容易受到質

疑，就設計相關的期刊而言仍以量化為主，質性研究往往受到是否客觀的質疑，但情

感的測量難以單純以數據化分析與驗證，在過去投稿的經驗中履履受挫。

　　「與其擔心自己的設計沒有被肯定，備受批判。你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找合

適的方法，或者更符合時代趨勢的需求，在自己的架構上去做調整，而不是一味地

按照學者們的角度，而缺少了自我的思考。」受到何明泉鼓勵的潘芳茗，如同注入

一劑強心針。

　　何明泉提醒並建議，該如何找到自己研究、設計的脈絡？何明泉認為當設計者將

文化的元素轉換成視覺設計的過程中，雖然我們透過田野調查、參與觀察的方式而了

解並很直覺式的將這些元素轉換為視覺設計，但其實有很多東西，我們看到了卻沒辦

法真正深入他們的精隨。因此，我們可以找尋文化相關的專家，從中萃取出關鍵的要

點、推敲出脈絡，再以設計案例去驗證、產生連結，這樣的連結的脈絡才會比較有邏

輯。而後根據專家學者給予的建議與回饋，進行修正與調整，才會慢慢地形塑成一個

新的方法，或者再不斷驗證的過程形塑出新的方法，而能在這樣地研究過程中，梳理

出自己的研究脈絡。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旨

在培育青年學者，鼓勵從事跨領域研究的青年學者向資

深學者提出諮詢、協助其進行學術研究、強化研究能力

及拓展學術網絡。目前任職於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

計系的潘芳茗助理教授，在2021年度向本中心申請此業

務，執行關於農村文化情感價值傳達設計的研究計畫，

本次將邀請潘芳茗分享自身在設計領域的反思與參與業

務的經驗。

　　潘芳茗有商管的基礎與視覺設計的背景，在學習的歷程中意識到商管與視傳最大

的交集就是行銷，因此投入懷舊包裝的符號研究，歷經研究和實務的累積更確定設計

其實就是一種「傳達」的過程，而傳達的內涵就是感受、情感、文化、生活、精神，

傳達的方式就是創意、技法，在視覺設計的表達就是圖像，不論是文字、圖形、色

彩、材質或風格⋯等等，文化的情感就是我們對於生的熱枕，在這場母雞帶小雞的學

習過程中，更奠定了情感價值是要透過投入體驗及創意來展現。

創造力－－不可或缺的設計力

　　如前所述，創意是傳達過程中重要的關鍵，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工智能的技術越

來越強大，層出不窮的設計產出程式衝擊著我們對設計的價值，當程式可以取代思

考，那身為設計者的我們還有什麼價值，當輸入關鍵詞程式就能模擬出各種可能的形

象，設計這個行業的價值將被取代，這讓身為設計教育者的潘芳茗進入深層的反思，

如果我們的無法強化與人工智能的差異性，設計將不只淪為美工，恐怕只能轉行，因

此「創造力」將是設計歷程中重要的關鍵，然而「創意並不是天馬行空，而是在有限

制的範圍裡，去創造最大的可能。」在設計或教學的過程中不斷提醒自己和學生，或

許我們擁有的資源有限，但我們要在有限的資源中去創造最大的可能，就像農村文化

一個看似落伍跟不上時代的生活模式，如何能透過視覺化的過程去讓更多的人認識和

體驗？而身為都市的孩子們有多少人能真正走入農村體驗農民的生活文化？或許設計

者能成為幕後的推手，透過創意和視覺的展現，用設計的成果分享臺灣在地的情感，

哪怕我們能做的有限，但有限並不能侷限我們的視野和想像。

「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創造力來源

　　在創意開始之前，體驗生活是最重要的基石，當我們要分享文化的價值和情感，

前提是我們是否有被感動，ppaper的創辦人包益民在2010年Ted talk演講中提到：「創

意產業(設計師跟廣告公司)是唯一只出嘴巴自己不投資的。」這段話對潘芳茗來說是一

個很大的提醒，當我們希望別人買單或是認同，我們都需要先對我們所選擇的產業、產

品或文化有熱誠有感動，文創商品從被受矚目到人人喊打，很大的關鍵就在於沒有深厚

的文化底蘊，或是對生活的投入，常聽到「魔鬼藏在細節裡」，那些最菁華的、最有意

義的往往不是眼睛所看的見的，同樣那些最不被我們在意的生活，正是設計中最不可或

缺養份。

　　要如何才能把文化、故事或是在地的生活經驗傳遞出去？又如何能將文化轉化成為

視覺元素，促使消費者在消費體驗中藉由視覺形象了解產業文化？文化與商品除了品牌

的價值外與產業文化的連結是否能成為企業的使命？創意產業的價值除了新穎、趣味，

更重要就在於背後的內涵，如何能轉換產業中諸多不同結構性的面向，如歷史、社會文

化、生活方式等，從這些面向去延伸、萃取出關鍵，即是我們對這個物質產生情感的原

因在哪裡。藉由這樣的方式，把他轉換成視覺設計。將文化透過視覺設計展現，激起消

費者記憶的共鳴，進而引起好感與認同。「視覺化」即是一種傳達的方式，透過創意發

想的過程，跳脫視覺只有美感的價值，能融入觸覺和想像，轉換在造型、材質、技法、

工序，讓設計帶動體驗創造經濟。

　　然而包裝設計是無聲的銷售員，視覺的張力自然是設計師最重視的，但視覺設計

並不只是美感而已，也不只是品牌質感的呈現，如何能在設計的過程中融入情感，除

了是設計師的挑戰，完成之後設計師就在上市前退場，消費者是否能意識到這份由設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申請受理時間：每年3月、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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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傳達的情感或產業價值，反而成為企業更在意的，因為銷售仍是企業生存的重要

關鍵，正因如此設計也兼負教育的意義，如何能取得企業和市場的認同？讓文化和情

感不再只是一種行銷工具，而是臺灣在地產業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全球化過程中最值

得分享的在地情，就像潘芳茗提到出國時拿著有臺灣文化的包裝，和朋友分享我們的

故事，往往都能看見他們眼中的好奇與驚豔，這就是在地文化情感的傳遞，也是設計

和創意存在的意義。

文化更是一門好生意

　　潘芳茗分享這段歷程，深覺「文化其實就是生活。」

　　出現在生活中的物品往往都伴隨著習慣和需求，透過對生活的投入，就能看見設

計的價值，找到商機。潘芳茗舉例到，以茶產業來說，有多少都市的孩子是連茶葉長

什麼樣子都不知道，可能想像中的茶葉就是一球黑黑皺皺的，什麼是「一心二葉」完

全沒有概念，但當每一個茶葉相關產品上都出現這個符號或意象，多少都具有推廣、

分享和教育的意義，可惜的是一心二葉是茶葉的樣貌，對於傳遞真的茶農或茶產業的

文化背景仍然有落差，在視覺化美感已經成為標配的時代下，設計者更重要的就是能

把在地文化透過創意和設計的轉換，創造臺灣的下一個光環，用創意輸出國際，讓世

界看見臺灣，在這個前提下設計者對於在地文化的體驗和認同就成為最重要的關鍵。

　　潘芳茗參與計畫的薪傳學者是任職於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的何明泉教授。

潘芳茗說到何明泉對自己在執行計畫或是自我在研究經驗上的助益：「老師像是把

我當成自己研究生。我不是他的學生，但是他很樂意提供自己學習跟人生經歷的訊

息分享，給我很多不一樣的刺激，每每都讓我顛覆以前學習過程的想法。」何明泉

擁有工業、工藝設計等專長，在設計理論與實務經驗兼具豐厚工藝文化底蘊，在設

計或是在工藝的想法或有關文化的議題，給予很多的觀念和想法，以及多年的經驗

分享，例如何老師會從工藝角度提供建議，分享許多工藝家的案例，了解在地工藝

家如何在地取材去做發想、如何從產業的文化裡，抽絲剝繭出關鍵點，而將之轉換

成設計上的應用。在討論的過程中，會提出質疑或另一個角度的思考，這個過程並

不是否定，而是互相切磋，目的就在於討論的過程中能把思維中的盲點解開，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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