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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成立於2 0 0 7年，以推動台灣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為宗旨，致力於台灣美感及設計教育

的撒種耕耘，藉由「彩繪感動生肖系列」公益助學活

動，及長期與各縣市社會局、文化基金會及民間社福

機構、國內外博物館、研究與教育中心合作，共同推

動「美感種子」、「創意種子」、「設計種子」與

「色彩種子」等系列助學計劃，提供弱勢家庭學子免

費參加美感體驗課程，八年來已幫助全台逾萬位弱

勢學子，使美感教育得以更快速普及至全台灣各個

角落。基金會並透過推動「國際交流合作」、「文

化色彩研究」、「設計展覽經紀」與「美感教育研

究」等，長期深耕多元美感、設計、色彩與綠色永

續教育。

為積極推動國際創意設計交流，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

與學學文創志業於2007年首度引進「布瓦布榭暑期設

計工作坊」，並由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長期推動「設

計種子」助學計劃，每年藉由與德國威察設計博物館

（Vitra Design Museum）、巴黎龐畢度中心（Centre 

Georges Pompidou）及法國文化與農業國際研究教育

中心（C.I.R.E.C.A.）合作舉辦「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

坊」，鼓勵台灣18歲以上優秀專業人士及在學學生參

加工作坊，在國際設計大師的帶領下，激發創意思維

並體驗設計的本質。

「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是全球聞名的國際設

計工作坊，自1 9 9 6年開辦以來，今年邁入第1 9年，

每年暑假有超過三百位學員，從世界各地來到法國

西南部充滿田園風味的布瓦布榭莊園（D o m a i n e  d e 

Boisbuchet），與國際級設計大師共同創作與生活。這

個工作坊課程的核心價值為「激發創意思維」，其目

標不在生產完美的產品，而是要讓學員遠離原本熟悉

的環境，尋找創意來源，進而了解設計的過程及其中

所需克服的挑戰，有的主題非常具體，有的問題則刻

意留白，將帶領學員在理性思考中發揮想像力，並運

用創意完成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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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瓦布榭莊園擁有百年歷史，是法國官方認證之國際

文化研究和教育中心，定期舉辦國際工作坊、展覽

等活動，並長期推動設計、文化與教育等國際專案計

劃。布瓦布榭莊園的占地十分遼闊，有一座優雅的

古堡與各種充滿古味建築，以及許多具實驗特色的

建物，由來自世界各地的知名設計師、建築師和藝術

家、歷年工作坊學員共同打造而成，讓創新永續的材

料、工法，及大自然、農業和建築之間的和諧相互作

用在此實踐。

「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每年邀請來自世界各地

的國際級知名設計師及得獎之創意團體擔任講師，並

接受來自全球從事設計、創意之相關人士報名參加；

如設計科系師生、各創意產業設計師、建築師、藝術

家、藝術教育家、攝影師、工藝家以及從事創意產業

相關公司，如行銷、產品企劃及產品開發等工作者。

由於「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能累積跨文化、跨

學科的國際交流經驗，因此近年韓國等亞洲國家均以

大規模、計劃性專案支持國內優秀人才參與工作坊，

期藉由國際級跨領域創意設計課程，提昇該國文化創

意產業競爭力。

在「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中講師與學員討論觸

及表現形式的意義，有隱晦不清或詳盡清楚的措詞、

方法論、創作解釋、企圖心和概念表述；參與學員藉

由不同且多變的媒材詮釋其創意或想法，從表現形式

和組織結構去探究藝術和設計之間的共同概念。在這

裡，學習目的是打破一切，透過遊戲、個人性格特

質、社會化創意活動、誠實表述、有建設性的討論和

評論去辨識作品裡的垃圾和鑽石，讓創意人看清自己

正在做甚麼，以及如何再超越自己。

與一般學校課程最不同之處，「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

作坊」是在布瓦布榭莊園大自然環抱中，透過持續專

心的試驗，經歷一個被支控不穩定和重建的狀況，深

入挖掘一個人內心深處的直覺想法，這是一段精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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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卻極度滿足的過程。在布瓦布榭的學習是：突破性作

品、哭泣、歡笑、觀察、發現、重整，參與者都驚奇於

彼此的進展如同自身的轉變一樣，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

作坊目的性是個人的，然而過程卻是集體共通。

感謝文化部在過去八年來，每年專案補助台灣各縣市

之優秀人才台法來回機票，藉由推動國際跨界文創人

才培育，提高台灣創意產業競爭力，截至2014年台灣

已有133位台灣優秀人才在文化部的補助下，得以參加

「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讓台灣優秀人才有機

會與來自全球之創意人士互動與交流，累積跨領域、

跨國界的學習經驗，並讓台灣文創能量與世界文創領

域接軌與發聲。

2 0 1 4年工作坊課程主題範圍涵蓋產品設計、創意設

計、工藝設計、永續設計、互動設計、食物設計、平

面設計、表演設計、玻璃設計等領域，今年受邀講師

包括：Public Interest Design得主Studio Swine、英國全

球創意設計獎-黃鉛筆獎得主United Visual Artists、美

國傑出工業設計獎（ IDEA）金牌得主Ayse Birsel、荷

蘭設計大獎得主Scholten & Baijings、日本設計師安積朋

子、荷蘭食物設計先鋒Katja Gruihters、W Hotels未來設

計師獎得主Philippe Malouin等來自英國、荷蘭、德國、

法國、美國等20個國家之知名設計師或得獎設計團隊。

今年由文化部補助學員共17位，已於2014年6至9月間陸

續完成工作坊課程研習，並於10月舉辦成果發表會。

「發現自我」是設計人的永恆任務，一趟法國布瓦布

榭之行，讓許多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專業人士重新思考

「認識自我」的重要性，為將此次文化部補助學員之

學習經驗分享各方，文化部委由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

將學員研習成果心得集結成冊，一方面鼓勵受補助學

員有機會於回國後省思所學，一方面藉由成果專輯出

版，讓「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的文化創意交流

之旅在台灣掀起更大的漣漪和迴響，推動台灣文創人

才累積具國際視野的文化創意交流經驗。



潘玟　
牛頓狂想曲：產品設計工作坊

Gravity

不是看不見就不存在，

不是沒實踐就不會發生，

工作坊是產生思想旅程的破冰船，

劃開雙向空間的歷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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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INSTRUCHOR

Sebastian Bergne是英國的工業設計師，他最著名是特

別使用人的感覺為主去設計、製作日常物品，1990年

畢業於皇家設計學院，並在同一年成立他的團隊。他

橫跨多方面的通用性，讓他與他的團隊可以用不同的

方式工作，以工業設計機構、國際品牌作為設計師與

特定對象的供應商，也提供餐廳、私人設計與零售的

個別化設計。

Sebastian Bergne的成就已經被廣泛的認可，得到國際

設計大獎，豐富的展覽、出版、與博物館收藏，如紐

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和倫敦的設計博物館。其豐富的

經驗也成就他成為重要的熱門策展人、講師和設計評

論者。

在開始上課的第一天，我們參訪了布瓦布榭的歷屆被

保留在那裡的作品，Sebastian Bergne跟著大家的腳步

在步行前先想要知道他的課程成員有哪些面孔，並且熟

稔換裝著雨鞋進入參觀的場地，飽含水氣的諾大草地與

森林邊緣，並沒有減緩下大家的腳步，在解說員逐一的

說明作品時，老師也跟移動他的焦點若有所思。「重

力」的課程學員在午飯間一一相識，老師說明見面的時

間，並約在有大落地窗的工作室當中，以快速重點的方

式，開始我們的討論與試驗。過程當中我們也一一發表

簡單的想法，並且試著一起找到需要的材料，開始動手

實作，在第一天下午就搭好了一個以圓形為主的垂籃，

並在下方放入罐子與顏料，讓稀釋的顏料以它本身的重

量與地球的引力作用，垂籃則以各種方式加上不同濃度

的顏料，或是加上盤子，盤子上擺上樹葉（不同重量的

物品）。Sebastian Bergne並不會限制我們往不同的方

向思考，或是實驗不同的物品，並且希望我們能夠做不

同的發現與構成。當我開始思考不同的作品，他也會提

醒我可以找到工作坊內的技術工程師，帶著我的思考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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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早就去跟他們溝通。當我們在製作的時候，也會消

失一下或者專注嘗試其他的方法，不會盯在旁邊讓我覺

得壓力。

對於重力的理論，要用不同的方式以視覺、聽覺、觸覺

的角度呈現，而且在設計的過程雖然很順利，但是執行

起來就有很多不同的技術，在第二個作品形成的時候，

我嘗試著以一個水聚集後突破表面張力的形式，將這個

造型呈現出來，可是我又想要出現實際水形成的重力狀

態，討論時突然Sebastian Bergne說「你要維持你的單一

元素呈現的想法，不要重複出現然後又加上造型，那是

一種多餘，沒有必要那樣做。」我在第一個作品堅持要

出現單一性的狀態，他記住了那個方式，並且大力的支

持。所以我立刻想到在形成作品之前的試驗，於是更換

了材料，並且立刻製作。對我來說，那是一個很有用的

建議，並且維持了設計的一致性。

他在我們第五天的發表中，清楚地表達我們這個主題的

可能性，並且對於每個人都進行適當的指導與分析，吃

飯時間我們也一起討論很多，他提到自然現象的觀點作

用在我們自身的觀點，讓我覺得這樣的主題與製作，有

很大的可能性，不過他也提到時間對我而言，需要以直

觀的方式表現，我感受到工作在一種可控制的範圍，發

想性的思考中不斷前進。所以在這樣的課程裡學到很

多，也覺得此次的講師，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討論者與

建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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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主要探討重力的現象在設計上的應用，或是呈現

觀察到的重力現象在生活中的例子，有很多日常生活的

現象，我們因習慣而忽略了這些現象，或者說由生活原

有的物品中觀察到這些現象再重新詮釋出來。我們用重

力、反重力、漂浮、阻力來澄清自己的觀念，並且讓慣

性、重量、長度、質材等在嘗試的階段裡，應用各種方

式在圖紙上呈現，也同時到資源材料架子上去找找有沒

有適合的材料，實際去試一試。如果真的沒有適合的現

成材料，就去用工具創造一個需要的結構，然後把這些

現象執行看看，直到找到表現的方式。

剛開始我們是共同討論的方式去進行，第一天的下午

Sebastian Bergne就讓大家開始討論，他舉出藝術家的例

子，是一張出現一個人然後從樓上一躍而下，但是卻停留

在半空中。這張當代藝術家的作品，還有許多其他重力現

象的狀態，讓我們去想像，這樣的重力會如何被查覺。

我們一起討論後，就決定動手做做看，找到現成的一個

圓形鐵架，另外加上繩子、空罐子、壓克力顏料、水。

把這個鐵架用繩子懸吊在空間當中。重力呈現的過程

裡，顏料則留下這個作用力的痕跡，在地上將不同方向

移動的軌跡記錄下來。所有可以掉下的東西都可以在上

面形成不同的痕跡。顏料的濃淡、罐子洞的大小、放置

懸掛的位子，也可以影響這個重力進行的狀態，的確感

受到有趣的重力產生現象，並且記錄下來。第二天早上

即刻開始討論我們腦袋裡面想的東西，我認為緩緩的有

點反重力的物品，可以慢慢地觀察重力的作用，並且它

必須是單純的不要有太多其它作用力去影響的作品。第

三天與第四天都在製作。第二個作品，是一個有關重力

與聲音的作品。作品設計的時候把圖畫出來，讓我能夠

呈現影響增加溝通的機會，但是精準不是重點，要告訴

技術師也讓他快速地連結相關現場有的材料，甚至有時

他們也會有其他材料可以使用，陌生的環境常會讓製作

WORKSHOP
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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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所能觸發的點受到限制。第五天下午幾乎所有的人

都準備好他們的作品，並且讓他們的作品原先設定的地

點去佈置好說明的地方。每個人都很正式把他的理念說

明清楚，其他的人也非常專心的聽完，也給予意見。

在法國布瓦布榭設計工作坊當中，會有比較多嘗試性、

質材多樣性、討論過程開放性的狀況，並不是個人來完

成作品為目的。具備技術性的支援很豐富，當作品的難

度較高時，也可以由技術人員來完成作品的製作，這時

溝通就是很重要的，並非僅止於口述還可以用草圖來說

明作品本身的概念。在工作坊當中都會有一種無形要做

出東西的壓力，在台灣的工作坊也都有這樣的情形，但

是目的是不同的，在這裏即使是試驗不出的結果，都是

結果的一部份，但是在台灣的工作坊中常常被視為失

敗，或是很爛的設計等等。最後的發表是很精彩的，精

彩在大家都專心的聽別人在做的事，看到別人的作品，

並且開始加以想像。如果有提出點子的夥伴，大家也會

想盡力去完成那個點子，並且從自己的觀點當中找到符

合的方法進行。不會是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而是跟自己

的競爭。貼近自己想要完成的樣子，才是最大的挑戰。

我非常躍躍欲試地將概念化成作品，個人在這個工作坊

裡面找到創作的樂趣，並且將理論化作可觀察可提示生

活的作品，正是我想要試驗的部分。先前因為材料櫃的

複雜度，讓我觀察了很久。有些材料不知道是哪一次的

工作坊中留下，也會重複利用，非常環保。

這些課程裡頭，可以發現大家對於不同國家的習俗，語

言習慣有不同的解釋。例如：大家在討論他們都在哪些

地方居住，有時大家說一說話時，就會開始使用自己國

家的語言，西班牙語讓我喜歡快速、熱情的距離感（因

為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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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沒有很通暢的工作坊，反而有一種可以休息的感

覺，我第一次發現這種感覺是在第一次到歐洲的時

候，因為沒有網路所以感覺精神很集中，但是有一點

不安感看來是有點網路成癮了。滿天的星空、陣陣的

草香（剛好有一天住宿的附近除草）。還有清晨遠處

的城堡，那是一個展覽室，還沒有完全整理好的地

方。聽說未來還有圖書室，同一個空間當中，有不同

的氛圍，室內與室外的空氣充滿變化與親切感。

我喜歡每個不同晚上的聚會，圍繞著營火的第一個晚

上、專業講師分享的2個晚上、巴西嘉年華般的主題舞

會、充滿分別的桌上之舞，都讓人回味。清晨的瑜伽

課程是工作人員分享她的所長，沾滿露珠的清晨也讓

我一直拍照個不停。

不同工作坊的學員交錯的非常頻繁，我剛好居在6人

房，跟同寢室的同學一起，還有一個美國的同學約好

每天早上要去上瑜伽課，她非常的有恆心，我則有兩

天起來時根本就忘記自己在哪裡，開心的就去照相

了。每天的餐點時間都是大家聊天的好時機，去了哪

些湖邊的景點，找到哪些東西可以做些事情。甚至於

跟同學一起約好去划船。大家準備佈發表場地的時候

自然而然的就開始清掃與整理，每個人都好像在這裡

生活了很久。

不同溝通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即使我的英文並沒

有很好，但是大家上課時都會想辦法告訴彼此想法，或

者是用圖案去溝通。同時會有2個工作坊同時在一個場

地當中進行，工作坊內的協助人員，也會告訴我們生存

法則、使用工具規則，像是較為危險的工具必須要有指

導之後才能使用，工作區的物品必須要用完就歸回原

位，工具的數量有限，所以工作時有時必須共用器材。

WORKSHOP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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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微笑與點頭有時可以有很棒的溝通喔！

有從法國當地參加工作坊的同學，因為自己喜歡法語

的練習，不由自主的想要多了解他們，我發現他們在

選擇事物的美感上，多了一份優雅自覺，連舞會自製

的服飾都利用布料與結構的美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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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天的生活中，重力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如

同空氣一般存在。但是沒有其他的事件，我們不會想

到它，也沒有發現很多物品，都是因為這樣的重力現

象而產生作用。因為視覺產生的狀態比較容易觀察，

就像是物體掉落到地面一樣，因為使用顏料記錄與攝

影，都是方法的一種。我認為緩緩的（包含時間的因

素），可以慢慢地觀察重力的作用，它必須是單純的

不要有太多其它作用力去影響的作品。也可以是聽覺

的聲音因為重力的作用讓物體掉落到地面，產生撞擊

與發出聲響而能夠用收音的方法記錄下來。

這是一種「重力收集」的方法，呈現「每天生活裡的重

要元素，被吸引而察覺後的反思」是我創作的理念。

我先是使用鐵材料銲接出一個有雙臂的螺絲帽，兩側放

置蠟燭的平台，固定了一根鐵條在厚重的木板上，密實

螺紋的鐵條上，螺帽能夠穿過鐵條並且做出臂舉兩側重

量讓重力作用而下降。

這個作品一直出現摩擦力的問題，很傷腦筋的情況之

下，甚至於技術工程師會建議要不要加上其他的材料，

但是我很希望可以只看到一個作用力，其他的部分要

越少越好。我在Sebastian Bergne的建議之下立刻找到

Carol（工作技術師），銲接出一個有雙臂的螺絲帽。加

上兩側必須要有重量，放置蠟燭的平台可以造成往下重

量，固定了一根鐵條在厚重的木板上，在密實螺紋的鐵

條與螺帽要能夠穿過鐵條，因為臂舉兩側重量讓重力作

用而下降。在這樣的狀態下，因為臂舉的重量與螺帽的

紋路，會有不同的結果。

這個作品一直出現摩擦力很大的問題，很傷腦筋的情況

之下，甚至於技術工程師會說你要不要加上橡皮筋或是

MY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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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子，但是我很希望可以只看到一個作用力，其他的部

分要越少越好。終於在改變材料本身形狀之後解決這個

問題。我對於能夠在這樣的環境當中可以看到更多可能

性，產生動力希望可以完成更多作品，然後開始進行第

二個作品，是一個有關重力與聲音的作品，也可以以視

覺觀察到。我錄下水龍頭的水形成的狀態，記錄下所需

要的時間，並且查看它的孔洞需要多大，後來發現如果

要容易形成一長條水讓水珠流入一個器皿當中，應該會

很完美的水滴成為一個線狀的水柱與出現一個水花濺起

的聲音。

於是我想到可以用石膏自己做一個水滴，水滴的形狀正

像是受到重力拉扯的物體，我想如果夠重應該也會斷

裂，斷裂本身在這個作品當中就會是重力的作用。如果

中間還有水柱這樣更是好，我跟Sebastian Bergne討論

時，他就毫不猶豫的說，你如果選擇了一個造型重力的

樣子，裡面又加上更多重力的因素，會被很多的元素混

淆，有時單純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心裡想取捨往往才

是最難的吧！但是我認同他的觀點，也覺得應該要維持

作品當中的單一呈現的元素。所以我想辦法找到已經成

型的鍋子，也有試過空的架子、網狀的空間但是很難形

成匯聚的水滴。石膏的部分則是一個很有趣的工具，我

固定了一個非常細的金屬水管在這個像漏斗的作品中

心，其實上方也要保有洞的流通性，而且適時的找到一

根鐵釘，剛好在我處理石膏的時候可以先堵住洞口避免

石膏進入金屬的管子中。

能夠完成這樣的作品，我心裡面充滿不斷的想像，好像

翻起更多的可能，可以將更多的想法發現在紙上並且成

為作品。我的作品當中的確表達時間的因素，也因為運

氣很好，找到材料，才可以完成適度的作品，簡單而精

確地達到我想要表達的樣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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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使用石膏的部分，它是很有趣的工具，我固定了

一個很細的金屬水管在這個像漏斗的作品中心，其

實上方也要保有洞的流通性，而且適時的找到一根鐵

釘，剛好我處理石膏的時候可以先堵住洞口避免石膏

進入金屬的管子中。創作出細如鐵釘的水柱，如同這

個作品所需要的。使用現成物的方式，讓我可以實驗

不同的材料所表現的質感。不是一定要完成完整的設

計作品，而是要實驗的各種可能性，創作的過程才是

重要的這句話真的有被重視。

講師對大家的作品都抱持著很喜歡的態度，對於研究

的本身，也會先聽聽我們說的東西，我在說明完我的

作品的時候，展示了我的作品。它徐徐地從上端落到

地面，並且在那個好像被凍結的時間裡，大家不停地

看著小小的燭火，顯示著每分每秒從左到右。事後同

學告訴我他喜歡那個作品裡的時間感覺。2個同學在室

外的作品「水音樂」調整了很久，就希望能夠將水柱

正確的進入下方向是車輪的空洞中，發出聲音。我對

他們的動作好奇極了，也覺得大家真的希望有些不同

可能性。經理也對「share this moment」非常的喜歡，

我自己則是在看這個作品的時候，產生了一些焦慮，覺

得時間似乎是停止了，還沒有結束的感覺。他也提到應

該可以做出像是車輪旋轉的方式，產生其他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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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都非常友善，甚至都能夠互相協助，當然每個人的

完成壓力都很大，多數時間我們的討論會是在休息時

觀察作品，並討論接下來的情況。我們也會到大的池

塘旁邊，看著天即將變黑，然後跟同學一起拿著手機

照著地上的路回去。在熱鬧的舞會前，我們討論的主

題是「哀悼巴西輸掉世足盃」，大家穿著2個小時前才

製作出來的服裝，顯示出當天的主題。另一組的老師也

來湊一腳，決定跟我們一樣裝扮成某物。他辦一個祭祀

中會出現的象徵動物，利用不同的支撐，用黑色的布料

等。最驚豔的是Carlos和Andrew，利用反光的銀色紙張

與保鮮膜，就設計出超短的迷你裙，有如巴西嘉年華的

羽毛裝飾在後方，非常有特色，創作的時間也很短。

另外一組的作品與我們這組同學的作品，2個作品的結

果相似度在材料與方法上很高，但是設計研發目的卻

不相同：一位是土耳其與法國的同學合作作品，主題

是「 f u t u re  p ro c e s s」。他們使用水、膠、石膏、白

色的粘土來研究風木水火土作用力、各種不同的紋路

呈現在他們的作品當中。另外一個是從加拿大來的同

學，她的作品是用各種在森林當中或是材料是中發現

的木頭，含有樹皮與紋路，像是我們的 麵棍一樣，形

成連續性美好的墨印。壓製在布匹上面展示在森林的

樹叢裡。從波蘭來的同學非常優雅，不管是他的作品

實驗，做出哪一種結果都認真的把結果呈現，並且標

記出來，後來才知道他在採擷這裡的植物，頡取他們

的顏色並且作為自然染色的元素，重點是他的研究發

現酒精或帶有酒精的東西可以萃取較多的顏色，他還

設計一個木頭的小瓶子，讓顏色利用虹吸原理，染到

小瓶子上顯現出顏色來，我去請教他的時候，他非常

仔細地說明，他想要表達的方法。

MY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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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大的動力就是好奇，好奇這個已經辦了很多年的

工作坊，他是如何的影響了許多設計者，發現了這

些設計者或者說啟發從未接觸過設計的人，我們的設

計課程如何可以有這樣發想的過程，而並只有做出作

品。從發現問題到實現問題的討論過程中，堅持的是

哪一種人文的精神，如何去發問才能有更多的空間去

思考，不懼怕這些挑戰與過程中的討論，學習的過程

是開放而有趣的，實驗與媒材學習並進的。

在我之前研究所的研究對象Olafur  E l iasson開設工作

坊，我一直很想知道那種充滿專業討論尊重的環境，

具備邏輯與歸納性的方式，成功地將概念化成執行的

能力，在我走訪了他作品所在的國家丹麥之後，我對

於看不見但是存在的自然現象，以視覺、聽覺、觸覺

去證明或表現時，那些難以理解與消化的知識理論，

清楚地讓我可以說明這些自然現象的存在。

「重力」是我們日常生活中自然現象之一，應該可以

舉出更多的表現方式，讓這樣的作品在我們生活的周

遭，並且以不同的視覺形式出現、以聽覺方式察覺、

以觸覺方式感受。那也有更多的自然現象，可以成為

主題，讓我的學生去探索、學習，有沒有可能我可以

提供一小部分能力，進行更多試驗的課程。

工作坊的工作人員選擇，多半是屬於有原則與堅持，

是性格穩定度較高的，無論你是哪一種年齡層，他

們都會選擇以適當的方式與我們一同共處，很幸運的

在工作坊的過程中，自己也沒有給他們帶來太多的麻

煩。分類的材料櫃是一個重要的寶庫，「trash become 

t re a s u re」（垃圾變寶藏）或是「y o u r  t ra s h  i s  m y 

treasure」（你的垃圾就是我的寶藏），不斷地出現在

我的對話中，大概每隔一天有時會出現Andras（工作

坊的技術工程師兼管理人）用車子載來神奇的寶物，

MY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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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很好奇有哪些東西，可以用在我的想法所產生的

可用之物嗎？或是那些東西可不可以讓我有更多其他

的發想呢？

每天在這個莊園當中，看到自然成為素材，觸摸到柔

軟與堅硬的質感，發現與接觸環境是不可或缺的，在

台灣的設計師常常被視為技術工程師，技術工程師被

視為一般的工人，讓人感到不被尊重，實作與手感對

於國小到國中階段的學生，是實驗與觸發的好時機，

我們的藝術教育不僅是要了解世界上藝術的發展，更

應該規劃對於空間、身體、自我嘗試與建立經驗值的

活動。我不反對各種學習的可能性，或是學生比賽挑

戰的狀態，但是那不是贏得獎項得目的。成長學習到

一定專業的教師群，是不是有在每一次的活動中，有

給予學生克服困難，並且時時檢視這些目標是否在學

生創作中過程裡，經驗與勇氣的挑戰。

我會在我的教學生涯裡，時時保持警醒，不要忘記這

份學習的快樂，知識是與日俱增的，學會不只是做中

學，教師也要能夠對於自己或周遭的事物敏覺，動手

試試看重新將學習的樂趣帶回教學過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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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珮貞

未來世界：永續設計工作坊

Prima Materia

找尋永續、友善環境的材料與創作方式，

在自然中探索、集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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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INSTRUCHOR

出生、生長於西西里島的Andrea Trimarch是位機靈的

大男孩，工作坊期間蹦跳穿梭在各個學員的工作場域

之間，他掛在嘴邊總是說：How interest ing！似乎可

以容下千奇百怪的發想與做法。

過程中他認真地了解每位學員的創意發想內容，提

問、引發思考、解決難題，在他的分享中，點出我對

這趟旅程的期望，他說：「在這個生產過剩、消費過

度的年代，設計界開始轉向生物學、科學領域去尋求

更能永續、友善環境的材料與方式，回歸當地文化的

最初思考，而答案常常在古老的生活智慧中去找！」

Andrea Trimarch表示義大利的設計教育跟產業關係緊

密，好像都是在訓練學生成為生產的「工具」，很少

有探討過程與意義的課程。他在西西里島研究傳統陶

瓷與火山岩結合的可能性。「雖然我的家鄉保有美麗

的自然景觀，但長久以來因為觀光業過於發達，  使

得當地傳統的工藝或生產產業逐漸蕭條，當一個地

方失去維持日常生活的生產能力，就會變得愈來愈空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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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在我們到莊園的第一天先帶大家熟悉環境，

第二天Andrea Trimarch便要我們使用莊園中的任何材

料，製作2樣東西，一個面具和一件工具，在這次指

定作業中，大家開始摸索工具的位置、莊園環境、材

料的種類，透過第一次作品的呈現，當作互相認識對

方的自我介紹話題。晚上A n d re a  Tr i m a rc h開始分享

他在過去的一些工作上的研究過程與成果，課堂中同

學專注聆聽、發問，霎那間彷彿又回到大學時期的生

活，說不出的輕盈感受。

這裡的工作人員部分是各地來的志工，協助備餐、清

潔整理、場地佈置之類的工作，課程管理、行政聯

繫、工廠工具間等便由正職人員擔任，我們在飲食起

居上都有人照料，創作上也有工廠經理協助完成各種

創意發想，可以專心當個好命的學員。雖然一開始純

外語的課程讓溝通過程有些打折，但布瓦布榭設計工

作坊期間流暢的授課節奏、規律的作息、心無旁騖的

學員間交流，很快就消除了疏離感。國際化的集體學

習方式，對我而言是新奇有趣的，整個工作坊除了經

驗豐富的講師Andrea Trimarch之外，莊園裡還有一個

靈魂人物是工具間的工廠經理H a d r i e n，所有的學員

的任何千奇百怪的需求，他都要設法快速達成，讓我

對法國人的「高傲」刻板印象大大改觀，我猜他是在

整個工作坊裡掌聲最多的人，他的工作效率、敬業態

度、專業精神，贏得所有人的尊重。

曾珮貞  │  未來世界：永續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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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離開台灣，通常我的五感天線都會自動打開，好奇

地不斷吸收新知，難得可以擔任動手協助創作，於是特

別珍惜這次的機會，觀察周圍的人事物。尤其是當「學

生」的角色，有種幸福感。據知，創辦人Alexander Von 

Vegesack小時候是一個無法適應正規教育體系的孩子，

可能因為如此，他營造了一個和諧、溫暖、有歡笑的學

習環境。我剛好在2013年六月份去了一趟德國威察設計

博物館，除了看到精采的設計博物館規畫之外，也見識

到一個受到全世界推崇尊敬的博物館創辦人Alexander如

何謙卑、無私的分享他畢生的人脈、經驗，有效聚集世

界頂尖的設計師、建築師、創意人才擔任講師，在舒適

優美的無障礙學習環境裡，提供全世界年輕創意人才一

個不設限的交流機會。

我的年紀稍長，觀察、探索的角度一定不同，我喜歡看

工作人員工作的默契，工作的態度、組織結構分工、與

營利模式，及經營者的哲學思維；我喜歡看認真的學

員，喜歡問他們發想、實驗的過程，喜歡看樂在其中的

創作人。喜歡看活動、課程經過設計執行後，產生的效

果；以及學員跟學員之間從陌生到熟稔，共同學習、探

索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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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諾大的莊園中，坐落一棟美麗的城堡，旁邊有一棵高

大的老松樹，可能是經年累月的風雪摧殘，整棵樹型呈

現「垂頭喪氣」的姿態，旁邊有一個另外長出來的大樹

幹，橫向支撐原來的大樹幹，很遠看過來，像是杵了拐

杖的大松樹。我和另一位藝術家武玉玲討論，並在幾天

的時間都坐在這棵樹下，陪伴、傾聽，像是陪伴老人家

Vuvu一樣，聽它說故事。所以設定的創作主題是「獻給

老樹的禮物」，用武玉玲擅長的繩結創作，將嫩葉造型

的禮物固定在大樹主幹與新幹之間，並取名為forget me 

“Knot”(not)，中文為勿忘我 (knot與not為繩結與勿忘我

的雙關語)。

我負責尋找莊園中的花與果實充當材料，學習排灣的

纏繞技術，準備線材供應武玉玲創作使用。武玉玲是

藝術家，她負責編結創作，我就提著布袋去摘樹果、

找尋各種新奇可以編結的種子、果實，成天在太陽下

找材料，也因此觀察到布瓦布榭有很多台灣見不到的

新奇植物品種，幾天下來大家曬成黑炭。最後一天才

發現老樹上有一個大蜂窩，我們竟然在蜂窩下，做了4

天的工。

武玉玲在創作期間，靠自己獨立與工廠經理比手劃腳

要工具、焊接鐵條，剛毅自信、不停地製作趕工，我

在莊園裡不斷尋找素材，製成半成品。在成果發表會

的那天突然起大風，有山雨欲來之勢，我們快速將作

品固定好，也拍下浪漫風吹鈴噹響的音樂作品動態畫

面，心中感動莫名。

曾珮貞  │  未來世界：永續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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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lu Cavusoglu 來自荷蘭Amsterdam，是一位大型企業

的研發工程師主管，開學第一天就被他的燦爛笑容吸

引，在第一天的自我介紹創作時，就很本能的呈現他的

專業，他快速「研發」出一款實用的樹枝背架，及酷炫

面具。第二天開始他告訴我，他不能再做實用的產品設

計，到布瓦布榭莊園一定要跳脫平常的工作習慣，作新

鮮的嘗試。他以金木水火土為主題，在整個莊園裡穿梭

找材料、做實驗。和他同組來自英國的Cecillia, 與他一樣

非常好奇有創意，在第一天就脫穎而出，用蕨類植物創

造出令人驚艷的披肩與拖鞋，這一組搭配出奇的有趣。

Mutlu用石膏混和粗鹽放在模型中，待半乾之後將之放

置在流動的溪水中，讓自然的溪水沖刷，粗鹽溶化之後

產生像白珊瑚般的質感。另一個實驗是將石膏混合苔蘚

植物，一層石膏粉、一層水、一層苔癬，非呈細緻的鋪

成，最後用噴槍火烤苔蘚，把植物燒成灰，吹除粉墨灰

燼，一件特別的立體雕塑於是產生。我非常羨慕他，他

一邊做一邊說，一邊玩一邊笑，好像小孩進了遊樂園。

我每天好奇問他進度，他總是興致勃勃地介紹他的想

法。Mutlu說他喜歡台灣，很希望可以來我們的原住民

部落，到深山、到海邊和我們一起探索這些新奇好玩的

「材質遊戲」，我還真想辦個同學會，邀請他跟原作民

藝術家一起體驗「發現材料」的工作坊遊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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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為幾位傳統產業的企業主成立非營利組織—財

團法人台灣文創平台發展基金會，擔任基金會務規劃與

執行，主要專注在協助台灣原住民文創產業的發展與國

內外行銷推廣。這3年來執行過程中面臨的問題不少，

對於原住民當代藝術的表現與主流藝術市場的橋接，文

化藝術延伸的商品化、設計、材質、量產、資金、管

理、行銷，我有較多想法。每一個環節都是一個又一個

的艱辛任務，需要耐心擔任溝通與媒合的角色。原住民

在台灣的人數少，50多萬人口的聲音常被主流社會、產

官學及媒體資源忽略，部落優秀的藝術創作者少被理解

與行銷，微型工作室在資源缺乏的情況下，製作材料偏

向連較廉價的包裝材、取得容易的植物，又常因設計人

才養成不易，微型文創工作室常面臨設計感不足、材料

處理及無法量產的問題，而導致產業化的腳步緩慢。

參加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就是希望在設計人才培

育與國際設計師連結這一環，讓參與的原住民藝術家快

速有效連結、學習。在課程中，有提到布瓦布榭的4A核

心主軸(Art- Agriculture – Architecture – Animal)，是我深

信可以給台灣原住民部落棲息土地經營上的參考，布瓦

布榭莊園在歐陸上未被戰火摧殘，莊園的擁有者及附近

的農民，一直以友善的方式照顧這塊淨土，這裡的土地

及水資源、與生態上擁有絕佳發展有機農業的條件；我

看見經營者以藝術、建築、農業為開端，吸引全球各地

的創意精英人才在此齊聚、創意發想做實驗，這種國際

交流我相信可以為這塊土地創造無可斗量的價值。 課程

結束後，開始立下一個願望，希望協助促成產官學攜手

合作，找尋一個山海相親、靈性相接的土地，成立「原

住民專屬國際藝術村」，並附設「創意工作坊作」，為

原住民藝術家可以學習交流的場域，努力促成一個原住

民文化藝術的創意平台。

MY
PROFESSION

曾珮貞  │  未來世界：永續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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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世

未來世界：永續設計工作坊                                                                 
Prima Materia                                                                 

非常紮實的設計概念的訓練與啟發方式，

卻又能帶領學員回歸事物原初，

切中設計概念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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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講師Andrea  Tr imarch i是歐洲著名的設計工作室 

Formafantasma（創立於荷蘭）的創辦人與主持人之

一。該工作室非常注重材質與文化互相結合的設計風

格，曾經《國際先鋒論壇報》於2011年提名為20大最具

潛力設計工作室之一。Andrea Trimarchi本人非常親切，

甚至是有點害羞靦腆的性格，但清澈的眼睛似乎很能當

下看穿事物的本質，掌握到學員設計上的精神內涵與實

際會面臨的問題，這種人格與專業上的特質，充滿了特

殊的魅力，讓學員與他之間的互動完全沒有距離，且能

得到很大的鼓勵與幫助。

Andrea Trimarchi知道我並不是如其他大多數學員一樣是

設計工作者或藝術創作者的身分，而是從是藝術策展與

論述的工作，所以他特別在實作課一開始時特別提到像

我這樣的學員，或許不需要精緻的製作技巧，但卻是一

個「very good story teller」。他知道設計的核心其實在

於我們觀察萬物的細節的能力，並能夠有系統地再現在

與生活相關的事物中，我非常能夠認同這樣的概念與實

踐的態度，與他一起工作的那個禮拜收穫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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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設計工作坊（Prima Materia），雖經中文翻譯為帶

有點「永續設計」的味道，但「Prima Meteria」一語，

其原初的概念可來自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對世界觀的描

述用語，其後在漫長的歐洲中古世紀的歷史中更被煉金

術引用；而到了當代，心理學家榮格（Carl Jung）更將

此詞彙「Prima Meteria」用來指涉「與生命工作的原初

素材」。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主持「永續設計工作坊」

（Prima Materia）的講師Andrea Trimarchi是在這樣完

整的西方智性的脈絡裡發展這個「原初材料」（Prima 

Materia）的概念，從Andrea Trimarchi分享他所主持的

Formafantasma設計工作室過去的案例分享，均可以發

現他非常重視發掘「材料」與「文化」二者之間的連結

關係，亦即「物質素材」與「人」之間的內在關係，而

非只是扁平式地去強調因環保的要求而追求設計材質的

永續性云云。

相較於一般年輕來自台灣的設計工作者們，我因在歐洲

留學多年，本就比較理解且適應歐洲強調自主學習的授

課風氣。授課老師並不會灌輸教條，也不會規定書單或

參考書目要求學生死背死記。但是很講究案例分享，讓

老師與學員均處於平等的地位盡情地發表與討論，所有

學員必須勇於表達並捍衛自己的設計概念。另外觀察到

一點可以一提的是，所有的西方設計工作者，包括老師

以及工作坊的所有學員在內，都非常重視發展概念的過

程，而不僅是對結果的追求。所以他們都很不厭其煩地

去並列所有發現材質的過程，並作成記錄，而設計的核

心意義與價值便能夠在這樣的系統發掘中被感知與被分

享。而來自台灣的學員們，可能是所受的教育訓練的關

係，均比較習慣直接尋找「最佳答案」，而偏輕了對所

有環境素材的發現與理解的過程。

林育世  │  未來世界：永續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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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上課與生活的過程在幾乎可以說是遺世而獨立的布

瓦布榭莊園進行，我們平常賴以與外界聯絡的網際網路

也幾乎不通。但莊園的環境非常的自然，而且莊園的主

人Alexender von Vegesack非常有意識地在莊園的範圍內

累積許多屆設計工作坊的相關作品與他推動或蒐集的設

計與建築的實例，讓參與每一屆設計工作坊的學員都能

沐浴在這樣的環境中，恣意地吸收並受到啟發。

我本身的職業是策展人與藝評人，平常動筆寫作或動口

論述溝通的機會比較多。雖然常與藝術家一起在展場並

肩工作，但遠遠比不上這次在布瓦布榭莊園中的實作經

驗那麼豐富與有趣。我和原住民藝術家伊誕•巴瓦瓦隆

一起完成實作案例的過程中，一起尋找表現的素材，一

起使用工作坊內的各種金工，木工的機具設備與工具，

最後在馬匹馳騁在一旁的莊園牧場中將作品設置起來，

這種記憶令人非常地難忘。

我們同期的工作坊的學員來自歐、美、亞洲各國，都是

年紀比我們輕10到20歲以上的設計工作者，在一週的時

間內，彼此都成為很好的朋友，在生活與實作間互相

支援與交換經驗，離開工作坊後，也經由facebook的連

結，彼此都還保持很好的聯繫與友誼。

除了工作坊中各個國家的學員之外，我的寢室中另外有

墨西哥與印度和比利時的室友，朝夕相處，也交換了許

多自己國家的現況與自己工作與人生的經驗。在工作坊

中除了學員之外，也有許多過去的學員留下來以工換

宿，在工作坊期間擔任莊園的義工，與所有的學員也都

建立起良好的友誼。另外，其他國家的朋友也對台灣原

住民的政治、社會、文化與藝術等議題深感興趣，向我

們提出許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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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來自屏東大社部落的排灣族藝術家伊誕•巴瓦瓦隆

合作了一個作品，叫做「materia per tutti」，意即「給

所有生命的材料」。扣緊工作坊的「prima materia」的

主要概念，探索在設計行為中引用所有跟生命有關的

原初材料。該創作的目的，在引用「語言」，作為一

種最原初的創作材料，試圖以布瓦布榭莊園為假想基

地，設計一套給所有生命與靈魂所使用的視覺導引系

統。伊誕•巴瓦瓦隆選定了排灣族語中3個與自然元素

相對應的詞彙作為範例，發展視覺導引系統：光（排灣

語「Qadaw」），風（排灣語「Vali」）與水（排灣語

「Pana」），發展與它們相對應的視覺符號。

整個視覺導引系統的設計，也定位在「prima systema」

以及「syetema per tutti」的概念，意即並非只設計給人

看，而是設想讓所有出現在這裡的生命，如人、鹿、

馬、狐狸等數不清的生物，也包括逝去的生命，或山川

萬物的靈，因為排灣語中均能指涉它們的存在，所以這

個系統既是原初，也能被這些生命或靈所共享。

跟伊誕•巴瓦瓦隆一起討論創作方向的過程中，也討論

排灣族石板屋的概念在現地重現。我建議藝術家：

1.大膽地嘗試工作坊所標舉的探討主題—以對「材質」

本身的思索為主。

2.善用自己的生命經驗，引用最特殊的材質「無書寫形

式的原住民語言」作為創作內容。

3. 以排灣族母語為例，老人家們會用最傳統的排灣族語

如何與我們所處的布瓦布榭莊園的一切自然元素（包含

山、川、園林、建物以及在之間生息穿梭的生靈）互

動，而構成描寫，感嘆，警示，傳喻的語句。最後，我

們示範性地選定了莊園中各地生命與靈魂都必經的入口

處，安置了視覺導引系統的綱要柱（essential pole），

將主要的3個識別元素呈現在上面。

林育世  │  未來世界：永續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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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原住民藝術家一起工作的經驗，是關於生命與靈魂的

體驗內容的分享與交換，非常的豐富。在我過去在台灣

針對原住民當代藝術的策展與評論的經驗是如此，到了

國外，以伊誕•巴瓦瓦隆為例，他們還是能揉合自己生

命經驗中專屬於原住民的生命與宇宙觀，而很好地表達

在藝術創作或設計專案當中。

Andrea Trimarchi非常喜歡這個概念，他特別喜歡我們

把作品標題命名為「materia per tutti」。我在期末的成

果發表會上代表2人發表這個作品時，工作坊的策展人

Mathias Schwartz-Clauss提出的問題是：「這樣的製作，

與設計（design）有什麼相關之處？」我解釋這是將設

計的核心之一：「對材質的尋找」的行為，推到最極

致，最原初的概念，試圖以這樣的辯證方式，重新探

討設計上所能應用的材質的定義與邊界是什麼？而我

們這個計畫對這個問題所提出的最大膽的答案就是「語

言」，而且是無書寫形式的語言；甚至我們藉這個製作

計畫也探討另外一個問題，我們為誰而設計？（Who do 

we design for？）

有學員問說，為什麼選擇原住民的語言（排灣族語

言），我們告訴他們諸如像排灣族語言這種無書寫形式

的語言，因為沒有文字書寫的切割，所以保持跟自然最

原始最強烈的連結，所以我們選擇這樣的媒介作為一種

跟自然界溝通的可能性。有學員提問，為什麼最後的形

式是做成一個立柱，是不是像某些原住民族的的圖騰柱

（totem pole）一樣的意涵？我們告訴他，這是一個「綱

要柱」（essential pole）的概念，我們將使用到的識別

系統的範例集中呈現在這裡，讓所有使用「者」一目了

然。不是我們模仿圖騰柱的形式，而是我們應該想一想

圖騰柱的形式是不是原來就有這種集中顯現符號系統功

能的「綱要柱」的功能需求？

34



MY  
FRIENDS

這次除了自己親身體驗設計工作坊所帶來的概念以及

完成跟自己理念有關的設計製作外，我也肩負作為台

灣原住民藝術家在工作坊中與其他國家的設計工作者

的橋樑。大多數的外國學員對台灣原住民的議題感到

陌生而非常想要去理解。而我們的原住民藝術家，在

藝術與美感的語境中，很令人驚奇地常常不需要太多

的文字翻譯，就能跟國外的朋友就作品或文化的內容

進行分享。

來自土耳其的學員  M u t l u  C a v u s o g l u，與法國學

員 Cécilia Bird員合作的「the future fossils」 （未來化

石）計畫，測試各種在莊園場地找到的自然材質，在

水中、在空氣中、在土壤裡，歷經3到4天而產生的變

化，記錄過程，並將材質變化後的紋理呈現出來。

來自加拿大的學員R a c h e l l e  B u g u e a u d，則是用森林

中的樹皮做成各種拓印的滾筒，利用各種不同的植物

的樹皮所形成的紋路，將墨汁印在織品上，成為各色

圖案的方巾。後來她把這一系列的作品分送給所有學

員與工作人員，形成很好的記憶連結。

林育世  │  未來世界：永續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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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身為一位長期耕耘於台灣當代原住民藝術領域的

策展人與藝評人而言，位於法國中部的布瓦布榭設計

工作坊，除了是國際間很知名且頗受好評專業設計工

作坊之外，它對國內的原住民藝術家來說，與Maison 

Laurentine一樣都是重要且友善的國際駐村環境。我以

一個策展人的角度，觀察國外駐村計畫的籌劃與執行面

向的細節，並實地拜訪Domaine de Boisbuchet與Maison 

Laurentine 2個駐村計畫的地點，親自理解兩地分別提供

的工作坊與駐村創作計畫的不同與相關資源，希望日後

能為有興趣參與類似國外交流與創作計畫的原住民藝術

家們提供更詳盡的第一手的諮詢的服務。

另外，也借這次參與布瓦布榭設計工作坊的機會，與該

工作坊的創辦人Alexender von Vegesack親自晤談並交換

經驗，希望對將來台灣與歐洲之間的文化與藝術的交流

形式，有些合作的可能性。一個禮拜的相處，也跟來自

各國的設計工作者建立了很好的情誼，並留下了彼此的

聯絡方式與臉書的連結，除了透過這些線上的人際網路

可以更直接分享他們的想法與工作心得之外，也是為將

來促成國際間的交流或展覽機會的人才資料庫的累積。

My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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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玉玲 

未來世界：永續設計工作坊

親身體認傳統工藝、民俗與當地文化的關係中，

為設計找到未來的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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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INSTRUCHOR

Andrea Trimarchi和Simone Farresin 2人在大學時期就

一起搭檔從事傳媒設計、繪製書本或雜誌插畫，因為

對產品設計的興趣，在荷蘭安荷芬設計學院（Design 

Academy Eindhoven)組成Formafantasma工作室。探討

設計在民俗工藝的角色、傳統與當地文化間的關係，

探索工藝、產業、物件和使用者間的關聯。曾與Fendi

跨界合作，2 0 1 1年獲《國際先驅論壇報》、《紐約

時報》設計評論家Alice Rawsthorn以及紐約現代藝術

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的設計策展人Paola 

Antonelli提名為最具潛力的20大新秀設計工作室之一。

作品被V＆A美術館、Droog、芝加哥美術館（The Art 

Inst i tu te  o f  Ch icago）、德國威察設計博物館（Vi t ra 

Design Museum）等機構收藏。

講師的授課，就是享受自然，按自己的方式、個性去

發揮。

Andrea Trimarchi他帶領大家討論如何在傳統工藝、民

俗與當地文化的關係中，為設計尋找未來的出口，當

我們準備展開一周的實驗創作之前，他給了個重要提

示：請盡量轉貼自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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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環境和諧的氣氛，微笑的工作與玩樂，是布瓦布

榭給我最大的印象。

工作坊的第一項作業，是讓學員想像自己第一次來到這

座森林，利用可及的材料與器材，做一個面具和一件工

具，表現如何在森林中生活，在20位學員經兩三個小時

發想製作後，大家在戶外餐桌展示，接著裝扮說明，每

個人的背景思維養成，都一一反映在他所做的事物。

武玉玲  │  未來世界：永續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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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  
EXPERIENCE

1.上課體會：

鼓勵學員以「真實」為初衷，發展觀念、小模型或原

型，在布瓦布榭莊園採集色彩、材料、層理和靈感，探

討永續的可能性。

2.特殊體驗：

第一次實際從大自然中取材，製作面具與生活工具。

3.文化交流體會：

很享受在布瓦布榭莊園學習創作過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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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創作理念：

我從山中來，帶著喜樂的心看美麗的世界，也請記得用

最溫柔美麗的眼神，記得我的身影。

2.創作過程：

利用紙纖維麻繩與鐵網，編成女人的眼睛又像樹葉般的

網子，有機的花、果實、植物，一個個編織掛在網上，

就像拜訪老樹的客人所帶來的禮物，並加了彩色玻璃片

與陶片變成風鈴，彷彿通報著訪客的到來。

3.創作感想：

在當時我選擇了百年老樹做為我創作的空間與寄託，在

這充滿文化衝擊旅途中，感到寂寞無助時，老樹給了我

莫大的安慰，於是我要送它禮物「女人的眼睛」勿忘

我，不斷回頭看我。

4.講師與學員回饋：

老師建議從作品中，不妨利用大自然的聲音，讓作品與

環境有更多互動。

MY
WORKS

武玉玲  │  未來世界：永續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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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5天的課程由於自己的語文能力有限，雖然不能全

然瞭解教學的全部，但我可以體認他們學習創作的喜

樂，我雖不能對短短的課程有過多期待，但重要的是我

要在這裡，學習找到創作的另一個樂趣與享受自然，學

習國外同學放開自己按自己方式自然創出。

學員當中我對土耳其科學家的作品比較有興趣，我想可

能跟我在學校科系有關，他一反人為製造的觀念，轉以

金、木、水、火、土等元素作為動力，讓大自然「自

然」地為材料塑行，好比置入粗鹽塊的樹酯，在水中經

過沖刷鹽巴溶解後，凝固的樹酯磚塊就會出現自然分布

的孔洞效果。另一位就是波蘭的女學員，運用當地的自

然植物，製作各種不同色彩的染料。

MY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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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到法國布瓦布榭設計工作坊學

習，卻憂喜參半，喜是終於有機會可以跟國外的設計師 

一同學習，將來對自己的創作上會讓我思維更國際化。

憂的是語言的障礙，是否會讓自己出國學習效果產生疑

慮，非常感謝陪同學習國內朋友互相幫忙，才可讓自己

在課堂中瞭解到外國講師創作理念與思維，更能從各國

學員中創作過程與作品分享與我們的不同處，我們創作

的選擇是較個人化藝術性的表達，而他們則偏工業設計

的思考研究材料的可能性，分享中從作品就可看出每個

人的背景、思維、文化養成的不同，從事首飾設計15年

來，往往在文化遵循與現代趨勢所牽引而無法真正跳脫

自己的創作，然而參加布瓦布榭設計工作坊，從老師學

員中領悟了不少，尤其現在原住民工藝正值如花盛開，

以自己最親近的大自然藝術來療癒過往跳脫以往創作思

維，讓我們的藝術創作贏得世界關注，返國後除了將所

學的開始建立在我的作品中，並分享給原住民的藝術

工作者，更從教學中改變教授的理念與方式，如果有機

會這些國際大師們，能透過國內開辦來台，提供藝術創

作上之交流與質量提升的管道，為將來原住民藝術爭取

更多的國際認同，更希望政府能夠多提更資源讓原住民

藝術工作者，常與國際交流學習，豐富創作者的國際視

野。

My 
PROFESSION

武玉玲  │  未來世界：永續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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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冠毅

色彩靈感：創意設計工作坊

colour

形、色、質重新不同的新體驗

A New Experience of Form, Colour, and Te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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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INSTRUCHOR

Stefan Scholten 和Carole Baij ing是一對荷蘭的設計師

夫妻檔，他們在2000年成立Schol ten  & Bai j ings工作

室。作品風格呈現顏色與異材質運用，2人結合傳統

的工藝技術與工業生產，發展出獨特、精細、迷人

的色彩與素材的巧妙運用。曾與芝加哥美術館（T h 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V&A美術館、荷蘭南海博物

館（Zuiderzeemuseum）、荷蘭織品博物館（Audax 

Textielmuseum）等機構合作。曾三度獲荷蘭設計大獎

（Dutch Design Award）、Wallpaper提名為年度設計

師、EDIDA國際設計大獎（ELLE Decoration International 

Des ign  Awards）設計師新秀獎項、倫敦設計博物館

（Design Museum London）提名為年度設計。

「建構性思考」（Constructive Thinking）設計方法，嘗

試結合色彩、材料、與觸感。Stefan Scholten以「建構性

思考」發展自己的色彩規則，探索色彩分析、組成和應

用等各種面向，強調透過實作過程啟發、刺激學習。

Stefan Scholten講解完每次的任務後，都會個別指導學

生，依照每個人的程度與進度給予建議，也會以圖像的

方式來輔助來表達他的想法以及我的作品。在互動的過

程中，我們提出來的想法講師會給予建議與推翻，在色

彩的配色方面Stefan Scholten有很敏銳的配色能力，能精

準的建議我們配色的色相、明度、彩度及配色的比例。

在作品完成前，Stefan Scholten趁著陽光普照的好天氣，

把作品拿到太陽底下，透過陽光的照射，發現到陽光照

射在作品上所產生的影子的形狀是與作品本身形狀的轉

換，及影子產生的色彩是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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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開始由工作人員介紹在布瓦布榭的環境和建築

物，首先講師要我們先觀察在布瓦布榭的每棟建築物

上的色彩，在布瓦布榭的建築物中，有非常有歷史的

城堡、參與比賽所設計的特殊概念造型、也有休憩的

船屋、環保屋、日式建築、磨坊等，用拍攝照片或速

寫方式紀錄下來，然後分析其色彩，用5到8的色彩色

階方式做成色票，嘗試塗在不同的材質上，將材質做

出質感，在過程中發現這些充滿歷史和與大自然融合

的建築中，有如此豐富美妙的色彩，城堡牆面上不同

色階的變化、船屋上有綠色植物的類似色相搭配，在

調顏色的過程中發現到，你所看見的真實色彩需用色

料調出來是一件沒有想像中的容易，講師特別強調作

品形成的三要素：色彩、形狀、質感，我們將所看見

的真實色彩要轉化成個人色彩，且是具有魅力的。  然

後簡化抽象其建築物形狀，並嘗試在不同的材料上試

不同色彩，然而色彩會因為材質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

質感，簡化抽象其形狀後，在材質上做出不同的紋路

或質感，像是將建築物抽象簡化取其元素，並組合排

列加入不同的自然元素，並且搭配所分析色彩轉換個

人色彩，在色彩配色上，講師特別注重色彩的比例分

配及諧調，明度及彩度上的嘗試搭配。

接下來是團隊的創作產品，分組方式是由一開始個人

選定的建築物來成為一團隊3至4人，觀察建築物所缺

少的產品或設施，我們選擇的是船屋，發現船屋是提

供游泳或划船後需補充能量及休息的地方，在我們團

隊發想過程中，所需要的元素是應有讓人感覺充電及

放鬆的產品，最先我們想是用竹子材料做的 ice box，

與老師討論後，講師希望是可放置在船屋中設施，而

不是可帶走的產品。經討論過後，我們發現船屋少了

可以讓人放置毛巾、衣服的掛的架子，我們先將概念

及小模型與大家發表，經其他團隊和講師建議，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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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樹的造型改變為漸變排列的造型，然而我們嘗試了

不同的組合方式，在掛衣架上也分部了配色比例，並

且在竹子材料上用鋸子作線條質感在上半段，下半段

則是用磨平製作。完成作品發表後，大家馬上將衣服

和毛巾掛上去划船游泳了，感覺特別有成就感。  最

後需再做一本p o r t f o l i o，將一開始的資料搜集、配

色、形狀、材料等紀錄過程，需要具有個人特色的封

面、自我介紹、作品元素及概念等，做成20頁成為個

人作品集。

S t e f a n  S c h o l t e n 教 學 是 採 用 「 建 構 性 思 考 」

（Constructive Thinking），他並非先讓我們看完成作

品的成果，而是讓我們先觀察的方式，然後再嘗試不

同的色彩與材質上，並將形狀考慮進去，最後轉換成

個人魅力的色彩和造型來詮釋。所以在創作的過程

中，你並不知道最後講師要的是甚麼，只有完成了一

個步驟後，Stefan Schol ten才會告訴你下一步，在過

程中需要在有限的材料和時間中去尋找及嘗試並且在

過程中也是作品重要的一部分。這與在台灣授課的方

式很大的不同，在台灣我們通常會先說明及很清楚的

呈現結果和目標，才去完成。然而在布瓦布榭暑期設

計工作坊，Stefan Schol ten授課方式是較重視過程中

的思考及嘗試，透過各方面的建構，而產生新的思考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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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布瓦布榭莊園上課是多麼棒的享受，宜人的天氣讓

你舒服的在大自然的草地上思考、小組成員划著小船眼

前欣賞著美不勝收的風景，討論我們團隊合作的作品，

除了上課之外，晚餐後都會有設計師簡報分享，在建築

設計及產品設計的領域上，更了解歐洲國家的設計方

法和作品，在忙碌一天完成工作後，又有滿滿的知識

可以吸收，每天都非常的充實。在星期三的晚餐，會

有一個Party化妝舞會，大家投票表決結果是 loser為主

題，每個人展現他們的創意於裝扮上，包括布瓦布榭

莊園工作人員，可以看見各國家的幽默和創意，最後

在工作坊協助我們使用切割機器的工作人員將汽車大改

裝成跑車，讓大家驚豔，在這充滿創意歡笑的氛圍中，

我想是一輩子難忘的。

在第二部分 t e a m  w o r k與韓國女生J o e及台灣大學生

Kenting為一組，因第一部分我們都選擇船屋為創作的

建築物，接下來第二部分分組要為我們所選擇的建築

物來設計適合及能被使用的產品設計，在溝通的過程

中，需要的是接納對方和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見，在

未完成作品中的發表，也會由其他組的給予意見和詢

問，更能將我們所作的產品考慮的更周詳。

在語言溝通上，聽力的確是一大考驗，為了補足無法

理解的部分，有位紐約女孩Alice她會再解釋一遍若我

不了解的部分，另外也會再請講師能更詳盡的解釋，

也會和台灣來的同學一起討論。在用餐時，是彼此互

相文化交流的很好的時機，我遇見一位義大利人在倫

敦的網頁設計師，與他討論作網頁的軟體、方法、收

費等等的問題，也更了解到歐洲與台灣的工作環境與

內容。

李冠毅  │  色彩靈感：創意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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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為個人作品，形（ f i g u r e ）的微間差異

（differentiating difference）：在本作品中，我想挪用

物質的形及其在陽光下所產生的影來表現我的作品。

由於物質與萬物的互動，物質不是不個不變的實質

（s u b s t a n c e），而是自身會產生微間差異，並且會

變動的個體（ individuating individuation）。作品的形

（figure）在此時此刻或許看似不變，但由於光的映照所

產生的影子，其形本身流變有著自身微間的差異，形成

某種其自身的形變（ f iguration）我作品儼然由該場地

可取得的某些木材，著上顏色，其木材似乎流變某種

不一樣的物質。一種界於鳥與物質之間的狀態。

個體vs.整體：同上，由於物質形有自身的變異性。所

以某物質或物件在作品的整體之中，它自身與整體作

品互動，同時也在整體中，自已有著異於自身的形態變

化，而作品質整體也會因某個個體物件而產生變化。

第二部分為團體作品，為船屋設計產品─掛衣架，船

屋是讓人休憩及補充能量的地方，但我們發現在船屋

並沒有讓人可以放置衣物的地方，我們使用組成船屋

的元素竹子來作延伸，將竹子上端作出條紋著質感，

下端則是磨去竹子原有綠色的部分，我們想讓竹子上

有不同的色彩豐富的變化，配色上面採用令人感覺有

能量及明度較高的暖色調配色。

分組方式為當初選擇的建築物為同一組，彼此利用自

己觀察和創作的東西，討論出產品適用於建築物，而

此產品是開放式被使用的產品，不容易被帶走，可融

入其建築物與自然之中。在完成作品後，大家紛紛把

毛巾及身上衣物往上掛，就跳進水中划船游泳了，感

覺很實用而有成就感。

MY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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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orgos Georgakis在希臘是一位Senior Product Design 

E n g i n e e r，任職於法國很有名的一家文具公司B I C，

在創作作品時，他穿了一件工作服上面繡著Dr.T 的字

樣，所以我們都稱他為T博士，後來經他解釋才知道

Dr.T還有另一個含意是d ir ty的意思，相當趣味。另外

一位德國遊戲設計師，他很熱情的拿他在公司所設計

的桌上遊戲與我們分享，並且教我們玩，雖然上面是

寫法文，但我們看著圖片編著故事，對方可以拿紅色

牌子阻擋故事繼續，並且要照紅色牌子上面的圖案繼

續編故事，讓我們體會到桌遊的趣味性。另外還有一

位來自紐約的女孩A l i c e，她在T i f f a n y擔任室內設計

師，非常有氣質且親切的一位女孩，上課時若講師說

得太快我聽不懂時，她都會很有耐心的再說一次慢一

點解釋讓我了解，回台灣後我們持續還有用Facebook

聯絡。

瑞典女孩Annnie個人作品─城堡：將其建築物象徵代

表拱形狀的城堡門為基本造型，作不同材質上的搭配

和層疊，拼湊出城堡的概念造型，色彩部分將城堡中

出現的色彩，轉化成自己個人喜好明度較高的色彩來

呈現。感覺她的作品都具有北歐瑞典的風格存在。

荷蘭Nick、墨西哥A-lan和台灣女孩冠宇，團體創作─

對話椅子：他們選擇的建築物中，覺得缺少了可以將

人與自然對話的椅子，一開始他們是想用紙板材質來

製作，但考慮到舒適度和可行性，後來他們將材質改

成有舒適材質的海綿，並作2張椅子相互對話，在色

彩的選用上使用鮮豔的桃紅色，來傳達熱情與溝通。

MY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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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此次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讓我增廣視野，看見

了不同國家的風格、文化、思考模式，接觸到了設計

相關職業所創作出來不同創意思考的方式，尤其Stefan 

Scholten採用「建構性思考」（Constructive Thinking）教

學，與以往我在台灣的教學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讓我重

新思考教學的方式，台灣設計教育的確需要更多元及開

闊的視野來與國際接軌。尤其能在徜徉在大自然當中，

將主體融入於自然，所建構出人與自然之間的產物：自

然中有主體，主體中有自然，懂得如何與大自然對話，

在造型的三要素中Form、Color、Texture有更新的體驗與

了解，對色彩的應用、材質及造型上的掌握能有不同的

嘗試，也體驗到不同的國家文化的設計風格。

除了專業知識的獲得之外，可以在美的像明信片裡的布

瓦布榭莊園享受著美食、陽光，悠閒的划著小船來構思

創意，是多麼愜意。來自不同國家的文化交流，彷彿像

個小小的國際村，大家彼此分享設計工作內容和不同的

創意想法，還有瘋狂的化妝舞會派對，尤其讓我難忘。

此次非常感謝文化部能提供這樣的機會，這是一個非常

棒且難得的經驗，未來的我會更加努力，將所學貢獻於

美術教學上，無論是在教學的方法與設計，能以更創新

及活潑的教學方式，受惠於學生。

My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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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美幸 

色彩靈感：創意設計工作坊

Colour 

啟發我對色彩的敏銳度，

說自己的色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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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INSTRUCHOR

Stefan Scholten是一位荷蘭籍設計師，出生於1972年，

畢業於荷蘭埃因霍溫設計學院。Stefan Scholten 和Carole 

Baijings於2000年成立Scholten & Baijings工作室。他的設

計風格有別於一般荷蘭設計的大膽幽默，作品呈現溫潤

顏色與異材質運用，2人結合傳統的工藝技術與工業生

產，發展出獨特、精細、使人著迷的色彩與素材的巧妙

運用。他擅長以顏色加上合適的材質（瓷、棉、木材、

玻璃等）產出生活居家用品或傢俱，實用性以外，增加

藝術的設計感及時尚感，令人愛不忍釋。曾與芝加哥美

術館、V&A美術館、荷蘭南海博物館、荷蘭織品博物館

等機構合作。曾三度獲荷蘭設計大獎、Wallpaper提名為

年度設計師、EDIDA國際設計大獎設計師新秀獎項、倫

敦設計博物館提名為年度設計。

Stefan Scholten授課認真不打混，教學態度嚴謹不苟言

笑，以其紮實的實戰經驗啟發學員的思考及創意。上課

模式為先行講解今日主題，接著舉實例讓學員對老師的

教導更清楚明白，隨後就讓學員動手創作。一段時間之

後（1小時半至2小時之間，視當天主題難易而定），會

集合同學在其選定的優秀（或代表性）作品前與學員進

行分享與討論，然後再請學員針對分享內容修正或改善

自己的作品。他會主動走到學員中間詢問學員正在創作

什麼？作品有何含意？也會適時提出建議讓學員再度對

自己的作品行思考。當他對我的作品提出建議之後我有

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

在莊園裡建築物我選擇的是「磨坊」，其顏色組成有

黑、灰、白、橘、紅、黃、咖啡等，一開始是分析建築

物的顏色組成，我無法做更多的延伸，Stefan Scholten教

導我以「思考」代替「指責」、「論斷」，以「問題」

來引導我如何讓作品「有機感」、「有故事性」。他對

學生的作品，只有啟發、引導，沒有評斷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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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以建構式的色彩設計與運用觀念啟發學員的思

考與實作能力，即便英語程度不佳者亦能從實作中

學習。另外來自世界各地的設計菁英包括冰島、瑞

典、德國、荷蘭、西班牙、希臘、加拿大、美國、韓

國及台灣，大家齊聚一堂共享啟發設計創意的饗宴，

在一流設計師的指導下，大開設計靈感的眼界。打破

沒教科書（講義）的限制、教室的藩籬（可以搬到戶

外實作）及上課5 0分鐘或1 0 0分鐘一堂的拘束，自由

自在的任你學習。色彩工作坊中眼目所及的資材都

可以成為課程實作的材料。如：顏料的調配，不論水

彩、油漆塗料或廣告顏料，甚至油墨，都任你盡情發

揮；畫布不限紙張（若你只用紙張就遜掉了，相對的

如果你用一般紙張卻創造出人意表的呈現亦是令人讚

嘆的），舉凡竹子、玻璃、石頭、紗網、蕾絲、木板

（頭）或各式各樣材質的布，都能成為發展自己色彩

的「紙張」。在這裡沒有人教你什麼是運用色彩「對

的公式」，在這裡你就是自己的主人，開發屬於自己

的色彩思考模式，盡而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色彩觀念。

在布瓦布榭莊園這座具有歷史人文的古堡參與為創意

設計工作坊，是理想的學習基地，至少有3點理由：

1 .達到境教目的：布瓦布榭莊園內有許多具實驗特色

的建物，由來自世界各地的知名設計師、建築師和藝

術家、歷年工作坊學員共同打造而成，讓創新永續的

材料、工法，及大自然、農業和建築之間的相互作用

在此。每一片土地一磚一瓦都是創意思考的來源。

2 .自由的學風：純粹的個人主動學習氛圍，若不想學

習，無人規勸你；但如果你想學，許多同儕及講師皆

不吝指教你、教導你與你交流。

3 .多元文化的激盪與交流是美好的學習經驗：能與不

同國家的學員互相交流、觀摩，都是難能可貴的經

驗。

蘭美幸  │  色彩靈感：創意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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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色彩的學風自由，自己對自己負責，若你不想

學習，幾乎無人會管，但是奇怪的是工作坊的每一位

學員都很認真投入色彩世界，你會看到所有學員好像

都非常享受每一個過程，竭盡所能的把想到的、講師

教導的創作出來。本工作坊有8個來自台灣的學員，

在這裡也表現出積極學習的態度，沒有人懶散。我

體會到同儕的「壓力」，當大家都認真的使出渾身解

數，自然而然也感受到「我需要努力！」

在第二階段，講師就學員選擇的建築物分成小組，希

望小組運用這幾天學習的色彩能力合力設計一個可

以與建築物相關的物件。建築課程的講師小孩加入我

們學習的行列，他們約莫幼稚園大班至小2之間的年

紀，但他們用起砂輪機、大型切割器、鋸子及鐵槌等

工具，用得不比大人差（那些工具在我有些還不知道

怎樣使用，但他卻運用自如。）而且創作的作品有創

意，並具有童趣，學員們也驚訝他們的創作，他們的

作品創意十足呢！甚至與本班一起舉行成果發表會。

在這小小孩身上，再度看出台灣及外國父母對小孩教

具的大大不同，自由開放，鼓勵自主學習的不同。

課程全英語授課，剛開始因為與學員及講師仍是陌

生，真的很像「鴨子聽雷」。但一旦了解講師的授課

重點及熟悉他的口音，情形就漸入佳境。因課程偏向

建構及實作，對於觀念及創意思考還是獲益良多。

工作坊中能與各國設計師菁英交流是很難得的經驗。

印象深刻有一位德國的設計師，在小組討論出屬於這

建築物室內的物件顏色後，她為了調出某一位學員原

先分析的顏色，可以一試再試幾十遍，最後在講師適

時的指導，最後調出最近的色彩，我很佩服這位同學

認真學習的態度，那種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精神。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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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之初講師要學員從莊園的建築物中擇一並分析色彩

及發展出自己的色系來詮釋所選擇的建築物。我選的就

是「磨坊」（mill），從其分析色彩，並在各樣的材質

及形狀中，觀察色彩呈現的效果，進而利用這些發現，

創作出屬於自己的作品。課程之初其實並不曉得講師要

學員做什麼？了解之後，我就「悟出」一個想法，我要

打破制式，如使木頭不再是木頭，紙張再是紙張，石頭

不再是石頭。於是我從「磨坊」分析出的灰、黑、紅、

黃、咖啡、橘及方形、圓形、三角形等形狀中發展出自

己的作品。一個與「磨坊」相近的建築物─小城堡。

剛開始創作其實是很沮喪的，因為不熟悉全英語授課，

不曉得應該如何下手。後來看到其他學員的做法才開始

有自己的想法。我很喜歡塗鴉的感覺，喜歡同一個顏色

出現在不同材質的呈現。如：紅色，畫在不同材質的布

上、畫在各式材質的木頭上、畫在各種不同類的葉子

上。我用水彩筆、油漆刷沾油墨水、廣告顏料作色彩分

析，然後用物件組合創作屬於我的作品。這輩子我沒有

這麼投入色彩作品的創作，藉工作坊讓我重新認識色彩

的奧妙及其極富變化多端的色系。好幾天為了創作覺得

時間始終覺得不夠用，體會到藝術家創作時那種「廢寢

忘食」的境界。我很享受那種沉浸在創作的感覺，不僅

是心思意念的投入，也是一種自我成就，突然發現，真

的每個人都是藝術家，做就對了！

我有一件作品是用粉黃色刷在網子上，當做牆壁，大紅

色的沙發，營造一種明亮溫馨的居家氛圍。獲得講師青

睞，他拍了好幾張照片，當做教材的範例呢。某位女學

員也說她好喜歡這種居家的感覺，尤其粉黃的紗牆，讓

家呈現柔美及溫馨的氛圍。這真是工作坊花時間投入

創作最大的回饋，令人開心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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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來自瑞典的設計師，她是線上生活用品公司的設計

師，她的作品呈現一種優雅的氣質正如她的外顯行為。

她選擇分析創作的建築物是古堡。她獨具慧眼看到建築

物中的拱形門及窗，所以她發展出來的色彩，具有一種

柔和的色調而且創作出來的創品即是圓弧彩色玻璃窗。

我與她談到為何創造出這樣的作品，她說：喜歡圓弧表

達的圓滿感覺，有一種和諧與平和的意象。

有一次我正在愁思如何將我發展出的色彩及採用的形狀

及材質做有機的鏈結，成為一件「作品」，她就建議我

如何調整位置並構圖，幫助我突破創作的盲點。我覺得

學員可以彼此分享互相打氣，就是觀摩學習促進彼此成

長的最好例子。 

還有一位德國的設計師她原是學建築的，所以她十分講

究尺寸及色調的精準性。她與我一樣選擇「磨坊」，她

所分析出來的色彩呈現飽滿俐落、不拖泥帶水，圓形物

件也呈現一種不苟言笑的線條，這莫非與德國人給外界

一般普遍印象一樣，實事求是一絲不苟，也在藝術創中

顯露民族性。來自希臘的設計師誠如前面所言他是一位

率性的設計師，他發展出來的色彩偏向大自然及冷色

調，搭配他的作品呈現，讓人在他的作品中找到揮灑自

如一種率性的自在，就像他率性「離隊」不參與團體作

品創作一樣，有藝術家特有的「孤傲」情懷。藝術家要

與眾不同，有時是不得不寂寞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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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坊對我而言最大的收穫是「大開創意思考眼

界」。能遠赴藝術氣息濃厚的法國進行為期一週的色彩

設計課程，其經驗對我而言是多麼寶貴！除了可以向各

國設計師菁英學習之外，最主要的是藉此可以讓自己在

境教沉潛，激勵自己的創意思考能力，使自己在職場上

可以重新得力。在這樣開放自主學習的工作坊，我對自

己的職場有不同的體驗及看見。每個人都有無限的潛

能，只是有無適度的被開發；學習有無限可能，端看學

習者願意不願意改變眼光。談到色彩設計，有無限創

意，一切不無可能，只要有心！這樣的課程不一定直接

可以運用在我的職場，但在課程中學習到的「找到新的

可能」、「不設限」及「專注與投入」的觀念及態度，

其道理卻可以「一以貫之」、「一通百通」，讓我在職

場上找到新的活水泉源，讓一成不變的例行業務有新的

翻轉，成為另類創意思考的作品。

很高興我有機會能在國西南部充滿田園風味的布瓦布榭

莊園，能與國際級設計大師共同創作與生活。此次課程

核心價值強調「激發創意思維」，其目標不在生產完美

的產品，而是要讓學員遠離原本熟悉的環境，尋找創意

來源，進而了解設計的過程及其中所需克服的挑戰，將

帶領學員在理性思考中發揮想像力，並運用創意完成創

作。我非常同意，也願意在此樂意分享這樣美好的經

驗－不管你是18歲或80歲，有夢的你，歡迎前進法國，

與國際級大師學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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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碩玲 

小樹之歌：互動設計工作坊

The Internet of Trees 

Boisbuchet最珍貴的是人、

環境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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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imo Banzi是義大利籍的互動設計師，專注於人機

界面與互動設計教學，並為Arduino計劃的共同創辦人。

Arduino是一個具有開放原始碼特色的程式，該計劃主

要提倡讓每個人都能更容易使用程式語言與互動元件，

製作自己的互動設計作品。他曾與Prada、Artemide、

Persol、Whirlpool與Adidas等企業合作設計企劃或擔任設

計顧問，目前任教於瑞士的SUPSI Lugano與丹麥哥本哈

根的CIID。

Massimo Banzi是一位教學風格開放的講師，在這次工

作坊裡，介紹完Arduino的基本知識和各項元件的應用概

念後，每個人根據自己設計上的需求，各自進行討論，

並鼓勵大家在各種環境裡探索不同的互動設計應用。開

放的教學風格讓講師和學員間有著朋友般的關係。學員

們大多是來自設計相關的領域，如工業設計、視覺設計

與3D列印機械的零售業。雖然背景接近，但因為來自不

同的國家和環境，相近的領域也有著不一樣的觀點和知

識。大家互相分享在自己背景裡的互動設計想法，每個

人身上都能學習到不一樣的事物。

我非常喜歡這樣自由學習的氣氛。亦師亦友的講師

Massimo Banzi，他的親切、認真和對設計教育的理念和

熱情，是我非常欣賞和敬佩的地方。



WORKSHOP
INTRO

63

工作坊的進行過程從了解本次使用的互動技術Arduino開

始。Massimo Banzi首先介紹過去的經歷、作品，接著談

到互動設計的基本概念，帶入Arduino的程式設計入門。

之後，大家根據學到的基本概念製作簡單的作品練習，

接著一起討論在工作坊結束時呈現的作品主題。這堂課

程總共有6個學員，加上助教Valentina，確認主題後，各

自分成小組製作自己有興趣的部分。

考量到這次的互動設計需要無線網路，靠近教室較利

於訊號接收，最後決定在教室旁邊的草地和樹上呈

現作品。和台灣的授課方式比較，工作坊的課程是相

當自由而開放的。主動學習、勇於好奇發問，自己尋

找自己想知道的知識。除了指導的老師，一起上課的

學員、同期一起進行的其他工作坊老師和學員、工作

坊在職的廚師、工廠指導等，都是可以相互學習的對

象。我非常欣賞這樣相互分享的學習關係，同時，在

製作作品中遇到困惑或是難以解決的情況，也是一起

討論解決，良好的團體合作Teamwork可以讓人和作品

都有著更深刻的可能。

我認為工作坊最大的價值在於遇見的每一個人，以及和

城市截然不同的難得自然環境。特殊的環境使得時間、

氣候、植被和生態的變化更為明顯，黎明或傍晚，晴天

或是下雨，都各有獨特的景色和美，每日都讓人有著有

趣的體會。在這樣美好的環境之中，說到有沒有什麼可

惜的地方，我想應該是和課程主題有著密切關係的「無

線網路」。在Arduino的技術裡，Wi-Fi扮演著相當重要的

連接角色 ；而布瓦布榭莊園屬於手機訊號也不一定順暢

的典型鄉間環境，課程一開始的時候便花了一些時間解

決這次工作營的科技需求。完全隔絕外界剩下自我的自

然，和隨時與人密切連接的城市，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

平衡，也著實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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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大學的時候聽過Arduino的基礎課程，但也僅限於

入門的概念。很開心這次有機會更加深入了解並製作一

件作品。對我來說，這個開放原始碼的程式設計最吸引

的地方是「開放」這個特質。Arduino提供了各式各樣

的input與output的基本範例組合，讓大家可以根據範例

程式設計修改增加自己想要呈現的效果。例如，課堂上

使用的效果範例「Button（按下按鈕，燈便會亮）」、

「Potentiometer（感應到光的時候風扇便會轉動）」

等。同時也可以上網下載別人的公開作品，學習複雜多

重的控制效果。密集的一段工作坊期間裡熟悉著程式語

言的寫法，解決各式各樣的bug（程式撰寫錯誤），和

平常工作時不同的特質和環境讓人感到新奇，也對於工

程師的工作多了一份敬佩。

在工作坊的期間有一晚是Massimo Banzi的講座，向大

家介紹他的作品和正在從事的事情。難得地聽到他分

享個人的成長經歷、求學過程以及Arduino的誕生。最

新正在著手的計劃是「Make in Italy foundation」（www.

makeinitaly.foundation），他說：「The mission of the 

Make in Italy cdb Foundation is to support makers and, in 

particular, Italian FabLabs, helping them grow as well as 

helping those who want to open new ones. (Make in Italy 

cdb基金會的宗旨是幫助那些Makers─特別是義大利的

Makers以及實驗工作室，幫助他們成長也幫助他們開創

新的事業。)」。從Arduino到MIT cdb計劃，他希望將以

往義大利工匠自作的特色，結合現代工商業的條件，創

造出新的Make in Italy，Massimo Banz的熱情感動了在座

所有的人起立掌聲。

除了課程本身，想要特別介紹的體驗其實是比較生活上

的事情。像是每日的餐點，形式偏向簡單的法式家常

菜，部分材料來自工作營自己的農園。調味上著重醬汁



味道的層次，以及一定會看到的baguette。特別喜歡的

是在林間小路採集散步的時間，遇見的各種野梅、小毬

果、香菇和其他小昆蟲，開始體會起曾經在芬蘭旅行聽

到的「大自然就是玩具」這樣的概念。以及，一定要介

紹的是著名的工作營活動「porky」派對，在城堡的一樓

旁邊小房間進行。每週都有不同的主題，這一周的主題

是「dumb ways to die」，大家用盡心思打扮成各式各樣

的奇妙的「dumb ways」隨著音樂跳舞著，甚至有人搬

了真正的棺材讓大家躺進去體驗。在學習中不忘享受生

活，在生活中各處學習，大概正是這個工作坊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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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et of Trees 的主題為樹上的鳥兒和人之間的互

動。這個主題包含了3件作品：「Bird House 1 ：可以感

測和顯示鳥數量的鳥屋」、「Bird House 2：可以感測

鳥大小而改變洞口的鳥屋」、「Bird House 3 ：房間

內的燈光會隨著屋外的鳥屋有沒有小鳥進駐而改變顏

色」。Bird House 1便是我和另外一位學員Iwen的作品。

鳥屋通常都掛在非常高的位置，很難看出來究竟裡面有

沒有小鳥住著。「Bird House 1 」分成2個鳥屋，大的

鳥屋是掛在樹上的真正鳥屋，裡面的地板附有重量感

應器；小的鳥屋擺在窗台上或是室內，上面附有一個

小旗桿。大鳥屋上面的重量感應器透過wifi連接著小鳥

屋的小旗桿，當有小鳥進去的時候，便會顯示黃色的

旗子。如果有很多小鳥，超過一定重量的時候，便會

轉而顯示藍色的旗子。由此，就可以知道現在鳥屋有

沒有鳥來住，以及大概有多少隻小鳥在裡面。

此外，有一個值得一提的工作坊特色，那便是布瓦布榭

有自己的workshop studio，在上課時間裡隨時有工廠指

導可以詢問，代為切製小型木件、鐵件，或是和我們

討論材質上的使用方式。有了材質上的專業人員可以

詢問請益，大大地增加了設計進度上的效率。

在製作作品的過程裡，其他2個同期工作營的大家，都

非常好奇我們Arduino組一直埋首在房間裡做些什麼事

情。最後作品發表的時候，很多學員認真地聽我們解

釋陌生的程式詞彙的意思，並且踴躍地提問著關於產

品設計上的問題。並且表示對於Arduino有了想嘗試的

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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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ama來自以色列特拉維夫，畢業於工業設計系，現在

是Freelance Industrial Designer，同時也在特拉維夫的

學校任教。這是她第三次參加Boisbuchet Workshop。

Naama對於程式設計有一定了解，於是有時會和她一

起討論程式寫法。除了上課的時候，印象比較深刻的

是，在離開Lessac（Boisbuchet的所在地點）前往巴

黎的時候，一起開心地聊著法國和以色列飲食文化的不

同。同樣是在地中海的國家，但東邊和西邊的情況卻是

相當的不一樣。除了文化，也聊著近日加薩走廊的國際

新聞，這些種種都讓我對以色列有了另外的認識。

室友Alice來自法國，同樣是工業設計師。她參加的是

另外一個同期的Biennale Interieur展覽工作坊。她的作

品就像她一樣細膩而直爽大方。設計系畢業的學生所

思考煩惱的事情，無論是哪個國家都是類似的，感到

相互理解著也覺得聽到有趣的不同觀點。

一起上課的Sam來自加拿大，和Naama一起設計的作品

是上面提到的「Bird House 2：可以感測鳥大小而改變洞

口的鳥屋」。這件作品裡改變洞口的原理是使用了相機

的光圈改變方式，於是他用自己攜帶的3D列印機印出了

這個鳥屋光圈的結構零件，並相當用心地另外製作了簡

報搭配著成果呈現。整體是相當完整又認真的作品。

另外一件想介紹的作品是同期工作坊「P a p e r  a n d 

Stone」的作品。這個工作坊主要在探討紙張和石頭之

間的關係，其中這件作品運用紙條被風吹動的聲音引

起石頭在河水中翻滾的想像。呈現的時候是一個白色

的大帳幕形式，人在其中自由走動，感受聲音帶來的意

境。我認為是一件相當詩意而直白的作品。學員是Tao 

Lin，居住在英國的中國學生，目前就讀Chelsea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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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帶給我許多意料外的想法和觀點，參加這次

Arduino指導工作坊的原因，主要是想從互動設計中了

解更多細節。而在工作坊結束後，我想最大的收獲，

除了互動設計的學習之外，更難得的是一個這樣將來自

世界各地的年輕設計師聚集起來的場合，以及少有的工

作坊自然環境。在各式各樣的對話中學習並瞭然各種文

化的思維，並從這樣的客觀裡反觀自身的文化，從他人

眼中了解自己，重新認識了自已所在的地方。很高興在

這次工作坊裡遇見許多朋友，跨越了東西方語言和文

化差異而互相理解地溝通著。作為一個communication 

des igner，開放地了解每件事物的獨特性並欣賞尊重

著，我想是相當重要的特質。回顧看來，這段經歷裡最

珍貴的是人、環境和這兩者的獨特性，而這些，也剛好

是和我所認為的設計本質是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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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et of Trees

拋開一切重新感受，

竟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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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的講師Massimo Banzi在業界已經相當知名，但

其實在他官網上得到的資訊偏少，向幾位互動設計朋友

打聽後，才發現其實他們都曾在不同時期於米蘭或是哥

本哈根受過他的客座指導，所以Massimo Banzi可以算

是設計界互動設計師的啟蒙之師。直到第三天的晚上聽

完講師的分享才更了解他的作品，身為Arduino的共同創

辦人，致力於研發及推廣這微型電腦的模組；就設計的

角度而言，Arduino像是披上了一層讓人想拉近距離的糖

衣，它顛覆了我們對工程模組艱深難懂的刻板印象，網

路上開放的資源猶如障礙物被移除般，接下就是要看如

何運用資源去達到目的了。

我們寫程式卡關不順利的時候，MassimoBanzi指著後面

的橡皮筋牆，告訴我們：當思緒混亂時，程式碼可能就

像這面牆，你必須要慢慢地去思考、抽絲剝繭才會找出

對的解法(對的那條橡皮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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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參與的「The Internet of Trees」外，同時期工作坊

的還有「Paper and Stone」以及另一個較特殊且非在課

程表上的「Biennalinterieur Awards」。

曾猶豫不決、難以選擇要參加哪個工作坊的我，起初對

於石頭與紙這一硬一軟、截然不同的材質組合感到興

趣，但在與朋友討論後決定跳脫產品設計的框架、跨到

互動設計領域來挑戰看看。

當親身參與後會發現這環境是不設限的，像是休息或用

餐時間，都可以與其他組成員互相交流、並了解他們現

階段的工作內容。同時間另一個工作坊的講師安積朋子

也歡迎對她的工作坊有興趣的學員，可加入學習與探索

的行列，可能是每次我經過他們工作坊時總是投以好奇

眼神的緣故吧！對於詢問她總是很樂意地與我們分享，

人雖無影分身，但在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同期的活

動都是可以平行共享的，最後更能在發表會上了解每組

的進展與成果，等同於雙倍以上的收獲。

而另一個於布瓦布榭莊園舉辦的「B i e n n a l i n t e r i e u r 

Awards」，它的形式與台灣設計比賽不同之處是主辦單

位提前邀請被選中的20組歐洲新銳設計師，在作品尚未

完成前可以先來這裡的workshop邊做模型並且共同討論

2個月後的展覽，由大家共同討論出展覽刊物的平面設

計及展場的空間規劃，這是經由大家齊心協力、腦力激

盪而得到的成果，而非展期到時設計師只光顧著把各自

作品擺上而已。原本在室內聽分享的我們，當最後遮光

的大門打開、門後秀出展場縮小模型的那一剎那，現場

感受真的猶如舞台效果般令人震懾，就像他們預期參觀

者在特定點所看到的景象般，想必展出時會訪客皆留下

深刻印象。



2014  DESIGN  WORKSHOPS  AT  BOISBUCHET

72

WORKSHOP  
EXPERIENCE

當巴士一路搖晃行駛到布瓦布榭莊園後，當下我的感覺

就像是城市女孩來到富有歷史的法式莊園，住處被花朵

包圍。最期待的是三餐時間，因為不知道又會有什麼特

色料理出現，好吃到蜜蜂都會搶著與你分食，這兒自然

的景色相當迷人，記得特別是離開的清早，晨霧加上剛

升起的太陽映照，當下會覺得來到謎樣的巨樹森林般，

相形之下人都顯得格外渺小。

來參加工作坊的同好們，都像單純只是熱愛藝術與設計

而來這邊渡假的freshman，拋開既有成見用力感受生活

的美好，新認識的鄰座友人，可能到最後才會發覺他的

作品其實蠻有名的；跟講師的往來也有種與朋友相處般

的錯覺，而週間兩晚講師們的分享其實還蠻讓人印象深

刻的，安積朋子像在私塾與我們和其他設計新銳們分享

她當初如何從RCA畢業之後，接案與創意發想的過程。

有趣的是她每個案子的ending常常是以當地美食與酒結

束的；而Massimo Banzi以超流利又舌頭不會打結的義大

利式英文介紹，像是演練過無數次般，精彩的程度讓我

雖然經過耗盡腦力與體力的充實工作天後，即使不自覺

地在微弱燈光下「度姑」也要時時掐自己大腿、自己打

起精神來聽講師們的作品分享。

離開台灣這舒適圈，再加上這裡對網路的屏蔽，我反而

有更多時間開始把想法、觀察到的事物、文化間差異的

趣事用圖畫方式記錄在筆記本上，其中也包括看到草地

上聚集一群人、並充滿歡笑聲的場景，原來是大家把桌

球桌搬到草地上，但是打法卻不同。法國室友Alice向我

解釋說他們的規則是人人都有球拍，大家繞著一個方向

跑，打完就換下一個人，所以相當緊張刺激也迅速分辨

輸贏，難怪遠處看到人都呈現歪斜的狀態，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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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我們看過一些成功又多元的設計案例並對sensor有更

進一步認識後，第二天下午Massimo Banzi便讓我們各自

著手進行練習。我的第一個作品是「A Little Painter」賦

予馬達故事性，希望可以由自己身邊的旅行小物做出發

點，此創作理念是讓每個人都可以用幾個簡單步驟製作

出獨一無二的明信片，選擇自己畫筆的顏色後，A little 

Painter便為你正負轉動90度即繪製出心中屬於此處的風

景畫。

第二個作品是2-3人為一組製作「Bird House」，首先我

們先天馬行空地提出想做的想像中有了sensor後鳥屋的

新功能，經過兩輪的發散與收斂，由於想做的概念相

近，我與同是工設背景的Linn一組。好處是對美感的堅

持、思路想法很相近、溝通時簡單畫圖便能了解對方的

想法，偏好極簡並排除多餘不必要的裝飾，解決問題的

方法，用些工設上的小聰明。譬如說找到的彈簧都非常

韌，只好用細鐵絲自行繞著細圓管製作合適的彈簧、並

在碰到程式碼不能運作時，一問一答互相幫忙進而把想

法釐清。

然而在製作最後成品時，Massimo Banzi認為外觀是其

次，這有點扭轉我對互動設計的想法。他認為先把內

部弄到可working比較重要，所以他寧可在我們為鳥屋

senor感應不到或運作不如預期而苦惱的同時，開車到離

布瓦布榭莊園有段距離的市區買鳥屋，這樣我們就有實

體鳥屋作為外觀參考，並可以更專心於寫程式上；好在

這裡的workshop裡有專業技師協助，藉由討論把概念簡

單化，有些小活還是可以親力而為。看著鳥屋外觀逐漸

成形，讓我有種回到大一工廠實習的感覺。

李懿玟  │  小樹之歌：互動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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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下巴士時我就對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奶奶非常有印象，

好奇她的身份以及來這裡的目的。後來聊天後才知道她

是住在加拿大的法國人，雖自稱是個業餘者，但對藝術

與設計非常感興趣，於是趁開課前就報名了安積朋子的

工作坊，希望回去之後可以在她社區活動上經驗分享，

看來學習真的不限年紀，老奶奶其實工作起來甚至比我

們年輕人更積極、樂觀呢！

而與我同個工作坊、在巴黎工作的加拿大人Samuel第一

天就介紹他預先從巴黎寄來的3D列印，令平常從事產品

設計工作、也常接觸3D列印的我留下深刻印象。當我

想像來布瓦布榭莊園就是要親近大自然、拋開產品設計

框架、先暫時不碰建模軟體時，他卻善用優勢為構想創

造新的價值，而這機器夜晚也不停休的一直印製著。最

終大家鳥屋成品也彰顯各自特色，我是用手捏紙團、搭

配紙膠帶要做成素雅簡單的鳥形；他則是用建模軟體作

出鳥形，連鳥屋的門口的機關也一併在短時間內印製出

來，果然運用了3D列印結構可一體成形的特性。

另一組是參加「Biennalinterieur Awards」的2位一男一

女的義大利設計師組合Dossofiorito(義大利文意思為多

花的小土堆)他們帶來已經完成的作品The Phytophiler。

之前在設計網站上看到時就覺得是富有詩意又可愛的作

品，而且他們把觀察自然生活的態度運用在自我裝扮

上，女生的蘑菇頭就是男生幫忙剪的。後來更在巴黎

MAISON&OBJECT展覽時巧遇他們，雖然短時間無法深

聊，但我想表達的是世界很小、設計圈更小，也許將來

大家會在米蘭傢俱展、東京設計師週相遇也說不定。

MY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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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瓦布榭莊園這自然環境可讓學員遠離喧囂城市、進行

自我探索、發掘大自然的美好，當然短時間內未必能

全部吸收講師的所有知識或是好幾本出版品的精華，

但著實開啟了一扇大門，藉由真正專業人士的帶領、

又或是同濟之間的影響，即使工作坊結束之後仍能保

持聯絡，是難能可貴的人力網絡延續。

旅行中也由於網路限制的關係，我擁有更多的時間可以

用畫畫與自己想法溝通，說穿了就是把腦中想像的畫面

畫下來，未來也希望將小圖與文字結合，把設計、旅

遊的趣事發行成書。

此行除了參與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外，我個人也

在之後規劃了丹麥之旅。偶然的轉車機緣下參觀了當

地的圖書館，意外發現一樓有很大的空間都是規劃給

孩童學習發展用，而家長更可以陪同小孩在不同主題區

域邊玩耍邊學習，在羨慕丹麥小孩有個好的成長環境之

餘，我也希望可以做些什麼來改善現況、回饋社會。當

平行參與paper and stone工作坊時，我也發覺從小必須

培養審美觀念，「美」這東西很主觀的、或是說它並

沒有一定的標準去否定，能建立自信心與勇於表達自

己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期望未來可與學學共同開發

課程，附近有些地方環山面湖，很適合帶國小、國中

孩童共同進行材料的搜尋並進而創作，就像是把工作坊

搬至台北，不用出國也能體驗布瓦布榭莊園的學程般。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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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秀昭

聲光魅影：互動設計工作坊                                             
Controlling Space                                                      

科技若來自於人性，

那這道光就是人類期待的幸福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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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參加來自英國數位藝術工作室（U n i t e d  V i s u a l 

Artists，UVA）Ben與Nick講師的「聲光魅影：互動設計

工作坊」，UVA專門幫大型展場設計裝置藝術及舞台表

演燈光效果等相關視覺設計，Ben負責軟體方面，聲光

混音配置效果，而Nick專注於雷射燈的配線及工程方面

的製作，2位講師充分展現各自的專業能力，讓此工坊

豐富許多。

工作坊中人與人的互動就從這2位講師開始，我們這些

調皮的台灣學員偷偷為講師取了個綽號，大鬍子老師

─Ben及小鬍子老師─Nick，完全符合他們的特色，一

個人高馬大、一個骨瘦如材，剛好一大一小，有時候我

們還會稱呼他們為大老師及小老師，這個綽號讓學習氣

氛中增加許多快樂的微量分子，這種氛圍很特別，歡笑

聲總是特別多。開放式的思考空間，天外飛來一筆的靈

感，這都是講師希望我們可以去發掘，並從環境中去感

受及體會到，靈感需要靠心去尋找，沒想到這堂課是如

此的聲光奪人，光充斥著我的腦袋，聲音進入靈魂帶

出更多不一樣的特色，在講師的引導下，我們能表達

的元素愈來愈多，這就是靈感。短暫的相處中不難發

現這2位講師都是相當有耐性，並謙虛接受各學員的意

見作交流，傾聽各種不同的建議及問題，學員們向講

師學習，講師也正向學員們學習，我看透他們有個聰

明腦袋，及處變不驚的應變能力，這就是他們的獨特

魅力，永遠帶著一顆謙虛學習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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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聲與光是互動設計最佳的奇妙視覺效果，我想

說凌晨5點的霧氣是創作聲光的最佳武器，也是表現雷

射光最自然的元素。」受到講師的熱情渲染，學員們

為了要拍攝出最好的光影作品，我們每天日以繼夜同

時著手進行城堡內的工作及戶外樹枝搭建的隧道，就

為了完美地呈現出聲光攝影作品及實物空間設計。

用引導啟發的外國教育方式讓我們自由發揮，沒有規

則、範圍，所有組員依循著自己的喜好，自然而然各

自形成一群人數不一的團體，大家循著城堡一路走到

草皮上，循著小木屋、樹枝隧道及湖邊，大家邊走邊

想並且討論雷射光該如何運用，如何用結構性的主體

特色來呈現，就在不設防的情況下，自然奇妙的緣份

讓我和義大利室友F l o r i a、來自瑞士的Yo r k、荷蘭的

l i ly及台灣朋友Ketty，針對即將著手的作品互相討論之

下，我們很快的成為學員裏第一組工作團隊。

順著周圍走到樹枝隧道，我清楚看見美麗的結構倒

影，靈感乍現，我馬上跟Lily說我們可以將雷射光作成

倒影的形狀，霎時，大家開始對這個新創意注入不同

的點子，我們找講師討論這個想法，講師舉雙手贊成

倒影的構想，我的提案獲得大家大力的支持，當大家

決定如此去做時，我心理確實相當開心。

早上5點起床是Nick對我們作品的要求，晚上11、12點

都還無法睡覺是我們對自己作品的堅持，講師想從早

晨的霧氣來呈現光影效果，我們正著手利用樹枝隧道

和城堡去設計出光影的視覺空間。2位設計界的前輩，

來自瑞士的室內設計師York與來自荷蘭的燈飾設計師

Lily，在他們協助及教導下，我從中學習到許多，讓我

觀察到室內設計，除了需要美學、藝術涵養，還要有

別於他人的敏銳度，這些點點滴滴的小註解，卻讓我

永遠牢記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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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上課的晚上，Nick集合所有學員，示範雷射光

如何呈現，突然就宣布第二天我們要早上5點起床到湖

邊等霧出現，第二天的我們就已經發現不一樣了，他

們是有所堅持的。第二天大家真的準時起床，並在外

面集合，大家出發到湖邊，Nick拿起雷射燈往湖面投

射，因霧氣並不夠大，所以講師無法示範其效果。第

二天的早起雖讓我們疲累，接近傍晚時到樹枝隧道架

起燈，準備晚上10點用造霧機製造霧氣，我擔任此次作

品的攝影師，學員幫忙借好腳架，所有東西都準備就

緒，一群人前往樹枝隧道，並將我們架好的燈打開，

沒想到Nick的機器壞掉，噴不出霧氣，這個作品沒辦

法進行，Nick建議明天早上5點起床，若有霧氣就可以

拍攝作品，我自己知道已經答應他們要負責攝影的工

作，我不得不早起了，就這樣這個晚上澡都沒洗，我

就直接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我一臉疲憊，已無法分辨

接下的日子，還能有什麼靈感和體力幫助在作品上。

第三天早上鬧鐘一響，我眼都還沒張開，就匆匆從二樓

走下一樓，Nick早早就在門口等待大家，我看見講師已

在等待，不假思索的，馬上換上雨靴準備出發，Nick

馬上告訴我沒有Fog，老天爺依然不幫忙，我們無法完

成此項作品了，於是我們決定放棄攝影作品，最後我

們決定專心在城堡內完成作品，我們這個工作團隊朝

夕相處的完成作品，讓我有種無限延伸的感觸，從來

自各國的學員，大家各司其職，大家各有各的專長，

我們都有個共同點就是想對自己負責，只是從來沒想

過，我們的開始竟然遇到如此多的煎熬及挫折，雖然

很失望無法完成攝影作品，但剛好可以全心投入城堡

的工作，有條理的Lily及決定果斷的York，彷彿母雞帶

小雞給了我們一張進入設計殿堂的入場卷，我們都知道

這一切會是值得的，因為有大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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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內作品即將發表，還不知放上雷射光之後城堡內的

視覺效果會是如何？大家猶如螞蟻雄兵，進進出出作最

後的確認。就在此時此刻還是發生了小小的問題，我借

來的大型Spot Light無法從地下室製造出強烈光束直射進

一樓地板上，光束無法穿過小洞上的紅色過濾板並投射

出來，時間實在太緊迫，我只好趕緊再借了另一個小型

Spot Light，想說吊掛在地下室的天花板上，靠近洞口讓

燈光可以靠近紅色過濾板，沒想到效果一樣無法投射出

紅色光芒，時間一分一秒逼近，我只好跟York討論是否

該放棄此項工作，York居然說Never give up and whatever 

don’t give up，當下對他的話語感觸良多，無論如何一定

要堅持並想辦法解決，即便時間緊迫下絕不輕言放棄！

於是我們尋求Lily協助，對於燈飾設計師來說應該會有

不同的解決方式！於是我們改變方式，不從地下室打出

紅色光束了，將紅色過濾板和小型Spot Light移到一樓位

置，這麼一來便解決了我們想要呈現紅色溫暖的氣氛。

所有學員的作品仍在緊鑼密鼓中進行，學員們做最後的

打掃即最後的確認，就在晚餐過後我們的作品即將登

場，我們將雷射光透過鏡子折射成另一條又一條的紅色

光束，穿梭於城堡5個房間內，烤爐上的玻璃窗成為我

們最主要的鏡子折射點，鏡子的角度成為極重要的反

射點，我們不斷調整，達到雷射光束的最佳位置，而

聲音我們選擇來自布瓦布榭莊園周圍的Vienne河水聲，

經由Ben講師的混音，製造出猶如鍋子煮水般高低起伏

的氣泡聲，讓城堡內多了些許的夢幻泡影，再加上熱情

如火的紅色光束，讓城堡燃起不一樣的生命力。

從一開始大家對於城堡總是心存恐怖及鬼影幢幢的印

象，而我們想要顛覆這種傳統既定的調性，於是我們

共同呈現出來是一種溫馨及幸福的城堡模樣，猶如聲

光遊樂場，這種溫暖及快樂的感覺讓我們玩的不亦樂

乎，大家自在並開心的不停玩弄起光束，並製造出許

林秀昭  │聲光魅影：互動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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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電影特效，夜已深，我約了幾位學員們再度重回

城堡內，發現自己逗留在城堡內愈久，反而愈捨不得

離開，此時此刻我的心情猶如第一次參加舞會般的悸

動，我想這是我們彼此共同合作的第一場舞會，而今

晚則是我們的最後一支舞曲，等待電源一關，這一切

即將會成我們的回憶。雖然作品裏還差了一項攝影作

品，但我們滿足這種的美好，看見所有人臉上帶著笑

容在城堡內欣賞著雷射光的效果，及聆聽河水般的

音效，我們享受到短暫的成就感，我要留下此刻的永

恆，相機快門忍不住一直重覆按下，想為大家留下更

多的畫面，畢竟這是我第一次的聲光作品，也是我人

生中最特別的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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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藉的Lily是位燈飾設計師，她有種超可愛的個性，

讓我很喜歡，善解人意的心，樂於助人的關懷，並接納

我們各種意見的表達，我總覺得她無時無刻散發出母愛

的光輝，我們此次因她繪製的設計圖，讓我們更有效的

溝通，也增加工作進行的效率。

瑞士藉的Yo r k是位室內設計師，此工作團隊若沒有

York，可能很多事情都會懸掛在那，有他的果斷決定，

及快速執行，我們才能更有效的解決所有問題，他帶來

的立可拍相機、拓印的筆記本，都讓我們看出他的專業

和學習態度，值得我去效仿學習。

義大利藉的Floria是一位建築系的學生，她可是我們的開

心果，有她在就有歡笑聲，有她在就不怕無聊，她總會

發現新奇有趣的事情，有她在一切都覺得特別有趣。

台灣同鄉的Ketty是一位中文系學生，古靈精怪，腦袋也

動的很快，這次工作坊粗重工作她幾乎包辦了，爬高高

的梯子將黑色膠帶貼緊窗戶，不要讓光線跑進室內，對

於有些許懼高的我，她的表現真是無比優秀，我只能在

梯子下幫忙踩穩，讓她更加有安全感。

我很幸運的認識到來自各國的朋友，也觀察到每個國家

對於解決事情的態度及看法，瑞士的York用道理說服大

家，荷蘭的Lily以身作則讓大家效法，義大利的Floria用

幽默化解一切，Ketty用台灣人的理智解決問題，我從

各位的身上學到許多，未來的我們各奔東西，在不同的

領域中各自努力，突然間若想到雷射光，想必難忘此次

工作坊的情景和彼此的臉龐，感謝布瓦布榭建造這座橋

樑，讓我們創造出共同的回憶及難忘的過程，這道紅色

光束已經悄悄的開啟身體內無形的密碼，不可磨滅這道

光已深植大家心中，這是一種幸福及美妙的體驗過程。

MY  
FRIENDS

林秀昭  │聲光魅影：互動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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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PROFESSION

八月份能啟程來到「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此趟

學習之旅真的非常值得，學會如何用既定的事物來啟發

並且引導作品的完成，大自然賦予的一切，是最單純的

靈感元素，理出簡單就是最美好的設計理念。工坊中團

隊的分工及有效率的達成目標，這些忽大忽小的藍圖深

植到我的理念之中，如何運用專業及補強的方式來進入

每個階段，互相學習、謙卑求教及敏銳觀察力，都是幫

助人生前進最重要的精神。

而此工作坊在探討作品時，讓我發現到自然界的倒

影，這個倒影時而拉長、時而縮小，猶如借鏡般的跟

隨在身邊，懂的自己、喜歡自己，才能了解自己的作

品，當我讀到自己的故事，才發現原來這個故事早已

發生在他人故事之中，我們常常和不同的人在做同樣

重覆的事情，那種看著別人走過的足跡，猶如看見自

己的故事在另外一個人的身上發生，而布瓦布榭莊

園，不論建築物、作品呈現、花草樹木，都有種歷史

傳承保存的涵意，也啟動了不同故事的開始，而內容

由淺入深，故事篇幅可由自己決定、內容表達可隨自

己體會，這就是我在工作坊最深的感觸，當下的靈感

和故事的發生往往都是如此的不深刻而自然的發生

了，這就是我一直想把握住的「簡單」。

希望未來在兒童用品創作的路上，能用單純的想法來保

持一顆赤子之心，並任性留住80%的「簡單」去感受心

靈跳躍的聲音，生活隨處是美學、隨處是設計、隨處都

是你的工作坊，將用自己的創作影響身邊的人們，因美

學讓人們變的更快樂，人人都可以是個設計高手，因設

計無時無刻都存在我們身邊，大自然將會是我們最欽佩

的講師，自然界變幻莫測的表現，將是最佳的靈感來

源，並且要學會尊重藝術美學的創作及手工藝的傳承，

這是自然界教會我們生生不息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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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凱婕

與羊共舞：工藝設計工作坊

Wool of Nature Elise Fouin

Simple is the best！

簡單卻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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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INSTRUCHOR

Elise Fouin是巴黎新銳家具設計師，在加入工作坊前，我

先瀏覽過她的設計網站。單純因為喜歡她的作品，想藉

著參加工作坊機會，可以面對面與她對談。Elise Fouin的

設計作品利用紙或工廠裁切廢棄燈罩塑膠邊料，呈現簡

約優雅風格但具現代流線造型；因為取材來源關係，她

的設計品並非可以工廠大量生產製造。相對地，每一件

都是具有概念而且獨特性設計(unique)的家俱。雖然設計

概念與材質很簡約，家具依然保持應有的功能性。我認

為，就連同工作坊場地，特地選擇 The Paper Pavilion，

也許與她個人設計概念有相關；運用天然的羊毛與身處

自然環境，融入設計中。



WORKSHOP
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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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 E l i s e  F o u i n：「為什麼要選羊毛作為這次

workshop使用材質？ 」

她回答：「因為Poitier地區出產羊毛，只是很單純的就

地取材想法而已。」

Elise Fouin認為，既然使用羊毛，對於羊毛歷史、來源、

品質、製造與其產品知識，也應該有所略之。於是在

課程開始，設計了兩小時的羊毛常識教育，特別邀請了

一位羊毛產品專業顧問為成員講解。我了解羊毛不只出

在羊身上，羊毛更是一科專門研究；除了使用在我們穿

著上，也可利用在建築隔離建材，在歐洲是普遍使用

的綠色環保建材。Elise Fouin與大家討論後決定：以羊

毛為主體，運用另一樣材質，譬如木質品(wood)、金屬 

(metal)、塑膠質品(plastic)、固體質品 (concrete) 等，從

不同的實驗操作(experiments)搜尋靈感，找出個人想表

現的羊毛設計。在布瓦布榭的課程，有些是成員共同合

作完成projects。然而與羊共舞工作坊是趨向尋找個人設

計風格。至於，如何呈現、設計方向，Elise Fouin不設限

主題框架，希望學員盡情的自由發揮，從中尋找出個人

方向並完成有意思的設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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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  
EXPERIENCE

工作坊的運作方式是讓學員獨立思考，並藉不斷地操作

從經驗與講師引導取得靈感，與我在英國接受藝術訓練

沒有差距。只是工作坊偏向設計，對於我總是以藝術創

作思維，在思考層面仍有些許差異。再來，羊毛是我第

一次接觸的材質。坐在工作坊的那一刻開始，真的沒有

靈感，只能隨興地玩起一坨羊毛、簡單的打結。但我也

不想跟著一般想法，朝製作手工品、編織衣服方向設

計。漸漸地，試用不同的羊毛，運用特色，沒有邏輯的

組合。過程中與 Elise Fouin不斷討論，最後，我想運用

簡單的手法，單純表現羊毛自然的特性。

工作坊成員共11人，包括我在內有5位台灣女生、3位德

國女生、1位法國女生、1位阿根廷女生、以及唯一的男

生來自印尼。生活文化背景或多或少影響每一個人的設

計概念。德國人，設計實用性的燈具與家具；法國人，

則是浪漫草地野餐座椅；阿根廷人，色彩豐富時尚穿

戴；印尼人，結合藤的空間想像；台灣女生丁冠云製作

南國風樹鈴；另外的台灣女生，編織少女的夢幻，就算

一樣是台灣人，我與她們也是有不同的生活經驗影響。

這樣的經驗，我想只有在布瓦布榭才可以體驗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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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全然對剪裁、編織、裁縫沒有概念，於是決定屏除

運用多元技術，而採用簡單打結羊毛手法與展現羊毛

其柔軟的特性，塑形羊毛成不同尺寸的圓形，利用塑

膠網將每一個圓形單位組合。為什麼是圓形？靈感來

自身處的環境，黑莓、桑椹、太陽花、甚至紙屋 (  the 

Paper Pavilion)，造型到室內處處可見圓形。

我的設計品希望它是可以多變性，取決於使用者；可

以是裝飾毯，平放於居家地板，或是放在沙發椅背；

塑膠網容易隨易變形塑造，塑形成燈飾。

我的設計概念是從零開始，循序發展。從一開始的與

樹枝結合實驗，不久意識到沒有延續發展的空間。於

是轉向與人工的塑膠網使用，一樣地隨興運用不同型

態羊毛，簡單的穿入毛線與縫合組合在一起，形成如

同一頂帽子，亦或可以是燈罩。發現大部分成員在設

計燈罩，因此這個點子就打住。不過，塑膠網給我延

續性的想法。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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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RIENDS

我加入布瓦布榭設計工作坊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與

來自世界各國的人交流。與成員每天生活、創作在一

起，很輕鬆地與成員相處融洽。在這裡我要特別提到

Marile 與Julia，因為她們倆的個性鮮明，完全相反。

相同的是，她們在自己的專業上卻是很投入，即使工

作坊用意是在於設計者與創作者間輕鬆相互交流。

Marile來自熱情南美的阿根廷，精通西班牙語、英語、

法語。她的個性開放也帶年輕的自由，雖然年輕卻有自

己的想法與計劃。結束課程後，她即將開始在米蘭的

研究所學院就讀時尚設計學位課程，未來將投入時尚

行業。因為時尚設計的背景，她的作品自然地往時尚

的方向。她的思路清楚之外，執行能力更是徹底。在

短短的5天內，她完成為數不少的時尚穿戴作品。她的

作品充分表達隨興自由。

相對地，Julia的冷靜內斂也許來自德國的生長背景。與

Mari le一樣，她也精通多國語言：德、英、法語跟中

文，完全是身藏不露的高手。旅居與工作停留許多國

家，是一位很有世界觀的女孩。受過Textile的高等設計

大學背景與工作經驗，作品走向不謀而合與織品精確

運用在傢俱，設計感與實用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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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求學回台後，曾經為了生活基本需求， 我暫時將

個人藝術創作擱置腦後，進入職場從事英文教學、商業

平面設計工作；全然與創作無關，然而從工作中學習到

社會經驗重要課題，人際相互應對關係。直到近幾年，

我重新回到創作，慢慢拾起被擱置的繪畫、攝影。無論

繪畫或是攝影，我不想只是用傳統的方式展示在牆上，

也不想作以media為潮流的裝置藝術。因此與羊共舞工

作坊是我重新拓展視野的計畫之一，與不同領域的人交

流交談，給我更多的腦力激盪。

至於「未來專業連結」，慶幸透過課程認識講師Elise 

Fouin，從她在布瓦布榭的 presentation 與課程交談中，

了解她對工作堅持，縱然在開拓設計事業艱辛。這種堅

定的態度，是我必須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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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冠云

與羊共舞：工藝設計工作坊                                                                    
Elise Fouin                                                                                     

與自然共同創作，

與不同的文化交流，

預期之外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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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講師El ise Fouin是法國設計師，課程內容重視實

驗精神，不局限任何形式發展作品，最後選擇其中一

種方式完成作品。講師用引導的方式討論作品，激盪

出更多的可能。創作時間自由，同學們到各處尋找材

料，實驗各種技法，互相觀摩討論 。Elise Fouin非常優

雅，上課風格隨性，尊重和信任學生。在實驗的過程

裡，不時地給予意見，鼓勵嘗試更多可能。起初我作

了一項創作，認為時間這麼短，便想繼續完成到底，

讓它變成完整的作品。但是Elise Fouin提醒我，在布瓦

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重視的是「實驗」與「摸索」的

精神，過程勝於結果，不要急於決定一種技法，或限

定於材料與技術的可能。在持續嘗試下，創作的樂趣

更多，我也主動向Elise Fouin提出各種問題討論，例如

碰到材料問題時，El ise Fouin帶著我在工廠裡的材料

間，尋找可行材料，在找到適合的材料時，那一刻的

默契讓我們互相滿意地笑了笑，那感覺真的舒心。

Elise Fouin雖然很少說話，只在重要的時刻點評一下，

大部分的時間由同學們自行發揮。她不限定我們創作

的地方和時間，後期的幾天，有些人選在大樹下、洗

衣間、工廠邊和工作室完成最後的作品，Elise Fouin挺

著8個月的身孕，一樣不畏辛勞地來回走動，遠方要是

發現學生遇到與工作人員發生溝通不良的狀況，Elise 

Fouin總是積極的向前協助，當她知道我們的材料問題

時，她會消失一段時間，最後出現的時候，她便拿著

一堆學生需要的材料與相關的工具，貼心地舉動常常

引來學生們驚呼和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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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羊共舞：工藝設計工作坊」第一堂課由在畜牧業羊

毛研究的法國籍講師Elise Fouin為我們講解羊毛目前產

業的分佈和發展的狀況，以及介紹世界各國不同種類的

羊，同時分享法國羊毛業的狀況，在現場有整個世界羊

隻種類的圖表，還有特殊羊毛的樣品，非常實用的資訊

與常識課程。

接著，Elise Fouin帶領我們前往半圓形的工作室，開始了

實驗、創作，嘗試如何將羊毛與複合媒材結合。課程提

供了大約4種左右形式的羊毛材料讓我們使用，大家四

處尋找異素材，研究各種技法，實驗了3天的時間，最

後與老師討論後，選擇其中一種形式來發揮，用1天半

的時間完成作品與裝置，並準備口頭發表。過程裡大家

都非常投入而且樂在其中，也互相觀摩給與意見，所以

學習的動力積極。

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的環境，本身就在大自然的環

境之中，沒有上下課的鐘聲，在製作、創作時期可自由

調配時間休息與工作，沒有靈感的時候走往大自然，亦

或回寢室小憩都沒有問題，所以與刻版的學校方式有很

大的不同，講師也給予學生很大的空間去發揮創意，強

調學生創作「自己的作品」，而非「老師的作品」。再

加上與來自各國又不同工作坊的學員互相交流，同時聆

聽3場國際級大師的作品和工作經驗的分享，沒有界限

的學習環境帶來的眼界，遠比實質的東西超過很多，是

非常值得任何人前往的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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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時間短所以顯得時間寶貴，開始工作的時候就立刻

投入，心情也有些急切，在工作室氣氛有些嚴肅安靜的

時候，來自法國的同學就會打破沉默，製造歡樂讓大家

放輕鬆些，有了些成果就詢問我們大家的意見，創意和

點子就會在交流中學習更多，在這過程裡讓我認知到學

習開放的態度，不要過於專注在自己的事情上，該放鬆

的時候要知道休息，身邊的人事物也許會讓你有更多的

收穫，不急切於完成「功課」，要享受「創作」，到了

布瓦布榭莊園就要享受這裡的一切，打開心胸去觀察、

學習和把握任何交流的時刻。

在布瓦布榭莊園裡可以遇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在此次

的經驗裡發覺交流最重要的是態度，再來才是語言能

力。有自信且慢條斯理地表達和傾聽，把心胸打開多主

動提問，自然會獲得預期之外的收穫。歐洲人善於表達

和溝通，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和晚餐之後，交際

時間非常頻繁而久，和自己在台灣的習慣不同，到了第

二天心裡想還有什麼事情可聊這麼久的，慢慢地吃飯聊

不停的天，但是除了聊天真的哪兒也去不了，也算假性

強迫交流的地方，但是也因為如此才能在這麼短的時間

內了解許多國家的文化思維。自己語言能力雖不是問

題，不過要在深入聊抽像的問題或專業領域的話題，習

慣語感和字彙學習仍要加強。

工作人員在第一夜和最後一天辦了營火，初次見面與鄭

重再見都充滿回憶，喜歡在晚餐後走向黑暗的寬闊草

原，大家聚在熊熊烈火邊聊著許多大小事，很溫暖也非

常暢所欲言。記得與來自德國的Liz看著火焰，一起欣賞

火焰的熱流，討論著彼此國家的自然環境。最後一天與

同學們到湖邊划船去，有些人游泳、有些人曬日光浴。

在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期間的感觸，就是要盡情創

作也要享受生活，放開心胸會獲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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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樹下的搖鈴」用強韌的植物纖維將羊毛絞紗打結編

成網狀，重複相接連後串成像樹幹的形狀，裝置在大樹

之下，將竹筒吊入中空當作風鈴，當風大吹過的時候，

可以聽見竹片互相敲擊的聲音，也可以刻意的搖動它，

享受自然的平靜與趣味。創作靈感來自於布瓦布榭莊

園，許多自然細微的聲音讓我心情喜悅平靜，例如：每

天走過草原前往工作室時，草與腳步摩擦的聲音，風來

吹過樹葉的嘶嘶聲，所以決定將「可以發出聲音」的元

素納入作品裡，把對布瓦布榭莊園的回憶存入作品裡。

過程裡實驗了不同的材料和技法與羊毛材質結合，羊毛

的材質形式工作坊提供了絞紗狀、毛氈布、羊毛條、未

梳理的羊毛，實驗的過程裡，抓起絞紗覺得它看起來混

亂確具有規律的樣子，非常的美絞紗狀本身具有正常的

規律，經過重新編製組織及重複聯結，可發展的彈性頗

大，結合美麗的環境因素，使我創作了它。

課程時間短而充實，一半的時間實驗樣品，最終要決定

一種方法發展，過程中曾有挫折感，受到其他學員的正

面狀態的影響和鼓勵，應該享受過程的樂趣，所以調整

心境後，把技法化繁為簡後，反而收穫更多。布瓦布榭

莊園提供了很棒的創作環境，自然的美景讓人平靜思

考，自由的空間和時間自己安排，和來自各國的學員互

相交流，與講師對談，不會讓自己在小圈子裡打轉，在

不同文化中增加面對事情的廣度和彈性。

最後的發表會，我們集合所有學員們實驗的創作小品在

工作室裡展出，現場看起來十分美麗和驕傲，看見各自

手作的痕跡和精神。每個人一一解說自己的作品，鼓掌

的時候都令人感動。最後我把作品留在布瓦布榭莊園，

作品要是離開了那裡便不完整，作品來自自然，所以它

於自然一體，也希望下次抵達布瓦布榭莊園也能一同享

受那裡的美好與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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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韓國籍室友林在南和來自德國的同學L i z。

與林在南同樣是亞洲背景的我，她卻顯得特別積極主

動，有室內設計的專業並獨自在美國學習語言1年，待

在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2週的課程，語言已經相當

好的她，仍認為自己要更加強語言能力，才能與專業

級的老師和各國的同學談論更深沉的議題，每天與她

同寢談天，她開朗的笑容和積極學習的企圖心，十分

激勵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她以韓國背景談論在其

它國家遊走的經驗，分享的非常精彩，她也期望踏出

國門後回家鄉，帶回國際交流的經驗，進而提升自己

深度和廣度的養分。

德國籍同學Liz本身的專業是工程設計，思考技法和造

形的時候十分理性，平時也能感性又溫柔地與大家聊

天談地，向她介紹台灣的文化、天氣和習俗等等的時

候，我們都能一起聊到德國與台灣的不同，是個親切

又有內涵的前輩，也非常喜歡她創作的作品。

在學習相處和觀察下，作品的特色多與國籍無關，個

性也都不同，不過德國同學們在創作的時候狀態確實

較沉穩投入，慎重考慮每一步製作的方法，例如：Liz

的作品，利用石膏裹在柔軟的羊毛纖維外，形成一個

器皿狀，變成一個兼具實用與美感的燈具，過程中Liz

都十分認真地看著作品思量。而法國同學Maria很享受

自然的環境，到大樹下或在草原上曬著太陽創作，沉

浸在每一刻製作的時光，也喜歡熱情地邀我們一起討

論她的實驗，累了就往湖邊游泳去，回到工作室又充

滿活力的製作，創作的作品也非常有趣，以裝飾、可

穿戴的作品為主。



在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期間，除了課程給予的學習

收穫外，過程裡與來自不同文化的學員交流、觀摩國際

設計大師們的經驗，得到經驗與心得都比原本預期多，

而且無形。這次的經驗激起我在外語能力上繼續學習的

動力，同時努力累積創作的能量與作品，積極地踏出台

灣看這世界、思考自己。

自己本是工藝教育的一員，希望將此次的經驗與能量分

享給學生，並且鼓勵學生多努力爭取這樣的機會，走出

台灣，去觀看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國家的人怎麼生活、創

作和發掘自己，撞擊自己原本已經習慣思考的模式。雖

然台灣沒有布瓦布榭莊園這樣的場域，卻可以將其精神

運用在教學上，以開放的態度引導學生實驗、嘗試多元

的媒材與技法，並且享受生活也沉浸創作，沿用這樣的

精神，來面對未來的創作和教學的工作。

布瓦布榭莊園的風、陽光、草原和大樹，一直讓我念念

不忘，那是無法帶回台灣，卻能永遠懷念的回憶。在那

裏除了增廣見聞和吸收到更多專業的知識外，學習面對

創作的低潮，如何放鬆轉換心情也非常重要。完成作品

之前，非目的而是過程，當自己低頭投入的時候，也要

學會適時地抬頭去感受身邊的人事物，創作來自生活，

別把自己鎖入單一世界，而無法向前邁進，感謝這次的

機會讓我更打開心胸，有彈性地接受和挑戰任何的困

難，亦或新的事物。

99

My 
PROFESSION

丁冠云  │  與羊共舞：工藝設計工作坊                                                                     



2014  DESIGN  WORKSHOPS  AT  BOISBUCHET

100



2012  DESIGN  WORKSHOPS  AT BOISBUCHET

   林致中

相信直覺：產品設計工作坊

Improvised Cooperation

不可思議的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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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Anton Alvarez畢業於Royal College of Art's Design 

Products MA(2010-1012)，專注於設計過程的思考脈絡，

並創造了一套系統生產工具，藉此設計出獨特且如同藝

術品般的作品。他的作品在國際展覽上的曝光率相相當

頻繁，如展於MUDAC, the Design Museum and the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in London等。

在授課的風格上， Improvised Cooperation顧名思義便

是相信直覺，而授課的方式上也依然如此，相當自由

奔放。Anton Alvarez相當重視作品的結構性與自然的

脈絡連結，因此我們也時常移動到戶外進行授課，師

法自然。我想這在另一層面上或許與創作之氛圍息息

相關，希望我們藉由開放式的空間環境進行創作、思

考，接受陽光、微風、笑聲，擁抱一切可能，可激發

出更多靈感。

在與Anton Alvarez的互動上，我們除了專注於設計的交

流外，也聊食物、文化，並時常會一起去湖邊游泳划

船，如同好朋友般，非常自在。另於設計的層面上，

我們會分享各自所面對到的創作問題，如環境、思

考、材質、加工等，各式各樣的內容皆會涉足討論，

並互相吸收學習。

Anton Alvarez對於課程教學相當認真，而私底下卻幽

默感十足，是一位有非常棒的導師。此外，藉由Anton 

Alvarez的指導，經由從未體驗過的創作過程後，其最

後產出之作品都獨特性之高，連自己也相當驚訝，而

這樣的創作歷程相當值得學習，且易於自我檢視出作

品的設計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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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坊的重點在於作品的結構性及材質應用。Anton 

Alvarez唯一的要求是作品必須是一個可以乘坐的載具，

但他每天只會給我們特定的材料與工具進行創作，因此

持續不斷的嘗試各種結構，其過程相當具有挑戰性。在

另一個特點上，我們每天也會進行作品物件的交換，藉

此延續自己的設計附加於不同的物件上與前者結合。

每天Anton Alvarez會給我們不同的材質以及工具，並交

換每個人的作品進行創作，所以在每件作品上都具有多

樣性的特色結構而我們通常都是從早做到晚，一天會有

約2次的工作交換。另於作品上色的方式上非常特別，

Anton Alvarez會把我們每一個人眼睛矇起來，並拿著顏

料罐各自隨意的噴灑於作品上，從中也可以隱約發覺每

個人的性格都反映在顏料的噴灑動作，有些人會相當激

動的亂噴，有些人則是有條有理的噴射，最後在將矇布

摘下來時，我們所見到的顏色搭配都相的驚奇有趣，各

種顏料所留下來的噴灑痕跡都是獨一無二的。在經過前

4天的工作後，我們5位學員總共一起產出了5張含括每

個人風格的椅子，這時Anton Alvarez則要求我們從這5件

作品中擷取你所喜歡的元素獨自完成一張椅子，時間是

一天內，相當瘋狂刺激，因此於工作坊發表展覽時，我

們一共展出了10張椅子。

在一開始拿到工具與材料時，Anton Alvarez希望我們先

憑直覺開始動手去做，在從過程中檢視問題，不用怕

犯錯。他比喻這種方式就像是在畫產品速寫一樣，只

不過現在轉化為立體的形式罷了。這讓我想起過去在

求學過程中，我們總是會怕犯錯而小心翼翼的去思考

每個細節才開始動手去做，至於作品的想法可不可行

也無從得知，Anton Alvarez在這方面上則確實地要求我

們用身體去尋找靈感創作，與台灣在設計教育上非常

不同的特點。

WORKSHOP
INTRO



2014  DESIGN  WORKSHOPS  AT  BOISBUCHET

104

當一週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是很短，要在這段

時間裡創做出高完整度的作品會相較困難，因此除了努

力工作之外，我也花了許多時間再享受這裡所提供的自

然原野。在授課上的特殊體驗性如同前段所述。而在這

次的工作坊中，每天到了下午左右，Anton Alvarez會叫

我們可以暫時放下手邊的事，要我們跟他一起去湖邊划

船游泳曬太陽，相當令人意外，這讓我理解到國外與台

灣在工作思考模式上的差別。每天在一天的忙碌後，除

了晚餐後的講師發表演講外，最期待的便是桌球活動

了，這裡從學員、工作人員、講師，幾乎每個人都相當

喜愛打桌球，但因為人數太多且桌球桌只有一個，我

們便研發出了新的桌球打法，可以一次多達10人共同對

打，非常有趣特別。

此外在語言的溝通況上，我想英語還是各國最通用的

語言，在本次工作坊中大家不管上課還是各種活動，

皆主要是用英語溝通。但我們還是會彼此分享交流各

自的語言，並期待對方能說上個兩三句，這也是拉近

學員間情感的另類連結。

在一週的工作坊下來，布瓦布榭莊園的環境是相當令

人舒服放鬆的，在這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就像個

小聯合國，你可以認識到很多不同的人，並在自然環

境下接受各國文化的交流，彼此分享各自的想法，這

會讓你反思很多事情，不單單只是在設計思考上的改

變，也許生活、也許興趣、這一週的時間會讓你體驗

到與眾不同的感受。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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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於工作坊的發表上，我們共同展示了每位學員10

件作品，其中包含了5張共同完成以及各自完成的5張

椅子。在個人完成的作品(go out chair)創作理念上，其

本身對戶外野營活動有著相當的興趣，因此無論是在

結構或顏色的搭配皆結合了許多自然元素。在椅身的

結構上，主要是以戶外躺椅的型態去呈現，並以樹枝

作為椅身的部分支撐，另將Anton所提供的棚布為椅面

包覆材，而強度上的接合則以特殊繩子綑接的方式進

行。在此件作品上所使用到的工具材料除了Anton給的

限制外，工廠所提供的量與質也是需要考慮的，因此

除了不停加強穩固椅子的結構外，也是衍伸出另類材

質回收的創作印象。

在創作的過程中，學員們彼此會去測試乘坐對方所設

計出的結構，並無私地給予很多意見上的交流，也藉

由材料物件的交換，讓我體會到另轉種共同完成工作

的體驗與成就感。而我們也與Anton有著很好的互動，

因此在交流回饋上給予了很多不同於台灣的創作經

驗，如同立體草圖的想法等，皆讓大家以從未體驗過

的方式完成了10件作品。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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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坊期間每個人都會有室友，而我的其中一位室友

來自日本，他是在西班牙的鞋類設計師，很巧的是他設

計的其中一款鞋子被我朋友穿來了工作坊，因此一見面

便有了趣味話題，除了分享了很多各自專業上的交流，

也描述了亞洲人在異地工作上所遇到的困難與許多經

驗，而且也讓我對於生活上的思考有了很多新的想法。

另一位與我較為親近的是來自荷蘭的女生，相當巧的是

我在結束工作坊後將去旅行的城市剛好是她的家鄉，因

此我們也在荷蘭又相見歡了一次。

在眾多學員作品中，有2位讓我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

象，其中一位為跟我同一個工作坊課程的韓國女生，在

Anton Alvarez給我們材料時，她所拿到的是一大捆電線

與幾根木棒，其後過不到片刻十分，我一轉頭以發現她

將電線編織成相當漂亮的椅面結構，編織之速度與應

用之快讓我驚訝萬分。另一位則為來自英國參與Peter 

Marigold課程的學員，雖跟他為不同的課程，但大家都

會在同一個工作室工作，因此可以瞧見他的創作過程，

而他們課程主要為樹脂的材料應用，可以先將其加入軟

化再冷卻硬化，他利用樹脂的特性捏出很多特殊零件，

最後再發表當天他則將零件結合棚布做出一條獨木舟，

相當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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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個人開始獨立工作後，很難得有機會可以出過進行

旅行及進修，這次參與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讓我受

益良多。在設計工作的啟發上，讓我理解到很多材質的

運用是無限可能的，當你手邊只有有限的資源時，要如

何去有效的運用與嘗試，重點是不要怕犯錯這件事，勇

於向前邁進就對了。另於生活上的體驗，我想很簡單的

就是放慢的腳步，多停多看，也許你會發現意想不到的

事物也不一定，而這之中其實也蘊含著許多靈感來源。

在台灣也許久了，因環境使然我們往往必須要在有限的

時間內做很多事，這次體悟的也許在某的時間點喊停也

是相當重要的。最後當然還是很高興能認識到一群來自

各國的朋友，而這也讓我有更多機會介紹台灣這個地

方，並試著將來可以與他們在設計創作上有更多的互動

與合作。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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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慧珍  │  零浪費-食物設計工作坊

    邱馨儀 

文化色彩：工藝設計工作坊                                                                 
Ottchil：Lacquer of Orient                                                                   

顏色的奧秘與手工藝的極致，

就是漆器最迷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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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講師Hae Cho Chung是韓國負盛名的漆器藝術家，

畢業於弘益大學主修漆器工業藝術，後至啟明大學教育

研究所修習藝術教育。1980年獲委任為培才大學教授，

擔任藝術學院院長、研究所所長、圖書館總監、學務

主任，執教期間在大學部與研究所創立漆器藝術系。

另創立漆器藝術協會（Ottchil  Art Institute）與產業學

校。其所做漆器近年來被英國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V&A美術館、費城美術館（Phi ladelphia 

Museum of Art）收藏。

講師是一個很傳統又和藹親切的韓國工藝家，因為近年

來才將作品搬上國際大舞台，為世人們所見，講師並不

會因為語言的隔閡而不與大家交集，反而是很耐心的一

步一步慢慢的親手示範，並且在每一個學員旁邊一對一

的個別指導與糾正，讓我們深切地體會漆器的奧秘，而

且講師還特地從韓國運了一整箱已是成品的各式底板與

模具及材料，供學員們使用，其認真與用心，我真的由

衷的感謝講師。

以一個已經是漆藝世界裡頂峰的傳統工藝家，願意放下

身段來從漆樹汁液的萃取到調漆、上漆、打磨、拋光，

很有耐心地讓大家完成最後的成品，還能默默地在一旁

陪伴大家，明明可能品質就還不到及格的十分之一，講

師亦給予鼓勵、給予稱讚，光憑這一點講師真的是一位

非常了不起值得尊敬的長者，我很期待日後某日能前往

韓國再向講師多討教一些關於漆藝的技術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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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e Cho Chung的漆藝工作坊，一開始即以簡報的方式，

向大家介紹他在韓國的工作方式，以及萃取漆樹汁液

的基本知識，畢竟身在布瓦布榭莊園我們並不能真的

從漆樹汁液的刮取開始做起，所以講師特地砍下了一

段漆樹枝幹，直接向我們示範要如何做汁液的採集，

接著展示他花上6到8個月驚人的漆藝作品。實際操作的

部分，我們從調漆開始，講師選擇了5種最具代表的顏

色：紅、黃、藍、綠、紫，學員們需要把色粉及漆樹汁

液混合均勻，並且像桿麵粉團一樣將顏色桿均勻，再以

烘培紙萃取乾淨無雜質的顏色，該顏色才可以拿來作為

上漆的顏色；上色的部分講師準備了一大一小2個已經

成型的容器，加以切割後一人發下一個部分做漆藝技術

後，最後再拼起來變成多色的物件；除了基本的上色、

陰乾、研磨及拋光最基本的技術教學之外，講師亦傳

授了2種特別的技法：蒔繪（Chung rum chil）以及燒炙

（Burning），前者是利用黑漆在水面產生的水波紋來上

金粉形成如蛛網的細緻紋路，後者則是利用蠟燭的火焰

將漆熏黑，產生如雲紋的飄渺。最後的2天時間，講師

則是希望大家利用布瓦布榭莊園裡能利用的材料，結合

漆藝的技法，做出自己想要的顏色作品。

不知這次的工作坊是否是Hae Cho Chung第一次的海外、

與非韓語系的學生做技法的傳授，私下詢問了翻譯的同

學，在韓國講師是漆藝權威，學生僅能遵從指示聽其學

習，但在布瓦布榭工作坊裡，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地域不

同文化環境的學生，大家渴望的學習，渴望的創新與突

破，總是拿著各式各樣奇怪的材質詢問講師這個可否上

漆，亦或是講師最初是希望大家做飾品類小物件，最後

出現餐具、花器、背包等完全超出期待的物品出現，加

上桌上總是亂成一團，與最初希望大家乾乾淨淨、整整

齊齊的作畫環境完全不同，漆藝真的是非常深奧難懂，

如同講師所言：上帝送的禮物。

邱馨儀  │  文化色彩：工藝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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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堂漆藝的課程通常都是由講師親自示範完後，再交由

學員自己動手實行一遍，組員一個墨西哥女孩，一個哥

斯大黎加女孩，一個英國男孩，一個台籍比利時媽媽

加上我，一共5個人，我們多半是專注於自己的作品部

分，不像其他組是採兩兩合作方式、亦或是一整組大家

合力完成某項目，當然最後一大一小容器的部分是大家

的心血拼湊而成，不過就實行的過程比較頃向獨立完

成；一剛開始時，大家都會乖乖的自己拿取自己要用的

漆，不過因為用過一次漆的玻璃墊就要清洗一次，後來

索性一人負責一種顏色，大家只要交換筆刷就好，這也

算是另類的分工方式。

比較有趣的是，Hae Cho Chung其實帶了他的女兒以及

兒子來當助手，她的女兒會講一些些英文所以還算是可

以溝通，兒子就真的是從頭到尾都一個人默默的在旁邊

不論是幫大家做陰乾箱，還是收拾清洗我們一整天用亂

的桌子，甚至最後結合那一大一小的成品，可能是因為

真的不會講英文的關係，完全沒有和學員們交集，以至

於大家都以為他可能是講師的學徒，直到後來才證實原

來真的是親生兒子，不過對於我們比手畫腳的要求，兒

子其實人很好的一直想協助我們做任何事情，只能說語

言是一切，這時候就很希望如果自己能多一種語言的支

持，隔閡就會少好多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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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即興創作的部分，講師開放大家取用布瓦布榭莊

園裡的所有材料，目標做成首飾等飾品，不過在大家的

好奇心積極的驅使下，最後的成品不只是飾品類，更多

的是與顏色完美的結合；在材料區繞了半個多小時的

我，最後選擇了堆在後院的竹子，一整根未處理過的竹

子，有剛切下來青綠的面貌，也有已經曬乾露出咖啡斑

點的衰老貌，很喜歡竹子上面時有凹洞、時有規則紋路

的樣子，加上緊密的竹節雪白的內裡，我決定用竹子發

展一系列的擺飾及花器，雖然很想要留下竹子表面最原

始的紋路，不過因為竹子的表皮類似於塑膠的光滑，上

漆後會剝落，所以在講師的建議下我得將竹子的皮給磨

掉，才能上漆。

於是我嘗試了在竹子外側上顏色漆，上透明漆，撒上金

粉，嘗試在竹子內裡上漆，想知道內外顏色的變化差

異，並且上花紋，其中花費功最多的是我的項鍊，除了

上漆之外，我也在上面嘗試了蒔繪的水波紋，不過因為

當時過於急著想知道究竟在竹子上蒔繪的效果如何，忘

了需要先拋光，才能讓金粉看起來更閃耀，以至於項鍊

最後蒔繪的部分已經不能再拋光而顯得比較暗淡，這是

最可惜的地方，繩子的部分才是取艾草做編織。很喜歡

這種沒有材料限制，想怎麼玩就怎麼玩的工作坊形式，

畢竟在台灣的設計環境裡，不會有單位願意讓你隨意取

用材料，更甚至是利用整個莊園裡無盡的植物，來隨意

創作。隔壁的比利時媽媽，除了運用基本的木頭及壓克

力材質，他也找來廢棄的湯匙叉子、剩下的蛋紙盒、燒

過的木炭，嘗試發現漆在不同材質上的表現作用會如

何，這是一件令人雀躍又滿懷熱情的事情，能夠這樣玩

設計真的很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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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有2人，一個是和我同一組住在比利

時20年的台灣珠寶設計師Mei，他擅長跳脫既有框架，

致力尋求更深更廣的運用可能性，在工作營期間渴望學

習獲得更多的求知慾，真的讓人很震撼，最特別的是他

撿拾了一般人不會去注意的材料：營火燒過後的木炭，

對他來說這樣有機的形態才是他所要追求的設計；另一

位則是參加Peter Marigold塑膠新解的員工Sergio，因為

白天要工作，他總是利用晚飯過後的時間，進來工廠靜

靜的做著自己的作品，他將Peter Marigold帶來的塑膠粒

加熱重塑成一種可以攀附在木棍上的形態，變成一盞立

燈，而且其位置還可以隨意的變動，他的作品也比其他

同組的學員多了點趣味以及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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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真的是一門深奧富哲理的工藝技術，雖然會有人

說我很傻，遠赴法國還跟一位韓國講師學漆藝，因為

在台灣也是有師傅在做同樣的技術，而就漆器而言，

目前發揚光大的應該當屬日本無誤，但我想應該就是

一個契機，雖然台灣也有相同的產品工藝，但是卻沒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讓我去深入了解。

與Hae Cho Chung學習了5天的皮毛之後，雖然講師及其

他工藝家是把其當作藝術品的形式下去製作，每次費時

半年到一年不等的產出一件作品，我認為漆藝應該是

可以華麗的為收藏家喜愛，也可以樸實的為一般大眾

使用，頓時，腦海中浮現了很多很多漆藝的可能性，

等待著我去實現，所以，目前身為一位產品設計工作

者，我希望的是能與台灣的漆藝家聯繫，如Hae Cho 

Chung推薦的賴作明講師，更加深入地了解這個技術，

以及其可應用的部分，接著再加以應用在我想要做的

產品上面，期待未來的有一天，我的所作能在市面上與

大家相見，那真的就是與布瓦布榭莊園美麗邂逅下，最

美的果實。

邱馨儀  │  文化色彩：工藝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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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亞菱

暮光之城：永續設計工作坊

Light-lights

乘光而行，

隨心所欲，

享受自在的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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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位講師都是德國人：Gerhard Reichert有機械工程以及

整合設計的背景，除了在瑞士及德國的專業經歷之外，

更在米蘭待了很長的時間，跟著知名的義大利設計師

Michele De Lucchi一起工作，同時也在不同的大學授課，

所以對於帶領學生及工作營都很有經驗。從他的作品來

看，結構與細節的完整度及品質極高，都是偏強調功能

性的產品，反映出他理性的個性。Gerhard Reichert非常

有條理，提供多元的參考教材，包含過去的作品、參

考書籍以及其他設計師的產品等，非常細心地引導學

員進入主題。雖然大家使用的是同一種材料，但他鼓

勵學員多嘗試不同的實驗方法，希望每個人設計出的

作品可以有著明顯的個人特色。而Marc Mann的背景反

差較大，原本是資訊科技的專業，卻因為愛上燈光的

美與變化，所以轉向發光式的飾品配件發展；他重視

材料的本質特性，擅長發揮其天然的價值。Marc Mann

比較感性，帶領學員探討自然不做作、混然天成且可

被再利用的美感，建立設計師們永續思考及善用身邊

素材的觀念。2位講師的搭配達成一種平衡，讓學員們

的作品2種風格兼具，在理性功能的架構之外也擁有特

殊的感性面貌。2位講師都細心去了解每位學員的喜好

以及想要表達的概念，不會去設限學員的想象空間，

而是協助幫忙落實概念，遇到困難無法突破的部分，

講師們都有一起腦力激盪給予適當的助力，盡力解決

學員們遇到的困難。講師們也會因材施教，針對大家

不同的個性與興趣來找出適當的方法。鼓勵學員先自

己動手嘗試，在失敗中學習。除了上課時段，講師也

會觀察學員的平日生活，在語言溝通之外也透過小細

節來幫助了解大家的個性。2位講師非常熱心，教學盡

善盡美，彼此有不同做法與觀點，還會笑對方固執，

但在搭配上卻又非常良好，希望給予學員最恰當的指

導。都很用心，也很認真，對於學員創作進度地掌握也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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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的特色在於鼓勵不同國籍跟背景的學員彼此交流

激盪出不同的好想法，素材方面除了講師原先就會準備

好的材料之外，更希望學員能就地取材、善用現場環境

的東西。在被大自然圍繞的氛圍裡，心無旁騖一同協力

完成創作項目，並同時享受鄉村田野生活。為期一週的

工作坊，依序大約分成4個階段：嘗試、構成、修正及

呈現。首日講師希望大家還不要急著有具體的設計方

向，而是多花時間在探索材料的特性與新的可能性。

第二天開始就差不多提出多個自己想要進行的設計概

念，讓彼此了解也可給予建議。第三天則是做出草模

讓講師知道更具體的樣貌與功能，才能進行適當的修

正與改善，進而收斂。而最後一個階段則是要讓細節

完整，讓最後一天的報告能完美呈現，展出完整的作

品讓大家欣賞。雖然創作時間僅有一周，形成相當緊

湊短暫，但在講師適當的安排之下，覺得節奏步調掌

握的剛剛好，工廠端的工作人員也都會適時協助，所

以並沒有很倉促、隨便完成作品的感覺。除了課程本

身，整週都都有一些活動在同步進行，例如：螢火晚

會、認識環境、當地特色建築巡禮、講師過去作品得

分享夜、化裝舞會、當期特展等等，所以是在歡樂又充

實的氣氛下度過的。

邱亞菱  │  暮光之城：永續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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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授課講師是歐洲人，再加上學員來自各國，所以想

當然爾在一個國際的團隊裡，一定要敢於發言表達自己

的想法，因為每位學員都是抱著開心學習的心情來到布

瓦布榭莊園，所以一定要儘量敞開心胸地去交流認識彼

此。我一直很喜歡自由度高的課程，不是填鴨式的記憶

或是依循老舊的理論與邏輯，而是不設限地打開自己

的感官，迎接所有的新事物。也很喜歡跟享受團隊合

作的感覺，雖然是要一人完成自己的創作，但每天都

是充滿討論與意見交換，所以過程不是單打獨鬥，而

是結合自己與別人的想法與力量。至於語言以及跟學

員互動的部分，因為以前大學讀外文系、曾在英國跟

義大利念過書、又有持續在進修日文，所以不管是跟

英語系的美國人、澳洲人還是留日的韓國人，甚至是

攝影師義大利人都還蠻好溝通的，沒有什麼阻礙。也

因為這樣很快就交到許多好朋友，有幾位還約好了未

來去彼此的城市玩，甚至討論未來可以能進行交流或

展覽的機會，也許是能開啟一些合作的好契機。最開

心的是有跟一位較為年長的德國女學員Rose Krizanits

聊天聊到我很喜歡一種傳統德國風味的蘋果派，很久

沒吃到蠻想念那個味道，結果她在工作營結束前一天

抽空利用莊園裡的廚房設備跟食材現烤了蘋果派給我

吃，讓我受寵若驚，雖然這件事跟工作營的課程本身

無關，但卻是相當美好的回憶。

WORKSHOP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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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布瓦布榭莊園的那天早上，我人還在巴黎，抽空去

逛了南邊的跳蚤/古董市集，買了一個還能運作的齒輪

機構，看起來先前應該是個時鐘的機心。一直以來當我

旅行在不同城市的時候，我都喜歡去逛市集，特別喜歡

收集小盒、小箱子以及有點機械感的銅製結構零件。而

被金屬零件吸引則是因為讚嘆歐洲昔日工業製程與金工

技藝的完美結合，對以手來啟動的東西特別好奇。基於

以上的原因，我希望這次創作出的燈能結合箱子、金屬

物件、手工轉動及光影變化這幾點，特別要強調的是能

呈現奇幻的感覺，讓欣賞者能體驗其中的小魔法與魅

力。創作過程部分，我已以前學習做包包的手法來執

行，將塑料片當成皮革來裁切、編織，把工業零件螺

絲、螺帽、卯釘、鎖頭等直接應用來當做釦環，試圖營

造出經典復古皮革包的特色與價值。然後最花時間部分

則是箱內的轉動結構，必須要想清楚每個環節、距離與

固定方式才能達到效果，這部分我也感謝工廠的人員協

助我解決焊接上遇到的問題與瓶頸。真的很開心也很滿

足，完成了一個能代表自己個性與喜好的作品。除了有

想法之外，能確切地製作出來  ，把內心的感動帶給別

人，即使一開始聽起來有多抽象。透過作品讓更多人了

解我的旅行故事，希望能帶給欣賞者綺麗夢幻的畫面，

就像是在說故事一樣開心。發表當晚，講師及其他學員

也確實聽得起勁，感覺一起進入了旅程。他們喜歡我將

點滴的故事拼湊成一個完整的演繹，也對於零件上的選

擇與搭配感到不可思議，算是肯定了我在工廠材料房裡

選東選西的冗長時光。講到這裡我想起以前喜歡的一部

3D電影Hugo（台譯：雨果的冒險），故事發生在巴黎火

車站，以尋找機械玩具的小男孩為主軸帶出追憶法國電

影大師Georges Méliès早期作品帶給人們的新鮮、驚奇、

美好與幻想。也許在深受這部電影影響的背後，我也試

圖在為自己內心的感動做一些具體化地呈現，例如把這

部電影裡的部分元素也派上用場。

MY
WORKS

邱亞菱  │  暮光之城：永續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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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巴黎坐火車前往鄰近布瓦布榭莊園的城市波瓦提，

座位走到的另一邊坐著一位不會說法文的美國女孩

Christina Bejarano，看她的打扮與氣質就覺得應該也是

設計相關，一直在猜想她是否也是要去參加工作坊？抵

達莊園後交流之下發現她的背景是建築，住在舊金山，

因為我對建築也有興趣加上前兩年才去舊金山旅行，所

以很快就在有共同話題之下而成為好朋友。一開始她就

對我的創作很感興趣，仔細聆聽我的想法，也很積極跟

我討論，希望能幫助我完成出獨特的作品。而在我快要

來不及完成作品時，她也都主動詢問、或是去幫我收集

我需要的零件，非常貼心，可以說是這次交到最有共鳴

的一位新朋友。至於想要介紹的2個作品：

1.韓國女生Heidi Kim在一開始就表達她想做一個較偏藝

術性質的燈，設計層面的比重也許不會太高。於是她發

想如何在看似冰冷的塑料中融合些許溫暖的元素，她早

晨在莊園裡散步時，發現陽光照在花瓣及露水上的美

麗，於是她想試試看能不能將花瓣結合到燈裡。她將剛

摘下還含有水分的碎花瓣一一放置在塑料片的平面上，

然後利用熱氣槍加熱底部趁塑料稍微融化時黏住花瓣。

由於塑料為半透明狀，所以當光源從上方照下時，可看

見若隱若現的美感。

2 .有別於前面韓國女孩的感性訴求，德國學員R o s e 

Krizanits則是以理性出發，希望她的設計是經過深思熟

慮、需要高度專注力、精準規劃下的成果。她設計一組

但多款的燈，看似是4種不一樣造型的燈罩，其實仔細觀

察就會發現4個的造型是一模一樣，只是在陳列上故意上

下顛倒、左右相反的手法來產生錯視。而依序陳列在支

撐桿的想法則來自於她有位目前正在中國求學的兒子，

因為對中國文化的興趣與些許了解，她記得古代有種青

銅製的打擊樂器叫做「編鐘」，依音高及大小排列在鐘

架上，所以以此為靈感。當她把桿子揹在肩上準備前往

日式茶屋場佈時，畫面相當東方情調，別有一番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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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跟另外2位朋友自組了一間設計工作室，除了

承接平面、互動、品牌設計案之外，主要在開發手機

的應用程式，因為後續開發互動產品時希望將燈具也

列入品項之中，所以先行了解燈具設計背後的方法與

原理對日後的探索也許有加分及加速效果。但比較有

直接關聯的部分在於，自己私下與另一位先前住在荷

蘭的朋友也有共同開發家具家飾用品的計劃，這次利

用工作坊前一週的時間在巴黎觀看了2個展覽，分別

是「Maison et  Objects」跟「Paris Design Week」，

觀賞到了許優秀的作品，其中有對燈具所呈現出的光

影變化非常有興趣，但多以功能性為優先考量的設計

重點，所以深深覺得這次的工作坊可以幫助我思考燈

具製作過程的無限可能性，不要侷限於材料的一般應

用、功能上的突破以及造型的變化創新。這些片斷式

的啟發看似助益不大，但其實卻是在慢慢累積學習與

醞釀嘗試的機會。此外，由於這次創作的作品需要花

費較多時間來構想，包括：概念故事、整體風格、零

件搭配、細節安排以及呈現效果、發表等都經過縝密

的心思，所以可以算是訓練自己的一個階段，如何在

短時間之內完成各面向都能具備引發共鳴的好作品。

期許自己未來在開發家飾生活用品的時候，也能持有

這樣的精神，把這短短一週卻相當充實的學習體驗好

好應用。另外一個深刻地體驗在於發現自己真的很適應

像這樣國際化的環境，非常享受跨國跨領域的交流與合

作，未來希望能繼續開拓這個部分，把握類似的機會。

My 
PROFESSION

123

邱亞菱  │  暮光之城：永續設計工作坊



2014  DESIGN  WORKSHOPS  AT  BOISBUCHET

124



劉伊晴  │   奇幻創作工作坊

戴汝羽

慕光之城：永續設計工作坊

Light-lights

回歸純粹、光影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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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很幸運能參加到由2位設計師Gerhard Reichert和

M a rc  M a n n所指導的設計工作坊，2人雖然都設計師

但設計背景有蠻大的不同，G e r h a rd  R e i c h e r t是來自

德國的工業設計師，擁有整合設計和機械工程學位，

講求的是比較務實的設計流程，從一開始發想到後來

產品產出每個環節都有考量到整個生產體系。而Marc 

M a n n在德國從事珠寶設計，大膽創新並挑戰材質更

多的發展性，是一個極具實驗精神的設計師。這2位

可以說是一個理性一個感性，在領導的過程中總是可

以碰撞出蠻不一樣的火花。

在授課過程中，講師以開放的教學方式來幫助學生去

發想以及創作，並很有耐心的聽各個學員的解說，

並在是當的時候給予適當的建議以及指導，而在創

作過程中如果學員遇到製作上的困難也很主動詢問有

沒有哪裡需要幫助，並和學員一起製作思考，看著

講師閒不下來到處在各學員裡穿梭奔走，真心覺得

2位都是很積極開朗的講師。其實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是G e r h a rd  R e i c h e r t帶著自己的家人參加這次的工作

坊，看見他對家庭的認同與尊重，還有對家人的鼓勵

以及愛護，讓我強烈地認知到國外的家庭教育和台灣

傳統式的教育差別，像G e r h a rd  R e i c h e r t的女兒在莊

園裡面東奔西跑，也和學員們一樣四處尋找創作元素

跟著一起做燈，著實令人羨慕，自己的童年好像不是

像這樣子這麼自由自在，我想在這樣子的教育能讓孩

童有更多的空間能發展自己的潛能吧 !

而在講師與我互動過程上，由於我沒有辦法很精確地

把自己的想法傳遞給講師，但講師還是很有耐心的以

各種方法和我溝通，並認同我的設計鼓勵我繼續發

展。在最後的成果發表，2個講師都以很正式的方式

表揚學員，並各別給予讚賞以及鼓勵。



在第一天踏入布瓦布榭莊園的時候著實被這樣的美景

給震懾住了，看著超過百年的古堡，還有四處佈落著

歷年來學員所留下的創作作品，每一件都看得出創作

者的別有用心並巧妙地融入環境裡。最棒的是恰到好

處的陽光景色，讓我在如此美麗的環境下思考構思，

我想在我人生中應該沒有在這麼美的地方設計過吧，

很期待思維會不會因為這樣的環境而能有所不同。

「慕光之城：永續設計工作坊」目的是希望我們利用

有限的材料，或是尋找一些異材質去和限定的材料相

互結合，讓光能經過思考後的處理後使燈具具有特別

的光影呈現。在過程中大家都不嘗試，我想大家都把

那單純的塑膠片發揮到極致了。

這次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是我第一次參加這麼大

型的國際工作坊，第一次體驗到國外的授課方式原來

是如此的開放自由，相較於台灣對於設計想法這件事

情，國外的接受度高出很多，並多用鼓勵方式讓學員

更勇敢的往自己的方向前進發展，還有會讓學員多方

嘗試，不太像台灣不管是在學校或職場上，不太會

給予嘗試的時間與空間，我想這是台灣應該省思的地

方。我想這次參加工作營的目標不在於生產一個最棒

的作品，而是讓學員們可以跨越國際、打破隔閡，互

相溝通與文化交流，並體驗自然和親手創作，讓學員

們都回歸最原始的狀態去體驗設計，在有限的工具，

有限的材料，有限的時間下讓作品不只能順利產出背

後還帶著一些有趣的故事與背景。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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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開始的時候，講師帶我們認識基本的電路接線，

其實我本身的職業就是燈具設計師，卻一直都沒有到

生產線去接過線，才知道我必須要知道最原本的內部

機構才能在後來設計時避開一些既有的阻礙，讓光源

能順利安裝在燈具裡面。而在之後，講師希望大家統

一都用同一種塑膠片去發想，並建議了很多方式，像

是不停的凹摺讓塑膠片表面形成不同的紋路、切片組

合、或是去軟化塑膠等，你才知道原來一片塑膠片能

有這麼多種可能。

但在前期發展草圖和草模的時候，總是異想天開，設

計了很多很複雜很難做的外型，當在碰到那塊塑膠

板的時候，才發現原來這種材料在不自覺中已經有個

限制，不管在硬度上彈性上都不像紙一樣可以任你

摺疊，你必須要費很大的力氣才能讓它塑型，等於面

對了草模做的出來但最後實品有可能會做不出來的窘

境。幸好還是挑戰成功在最後一天的時候順利展出。

在最後一天發表的時候，由於法國很晚才天黑，在發

表的時候燈並沒有想像中的漂亮，但當吃完晚餐後，

黑夜來臨，我看著每盞都在遠處發光發熱，配上繁星

點點的星空，像這樣的際遇並不是都麼容易能遇到

的，我想像這樣的景象會一直存在我腦海裡。  

在過程中有些學員看到草模實品，會主動和我討論，

說很喜歡我的概念並給予我很多建議，或者可能的組

裝方式。雖然我無法很順利地闡述我的想法，但還是

和他們討論的很開心，在當下我才認知到原來設計有

的時候可以不需要語言，作品會幫你說話，但我想還

是必須增進自己的語文能力才能更有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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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設計作品是一盞吊燈，概念來自於禮物，我一直

認為光是上天給我們得來不易的禮物。我僅用了一

大片塑膠片並把它分成了3小片分別有大、中、小尺

寸，並從最小的開始包覆光源，層層包覆到最大的，

並在每一層上面都做了一些流線形的割痕，當對角摺

疊的時候，便會因為材料本身的曲度張力自然地在燈

罩上面造成了一些簍空，而光線就能透過這些簍空中

流露出來，並投影在餐桌上讓光影在桌面上蔓延。在

每一片卡合中，沒有用到任何連結素材像是黏合或是

穿繩打洞，並巧妙地運用卡合把光源藏起來在使用上

才不會非常刺眼。我也特別選用瓦特數較小的燈泡，

不會因為使用時間過久而讓塑膠片融化。

但在一開始的時候我本來是想運用編織的方法做燈，

光在層層交錯下透露出來應該會得到很不一樣的光影

效果，但是時間真的不足，沒有辦法細細琢磨以及克

服所有挑戰，像是當我摺起一邊時另外一邊一定會彈

起來，沒有用特別的辦法它會一直散開，我必須不斷

的尋找方法不斷的測試才能固定它。很可惜的是最後

這個概念因為時間因素沒有辦法繼續走下去，這是讓

我非常沮喪的地方。

在創作過程中，很多人都給了我鼓勵，講師們也提供

了不少建議，我可以用其他種方式達到我想要燈呈現

的感覺，我也看到其他學員，其實都很勇於嘗試，並

不害怕失敗，而且非常執著於自己的作品上，這也是

我深感佩服的地方，在這樣的氛圍與環境下就會趨使

你有更多的動力完成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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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就是一種緣份，更何況是來自各個國家的學員能

相聚在這裡一個禮拜，我想這樣的際遇並不是那麼

容易遇到的。雖然我英文口語不佳但其實我都很專心

地在聽大家講話，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Tara，她是唯

一一個在短時間記住所有人名字的澳洲人，我對她的

記憶力深感佩服，在創作的過程中也給予我很多的鼓

勵，她說她很喜歡我的作品，個性也很率真，大喇喇

的躺在草地上享受布瓦布榭的美好、並喜歡學很多

語言常問剛學的中文是甚麼意思。另外一個我非常

想感謝的人也是來自台灣女孩的Wan，我們是同一間

寢室的室友，由於我口語不好，她會鼓勵我勇敢開

口，建議我用簡單的單字表達自己的意思。常常會

討論一些各國的文化，感覺認識了她也認識了滿多

國家，最重要的是我在巴黎有困難的時候對我伸援

手，讓我非常感謝。

在作品方面，我很欣賞來自印尼學員R i n i n t a所設計

的吊燈，她用很簡單的製作工法創作很別於一般的

吊燈，她選擇現有素材水管來當她的熱壓模具，並讓

塑膠片軟化在上面，但卻意外的造成很高雅的波浪

效果，光源在層層疊疊的波浪狀透明片所折射出來的

光線，我感到非常的優雅以及愉悅，最厲害的是她把

電線當成一個固定件，讓電線巧妙地和和燈具融為一

體，不再是分開的兩個個體，這是令我比較欽佩的地

方。而另外一個作品令我比較感動是Gerhard Reichert

講師他小女兒的作品，我很意外的是小小年紀的她，

請大家把自己的名字和自畫像畫在她的塑膠板上，我

一開始還以為她只是要拿來做紀念而已，沒想到她卻

是要用它來做自己的燈，我想她用最簡單的方式卻凝

聚大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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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從事設計的工作，但在設計思考的部分已經到達

了一個極限，遇到瓶頸的次數越來越頻繁。總覺得

設計真的就只是這樣子嗎？所以想趁這次的機會好好

開闊自己的視野並扎扎實實的去體驗。第一次，自

己一個人來到如此陌生的國家，參加這麼知名的布瓦

布榭設計工作坊，其實內心是有點忐忑的，不知道中

途會發生怎樣的事情或是遇到怎樣的人。在工作及專

業上由於我本身的職業就是燈具設計師，更因為講師

Gerhard Reichert曾經幫Artemide這家知名燈具品牌設

計過一盞很漂亮的燈具，這是我報名課程的最主要原

因，因為我非常想知道國外設計師在思考燈的時候有

什麼別於國內的想法，會是人、環境、亦或是其他，

還是會像台灣職場上最常的思考方式就是怎樣才能節

省成本而達到最大營收？我發現國外的設計師真的會

考量很多，不僅僅是要有一個很美的外觀，每個產品

都考量到非常多面向，到底是甚麼樣的環境能促使他

們有這種思考能力。對於這點我覺得我必須要更努

力，讓自己的產品能更具有永續性，而不僅僅是產品

而已。我想這一次的工作坊給我最大的心得就是必須

好好的增進自己的語文能力，雖然大致上了解，但講

到自己專業的時候卻無法完全聽懂，這真的是一件很

可惜的事情，希望下次有機會到全英文環境學習時，

語言能有大幅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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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晴

影像敘事：表演設計工作坊

Cinema and Design 

源源不絕的創造力其實就藏在小事的浪漫裡，

好好地感受好好地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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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講師Ｍauricio Freyre工作以拍藝術家及建築的記

錄片為主，這次在工作坊的授課方式很自由隨性，第一

天Ｍauricio Freyre便告訴同學們，他希望在這幾天中大

家覺得很輕鬆自在，在討論的過程中，彼此能很真誠地

表達，最後在進行集體創作時，也相當樂於與同學交換

意見，互相調整後將每一個發想合理化地整合在一起。

當然，Ｍauricio Freyre也非常投入地參與其中。除此之

外，在課程的中間，也穿插一些知識上的分享，其中

Ｍauricio Freyre播了一段電影來解釋剪接的技巧，影片

的內容很簡單，不過就是女主角轉身、看窗外，而分鏡

在特寫與中景之間，如何拿捏動作的切點，他形容就像

跳舞，要抓準節奏，選擇在轉身的瞬間切分鏡，或是女

主角視線與窗外的風景，交叉剪接也就像是打乒乓球，

用這樣很微妙有很感受性的比喻來形容，很傳神也能輕

易意會，而非只是制式化的公式而已。

在這次工作坊當中，我做了一些聲音的編輯，我錄製了

一些人們在布瓦布榭裡製造出的一些聲響，拼湊在一

起，後來跟Ｍauricio Freyre討論的過程中，他建議將這

些聲音延升到故事情境，之後又一起為集體創作的電影

配上聲音，他常常說：Why not？這句話則更進一步刺激

到我習以為常的工作方式，我覺得這次工作坊當中，在

Ｍauricio Freyre身上，學習到最多的是一種其實是生活

情調，從生活情調進而到對美的感受力與判斷，還有勇

於嘗試的精神，這是一直都在台灣工作的我，相當難以

有機會培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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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從台灣遠來法國參與工作坊以及旅行的過程中，

我清楚地感覺到台灣與歐洲的不同，不論是思考模式或

是做事方式，甚至是態度，都有許多不一樣的角度與過

程，因為台灣重視理論、定義，常常侷限了實作方面的

創意，而真正參與實作讓我在工作坊中感覺收獲最豐富

的地方。相較於台灣學院中教育方式，常常用一課一課

地建構出一門學問，Ｍauricio Freyre並不會一開始就給

我們很大的框架，而是從一件發生過的小事出發，錄製

20秒的聲音，用最簡單的方式開始，進而將兩三個20秒

的故事合併，變成一個較大的故事，再將分鏡畫在紙上

把故事呈現出來，Ｍauricio Freyre挑選他覺得很好的鏡

頭後，與同學們一起分擔演員、拍攝、佈景的工作，一

步一步地完成一部「電影」，這是工作坊中的第一部

分，第二部分則是裝置，Ｍauricio Freyre選擇了莊園中

的一間空城堡作為基地，再與同學們討論用什麼形式

呈現在觀眾面前，每一次的討論都在紙上畫了詳細的圖

表，空間示意圖及工作分配表等，最後的內容除了裝置

投影機來播放主電影外，城堡窗外的草地上也架設了投

影機，作為延伸的影像，還有用同學們的手機來錄影表

達光線；將聲音播放在全黑的房間讓觀眾來感受，其中

一個空房間鋪滿了枯乾的楓葉，讓進來的觀眾踩踏發出

聲響產生互動，甚至在最後佈置了一個真實的戲劇舞台

等等。

這次在工作坊的成果發表中，看到同學們彼此激盪出的

創意，我們都沒想到可以在短短一星期完成，然而真的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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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在環境優美、氣候宜人的布瓦布榭設計工作坊

中，很難得的體會是除了跟來自世界各地的學員們相

處，而且可以選在特別的小木屋，或是陽光普照的草

地上進行討論，那時Ｍauricio Freyre要我們將各自錄

製的3個2 0秒聲音故事，結合而成一個較大的故事，

而我被分配到與來自法國的年輕人Ronan和台灣的凡

榆一組，於是Ronan提議要去他最喜歡的小木屋進行

討論，那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地方，突然間就像是回到

童年時光，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秘密基地，常常覺得

西方教育下的孩子，感受力特別敏銳，包括對於空間

的感應或是一種心情的陳述，很容易表達自己的喜歡

與討厭，而在我們的成長過程，卻總是在聽從「大

家」的意見，就害怕跟別人不一樣，卻阻礙了我們

表達的能力，這是我檢討自己過後覺得相當可惜

的。

在工作坊中，英文程度不佳確實也讓我無法清楚表達

自己的想法，幸好同組有同樣來自台灣的女生凡榆，

能幫忙翻譯，這次與來自各國的朋友們一起工作，在

Ｍauricio Freyre決定以空城堡為呈現的場地後，大家各

自去找工具室找尋可以用的器材，一起發想並試圖成

就作品，心情上很滿足。尤其是一直到最後，Ｍauricio 

Freyre改變心意，不讓吉他作為主電影的配樂，而用我

所錄製的自然的聲音，因此在該讓觀眾進場前10分鐘，

我與Ｍauricio Freyre還在為主要電影做聲音剪接，專注

而緊張的時刻，突然覺得雖然大夥們文化及語言有差

異，但將作品完成的心意卻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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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工作坊我的工作是聲音剪接，起初的發想是因為走

在布瓦布榭莊園裡的經驗，跟台灣很不相同，相對於台

灣的潮溼，乾燥的天氣使得布瓦布榭莊園的枯葉總是輕

飄飄的，踩在上面刷刷作響，就像是在與自然對話。

我一開始與另一個學員尚柏在河邊錄製了水流聲，以及

走路在水流裡的聲音，又試著錄製自己在草地上的腳

步聲，時而從容時而倉促，時而輕踩時而重踏，試圖

創造出情緒與實況，進而錄製一些人在生活情境中細

瑣的聲音，包括走在河流裡、開門、上下樓梯、肥皂

泡泡破裂、沖水馬桶、對話等，還有一些大自然的聲

音，如風聲、河水、鳥鳴等，再試圖用這些聲音創造出

合理性的故事情節。檔案做出來以後，又想實驗看看用

軟體變化這些聲音檔案的速度及音量，再將人造及自然

的聲音應交叉剪接，也試圖創造互相對話的效果，然而

與Ｍauricio Freyre討論後，為了整體展覽的一致性，他

採納了走路的情境並建議增加錄製布瓦布榭裡的學員

們，用各國語言（母語）喃喃的聲音，而呈現與主電影

相互呼應的效果，我相當喜歡最後呈現的結果，人聲的

喃喃，創造出引發能讓觀眾想像的故事性，每一國語言

也裝載了相異的民族情感，而走路在草上、水上的腳步

聲，則是開展出空間性，以及時間的延續性，最後在一

片漆黑的房間裡播放，於是光是用聲音也成就為一部

「電影」了。

王怡晴  │  影像敘事：表演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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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坊中有一處很大的工具間，充滿各式各樣的器

具，Ｍauricio Freyre希望我們可以找出適合用在城堡呈

現電影的器具，有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女生Kayla，她把

我們拍的電影，想像成一個夢，然後在呈現時，用強大

的光源將字卡投射在草地上，原理就如同窗戶上的斑駁

痕跡，透過陽光後反射在地面上的影子，「I saw it in a 

dream」在星空下帶領觀眾進入城堡之中，每個觀眾都

驚呼連連。而台灣學員凡榆則是用洗衣機內部的鐵桶，

從中間散發光源，投影在牆上，旋轉鐵桶之後，牆上出

現像是底片一樣的格子在轉動著，就如同電影一般，她

們兩位的作品，讓我驚覺「電影」的本質，其實就是光

源，用光源傳達意念，單純而美好。

另外是來自美國的Ryan，他本身就從事cinema setting的

工作，在工作坊中，因為Ｍauricio Freyre決定要在城堡

另一邊的草地上，再架設一台投影機，於是，當觀眾進

到城堡後，看完主影片，窗戶一打開，外面又有一部電

影在播放，而Ryan則是負責這台投影機的影像的內容及

架設，他拍的空城堡的影像，也是為了呼應主要影片的

內容，女主角的光影、對照著蝴蝶飛舞，以及所捕捉到

空城堡中的痕跡，斑駁的牆壁、地面上的莫名的數字、

剝裂的木門，影片中所有的亮與暗、光與影，都相當有

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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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得到文化部的機票補助來到法

國，參加布瓦布榭設計工作坊，其實以前剛入行的時

候，到現在都一直擔任攝影、剪接的職務，然而一路上

卻很想嘗試看看聲音的收錄及剪接，而這次在布瓦布榭

莊園裡，真的讓我實踐這個想法，四處搜集生活中細瑣

的聲音，光是進行此項實作，就已經發現，生活中所有

的「小事」都有「大學問」，那幾天都拉長著耳朵，也

意外地搜集到許多有趣的聲音，甚至包括肥皂泡沫破掉

的聲音。這次難得的經驗，讓我操弄「聲音」，啟發了

我很多，也打破了以往的工作方式與慣性，拓寬了更大

的可能性與想像力，例如：用輕緩的腳步聲，行走於水

上或是草地、石頭地，可以暗示另一個空間的存在，

這樣的聲音經驗用在紀錄片中，不管是剪接上或是詮釋

上，都能夠讓影片中想傳達的意義更為靈活而精準。甚

至可以讓聲音代表一種過去的懷想，用剪接的手法交錯

於時空之中等等，又如Ｍauricio Freyre帶著我們建構一

個電影的過程，也可以應用於記錄片中，從每個拍攝者

的生命片段出發，緊抓住故事中的要點，可以發揮之

處，便能像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進而處理影片結構

性的問題，讓每個影像畫面橋段之間有所呼應，便能慢

慢建籌出一則完整的影片。這樣的經驗也讓有在寫腳本

的我，掌握到工作的方式，知道該怎麼進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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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凡榆

影像敘事：表演設計工作坊

Cinema & Design

重要美好的事物不經意地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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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ric io  Freyre目前是一位專業攝影師、導演，在馬

德里有自己的工作室。他的求學背景來自建築設計。

在大學時修習建築的他，最後並未走上構築結構體的

路，而是開始以鏡頭搭建現實與幻境之間的橋樑。建

築的學習過程啟發他對各種設計語彙的解讀、思想、

與對於「結構」的理性邏輯，而在他開始接觸攝影

相關的領域之後，他更加喜歡透過這樣的媒材－在光

影、聲音、運鏡的重現之下，構築不存在的現實可能

性，在虛實之間，找到某種極度個人化卻又在某種對

頻時刻產生共振的敘事性。

在Mauricio Freyre的上課過程中，可以感受到他對於影

像與劇場的熱情與專注，他不斷將我們推向思考強度

更高的疑問，我們也很自然地陷入每個他丟出的每個

問題與Project。因為大家的母語都不同，言語上的溝

通變得簡單扼要、幾乎不用說太多，或是有時候即使

說再多也無法理解。而與其絞盡腦汁將抽象的想法文

字化，不如就直接地影像化、或是做出說明性的肢體

動作，在言語符號簡化的過程中，似乎每個人對於影

像的專注力、或是對於故事的敘事解釋，漸漸變得更

敏銳了。

有趣的一點是，有時當我們自以為進行得很順利了，

一切都計劃好了，Mauric io  Freyre會重新回到討論，

要我們重新檢視每一個環節是否有它應當存在的理

由？它的敘事(Narrative)是什麼？它所代表的連結又是

什麼？即便每個片段抽開來看起來僅是抽象的記憶碎

片，它依然從合理的邏輯思維之中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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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每個人自身經歷過的記憶經驗開始，以自己的

聲音作為主線，錄製一段20秒的敘事重現。接著以小

組為單位討論，將20秒的聲音敘事延展成60秒的「故

事」( Fiction, which is based on our personal realistic 

experience. )以及2張關於故事的視覺影像。接著，在小

組分享的第三階段，我們找出每個故事的共通性、或

是有趣的敘事體，透過解構之後的再結構、崩壞之後

的再造，透過分鏡的繪製讓故事更能夠被快速的視覺

理解，我們發現，這些記憶的碎片其實都相互聯結著

某種共通性，或許是情感的－關於自我放逐、情感羈

絆、自由意志的選擇等等，或許是結構的共通性－鏡

頭的轉場、錯覺運用、場景的選擇等等，最後在講師

的協助下，整理出了幾個重要的鏡頭概念：「Reversed 

Landscape」、「Stacked People」、「Memory and 

Landscape」。

短片的拍攝僅是整個工作坊的一個環節。從每個人的

劇場經驗出發、並運用在布瓦布榭莊園的各種地景體

驗，打造一場劇場體驗。每個人都提出自己的發想，

或許是來自短片拍攝期間的體會、或者實驗過程的火

花，在丟出各種可能性之後，緊接著實驗、執行、失

敗、修正……直到最後一晚我們的presentation結束，

我幾乎還無法相信我們做得完。

Mauric io  Freyre總是鼓勵我們失敗。在台灣，有時並

不是觀念上無法接受失敗，而是在高度精準的效率要

求之下，失敗常常是不容天理的存在。也因此在台灣

（或許不只在台灣，考量各種成本代價的現代社會都

是），總是習慣挑選較安全的選項作為執行方案。我

想Mauricio Freyre很敏銳地察覺到這一點，他會推開這

些安全的方案，重新推我們一把，要求更有挑戰性的

跳躍思考、與更多有趣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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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同時進行的另一個工作坊，我們的工作坊有7

人，可以執行大規模的概念、但同時溝通不至於太過

困難。包括我在內，其中有4個台灣人、另外3人來自法

國、紐約、加拿大，即使是同樣來自台灣的工作坊同

伴，我們的成長跟工作背景也都很不相同，我覺得這是

最有趣的部分，來自不同背景的每個人，對於各種事件

的反應或是丟出的點子都大異其趣，當身在其中了，我

們不需要刻意談自己的文化是什麼，因為不同的文化背

景就自然地呈現在人的本身之上，偷偷觀察或是主動發

問，文化差異有時是很可愛的細節（也有時是惡魔）。

不只跟講師、與工作坊同伴來回討論互動的過程之中，

即使有時不一定能馬上理解對方的想要表達的意思，或

者不一定意見相同，依然可以感受到每個人對於不同觀

點的開放與尊重，那是一種很直率的表達，在這樣的學

習互動中很暢快。

WORKSHOP  
EXPERIENCE



在Building cinema experience的階段中，我們獨立發想了

一些自己的project concept，再互相協助實驗、執行。

在挑選場域的過程中，荒廢的古堡之外是美麗的草地

跟森林，古堡為灰塵所覆蓋，我想若將inside – outside 

/ artificial – nature 的藩籬崩解會很有趣，把人造的帶到

自然之中發生：把自然帶入室內重現，造成分界錯亂的

一種混淆。加上在拍攝短片的過程中，躺在河水裡的光

線反射深刻印在我的腦海裡，於是希望運用光線、聲音

等等的元素，把這樣的概念運用劇場手法進行設計。執

行面總會遇到很多技術上的難題，只能鼓起勇氣努力問

人、找幫手、嘗試、失敗、再來一次，過程中很沮喪，

感覺時間實在太少了，但或許也因為這樣，激發一些與

原本不同的事物產生變化、做出選擇。

除了工作天執行的project之外，在presentation當日還有

執行戶外劇場的演出，過去我從來不是會被選為當演員

的人，通常都是負責美術跟平面設計，但因為工作坊大

家都是非常優秀的設計師、美術，所以就好好努力地撩

下去演了。最後的戶外劇場是整個工作坊同伴一起討論

出來的開放式結局，在台灣男孩說故事的聲音中，經過

設計的光線從森林小屋的屋簷滲出，從微光到平凡的黃

光，延續影片的最後一幕，短片的主角在小屋裡泡著熱

茶，沸騰的水冒著蒸氣，主角女孩全身濕透像淋完一場

大雨，是延續影片、也在平凡場景中增加一種不真實的

感覺，她走出小屋，跟隨著吉他的聲音坐在森林的中央

野餐。平凡而平靜、卻帶著一種孤獨的張力。

在最後的presentation之前我們幾乎沒有時間完整排練，

但結束presentation的瞬間，體驗cinema experience的人

們鼓掌，掌聲此起彼落的瞬間讓人感覺極度的不真實，

卻十分快樂與感動。這不太是很具體傳統的「設計」，

但確實是經過了整個團隊的討論合作才能成功。

MY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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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室友、也和我同一個工作坊的加拿大女生Kayla，她

在來到布瓦布榭莊園以前已經旅遊數個月了，她去了伊

斯坦堡、冰島、巴黎等地，和我同年，有如灑落在草底

上的陽光般的女生，到哪裡都能交到一堆好友。她有一

種自由充滿勇敢的氣質，對於我來說，這股不受束縛的

旅遊方式很吸引人，也很獨立，這讓她的說話方式、作

品跟影像都很有能量，一種很外放的溫暖感。

在另一個工作坊的韓國同學們，作品也都令我印象深

刻。特別想提其中一個韓國男生，雖然他說他的作品並

沒有達到他自己預想的樣子，是fail的，但我可以感受到

他在作品中投入某中極致的工藝精神，那個燈的細節捕

捉到某種光線、瞬間的畫面，令我印象深刻。

MY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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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工作一段時間之後產生的倦怠與疲乏有時難以消

化，這樣的經驗令人有機會跳脫開原本極度消極的環

境，重新面對自己與夢想的初衷。非常喜歡在這次工作

坊學到的創作發展模式，我想不只是在拍攝影片或是劇

場，各種靈感的發展、探索方式都與此很相似，而身為

視覺工作者，在視覺的領域，也一直在模仿自然、製造

錯覺，在真實與虛幻之間、在平凡的事物之間，發現各

種潛在的張力，尤其將抽象概念轉化成視覺畫面、甚至

是三維的空間效果，都是很棒的練習與挑戰。

對我而言更重要是在情感面的探索與結合，我覺得十分

珍貴。在物質極度爆炸的現代社會裡，設計師的角色或

許已不再只是提供產品或是技術服務，而是將某些極度

珍貴的關係性－一個吻、柔軟的掌心、日出的光線……

轉化成一種可理解或是可共鳴的敘事存在。無論這樣的

存在是一張值得紀念的卡片、海報、或是首飾、或是一

部電影、或是一種香味，都值得留下，值得思考更多精

神性創作的美好價值。

我也更希望，在布瓦布榭莊園體現的這種自由而受到尊

重的學習方式，有一天也能真正在台灣、讓台灣更多的

人們，可以被如此地教育，用自己的力量探索深愛的事

物、探索未知。

My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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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ER WORKSHOPS AT

 BOISBUCHET 
 2014

 We don't receive wisdom;

we must discover it for ourselves

after a journey that no one can 

take for us or spare us.

Marcel Proust, French novelist

[1871 -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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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成立於2007年，以推動台灣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為宗旨，致力於台灣美感及設計教育的撒種

耕耘，藉由「彩繪感動生肖系列」公益助學活動，及長

期與各縣市社會局、文化基金會及民間社福機構、國內

外博物館、研究與教育中心合作，共同推動包括「美感

種子」、「創意種子」、「設計種子」與「色彩種子」

等助學計劃，長期紮根台灣多元美感及設計教育，創造

文創推廣與公益回饋雙贏效益。

系列公益計劃

「美感種子」助學計劃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與全國各縣市社會局及民間社福及

慈善機構合作，提供台灣各地經濟弱勢家庭國小兒童免

費參加學學多元美感體驗課程，協助他們不會輸在起跑

點上，為台灣美感教育播種耕耘。

「創意種子」助學計劃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與全國各縣市社會局及民間社福及慈

善機構、各地國中、高中與高職學校合作，提供經濟弱勢

家庭青少年免費參加學學文化創意職訓課程，協助他們體

驗不同文創產業工作經驗，開啟職涯規劃的興趣。

「設計種子」助學計劃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與德國威察設計博物館（ V i t r a 

D e s i g n  M u s e u m）、巴黎龐畢度中心（C e n t re  G e o rg e s 

P o m p i d o u）以及法國文化與農業國際研究與教育中心

（C . I . R . E . C . A .）合作「布瓦布榭暑期設計工作坊」，每

年暑假於法國布瓦布榭莊園（Domaine de Boisbuchet）

舉辦系列設計工作坊，透過申請文化部 (前文建會 )機票補

助、基金會「設計種子助學計劃」學費補助，及國際工

讀實習生推薦，鼓勵1 8歲以上優秀或清寒在學學生、專

業人士報名參加，在國際設計大師的帶領下，激發創意

思維並體驗設計的本質。

「色彩種子」助學計劃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提供偏遠地區或教育資源優先學校

免費預約導覽「學學文化色彩研究室」，並協助各校師

資運用「學學台灣文化色彩」網站教授台灣色彩課程。

透過介紹傳統文化色彩及流行色彩、色彩磁鐵牆，引導

學生發現色彩配色靈感，開啟在日常生活中運用文化色

彩，實踐色彩美學的新思維。

www.xuexuefoundation.org.tw

Facebook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