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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設計七十年】

主講人：楊 靜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客座教授

時間：2022年5月25日 (三) ) 9:30~11:30

台灣設計研究院 『ＴＤＲＩ學習』講座

1950-2020年代台灣設計推廣發展脈絡



 前言︰自我介紹、台灣工藝設計史研究動機

 【台灣設計七十年】的分期︰1950-2020年代七大時期

1. 先導期︰1950-70年代 台灣手工業推廣中心 THPC與萊特技術顧問團

2. 播種期︰1960年代 CPTC產品改善組的設計發展政策與「工業設計訓練班」

3. 奠基期︰1970年代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及包裝中心 CIDPC

4. 拓展期︰1980年代 外貿協會「產品設計處」

5. 起飛期︰1990年代 外貿協會「設計推廣中心」

6. 翱翔期︰2000年代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TDC

7. 升格期︰2020年代 「台灣設計研究院」TDRI

演講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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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我介紹

 台灣工藝設計史研究動機

 台灣工藝設計史專題研究案

 台灣設計史研究範疇與類型演進

 【台灣工藝七十年】的研究界定



自我介紹

楊 靜 (Jing Yang)
 現職

2022/2/1~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系 客座教授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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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77 國立藝專

美術工藝科工藝組

1980-86 日本筑波大學

產品設計
學士、碩士

2009-12 日本筑波大學

人間綜合科學研究
所設計博士

1977-80
台灣省手工業研究

所

工藝設計師

1980-86
日本橫濱中華學校

美術老師

1986-87大同公司
電視設計課

設計工程師

1986-90大同工
學院工業設計系

講師

1990-95 
明志工專

工業設計科

講師、副教授

1995-2021
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副教授、教授

2022-
台灣藝術大學

古蹟藝術修護系

客座教授

 經歷



• 1980-1986 日本留學的體驗─日本人完整的史學發展脈絡，入門的最佳途徑。
• 1984-1986 日本建築設計史的研究啟發─留學期間，建築設計史日高老師的啟發。
• 1986  個人喜好與初次大同教學任務─大同工學院指定教『設計史』，多留日本四個月
• 1990-95 沉浸在明志工專工設科圖書室─
• 1994 日本工業設計雜誌停刊回顧的感動─原田昭教授為雜誌停刊撰稿
• 1995 轉任雲科大開始邁上史學探索之路─楊靜、李建臻，1996台灣工業設計教育30年－從工業

設計雜誌談起

台灣工藝設計史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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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86日本筑波大學
產品設計學士、碩士

改學產品設計

1984-86筑波大學
建築史日高老師

建築設計史的啟發

1990-95明志工專工設科
圖書室

工設發源地省思

1994
日本工業設計雜誌

停刊回顧的感動

1996~2021
帶領雲科大工設所研究生

台灣設計史研究25載



1. 楊靜，2002，1950至1970年代台灣竹籐工藝產業發展之調查研究，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成果報
告，(90)文藝獎字第20311號。

2. 楊靜，2003，1950至1960年代台灣從手工業到工業設計的推展機構之探索(Ⅰ)－「台灣手工業推
廣中心」的發展沿革及其推廣活動始末與成果，國科會NSC91-2411-H-224-007。

3. 楊靜，2005，1960年代鹿港竹工藝產業文化活動成果之調查研究，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93)文
藝獎字第30231號。

4. 楊靜，2006，台灣工藝五十年(1954-2005)－從「南投縣工藝研究班」到「國立台灣工藝研究
所」，文建會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案號： 94-2-028。

5. 楊靜，2006，從1950年代「南投工藝研究班」的活動事蹟探索顏水龍振興台灣工藝教育與文化
產業之成果與影響，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94)文藝參字第30672號。

6. 楊靜，2007，1950-60年代美國專家Russel Wright對台灣外銷產業工藝的指導事蹟及其貢獻，
國科會計畫NSC95-2411-H-224 -006。

7. 楊靜，馬永川，林宸漩，2020，重建臺灣工藝史–臺灣工藝七十年：『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
心』脈絡發展研究計畫，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委託服務採購案，案號：109-2-012。

台灣工藝產業史專題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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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工業設計教育史專題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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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楊靜，1999，台灣早期工業設計教育師資及教學成就之探討，國科會專題研究，NSC 
88-2516-S-224-001，雲林科技大學。

2.楊靜，2008，1960年代至今台灣工業設計教育的發展脈絡及各學制教學特色之研究(1)，
國科會專題研究告，NSC 96-2411-H-224-010。

3.楊靜，2012，1970年代至今台灣工業設計大學教育的發展脈絡及其課程特色之研究(I)，
國科會專題研究告， NSC 100-2410-H-224-023

4.楊靜，2013，1980年代至今台灣工業設計在研究所教育的發展脈絡及其課程特色之研究
，國科會專題研究告，NSC101-2410-H-224-028。

5.楊靜，2016-2018，1990年代至今台灣工業設計相關科系的衍生現況及未來發展之研究
(I)(II) ，科技部專題研究， MOST 105－2410－H－224－023－MY2。

6.楊靜，2018-2020，1975年至今「新一代設計展」的前身今世的發展脈絡與成果之研究
(I)(II) ，科技部專題研究，MOST 107－2410－H－224－025－MY2。



台灣工業設計機構史專題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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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靜，2003，1950至1960年代台灣從手工業到工業設計的推展機構之探索(Ⅰ)－「台灣手工業推
廣中心」的發展沿革及其推廣活動始末與成果，國科會專題研究，NSC 91-2411-H-224-007，雲
林科技大學 。

2. 楊靜，2004，1950至1960年代台灣從手工業到工業設計的推展機構之探索(Ⅱ)－中國生產力中心
對工業設計推廣活動及其成果，國科會專題研究，NSC 92-2411-H-224-007，雲林科技大學 。

3. 楊靜，2005，1970年代「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及包裝中心」的成立始末及其推廣活動成果之探討，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93-2411-H-224-007，雲林科技大學 。

4. 楊靜，2006，1960-70年代德國專家與留德人士對台灣工業設計的貢獻事蹟及其影響，國科會專題
研究，94-2411-H-224-003-。

5. 楊靜，2014，1979-2004年外貿協會設計推廣單位的設立沿革及其活動成果之探索(I)，國科會專
題研究， NSC 102-2410-H-224-027。

6. 楊靜，2015，1990-2004年外貿協會「設計推廣中心」的推廣活動成果及其影響之探討，國科會
專題研究， NSC 103-2410-H-224-020。

7. 楊靜，2016，2004年至今「台灣創意設計中心」的設立及其推廣活動成果之探討，國科會專題研
究， MOST 104-2410-H-224-031。



 台灣設計的類型演進
 手工到機械生產︰手工一品製作→標準化大眾化機械生產→國際化外銷市場

 商業化品牌行銷︰品牌行銷、廣告→小眾、分眾商品

 文化底蘊的翻轉︰文化創意產業、地方創生設計、故事行銷、體驗設計

 製造的革新︰3D列印數位製造→AI生醫科技→量身訂做服務設計→數位科技一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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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設計史研究範疇與類型演進

農業時代
(手工製作)

工業時代
(機械化大量生產)

商業時代
(市場行銷)

文創整合時代
(科技文創跨域整合)

工藝
創作

手工藝
設計

產業
工藝

工業
設計

產品
設計

商品
設計

品牌
設計

文創
設計

AI
設計



【台灣設計七十年】設計推廣的發展背景

 1950年代：「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美援支持成立「台灣手工業推廣中心」
(THPC)與「萊特技術顧問團」推廣外銷工藝產業，帶動農業社會經濟繁榮。

 1960年代：產業逐漸邁向工業化，「中國生產力及貿易中心」(CPTC)「產品改善組」，負
責產品外銷改良，聘請外國專家開設訓練班，播種設計人才培育。

 1970年代：因應石油危機，調整外銷工業政策，開始發展消費性電子產品，CPTC產品改善
組於1973年轉型為「中華民國工業設計與包裝中心」(CIDPC)專責機構。

 1980-90年代：發展策略性工業，政府進行產業結構的轉型與升級。外貿協會「產品設計
處」 (1979-88)與「設計推廣中心」(1989-2004)積極輔導國內產業設計人才培與全面提升
設計力，以及推動國際設計交流。

 2000 年代：泡沫經濟產業外移嚴重，全球連結同時反觀自省，2002年提出「挑戰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4年設立「台灣創意設計中心」(TDC)開創新局，專責起飛翱翔
計畫，全力發展文創產業與設計資源整合。

 2020年代：面臨跨域整合經濟時代，設計視為核心競爭力。2020年成立「台灣設計研究院」
(TDRI)，以國家級跨域整合設計服務平台，引領產業創新，發展高價值設計知識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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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設計七十年】

1. 先導期︰1950-70年代 THPC與萊特技術顧問團外銷工藝產業導入現代設計

2. 播種期︰1960年代 CPTC產品改善組的台灣設計發展政策與人才培育

3. 奠基期︰1970年代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及包裝中心」CIDPC奠定產業設計基礎

4. 拓展期︰1980年代 外貿協會「產品設計處」拓展外銷市場

5. 起飛期︰1990年代 外貿協會「設計推廣中心」躍上國際設計舞台

6. 翱翔期︰2000年代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TDC設計與文創產業的飛越翱翔

7. 升格期︰2020年代 「台灣設計研究院」TDRI跨域整合設計服務提升產業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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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設計七十年】的研究分期



12

第一部 開始

1. 先導期︰1950-70年代 THPC與萊特技術顧問團

2. 播種期︰1960年代 CPTC產品改善組「工業設計訓練班」

3. 奠基期︰1970年代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及包裝中心 CIDPC

4. 拓展期︰1980年代 外貿協會「產品設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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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導期：1950-70年代
THPC與萊特技術顧問團的外銷工藝產業導入現代設計

• 1950-70 年代先導期研究架構

• 文獻蒐集與訪談調查

• THPC 與「萊特技術顧問團」的組織沿革

• THPC 推廣地方外銷工藝產業活動

• 「萊特技術顧問團」外銷工藝設計指導模式

• 「萊特技術顧問團」指導成果分析



1.【先導期】 1950-70 年代THPC、RWA發表論文

 發表論文

1. 楊靜，洪定國，2005，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輔導地方外銷工藝產業的訓練生產活動始末
之探討，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十屆設計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論文集上冊)，2005/05/21，
台北，pp.63-68。

2. 楊靜，游竣翔，2007，1950-60年代美國專家Russel Wright對台灣手工藝品銷美計劃
的指導任務與成果，2007明志科技大學技術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A003，pp.14-21。
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JournalContentDetail?SysId=A08215749

3. Ching Yang, Sep. 2010, “A Study of the Program for Promoting Handicraft 
Export of  America Conducted by the Russel Wright Associates During 1955-60 
in Taiwan ”, Bulletin of Japanese Society for the Science of Design ,Vol. 57 No.3, 
Issue No.201, Japan, pp.97-106. 

https://doi.org/10.11247/jssdj.57.97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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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JournalContentDetail?SysId=A08215749
https://doi.org/10.11247/jssdj.57.97_2


【先導期】1950-70 年代 THPC、RWA研究架構

 美援與外國專家來台指導

 1950年代外銷工藝產業-
THPC推廣地方工藝

 1960年代-CPTC產品改
善組舉辦「工業設計訓練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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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70年代
工業設計啟蒙機構

1950-70年代
工業設計啟蒙活動

‧ 手工藝品銷美計畫
‧ 國外專家來台指導
‧ 開辦設立相關訓練
‧ 師資、人才培訓

產業
機構

教育
單位

1950-70年代
啟蒙活動成果

國外專家來台指導

‧台灣手工業推廣中心

‧中國生產力及貿易中心
產品改善組

‧ 機構成立緣由

‧ 機構發展背景、目標

‧ 機構組織沿革

‧ 推廣活動政策與目的

‧ 聘請國外專家指導緣由

‧ 訓練活動指導經過

‧ 推廣外銷工藝產業經過

‧專家來台指導設計成果
‧地方工藝產業振興與影響
‧ 產官學界的貢獻與省思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與執行
文獻搜集 口述歷史訪談

研究成果分析

ICA
美援



THPC、RWA訪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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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訓練單位︰

1. THPC、木柵試驗所
2. 關廟竹細工訓練所
3. 布袋竹細工訓練所
4. 鹿港工藝訓練所
5. 南投工藝研習所

 調查對象︰行政人員、設計人員、技術及師資人員、受訓學
員(生產員工) 共25人



THPC、RWA文獻蒐集

 文獻蒐集，2000 年9 月至2003 年7月，至THPC、 國家圖書館及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蒐集文獻資料。

 「中國手工業」月刊，該月刊共有10 年份（1958-67 ）、THPC董事會紀錄，19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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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A國外文獻調查

 聯絡Russel Wright在美國紐約的紀念館 “MANITOGA/ The Russel Wright 
Design Center”。

 館員Lori Moss告知 Russel Wright一生記錄存藏於紐約雪城大學圖書館
（Syracuse University Library，簡稱SUL）保存。

 收集THPC官方與RWA的簽約書、Russel Wright遠東行調查與建議報告書以及
THPC手工業品推廣簡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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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9-10 mail聯絡

MANTOGA

紐約雪城大學圖書館

特殊收藏研究中心

2007/1/26-2/4

親自赴紐約學程大學與
龍巖居



1950 年代台灣外銷工藝發展背景

 戰後台灣經濟振興政策與美援

•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致力農業經濟與工業建設發展。1951年
「美援」。 1953年起實施四年經濟建設計畫，提出「以農業培
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

 台灣外銷工藝發展契機

• 1955年春，農復會聘請聯合國手工業專家魏麗絲夫人 (Mrs. 
Elizabeth Baylay Wills) 來台調查。同年12月，適逢美國國際合
作總署 (簡稱ICA) 約聘羅素．萊特(Russel Wright)前來東南亞考
察，台灣為輔導國之一。

• 兩位國外專家建議應設專屬機構，1956年 3月22日在「美援」協
助下成立「台灣手工業推廣中心」(Taiwan Handicraft 
Promotion Center，簡稱THPC)，為中美技術合作計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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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 Elizabeth 
Baylay Wills,1955。

Russel Wright與李國
鼎, 1955



THPC 的組織沿革

 1956 年3 月22 日，「美援」資助下成立「台灣手工業推廣中心」 THPC，陳壽民擔任
主任，顏水龍擔任設計組長。12月，THPC改組為財團法人，設立董事會，劉景山擔任
董事長。

 1958年5月THPC在草屯設立「中部試驗所」，提供「萊特技術顧問團」研究開發手工業
品。

 1960年12月，「萊特技術顧問團」合約期滿，改設為「中華工藝館」，專門展售手工藝
品及禮品。

 1961年5月，THPC另聘日裔美籍手工業設計專家植村健治（Ken J. Uemura）來台指導
兩年，金潤作對等人員。

 1965年美援終止之後，結束外國專家指導活動。同年6月起，開始縮編，統籌全省木柵、
鹿港、關廟三大工廠外銷生產營運。1975年結束三大實驗工廠的外銷工藝訂單營運。

 2015年台灣手工業推廣中心中華工藝館改成「國家文創禮品館」。
 2020年3月6日，THPC與台灣大學土地訴訟敗訴，加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6月30日
結束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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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慕 樓
1961-63

台灣手工業推廣中心
1956

萊特技術顧問團 1956-60

中部試驗所
1958

葛 樂
意

裴 義
士

羅 素 ．
萊特

艾 路
本

倪 古 拉
士

拉遜

飯 塜 成
年

羅 素 ．
萊特

古 樂
博

費 麗
絲

羅 素 ．
萊特

吉 樂
第

狄 露
茜

李 思
來

奧樂

台北實驗工廠
1961

關廟竹細工訓練班
1957

南投工藝研習所
1958

鹿港竹工藝訓練所
1959

布袋手工藝訓練所
1960

新營手工藝訓練所
1960

板橋手工藝生產技術訓練
所1960

草帽編織技術訓練
班 1958

木刻訓練班 (李思來) 
1960

華興手工藝訓練班
1960

民生實驗區手工業訓
練 1961

木柵試驗所
1958

與推廣機構直接關
係
推廣機構協助舉辦設
立
專家指導THPC與萊特技術顧問團的訓練生產活動關係圖

1956-60 1956-59

1957

1958

1959
1959-

60
1959-60

1957-
58

1957-
58

1957

1957

1960 1960

1958-
59

1958-
59

年代

羅素．萊特來台1955

農復會聘請魏麗絲來
台1955 建言設立推廣機構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THPC與萊特
技術顧問團的
訓練生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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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PC 早期推廣活動發展脈絡



 由ICA（美國國際合作總署）聘請以Russel Wright為首的「萊特技術顧問團」
在紐約公司負責，指導包括台灣、越南以及柬埔寨三國的手工藝品外銷計畫。

22

「萊特技術顧問團」亞洲指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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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特技術顧問團」外銷工藝設計指導模式



 「萊特技術顧問團」指導台灣外銷工藝品特色

1. 西方生活需求取向：外銷工藝品的題材、造形風格與製作，符
合西方生活文化需求或流行風尚。例如麵包籃、藤鴨、沙拉碗。

2. 中國文化元素：1950-60年代外銷工藝品，部分採用中國圖騰
元素或造形文化意象，藉此進入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以滿足外
國人士對東方文化的好奇心理。例如福字盤、孔子像、駿馬、
中國娃娃。

3. 西方現代設計融入本土意象的創新設計：外銷工藝生產技術熟
練，嘗試以西方現代設計手法，加入台灣本土文化意象，賦予
外銷工藝品創新設計。例如鳳梨燈、麻將盤、撲克牌盤。

24

「萊特技術顧問團」指導成果分析



 Russel Wright開啟台灣外銷工藝產業的契機

「萊特技術顧問團」透過手工藝外銷生產，國人從製作工藝中接觸西方現代設計造形，
開啟量產思維，同時導入工業設計生產流程與行銷模式。

 灌輸國人現代設計與產銷理念

1956-60年間Russel Wright本人多次來台指導，聘請多位一流工藝設計專家，透過各種
現場指導、演講、上課等形式，傳授台灣現代設計理念、製作技術與產銷知識等，這驗
證了Russel Wright確實是台灣產品設計啟蒙的第一人。

 為台灣工業產品外銷奠定良好的生產規模基礎

1950-60年代台灣外銷工藝產業，在「萊特技術顧問團」與THPC合作中，從外銷市場
調查、產品設計開發、樣品試作、貿易洽商，到工廠大量生產的外銷產業機制，為1970
年代台灣工業產品外銷奠立良好的基礎。

「萊特技術顧問團」來台指導貢獻與影響

29



26

2. 播種期︰1960年代
CPTC產品改善組的設計發展政策與「工業設計訓練班」

• 一、文獻蒐集與訪談調查

• 二、CPTC產品改善組活動研究架構

• 三、1960 年代設計發展政策

• 四、外國專家指導四期五次「工業設計訓練班」

• 五、 產品改善組人才培育之成果分析



2.【播種期】 1960年代CPTC的設計政策與人才培育

 發表論文
1. 楊靜，蓮見孝，2009，台灣早期工業設計發展政策與培養人才方案的形成
與分析，科技學刊，人文社會類Vol.18，No.1，pp.1-14。

全文下載 http://libap.nhu.edu.tw:8081/Ejournal/AQ02180101.pdf

2. 楊靜，Dec. 2010，1960年代外國專家來台指導「工業設計訓練班」的過
程及其影響，設計學報第15卷第4期，pp.83-102。

全文下載
https://www.jodesign.org.tw/index.php/JODesign/article/viewFile/86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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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CPTC訓練班-文獻收集與訪談

28

1.工業設計座談會記錄(1962年11月29日)：1962a，CPTC，頁1-8。(江泰馨提供, 2001/1/18)。
2. Proposals for Design Promotion in Taiwan：小池新二，1963，CPTC，頁1-7。(袁國泉提供, 

2000/12/18)。
3. 發展我國工業產品設計及培養該項人才方案建議：高禩瑾，1963，CPTC，頁1-10。(袁國泉提

供, 2000/12/18)。
4. 工業設計訓練班工作報告－1963年第一期工業設計訓練班：CPTC，1963，頁1-58。(謝牧民

提供, 1998/08/28)。
5. 台湾デザイン報告：小池新二，1963，工芸ニュース，Autumn，第31卷第4期，頁40-47。
6. 「生產力月刊」1957-60年第1至4卷，「生產力及貿易月刊」自1961-67年第5至11卷
7.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十年概觀 (CIDA，王鍊登, 1978)
8.中華民國工業設計1959-1994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1995)

2

人物訪談調查：1998年8月至2009年8月，以電話、書信、Internet、E-mail等進行受訪對象搜
尋以及實地訪談；並在2003-2009年間五度赴日本調查。共獲得28位國內外受訪者



1960年代【播種期】外國專家指導活動之研究架構

29

日本專家
小池新二 1962-66

台灣考察與演講
提出「小池建議書」

日本專家
吉岡道隆 1963-66

美國專家
Girardy 1961-62

中國生產力及貿易中心
產品改善組 1961

中國生產力及貿易中心（CPTC）
改組 1958

德國專家
Glasenapp 1965-67

1960年代播種期發展策

派遣優秀人才赴美日德留學
1963-72

工業設計科系設立
1965~

「美援」
1951-1965

CPTC建議書
1. 人才培育

2. 外國專家聘請
工業設計「三年計畫」

1963

四期五次【工業設計訓練班】
1963-67



1962 日本專家小池新二來台考察與建議

 1962年春，Alfred B. Girardy推薦CPTC聘請小池當設計顧問，11月來台考察並提出設計政
策建議書。

 1963年初「小池建議書」 ” Proposals for Design Promotion in Taiwan ” CPTC總經理高
禩瑾修改建議，提出台灣設計政策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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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64 「工業設計暑期訓練班」第一、二期

期數 時間 國內外專家助教 參加學員 
第 
一 
期 

1963/7/22~9/
30 
九週 
 

吉岡道隆 
石川弘 
郭叔雄 

周景萍、許福緣、鍾樹模、江明德、汪壽寧、林書杭、周清豐、
蔣敦碌、馬瑞麟、徐佳興、蔣德馨、李宗庭、楊景天、邱秀雄、
林愛迪、江世璋、侯樹林、王友遂、李濟湟，曾東波、胡宏述、
柯炎生、方春樹、游光義、陳敦化、林炯明、陳柏壽、林松亭、
王樂福、何健人、林慶堂、袁國泉、江泰馨、丁伯銘、謝牧民
（35 名） 

第 
二 
期 

1964/7/6~9/5 
九週 
(50 天) 

吉岡道隆 
渡邊恂三 
久保田臣貞 
金子元治 
郭叔雄 

基礎班：莊海連、林正義、吳浩杰、林千代、郭寄生、盛紫君、
林由子、朱鳳華、廖有燦、郭淑彥、孫水源、許根旺、林鈴蘭、
林茂雄、徐慬章、張尚潔、丁伯銘、簡禎一、蕭汝淮、謝牧民、
陳  麟、楊昭凱、江泰馨、林顯模、張寧鴻、莊錫邦、黃寬和、
竺福來（47 名） 
高級班：王友遂、江明德、徐佳興、林炯明、丁伯銘、江泰馨
（19 名） 
琉球學員：山元文子、大城涓江、大城座秀、山里蔣秀、照屋
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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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工業設計暑期訓練班」第三期

期數 時間 國內外專家助教 參加學員 

第 
三 
期 

1965/7/12 
~9/11 
十週 

吉岡道隆 
岡林睦夫 
音丸馦 
關谷俊行 
永田喬 
片岡昭之 
蕭本龍 

基礎班：李建中、王國昭、毛德鄰、溫勝益、葉澍楠、蔡謀樑、
林進藩、高敬忠、王肖梅、陳太農、王友還、陳讚富、陳一青、
孫  瑜、游祥池、陳慶洲、林家添、潘秀江、陳信夫、施教榮、
凌  任、楊敏雄、葉伯龍、陳恭平、劉永和、陳永齡、陳開新、
柳閩生、高德宏、林夢雄、陳獻章、林其垣、鄧雪峰、顏伯誡、
金  藩、郭方富（36 名） 
高級班：陳敬塘、張寧鴻、盛紫君、林正義、賴雲林、詹益秀、
陳正堂、竺福來、彭  克、廖有燦、林顯模、黃寬和、簡禎一、
何文俊、陳維沅 
專題班：葉火城、周清豐、馬瑞麟、徐佳興、蔣敦祿、邱秀雄、
林華新、謝牧民、丁伯銘、江泰馨、陳柏壽、李薦宏、游光義、
林松亭、王友遂、江明德、朱新雲、陳潔瀅（1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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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國人自辦第五期暑期工業設計訓練班

２）培養出台灣設計教育第一代重要師資

３）遴選優秀人才出國留學考察

４）加入ICSID參與國際設計活動

５）促成「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的成立

33

1960年代播種期外國專家指導之成果與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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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奠基期︰1970年代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及包裝中心

• 一、文獻蒐集與訪談調查

• 二、 CIDPC成立背景因素與籌組

• 三、 CIDPC的組織與業務

• 四、 CIDPC的設計推廣活動及其成果

• 五、 CIDPC的結束與移轉



3.【奠基期】 1970年代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及包裝中心

 發表論文
1. 楊靜，Mar. 2020，1973至1979年「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及包裝中心」的
成立始末及其推廣活動成果之研究，設計學報第25卷第1期，pp.1-24。

全文下載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1477-7313-3-PB.pdf

2. 楊靜，2005，1970年代「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及包裝中心」的成立始末及
其推廣活動成果之探討，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93-2411-H-224-
007，雲林科技大學 。
全文下載
https://grbdef.stpi.narl.org.tw/fte/download4?docId=1637536&responseCode=
7016&grb05Id=99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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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 CIDPC-文獻收集

36
3

編號 篇名 年代 作者 出版社、出處

1 工業設計座談會記錄（1962.11.29） 1962 楊欣泉記錄 中國生產力及貿易中心

2 發展我國工業產品設計及培養該項人才方案建議 1963 高禩瑾 中國生產力及貿易中心

3 台灣早期工業設計發展政策與培養人才方案的形成與分
析 2009 楊靜、蓮見孝 科技學刊人文社會類 第18卷

第1期 頁1-14

4 1960年代外國專家來台指導『工業設計訓練班』的過
程及其影響 2010 楊靜 設計學報第15卷第4期 頁81-

100

5 發展我國工業設計座談會說明資料 1967 中國生產力及貿易中心 中國生產力及貿易中心

6 全國工業設計委員會方案 1970 中國生產力中心 中國生產力中心會議資料

7 籌組「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委員會」草案 1970 中國生產力中心 中國生產力中心會議資料

8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與包裝中心草案」 1971 中國生產力中心 中國生產力中心會議資料

9 對籌組中的「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及包裝中心」的期待 1971 王德成、賴一輝等 工業設計季刊16卷頁4-9

10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及包裝中心簡介 1973 出版組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及包裝中心

11 台灣工業設計的過去˙現在˙未來 1979 黃玉珊記錄 藝術家，第52期

12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第一輯 1980 袁國泉主編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

13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1959-1994 1996 外貿協會 外貿協會設計推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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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 CIDPC成立背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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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 CIDPC的籌組過程與組織

1970年7月3日
全國工業設計委員會組織方案

1970年12月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委員會

1971年5月
包裝學會趙常恕王道明建議

仿照仿照「韓國設計及包裝中心」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及包裝中心草案

1972年9月
CIDPC籌備處主任吳道艮爭取國貿局

500萬、26個企業募款250萬
CIDPC成立經費籌措

1973年3月16日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及包裝中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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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 CIDPC的組織業務

 1973年3月16日CIDPC正式成立，董事長吳道艮，總經理袁國
泉。地點：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69號中華陶瓷大樓三樓

 工業設計組：梁又照經理(1973-78)，組員：袁國浩、戴伋、
王夏維、王振源、蕭誠聰、林博秋、劉念湘、朱邦雄、張慶德、
陳志覃、羅榮祥、楊正義、諶文尚等12位

 產品包裝組：謝牧民經理(1973-78)，組員：陳敏全、龍冬陽、
王家耕等。

 設計教育組：黃達經理，教育訓練工作。例如1977年4月舉行
「竹器加工設計與製作示範研習會」。

 資料出版組：「工業設計與包裝」季刊及設計專輯叢書。陳連
福經理(1974/4~)、賴瓊琦經理(1975/8~) 。

 展覽宣傳組：賴瓊琦主辦1975-1979年「大專院校工商業設計
作品聯合展覽會」，即「新一代設計展」最前身。

 產品評選委員會：競賽活動所組成的評選委員。



1. 廠商講習、訓練及研討會：向廠商宣導設計的重要性

2. 廠商設計輔導服務：榮泰、金寶電子、理想牌、電視機、台灣啤酒、牛奶盒包
裝等增加產品產值，並賺取中心營運經費

3. 產品與包裝設計競賽：推薦廠商設計輔導優秀作品參加，提高設計經濟價值
 產品設計競賽（1974-1978） 五屆
 產品包裝金星獎（1973-1975）三屆
 工業設計競賽：「電鐘設計競賽」與「茶葉蜜餞包裝設計競賽

1970年代 CIDPC的設計推廣活動及其成果



4. 外國專家指導產品與包裝設計 : 德國Braun、美國堪德爾、日本GK

5. 「工業設計與包裝」季刊與叢書專輯

6. 大專院校工商業設計作品聯合展覽會：1975-979共 五屆

聯展活動分成海報競賽與展覽會（1975-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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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 CIDPC的設計推廣活動及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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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 CIDPC的推廣成果與結束營運

1970年代的CIDPC，當時產業界專注外銷代工，對於提
升設計能力共識仍不夠，又因CIDP經費不足、組織人力
不健全，難以大力推廣台灣設計，導致結束。主因有三：

A.經營經費與策略：CIDPC成立初期，經合會只補助三
年的經費，第四年需自給自足營運。卻造成「與民爭
利」的詬病又無法獲利，導致結束經營的命運。

B.領導者的影響：CIDPC成立之初的人才，均是一時之
選。但是受訪結果得知領導者不准年輕設計師參加公
費留考或出國考察，造成流動率高，影響業務運作。

C.組織團隊不健全：CIDPC成立之初組織構想不錯，但
實際運作組織未健全。例如資料出版組，展覽宣傳組
經理成立一兩年後才有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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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 CIDPC的設計推廣之貢獻與影響

 建立台灣設計推廣運作模式：1973年CIDPC因應政府的外銷產業經濟而設立，重視產品
設計與包裝，為1980-90年代外貿協會產品設計處與設計推廣中心奠定良好的基礎。

 「台灣啤酒」與「扭扭車」廠商輔導傑作，留下台灣永恆的設計經典之作與暢銷紀錄。

 「新一代設計展」的前身：1975-79年CIDPC的「大專院校工商業設計作品聯合展覽
會」，為1980-「大專院校設計展」，1989年至今的「新一代設計展」，立下良好典範。

 CIDPC開創台灣設計推廣獨立機構新局：1973-1979年短短六年經營，因經費不足轉型
為外貿協會產品設計處。2004-2020年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又分出獨立機構，見證歷史的
分分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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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Take a break 5minetes

ひとやすみ

第一部 結束

1. 先導期︰1950-70年代 THPC與萊特技術顧問團

2. 播種期︰1960年代 CPTC產品改善組「工業設計訓練班」

3. 奠基期︰1970年代 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及包裝中心 CIDPC

4. 拓展期︰1980年代 外貿協會「產品設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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