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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 
提案成效表 

提 案 獎 項 □創新獎 ■精進獎 

提 案 年 度  99 年度 

提 案 類 別 □行政流程 □資訊系統 ■行銷活動 □工程品質 

提 案 單 位 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工商服務科 

提 案 人 員 

主要提案人：黃柏涵    貢獻度：50％ 

參與提案人：李昌輝    貢獻度：15％ 

許維倫    貢獻度：15％ 

黃心儀    貢獻度：20％ 

提 案 主 題 邁向世界設計之都，推辦「臺北市創意暨設計產業發展計畫」 

提 案 緣 起 

本市富涵創意元素，如充滿設計氛圍之中山商圈、個性小店

林立之永康商圈及人文氣息濃厚之公館商圈等，均蘊含設計創意

巧思於其中。為促進本市設計產業發展，提供市民多元管道接觸

設計元素之意涵及精髓，本局於 98 年度提出 2 年期之「臺北市

創意暨設計產業發展計畫」，期待本計畫之執行，配合舉辦「2010

臺北國際花卉博覽會」之經驗及設計業盛事－「2011 世界設計大

會」於今年底假本市舉辦之契機，可讓世界看見台灣多元的設計

活力，除將台灣設計推向國際舞台，並可藉此提升本市未來申請

成為「世界設計之都」之動能，開創台灣設計新貌。 

實施過程及
投 入 成 本 

本市一直是亞太地區重要的城市發展典範，是週邊不少城市

學習的對象。在面對越來越多新興城市崛起之壓力下，如何維持

與再創城市競爭力，成為相當迫切之課題。近年來，鄰近的亞洲

城市如曼谷、首爾等，積極投入各項設計產業之發展與創新，不

斷提高其城市之戰鬥力指數，本市除了原有之金融及科技產業基

礎外，如何運用兼具創意及風格之設計產業以提升城市競爭力，

成為當務之急。 
為打造本市成為世界設計之都，本局以「導入綠色設計」、「提

升原創品牌形象與設計力」、「推展創意設計」、「形塑創意新聚落」

以及「與世界接軌」等 5大目標為出發點提出本計畫，經費來源

除自行編列分擔款外，另申請經濟部「地方產業發展基金」之經

費補助，謹說明本計畫特色如下： 

一、 訂定計畫主題：本計畫 99 年度訂定活動主題為「臺北好設

計、共居心生活」，提倡自然與城市、人與社群及多元文化

的和諧發展，並期待以設計為革新改變的橋樑，讓城市生活

與自然藉由設計連結相互親密擁抱，成為一個串連共居城市

的幸福生活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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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內容富含創意：本計畫包括 6大分項計畫，如以發想設

計之都概念為宗旨的「臺北設計之都工作營」、選拔臺北好

站的「評選標竿示範產品或服務」、鼓勵市民朋友親身體驗

並展現本市豐富多元設計美學的「臺北設計月」、奠定本市

成為世界設計之都基礎的「臺北工業設計獎」、微形改造特

色商圈店家店面的「形塑特色產業聚落」以及鼓勵創意設計

供需合作的「商機媒合」等，內容多屬全國或全市首創，期

能全面提升本市設計能量。 

三、 執行項目多元：本計畫各分項計畫工作項目內容涵蓋多元，

如「辦理臺北設計之都工作營」，徵求各設計領域人士參與，

藉由工作營的互動方式，凝聚本市設計業前瞻性之創新能

量；如「評選標竿示範產品或服務」，由專家學者組成輔導

團隊，針對本市具創意產品或服務之商家提供現場診斷分析

服務，並從中評選標竿商家推廣予社會大眾；如「舉辦臺北

設計月」中之辦理「臺北好設計展」，可提供設計作品發表

展示平台，提升業者能見度，並藉此引進「商機媒合」契機，

使本市產業成長茁壯；另「形塑特色產業聚落」，透過特色

商圈店家微型改造方式，重塑既有商圈形象，除吸引人潮，

更可帶動商圈營業額提升。故本計畫輔導面向包括實質面、

生產面及消費面，透過本計畫之執行，可具體落實本市設計

產業健全發展，謹略述 6大分項計畫內容如下： 

（一） 辦理臺北設計之都工作營：99 年度由 30 位不同設計背景

之學員報名參加，以發想「臺北設計之都」概念為宗旨，

主題定位在探討如何運用設計議題形塑臺北市設計意象，

將本市特有之文化、創意及城市意象等元素納入課程範

疇，並透過實作激盪，產出設計之都概念設計之裱板。藉

由工作營的互動方式，凝聚本市設計業前瞻性之創新能

量，為本市未來申請成為「世界設計之都」預做準備。 

（二） 評選標竿示範產品或服務：籌組專家學者輔導團隊，99 年

度針對本市具創意產品或服務之 30 家商家提供現場診斷

分析服務，其中創意產品類商家輔導項目包括創意功能、

美感造型、素材運用及作品市場性等，服務類商家輔導項

目包括商家品牌與環境、商品設計、市場行銷推廣及營運

表現等，最後從 30 家商家中評選 11 家標竿商家授予「臺

北好站」認證，推廣給社會大眾，讓設計涉入民眾生活，

創造本市新生活設計遊樂地圖。 

（三） 舉辦臺北設計月：舉辦期間為 99 年 10 月 22 日（五）至

99 年 11 月 7 日（日）止共計 16 天，先以「臺北創意好點

攝影比賽」作為前導活動，藉由攝影作品讓市民朋友瞭解

臺北市的好創意及好地點，以打響「臺北設計月」知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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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上述舉辦期間透過辦理「臺北好設計展」、「市民生活

美學講座」及「設計美學論壇」等活動，讓市民朋友體驗

本市豐富且多元的創意設計美學，增進對設計的認同參與

感。 

（四） 舉辦臺北工業設計獎：該競賽迄 99 年度已邁入第 3屆，報

名件數達 1,191 件，參賽作品素質與競爭愈趨激烈，顯見

該競賽已獲得多數設計產學界認同。99 年度競賽組別分為

「產品應用組」及「創意概念組」，最後分別選出產品應用

組 11 件、創意概念組 10 件得獎作品。另為讓該競賽入圍

作品及創作者能見度提升及作品有商品化機會，本局後續

舉辦頒獎典禮、入圍作品展示會及商機洽談會等，促使臺

北工業設計獎成為我國工業設計的創作發表平台，奠定未

來爭取世界設計之都的基礎。 

（五） 形塑特色產業聚落：為具體展現本市設計創新實力，99 年

度擇定中山商圈 9 家欲展現獨特創意風格之店家進行微型

改造工作，重新包裝成帶有獨特文化風格之都市創意新焦

點，形塑本市設計聚落氛圍與意象，藉此拉近設計與市民

距離，達成設計即是生活之理想。 

（六） 商機媒合：以「展現臺北多元設計創意風尚，開創創意產

品市場效益」為宗旨，結合設計作品之創意設計供應端與

製造及行銷推廣之需求端舉辦商機洽談會，共同開創產業

藍海新商機。99 年度共舉辦 4 場商機洽談會，共吸引 83

家製造廠商、23 家設計公司及 39 組歷屆工業設計獎團隊

參與。 

四、 創意行銷行為： 

（一）「臺北創意好點攝影比賽」參賽作品網路票選：99 年度「臺

北設計月」之前導活動「臺北創意好點攝影比賽」舉辦參

賽作品網路票選活動，神準預測「網路人氣獎」最高得票

作品之民眾可獲得 2009 臺北工業設計獎銅獎作品「花兒朵

朵隔熱墊」1 枚，共抽出 10 位幸運兒。 

（二）「好設計隨身袋」折扣活動：於「臺北好設計展」開展期

間發送「好設計隨身袋」，憑該隨身袋至「形塑特色產業聚

落」及「臺北好站」店家消費，可獲得折扣優惠，除讓各

分項計畫彼此串聯，也可擴大市民參與度。 

（三）「臺北設計月」文宣管道多元：在平面文宣品行銷方面如

運用報章專題報導、海報、酷卡、宣傳手冊、路燈旗及明

信片等；在電子媒體行銷方面如運用新聞跑馬燈、廣播電

台廣告及各式網站發布訊息等：在戶外媒體行銷方面如採

購公車車體廣告吸引市民關注等，以多元行銷方式全方位

推廣臺北設計月及周邊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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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與其他政府機關活動串聯：2011 世界設計大會將於今年底

假本市舉辦，事逢建國 100 年，故經濟部工業局策劃「『建

國一百年台灣設計年』認證活動」，串聯今年度全台之設計

與藝文相關活動，打造 2011 設計年作為行銷台灣設計與全

民創意活力之活動平台。本計畫之「臺北工業設計獎」因至

99 年度已舉辦 3 屆，對於活絡設計產業發展、創造設計業

良性競爭環境極具貢獻，故獲評為「建國一百年台灣設計年」

關聯活動，後續得於設計年官方網站及相關文宣品等露出，

可加速提升該競賽知名度。 

六、 專業輔導團隊執行：本計畫委由專業輔導團隊財團法人台灣

創意設計中心執行，該中心由張光民執行長擔任本計畫主持

人，下設 23 名主要工作人員及 7 名顧問，分別負責活動籌

劃、公關廣宣、審查作業及行政支援。透過本局與執行團隊

通力合作，發揮最佳執行效果，共同打造本市成為國際化的

設計之都。 

七、 計畫經費來源：本計畫緣自經濟部「地方產業發展基金」補

助計畫，本局前於 98 年 10 月向經濟部提案申請 2,000 萬元

經費補助，業獲該部於 98 年 12 月核定補助 1,500 萬元，加

計本局編列分擔款 600 萬元，合計 2年期共 2,100 萬元推辦

本計畫。 

八、 其他單位之參與程度： 

（一） 中央與地方合作：本計畫先由本局提出計畫並編列分擔

款，後由經濟部給予經費補助方式，使本局獲得足夠經費

發展地方特色產業。故本計畫係結合中央與地方資源，由

本局負責計畫工作項目推動執行，中央亦可藉此建構全國

地方特色產業之整體發展藍圖、洞悉未來地方特色產業之

發展趨勢，如此相輔相成，共同達成繁榮地方經濟，並提

高國家產經發展與成長之基本動能。 

（二） 與民間組織溝通爭取認同：本計畫之分項計畫「形塑特色

產業聚落」微型改造活動，於執行前先辦理共識發展會，

邀請當地里長及商圈組織成員共同參與，說明該分項計畫

辦理目的，事先取得認同，以利後續執行。 

實 際 執 行
成 效 

本計畫於 99 年 8月 20 日舉辦計畫啟動記者會，當日由林前

副市長建元宣布計畫啟動後正式展開，99 年度所有工作成果並於

12 月中舉辦之第 8 屆台灣設計博覽會假「共居心生活館」呈現，

謹說明重點執行成效如下： 

一、 成功爭取中央補助，減輕本市財政負擔：本計畫緣自經濟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金」補助計畫，經極力爭取後由該部核定

補助 1,500 萬元，本局另編列分擔款 600 萬元，合計共 2,100

萬元推辦本計畫，故本計畫經費由本局分攤比例僅約 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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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萬元/2,100 萬元×100％＝28.57％），可有效減輕本

市財政負擔。 

二、 促進本府與產學界輔導互動：本計畫招標審查委員多來自府

外產學界，如世新大學傳播學院數位多媒體設計系林國芳教

授、國立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謝章富教授、財

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孫華翔總監及正隆股份有限公

司包裝創意中心張文聰主任等，自招標文件審查開始，即參

採審查委員諸多建議調整招標須知內容以利執行，經與執行

團隊簽訂契約開始執行後，於後續召開之歷次審查會仍持續

由審查委員提供具體意見；而本計畫舉辦之「臺北設計之都

工作營」，邀請大同大學工業設計系李福源教授、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劉維公教授及臺北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王鴻祥教

授等擔任講師，並由陶作坊林榮國總經理、唐草設計胡佑宗

創意總監及台灣藝術大學李根在教授等擔任工作營成果發

表評審專家；另「市民生活美學講座」及「設計美學論壇」

等活動，則邀請肯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朱平、彩田舍

季空間設計師潘昭樺、設計加工廠王俊隆設計總監及唷吼設

計黃建偉設計總監等人蒞臨演講。透過各分項計畫執行，增

加與設計業產學界知名人士互動機會，對於提升本局未來在

輔導設計產業之規劃面向大有助益。 

三、 各界參與踴躍：本計畫推出後即頗受好評，民眾參與程度

高，如 99 年 12 月舉辦之第 8 屆台灣設計博覽會中，展出本

計畫成果之「共居心生活館」參觀民眾即超過 230,000 人次，

謹提供各分項計畫民眾參與情形如下： 

工作項目 活動名稱 各界參與情形 

臺北創意好點攝影比賽 471 件

臺北好設計展 5,000 餘人

市民生活美學講座 62 人

臺北設計月 

設計專題論壇 66 人

2010 工業設計獎競賽 1,191 件2010 臺北工業

設計獎 2010 工業設計獎論壇 109 人

形塑特色產業

聚落 

店面微形改造輔導 
9 家廠商

提供診斷輔導 30 家廠商評選標竿示範

產品或服務 臺北好站示範商家評選 11 家廠商

臺北設計之都

工作營 

工作學習營 
30 人

商機媒合 商機媒合會 83 家 製 造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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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23 家設計公

司、39 組歷屆工

業設計獎團隊 

配合第 8 屆台

灣設計博覽會

展出本計畫成

果 

「共居心生活館」展出本

計畫成果 

230,000 餘人

建置計畫專屬

網站 

臺北好設計共居心生活

網站 

瀏覽次數達

6,400 次以上

四、 設計作品商品化效益顯現：目前歷屆臺北工業設計獎得獎作

品中，「環保寵物碗」已量產售出約 7,500 個（每個 290-390

元）、「浮花綻影」已量產售出 600 組（每組新臺幣 360 元）、

「花兒朵朵隔熱墊」量產售出 6,000 個（每個平均售價 226

元），商機媒合成效已達 4,122,000 元。 

相 關 附 件 

附件 1：臺北設計月執行成果 

附件 2：2010 臺北工業設計獎執行成果 

附件 3：形塑特色產業聚落執行成果 

附件 4：評選標竿示範產品或服務執行成果 

附件 5：臺北設計之都工作營執行成果 

附件 6：商機媒合執行成果 

聯 絡 窗 口 

姓名：黃柏涵        

電話：2757-4543 

Email：ea-10122@mail.taipei.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