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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數位相機為例，探討如何以創新法則在產品再設計時推演發展新的造形，應用產

品造形推演程序進行再設計，提出多樣化構想。創新法則包含反向、轉移、結合、減少、改變

方向、延伸。首先經由使用者訪談，發現再設計產品現有問題點並定位設計意象。產品造形推

演首先選擇相關產品，解析其構成的元素；由其構成的幾何元素、構成線段，依特定的創新法

則，推演現有產品造形。其次進行再設計產品造形推演；由基本元素，依創新法則推展各種可

能的產品造形。最後進行造形篩選，選擇合宜的概念，進行細部設計。

關鍵詞：產品再設計，造形推演，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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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concepts of product form is studied by systematically utilizing basic

creativity rules. Digital camera is chosen as a case study. The first step is the analysis of product

form, in which basic elements and lines characterizing some typical products are reviewed. The

analysis process finds the relationship with basic elements and lines of an existing product. The

second step is a customer interview to identify the proper design language during the redesigning

phase. The third step is the generation phase. By choosing the proper basic elements and using the

six creativity rules, the designer can systematically obtain many possible product forms. After the

expert’s review, the final form is implemented as a 3D model to further improve the details of th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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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國際間商業交流頻繁，導致國外產品與國內產品之融合

競爭。而文化、藝術及審美觀之提升，亦反映在產品使用上，

消費者不再只是期待操作機能，而亦期待兼具造形美感之創

新。產品設計師，在進行設計過程中，若沒有方向的進行設

計活動，則構想發展或者視覺化的呈現會發生失焦現象。沒

有引導方向及設計程序，易造成產品設計師之作品時好時

壞，起伏頗大。有效運用再設計創新程序，在引導中發展產

品造形的設計方法，將有助於落實產品創新之要求 [2]。

本研究問題是探討進行構想發展的呈現過程中，藉由產

品型態特徵為造形分析或推演是否有助於造形之創新。產品

設計過程中產品構成元素，構成元素與元素之間的相對關係

都扮演重要的角色。本研究目的為提供產品造形再設計方法

的一種推論。造形推演的方法有許多，其中主要是以產品元

件的型態特徵為導向，本研究沿用此種模式，但是選用方法

是引用創新法則的推演程序（如圖 1），轉用於產品造形概

念設計。研究中以數位相機設計作為探討對象，藉由演繹與

篩選，以驗證實際應用的可行性。經由系統化的推演，提供

造形垂直發展之不同概念，協助引導設計師在概念設計階段

提出產品造形創新之可能。創新法則曾應用於發明、商業與

設計等領域，本研究中則著重於將創新法則轉用於造形設計

領域。

基本形狀

造形推演

創新法則

基本圖塊基本線段基本形狀

造形分析、2D 抽象化

技術考量造形篩選

基本圖塊基本線段

細部設計

意象定位

圖 1. 造形推演程序

二、文獻探討

產品設計最終呈現的部份為產品造形及機能，必需籍由

再設計創新程序，在既定之方向下由概念傳達推演到最後產

品完整呈現，才能有效的進行設計活動。造形設計可表現人

的思想氣質，說明了 “造形”涵蓋意義之重要。設計工作

者，透過產品造形之途徑與使用者交談對話，產品造形活動

即為設計的傳達溝通 [1]。產品造形之四大要素包含 “光、

形、色、感”；

1. 光：光的反射與成象原理反應在形態上。

2. 色彩：物的顏色呈現出外在的色相、彩度或明度。

3. 形態：物象與形體的具體表現。

4. 感：產品造形的「實體」對人視覺產生反應，透過認知

與感受的過程，從感覺至知覺的「心理現象」。

視覺刺激可能反應生活經驗中潛意識的情愫，當接受到

視覺訊號之後，其中形體（態）為主軸，再輔以光、色、感

之因果關係。造形的感知行為不是單獨的，必須是連續性的

綜合各種感知。探討形的內涵是一種理性的邏輯觀察與分

析；而形的創作，在於力求理性與感性上的協調 [9]。

新產品不僅要能展現它們結構和機能，而且要更清楚傳

達社會的、文化的、心理的以及感知層面 [5]。以麥丁尼為

首的阿基米亞工作室，於七十年代提出了『再設計』的策略；

“產品造形”是設計物與使用者溝通的直接工具，而造形轉

換即是再設計策略運用下的重要步驟 [4]。林芳全曾經以電

腦輔助構想發展的方式探討產品組件之幾何組態變異，利用

產生的各種可能組態，協助設計師進行構想發展 [6]。設計

師在進行概念發展時，常受限於個人有限的認知經驗，阻礙

了幾何組態概念發展，透過適當電腦輔助邏輯運算，可以產

生多種幾何組態，因此可以輔助造形構想發展。然而設計師

以產品組件幾何組態的變異輔助構想發展時，因為幾何變換

方法繁多，篩選過程成為電腦輔助構想發展的一大瓶頸。本

研究並未採用電腦輔助方式，而是採用創新法則，經由重複

運用法則進行造形推演。

李茂輝 [3] 曾提出創新的六大法則，大多的產品的創

新發明都有法則可循。這些法則可用在廣告、商業、工程、

設計等不同領域。其內容為

1. Reverse（R、反向）：與先前物件在型態有不同呈現。

2. Transfer（T、轉移）：擷取在其他物件的特徵。

3. Combine（C、結合）：擷取與綜合在不同物件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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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

4. Reduce（Rd、減少）：以單純的方式呈現。

5. Change Direction（Cd、改變方向）：物件特徵呈現方向或

位置的改變。

6. Extension（E、延伸）：在物件特徵幅度上的變化。

造形是一種創新的活動，因此創新六法則亦可轉用於造

形發展，引導設計師提出產品造形創新。創新六法則相對應

的形變與其意義列於表 1。

陳啟雄 [8] 研究設計師創意思考的過程，以創造、運

思和創作品為主要變項，各變項之間有交互作用，因而提升

創作績效。研究中認為訓練學生從事符合邏輯運思的設計創

造，將有助於適切的表現學生的創意。林銘煌 [7] 探討產

品造形中的基本符號，設計師適當運用產品造形符號，將有

助於傳達設計概念。

三、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數位相機為例，經由設計案例將創新理論應用

於產品再設計中的產品造形推演。本研究選用的方法是從概

念設計的實作經驗，配合創新理論之法則加以轉用，並以概

念設計實作案例來對照本程序的運作方式，而提出適於設計

師個人採行或設計群體運作的造形概念發展程序。

研究過程以 A 品牌數位相機為初始產品，依下列步驟

進行再設計。

1. 再設計產品使用者訪談，對現有產品評估，定位設計意

象。

2. 造形分析：選擇相關產品，解析其構成的幾何元素、構

成線段與特徵符號。依創新法則由基本圖塊推演現有參

考產品造形。

3. 新產品造形推演：選取相近產品造形構成的幾何元素，

由基本元素，依創新法則推展可能的產品造形。

表 1. 創新法則與形變的對應

創新法則 相對應的形變 意義

反向 R 分割、變異 在型態上有不同呈現

轉移 T 衍生、平移 擷取其他物件的特徵

結合 C 組合、重疊、毗鄰 綜合不同物件上特質

減少 Rd 分離 單純的呈現方式

改變方向 Cd 旋轉 相對位置、方位的變化

延伸 E 比例變化 幅度變化

4. 造形篩選：去除不合理造形，考量技術面因子進行細部

設計。

四、再設計使用者訪談

首先對初始產品 A 品牌數位相機，進行使用者訪談。

由於目標族群為年輕人，我們選擇受測對象為使用過電腦一

年以上且使用過相機的大葉大學學生。因為涉及操作與實

驗，訪談受測樣本共計 30 人，實驗流程中先向受測對象說

明操作流程，首先每位受測者先實際使用數位相機進行拍攝

並連接上電腦主機並完成下載照片動作。實驗中亦使用錄影

機做重點影像記錄，受測者完成指定動作隨即填寫問卷。問

卷內容包括個人的背景資料，相機使用時之滿意程度，整體

造形與意象。

問卷針對使用操作之機能與整體造形，統計受測者主觀

及客觀的意見，例如問題點、可能之改善方向，以瞭解產品

操作時使用者之期待落差與問題點，釐清先前產品的潛在設

計缺失，為產品再設計之規範。問卷內容針對數位相機快門

鈕、握持本體、錄音鈕、錄音孔、電池蓋、連接槽等重要部

件（圖 2）。問題包含；電源開關操作是否順手？按快門鈕

時觸覺質感如何？握持本體時之確實感？

各問題依據五等量表，由受測者填寫其同意與否的強

度。信度分析的結果顯示信度係數α=0.65，達到合理的標

準。由滿意度評量的平均值顯示；『握持本體』須最優先改

善，『錄音孔』、『觀景窗』次之。觀景窗會造成使用時的

壓迫感，因此再設計時需就其造形與機能特徵改善。

針對握持本體確實感使用者調查結果的直方圖（圖 3）

，其中 1 代表舒適、2 代表尚可、3 代表無不滿意、4 代表

不太確實、5 代表不確實。得知握持本體確實感選擇不理想

註： A. 電源開關與快門鈕 B. 握持與吊掛機能

C. 觀景窗 D. 錄音按鈕與錄音孔

E. 電池蓋與連接槽蓋 F. 訊息窗與選擇鈕

G. 連接插槽裝置 H. 下載鈕

圖 2. 數位相機與連接插槽各操控鍵分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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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握持相機本體確實感之直方圖

的人數達 11 人，顯示握持部份極需改善，而為造形設計的

重要考量之一。

整體造形與意象部分，原設計整體造形感覺調查結果顯

示原設計整體造形接受度不佳，有 56% 傾向於負面評價。

再設計時造形風格，受測試者意見傾向於趣味性、新潮的。

因此再設計的方向將針對年輕族群之期望，以口袋尺寸大小

之範圍，提供舒適、確實的握持感，並具有趣味性。為了能

與原設計呈現系列感覺，再設計時將保留原設計眼睛意象的

圓形特徵。

五、造形推演與結果

（一）現有產品造形推演

數位相機之種類繁多，本研究針對與初始產品 A

品牌相同等級產品，進行造形演化分析。傳統相機之

底片架構為規格化，不可變；故傳統相機之鏡頭必需

在中心位置。數位相機之架構可使鏡頭偏離相機中心

位置，提供設計師產品造形多樣變化的可能性。選擇

如圖 4 所示 B、C、D 等三種相關產品，解析其構成

的幾何元素、構成線段與特徵。

產品造形分析是針對產品的正視圖，進行幾何創新法則

之解析。圖 4 中的線條化意象顯示參考產品的二維主要構

成，包含了幾何元素、構成線段與特徵符號。由其構成的幾

何元素、構成線段，依特定的創新法則，導引出原產品造形

概觀。創新法則與形變的對應性如表 1 所示，圖 5 顯示為形

變的推演過程，圖中包含了選擇參考產品主要的幾何元素、

構成線段，圖中文字符號則是代表該過程推演應用之創新法

則。造形推演的方式有六類：反向是與先前物件在型態有不

同呈現，例如分割、變異；轉移是擷取在其他物件的特徵，

例如衍生、平移；結合是擷取與綜合在不同物件上的不同特

廠牌
型號 產品造形 線條化意象(正視圖)

圖 4. 參考產品正視圖

圖 5. 現有產品造形推演例

質，例如組合、重疊、毗鄰；減少是以單純的方式呈現，例

如分離；改變方向是物件相對方位的改變；延伸是在物件特

徵幅度上的變化，例如比例的增強。

在圖 5 中最上一排為 A 品牌，它的基本元素為方形，

組合重疊一圓形物件（C、結合），其次以改變圓方位並上

移（Cd、改變方向），減少重合處之線條（Rd、減少），圓

形內組合另一圓形，分割該圓形（R、反向），透過分割、

變異形成非對稱型態，在該圓形中心線衍生，在方型體向下

延伸一分割線段（E、延伸），最後在左側重疊扁長的橢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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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形元素（C、結合）。造形推演並無絕對性，但是各個過

程仍具有相當的參考性。

產品 B 是由基本元素方形變異（R、反向）形成外框，

在型態上有不同呈現，組合重疊兩個圓形物件（C、結合），

再次重疊上述基本圖塊（C、結合），其次加入鏡頭之圖素，

改變圓方位並右移（Cd、改變方向），最後擷取其他物件的

特徵於上方衍生另一方形（T、移轉）。

產品 C 基本元素為圓形分離部分的結果（Rd、減少），

組合重疊一圓形物件（C、結合），其次以改變圓方位並向

右上方偏移（Cd、改變方向），組合重疊水平與垂直線條（C、

結合），將分割線條向左側平移（T、移轉），綜合不同物件

上特質，在左側重疊組合另一條狀圖素 （C、結合）。

在圖 5 中最下一排為 D 品牌，它的基本元素為延伸比

例的方形（E、延伸），組合重疊一紡垂狀物件（C、結合），

其次向上平移（T、移轉），組合比鄰另一相似的基本線段

（C、結合），最後重疊圓形的鏡頭元素並將之改變方位離

開中心位置（Cd、改變方向）。

（二）再設計產品造形推演

選擇基本元素，依創新法則推展各種可能的產品造形。

首先依初始產品與設計語言選定基本構形元素。由使用者訪

談結果本設計定位設計語言為趣味性、新潮的、年輕的進行

再設計。由於傳統相機多為方形，故選擇基本構形元素之一

為圓形。部分的更新設計造形推演演化過程如圖 6 所示，由

原始形態經由創新法則，推演出多種不同之型態。

造形推演的過程可依不同之參考型態進行，可依不同之

法則進行，其步驟也可能不同，因此會形成多樣之系列造

形。幾何造形推演的過程可系統化進行，也可主觀的選擇主

要部件進行推演。造形推演過程詳述如下：

1. 幾何造形推演之一（參考圖 6），以方形及圓形做基礎，

第一階 1-(1)、1-(2) 是做平移可能導出的形狀，以操作時

不碰觸鼻子為重點；第二階 2-(1)~2-(4) 加入圓形鏡頭元

素；第三階 3-(1)~3-(4) 加入閃光燈之元素，與圓形特徵

重疊；第四階 4-(1)~4-(8) 以握持為出發點，導出重覆、

變異、分割等手法，第五階 5-(1)、5-(2) 為挑選意象傳達

強烈之概念，分別為概念意象原型（四）、（五）。幾何造

形推演之圖示編號為（×）時，代表該型態為不合理之樣

式，需要刪除。不合理之樣式可能為操作之不合理，亦

可能為生產或技術性不合理之樣式。

2. 幾何造形推演概念意象原型（二）的過程請參考圖 7，首

圖 6. 幾何造形推演、概念意象原型（四）、（五），圖中編號
的第一數字為推演層次，第二數字為型態編號

圖 7. 幾何造形推演、概念意象原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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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以兩圓形為基礎，第一階 1-(1)、1-(2) 做平移的造形

交疊；第二階 2-(1)、2-(2) 加入圓形之大小變異，為保留

原設計特徵，2-(3)、2-(4) 與前述演化之外輪廓線近似，

故放棄；第三階 3-(1)、3-(2) 導入必要鏡頭元素；第四階

4-(1)~4-(4) 閃光燈元素的造形整合，與圓形特徵重疊；

第五階 5-(1)~ 5-(8) 針對人因握持導入整體形態意象，採

用重覆、毗鄰手法將圓形變異；第六階 6-(1)、6-(2) 加入

觀景窗之機能與視覺元素，取得主要概念意象。

3. 幾何造形推演之圖示編號代表推展之層次。相同推展之

層次有相近似之型態。以推展層次 5 而言，其主體相近，

主要變化在於內部構件之特徵。創新法則的運用，可以

快速與造形活動結合，運作的流程雖然略抽象，其中涵

蓋經驗與美學的串聯；只要運用適當，可助於跳脫慣性

的思維模式，觸及創新的邊緣。

（三）造形篩選與細部設計

彙整造形意象推演的結果如表 2，表內所示為經由產品

造形推演程序並篩選不合宜型態，歸納之五種產品概念意象

原型。概念意象原型（一）主要是結合四個圓形體。概念意

象原型（二）是轉移眼鏡的意象，由視覺組件延伸，此造形

亦含有握持功能，主要是結合五個圓形體。概念意象原型

（三）主要是轉移包覆性的概念，改變方向將圓形視覺組

件，整合至本體。概念意象原型（四）主要是轉移原設計要

素，結合拋物線基本線條。概念意象原型（五）主要是反向

原有的包覆性概念，結合握持與本體，減少基本線條種類。

概念意象原型（一）、（三）幾何造形推演過程並未於此列出。

造形推演結果仍須透過與專家討論做進一步挑選，將不

合理之樣式去除，並選擇較具競爭性之型態，進行概念意象

原形的立體化與細部造形檢討。經過專家訪談，考量技術因

素，去除不合宜的概念原形，最後選擇概念意象原型（二）

為發展方向。概念意象原型（二）造形與手的密合度高，握

持的確實感佳，因此該概念兼具了功能面的考量，符合使用

者對握持本體之期望。

進行概念意象原形的立體化時，會跳脫原有二維之思考

範疇，可能會略為調整原先之造形樣式。此時會以三維的圖

面與立體模型檢討產品造形細節，修正其形式與比例。概念

意象原型只是產品造形設計的一種初始參考架構。

最終以概念原形（二）為定案方向，進行細節設計與比

例的推敲（參考圖 8），調整外觀尺寸至適當比例。本案須

表 2. 最終造形推演篩選結果與法則運用之歸納

線條化意象（正視圖） 創新可行性評估 創新六大則運用

力捷（UMAX）
/AstraCam 原設計

1. Transfer 轉移，眼睛意象幾何元素。
2. Transfer 轉移，Audi TT 汽車造形意象。

概念意象原形（一）

1. 與競爭對手意象相似
2. 不符合口袋尺寸大小 1. Combine 結合，四個圓形整合。

2. Combine 結合，本體與閃光燈。

概念意象原形（二）
1. 圓形基本元素，延伸性的語言
2. 雙圓形交疊，兩眼睛語意的傳達
3. 符合水平、垂直操作情境

1. Transfer 轉移，眼鏡雙圓的意象。
2. Extension 延伸，由視覺組件特徵延伸

出、握持功能性。
3. Combine 結合，本體與閃光燈。
4. Combine 結合，五個圓形整合。

概念意象原形（三）
1. 幾何交疊、簡潔形式
2. 強調 “包覆性”，握持感
3. 延續直立式形象

1. Transfer 轉移，包覆性的設計語言。
2. Combine 結合，本體與閃光燈。
3. Change Direction 改變方向，將圓形視覺

組件，整合至本體。

概念意象原形（四）
1. 弧線之設計語言
2. 強調 “包覆性”與 “動線”
3. 延續直立式形象

1. Transfer 轉移，包覆性的設計語言。
2. Combine 結合，本體與閃光燈。

概念意象原形（五）

1. 圓形與橢圓之造形融合
2. 強調 “穿透性”，握持感與趣味，結

吊掛孔於本體
3. 延續直立式形象，與原設計風格近

1. Reverse 反向，以包覆性的反向，穿透性
為設計語言。

2. Combine 結合，握持與吊掛孔的功能。
3. Reduce 減少，橡膠零件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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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最終設計定案立體圖

考量人之握持尺寸與人因工程要素，外觀高度尺寸值與使用

者手的大小有關，選定為 72 mm。產品外型的長寬比，主要

是由美學考量決定，最終設計定案的長度選為 130 mm。

72：130 = 1：1.8。

最終以概念原形之內圓與外圓之比例為

72/40 = 1.8

上述二者的比例都接近於視覺美學之黃金比例（1：1.618）。

將三者聯比，則最終以概念原形其中和諧比例關係為

130：72：40 = 3.25：1.8：1

調整確定外觀尺寸比例後，本研究於電腦輔助數位模型軟體

Pro-engineer 中，建構創新提案之實體參數模型，並進行了

快速原型（RP）模型製作，提供使用者實體的感受，進行

產品之最終確認。

六、結論

本研究發現創新法則可以轉用於造形推演。本研究以實

際數位相機案例為參考對象，經由系統化的推演，提供造形

垂直發展之不同概念與產品造形。研究中驗證了創新法則轉

用於造形創新之可行性，而可為產品造形再設計方法的一項

推論。實用領域方面，本研究雖然是以數位相機案例做造形

推演之例證，創新法則亦可應用於其它消費性電子產品造形

垂直發展，協助引導設計師提出產品造形創新之可能。此程

序也有益於訓練學生從事符合邏輯運思的設計創造，有助於

適切的啟發學生的創意。

創新法則之造形推演有助於概念之產生，在產品再設計

程序中可協助工業設計師更有效率的進行造形設計。產品造

形推演步驟是由基本元素，依創新法則推展各種可能的產品

造形，最後篩選去除不合理造形，選擇合宜的概念。實務驗

證中需要再與專家訪談，選擇兼具實務及量產可能性之概

念，進行細部設計。

進一步探討之建議：可以繼續研究如何在推演出的種種

構想中，篩選去除不合理造形及選擇合宜的概念，以改善造

形推演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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