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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開場白、課程介紹、作業方式 

■ 教學目標 

‧ 期望以較為生動的方式進行課程，使對空間設計有興趣的同學在中西傢俱與陳設

相關範疇內建立全面而概略的輪廓與認識，並加強實質的傢俱設計與陳設布置設

計的繪圖與設計實務進而在日後學習與從業的路途上除了對於較為細膩與感性

的細節能有更犀利的洞察與審美能力，在實務工作上也有一個基本的操作經驗，

進而創造出更好的家具設計空及間環境品質與基本能力的養成。 

■ 課程範圍 

‧ 本課程範圍界定在中西傢俱的發展演變與流派介紹，以及中西室內陳設風格、氣

氛營造的具體元素與技巧分析教學。 

‧ 除了上述的觀念教育外，並在學習過程中加入實質的設計實務與製圖的演練，也

期使在本課程中同學能在製圖與識圖上以及家具與陳設的實際操作上也有所收

穫。 

■ 授課方式 

‧ 授課方式以演講與具體實例圖片播放為主，在每個單元結束後輔助以傢俱

showroom 的參觀及專人講解，亦會安排校外優秀相關從業人士的專題演講，期望

以不同的角度與方式使同學能更加瞭解實際操作相關工作時的真實經驗。 

‧ 在設計課程方面，希望以階段性作法，以實作與討論交互進行， 後將成果展出，

讓同學的作品有公開接受評論的機會，避免閉門造車的情形發生。 

■ 參考書目 

‧ 阮長江 編繪/1992.3/中國歷代家具圖錄大全/南天書局 

‧ 王世襄 著/2003.8/錦灰堆家具造型與實用的雙重藝術/未來書城股份有限公司 

‧ 小宮容一 著/馮乃謙 譯/史其信 校/1997.3/圖解室內裝飾材料選擇與使用/淑馨出版社 

‧ 張綺曼 鄭曙暘 主編/1993.7/室內設計資料集/建築與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 

‧ 方海 著/2001.3/20 世紀西方家具設計流變/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 高軍 俞壽賓 編譯/鄒德儂 校審/1991.11/西方現代家具史/博遠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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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龍 張建成 譯/1992.2/新設計史/六合出版社 

‧ 林會承 著/1995.7/台灣傳統建築手冊形式與作法篇/藝術家出版社 

‧ 林會承 著/1995.7/台灣傳統建築手冊形式與作法篇/藝術家出版社 

‧ 漂亮家居 著/2008.2/全台傢俱好店 150/漂亮家居編輯部 

‧ La Vie 編輯部 編著/2007.11/流行百年的精典家具設計 200+/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麥浩斯 出版 

‧ 拉克西米•巴斯卡蘭 著/羅雅萱 譯/2008.3/當代設計演化論/原點出版 

‧ 邱茂林 洪育成 陳佩瑜 著/2007/木家具‧台灣新藝匠/積木文化 出版 

‧ Alastair Duncan 著/翁德明 譯/1992.5/裝飾派藝術/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Fiona & Keith Baker/2000/20th Century Furniture/Carlton Books 

‧ Francisco Asensio Cerver/2000/Interior Design Atlas/Konemann 

‧ Lisa Lavatt-Smith/2002/Paris Interior/Taschen 

‧ Noboru Murata & Alexander Black/2000/The Japanese House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Tuttle 

Publishing 

‧ Nina Bornsen-Holtmann/1994/Italian Design/Taschen 

‧ Patricia Bueno/2003/Minimalism & Color Architecture & Interior & Furniture/Harper Design 

International 

‧ Bridget Vranckx/2006/EXHIBIT DESIGN, HIGH IMPACT SOLUTIONS/Collins Design and 

Loft Publications 

‧ Jacobo Krauel/2007/STANDS & PRODUCT DISPLAYS/Page One Publishing Private Limited 

‧ Charlotte & Peter Fiell/1999/Design of the 20th Centry/Taschen 

‧ Lesley Dilcock/2002/ON DISPLAY/Ryland Peters & Small 

‧ Aurora Cuito/2005/STORE WINDOW SCHAUFENSTER VITRINE ESCAPARATES 

VETRINA DESIGN/teNeues 

‧ Hellen Chislett/2007/Kelly Hoppen Home—From concept to reality/Page One Publishing P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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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何謂傢俱？何謂陳設？ 

■ 何謂傢俱？ 

‧ 就放置與固定方式而言來分類 

活動傢俱──活動傢俱一般來說泛指可以搬移的傢俱，如餐桌、餐椅、沙發、

床組、床頭櫃、茶几、化妝台、辦公桌等。 

  

固定傢俱──泛指傳統裝潢木工依照現地尺寸量身訂做的傢俱，但如果只定

義為固定的桌椅櫥櫃，似乎又嫌狹隘，故其實是可以將固定傢

俱的範圍延伸為固定訂製傢俱本身及其附帶的收邊材料及作

法。 

 

  

 

 

街道傢俱及公共傢俱──有些傢俱是放置在景觀公園或室內公共空間供社會

大眾使用的，例如公園的座椅或涼亭的休息桌椅，百貨公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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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中心裡的公共走道或廣場，有的也會設置座椅來供遊客休

息使用，這些種種的傢俱設施，有的是固定在原地，有的則是

可以移動的，在戶外的傢俱則必須考慮到其耐候性。 

 

 

  

 

‧ 就傢俱風格而言來分類 

中國傢俱──顧名思義，就是以中國式的傳統或現代風格傢俱為主要探討範

圍，一般而言，以明式傢俱為主。 

國外風格── 

東洋風格──以日本式傢俱為主 

南洋風格──時下很流行的一種風格，像峇里島、泰國、越南

等風格 

西洋風格──以歐洲或北美洲風格為主，又可分為南歐、地中

海風格、北歐等… 

其他──其他地域性風格還包括伊斯蘭風格、非洲原始風格等

等不勝枚舉，除了地域性風格之外還有所謂的高

科技風格、普普風、禪風、童話風格等等。 

現代傢俱──從工業革命以後，工業製品的大量生產逐漸取代了手工藝，所

以為了符合工業機具量產的規格，於是傢俱的形式也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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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風格上的轉變，一直歷經美術工藝運動、新藝術風格、機

器美學風格、裝飾主義風格、消費主義風格、普普風、乃至現

今的繽紛雜陳，其有一系列的演進歷史脈絡可尋，又是另一類

的特有風格系統，亦是值得我們去瞭解探討的。 

‧ 就放置地點而言來分類 

室內傢俱──有些室內公共空間會設置供社會大眾使用的公共傢俱，例如百

貨公司或購物中心裡的公共走道或廣場，有的會設置座椅來供

遊客休息使用，這些種種的傢俱設施，有的是固定在原地，有

的則是可以移動的，由於其公共特性，故在設計上則需考慮到

安全性與堅固性。 

戶外傢俱──有些傢俱則是放置在景觀公園內或人行步道旁等公共空間供社

會大眾使用的，例如公園的座椅或涼亭的休息桌椅，有的也會

設置座椅來供遊客休息使用，一般而言會以桌椅的型態出現，

有時候甚至可以設計為水池的池岸或花缽的台度這些種種的不

同創意型態。在戶外的傢俱則更必須考慮到其材質的安全性與

耐候性。 

 

■ 何謂陳設？ 

‧ 裝飾與陳設 

一個室內空間設計施工完成後，還是十分硬調的殼體，所以還需要比較軟性

的物件與手法來柔化室內空間的氣氛，這樣整體空間氣氛才會有更多層次的

深度。 

Decoration、Display 似乎都可以用來解釋說明裝飾或陳設的工作，但總之就其

各方面來看，相對於傢俱設計的那部分，是更為細膩而感性的工作，很多時

候，是可以獨立於室內設計的工作的，有些人有興趣甚至會去從事櫥窗設計

與佈置的專業工作，那就又是另一門專業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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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飾陳設的工作範圍 

裝飾陳設的工作範圍其實很廣泛而瑣碎，我們可以純就室內設計的幾個面向

來討論： 

傢俱──以活動傢俱形式搭配挑選為主。 

內裝材料── 

地坪──地毯、踏墊、草墊等地面鋪設物。 

牆面──窗簾、百葉簾、捲簾、壁毯、壁紙、壁布、浴簾、等面材。 

天花──壁紙、壁布。 

配件──在空間中還有許多配件，包括在這些活動或固定傢俱上的許多傢飾

布、配件、檯燈、相框、花插、雕塑品、立燈、鏡子、掛畫、掛鐘、

天花造形燈飾、天花造型雕塑物等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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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識圖與繪圖 

■ 繪圖所使用的工具 

‧ 尺規手繪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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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法： 

繪製前須先清理桌面、並注意平行尺與三角板確實要壓緊 

注意鉛筆與圖面的夾角 

轉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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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由於電腦日益發達，所以用電腦繪圖軟體繪圖已經十分方便快速且普及，無論是

二度空間(2D)或三度空間(3D)的圖面繪製都十分便捷，所以除了應付臨時性沒有電腦

的狀況之外，幾乎越來越少使用到手繪的方式來繪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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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繪圖 

因為電腦繪圖可以快速的複製與貼上，而且具有列印出來線條字跡清楚細膩的特

性，所以逐漸取代了過往的手繪技法。 

 

■ 室內設計施工圖的表現方法與風格 

‧ 2D 平面、立面、剖面圖 

室內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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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立面圖 

 

室內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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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等角透視圖（成角透視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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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分解圖（爆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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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消失點透視圖 

 

 

 

 

‧ 壁畫（工地現場牆面臨時性的溝通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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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重線、HATCH、尺寸線、材料標示 

‧ 輕重線的意義 

一般來說，在任何建築設計、景觀設計或室內設計的設計圖或施工圖的表現上，

重線（粗線）都代表著三度空間立體上“重要的”或是“剖到的”部分，而次重線（次

粗線）則用來表示“次重要的”或是“看到的”部分，輕線（細線）則用來表示“較

不重要的” 點景、紋樣或是牆面中的填充紋路（h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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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ch(剖面填充標示線)的一般性表現意義 

在空間設計的範疇中，有許多約定成俗的標示，其代表的意義與材料中外似乎皆

同，其表現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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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線標註 

尺寸線的形式──Slash(斜線)、Dot(圓點)、Center(圓圈)、Arrow(箭頭) 

斜線──通常用來標示牆或物體的邊緣。 

原點(或圓圈)──通常用來標示一道牆面、版材、物件或空間的中心。 

箭頭──可以用來當成標示材料的指示符號或標示一般性的尺寸時使用。 

 

尺寸標示的邏輯性 

尺寸不標死(標重要的尺寸)──任何一個工地現場的丈量，一定會有所誤差，尤其

室內裝修工程通常都是在建築物建造完成後才施工，所以為了減低尺寸上過

度標示的誤差及誤解所以我們通常會以重要的尺寸優先標示。 

尺寸不二標──由於一套施工圖中，一定會有同樣的圖面內容重複出現在不同的

圖面上的狀況，但我們通常只在專門說明該部分的地方(即 關鍵的那個圖

面)標示尺寸即可，切忌到處標示，因為怕一旦在施工過程中作法或設計的

尺寸上有所變更，那麼將會要到處修改，除了浪費時間之外，也怕萬一有漏

改，會造成現場人員無所適從甚或做錯的後果。 

標尺寸時要條理分明──標尺寸需要有層級性，並且要標齊對正，除了整體圖面

整齊美觀之外，同時也意味著尺寸的重要性與關鍵性，使讀圖者可以清楚的

一目瞭然各部份的關鍵尺寸。 

‧ 材料標示的方式 

直接標示──以箭頭或圓點拉一條引線到圖外，並以文字寫出材料種類以及規格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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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圖系統 

‧ 現況圖（原始平面圖）、增、拆平面圖、平面配置圖、平面放樣尺寸圖、天花反射平面

圖（含天花板燈具位置）、地坪材料及高程標示圖、傢俱索引圖、廚具圖、機電配置

圖、空調設備配置圖、景觀設計圖 

 

  

 

■ 剖立面系統 

‧ 建築物剖面圖、各向立面展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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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傢俱或特殊道具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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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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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中國傢俱發展、明式家具的特色與運用 

■ 中國傢俱的發展 

‧ 席地坐與垂足坐 

我國的起居模式，自古自今，可分為席地坐和垂足坐兩大時期， 

席地坐──席地坐可分為跪坐、箕（伸長兩腳坐地）踞（彎膝坐地）、趺坐（盤

腿而坐）、斜坐、從心所欲。人類 自然的休憩姿態是蹲踞和坐

地。 

垂足坐──現今我們一般坐椅時的姿勢 

‧ 中國傢俱發展的歷史分期與形式的改變 

席地坐時期──蹲居和箕踞不但是夷人的習慣，可能也是夏人的習慣，而跪

坐卻是尚鬼的商朝統治階級的起居法，並演習成了一種供奉祖

先，祭祝神天，以及招待賓客的禮貌。周朝人商化後，加以光

大，發揚成了「禮」的系統，而奠定了三千年來中國「禮」教

文化的基礎。由是可知，古人起居作息是蹲、箕、踞，再演變

成跪坐；家具也隨之發展成敷蓆及矮形的几案。這種敷蓆而跪

坐的生活文化特質，後來經過韓國傳到日本而發揚光大，在中

國則漸趨式微。商周的席地和跪坐都以蓆和床為起居中心，到

漢魏變化不大，西晉起跪坐的禮節觀念漸淡，箕踞、趺坐（盤

腿而坐）或斜坐隨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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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足坐時期──其實在西漢時期，由印度傳入榻登（譯名）：「榻登，施之大

床前小榻上，登以上床也。」，在床前設榻以登床，這樣的設計

說明床的高度有所增加。又據「太平御覽」記載：「靈帝好胡床。」

胡床是西北游牧民族的一種可折疊的輕便坐具，坐時垂足。而

這時也出現了中國 早的軟墊。到了東漢靈帝的時候，西域的

器物大量進入中國，中國人也從席地而坐逐漸改為垂腳高坐。

至南北朝垂足坐漸見流行，高行坐具如凳與筌蹄等相繼出現，

入唐以後，不僅椅凳不算罕見，還出現高型的桌案，但跪坐和

趺坐當時依然存在，唐代正處於在兩種起居模式消長交替的階

段，及至北宋，人們的起居已不再以床為中心，而移向地面，

全面進入垂足高坐時期，各類高形家具已初步定形，到了南宋，

傢俱品種和形式已相當完備，工藝技術精進我國傢俱在這個優

良而深厚的基礎上發展，至明代而成放異彩；十四世紀後半到

十七世紀中葉的明代，發展為中國傳統家具的高峰，延續至清

初，約四百年期間，是傳統家具的黃金時代，但到了乾隆年間，

工料雖精，但雕飾繁瑣，風格大變，清代晚期，進入半封建半

殖民地社會，傢俱和其他工藝一樣，每下愈況，衰退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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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傢俱以明式傢俱為主 

‧ 為什麼中國傳統家具會以明式傢俱為主 

繼承了宋代發展完備的傢俱形式──歷經數千年的演進發展，傢俱的基本形

式已經底定。 

承接了宋代的優良傳統──工料發展的精良以及藝術價值都已極高。 

城市鄉鎮的繁榮，大量增加傢俱的需求──經濟發達，故漸漸有傢俱陳設的

社會習尚，也因此興起講究傢俱陳設的習慣 

海禁開放，大量輸入硬木──適當的傢俱材料與珍奇的硬木皆能進口故在材

質表現上更能生色 

■ 明式傢俱的種類 

‧ 明式傢俱的類別──明式傢俱分成幾大類： 

椅凳──杌凳、坐墩、交杌、長凳、椅、寶座 

桌案──炕桌、炕几、炕案、香几、酒桌、半桌、方桌、條几、條桌、條案、

畫桌、畫案、書桌、書案、其他桌案 

床榻──榻、羅漢床、架子床 

櫃架──架格、亮格櫃、圓角櫃、方角櫃 

其他──屏風、悶戶櫃、箱、提盒、都承盤、鏡台、官皮箱、衣架、面盆架、

滾凳、甘蔗床、微形傢俱 

‧ 明式傢俱的材質──以木材為主，主要木料為黃花梨、紫檀、鸂鶒木（雞翅木、

杞梓木）、鐵力木（鐵梨木、鐵栗木、）、櫸木、癭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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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式傢俱的品評比較 

‧ 明式傢俱的品──簡鍊、淳樸、厚拙、凝重、雄偉、圓渾、沈穆、穠華、文綺、

妍秀、勁挺、柔婉、空靈、玲瓏、典雅、清新 

‧ 明式傢俱的病──繁瑣、贅複、臃腫、滯鬱、纖巧、悖謬、失位、俚俗 

■ 明式傢俱的應用 

‧ 全古典環境──完全仿古的設計，通常會在很特殊的場合，例如舞台、佈景、或

是古蹟內的陳設，現代的室內比較少設計一個全古典的環境。 

‧ 新舊交雜的傢俱環境──後現代的設計想法，屬於一種仿古的設計或是簡化了的

古典語彙，或是在現代感的空間中刻意放入古典家具，會呈現出某些特殊的

特色與一種特殊的懷舊質感。 

‧ 從傳統明式傢俱中尋找特徵改良演進──中外都有許多家具設計師從古典家具

中萃取一些元素作為設計與創造的發想來源，無論是在造形上或者是在精神

上，甚或在材料變化上，是要跟隨傳統或是呈現某種反諷抑或是擷取某種意

象，才能顯現出”中國味”這是很有趣的課題，頗值得現代的中國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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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世界傢俱風格與發展 

■ 日本古典傢俱的風格 

‧ 唐式風格 

‧ 跪坐的影響 

‧ 質樸與材料的本色 

‧ 特殊的推拉門（窗格、幛子門）造成流動的空間感受與內外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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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印度風格 

‧ 古印度風格反映在佛教遺址中，諸如洞窟、浮雕 

‧ 舍利塔、柱頭、柱列 

‧ 東西方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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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蘭風格 

‧ 「數學」的裝飾圖案 

‧ 尖拱與柱列 

‧ 可蘭經的影響 

 

■ 東南亞風格 

‧ 邦喀島 

‧ 峇里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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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古典傢俱的發展過程與代表風格 

‧ 古埃及（BC3500~AD480) 

毛莨葉柱頭、木乃伊的面罩、人面獅身像、雕刻與壁畫中的圖像 

傢俱種類有：扶手椅、折疊椅凳、床、桌、台等。 

主要風格：大多在椅子的靠背、扶手、腿部施以彩色雕飾和鑲嵌金銀和象眼，

傢俱的腿多用獸爪（獅子、雄牛蹄、鷹爪、鳥嘴等造型） 

主要構造：採用木條木筋的連接辦法，並已有榫楔等作法。 

 

 



 35

‧ 兩河流域（BC3500~BC330） 

 

‧ 古希臘（BC900~BC30）──古希臘藝術自成一格，獨具特色，是真正西方藝術的

開始，對西方藝術有著深遠的影響。遺留的實物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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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羅馬（BC509~AD476） 

古羅馬的遺物很少，但是自從龐貝城被發現後，除了從彩繪的壁畫

中發現許多考古依據，也出土了許多真實的傢俱用品等古物。 

從龐貝遺跡中出土了很多金屬傢俱和大理石傢俱，以及從壁畫上看

見的各種旋木腿座椅、躺椅、桌子、櫃子等以及類似古希臘的主教

座椅向外弧形腿的靠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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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基督教（AD35~AD500）與拜占庭（AD35~AD1453） 

早期基督教──早期基督教被視為反動的非法團體，為了躲避羅馬官兵的拘

捕，採取「地下活動」，在地下墓窟用隱喻象徵的圖象做為信徒膜

拜的對象。所以早期基督教藝術是指羅馬的地下墓窟(Catacomb)藝

術而言，時間約在西元 100～420 年之間。君士坦丁頒佈基督教為

國教後，早期的地下藝術便告結束。 

早期建築極為簡陋，在牆上和室頂上，飾以壁畫和灰泥製的浮雕，

少有圓雕。 

風格上大致仍沿用羅馬的舊傳統，只是比較苦澀呆板。 

 

 

 

拜占庭的尖拱與俄羅斯的洋蔥頂（東正教）──所謂拜占庭藝術(Byzantine 

art)，就是指東羅馬帝國的藝術。從君士坦丁時代開始，西元 330～

1453 年。拜占庭帝國是宗教政治帝國，其藝術是為了榮耀基督，並

表現其神奇而已。大體來說，所有拜占庭的藝術都充滿了精神的象

徵主義。重視心象，不容有寫實主義的存在。東羅馬帝國被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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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滅亡後，拜占庭的藝術則繼續在希臘、巴爾幹半島和俄羅斯等地

流行。 

書法線條的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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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德式（AD1140~AD1550） 

尖拱與垂直向度發展的極致連帶影響傢俱風格。哥德藝術（Gothic art）始於

12 世紀，盛行於 13 世紀，15 世紀隨文藝復興的到來而衰落。但在

北歐地區，它仍延續到 16 世紀以後。它源於法國，很快遍極全歐

洲。『哥德』一詞是文藝復興的藝術家稱呼這種藝術風格的名字，

意思是「蠻族」，輕視的字眼，直到 18 世紀才獲肯定。 

哥德式大教堂以交叉肋拱、高扶壁、飛扶壁、尖拱結構和新裝飾體

系的廣泛應用為特徵。高、直、尖的造形有強烈的上沖趨勢，暗示

接近天國的信念。教堂不純粹做宗教禮拜用，而是各地的公共生活

中心，由於凌駕普通建築之上，遙遙可見，因此教堂的規模又代表

當地人民財力的象徵。哥德式教堂採用圓花窗和彩色玻璃鑲嵌畫，

代替了牆壁，使整個建築幾乎成為一個透明體。陽光普照的日子

裡，走進哥德式教堂，感覺好像走入彩虹裡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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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式大教堂，以輕盈靈巧、高聳挺拔的造型，與厚重敦實的羅馬

式教堂，形成鮮明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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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復興（AD1498~AD1600） 

文藝復興（AD1489~AD1520）──對歌德風格的反諷，希望回復到古希臘與

古羅馬風格。文藝復興（Renaissance ）一詞，源出於義大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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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ascita，意為再生或復興。 

十四世紀時，新興中產階級視中世紀文化為黑暗倒退，希臘、羅馬

古典文化為光明的典範，力圖復興古典文化，遂產生『文藝復興』

一詞，作為新文化的美稱。 

此詞經法語轉寫為 Renaissace，十七世紀後為歐洲各國通用，它標

誌著歐洲精神上表現人文的大革新。 

矯飾主義（AD1520~AD1600）──反諷文藝復興。 

十六世紀中後期的藝術流派，或譯為「矯飾主義」或「形式主義」

（Mannerism）。代表著盛期文藝復興漸趨衰落後出現的追求形式的

保守傾向。樣式主義一詞，源出義大利語 maniera，兼指藝術風格

及生活風度，並含高雅優美之意。十六世紀二十年代以來，一批傾

慕米開蘭基羅和拉斐爾的典雅風格而務求新奇的藝術家，以追求風

格自居，遂被後人視為樣式主義流派。 

矯飾主義此詞從十七世紀起漸含貶義，有裝模作樣的譏諷意味。

1920 年以來，西方藝術史學界重新作了評價，認為它是盛期文藝復

興藝術和巴洛克藝術之間的自成一格的流派，其風格演變自有其社

會背景，並在西歐形成國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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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洛可與洛可可（17~18 世紀） 

巴洛可──巴洛克一詞的來源可能有三:：義大利語的 baroco，指中世紀繁縟

可笑的一種神學討論；義大利語的 barocchio，指曖昧可疑的買賣活

動；葡萄牙語的 barocco，指畸形的珍珠。三詞皆含悖禮怪奇之意，

因此從十八世紀的建築師責難十七世紀那種複雜而考就的樣式，生

氣地稱它為「荒謬的、奇怪的、巴洛克的」稱呼之後，巴洛克這一

詞就被相沿成習了。 

巴洛克風格著重在空間與光線視覺效果的處理，將空間處理成具有

延伸感，並配合量體上的變化顯示動感，產生動態的平衡。利用複

雜的幾何形，產生戲劇性無法掌握性的空間感受。 

巴洛克藝術(Baroque art)是十七世紀歐洲的藝術風格，初發源於 17

世紀教皇統治的羅馬，那時義大利是歐洲藝術中心，但在巴洛克後

期，歐洲藝術中心移轉到法國，它並沒有明確的藝術風格，只能算

是一種愛好和時尚。      文藝復興意味著平衡、適中、莊重、理性與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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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而巴洛克卻意味著運動、追求新奇、熱中於無窮、不安和對比、

以及各種藝術形式的大膽融合。巴洛克藝術一反文藝復興藝術的平

靜和克制，而表現為戲劇性、豪華與誇張。       巴洛克藝術反對複雜化

和公式化的矯飾主義（樣式主義），代之而起的是較為不複雜、比

較寫實與更令人激賞的風格。 

       十七世紀歐洲強權擴張，掠奪海外殖民地累聚巨富，生活上提倡豪

華享受，因此對建築、音樂、美術也要求豪華生動、富於熱情的情

調。      十七世紀歐洲有新舊教的權力之爭。舊教勢力用暴力鎮壓信

徒，再積極利用藝術思想形態──巴洛克，去迷惑、征服人心。     巴

洛克藝術不排斥異端的感官喜悅，亦忠實於基督教的世界觀，故亦

是「基督教化的文藝復興」。 

  

 

洛可可──rococo 一詞與法語 rocaille（岩狀飾物）相關。早在 17 世紀，法

語 rocaille 一詞常用以稱謂岩洞，（也有一說即文藝復興時代傳到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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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的中國假山設計），和庭園中的貝殼細工，travail de rocaille (岩

狀工藝）為 travail 的同意語。洛可可即由「岩狀工藝」和「貝殼

工藝」引伸而來，指室內裝飾、建築到繪畫、雕刻以至傢具、陶瓷、

染織、服裝等各方面的一種流行藝術風格。洛可可的另一種解釋初

見於《法蘭西大學院詞典》，指為「路易十四至路易十五早期奇異

的裝飾、風格和設計」。有人將「洛可可」與義大利「巴洛克」相

關連，把這種「奇異的」洛可可風格看作是巴洛克風格的晚期，即

巴洛克的瓦解和頹廢階段。洛可可藝術的繁瑣風格和中國清代藝術

相類似，是中西封建歷史即將結束的共同徵兆。曲線趣味，常用Ｃ

形、Ｓ形、漩渦形等曲線為造形的裝飾效果。構圖非對稱法則，而

是帶有輕快、優雅的運動感。色澤柔和、豔麗、崇尚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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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世紀───新古典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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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風格 

折衷主義 

美術工藝運動（185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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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近代傢俱風格與發展 

■ 近代傢俱的發展過程與代表風格 

‧ 新藝術運動（1890~1905） 

繼承傳統，加入新觀念新美學 

自然與女性 

外來藝術風格的影響 

夢幻奢華的全面性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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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美學時代（AD1900~AD1930） 

為工業而設計 

配合機器大量生產 

對機器零件的崇拜 

組件替換與生產線標準化 

機能主義 

 

包浩斯時代 

包浩斯宣言──整體而言其理念包含兩個重點。首先是綜合性：就是在

大建築底下綜合各項藝術領域，其觀念就像音樂裡的管弦樂的

協調合作一樣。第二點是非純化的藝術觀念由於純藝術已漸漸

脫離生活的關連，而成為貴族式的藝術形態，並且是一種對大

多數人的實際生活毫無幫助的貴族藝術。因此葛羅培斯認為要

使純藝術再成為實用藝術，必須使純藝術擁有熟練的技術的條

件，才能再使回歸到生活的層面裡。 

從頭學起 

真實抑或只是象徵符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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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Follows Fuction 或者又是一種裝飾風格？ 

機器美學風格的啟示 

受繪畫影響 

揭開了消費主義的趨勢序幕 

‧ 藝術裝飾主義（Art Deco）（AD1925~AD1939） 

歐洲的藝術裝飾運動 

美國的藝術裝飾運動 

好萊塢的風格設計 

藝術裝飾風格之精神 

脫離現代主義設計風格簡單的線條與色彩 

充滿自然元素與華麗質感材料的搭配 

藝術裝飾主義的啟示 

機器大量生產與裝飾 

藝術家與工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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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主義與風格（AD1935~AD1955） 

流線形時代的啟示 

空氣動力學的聯想 

形成裝飾意象 

 

現代風格的啟示 

原子造形 

配合消費產生的設計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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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流線造形風格 

 

北歐各國的流線造形風格 

義大利的流線造形風格 

流線造形風格精神 

有如雕塑般優雅的傢俱設計 

大眾風格 

大眾風格與大眾品味的攫取 

設計與風格不再地域化（國際化的貿易） 

設計的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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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裕時光（AD1955~AD1975） 

消費主義的啟示 

機能主義式微 

用舊即丟的消費觀念影響設計 

 

普普設計運動 

符合大眾需求與商業利益的設計風格 

塑膠傢俱 

   

富裕時代的精神 

抓住年輕族群的目光 

新奇亮麗的造型色彩 

太空科技影響的科技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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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拘無束的自由風格 

折衷與多元 

‧ 1975 年至今的風格演變 

現代風格的啟示 

Less is more VS less is bore 

Post-modernism 

 

現代風格的精神 

設計的多元化與獨特化個人化 

環保意識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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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固定傢俱 

■ 何謂固定傢俱 

泛指傳統裝潢木工依照現地尺寸量身訂做的傢俱，但如果只定義為固定的桌椅櫥

櫃，似乎又嫌狹隘，故其實是可以將固定傢俱的範圍延伸為固定訂製傢俱本身及

其附帶的收邊材料及作法。 

 

■ 固定傢俱是室內設計的主要設計項目之一 

‧ 實質機能與美感比例 

‧ 修飾空間 

‧ 增加氣氛的附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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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傢俱的類型 

‧ 一般傳統木工製作的固定傢俱 

即指傳統木工依據設計師在施工現地所製作的各式家具，一般泛指櫥櫃、床

組、化妝台、鏡箱、層板等等的造型家具。 

 

‧ 廚具相關櫥櫃 

固定傢俱中有一項比較特殊的是廚具工程，由於廚具的機能性比重很強，所

以廚具是一門比較獨立發展的傢具系統，通常有專業的廚具廠商與設計師來

做專業的服務，但是室內設計師還是可以主導整個調性與材質的發展。 

  

‧ 組合家具（系統家具） 

組合櫃是一種在量好現場尺寸而在工廠預先做好半成品再到現場組裝的固定

傢具，很重要的是它可以配合我們的設計，但是在長寬的尺寸上又需要配合

板材的基本模矩所製造成的一種固定傢具，組合家具的特點是造價便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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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面材質的可挑選性較沒那麼多樣，而且過於複雜與精緻的設計也很難達

到。 

  

‧ 訂製門扇、窗櫺或屏風、壁板 

很多時候，室內空間會碰到特殊的拉門或者區分空間的屏風，這些都算是廣

義的固定傢具，有時候，在重要的牆面，會有設計過的造型壁板，也可以歸

屬於固定傢具。 

  

‧ 造形天花、牆面或地坪 

如果就廣義的固定傢具來說，我們有時候很難嚴格去界定所謂“傢俱”真正的

範圍，其實也沒有那麼必要去清楚界定，因為這些相關空間元素的設計與施

工，有時候是整體作考量的，有時候甚至櫥櫃與天花或地坪、壁板、飾帶層

板是一體的，所以在實務面上也沒有必要去界定得那麼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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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傢俱的材質 

‧ 底材──多數是以木板為底材 

‧ 面材──木皮、美耐板、直接上漆塗裝、石材、人造石、雕刻飾板、金屬板、紡

織品、影像輸出、金銀箔、玻璃、壓克力等。 

■ 不同屬性空間的固定傢俱設計 

‧ 商業空間──百貨公司、精品店、一般賣店、餐廳、其他各種不同類型商店 

‧ 辦公空間──門廳、會議室、視聽簡報室、辦公空間、事務空間、茶水間等 

‧ 醫療空間──診療室、病房、無障礙空間的機能與美感 

‧ 住宅空間──客廳、餐廳、起居室、臥室、浴室 

‧ 其他類型空間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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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傢俱設計不只是傢俱設計 

固定傢俱在空間設計上的任務除了實際上的收納、坐臥與其他實用功能外，

在現代這個更加重視空間品質與空間氛圍的設計趨勢之下，傢俱設計本身更

肩負著調整空間比例甚至賦予該空間實質質感的重大功能，所以室內設計便

不再只是“裝潢”，傢俱設計本身，也不再只是但純的傢俱，他除了本身多

樣的質感外，甚至還結合情境燈光與多樣的設計風格進而成為營造室內美學

氛圍甚至可以成為引領某種空間哲學思考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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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講  固定傢俱的構造 

■ 固定傢俱的主要結構材 

‧ 木板類 

面材──實木板、木芯板、夾板 

角材──制式實木角材、集成材角材、墊木 

  

  

‧ 金屬──鋼板、方管、圓管、型鋼 

 



 62

‧ 其他 

玻璃──隨科技的發達，玻璃可以透過雷射無影膠做無痕跡的黏合，或是金

屬五金爪具固定 

石材──石墩、石桌等 

  

■ 固定傢俱的面材 

‧ 木材類──封實木板、貼木皮 

‧ 貼美耐板、麗光板、波麗板 

‧ 矽酸鈣板、石膏板、木絲水泥板、密集板 

‧ 貼石材（人造石、杜邦石） 

‧ 金屬板 

‧ 皮革、編織品 

 

貼天然木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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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耐板 

 

燒面石材        亮面石材 

 

人造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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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或人造皮革 

 

地毯類編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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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飾板與溝縫 

‧ 實木飾板、預留溝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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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傢俱的五金 

‧ 鉸鏈、門鎖、把手、滑輪、滑軌、玻璃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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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傢俱的塗裝 

‧ 木皮質感表面塗裝──刷漆、噴漆、鋼琴烤漆 

‧ 一般板材塗裝──噴漆、刷漆、滾漆 

‧ 環氧樹脂──透明、加色粉、亮光、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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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講  室內陳設與裝飾的範圍種類 

■ 室內陳設與裝飾的風格 

‧ 若就風格而言，應該是跟著室內設計的主要風格走 

‧ 地域性（民族性）的風格，例如中國風、日本風、英國鄉村風格、美國西部牛仔

風格、法國巴洛克風格、峇里島風等等。 

‧ 符合室內設計的主題（例如商業空間，有著各式各樣的主題商店、主題餐廳，然

而在住宅或是特殊屬性的旅館渡假村，也有其各自可能屬於的風格與特色） 

‧ 另類誇張化的主題 

 

■ 室內陳設裝飾所面對的各種屬性空間 

‧ 住宅空間──包括一般住家及旅館 

‧ 商業空間──商業空間的性質很多元但大略可分為一般賣店、櫥窗或是商業空間

的附屬佈置例如：主題餐廳 

‧ 其它類型空間──像辦公室、接待中心、門廳、婚禮會場、展場佈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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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陳設裝飾的種類 

‧ 編織品 

種類──窗簾布、壁毯、地毯、傢俱蒙面織布、陳設覆蓋織物、靠墊、其他

類型織品 

織品類型──編織、編結、印染、繡補、繪 

     

‧ 活動造型燈具 

光源特徵──大約分成白織燈、鹵素燈、日光燈、放電燈、水銀燈 

燈具形式──嵌燈、吸頂燈、吊燈、壁燈、立燈、台燈、投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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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燈  崁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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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傢俱 

活動傢俱在之前課程中已有述及，故不再多述 

  

‧ 鐘錶──掛鐘、古典立鐘、造型立鐘 

               

‧ 器皿──日用的杯、盤、茶壺、筷子、湯匙、刀叉、筷架、杯墊 

 

  



 73

 

‧ 衛浴配件（在這裡的衛浴配件並非指衛浴五金龍頭或蓮蓬頭） 

衛浴配件包括──拖鞋、浴袍、浴巾、毛巾、踏腳毯、牙刷、肥皂、肥皂盤、

沐浴乳罐、薰香蠟燭、燭臺、浴簾、浴帽、托盤、花器、香精罐、

木質浴缸、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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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畫 

中式書畫──分成書法類、國畫類 

西式繪畫──古典繪畫、現代繪畫 

其他民俗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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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塑與擺飾品 

雕塑品──一般雕塑品、民俗風格雕塑品、佛像、木雕、抽象雕塑、裝置藝

術 

民俗藝品──包括大陸、台灣、歐美、峇里島、泰國、印地安圖騰等不同風

格 

小收藏──小古董、留聲機、打火機、相框、小玩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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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栽綠化 

一年生或多年生植栽──盆栽、盆景 

鮮花──花圈、花籃、插花 

花器──花器依使用方式分為盆器、套盆、花架等，依材質分為陶器、木竹

製花盆、金屬盆、玻璃盆、金屬花架、木製花架、自然根結花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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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活動的 POP、旗幟、彩帶、大圖輸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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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講  室內陳設與裝飾的實務 

■ 了解空間性質 

■ 與委託人溝通並了解實際喜好與風格 

■ 提出構想 

■ 著手挑選合適的傢俱或營造空間的裝飾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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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冊 

 

■ 採購 

■ 佈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