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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材質種類逐漸多變，本研究首先探討材質、袋包材料與 2018 年春夏袋包
材質之相關文獻，深入了解材質多項種類與設計上之應用，作為本研究案例之設計依據；研
究者以「童趣」為創作主題，以休閒外出之生活型態為設計主軸，創作一系列三款袋包，手
提包、肩背包及手拿包，設計者採用市面上的石化原料製品之 IKEA 環保袋與透明筆袋，兩
種相同的防水材質作為主要素材，並利用鮮豔的副料強調色彩畫龍點睛之搭配效果，此外細
部設計以拼接口袋增加實用功能。
關鍵字：童趣、異材質、袋包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types of materials are gradually changing.
This research firstly explores of "different materials", thoroughl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many
different types and designs of "different materials", and then conducts practical baggage design and
creation. Using "childrenlike" as the theme of leisure travel lifestyle, the researchers created a series
of three bags, shoulder bags, handbags and purse. In this stud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ags on
the market and the transparent pencil case the same waterproof material as the main fabric, and the
use of bright colors to do with the deputy materials, and splicing pockets to increase practical
function.
Keywords：Childrenlike, Different Materials, Bag

34

Journal of the Hwa Gang Textile, 2019.12, Vol.26, No.1

前言
以下說明本創作進行之背景與動機、創作流程
與創作方法。
創作背景與動機
早期的郵袋(pouches)是現今手提包(handbags)和
錢袋(purses)的前身，用來存放金錢、個人物品、種
子、藥品、宗教物品等。從文明的最早開始階段，
由於當時衣服沒有口袋，人們每天都使用袋包(bag)
和錢袋，且男女皆使用，袋包成為女性服飾必需品
是近兩百年的事[1]。發展至今袋包種類繁多，如醫
生包、後背包、托特包、凱莉包、水桶包、購物袋、
腰包、肩背包、筆電包、手拿口框包、小背包、口
框包、郵差包、波士頓包、行李袋、橡木桶包、手
拿包、方形包、月牙形肩包與保齡球包[2]。
圖 1 創作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袋包材料的種類繁多，相當複雜，並且牽涉到
袋包材料學之專門知識，如何選擇袋包材料，如何

文獻探討

利用其具有的特性，創造理想的作品，是一位從事
袋包設計工作者所需鑽研的課題。不同袋包材料顯

以下分別探討材質、袋包材料與 2018 年春夏袋

現其材質特性。因而引發研究者思考，嘗試以「童
趣」為主題，採取異材質結合設計應用於袋包創作。

包材質之相關文獻。

創作方法

材質
材料的組織性質，稱為｢材質｣[3]，可分為內在

本研究運用「文獻分析法」研究材料、袋包材
料與 2018 年春夏袋包材質，另以「創作理念實踐」

結構與外在質感，相關定義如下﹕

將「童趣」主題所注重的構思及造型應用於袋包創

1.

作。
1.

結合，這些可視屬性是指表面的色彩、紋理、
光滑度、透明度、反射率等[4]。

文獻分析法
2.

藉由文獻回顧與統整，提供研究者欲探討異材

材質擁有溫和的觸覺與色彩，其選用除了與產
品之功能、材料的物理特性有關，其選用之考

質之相關資訊，以及材料相關質感。
2.

材質是材料和質感的結合是表面各可視屬性的

量還包括使用習慣、生活形態、文化因素等[5]。

創作理念實踐

質感介於形狀與色彩之間，是物體的一種表面

本研究應用創作實踐法，透過彙整之參考資料，

特質，相關定義如下﹕

以異材質應用結合設計實驗創作系列包款，並製作
顛覆一般常規用料，拆解市售商品與配件，重新組

1.

「質感」是由感官接觸「材質」所產生[6]。

合創作出可愛多色彩之一系列三款戶外袋包作品。

2.

與材質有密切關係的是質感(texture)，質感介於
形態與色彩之間，而質感與視覺及觸覺有關，質

創作流程

感是物體的表面特質，它與我們視覺及觸覺的接
圖 1 為本創作以「童趣」為概念發想之流程。

觸有關[3]。
3.
35

質感是物體的一種表面特質，它和我們觸摸的感

Journal of the Hwa Gang Textile, 2019.12, Vol.26, No.1

覺有密切關係﹔形態的質感在感覺上屬於視覺

讓我們都保有赤子之心，莫忘初衷。

與觸覺範疇，可分｢視覺質感(visual texture)｣與｢

創作意象圖與裱版

觸覺質感(tactile texture)｣[7]。

圖 2 為本創作意象，創作發想來源為日常生活

袋包材料

常使用之材料，以休閒外出為主，延伸設計三款不

材料分為「金屬材料」、「陶瓷材料」、「電子材

同功能之包款，使用繽紛色彩。

料」、
「高分子材料」及「複合材料」，可另加「生物
材料」一類。其實，任何一項產品，其構成的材料
通常不止一種。袋包材料因形式不同而異，如下：
1.

旅行袋、箱
(1). 硬箱：ABS、PP、PS、PC + ABS、PE、EVA、
圖 2 《童趣》創作意象 HEROS 德國木玩益智積木[9]

金屬製品等。
(2). 軟箱：人造皮革、人造纖維布、真皮皮革

童趣設計稿

製品、天然植物製品等。
2.

《童趣》
系列三款袋包設計稿如表 1〜表 3 所示。

休閒袋包：石化原料製品、真皮皮革製品、天
然植物製品、人造皮革、人造纖維布等。

3.

表 1 《童趣》─手提包設計稿[10]
電腦繪圖稿前面

運動用袋包：石化原料製品、真皮皮革製品、
天然植物製品、人造皮革、人造纖維布等。

4.

女用袋包：人造皮革、人造纖維布、真皮皮革
製品、天然植物製品、金屬製品、絲織品等。

5.

手繪稿三視圖

商務、旅行用袋包：石化原料製品、真皮皮革

前面

製品、天然植物製品、人造皮革、人造纖維布、

側面

45 度

金屬製品等。
6.

配件：石化原料製品、真皮皮革製品、天然植
物製品、金屬製品、絲織品等。

*尺寸：W x D x H =25.5 cm x 15 cm x 15 cm
註﹕*W、D 與 H 為 Width、Height 與 Depth 之縮寫。
資料來源：呂亞儒設計，2017。

2018 年春夏袋包材質[8]

表 2 《童趣》─肩背包設計稿[11]

強調傳統手工藝與新材質並進，如繩編面料、

電腦繪圖稿前面

透明薄紗、大理石紋面料、3D 列印材料、格狀藤藝
編織材料、陶瓷釉彩印花、神聖幾何圖案、傳統圖
案拼接面料、紡織碎料回收再生面料、壓印或雕刻
表面皮革、水洗紋理、水晶切割面材料、反光布、
立體層疊波紋面料、幾何拼接、數位漸變圖案、熱
帶元素印花、金屬光澤布料、立體流蘇材、皺摺面

手繪稿三視圖

料、漸層變色印花。

前面

後面

45 度

創作歷程
創作主題：童趣
尺寸：W x D x H =22.5 cm x 4.5 cm x 17 cm

36

Journal of the Hwa Gang Textile, 2019.12, Vol.26, No.1

資料來源：葉妤玲設計，2017。

資料來源：呂亞儒設計、製作與攝影，2017。

表 3 《童趣》─手拿包設計稿[11]

表 5 《童趣》─肩背包成品[13]

電腦繪圖稿正面

成品照

應用設計說明

前面

1.
2.

後面

手繪稿三視圖
前面

後面

3.

45 度

外型：日式結構方
形包。
包身材料：石化原
料製品之 IKEA 環
保袋。
副料：石化原料製
品之透明筆袋、量
身皮尺與塑膠四合
扣。

45 度
尺寸：W x D x H =23 cm x 6 cm x 18 cm
資料來源：葉妤玲設計，2017。

尺寸：W x D x H =22.5 cm x 4.5 cm x 17 cm

研究成果與解析

資料來源：葉妤玲設計、製作與攝影，2017。

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探討材質、袋包材料與

表 6 《童趣》─手拿包成品[13]

2018 年春夏袋包材質，瞭解各種材質意涵，採用

成品照

應用設計說明

HEROS 德國木玩益智積木作為設計發想來源，延伸

前面

1. 外型：前後片成形拖底包。
2. 包身材料：石化原料製品之
IKEA 環保袋。
3. 副料：石化原料製品之透明
筆袋、量身皮尺與塑膠四合
扣。

設計出系列三款袋包分別為手提包、肩背包與後背
包，透過異材質結合設計應用及車縫加工，以及副
料與包體的顏色搭配，製作出來的成品有意想不到
後面

的效果。
袋包設計《童趣》成品
《童趣》系列三款袋包皆以平車車縫完成，包

45 度

身材料選擇 IKEA 環保袋重新裁剪，副料為透明筆
袋、多色彩拉鍊、塑膠四合扣，背帶與包邊則採用
量身皮尺﹔成品如表 4〜表 6 所示。
表 4 《童趣》─手提包成品[12]
成品照

應用設計說明

前面

1.
2.

後面

3.

尺寸：W x D x H =23 cm x 6 cm x 18 cm

外型：側片結構橡木桶
包。
包身材料：石化原料製
品之 IKEA 環保袋。
副料：石化原料製品之
透明筆袋、量身皮尺與
塑膠四合扣。

資料來源：葉妤玲設計、製作與攝影，2017。

作品發表
系列作品於民國 106 年 7 月 17 日在台南應用科
技大學服設館 F502 教室展出，如圖 3 所示。

45 度

尺寸：W x D x H =25.5 cm x 15 cm x 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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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童趣》作品發表[14]

2. Jane, S. & Sue, S., Fashion Design Course：

資料來源：葉妤玲與呂亞儒設計、製作與攝影，2017。

Accessories Design Practice and Process for
Creating Hats, Bags, Shoes and More, London︰

結論與建議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2012）
3. 簡麗如，產品之材料意象在感覺認知之研究—以

本研究以異材質結合設計應用於袋包創作，並

桌燈為例，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碩士論文

以「童趣」為創作主題，透過資料蒐集、設計步驟

（2003）
4. 林東龍、張文裕，混合材質在視觸覺上之差異性

與執行操作應用後，並重新審視本創作主題所產生

研究，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報，第 19 期，

之作品。

5. 1～15（2002）

（一）設計三款不同外形之袋包

6. 廖敏如，塑膠材質透明度在產品感知設計應用之
探討，大葉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1.手提包設計為側片結構橡木桶包。

7. 蔡承諭，視、觸覺之形態與材質對產品意象影響

2.肩背包設計為日式結構方形包。

研究，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研究所碩士

3.手拿包設計為前後片成形拖底包。

論文(2004)
8. 呂明泉，視覺與觸覺意象差異研究－塑膠咬花，

（二）為異材質結合設計應用提供多元方向

成國立功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本創作以石化原料製品之 IKEA 環保袋為包身

9. 財團法人鞋類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2018

材料，另以石化原料製品之透明筆袋、量身皮尺與

年春夏袋包流行趨勢分析報告，經濟部工業局，

塑膠四合扣為細部設計副料，為異材質結合設計應

臺北市，26～42（2017）

用，提供多元方向。

10. 碩捷國際有限公司，HEROS 德國木玩益智積木
（2017）檢自

（三）異材質結合設計應用於袋包之實際操作

http://www.razortw.com.tw/portal_c1_cnt_page.ph
學習有關石化原料製品之 IKEA 環保袋材質的

p?owner_num=c1_240953&button_num=c1&folde

車縫技巧，並嘗試以不具延展性之量身皮尺滾邊與

r_id=36944&cnt_id=293430
11. 呂亞儒，
《童趣》設計稿，未出版手稿，中華民

包邊。

國（2017）

未來方向與建議

12. 葉妤玲，
《童趣》設計稿，未出版手稿，中華民
國（2017）

設計者藉由異材質結合應用於袋創作包，建議

13. 呂亞儒，
《童趣》成品，未出版手稿，中華民國

未來袋包設計者以創作實驗為出發點，嘗試更多異

（2017）

材質結合應用於各種產品。

14. 葉妤玲，
《童趣》成品，未出版手稿，中華民國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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