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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創作探討鋁窗發展與鋁的應用，同時結合臺南建築意象，將此概念應用於袋包設計，從多
種角度發展創作，探討「鋁」與「皮革」結合的更多可能性。研究方法一為「文獻分析法」
，
從文獻資料介紹鋁的起源、鋁窗，以及鋁的工藝技法；方法二為「創作理念實踐」
，研究者進
行以《臺南鋁圖》為主題之袋包設計，創作三件系列袋包，分別為後背包、保齡球包，以及
行李箱，將鋁的元素結合臺南建築意象融入袋包設計，希望打破鋁的輪廓僅用於窗戶之傳統
框架。在色彩上採用較復古之顏色設計，強調鋁的純白色，並搭配金色五金，使作品在整體
造型中較為調和，讓鋁結合臺南建築意象之袋包有了新意。
關鍵字：鋁、旅行、臺南、袋包

Abstract
This research study explores the history of aluminum window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luminum. At
the same time, it combines the architectural image of Tainan, applies this concept to bag design,
develops from a variety of angles, and explores more possibilities for the combination of "aluminum"
and "leather". The first method of research is the "Document Analysis Method", which introduce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aluminum, aluminum windows, and aluminum craftsmanship from the literature;
the second method is "creation concept practice", and the researchers carry out the bag with the
theme of "Tainan Aluminum Map". The bag design creates three series of bags, including a back
pack, a bowling bag, and a suitcase. Incorporating aluminum elements into the Tainan architectural
image into the bag design, the hope is to break the outline of aluminum only for the traditional frame
of the window. The color is designed with a more retro color, emphasizing the pure white of
aluminum, and matching with the golden hardware, so that the works are more harmonious in the
overall shape, so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aluminum and Tainan architectural image has a new
meaning.
Keywords： Aluminum, Travel, Tainan, 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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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年代開始，像是斷橋鋁窗、彩鋼窗、鋁合金門窗（表
1），進入中國大陸，耐用度高、質量也相對輕，在

「鋁」在地球上約占 8%的豐富金屬元素，容易

現代大量被使用，且持續至今，比已往的窗型壽命

加工成型、更具有美觀、耐用且輕質量等特性，還

都更長。現在，還有更多窗的新型態出現，例如防

可與多種其他金屬共同淬鍊形成更多樣化的合金，

盜、耐腐蝕、氣密窗以及隔音效果佳，更重要的是

具有不同的物理特性。將鋁合金使用於建築結構上，

要確保安全與舒適，讓每一位使用窗的人都能享受

可減輕建築物之本身重量，由於鋁為輕質量也能夠

到窗的美。

讓施工作業更為方便，因而鋁合金常被使用於門窗。
「窗」如同建築物的靈魂之窗，透過門、窗戶，
讓人們看見窗外許多風景，知道外在的許多美好，
因為有窗，保護著人們不受威脅，具有保護的功能；
快速的經濟發展，也使得人們追求更好的窗型品質

圖 1 早期窗的雛型—「牖」[2]

與結構建築，時代的演進也改良著大眾化的需求而

表 1 木窗與鋁窗的比較

不斷創新。本創作進行以《臺南鋁圖》為主題之袋

玻璃鑲嵌到木窗[2]

現代的鋁窗型態[3]

包設計，運用門窗上的「鋁」結合「皮革」同時加
入臺南建築意象，在交接處使用「編織」工藝技法
拼接，創作三件系列袋包，分別為後背包、保齡球
包，以及行李箱，希望打破鋁的輪廓僅用於窗戶之
傳統框架。

文獻探討
鋁窗概述
（2）鋁窗形式
臺灣鋁業從日據時期發展至今，鋁製產品也從
鋁合金材質做的邊框不僅結實耐用、抗老化、

建材類慢慢轉成其他類型。鋁門窗業競爭逐漸激烈，

不易變形、硬度強，除了有豐富的色彩可以選擇，

獲利空間已不復已往，部分業者轉型到其他工業製

使用的壽命也長，報廢後還可以高價回收再利用，

作。而真正繼續專注深耕於鋁門窗市場的業者，已

所以污染性也極低。密度雖低但強度比較高，因是

所剩不多[1]。本專題主要採用鋁門窗材切下來之廢

金屬類，所以導熱與導電都極為快速，而材質輕更

料，以下首先說明鋁窗發展史，接著介紹鋁窗型式：

是鋁合金的重點之一，因此為門窗廣泛運用之材質
（1）鋁窗發展史

（圖 2）
。

「牖」
（圖 1）為早期窗的雛型，便於人們出入、
通風與採光；到了漢唐時期則發展出橫批窗與直欞
窗等窗飾藝術，到後來人們對於窗的概念也漸漸發
展成熟，隨著古代工藝的技術發展，窗的型態與內
容也不斷推陳出新。到了近代早期，窗全都是實木
製作而成，在窗上糊紙；到了後期才直接把玻璃鑲
嵌在木框上（表 1），而有了採光、遮風、擋雨等功
用。而到了現代，儘管也有鋼窗與塑鋼窗的出現，

圖 2 鋁窗之邊框[4]

但前者因為廠商變少、價格上漲，後者則因企業降
臺南建築與意象

低產品質量與惡性競爭，最後都被淘汰。到了 1980

63

Journal of the Hwa Gang Textile, 2020.02, Vol.27, No.1

傳統建築反映歷史的演繹過程，也能從建築的

為明確與清楚研究工具的使用。

形式推演當時候的工藝、技法，與氣候；對於擁有
三百多年文化的臺南古城而言，每段時期與歷史遺
跡，都能從這塊土地中看到。這些古老建築的存在
絕非偶然，一定是歷史使命所賦予的重要性。
臺南的土地銀行的前身為日本勸業銀行。建築
造型採埃及神廟形式，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在於成排
豎立的廊柱，柱身像多立克柱式，有二十個尖銳凹
槽，為了因應臺灣炎熱多雨的氣候，將廊柱設計成
騎樓用途，但近年因馬路拓寬而遭拆除；在細部裝
飾上有著異國情調的趣味，例如仿自美洲屋頂的女
兒牆，採向內收縮的特殊樣式，使柱廊與牆身產生

圖 4 臺南兌悅門[5]

收束效果；簷口的裝飾造型源自於日本，連續的萬

（2）創作理念實踐

字紋帶花飾中間排列「福神」雕飾，古樸典雅；窗
戶造型更有著印度風味，如同印度佛教形式的長拱

在查詢資料的過程中，汲取鋁窗的歷史與形式，

窗與長方窗（圖 3）
，窗格與窗檐刻上精美雕飾。

最後運用在本研究創作中，並以其特殊材質之特性
做為創作理念實踐，引用鋁質量輕的特性以及臺南
建築的意象創作於袋包箱作品之中，激盪出較特別
的想法，使本作品能在設計與實踐上創造出更具體
與不一樣的呈現。
研究步驟
研究步驟如圖 5 所示：
訂定設計主題

圖 3 日本風味的萬字紋與福神雕飾[5]

↓
尋找設計意象圖（靈感圖）

研究方法與步驟

↓
繪畫設計稿並訂定作品大小

以下分別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研究步驟與

↓

創作流程：

尋找適合皮革材料
研究方法

↓
打版

本研究運用「文獻分析法」找尋鋁窗的歷史與

↓

鋁窗的介紹，並運用窗的意象與臺南建築特色，如

尋找適合五金配件

臺南兌悅門之形狀（圖 4），將其造型運用在袋包設

↓

計。另以「創作理念實踐」引用「鋁」的構思、技

製作
↓

法及創意於袋包設計。

成品

（1）文獻分析法

↓
修改作品

透過參考文獻資料，進行文獻蒐集、分析、研

↓

究來擷取資料，經整理後做出客觀且有系統地描述

完成品

的一種研究方法。亦即此方法可以讓研究者釐清研

圖 5 研究步驟

究的背景、深入研究發展狀態，讓研究者的發想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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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延平郡王祠與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之建築[5]

《臺南鋁圖》袋包箱設計作品發

說明

展歷程

圖片

延
平
郡
王
祠

以下分別說明本研究之作品主題、設計意象、
色彩計畫與鋁運用在袋包箱設計作品發展歷程。
作品主題：
《臺南鋁圖》
「背起夢想，一起去旅行吧！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文
學
院

在這平凡又忙碌的日子裡好好地去旅行一次吧！
世界之大、人之渺小；走出戶外看這遼闊的世
界，會發現每個個體都是如此渺小，內心就能獲得
安定與平靜去洗滌負能量；這是夢想，更要實踐他。
將皮革結合鋁的工藝技法與臺南建築意象。讓
夢，看似很重的夢，卻背負著理想；工人的艱辛與
工作的粗重感，在背後卻有著他們的辛勤與付出，

色彩計畫

這是最美好的也最幸福的；這些看似粗重的工作卻
帶著師傅們柔軟、輕盈的心，更是他們用雙手打造，

採用較復古之色彩，並強調鋁的純白色；搭配

從無到有；用心去看，更是師傅們賦予這些建築新

金色五金，使作品在整體造型中較為調和，讓鋁結

生命。

合臺南建築意象之袋包有了新意；色彩計畫詳如表

設計意象與詮釋

3。
表 3 《臺南鋁圖》之色彩計畫[6]

運用窗上的「鋁」與「皮革」的元素融合臺南

PANTONE 色票 PANTONE 色票資料

建築意象。設計意象採用臺南建築物延平郡王祠的
圓形拱門建築特色為發想，是為紀念鄭成功開發臺

PANTONE

PMS 476

PANTONE

PMS 1485

PANTONE

White

灣的德澤而建立，為臺灣少見的「福州式」建築，
建築上沒有太多華麗雕飾，卻有莊重肅穆的風格特
色；以及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直向垂直式建築有著
日治時期羅馬樣式門廊（表 2）
，配合 108 級畢業展
大主題—「孵夢人」中的小主題「捕恆夢」。看似堅
硬卻極為輕盈的鋁，有著鋁工師傅們在背後默默付
出辛勞的夢，想打破這些傳統的印象做為本研究作

設計形式分析

品。

窗與鋁之形式分析，透過「旅行」的想法結合
臺南建築「窗」的形式去分析作品、創意來源、象
徵，以及形式發展。窗之形式分析，如表 4 所示簡
述窗造型分析、創意來源、象徵，以及形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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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窗之形分析[7]

表 7 《臺南鋁圖》款式三初稿[10]

形式靈感圖

造型分析

正面

背面

側面

忠義路拓寬前
的直向垂直式
建築的臺灣土
地銀行臺南分
行（前身為日本
勸業銀行）
設計歷程與解說
註：尺寸：長*寬*高=44cm*18cm*64cm

以下分別解說各階段作品設計創作理念、形式

（2）設計稿定稿

發展以及設計稿。

表 8〜表 10 為《臺南鋁圖》款式定稿，靈感來

（1）設計稿初稿

源是使用窗上的「鋁」用直向垂直線條部分有順序

表 5〜表 7 為《臺南鋁圖》款式初稿，設計靈感

的重複排列組合方式，象徵著在旅行的概念與意

來源是使用窗上的「鋁」運用直線條部分有順序的

義，用建築物的文化來表達其「旅行」的意義。像

重複排列組合方式，更結合著臺南多種建築物之意

是打開人們的靈魂之窗，去探索這個世界的美好。

象，表達出其「旅行」的意義。如同打開人們的靈

設計形式配合著「旅行」
，使用後背包作為《臺南鋁
圖》主軸開端背起背包開始旅行、拉起行李箱拉桿

魂之窗，去探索這個世界的美好。設計形式配合「旅

作為旅行的象徵，更運用行李袋代表著拾起旅行的

行」，使用後背包作為《臺南鋁圖》主軸開端；更運

美好回憶；同時使用較復古色系表達出樸實感，讓

用黃與咖啡色系表達樸實感！整體風格呈現簡約又

鋁更為顯目！整體風格呈現簡約又具有時尚感。

具有時尚感。

表 8 《臺南鋁圖》款式一定稿[11]

表 5 《臺南鋁圖》款式一初稿[8]

正面

背面

正面

側面

背面

側面

註：尺寸：長*寬*高=30cm*18cm*43cm

註：尺寸：長*寬*高=30cm*18cm*43cm

表 6 《臺南鋁圖》款式二初稿[9]

表 9 《臺南鋁圖》款式二定稿[12]

正面

背面

側面

正面

背面

註：尺寸：長*寬*高=38cm*20cm*48cm
註：尺寸：長*寬*高=20cm*38cm*4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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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臺南鋁圖》款式一成品照片[14]

表 10 《臺南鋁圖》款式三定稿[13]

正面

背面

正面

側面

背面

側面

註：尺寸：長*寬*高=30cm*18cm*43cm

表 12 《臺南鋁圖》款式一設計解析

註：尺寸：長*寬*高=44cm*18cm*64cm

靈感來源 直向垂直式建築
款式

後背包

色彩

咖啡色、黃色、白色

材質

咖啡色皮革、黃色皮革、白色鋁

運用鋁窗、臺南建築物圓形拱門與臺南垂直式建築

配件

金色螺絲扣、金色皮帶扣、金色拉鍊

特色為創作概念，發展《臺南鋁圖》系列三款不同

輪廓

方形外框，轉角處做圓角處理

袋包，分別為後背包（表 11 成品款式一）、保齡球包

資料來源：本研究

研究成果與解析
透過探討鋁的相關文獻，了解鋁的歷史與介紹，

（表 13 成品款式二）
、行李箱（表 15 成品款式三）。

（2）《臺南鋁圖》款式二成品

從初稿到定稿過程進行適當地修改造型。三款袋包
表 13 為款式二成品正視、背面及側面照片，其

之成品照、設計應用，分別說明於表 11〜表 15。

靈感來源、款式、色彩、材質、配件，以及輪廓如

作品運用異材質「皮革」與「鋁」的結合，融

表 14 所示。

合皮的柔軟與鋁的剛硬，在系列包款造型中加入臺

表 13 《臺南鋁圖》款式二成品照片[15]

南建築意象，讓夢想懷抱著韌性，既能保持柔軟又

正面

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

背面

側面

成品
透過探討鋁窗之相關文獻，了解鋁窗的歷史與
鋁的應用之過程說明。將此概念應用於袋包設計，
從多種角度發展創作，探討鋁與皮革結合的更多可
能性，在配色與技法中尋找時尚與傳統的平衡點，

註：尺寸：長*寬*高=38cm*20cm*48cm

以皮革交叉編織的手法，使整體感不突兀亦能呈現

表 14 《臺南鋁圖》款式二設計解析

傳統技藝工法與時尚感的融合，包款造型轉角處做

靈感來源

直向垂直式建築

款式

保齡球包

色彩

咖啡色、黃色、白色

材質

咖啡色皮革、黃色皮革、白色鋁

配件

金色螺絲扣、金色皮帶扣、金色拉鍊、
金色蘑菇釘、金色腳釘

靈感來源、款式、色彩、材質、配件，以及輪廓如

輪廓

方形外框，轉角處做圓角處理

表 12 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圓角處理，讓整體看起來有規矩又不會太方正。將
以上元素融入袋包設計，希望打破鋁的輪廓僅用於
窗戶上之傳統框架。
（1）《臺南鋁圖》款式一成品
表 11 為款式一成品正視、背面及側面照片，其

（3）
《臺南鋁圖》款式三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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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為款式二成品正視、背面及側面照片，其

本研究以「窗」為出發點，引用窗的外型設計

靈感來源、款式、色彩、材質、配件，以及輪廓如

袋包，聯想到打開人們的靈魂之窗，另結合臺南建

表 16 所示。

築意象，展開臺南建築之旅，以行動力實踐旅行的

表 15 《臺南鋁圖》款式三成品照片[16]

夢，製作具有旅行意涵的袋包箱，三個袋包箱也分

正面

背面

別解釋旅行的階段。此外，研究者採用「鋁」與「皮

側面

革」結合之可能性，應用於袋包箱創作，並以《臺
南鋁圖》為主題，透過資料蒐集、設計步驟與執行
操作應用後，並重新審視本創作主題所產生之作品。
（1）設計三款不同外形之袋包箱
分別為後背包、保齡球包，以及行李箱，將鋁
的元素結合臺南建築意象融入袋包設計，希望打破
鋁的輪廓僅用於窗戶之傳統框架。
註：尺寸：長*寬*高=44cm*18cm*64cm

（2）為「鋁」與「皮革」結合應用提供多元方向

表 16 《臺南鋁圖》款式三設計解析

靈感
來源

本創作以嘗試「鋁」與「皮革」為包身材料，

直向垂直式建築

將鋁的元素結合臺南建築意象融入袋包設計，為皮革

款式

行李箱

與異材質結合設計應用，提供多元方向。

色彩

咖啡色、黃色、白色

（3）「鋁」與「皮革」結合應用於袋包之實際操作

材質

咖啡色皮革、黃色皮革、白色鋁

配件

金色螺絲扣、金色皮帶扣、金色拉鍊、
金色蘑菇釘、金色腳釘、金色口環

輪廓

方形外框，轉角處做圓角處理

學習有關「鋁」與「皮革」結合之的手縫與組
合之實際操作技巧。
創作未來方向與建議
藉由臺南建築與「鋁」的特色作為創意袋包設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計發想概念。本系列款式以旅行的意象為主，偏中

《臺南鋁圖》作品展示

性化。三款包的拉鍊皆採用隱形式做法，讓整體看

系列作品於 2018 年 10 月 15 日於台南應用科技

起來較神秘與安全。希望未來能藉由「鋁」的這種

大學第三次審查中展示，如圖 6 所示。

特殊材質元素設計更多不同造型的袋包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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