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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評論的性質及現

設計有不同的範疇類別，各有不同的評論方法。帶具體功能

的產品設計，測量設計的得失比較容易，因為可依靠很多

物理數據去衡量設計的成效，但對於一些風格化或視覺傳

意的設計，要評論就來得比較複雜，因為影像進入我們的腦

袋後，會有怎樣的運作，產生怎樣的效能，是沒有人能真正

知道的，我們既不能打開我們的頭蓋，看影像在腦袋中的齒

輪是如何運作，也不能確定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感觀和思考方

式，更有些人難以用語言去述說他們對影像的真正理解，就

算他們嘗試用語言去將影象的感受「翻譯」過來，很多時都

會遇上詞不達意、用詞貧乏，甚至無意間用了不恰當的言詞

去誤導了自己複雜和含糊不清的視覺感受。

如果這樣說，是不是要我們放棄風格化或視覺傳意設計

的評論？答案當然不是，因為設計評論在某程度上，可看成

設計評審，是設計工序中最重要的一環，它和其它文化或藝

術評論有所不同，是直接介入設計者、設計品和生產的關係

中，因此在評論或評審設計前，我們應該堅守一些原則，就

是以理性和邏輯為主導。雖然凡事都有理性和感性兩面，但

在設計評論中，感性的一面亦須用理智的態度去處理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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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和邏輯為主導下，我們亦需以知識理論作為評論設計

的基礎，不能在沒有理論基礎下，便立刻加上個人一剎那間

的感覺及抽象的價值批判，否則我們便不是在評論設計，

而是在「批鬥」設計，或強行將自己的意願或偏見強加於作

者身上。在評論或評審之前，必要的條件就是評論者和設

計者雙方都要具備溝通的基礎，對設計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和

理解，在評審的過程上，有互相尊重及開明的態度，否則在

沒有這種條件下作評論或評審，只會陷入「道不同，不相為

謀」的僵局。普及設計教育的重要，就是要設計師、客戶和

用家明白這點。

香港的設計評論可說是連「萌芽」的階段也談不上，而

一般市民大眾對設計的公共性亦不太關注，就算少數學術單

位和設計機構有溝通，亦大多只是小圈子式的交流，根本就

談不上實質的效應，問題之複雜，不能在此詳盡說明。反觀

沒有那麼重商業情境為後盾的藝術界，其藝術評論雖談不上

發展成熟，但比設計評論已先行多步，有藝術團體培訓藝評

人，專注藝評的工作者亦常有文章刊登於報章雜誌，市面上

也曾出現少數本地藝評的書籍。一些藝術評論的技巧雖然也

可以運用於風格化或視覺傳意的設計上，藝術評論和設計評

論兩者間畢竟有不少差異：藝術家與藝術作品的關係比較直

接，即藝術家個人能主導藝術作品的結果和面貌，因此藝評

者從掌握藝術家的背景及創作脈絡，繼而比較容易理解藝術

作品出現後的種種效應，因為這一切大概都有跡可尋（從流通

的文獻上），即認識創作背後的來龍去脈(Context)及藝術界

和大眾的反應，這是比起設計評論容易處理的。而設計評論

剛好相反，一個設計品的出現，當中涉及大量不同的人事和

決策，顧及不同的需要及考慮，創作背景相當複雜，一個全

不知情的局外人應如何理解及掌握這些資料，繼而作出理性

和邏輯的推論，去對作品的優劣下評語？例如一些純商業設

計，某些評論者就連設計品的目標受眾也弄不清楚，便談論

設計的這不是和那不對！

正如上文提及設計評論需以知識理論作為褒眨設計的基

礎，而辯證的過程亦有方法可依，和藝術評論一樣，很多評

論過程最後都會回歸「定義」(Definition)這一起點上，正如

辯論比賽一樣，開始時雙方都會為題目作出「定義」，然後才

可以根據這「定義」作出進一步的邏輯推論。

例如有人批評某件作品沒有創意，我就會反問：「設計是

否一定跟創意扣上關係？」因此要評論這件作品，我們必須

對設計的定義有所共識，否則又只會陷入僵局。但如何能令

大家對設計的定義有所共識，這是教育的工作。雖然教育應

容納多元的思想理念，但最少也應該有一種比較主流或具共

識的設計定義，再基於這個定義，供大家去討論、運用、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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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和改進。很可惜，香港對教育大眾何謂設計似乎仍未夠全

面，而學生亦忽略其重要性。一般的設計教育，評論或評審

都是按導師基於學生的功課習作，在課堂上作出個案式的評

語，或導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討論，然而，這過程中涉及不

少個人色彩或取向。而設計評論的推廣，除了在學校以外，

也應伸延至其它層面，包括企業內部的決策層，及在工作上

與設計有關的人士，因為社會環境及經濟模式的轉變，愈來

愈多非專業設計師牽涉入和設計相關的領域中。我曾經與一

些外國大機構負責設計的非專業設計師人員合作過，認識他

們對設計的理解及在評審過程中的現代化及系統性，這都是

值得我們參考學習的。

設計的定義與設計方案的「主題明確」有著密切的關

係，而設計評論的第一步就是確立一個明確的討論主題。



14 15



16 17



18 19

此對頁為筆者近年用於包裝設計的「設計指引」(Design Brief)文件格式：

1. 計劃描述、2. 計劃目標、3. 目標受、4. 顧客（用家）好處

5. 競爭、6. 分發及展示情況、7. 主訊息及策略焦點、8. 現有及欲求感知、

9. 創作考慮、10. 語調、11. 包裝及解包方法、12. 運輸、13. 遞送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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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形式、功能、內容

在解釋「內容」及「形式」之間的關係前，需先理解「感覺」

這東西。感覺是很抽象複雜的東西，但在設計評論中，我們

大都把它的性質看成與直覺類同，不加思索的把設計品帶來

的感覺，直截了當的認定是視覺傳意的設計品所發放出來的

功能，認為那一刻的感覺，是意識中經驗累積後的即時反

應，但卻很少去懷疑或思考自己對設計品的這一種「感覺」。

相信每個人去欣賞或評審設計時，先來的都是「感覺」

這東西，第一眼的印象感覺可能是「潮」、「老土」、「齋」

等，但我卻不完全相信自己的感覺，當我去評審同事（設計

師）的作品時，除非這種感覺與前章節所提及的設計主題和

Design Brief 非常吻合，否則同事的作品極可能是一種另外的

選擇，只是與我自身不知，而又潛藏於思想內的一種主觀傾

向以外的異類。在多年的經驗中，我看見很多美術指導或設

計公司老闆，因為太相信自己的感覺，形成一種成見，結果

令到很多不同方向的想法、意向或風格都給窒息了。

我不完全相信自己的感覺，主要是我認為它會與品味和

聯想有莫大的關係，那麼我們常常掛在口邊的所謂「品味」

又是什麼樣的東西？「聯想」在我們的審美過程中起了什麼作

潮悶老土齋寡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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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思想家和哲學家多年來用了不少精力去研究討論這兩方

面的東西，包括美的本質，以及經濟、政治、文化和成長背

景對品味的影響，甚至從生物學的角度去探討人在審美過程

中的價值選取等。若果在一個商業營運、說理性講邏輯的設

計工序中，單單依靠感覺，或神話化了的設計師直覺經驗去

評審設計，你說這可不可靠？

我們在職業設計的評論或評審過程中，常衝口而出的就

是一些價值批判的字眼，如「太花太亂」、「齋」等，但之後卻

沒有什麼討論可以再延續下去。這是因為很多設計師都不懂

或不習慣在設計評論或評審中運用一種專用於討論設計的方

法，更沒有認知度高的評論術語給我們運用，設計師對理論

的認識少和不重視，這都是設計教育和業界需關注的。

凡事都有感性和理性兩面，在討論設計的方法中，也離

不開這兩樣東西，感性就如上文說的那一種「感覺」狀態，

它其實也是一種檢驗設計的方法，它並非不重要，但設計與

藝術品不同，它是難於拿來討論和不可靠的，若果這種初步

的「感覺」與前章節所提及的設計主題和 Design Brief 吻合，

那就最好了，但若我們想有更深入精準的討論或評審，則需

把設計拆解，分為「內容」及「形式」兩方面。事實上「內

容」和「形式」是互相依存的，在設計評論裏，為求易於邏

輯地討論，我們才要把它們分拆。在上一節提到：「所謂『形

式』，是指物體的形狀、外貌或一種存在方式，而『功能』則

指物體的機能、作用和任務。在視覺傳意的設計中，『功能』

可以說是如何將作品的內容訊息以視覺的方法有效的傳送出

去，而所謂『有效』，就需先確立設計主題的目的及方向，看

內容是否藉著這個設計主題的目的及方向恰當的傳送出去。」

重點是需在形式的描述和討論上多下功夫，而不是只爭論不

同的感覺。

藝術詞彙中，有「形式主義」一詞，抽象畫大師康丁斯基

(Kandinsky, Wassily)，就是運用一些幾何圖形去表現畫面的

一種音樂感，至於什麼畫面會產生什麼音樂感，這和那些幾

何圖形的關係如何，那就是形式運用的議題。一個圓形，如

果去重複它，這代表什麼？有什麼意義？在大自然世界中，

就充滿了種種的「形式」，大多數生物的外觀都呈現「對稱」

的輪廓，太陽在多雲的天空中是「突異」的現象，花和蝸

牛的殼都有「放射」的形態，這些「對稱」、「突異」、「放

射」等都可稱之為「形式」，它們代表什麼？有什麼意義？

很多學生在美術科中也學到上述的「平面設計原理」1，即

那種種不同的形式，但我們要的不是單單在白紙上用一些黑

色圖形去重複這些形式的變化或創作，因為那只是一種感官

1 可參閱：王無邪著：《平面設計原理》，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民國 63年(1974)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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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的訓練，而不是一種原理(Know-Why)的思考課題。

我們為什麼看見對稱的東西比不對稱的會有多一點好感？如何

解釋畫面中不同形式組合會產生怎樣的動態？就是因為我們缺

少了理論基礎，所以在討論設計品內形式如何影響內容時，我

們便無言以對，不知怎樣開始，也不知怎樣與內容扣上關係。

設計品與藝術品不同，雖然設計品也有藝術的成份，但

設計品有預設的功能及目標受。反之，所謂藝術品的功能，

就有很多不同的學說和論述，已故公共知識分子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的《反對闡釋》Against Interpretation，就是

一部批評對作品內容作過度闡釋的論述，她認為批評的功能應

是顯示「它（藝術品）如何是這樣，甚至是它本來就是這樣，

而不是顯示它意味著什麼」2，因此她強調「感覺」的重要，

強調要以感覺去認識「作品的本身」，但有別於藝術品，「形

式」和「內容」之間的關係，我認為在設計品中應是明確的，

設計品的形式是有動機的，內容是有預設的。在下一節中，將

繼續「形式」和「內容」這點。

2 Susan Sontag 著，程巍 譯：《蘇珊．桑塔格文集 反對闡釋》，

 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譯文出版社，2003，P.17

康丁斯基（構圖8號）

一些美術課堂也會教授的平面設計原理，用黑白圖形去學習形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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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世界中充滿了種種的形式表現形態，上圖是沙所表現的韻律節奏。

蒲公英種子所表現出的放射形態

在大自然中形式表現的一景—在重複中的突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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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 對比 聚合

韻律 對稱 分散

一些簡單的形式表現形態

不同形式的表現形態有其相應的功能，如「孤立」、「對比」、「突異」、「放射」

有強調某部份訊息的功能，「分散」及「聚合」有組織及訊息分類的功能，

「韻律」及「重複」有產生節奏功能。表現形態的運用，以協助傳送內容為目的。

重複 突異 放射

這款舊 Volkswagen 汽車廣告利用了「突異」這形式表現形態來強調產品



30 31

視覺組件如文字、相片、圖形等，可代入為形式表現形態中的元素，上

圖的排線代表文字，色塊代表相片或圖形，其構圖佈局可利用不同表現

形態產生不同的效果，以達致某種功能。

1 對稱之構圖佈局，產生平穩的效果。

2 利用孤立，強調圖形。

3 利用韻律及突異，產生節奏及強調效果。

4 利用聚合分散，組織資訊區域及結構。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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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 Volkswagen 的一則經典汽車廣告 Think small。此廣告利用了強烈

的正負空間對比來強調畫面中的產品，在當時是非常創新的表現手法，

而 Volkswagen 的汽車廣告經常利用不同的形式表現形態來作設計上的處

理，如右頁上圖的「對稱」，及下圖的「突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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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活潑優雅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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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黃金比率：BC/AB = AB/AC，比例約為 0.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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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若設計主題為：站立在跳板上跳水員的姿勢，則圖A為較適合的處理。

若設計主題為：快將跳下去的跳水員，則圖 B為較適合的處理。這就是

形式、功能、內容及主題間之配合。

圖 A內灰色的圓為正空間，正方框內空白位為負空間，若雙方面積相

約，則呈穩定狀態。若改變雙方的面積比例，則呈動態傾向，如圖B，圓

形呈下墜的傾向。

A

B

正空間

負空間

上圖的空間處理，正負空間及元素之間的距離位置，令內裏的元素結構

顯得鬆散。下圖將邊框(Margin)放大，增加元素外圍之負空間，同時也

間接改變元素之間的距離關係，改善了鬆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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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長頸族少女以頸的長度為美的標準，這種美學觀深受文化因素影響。

人們試從「理想面相」中找出黃金比率的關係

1.6181

1

1.618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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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定明確的設計主題或

Design Brief 時，在一般情

況下，也需同時考慮影響設

計背後的脈絡(Context)。

功能

內容

傳送

形式

設計的明確主題

測檢對應

製作技術

製作成本

製作時間

文化因素

商業因素

受眾因素

影響形式及內容背後的脈絡 (Context)

掌握形式運用的技巧

環境因素

產生

客戶因素

拆解設計

設計品
（視覺傳意）A0

A1

A2

A3

A4

A5

A6
A7

A8A8

上圖是 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國際標準化

組織所制定的紙張尺寸系統，為了配合印刷機、成本控制及減低浪費，

設計常採用這些尺寸，這就是設計背後技術成本的考慮。

A0 = 841mm × 118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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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形式功能至設計理論

何謂單純「形式」的功能伸延？就是前章節所提及的「重

複」、「突異」、「放射」、「正空間」、「負空間」、「遠近」、「平

衡」、「傾側」、「結集」、「分離」、「孤立」等再進一步在視

覺傳意設計中的應用。

形式功能在視覺傳意中的應用所指什麼？我在市面上發

現一本不甚「起眼」的好書，書名叫 design basics index 4，作

者 Jim Krause是一位具有多年實戰經驗的設計師，雖然這

是一本入門書，卻很有系統的去拆解平面設計，這書所確

立的系統，可從書中目錄看出其結構，他將平面設計以一

套 3C (Composition,Components,Concept ) 概念說明，即

「構成、組件和概念」。在「構成」組別之下分別是：「佈置和

分區」、「組集」、「和詣」、「強調」、「對齊」、「流向」，最後

是 「構圖評價」；而「組件」組別之下分別是：「圖形」、「圖

像」、「支援元素」、「圖像使用」、「色彩」、「字體處理」，最

後是 「組件評價」；至於 「概念」方面，作者則提出一些概

念轉化的技巧及一些常用例子，這方面暫且不談。

4 Jim Krause: design basic index. Cincinnati: How Design Book,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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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兩個 C，就是一些簡單形式運用的技巧及結果，最後一

個 C 則涉及「內容」的層面，例如「強調」就是「突異」、「放

射」、「分離」、「孤立」等等的運用，這問題不大，反之最大

的問題是決定是否運用「強調」或用「和詣」取而代之。其實

這全都涉及內容方面的東西，而內容則需與前章節的「設計

主題」或 Design Brief 相提並論。

形式複雜的伸延可說是設計理論發展的基礎，例如版面

設計中的字型學(Typography)或網格系(Grid System)。

舉例說，一個中文字體的設計，其實基本上也屬形式的運用，

如筆劃間之輕重粗幼是正負空間的調節，字的骨架結構亦是

平分割的運用，而筆劃的造形，則涉及符號學中的喻意功

能。所以一個中文字體的設計，能否有其合理性，或在設

計中擔當適合的角色，其實都可以用文字語言去把它論述出

來，而不是只依靠抽象的感覺。在評論或評審的過程中，亦

只有文字語言才能進入我們邏輯辯證的思維中。

形式和內容是互相依存的，形式協助發揮內容，形式的

處理就是功能的建構。如果要用簡單的方法去理解，我認為

王無邪先生的《平面設計原理》，可以理解為比較基礎及單純

形式的運用，而 Jim Krause 的 design basics index 是將單純

形式運用到實實在在的設計品上，最後是形式在每一專門範

疇的深化運用，如字型學或網格系等。

在現代主義強調理性功能的情況下，中文字體的設計重點在於「勻稱」，

其功能在於文字多時能提升可讀性或舒適度，因此筆劃粗幼輕重是字體正

負空間的嚴謹調控，部首、字體結構、筆劃位置及其比重顯得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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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字型學，a typographic WORKBOOK: a primer to history, 

techniques, and artistry 4（字型學手冊：史、技巧及藝術初階）

一書，詳細介紹文字篇排的法則，更在每一章後都加上一個

測驗，那麼誰人說設計不能考核？

以上種種要配合設計中想要表達的內容，至於形式如何

配合內容，我試試以水彩畫的概念去解釋。水溶性的繪畫物

料有很強的渲染及浸透能力，往往適宜在畫面中製造「化開

（暈染）」或「漸變」效果，這些效果，其實是形式表現的一

種，再加上水溶性物料的透疊特性（透疊也可視為形式的一

種），適合表現一些具抒情寫意的內容。你大概不會利用這種

「化開」力強勁的媒介去描繪非常寫實的東西（當然也有人用

水彩作寫實精描，但大部份的水彩畫家都以寫意或印象式的

作畫風格去表現繪畫內容），其實在簡單的「化」、「漸變」

或「透疊」形式中，就潛藏一種極其單純的意識內容，它們

象徵著時序或能量的增減或消失，是一種節奏，這就是形式

中最單純的內容。而水彩這種物料，因為能製造出「化」或

「漸變」這種形式表現，有利傳達寫意或印象這種功能。

選擇水性或油性物料去製作一張商業插圖，是「方向」

(Direction) 的問題。在商業設計裏，要說的「話」涉及市

4 Kate Clair: a typographic WORKBOOK: a primer to history, technigues, 
and artistr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9  

上圖為 Jan Tschichold 的經典版式網格系統(Grid system)設計圖，

下圖為一 34×55 的單元格網格，當中的數據 8,5,13,21,34 中的數值

屬 Fibonacci 數列，能表現出接近黃金比率的數值(21÷34=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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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方向(Marketing Direction)，用什麼「語氣」去把它說出

來，則涉及美術方向(Art Direction)，但這一切都要以設計

主題或 Design Brief 為依歸。而水性或油性物料的選擇，是

美術方向要處理的事，至於在插圖裏要畫什麼，則主要是市

場方向要處理的事。若清晰知道以上兩種方向，一張商業設

計中的插圖，選取什麼物料作畫，用什麼技巧風格，也能一

一的推算出來。

視覺傳意中的理論，也並非只有單由形式功能而發展出

的設計理論，而涉及「內容」的理論可以說是極其廣泛，因

為處理的是視覺傳意中的「意」，要說怎樣的「話」和用怎樣

的「語氣」，才能傳達出有目的和有功能的「意」，這是難度

極高的。基本上，我認為涉及「內容」的理論包括符號學、

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全面的人文科學，它們在商業設

計中，也偏向屬於市場方向裏要考慮的因素。

Composition 構圖

Components 組件
（文字、相片、圖形……）

Concept 概念

Audience &
Purpose

受眾和目的

Jim Krause 所確立的 3C 系統。

功能

內容

傳送

形式

設計的明確主題

測檢對應

製作技術

製作成本

製作時間

文化因素

商業因素

受眾因素

影響形式及內容背後的脈絡 (Context)

掌握形式運用的技巧

環境因素

產生

符號學

社會學

客戶因素

心理學

人類學

市場方向美術方向

複雜的市場方向分析可包

含多方面的學科及因素。

美術方向主導一切形式的產

生因素，及需依從所要表現

的內容而設定。

拆解設計

設計品
（視覺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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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設計

功能

內容

傳送

形式

設計的明確主題

測檢對應

製作技術

製作成本

製作時間

文化因素

商業因素

受眾因素

影響形式及內容背後的脈絡 (Context)

掌握形式運用的技巧

環境因素

產生

符號學

社會學

客戶因素

心理學

人類學

市場方向美術方向

方向

描述

程度

傾向

動機

協助分析形式

描述是評論或評審的第一步，但描述容

易落入個人偏見，而動機、傾向、程度

及方向則可作為輔助分析形式的工具。

設計品
（視覺傳意）

字體設計含豐富的技術及學問，字體的「筆劃」造

型，其實是一種「符號」的表現，而背後亦有其理

據，因此都可從中表現出其功能、寓意和語調，亦可

適當的被描述出來。每種字體的選取運用，也不是單

單的個人喜好，而需依據設計指引 Design Brief ，美術

和市場方向來考慮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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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和聯想

「詮釋」和「聯想」都是設計評論中重要的一環，設計大概

可以看成由理性和感性兩部份組成，理性的部份是由邏輯理

據推算出來，而感性的部份則是設計師的自我空間，是充滿

藝術風格的成份，兩者比例不等。有些設計，前者所佔部份

多，後者少，有些設計則相反。而感性部份較強的設計，大

多屬風格化的設計。因此對藝術欣賞和評論的教育，是對設

計師、設計評論或評審者都極為重要的，因為不從事設計工

作的人，也有機會在日常生活中評論設計，而在設計中，不

多不少也有藝術成份，但我們如何理解藝術評論或藝術中的

詮釋行為，多年來，我們的教育在這方面做了多少工夫？

「詮釋」(Interpretation) 在藝術欣賞和評論中的作用，恐

怕觀點眾多，不能在此一一說明，但依字面的解釋，指「解

釋事物的意義」，在藝術理論中，常針對的是藝術作品的詮釋

權。對作品的詮釋不一，即每個人可以對一件藝術作品有自

己的一套理解，而其中也涉及詮釋權的正當運用，或與作品

意義的有機性關係，而整個藝評界也是透過對作品不同的詮

釋而運作，或受眾是否能透過不同人的詮釋去理解藝術品的

真正意義，或發問透過詮釋是否能真正理解原作者的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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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甚至有沒有對作品作出詮釋的必要等問題。但實質上，

很多的藝術作品都不能以邏輯理據去把它拆解分析，因此眾

多「詮釋」在藝術中所擔當的角色和功能，我卻認為是一種

對待「抽象價值」(一些各花入各眼、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

理的東西)的處理手法態度，多於去堅持或尋找詮釋背後的真

相，在面對設計品的藝術層面時，我們的處理手法及態度又

是怎樣？

關於聯想，人類學家 Jacques Maquet 在其著作《美感經

驗：一位人類學者眼中的視覺藝術》7中告訴我們，很多東西

都有良好的形式組合，我們對它有負面的評價，主要是基於

我們「聯想」的原因。例如有人不喜歡世界級大師貝聿銘先生

設計的香港中國銀行大，說三尖八角，像一把利劍插入香

港的心臟；香港中央圖書館的後現代風格像桑拿浴室加夜總

會；作為香港品牌的飛龍標誌似紋身標記等。其實，單純以

形式的角度看上述的作品，全都沒有問題，問題是我們的聯

想，而這種聯想有時是個人的，有時是大眾的。和朋友閒談

中發現一個不錯的字詞—「理性聯想」，我想正好運用「理性

聯想」這個概念及前述的「程度」去檢視我們對設計品所引

發出來的聯想。

7 Jacques Maquet 著，袁汝儀 校譯，武珊珊、王慧姬等 譯：《美感經

驗：一位人類學者眼中的視覺藝術》，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92年(2003)初版

本地學者馬國明先生在一篇有關藝評的文章〈評論—

無盡的連繫〉8中帶出了重要的一點，就是評論者的自我反

省：「當評論提升至自我反省時，評論便成了思考的思考

(Thinking of Thinking)，其他人亦可參與其中變成思考的思

考的再思考，因而形成一個評論的群體。」面對藝術或我稱

之為「抽象價值」時，如果也能有這種自我反省的態度，繼

而不斷去向自己發問：「為何我有這一想法？」而同時亦去

思考別人在作品上的思考，這才會衍生出一種對評論的成熟

態度及處理手法。

8 馬國明 著：〈評論—無盡的連繫〉，《馬國明在讀什麼》，香港：進一

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4 初版，頁 29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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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設計

功能

內容

設計品
（視覺傳意）

傳送

形式

設計的明確主題

測檢對應

製作技術

製作成本

製作時間

文化因素

商業因素

受眾因素

影響形式及內容背後的脈絡 (Context)

掌握形式運用的技巧

環境因素

產生

符號學

社會學

客戶因素

心理學

人類學

市場方向美術方向

方向

評論者

程度

傾向

動機

協助分析形式

評審者

詮釋

聯想
品味

評論或評審者都會受到本身對事物聯

想、品味及詮釋力的影響。評審者需對

設計的主題 Design Brief，及背後的脈

絡(Context)有更充份的理解和考慮。

描述



64 65



66 67



68 69

美國插圖師 Brad Holland 風靡八九十年代，混合了漫畫和油畫的技巧風格，

及意味深遠的內容，吸引了不少追隨者。  http://www.bradholland.net

David Carson 也是風靡八九十年代的美

國設計師，運用了很強字體和構圖的「解

構」風格，著重情感多於功能的後現代表

現形式，曾掀起一番熱潮。

http://www.davidcarson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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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

大眾評論人家的作品，除了衝口而出的那些抽象形容詞，如

老土、娘、悶、誇等，便是來一句：「無品味！」品味似乎是

一種美學標準。基本上，每個人的品味都是根據其成長的歷

程或生活經驗，對周遭事物不同感受的價值取向累積而成。

在鄉間成長的人，很自然與一個在城市成長的人有著不同的

品味取向，這同時也基於他們在不同資訊環境下的成長。在

鄉間成長的人，可能會喜歡比較花巧的東西，或許因為農村

生活的視覺元素沒有城市的來得多元豐富；在城市成長的

人，可能會喜歡比較簡約的東西，或許因為平日接受太多的

視覺資訊有關。當然這不能一概而論，畢竟每個人的成長歷

程或生活經驗都極為複雜，是不能劃一地分析拆解的。

就以設計以言，我曾經為不同年代出道的設計公司經營

者或美術指導工作過，從七十、八十、九十年代至現今的都

有，發覺在相約年代出道的設計師，不少都有著近似的品味

或取向，更有趣的是，似乎大家都對不是自身年代的品味有

著排拒的傾向。這就是所謂當局者迷！又或是我們常常會就

客戶對設計的修改加以一句：「無品味！」似乎「品味」一詞

就是所有評論要點的綜合，是那標準的所在，若我們不想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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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及拆解設計，「品味」一詞便能代表一切。

有沒有為被你認為品味低劣的客戶或上級工作過？基

於合約關係，你不得不幹下去，縱使你如何在他面前去解說

你的設計，他似乎都聽不入耳，似乎都總有他的一套去拒絕

你。問題究竟在哪裏？是自己的設計有問題，還是對方的偏

見太強？正如我們有否像前篇所說的一樣，向對方的思考再

思考，思考他為何有這樣的想法，有這樣的偏見！最後你可

能找不出任何答案，可能就是那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

理」的抽象價值，那應怎麼辦？品味在設計中，我認為是一

種選取多於一種交代，正如我不能說：「我為你設計，目的是

向你的品味作出交代。」或許一個「彈性」強的設計師能應付

下去，但理想的做法卻非如此，這是因為每一個設計師都有

其屬性，也有其相應在作品中發放出來的品味，品味的要求

或改造，並不是在設計過程中進行或加插的，而在於事前客

戶對設計師的細心挑選，可惜很多客戶都做不到這點。

至於評論「品味」，我沒有一套方法提供給大家，一些本

地的電影被認為品味低劣，但在外地卻冠以 Cult 片看待。品

味涉及文化上的不同層面，不能三言兩語去解說，我們能做

到的，只是理解及執行評論品味時應有的態度，是以包容及

理性處理，還是以偏執和感性去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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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和參照

無論在評論、評審或設計的過程中，我們會經常用到「比

較」和「照」，作為一種「衡量」的工具。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一天我要為同事的設計給意見，同

事需為某件產品的內客作出視象化(Visualization)的工作。

設計已有既定的方向及指引，而我亦沒有指定要用何種風格

去配合該設計，但若之前交代了具體的方向及設計指引，相

信一位成熟的設計師，很自然會選取合適的風格來配合，但

結果同事選取了照相般的寫實風格，做出來的效果並不如我

心目中的理想。

於是我向這位同事解釋為何不配合的原因，我說以這

件產品的形狀結構，用寫實風格的圖片來配合，在結構比例

上並不一，那部位亦無需用此風格去強調，這產品的不正

常比例傾向用一些卡通化的風格配合，這樣會比較一和諧

些，正如這部份……說完了，然後我再拿一些參考書，找了

一些例子，語帶和及很有耐性的去分析人家的做法等。

漸漸地，發覺這位同事漸覺不耐煩，後來她很動氣的

說：「你這樣不是叫我去抄襲人家的作品？」當事情發展到我

也有些動氣時，我說：「別以為現在你所做的是什麼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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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做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風格或原創絕不容易，就算你身旁

那些參考書中美輪美煥的作品，我隨便也可找出一大批相類

似的作品，設計應是在相應的條件下，找出最合適的方案，

去解相應的問題……」

概念上的創新或風格上的參照應用是兩回事，當「抄

襲」成為一個常用字詞，扣於那些抗拒創新轉型的商家，或

那些需強調原創作為身價的設計師口邊時，我們便越對抄襲

本身缺乏思考。設計並不是處處只單純的強調「這是我的」，

就算很多大師的作品，若細心研究，也處處有跡可尋，重點

不在考究有多近似，而是一種承傳：優點及可取之處需承傳

下來，再結合新的環境條件再次轉化運用，成為新的進化。

這一點只要對設計發展史有認識，便會明白。

當然百分百的抄襲是有針對討論的必要，要分辨是抄襲

還是參照，要懂得運用「比較」，就連前述的風格、品味、聯

想、詮釋，及動機、傾向、程度和方向這些分析工具，也需

藉著適當的「比較」來進行分析，而運用比較，沒有參照，

即沒有比較的對象，那何來比較？例如說這風格不夠時尚，

只停留在八十年代階段，要的是九十年代，要分析比較及得

出結論，就要呈上八十及九十年代風格的參照，由內容上的

分別開始，追溯至拆解兩代風格在形式或設計理論上運用的

特點、慣性及分別，然後並排及逐點比較，而在專業的設計

評審上，絕不是單單的一句「老土」便算！又例如說到「程

度」這點，這海報的內文文字是否太細，老年長者們會看不

見？那就要從設計主題及指引開始，分析海報的目標受眾及

市場方向等，若答案仍以老年長者為主要對象，那可以比較

程度作測試，把不同字體大少的內文局部打印出來，貼到牆

上作一比較，更理想的就是找目標受眾再作測試；同樣也可

尋找同類的海報，作一參照，然後比較，看看有沒有同樣或

更好的處理方法。

再回到抄襲裏看，一些抄襲是獲授權或容許的，目的是

可以讓成果發揚光大及廣傳下去（如電腦作業系Linux），一

些抄襲是會侵害原創者利益及影響商業創作生態的，如構思

廣告意念是需人力資源成本的，若同行以九成相似的作品抄

襲，再以此投入商業的競爭中，就等於「以本傷人」，對整體

行業構成不良影響，那是職業道德的問題。當設計真的需要

利用別人作品作為元素時，就必須獲得對方同意，或標明出

處，給對方一個 Credit，一些作品若動用了某些「像似沒有

版權」的元素時，如在萬里長城拍照，然後製成明信片，那

麼是否侵犯了萬里長城或國家的版權？那我們就要認識「共

有資源」的概念，總之，不同地方都有其版權法。

在一件視覺傳意的作品中，都可看出兩方面的處理，

就是「內容」和「手法」，兩者都可搬進參照和抄襲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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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設計

功能

內容

設計品
（視覺傳意）

傳送

形式

設計的明確主題

測檢對應

製作技術

製作成本

製作時間

文化因素

商業因素

受眾因素

影響形式及內容背後的脈絡 (Context)

掌握形式運用的技巧

環境因素

產生

符號學

社會學

客戶因素

心理學

人類學

市場方向美術方向

方向

評論者

程度

傾向

動機

協助分析形式

評審者

詮釋

聯想

品味

比較 參照

描述

比較和參照可從內

容開始，而引伸對

應到其它部份。

去思考，一是內容不一，但表現手法類同；二是內容類同，

但表現手法不一；三是內容和表現手法都類同。上述三種情

況，哪些是參照？哪些是抄襲？

以「比較」作為判斷設計的方法，要有參照物的提供，

某種情況的「比較」下，更需要有大量的參照物以作判斷。

但在實際的職業評審中，因為資源及時間的問題，就很難做

到這點，而作為一位專業的設計師，應在學習或實戰的時日

中，盡量觀看不同的設計，在不同的文化資源中吸取養份，

以豐富自身腦海中的資料庫，這樣才能與評論或評審者配

合。反之，若只活在自己世界中的設計師，面對認真的評論

或職業評審時，也會充滿阻力及障礙。

在設計評論或評審中，從作品中尋找或發現「參照」的

跡象，必須小心處理及思考，是風格的參照？還是概念上的

抄襲？若是概念上的抄襲，那又是否容許的？是內容和表現

手法上的關係？或是毫不專業的表現？在藝術界上，至今仍

有不少人繼續創作印象派畫風的作品，難道我們要說他們抄

襲梵高莫奈嗎？一個原創但低質素的設計品，難道比一個按

參照發展，但高質素的設計品更可取嗎？說到底，問題是我

們對「設計」概念的理解有多少，對「參照」的觀念弄清楚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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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設計師，大部份時間都站在評論人家作品的位置上，

很少給人評論自已的作品或看法，沒有思想的交流碰撞，很

容易形成一種偏見。有一些市場經理，對設計一知半解，但

卻把自己化約成民意代表，成為批判你設計的權威。有一些

客戶受眾，把設計品與藝術品混為一談，用主觀感性去壓倒

理性討論。十幾年的設計生涯，什麼設計評論或評審都經歷

過，但理性成熟的評論或評審則極為罕見。

理性成熟的評論或評審，其實是我過往工作中一直追求

的，明白要在理性的情況下討論設計，是建基於大家對設計

有一定的認識及相互尊重。設計師要有相當的理論基礎，才

能與其他設計師之間有溝通理解的能力；市場經理要清自

己在整個設計流程中的角色功能，才能把自身的專業意見放

在恰當的位置；客戶或受眾要有相當的文化水平，接受適當

的普及設計和藝術教育，才能與設計師有「調頻效應」，不會

同床異夢！這些需要，都要同時發展起來，缺一不可。

理性是設計評論或評審的基礎，但在視覺傳意的設計中

卻出現盲點，我常常希望與一起工作的同事在一種理性及具

系統的方法中評審設計，在開始時我會對作品作出「描述」，

再從描述中帶出的文字資料運用到邏輯分析中，再與同事一

起論證。但問題是描述可以從不同的價值觀出發，其背後不

多不少隱藏著不同的個人喜好，不同的品味、立場，甚至是

按： 筆者無意在此文章中對所有提及的設計品作出具體的描述，因這只是

 一篇回憶，並非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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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取向等。簡單的設計尚可應付，但當設計的元素一但複

雜起來，這種討論很多設計師都無法應付得來。所以說理性

討論，其實也並不容易。

最終我們只能依靠某程度的理論基礎去討論設計，但今

時今日，大部份新進的設計師連比較基礎的理論都不認識，如

一些空間構圖、字體運用和圖像處理等，對討論設計的態度也

不熱衷成熟，那些騎在設計師頭上的營業人員、客戶或市場經

理，甚至認為設計只是美感與技巧的結合，沒有提升至理論的

必要，更不要妄想普羅大眾在這個文化水平上對設計有所理解！

• 我覺得大部份香港人對設計的認識，仍然停留在一個沒有

進化的階段。設計在大部份人心目中只是一項美化工程，設

計師在這工程中只是一種神話化了的技術員（美工），只要這

一種概念一直沒有改變，設計在一般人心目中仍是與「美」

掛鉤，就會與藝術拉上關係，也會與我在前些章節中提到的

處理「抽象價值」的方法相關連。

我無意把設計中美化功能的價值眨低，相反我覺得本地

的設計仍未能把這種具美化功能的風格化設計發展至更成熟

階段，而一般普羅大眾對設計的分類或功能的認識仍未能與

時並進。外國已經把設計放在一個策略性的層面，設計師已

不是單單的一種技術員而已。

當設計在商業的地位改變時，設計師的功能及角色亦

會有所改變，這點無論你是否站在「風格化」設計行列中都

是一樣。設計師的功能應是資料的搜集和分折，繼而重組及

制定策略。只是當中的資料並非單純的數字，而是可見可感

受的文化元素，在重組及制定策略時亦有創造性及商業考慮

的介入，而設計師的能力，也非依賴一般普羅大眾認為的才

華、天分、靈感或名氣等。

當設計師脫離單純的技術層面，進入商業策略的制定及

部署工作時，可能會比以往簡單的設計指引、資料搜集、構

思、草圖原型等典型設計程序來得更複雜，更需深入行政決

策層面的工作，這種模式的設計，其設計評審的做法應該如

何？會遇上怎樣的困難障礙？設計師在這種模式下是否仍被

放置於市場或營業部之下，成為一種另類的技術員？本地工

業界明白設計的需要及價值，但往往就不能把聘用的設計要

員安排於公司的適當位置，設計部主管常被置於中層類近技

術部門的管理，這樣的思維，如何能突破轉型問題的框框？

這點我相信只有具遠見及深明公司內政治運作的領導人才能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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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我們單看一

些政府的公共設計便感受得到。當年的拾元紙幣或飛龍標誌

出爐時，政府高官說設計這一門東西，好與壞是見仁見智，

很主觀的。以我的觀察而言，其實大部份香港人都有這種思

想，也認同這種看法，所以當政府這批人的身份由用家逆轉

為設計的評審者時，也會有同樣的思想態度。

對於設計是否一種見仁見智的東西，我不完全否認，也

不完全認同，要看設計的理性與感性成份如何。正如一位從

事設計教育的朋友所言，如果我們認同設計的好壞是見仁見

智，那麼所有的設計學院都應關門，因為我們間接承認設計

是沒有知識可言的，亦即沒有理論的依據。怪不得香港的設

計教育或業界，多年來只做就了大批軟件操作員，這批軟件

操作員，加上一些自我表現的情懷，便成了今日的設計師，

而真正擁抱設計知識的設計師，卻少之又少。或許香港人都

認同了設計的見仁見智，好與壞是自家的意願，我要的只是

一雙手罷了。

其實外國很多設計顧問公司，都質疑所謂由用家出發的

市場研究，質疑由用家提出的資料是否「真心話」，設計是否

最終都回歸到用家主導中，還是由新立場見解去帶領用家到

新的方向，改變用家的習慣，甚至品味？其實這一切都是一

種意見搜集、分析或價值衡量的過程，若以智慧去否定個人

的主觀偏見，就是要容納不同意見和思想價值存在，把它們

全都納入有效的方法中來產生決定，不要把設計變作民粹式

公審，也不要讓設計成為個人品味專橫的表現，兩者都不是

正確的做法。設計評審應走一條如何的路？西九龍文娛藝術

區的規劃正是一個最佳的研究課題！

• 像我這樣對設計價值產生混亂的人相信應該不少，除非你

在過往的設計生涯中，碰到的都是性質比較單一的僱主或客

戶。同一位設計師，當「讚、彈、吹、捧」都經歷了不少的

時候，又找出像上述種種在設計真理以外的因素時，難免百

感交集，所以說：「說評論，寫得振振有詞，又如何？」認

識兩種具多年經驗的美術指導，一種經年月洗禮後會變得豁

達開明，不大相信自己的主觀直覺，另一種剛好相反，以年

月的經驗作為直覺主觀的基石。而我則屬前者，這是每個人

不同設計生涯背後的故事所致，在這個滿口都是經濟轉型，

說知識型經濟的年代，卻身處一個反智風盛的地方，期望教

育能改變未來，卻看見最能令人學習如何處理「抽象價值」

的藝術教育只淪為其它學科工具的「另類勞作」。

在這裏不免令人想起友人的一句真言，所謂設計評審，

最後都只屬「權力」和「信任」，誰掌控了生殺權，誰說的話

就是正確，要達到設計師值得信任，就必須以所有的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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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合資格及具質素為前提，可惜香港的設計業界仍未能執行

真正的專業資格審定。何謂資格和質素？這是本地最缺乏討

論的問題，對題目太敏感？或涉及業內太多的利害關係？最

近參看一些外國設計組織的出版物，發現大多為本身的專業

謀求一種信譽的保證方法，通過設計程序的審核，確保組織

成員的專業性，及建立有效的方法，去令客戶對設計師的能

力質素有所照。

當本地設計業遲遲未能解決「專業資格」這一問題時，

設計質素往往便建基於虛浮抽象的個人感觀或經驗上，也隨

著社會人民的文化質素而起落，知識、辯證及審美觀念亦無

法應用到設計中去。就以近年業內鬥得熾熱的「無酬競稿」

(Free Pitching)，就是客戶對設計師的專業性打擊得最嚴重的

現象，當然內裏涉及很多供求及經濟因素，但這一點表明客

戶把設計的「權力」和「信任」放在自身的眼中，多於對所

謂專業性的依賴和信任。

「權力」和「信任」的把持，比知識理論更為重要？我

想起碼在本地是對的，因為多年來所面對大部份的客戶或主

管，往往在否定你的設計後都不會問以下的問題：「你對我

給你設計的評語有什麼看法？」

路牌是公共設計之一，舊式路牌沒有顯示門牌號數和方向，新的則加上了。

當年西九文娛藝術區的三個規劃方案，也屬公共設計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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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ing 和 Direction 的重要性

很坦白說，我覺得香港的平面設計行業仍是位處開荒期，為

什麼這樣說呢？從客戶處理設計工作的 briefing（設計指引）

和 direction （方向）便知一二？

當然香港的客戶也有成熟和不成熟之分，要有一個懂得

如何與設計公司溝通的客戶實在不容易，當然溝通是兩方面

的，能夠引導客戶說出心中真正要求的設計公司也不多！

就我自己而言，多年來接觸得最多的所謂 briefing 和

direction，通常就只有以下數點：

‧客戶的名稱，所從事的業務及其性質

‧要做的是什麼？(leaflet, brochure, poster...)

‧抽象的要求(modern, elegant, classic...)

‧尺寸，印刷上的資料，如顏色和用紙等……

好的 briefing 和 direction 能夠使到要解決的問題更清晰

明確，這是設計所針對的 Problem & Solution 裏 Problem 的

處理，就如室內設計師對客戶的資料搜集和調查，室內設計

師必須對客戶的體形、職業、品味喜好和一切起居飲食有所

了解，才能準確地為客戶做出合意的設計，如果你對真正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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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室內設計有所認識，你就會發現他們在設計構思工作之

前為客戶所做的資料搜集和調查是相當仔細認真的。

當然我們不能將室內設計和平面設計相提並論，因為大

家的製作規模和預算都有很大的差別，你不能用大半天時間

和客戶研究一個 briefing，跟著又花時間和負責製作設計的同

事溝通，目的只為了一個三兩天工作時間的稿件。事實上時

間就是成本，雖然大部份香港的平面設計公司都未能像歐美

那邊按工時收費，實質上很多設計公司的老闆都希望把工作

時間控制在收費之內，briefing 和 direction 的跟進和研究，

實際上也和設計的收費和成本扣上關係！

在這樣的環境下，如何能把 briefing 和 direction 做得更

準確和更有效率？似乎我們一直都沒有在這方面作出努力和

研究！只懂跟從大勢所趨，順其自然，結果就是客戶對設計

的認識變得膚淺。而設計師如何表現設計的能力？就好像表

演蒙著眼睛射箭一樣！以我多年來作為一個旁觀者觀察，很

多設計師不是不能做到出色的設計，而是他們給誤導或走錯

了方向，虛耗了大部份精力，還要追趕 Deadline（死線），

最後可能會做出好的設計，只不過是事倍功半，久而久之，

設計師便會燈枯油盡。這些全都是因為雙方（客戶和設計公

司）只有假設、猜測和一個簡陋的 briefing 和 direction！

我常常強調 briefing 和 direction 的重要性，但要補充一

點是，一些應用在市場學上的創作理論，會先把 briefing 和

direction 隱藏起來，讓創作者能在最小的限制下自由創作，

先讓意念跑出來，然後再用既定的 briefing 和 direction 去

審批，以能達到出人意表的效果。我並不反對這種做法，而

這種先後倒置的創作形式，不失為尋找精彩創意及探索設計

的一種方法！但最重要的是需要有足夠的時間空間和資源預

算，否則只會浪費人力物力。也要強調商業設計並非純藝術

創作，一切都有成本上的限制，設計師所付出的，也應值得

尊重。

按： 本文選自筆者的舊作《切切平面設計》，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2001  

 初版。文中所指的 Briefing 即前章節的 Design Brief。

不同規模的資料調查對應不同規模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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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和橙的關係

蘋果和橙都是水果，蘋果有蘋果特別之處，橙也有橙特別之

處，它們只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都是水果。

只喜歡吃蘋果的人，橙當然比不上，但他不能要所有人

都認同蘋果是最好吃的，相反的，喜歡橙的人也是一樣，他

不能要所有人都認同橙是最好吃的！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

什麼是「個人喜好」！

客戶本身有其個人喜好，美術指導本身有其個人喜好，

當然連設計師本身也有自己的個人喜好！因此在判斷、批審

和選擇一個設計的時候，我們要很清楚知道這是否一個個人

喜好的決定！雖然我曾經提及設計很大的成份都是「推算」

出來，其實每一點一線，都有它存在的原因，每一個字款的

運用，每一種插圖照片的風格選取，都有其本身市場方向的

依據。

就是這一個現實，是我們現在做設計時大部份要跟隨

的模式！但在這個非常理性的模式之下，很多時都會有「空

間」，讓設計師自由發揮，而所謂「個人喜好」就是創作者的

自由選擇，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東西，孕育出他們的設計風

格，或創造另類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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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就是我對平面設計的一種理解。商業和藝術，理性

和感性並存，一種難於處理的工作！在實際的工作情況之中，

當我要審視一個設計的時候，我會先要求創作者對他的作品作

簡介，然後再用理性的方法去衡量這個設計是否能達到它的市

場目的。但當遇到一些不能以理性方法衡量的元素時，我會依

賴自己的感覺，如果我的感覺經驗告訴我有問題，我會嘗試用

具體的設計理論去分析，但當所有的方法都用過後仍得不到答

案，我便會把它定性為創作者的個人喜好，更沒有理由去將創

作者的個人喜好轉變為自己的個人喜好！

我不知道有多少客戶明白這個「個人喜好」的道理，但客

戶就絕大部份都沒有我們的具體設計理論去做分析。如果說設

計是商業和藝術、理性和感性的結合，那麼客戶應站在商業和

理性的位置去審批設計裏商業和理性的部份，而在設計裏藝術

和感性的部份就應交給設計師作主，把信心交給他們，若然把

信心交出後仍覺得後悔，那麼只有怪自己在一開始的時候，並

沒有認真挑選真正合適的設計師為自己工作罷了！

按： 本文選自筆者的舊作《切切平面設計》，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2001初版。

空間1.推算
設計師或創作者需要依據設計品的市

場方向或功能去推算和建構設計品的

元素，而這些元素是依賴具體的設計

理論調節修正的。

空間2.個人喜好
屬於設計師或創作者的自決

範圍，是建立個人風格、見

解和立場的區域。

平面設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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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案配合多采多姿的節日慶典及文化活動

當鈔票背光時可看到正、背兩面的六邊形能拼合成完整的駿馬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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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有關拾元紙幣的設計，可參看香港金融管理局網頁2002年6月28日的新聞稿

   http://www.info.gov.hk/hkma/chi/pres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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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有關香港品牌設計的誕生，可參看其官方網站：

   http://www.brandhk.gov.hk/tc/#/tc/about/development/launch.html

「飛龍」標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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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場海報

浴室及夜總會海報是一直很想探討的題目。或許自己亦從事設

計工作，每經過彌敦道，總會想一想這些看似有某種「格局」

的宣傳品，它們的製作過程是怎樣的？這樣的一種格局是否又

包含著什麼文化底蘊！曾經滿佈彌敦道的歡場海報，總給我一

種神秘的感覺。

每當提到「文化」兩字的時候，可能大家會嗤之以鼻的

說：有否那麼嚴重？彷彿每當「文化」兩字介入的時候，一切

都能理直氣壯的提升到知識分子的水平去談論。坦白說，在大

部份人眼中，這算是什麼！只是浴室及夜總會海報，或報以

冷嘲熱諷：「要把這東西拿來談論，『懶』有文化！性感大胸

日本妹，無非只想『撻』著觀眾，進而為這一行業帶來一點進

賬！」

當年我曾向朋友打聽是否認識製作這些海報的設計師，

期望打探他們某種製作上的心得。這種格局包含了粗邊框的大

標題，鮮豔奪目的背景顏色，令人一看便知是「老翻」的大胸

日本美少女，具主題色彩的OL、和服或賽車女郎等。我想就

算這種所謂「格局」是我個人的故弄玄虛，藉以找內容去滿足

對這種海報無意義的好奇，但我相信至少他們在挑選這些「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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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日本美少女照片時，也有他們的一套市場準則吧！因為

從報章風月版的文章得知，比較年輕的男性顧客會執重於女

性的樣貌，年長一點的會將焦點往下移，即胸部，年紀再大

一點的「色途老馬」，則可能對腿部會有更大的興趣。而不同

面貌的美少女，會否對不同類型的顧客產生刺激作用？而這

行業在香港也有明顯的市場劃分，尖沙咀、佐敦、油麻地、

旺角及太子，分別代表著不同層次的「場」。根據這些初步的

假設，一張歡場海報，必有其構思及製作上的經驗知識基礎。

後來經由友人介紹，認識了兩位製作歡場海報的設計

師，談及有關他們的工作，對歡場海報的了解可以說是多了

一點，但卻不能就此而下任何結論，畢竟他們並不能代表本

地製作歡場海報的全部，從他們所得知的，極其量只能說是

一個簡簡單單的「個案描述」。

歡場海報的客戶來源，工作流程究竟是怎樣的？答案比

我想像中來得簡單，從對話中得知，客戶來源十居其九都是

透過他們所認識從事「街頭海報張貼者」的人介紹而來，所

謂「街頭海報張貼者」，即那些當銀行關門後，深夜攜著膠紙

海報，快速在地盤圍板或銀行門閘牆壁張貼海報的人。至於

究竟這些「海報張貼者」為何又與那些「歡場經營者」扣上

關係，則涉及複雜的營商脈絡，或許在我們的想像中（亦受一

般的傳媒影響），一般的「歡場經營者」都離不開那些三山五

嶽人馬，事實上，他們只是一般港式機靈或多元的商家，若

俗氣一點的說，我們大概可用「撈家」來稱呼他們，當中也

不乏涉及文化工作的背景（如電影業）。至於「街頭海報張貼

者」背後的老闆，亦是我先前所指的「撈家」一族。要迎合

這些「撈家」，首要是要配合他們的工作時間，他們可能突

如其來在午夜十二時致電要求設計製作，然後要求在數小時

內完成工作，甚至會跑到工作室來參與製作。受訪的設計師

說，她經常能在一個多小時內完成工作，這樣的工作時間及

模式，一般正規的設計公司是受不來的。

一張歡場海報，設計師所擁有的設計空間有多少？若在

一個多小時內便需完成設計工作，相信大家亦能想像出所謂

設計空間是怎樣的！可能用上「設計空間」這些字詞對他們

來說有點唐突，畢竟他們強調的是：「只要你付出費用，便替

你完成你想要的工作！」這就是他們最率直的工作邏輯。

大部份歡場海報的圖片選取，都是由客戶自行處理的。

據受訪設計師透露，這些圖片其實都是客戶自己的個人喜

好，並沒有筆者先前的「市場推論」，而設計方向亦簡單，

只要求顏色鮮艷、標題夠大、女角要性感但不「露點」。簡言

之，一切海報的內容元素，早已由客戶自行選取決定，包括

圖片及標題，設計師的工作似乎就只需把它們組合出來。受

訪的設計師說有一次自行選取內容元素，但結果都是客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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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修改至迎合客戶的個人喜好罷了！

曾經有一些歡場海報的標題創作太露骨大膽，引來公眾

不滿，更被傳媒報導，亦有一些歡場海報因為利用了泰國女

子的圖片，引來泰國領事的不滿及警告。

坦白說，當年的歡場海報在繁盛的彌敦道張貼，在我們

日常的生活中佔有不少「曝光率」，海報投射出該行業怎樣的

公眾形象？或許有沒有想像過，若我們利用處理高級時裝香

水的廣告形象去處理這些歡場海報，那又會是怎麼樣的一回

事？我們會否對這個行業的理解會有所改變，甚至改變歡場

顧客的性質及來源！還記得多年前在美國某城市，一條高速

公路旁，就出現了一幅高檔歡場的大型廣告，廣告牌中有不

同膚色的美女，她們並非一式一樣的大胸比堅尼，而是高貴

的黑色晚裝，沒有賣肉式的姿勢，但卻能顯現撩人的體態，

沒有帶意淫的標語，卻利用恰到好處的字詞，活像《號外》

雜誌內的一個跨頁名牌廣告。

設計究竟是去迎合受眾的品味，還是去改變受眾對事物

的理解？設計師在其中的影響力又有多少？當我們去批評設

計的時候，究竟是去批評設計師的能力，還是應該去想想隱

藏在設計品背後的現實？

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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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描述為何重要？

答： 描述是引入討論的材料（文字），

 描述愈精細詳盡，愈能顯示出評論者對

 設計品的觀察及感覺，有了這些材料，

評論才能有效進行。

 有質素的評論，是不會一見設計品，

 便衝口而出說一些個人直接的感覺，

 或作立竿見影式的價值批判。

 有質素的評論，是超越剎那間的觀感，

更重要的是觀感後的思考分析。

拆解設計

功能

內容

設計品
（視覺傳意）

傳送

形式

設計的明確主題

測檢對應

製作技術

製作成本

製作時間

文化因素

商業因素

受眾因素

影響形式及內容背後的脈絡 (Context)

掌握形式運用的技巧

環境因素

產生

符號學

社會學

客戶因素

心理學

人類學

市場方向美術方向

方向

評論者

程度

傾向

動機

協助分析形式

評審者

詮釋

聯想

品味

比較 參照

描述

描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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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評論或評審方法的基本流程如何？

答： 建議評論或評審者，可對作品先作描述

 形容，引入材料，繼而有技巧地

 拆解設計，再分為形式及內容兩方面討論。

 特別當討論形式處理上的問題時，

 應該集中分析其處理能否產生恰當的功能，

 及能否傳達所需內容。

拆解設計

功能

內容

設計品
（視覺傳意）

傳送

形式

設計的明確主題

測檢對應

製作技術

製作成本

製作時間

文化因素

商業因素

受眾因素

影響形式及內容背後的脈絡 (Context)

掌握形式運用的技巧

環境因素

產生

符號學

社會學

客戶因素

心理學

人類學

市場方向美術方向

方向

評論者

程度

傾向

動機

協助分析形式

評審者

詮釋

聯想

品味

比較 參照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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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設計評審時有什需注意？

答： 評審者除了解評審方法的基本流程外，更需

時刻以明確的設計主題為依據，重視

 設計指引 Design Brief 的製作。在評審時，

應按設計指引的內容與設計品逐點對應，

 多運用設計理論分析形式的處理是否恰當。

 專業的評審者更需對設計品生產背後的脈絡

有所了解，能掌握市場及美術方向的配合，

才會有持平及合理的評審。

拆解設計

功能

內容

設計品
（視覺傳意）

傳送

形式

設計的明確主題

測檢對應

製作技術

製作成本

製作時間

文化因素

商業因素

受眾因素

影響形式及內容背後的脈絡 (Context)

掌握形式運用的技巧

環境因素

產生

符號學

社會學

客戶因素

心理學

人類學

市場方向美術方向

方向

評論者

程度

傾向

動機

協助分析形式

評審者

詮釋

聯想

品味

比較 參照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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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評論或評審的「角度」是什麼？

答： 評論或評審設計品時，可考慮選取某些

「角度」，可以是從作品的「客戶角度」、

「市場角度」、「形式處理角度」等，

從選取的角度再引伸至相關的部份，

這樣的討論才會有重點及方向。

拆解設計

功能

內容

設計品
（視覺傳意）

傳送

形式

設計的明確主題

測檢對應

製作技術

製作成本

製作時間

文化因素

商業因素

受眾因素

影響形式及內容背後的脈絡 (Context)

掌握形式運用的技巧

環境因素

產生

符號學

社會學

客戶因素

心理學

人類學

市場方向美術方向

方向

評論者

程度

傾向

動機

協助分析形式

評審者

詮釋

聯想

品味

比較 參照

描述

角度

角度

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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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最影響評論或評審者的是什麼？

答： 是品味、聯想和詮釋。而作為評審

者，需有客觀理性的思維，而上述的

三種因素會最影響評論或評審者的客

觀判斷。

 因此作為評論或評審者，除對設計品

有所思考判斷外，更需對自身或他人

的思考和觀感有「思考的思考」能

力，如問自己為何有這樣的聯想和詮

釋，或自認為有品味的東西是否只是

個人喜好或純屬偏見等。 拆解設計

功能

內容

設計品
（視覺傳意）

傳送

形式

設計的明確主題

測檢對應

製作技術

製作成本

製作時間

文化因素

商業因素

受眾因素

影響形式及內容背後的脈絡 (Context)

掌握形式運用的技巧

環境因素

產生

符號學

社會學

客戶因素

心理學

人類學

市場方向美術方向

方向

評論者

程度

傾向

動機

協助分析形式

評審者

詮釋

聯想

品味

比較 參照

描述



126 127

問： 一般的評論文章會集中哪個方向？

答： 會集中在內容方面，傾向於「文化評論」，

 而技術或形式方面則較少，

因為 「局內人」（設計師或涉及相關生產的人士）

少執筆於評論文章，而屬視覺傳意的文化評論，

則多以社會及文化因素為角度，

較少結合形式和製作因素一起討論，

因為很多形式和製作因素，

只有「局內人」才了解。

拆解設計

功能

內容

設計品
（視覺傳意）

傳送

形式

設計的明確主題

測檢對應

製作技術

製作成本

製作時間

文化因素

商業因素

受眾因素

影響形式及內容背後的脈絡 (Context)

掌握形式運用的技巧

環境因素

產生

符號學

社會學

客戶因素

心理學

人類學

市場方向美術方向

方向

評論者

程度

傾向

動機

協助分析形式

評審者

詮釋

聯想

品味

比較 參照

描述

一般

評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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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

本書討論到很多設計的評論及評審方法，本應多以圖文及實例

剖析，但因涉及不同的版權及商業因素，未能以「出版」的形

式實行，但希望能在專業課程內彌補這方面之不足。

相信這是本地首次以專書集中討論視覺傳意的評論及評

審方法，或許有些同業會質疑書中所說的能否有效實行，例

如談到的設計指引 Design Brief，在我以往的實戰工作經驗

中，雖然不斷向同事強調其重要性，但往往相關的設計師、

市場或營業部同事，不能在客戶或層層的決策者裏取得有共

識的資料，也不能堅守在評審時以設計指引作對應的做法。

又例如談到的拆解設計為形式、功能和內容這些層面去討

論，事實上，很多設計師都不習慣或沒有這種能力，縱使客

戶方面，亦大都不熟悉書中談到的分析或思考設計的方法，

結果最終又是訴諸個人觀感及權力。

其次，在評論或評審中，不論方法是否正確，問題多出

現於設計師或客戶的心態中，作品給人家評頭品足，說這不

是，那不對，有誰會好受？誰對誰錯，誰來判斷？聽聞有人

在課堂教導設計學生，要堅持自己的創作，否則經過客人胡

亂的修改，什麼好作品，什麼個人風格，就永遠都不會跑出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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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但我所認識的設計，卻是一種集體的創作過程，那又誰

對誰錯？可能關鍵的地方是如何平衡「個人」或「集體」之

間的關係，不知這方面在學校的課堂上有沒有教授？

這是一個高舉自我主義的年代，特別是設計這一行業，

往往給投射出一種自我表現的色彩，吸引大批年輕人加入，

以前的設計畢業展，學生的名字是小小的名牌或名片，放在

設計作品的一旁，近年的設計畢業展，便會發現很多以藝名

出現的學生，或把以明星做型般手法拍攝的照片，放置於

作品旁當眼的位置。在這後工業年代，經濟模式轉型，因而

特顯了品牌定位的重要，就連設計師也更注重自身的形象定

位，設計品及設計師齊齊高舉品牌。兩代人的差異，由此可

見。而這種個人色彩構成的職業情感又是什麼？對設計的評

論或評審又有何影響？

若設計單純是「自己的東西」，那問題就大了，因為我們

會稱國家改革開放的領導人為「總設計師」，當設計是須向眾

人交代負責的情況下，「集體」的意義就顯得重要。但奇怪的

是，我在前章節中提到的設計「公審」，是我向來反對及質疑

的評審方法，我認為公開徵集大眾對設計品的意見，是必須

建基於一些有質素的意見，及意見的收集，須在科學理性的

系統上進行。但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何謂有質素的意見？

有質素的意見是來自有質素的教育，教育也並非單單只由學

校提供，它是整個社會文化的氛圍。另外，意見是會相互影

響的，因此需培養個人的獨立思考能力，而獨立思考亦非盲

目的自我中心。它們之間是互扣而需共同發展成長的。

商業設計的決策是一個政治過程，每個設計方案都有

成本及資源限制，涉及當中的人，某程度是一種「代表」，

繼而作出決定。像設計公司的客戶，往往自覺是產品用家的

代表，但設計方案有成本及資源限制，難以每次都巨額投資

於全民式的調查研究中，掌握足夠人數「決定購買」後才生

產，這是我們現今營運及技術上未能做到的。所以客戶以用

家代表的身份，處身在決策的過程中，所擁有的權力，究竟

是一種代表用家去「聆聽」專家意見的權力？還是一種代表

用家去「審判」專家意見的權力？還是他們支付設計費用，

就掌握一切權力？以上種種，可見處身在評審中的客戶，心

態是何其複雜！如客戶不能掌握「抽象價值」的處理方法，

不聆聽用家的意見，不願花時間與設計師合作，不了解聆

聽設計品背後的製作脈絡，結果又只有回到自身主觀經驗的

判決中去。難怪很多國外專業平面設計的組織，都在會員手

冊中提及到設計評審中決策程序的重要。但吊詭的是，大多

數的專業設計組織，多建議設計師應直接與客戶的最高決策

人合作，而非在一些不成熟的系統中，經過重重關卡，由一

大群不了解設計的人，給予一些低質素的意見，或把設計品



132 133

當成辦公室政治的工具，把採納誰的意見，來比拼權力的高

低，又或是誰不願提出意見，免得為事件負責。我當然不是

反對設計中「集體」的意義，而問題卻是在客戶思維、公司文

化及實際運作上，答案最終又會是：「我們準備好了沒有？」

其次在評論或評審中，無論是設計師本身、評論或評審

者，其態度也是重要的，要以實事求是，互相尊重為前提。

設計師不能只把持「創作自由」或「創作權」為一切問題抗

辯，顯出極不成熟的思想作風，或胸襟氣量容不下少許的調

節質疑，而評論或評審者也不應以專橫的態度，拒絕為評語

或決定作出應有的解釋，令設計師無所適從，不知如何把問

題解決。更有一些客戶，以為付出設計費用，便無須解釋對

設計不滿的原因，他們認為既然出了錢，為何自家要再多作

一點事情？這種客戶對設計就有根本上的誤解﹗而最差勁莫

過於評論或評審者運用「垃圾」等一些極度負面的字詞來形容

設計，這只會傷害雙方的感情及合作關係。

既然設計評論或評審的境況是如此困難重重，那我們又

可作什麼？平心而論，本地設計的同業應多作這方面的思考

討論，重點更在於反思自身在評論或評審他人作品時的方法

及心態。美術指導或設計管理者在評審工作上，有沒有足夠

的知識和理論基礎去作出衡量決策，以理服人？又或是人家

在評論設計師的作品時，設計師有沒有能力為自己的作品作

出相應的辯護，或理論的陳述？評論或評審也不只是設計師

自身的事情，它涉及社會上不同的階層人士，因為任何設計

都是雙向的，即普及與職業設計之間的互動，缺一不可。但

改善設計評論或評審的困難境況，可由設計師本身做起！最

近友人問：「現時本地新進設計師最缺乏的是什麼？」我答：

「是對設計觀念的了解認識。」這不是老生常談的什麼美感或

創意能力，而是「設計」本身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在另一邊，似乎看得見社會積極推廣設計，顯示設計品

的商業價值及設計師的明星風釆，但為何我仍覺大眾對設計

觀念的理解不足？或許我認為的設計是融入文化中的一種設

計思維，這是超越設計品或設計專業的東西，能顯現於生活

上每一個層面，是一種處事的方式，小至個人的起居飲食，

大至一個文娛藝術區的規劃，都能顯現出此時此地人民設計

思維的水平，而只有人民具備一定水平的設計思維，才能對

專業設計出作回饋，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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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Definition

Form

Function

Design Brief

Universal Audience

對題目沒有「定義」，是不能討論下去的！

文章脈絡、事件的來龍去脈、情境。

「形式」指其形狀、外貌或一種存在方式。

設計工作開始前的方向指引或概要。

「功能」指其機能、作用和任務。一般而言，形式追隨功能。

設計品有「全方位受」嗎？

關鍵字

Target Audience

Marketing Direction 

Art Direction

Rationale

Tone & Manner

Interpretation
解釋事物的意義。

字體處理及圖像風格的選取，有語氣和態度的表現。

每一元素的出現應有其動機，原理的闡述。

說出來的「語氣」涉及美術方向。

很多評論者會誤以為自己就是設計品的目標受。

在商業視覺傳意的設計裏，要說的「話」涉及市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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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網誌的成立，是為了補足香港設計

評論的不足。一直以來，香港在設計

評論方面都是匱乏的，雖然以往有

不少相關的討論區，但始終質素參差

不齊。評論與設計的發展是相輔相成

的，構成互動甚至「再創作」。無論

是評論者或創作者，只要積極參與，

建立評論社群，便能為設計界的良性

發展，獻出一分改變的力量。

文章現分設計生態、設計評賞、設計

思維、公共設計、視藝隨筆、設藝書

介六個類別，歡迎登入，交流指教。

designcritique.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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