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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与文化混搭 ：
有趣的力量
采访 Interview _ 陈小慈 Sabrina Chen 摄影 Photographer _ 何国辉 Ho Kuo-huei

Xrange 即十一事务所的灵魂人物是洪裕钧和张淑征夫妻档，一位专攻工业设计，另一

红点设计大奖，全球热卖 30 万支，还推出了第二代。身兼设计师与经营者，洪裕钧显

位则是建筑师，活跃于台湾的设计界。张淑征是马来西亚华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

得游刃有余。

学成后，年纪轻轻就进入世界知名的建筑师事务所 Bernard Tschumi 和 OMA 工作。她
为了清水休息站的设计案来到台湾，认识了夫婿洪裕钧，意外成了台湾媳妇。清水休

Xrange 办公室所在的区域是台北相当有历史的博爱特区，正是台湾早期最繁荣的政治

息站成为台湾难得的好风景，她一手打造两人的住所“Ant Farm House”，屡屡登上国

和经济中心，而台湾松下当年的办公室就是洪裕钧 IPEVO 的办公室 ；Xrange 位在衡阳

际设计与建筑杂志。

路改建的新大楼中，同样也是洪裕钧当年住家的所在地。除了历史与传承的意义，这

洪裕钧是台湾松下企业第三代，在美国罗得岛设计学院读的是工业设计，在台湾同时

别有一番趣味。这对才华洋溢的夫妻档，也为台湾设计界带来独特的观点、源源不绝

经营 Xrange 事务所和 IPEVO 科技公司。他所设计的 Skype 网络电话，获得德国 IF 与

的热情和更多的期待。

个以颠覆旧观点、创造新价值为特色的设计公司，却也与周遭旧市集、老建筑相处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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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URFACE H= 洪裕钧（Xrange) Z= 张淑征（Xrange）
S ：以你的专业来看，台湾的建筑环境在这七年来有什么变化？

Z ：这里不同东西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有好的、不好的，有 crazy 的，也有很正常的，
反而是一个有趣的力量。

Z ：建筑不管怎样是一个比较慢的 profession。如果是真的要花力气去盖，也都要上花
七八年才盖得出来，变化真的是很慢。但台湾绝对是有技术、技巧和 knowledge 在的。 S ：这一区特别有一种风味，也不是一般设计公司会选择的。
很多时候业主的要求，会让建筑师有些借口不去真正地找寻一些突破，或尝试新的想法。
虽然有些建筑师开始尝试做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普遍来讲你从这放眼望去，还是一堆
丑东西。台北是一个非常丑的城市，但有趣的地方是，它很有活力。尤其是这一个历

H ：像我们这样一间在这边是很有趣的，大概也是唯一的一间。现在台湾很多设计只是
在设计“表面”，不管手机、笔记本电脑，都还在设计那个“壳”，那不叫 design。我

史悠久的区域，不管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或是他们对空间的使用度，都具备一种特别的

认为真正的设计，是从把握它的意义、功能、用法或使用经验开始出发的。如同你所说，

能量。很多老外来会注意到，而且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特色，但在很多台湾人眼中看不到，

我们两个人都在设计应该要用很久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做迎合潮流的事。我们希望做

可能太习惯了。

的是重新思考并创新，走到每个人的前面，创造别人的 fashion，颠覆现在人家看得到
的东西。

我很喜欢台北一处在永吉路与市民大道交口的地方。小小栋的建筑后方有庙、槟榔摊、
理发，旁边有一棵树，这只有在台湾会发生。这种 program mix 外国人求都求不到，
理发店还能修指甲，白的广告牌上面大大的红字完全代表台湾，而且那是一个看来完全

Z ：我们的兴趣是在我们可以用设计去改变人的行为，或是把一些还未看到的行为将它

合理的结合。那里就是一个 social space，你去那边庙里祈祷，有时间就理个发、吃
颗槟榔，有点像去改变你的 image，就像一个 puriﬁcation 的过程。

合的地区很适合我们。早期不管什么行业的原料店都在附近，买布、买皮都在这里。

开发出来。这个挑战是很大的，已经不只是要把设计做得好看而已。所以这个新旧融

S ：你们认为有所谓“台湾设计”这种方向吗？
S：
你们所在的这个区域是台北很有历史的一个老区，你对这个地方的文化有什么观察？

Z ：这就像是我为了表达某个设计风格是跟中国相关的，所以我挂上红灯笼一样，其实
H ：这个地区是日据时代的中心，很多不同文化和现象，只有这里才有。好比南阳街补

不该用这样的 approach 去看设计，因为设计是跟人要面对的、要 solve 的 problem

习班，还有怀宁街，就像个委托书街。这么传统的地方，却还有博爱路一带卖高科技产

相关，是大环境的一环，其实不需要特意强调。广东话有一句话是 ：
“画公仔把他的肠

品，像是数字相机等，非常有趣，这一地区非常台。新跟旧某种程度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子都画出来。”大概就是形容这感觉。我们不需要为了凸显台湾的 brand，然后花一堆

这一区有很多变化，很多旧东西仍然残留着。比较起来，信义区那么 organize 的商业

时间去思考什么是台湾的 brand。I don't think that's the point。

就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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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你要做一个文化特色的转化，不是直接把它贴在上面，这个转化本身就是设计了。

这次在拉斯维加斯商展推出的数字相框就是如此。有了数字摄影之后，我们用记忆卡

假使你对自己的文化是有自信的，就不需要靠彰显这个来表示 You belong here。重
点应该是说你怎样运用你手上的东西，面对它的限制创出一个独特的东西出来。

将照片档案从相机，再储存进计算机，接着再存进数字相框。这叫做 sneaker net，就
是你穿着球鞋走过去达到的低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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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东西，像家具、灯具。并不是说不好，的确发挥了创意，但真正要做到 high tech
的部分，他们只能做到模型。至于里面跟电子网络有关的，很少设计师可以做到。但

的交接，我们的设计着重在表达这个意义和它的历史性。所以我们将从一个动态的空间

movement，有 speed，整个地方就会快速地发展起来。整个地区是一个新旧、快慢

台湾我们是可以把这样的技术作出来。以设计师而言，如果我们了解技术已经可以做

速度转化来谈交通、生活的变迁。建筑本身是不动的，但里头所有的信道我都以轨道

到这一点的话，那接下来的设计就可以做出更多想象。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交接的方式，让人通过时，透过光影跟整个墙面的变化，感受到一个 transformation

H ：这种风格比较像是在骗老外用的，像李祖源、林怀民他们做过的，我们就不用做

数字相框必须 WiFi 无线上网，可以连结网络，也可以连接计算机，计算机一有新照片，

了。这个世代应该用比较国际的观点看事情。设计就是一个策略、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

相框就显示出来。同时新的需要也产生了，你可能会看腻拍过的照片，但网络上可有几

S ：台湾松下在台湾是声誉良好的又有历史的企业，你的上一代对你的经营管理有什么

速度感和流畅，整个建筑物变成一个 urban link。除了我们设计的这个铁道博物馆之外，
6 栋都要用古法重整，铁路博物馆整个园区是跟另外两位建筑师合作，希望通过的人都

重点在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 它可能是一个台湾特有的问题，而你尝试去解决它，这

千万、几亿张别人拍的照片，所以我们可以在 ﬂickr 上去订别人的相簿，或是你以关键

影响？

感受到铁路对台湾的象征跟重要性。我们的设计手法非常摩登，表达当代的精神又有

个基本设定就很“台”了，而不是表面上一定有什么中国文化或是台湾原住民的图腾。

词定义搜寻，把它变成一个频道。图片变成一种娱乐，变成你主导网络上的图像，新

一个 project 很 unique 是因为要解决的问题是很 unique，特意使用它只会把自己的市

的意义跟行为就产生了。上周我们在赌城发表时，大受好评，还上了 NBC 的报导，他

H ：我觉得自己在人文养成上，受我母亲的影响可能比较大，经营上可能是 integrity 跟

场跟规模做小。我常常跟我们的设计 team 说，你在 solve 一个 local 的问题，但这个
solution 是 global 的。因为产品是要卖全世界的。

们说 ：
“数码相框这 idea 很酷，但后来就不酷了，但是这个相框让它又酷起来了！”

诚信吧，这是从我爷爷到我父亲那儿学到的。当然一间公司还是要赚钱，但经营一家

S ：你要怎么观察到人的需要，得到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产生更多问题？

点未来的 vision。
S ：Xrange 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公司最重要的理念，是要去思索这家公司存在的意义、提供的服务跟产品，有没有让
全世界大厂飞利浦、索尼他们不敢做，但这却是我们的机会，很多人看到我们产品的

这个社会更好一点。没有你的话，这个社会是不是就会少了一点什么，这是核心的价值。

精致度，都觉得我们疯了，做这么复杂的东西，但我们就是不喜欢做“me too”的设
计。Idea、concept 这种东西欧美可能还是很强，但他们无法直接落实在实际的商品上。

S：张小姐有一个很有意义的案子是台湾铁道博物馆，可不可以谈谈看整个案子的概念？

H ：创造网络新的样貌，创造网络新的使用文化。如果网络变成是一个可以拿在手上又
可以用的东西的话，会长成什么样子？

Z ：我觉得这跟诚实有关，你要大胆面对，不害怕。一个概念不好就要马上拒绝，要有

以一个小的新创公司来说，制造跟研发还是有很长一段距离，但台湾不是。台湾就有

判断能力。这个判断跟家庭、学业、工作有关。

这个好处，就是你绝对做得出来这些产品，缺乏的只在有没有人去 design 或创新。

Z ：五年内盖出具代表性的建筑来。我希望能设计出大胆、创新，在台湾没有见过的，并使
Z ：基本上它的所在地是很有历史性的。因为刘铭传时期，第一条铁路便是在那边开出， 用台湾现有的技术跟材料资源的建筑，同时创造出的都会空间是别的地方都找不到的。

H ：设计师跟所谓决策者的判断能力很重要。你不能靠市场这种东西，因为消费者永远
只看眼前的东西。Henri Ford 说过 ：
“我如果去问我的顾客他们想要什么东西，我现在

S ：所以你认为这就是台湾设计的优势？

是一个 rich 的 sight。本身它的 location 就在新旧的交会点。基地上有 6 栋古迹，旁

可能还在坐马车。”

H ：台湾最近这几年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有很多年轻的德国设计师跑到台湾工作。他

而如今现在高铁又通车了，也会在这个基地底下经过。还有机场捷运以及两条捷运线，
边新的双子星大楼，将会是新台北的一个重要门户。
们认为在德国，他们离实际的生产制造面太远，而我们可以直接去接近那个技术面的
对 IPEVO 而言，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产品好用，消化后把这精神放到产品里。好比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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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想法是这个基地的意义在于为台北带来整个时空的革命，毕竟当一个城市有

01. Kaleido R7 数字相框，随意旋转及倾斜屏幕，透过 Wi-Fi 与计算机进行数据实时传输，还可以在网络进行频道订阅，
IPEVO。
02. 张淑征一手打造两人的住所“Ant Farm House”。
03. 建在新旧交汇处的台湾铁道博物馆。
04. 张淑征 OMA 事务所时设计的清水休息站。

东西。另外一个是你在那些香港设计周、东京设计周、伦敦设计周等看到的都是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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