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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

你知道扁平包裝家具嗎?它早在1849年已經存在,有
著很悠久的歷史。其特點在於可以自行組裝,採用
創新工藝方法,因為方便運輸及大量生產，成本大
大降低，故得以普及一般家庭。很多人會因而聯
想到宜家家俬,而在這次設計中,我也希望設計出符
合以上條件的扁平包裝家具,另外設計特點是可以
組裝出不同組合,以及盡量以簡潔的組裝方法設計,
以符合一般家庭的需要。



設計問題

1.怎樣才算扁平包裝家具?
扁平化包裝家具 普遍能夠在【宜家家俬】

看到一個四方型盒子內裝有組裝起一件家具

的零件，以供送達目的地後自行組裝

2.設計一件家具 基本需要考慮甚麼
?

除了題目必須考慮的零廢物概念外,還有需要方便使用,
佔用地方大小,家具類型還有使用者需求等等的要素。



設計限制

• 只可以使用市面上售賣的人造板尺寸

• 要以零廢物和扁平包裝為概念設計

• 只能夠造一種家具

• 結構必須穩固,不危險的



任務

題目:設計一個創新的人造板家具

要求:

1. 研究零廢物的概念,並思考符合它的設計意念

2. 平衡各使用者需要(問卷調查所得),決定家具的種類

3. 考慮如何體現扁平包裝設計







設計規格:功能方面和結構方面

1 該產品的使用對象是?年齡?

答:一般家庭,如2‐3人家庭(夫妻,子女)或3‐5人家庭(除了夫妻子女外可能有長者 ,因此對象年齡必須
符合全年齡

2 該家俬產品的種類是?

答:桌子或櫃,如餐桌還有靠牆的裝飾櫃

3 該產品的尺寸是?

答:完成後尺寸應在長80闊40高30尺以內

4 該產品的組裝方法是?

答:利用榫位,即是利用榫頭與榫孔相嵌的接合方法;螺絲原理,即是利用鐵釘、木螺釘、木釘、釘片、
角鐵等接合的方式

5 該產品有多耐用?

答:如沒有惡意破壞或意外損壞 ,該家具需可以用1‐3年

6 該產品的可載重量是?

答:能夠承受三個人的重量



設計規格:使用者需要,製造過程及
,包裝方面

7 該產品能如何體現人體工學?                  最後尺寸大小符合亞洲人的尺寸

8 該產品的安全度?                                   沒有尖角讓人覺得舒適

不易倒下,材料結構堅固

9 該產品有沒有美觀感,如何體現?            有,會用鮮艷的顏色配搭體現產品美觀感

10 該產品使用甚麼表面處理方法?             以油漆塗裝為首的表面處理方法

11 該產品未組裝前的尺寸是多小?             約長2闊1高0.2米

12 該產品的材料厚度是?                           2.5厘米厚

13 該產品如何體現零廢物的理念?             

沒有多餘部件[後備部件除外], 低污染的製造過程,選擇 環保的材料以及 好的包
裝方法

14 該產品將使用甚麼包裝材料?                紙皮箱

15 該產品的包裝設計是怎樣的?                一個長方形或正方形箱子



預計 終設計成果
1. 確定任務

2. 研究和分析報告:研究零廢物的概念,並思考符合它的
設計意念,平衡各使用者需要(問卷調查所得),決定家
具的種類,考慮如何體現扁平包裝設計

3. 個案研究:零廢物,人造板,比較各種扁平傢俱

4. 至少 20 個意念手繪小草圖（4-6張A4紙，部分附文
字解釋）

5. 至少 20 個手繪發展草圖（4-6張A4紙，附文字解釋
，詳圖解釋）

6. 至少 3 個可行提案（3-6張A4紙，全部附文字解釋，
附詳圖解釋）

7. 根據設計規格編寫的可行提案“產品評鑑”表格
8. 終設計繪圖：等角圖、正視圖、側視圖、俯視圖
9. 視像演示 終設計：著色等角圖／二點透視圖



時間表



資料搜集



木的接合方法

任何木製品大都由許多木件組合而成的，它們的接合方法有許多
種，有的僅以榫頭、榫孔互相楔合，成為堅固物體，有的則以五
金配件相連接，而接合的目的無非是要改變材料的結構，增加其
強度及美觀，或支撐物體，或增加其長度、寬度、厚度等，在木
材接合上常用的約可分為釘接、膠接及榫接三大類

釘接
榫接

資料來自書本:木材接合



比較各接合方法
釘接:利用鐵釘、木螺釘、木釘、釘片、角鐵等接合的方式，優點是
節省時間及材料，但也破壞木材本身自然的紋理，且在塗裝後易遺
留釘痕的缺點，結構上是較簡陋的。

膠接:利用各種膠合劑來接合，常用的膠合劑有聚乙烯膠（白膠），
接觸膠（強力膠），環氧樹脂膠等，主要是用增加木材寬度、厚度、
或不同材料接合時使用，亦時常搭配釘接或榫接同時使用。

榫接:利用榫頭與榫孔相嵌的接合方法，其種類繁多，大多使用於家
具及門窗的製作

木釘:

:角鐵



更多‐榫接
榫接是指榫頭插入榫眼或榫槽的接合方式，是我國古典傢俱與現代
傢俱的基本結合方式，也是現代框架式傢俱的主要結合方式

榫接是兩塊材料一個做出榫頭，一個做出榫眼，兩個穿到一起，靠
材料的摩擦力將兩塊材料固定在一起。

榫接合有多種類型，分類方式不同，其表現形式也不相同。按榫頭
的

形狀分：直角榫、

燕尾榫、橢圓榫、

圓榫，如圖:

來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461167.htm



木的表面處理

一般而言, 木材無論是用於建築, 家具或是雕塑藝品上, 其表面處理
方式大至可分為五大方向, 上蠟, 上油, 染色, 上漆及貼皮, 每種方式都
有不同作用和優缺點, 以下是一些特性比較.

資料源:http://blog.xuite.net/tseng.chikang/shangern/125136729-
%E6%9C%A8%E6%9D%90%E8%A1%A8%E9%9D%A2%E8%99%95%E7%90%86%E6%96%B9%E5%
BC%8F%E7%B0%A1%E4%BB%8B



上蠟
上蠟處理是 簡單也 自然的方式, 且蠟的乾燥速度快, 上完蠟就完
工, 完全不用等待;

且利用蠟本身的天然性質, 達到對木材的保養及美觀效果, 蠟本質上
就具備避水的性質, 所以木材上蠟後便可生成一層防水層, 具有暫時
性防水功能, 且蠟並不會完全封閉住木頭本身的氣孔, 不會防礙木頭
的呼吸作用, 降低因熱脹冷縮而產生的龜裂情形;

又因蠟本身具備天然光澤且

透明的特性, 上蠟後不但可增

加木頭的光澤質感, 其天然的

紋路不但不會被遮蔽, 還會更

加明顯; 蠟是天然的材質, 和木材結合 為自然, 

也 能表現木頭的古樸特質.

:上蠟後

木用蠟:



上油

上油是很傳統的處理方式, 是以各

種植物, 動物或礦物油為主, 如桐

油, 亞麻仁油等等, 也可分為成膜

性和滲造型兩種; 

使用時以推油方式塗佈於木材上, 

原木較適合使用, 做過填縫或漆面

處理的表面則不適合, 因為無法吸收, 易造成表面油膩; 

上油雖然容易, 卻也有些先天上的缺點, 主要是一般油類乾燥時間長, 
上完後往往需要一週到半個月才能完全乾燥, 另外就是油類會有氧化
現象, 顏色會變深, 長期用於木材的保養, 會有堆積及使木材顏色愈變
愈深的現象, 對木材本身而言, 反而會破壞美觀

塗上木油:



染色
染色是利用染色劑在木頭表面產生

各種顏色的表現,可分為水性及油性兩大類,

一般多以仿各類木頭顏色效果為主, 如柚木色, 胡桃, 紅木色等等, 也
有單色系列如紅, 黃, 藍, 綠, 咖啡色等, 

單純染色劑由於不具漆膜性質, 因此不會完全遮蔽住紋路, 可保有部
分木頭的本質特性, 但因防水效果不理想, 多需於染色後再上一層透
明漆補強

染色劑:

染色後的木材



上漆

上漆應該是目前實際應用範圍 廣泛的處理方式, 市售家具多以此方
式處理, 少數古董或高檔原木家具會以天然漆處理, 一般油漆多為顏
料和膠質結合的化工產品, 特點為顏色豐富, 效果選擇多, 防水耐污性
強, 卻也因其完全包覆的特性, 防礙木材自身的呼吸作用, 時間久了, 
會因熱脹泠縮而有龜裂和掉漆的問題

不同油漆的顏色:



續‐上漆
為何要上漆?

1. 可以讓木材維持美觀

2. 保護木材不受外界侵擾

3. 增加木材製品價值

木材表面的漆膜，可以防止病菌、昆蟲蛀蝕，避免木材腐朽。

溫濕度的快速變化，造成木材開裂變形的主因之一。有了漆膜的保護，可以防止水份快速入
侵，減緩木材的吸濕及解濕的速度，木材的開裂及變形就可大大降低。

上漆也能增加木材的機器性能，漆膜的硬度及韌性，通常都高於木材本身。有了漆膜的保
護，降低木材因外力關係造成損壞。

空氣中的氧氣，以及光線中的紫外線,對於木材的傷害特別大，漆膜的保護可以延緩這方面
的老化作用。

木材是天然的多孔性材質，抗污能力特別差，一滴墨水就可以讓木材陷入無法處理的窘境。漆的
就是 好的保護材質，讓木材得以不受外界污染。

來源:http://blog.xuite.net/debuging/doit/39666610-木材為何要上漆？



續‐上漆‐例子:
Mythic無毒環保油漆

對嬰兒、孕婦絕對安全的油漆. 高效能, 不含揮發性有機化含物及有毒物質

特點:

低氣味

覆蓋度高, 堅固耐用, 可清洗

不含結晶矽 (Crystalline Silica), VOC及致癌物

符合、甚至超越Green Seal GS‐11標準

獲美國綠色建築協會 (US Green Buliding Council)的"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LEED)
認證

成份安全, 美國當局不須貼上警告標語
不含下列機構所定義的有害物質:
OSHA美國勞工安全健康管理局
EPA美國環保局
DOT美國運輸部
WHMIS加拿大工作場所危險物品資訊系統



傢俱的表面包裝

包裝紙箱。用於傢俱產品的包裝紙箱一般有三種類型，即天地蓋式
紙箱、對口式紙箱和側封式紙箱。

天地蓋式紙箱:又名套入式紙箱或扣蓋式紙箱，它由箱底和箱蓋組成，
所用的紙板分三層紙板和五層紙板。扣蓋式紙箱的箱底尺寸為所包
裝板材的長、寬、高加上墊片厚板，放3mm～5mm寬裕量。

資料源: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515/14/27717493_559324150.shtml

紙箱的例子



續‐天地蓋式:

對於天地蓋式紙箱的箱蓋尺寸的設計，一般要把握如下原則：三層
紙板的紙箱，箱蓋寬度比箱底增加15mm，而長度增加10mm；五層
紙板的紙箱，箱蓋寬度比箱底增加20mm，而長度增加15mm。這類
紙箱主要用於大衣櫃、電視櫃和KD產品的包裝，也可用于頂部易碎
或頂部有飾花的櫃子。

天地蓋式紙箱:



對口式紙箱:又稱上下搖蓋式紙箱，紙箱頂面和底面各有四個頁蓋，
即兩個寬頁蓋，兩個窄頁蓋。

包裝前，紙箱側邊封口處用騎馬釘封合，頂面用膠帶封合。

包裝時，由紙箱底面敞口垂直套上產品，再將該紙箱上下翻倒，
後封紙箱底面。這類紙箱主要用於包裝中、矮櫃類傢俱、餐椅以及
茶几五金件等。

此類型的紙箱內部必須加紙板護角，以防箱釘劃損產品，護角用三
層紙板。紙箱的尺寸依據產品的尺寸而定，計算的方法是包裝產品
的長寬高加墊料厚度，一般留出25mm～30mm寬餘量。

對口式紙箱:



側封式紙箱:包裝時，產品放在紙箱上，再在側邊封口處和左右面用
膠帶封合。

這類紙箱主要用於包裝扁平類傢俱，如床、鏡子、KD桌面、隔板、
玻璃等，也用於包裝細長類的傢俱零部件，如床梃、鋪板檔、腿類
等的零部件。

:包裝過程

側封式紙箱:



分析五個扁平包裝傢俱的例子



例子1.

 美觀:用了對稱的形狀,圓角且有重複的元
素.顏色則保留了純天然木的顏色,讓人感
覺到飄揚著簡單樸素的感覺.

 結構:以支架方式組成家具,其中組件有平
板及小支柱,然後依靠榫位交合固定組件,
從而組裝成不同家具.

功能:此家具為一個可以用多個
一樣的部件,組合出多種不同家
具的家具,如上圖的椅子和書櫃.
故可以發揮任何可組成的家具
的功能.不使用時可以拆開存放,
節省空間.

安全:此家具的安全
度應較其他一旦組
裝後就不改變結構
的家具低,也不能承
受太多重量.
材料:木與玻璃



例子2.

 功能：這是一張桌子，可以承載一定重量的物品

 美觀:突出了原材料的顏色，對稱，矩形

 結構:榫位，組裝的

 安全:平衡，有支撐點

 材料:大理石



例子3.
功能:這是一組可以
組成梳化,小桌子,和
直立式櫃子的模組,
組成後供人使用,然
後享受舒適的空間.
美觀:天然木色,灰色,
等距,不對稱

結構:榫位,而且此模組可以分別組裝,可
以根據空間的大小選取要組裝的家具.
可以節省空間
安全:圓角
材料:棉,布及木



例子4.

結構: 使用了PEG,意思為「無
需膠水的零件（Parts 
Excluding Glue）」，一共包
括八個樺木零件，這些零件通
過數控機床技術切割而成。不
同于傳統的榫卯結構，這把椅
子的零件上面帶有凹槽和凸起
，通過相互嵌套扣在一起，整
個組裝過程仿佛在玩拼圖，無
需任何膠水或釘子。

功能:這是一張椅子,它可以承
受一定重量
美觀:對比色(黑色),對稱
安全:安全度較高, 隨著時間的
推移，這款椅子的零件會自然
伸縮，從而讓椅子變得更加牢
固。
材料:木,軟毽



例子5.

安全:負重

材料:人造木板

功能;放置物品
美觀:線條感，自然
色
結構:支架



各例子的比較

例子號碼 特性 好/壞處

1 可以因應用途變成不同形狀的傢俱,如櫃,椅子 可以因應不同狀況作使用且充分使用空
間
但零件使用久了可能會變得鬆脫
令結構不穩,而且零件容易掉失

2 固定的,不能改變其形狀
只能作檯的用途

結構穩固,可長期使用
但是功能比較單調

3 以非常多的材料完成以整套的傢俱(床+檯+櫃+椅子) 一應俱全的套件可以說是功能分數滿分
但是佔用空間太大了,也不切實際

4 固定的,不能改變其形狀
只能作椅子之用

結構穩固,可長期使用
但跟2一樣功能比較單調

5 外型比較奇特,但是對稱的
結構也穩固的書櫃

美觀感較高,結構也穩固
但是浪費了不少空間



比較不同的桌子
種類 特性 好/壞處 圖片

飯桌 只要用作用餐之
用

放置空間較大但
同時體積也很大

床邊桌 是睡房的桌子,主
要用於放置個人
物品

方便擺放,體積較
小
但放置空間就相
對較小了

茶幾 高度較低,主要用
作喝茶,下午茶只
用

體積較小,放置空
間中等,但不方便
工作之用

食堂桌 主要是為了讓數
人一起用餐之用

可以供很多人使
用,但移動非常困
難

繪圖桌 主要是以工作,如
畫畫,之用

方便文書工作之
用,但不方便作放
置物品之用



比較不同的裝飾櫃
種類 特性 好/壞處 圖片

衣櫃 通常因配合
要擺放衣服
而設有櫃桶,
各格大小也
不一

可以因應物品
大小放置物品

但不能統一放
置物品

書櫃 配合放置書
本,層板間
距通常一樣

可以統一放置
相同大小的物
品

空間大小變化
較小

櫥櫃 配合廚房空
間,通常機
關較多,空
間也較大

相對空間較大

但大多沒有很
多層板



比較不同的扁平包裝傢俱
種類 特性用途 好/壞處 圖片

桌子 放置物品,空間
較大

結構穩固
但功能單調

椅子 供人乘坐的 結構穩固
但坐久了會讓人
感覺不適

床 供人作睡眠之用 能讓人感到舒適
但可能會有嘰嘰
咯咯的噪音

櫃 一般用作放置不
長用或體積大的
物品

可放置很多物品

但不能有條理地
擺放物品



另外,有關扁平包裝傢倶的特性

扁平包裝傢倶一般以數塊柱體狀的
部件組成,
如旁邊在IKEA所發售的地櫃
可見是用數塊扁平的板所組裝成的



其他實際扁平包裝傢倶在組裝前後的例子:
:組裝前

組裝後:
IKEA 宜家海尔默抽屉柜组

來源:http://post.smzdm.com/p/321500/



www.company.com

問卷調查



www.company.com

1. 你購買傢倶時,會重視哪幾個特點?
2. 你會不會只因為一個特點而選擇購買該傢倶?
3. 你最重視的特點是?
4. 你喜歡什麼類型的扁平化包裝傢倶?
5. 你最喜歡什麼顏色的傢倶?

問題列表:
• 明細:訪問20人



www.company.com

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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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1



www.company.com

問題2



www.company.com

問題3



www.company.com

問題4



www.company.com

問題5



www.company.com

透過以上調查發現:
1. 潛在買家最重視的傢俱特點為 實用性

2. 其次則是設計外型/特點,價錢,方便安裝和舒適度

3. 大部分的潛在買家會考慮一個以上的特點

4. 最多受訪者喜歡單一型態的傢俱,其次為可變形的

5. 最多受訪者喜歡單一色調的傢俱



科技研究
零廢物

人造板

人體工學



何謂零廢物概念?
零廢物(zero waste),也稱為”零廢棄”或者”零垃圾”,

但其沒有確切的定義,而我認為與之 接近的概念,
就是綠色設計

它以基於人們對工業化發展中對
能源

浪費、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認識,
與產品使用的原材料、能源以及產品消耗後

的垃圾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以保護環境為目標

的工業化生產被稱為產業綠色化行動，在歐

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已經實施了很多年，

成為資訊時代好設計的重要標準。設計師在設計過程中就必須考慮原材
料和能源的使用、廢料腳料和廢氣的處理、材料的回收等問題。

Yanko Design的TOP10頂級
綠色設計



而且,在零廢物概念當中,包含的 主要副概念,就是綠色化

• 因此,與綠色家具有關,而它應具備這些特
點:

• 在家具設計上:
1. 符合人體工學原理

2. 重視人體在靜態和動態條件下的生理狀
況

3. 具有科學性,減少多餘功能

4. 不會對人產生不利影響或傷害



• 在原料選用上:
1. 傾向選擇天然的

2. 符合有關環保標準要求的

3. 不含有害物質的

• 在生產過程中:
1. 延長產品的使用周期,讓其更為結實耐

用

2. 減少對環境產生的汙染

• 使用過程中:
1. 沒有任何危害人體的物質出現



小結:零廢物概念
• 總闊而言,零廢物除了顧名思義要思
考如何把廢物的產出量減至 少外,
我還需要考慮原材料，廢物的處理，
材料回收等等的問題，並設計出
為環保廢物幾乎為0的產品。



何謂人造板?
人造板（wood based panel），以木材或其他非木材植物為原

料，經一定機械加工分離成各種單元材料後，施加或不施加膠粘劑
和其他添加劑膠合而成的板材或模壓製品。

主要包括膠合板、刨花（碎料）板和纖維板等三大類產品，其
延伸產品和深加工產品達上百種。

人造板的誕生，標誌著木材加工現代化時期的開始，使過程從單純
改變木材形狀發展到改善木材性質。這一發展，不但涉及全部木材
加工工藝，需要吸收紡織、造紙等領域的技術，從而形成獨立的加
工工藝。此外，人造板還可提高木材的綜合利用率，1立方米人造
板可代替3～5立方米原木使用。

膠合板

刨花（碎料）板

纖維板



使用人造板作材料的話…..
好處是 與鋸材相比，人造板的優點是：幅面大，

結構性好，施工方便；膨脹收縮率低，尺寸穩定，材

質較鋸材均勻，不易變形開裂；作為人造板原料的單

板及各種碎料易於浸漬，因而可作各種功能性處理

（如阻燃、防腐、抗縮、耐磨等）；範圍較寬的厚度級

及密度級適用性強；彎曲成型性能比鋸材好。

而且,人造板家具部件的結合通常採用各種金屬五金件，裝配和拆卸都十分方便，加工精度高的

家具可以多次拆卸安裝。因為具有多種貼面，顏色和質地方面的變化可給人以各種不同的感受，在
外形設計上也有很多變化，具有個性。

很多人意識中，實木家具似乎才是 好的。

但事實上，同為合格產品的前提下，實木家具和人造板家具是沒有孰優孰劣的區別的。

也就是說，只要質量有保證，人造板家具同樣是理想選擇。

因為人造板家具價格比較便宜，功能上又十分實用，對於家庭收入不是很高的大多數工薪階層而言，
質量有保證的人造板家具絕對是一個理想選擇。



壞處是人造板的缺點是膠層會老化，長期

承載能力差，使用期限比鋸材短得多，抗彎和

抗拉強度均次於鋸材。但終因木材日缺，人造

板被用來代替鋸材的許多傳統用途，其產量也

迅速增加。西歐國家鋸材與人造板產量之比已

從1950年的20:1下降到1983年的 2.1:1；中國的二者之比，也從1950年的34:1降到1983年的10:1，下
降趨勢尚在繼續

還有還有,人造板家具的問題多出在環保上，如果以刨花板等材料製作家具，而貼面、封邊時又沒有將

其全部包好的話，就容易釋放對環境造成污染、對人體有害的甲醛。因而，選擇人造板家具時對板材的選擇
很重要。

木心板的用料是原木，橫向抗彎壓能力也較強。刨花板和密度纖維板的原材料則是被粉碎過的木材或其他材
料，如甘蔗稈等。

可見，在選材上，刨花板和密度纖維板遠不木心板。

另外，刨花板所用的材料不是被完全粉碎成纖維，而是粉碎成顆粒狀，然後再加入膠壓合而成；

而密度板則是將木質原材料完全粉碎成纖維狀再加入膠壓合而成。

因此，刨花板和密度纖維板用膠量相對較大，而木心板用膠相對較少。



比較種類的話在膠合板、刨花板和

纖維板三者中，以膠合板的強度及體積穩定性

好，加工工藝性能也優於刨花板和纖維板，因此

使用 廣。硬質纖維板有可以不用膠或少用膠的

優點，但環境污染是纖維板工業的嚴重問題。刨

花板的製造工藝 簡，能源消耗 少，但需用大量膠粘劑。

順帶一提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近些年來一種可以替代木質“屋面

板”的新型建築

材料‐‐‐高強防火屋面板已投入生產。

其輕質、高強、防火、防水、隔音、隔熱”等，

適用于水泥梁廠房、C型鋼廠房、辦公樓、別墅等各種建築屋面，

解決了這些屋面原常用的木質屋面板不防火的難題。

生態碳化木屋面板



總結
人造板種類 硬度高 耐久度 體積穩定性 加工性能

纖維板 中 高 中 高

刨花（碎料）
板

高 高 中 中

膠合板 高 中 高 最高

結論:膠合板



何謂人體工學?
• 人因工程學（又稱工效學[1]、人機工程學[2]、人類工

效學、人體工學、人因學）是一門重要的工程技術學
科，為管理科學中工業工程專業的一個分支，是研究
人和機器、環境的相互作用及其合理結合，使設計的
機器和環境系統適合人的生理及心理等特點，達到在
生產中提高效率、安全、健康和舒適目的的一門科學。
其中側重於研究人對環境的精神認知稱為cognitive 
ergonomics或human factors，而側重於研究環境施加
給人的物理影響稱為physical ergonomics或
occupational biomechanics。作為一門綜合性邊緣學科，

它的研究和應用範圍非常廣泛，因此人們試圖從各種
角度命名和定義它。

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人因工程学



人體工學的範圍廣泛

• 如上述資料說明,人體工學的範圍太過於
廣泛,因而我在本次研究中,只會集中調查

基本有關人體使用傢倶時的各種所需尺
寸作為重點。 人坐下時的至少所需尺寸，

腰部離地70cm
寬度55-60cm
如製作桌子的話
只要有這個空間留給人體活動就可
以了。

資料來源自書籍:人體尺度與室內空間-博遠出版社有限公司



人體使用餐桌時所需
的各種至少尺寸：

H為一個人使用餐桌是的寬度：約
60cm
J為一個人使用餐桌時，面前所需的
空間：約40x60cm
M為人使用餐桌時，外圍所需的長
度：約45‐60cm
K為餐桌的最小進餐公用區長度：約
25cm
因此若要製作四人用的餐桌的話，
就必須符合至少100x120cm的尺寸



因而，以上圖片可見,
人體在面對餐桌時,該桌子的高度必須約70cm
以上
而 小四人用的桌子必須約120cm長
和100cm闊

另外，有關儲物櫃的至少人體所需使用尺寸
人面對任何櫃,高度 好約210cm以下
而需要蹲下使用的櫃, 好每一層板相距20cm
至於深度，這是人平均伸手可及的範圍內，根
據資料，則是約60cm



以一實質個案作例:
這件在ikea發售的四人坐桌子
LERHAMN
它的面積是118x74cm
可見它的大小符合上述要求的

資料源

:http://www.ikea.com/tw/zh/catalog/products/30264283/

118cm74cm

74

118

可見此尺寸剛好適
合四個人使用的

約50cm



意念產生與發展





















木切面



決定發展意念三……



材料切割圖(人造板)
初版本





第二版



















最終方案



最終材料切割圖(人造板)
注:
黃色-代表桌面部分
灰色-代表下櫃部分
綠色-代表上櫃部分
白色-無用部分



初步構造圖-1



初步構造圖-2



初步構
造圖-3





上色前後



電腦立體模型
(桌子形態)



正俯側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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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時會被收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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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色前後



電腦立體模型
(櫃形態)

前

後



正俯側視圖

























評估最後作品



規格 評分 ★★★★★滿分 意見

可使用此傢俱的年齡 ★★★☆☆ 基本上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盲人除外

產品的種類 ★★★★★ 結合桌子與櫃
使產品的多樣性提高

產品的尺寸 ★★★★★ 64x36x27寸
尺寸符合原本要求

組裝方法 ★★★★★ 使用了 方便和簡單讓使用
者組合的方式

耐用性 ★★★★☆ 如無故意破壞
至少可以用2年或以上

重量可承受度 ★★★★★ 材料選擇了 堅固的



規格 評分 ★★★★★滿分 意見

人體工學的運用 ★★★★☆ 全尺寸考慮了人體工學

安全度 ★★★☆☆ 無尖角

美觀感 ★★☆☆☆ 追求實用性和材料運用
使得美觀感略顯失色

表面處理 ★★★★☆ 選擇了 對人體無害
且性能好的 上漆

未組裝前(包裝後)的尺寸 ★★★★★ 符合原要求

材料的厚度 ★★★★★ 符合原要求

零廢物概念的運用 ★★★★★ 充分運用所有材料
並且對人體無大負面影響

包裝材料的運用 ★★★★★ 側封式紙皮箱

包裝設計 ★★★★★ 長方形



對持分者的影響調查

 調查方式:問卷調查(選擇題及短答)

 人數:10



受訪者年齡



受訪者購買的用途



受訪者認為的實用程度



受訪者認為的方便程度



受訪者對此傢俱的意見



從以上調查可以發現

 就實用性及方便程度非常滿足使用者的要求

 (符合起初訂定的設計規格)

 但是對不同人士來說有著不同意見和影響(見下頁)



綜合對各持分者的影響

持分者 影響

小孩 • 沒有尖角的傢俱可以減低碰撞受傷的風險,小孩可以放心使用
• 抗水能力強的表面處理可以防止笨拙的小孩不小心把液體洒在此傢俱上

成人 • 就香港大部分的家居面積來說,可以變成櫃的桌子可以大幅節省使用空間
• 任何人都能夠做到的組裝方法(木釘接/榫接)使得使用者組裝時不會遇到困難
• 有不同大小的物品存放空間,增加可收納物品的多樣性

老人 • 滾輪的運用可以讓力量較小的老人家也能輕易移動此傢俱
• 用了上漆此表面處理方式,使家具放置很久也不會排放有毒氣體或氣味,讓使用者

不會感到不適



其他影響:

 重心永遠向下的抽屜機構可以讓人放心擺放任何物品

 考慮了人體工學的尺寸可以讓任何人都適合適用

 選擇了 堅固的膠合人造板,提升了家具的實用性和耐用性,使用者可以放
心擺放物件



 由於市場上大部分此類型的傢倶都是訂造的,沒有一系列相似的傢倶出現,
所以一般價錢會比較貴,成本也因個別素材會較高

 所以,此方案的出現,可以提供一個廉價版的選擇給潛在消費者,而且對本地
製造者來說也是有利可言的,不必一一訂造

經濟方面:
採用 低成本製作,自然,價錢也會相對便宜,要是這件傢倶收到歡迎的話,相信會為此類
傢倶市場帶來一定程度上的價格變動

美學方面:
所謂美學即{對感觀的感受},此家具的使用者,會因為它的淳樸感,使它的周圍也有相似感
覺出現,使得使用者大概不會把感覺不相符的物品放在它的周圍

 眾所周知,香港地少人多,所以房屋或者家居設計一般比西方房屋的空間小,基本上實用面積
都在1000尺相約,所以在這種環境下放置傢倶可以說沒有很大美感可言

 但是,此方案是針對這樣的傢倶設計的,變形機構可以一定程度上節省家居的空間,可以提升
空間感外,還可以讓使用者再試試放置不同的物品,又或直接空置,提升家居內的空間感



 傢倶一直配合著社會的發展,最初的傢倶只是一件死死不能有任何變化的物品,社會
日漸進步,所以傢倶的發展也隨之進步

 然而,此方案也是配合著社會發展的,此設計內使用的種種新穎的裝置/機構,都能反映
出人類在此方面的發展,也就是社會的進步

社會方面:
傢倶曾為社會帶來不少相關趨勢,如混搭風,自然風又或者模塊風,要是這件傢倶收到歡
迎,可能將為社會帶來變形風

文化方面:
香港人買傢倶比較常選擇的是富 西洋式 或者 中國式 文化的傢倶,要是這傢倶得以流行,
將為香港帶來混合文化的傢倶特色,如fusion菜般,把兩文化一體化

 如上述,香港地少人多,因為家居空間不大,所以一般香港人都有著購買-簡居 的文化,也就是
簡單又方便的意思

 配合這樣的香港人,此方案就最有效可以配合了,不但功能多且可佔空間小,加上配合零廢物
概念的設計,還可以迎合最近提倡環保/綠色文化的香港人,推廣此類傢俬



 香港每年有不少樓宇因拆卸或重新裝修，而拋棄大批木製產品。這些屬優質木材的
舊傢倶，變成堆填區中的固體廢物，實在有些浪費和可惜。

 所以,若實行此方案定必可以減少這些浪費

環境方面:
此傢倶以零廢物的概念為前提設計,相比起其他傢倶,可以大幅減少材料的浪費,同時,也
可以減少破壞大自然的機會,如伐木量的減少



時間表



成本預算

 總工時:144小時內(包括所有加工,表面處理,包裝處理)

 材料:人造板,天拿水,光油,油漆,各輔助硬件

 總製作成本:$2000 內



各材料價錢明細

部件 價錢$

膠合人造板x1 約$500
滾輪x8 約$200

波紋形釘x16 約$200

螺絲x64 約$80

木釘x34 約$70

折鉸x3 約$110

90度專用折鉸x1 約$300

圓柱鐵條x16 約$200

專用口袋門鉸鏈滑梯 約$200



總結及建議

 透過做這份SBA的過程,我明白了幾件事,
首先,要設計一件產品絕非一件容易的事,我所需要考慮的事情十分之多,絕對不能兒
戲了事,否則設計出的事物也不會好。

其次,要一個人完成一件設計是不可能的,在設計的過程中必須詢問不同人的意見,才
能使得自己的設計可以繼續改進,若只用自己一個人的意見行事,一定會有自己所看
不見的漏洞出現,尤其我要感謝我的導師,有賴他們給我數之不盡的意見,我才能夠完
成這一份SBA,要是沒有他們,我的設計一定充滿瑕疵。

另外,如果我能夠再做一次這份SBA,我一定會再深研究資料,精益求精,草稿量再多一
倍,並讓我的設計能夠更上一層樓。

總而言之,我在這一份SBA中獲益良多,對我未來在升學或工作上的發展有了 基本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