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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r MovementMaker Movement
從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號角被吹響，創
客運動(Maker movement)如火如荼地客運動(Maker movement)如火如荼地
在全世界各地展開，創客們群聚的創
客空間(makerspace)，開始衍生出許
多社會創新的專案，而創客空間的在多社會創新的專案，而創客空間的在
地化到創客都市網絡的聯結，透過網
際網路將專案開源分享出去，打破了
地域界限的藩籬 而這種去中心化地域界限的藩籬，而這種去中心化

(decentralization)的模式，也為在地
社群開啟了分享式經濟(sharing 

economy)的可能性。



電腦輔助設計CAD/CAM 電腦輔助設計
指利用電腦來從事分析、模擬、設計、繪
圖並擬定生產計劃、製造程. 序、控制生產
過程，也就是從設計到加工生產，全部借

重電腦的助力.



Open sourceOpen source
所謂的「open source」，原本指的是開放其設計讓所有使用者自由修改的一項機制。

雖然大多被用於軟體開發過程中，這項機制已逐漸演變為泛指在產品、計劃與專案方面，透過開放大眾雖然大多被用於軟體開發過程中 這項機制已逐漸演變為泛指在產品 計劃與專案方面 透過開放大眾
的參與、討論與修改，進而加速其發展、增加透明度及大眾福祉的方式。



Open-source
指與自由及開放原始碼軟體相同方式設計
的計算機和電子硬體。開源硬體開始考慮
對軟體以外的領域開源，是開源文化的一

部分Open source 
Hardware

部分。
這個詞主要是用來反映自由釋放詳細資訊
的硬體設計，如電路圖、材料清單和電路
板布局資料，通常使用開源軟體來驅動硬

體Hardware 體。



Arduino是一款便捷靈活、方便上手的開
源電子原型平臺,包含硬體(各種型號的

Arduino板)和軟體(Arduino IDE)。 它適
用于愛好者 演出者 設計師和對於「互

Arduino
用于愛好者、演出者、設計師和對於「互

動」有興趣的朋友們。

Arduino



是 款基於Li 系統的只有 張信用卡大

Raspberry pi
是一款基於Linux系統的只有一張信用卡大
小的單板機電腦。它由英國的樹莓派基金
會所開發，目的是以低價硬體及自由軟體
刺激在學校的基本的電腦科學教育。



RepRap是一個開源的3D印表機計畫,至目前為
止，RepRap項目已經發布了四個版本的3D立

體印表機：2007年3月發布的"達爾文"
（Darwin），2009年10月發布"孟德爾

RepRap 3D printer

（Darwin） 2009年10月發布 孟德爾
"(Mendel），並在2010年發布的「Prusa

Mendel」，和"赫胥黎"（Huxley）。開發者採
用了著名生物學家們的名字來命名，是因為

「RepRap就是複製和進化」。RepRap 3D printer



共享經濟
An economic movement where there's shared access to goods, 

共享經濟
service, space, and money rather than ownership.



Maker SpaceMaker Space
Generally, a place where DIYers, 

Makers, and anyone else interesting inMakers, and anyone else interesting in 
making things, designing things, or 

fixing things, rather than plain ol’ buying 
things, join together to fabricate, code,things, join together to fabricate, code, 
build, and collaborate. Makerspaces 
are also something of a theoretical 

ideal: a communal educationalideal: a communal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where kids and adults can 

use new, and old, hands-on tools in 
meaningful and creative ways.meaningful and creative ways.











創客運動的翻轉力量：社會創新













Safecast
Safecast is a global sensor network for collecting and sharing radiation 
measurements to empower people with data about their environments. 



f-l-o-a-t
FLOAT IS AN INTERACTIVE DESIGN PROJECT USING AIR QUALITY SENSING 

KITES. THROUGH THE POETICS + PLAYFULNESS OF KITE FLYING, FLOAT 
SPARKS AND INITIATES DIALOGUE ON URBAN ENVIRONMENTAL HEALTH 
ISSUES AND GIVES AGENCY TO CITY DWELLERS TO MAP RECORD ANDISSUES, AND GIVES AGENCY TO CITY DWELLERS TO MAP, RECORD AND 

EVENTUALLY TRANSFORM THEIR ENVIRONMENT THROUGH POLICY.





是一臺低成本開源硬體的集油機器人，Protei結合了傳統技術與創新設計，我們可以在短期內實現，以解決及時的環境危機，如石油洩漏，清理海洋環流垃圾或進行海洋研究。

這個專案由Cesar Harada提出，計劃案在2011年透過kickstarter平台幕資成功，目前Protei已經正在持續進行他的任務當中。這個專案由Cesar Harada提出，計劃案在2011年透過kickstarter平台幕資成功，目前Protei已經正在持續進行他的任務當中。

講者介紹：

Cesar Harada (31),

is a french-Japanese Inventor living and working in Hong Kong. Passionate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with an entrepreneur spirit, Cesar has been developing Open Source technologies to
explore and protect the ocean such as “Protei” the shape-shifting sailing robot, a futuristic autonomous vessel. 3 weeks ago Cesar was sailing around Fukushima Japan, sampling seafloor
sediments to make a map of ocean radioactivity. Cesar is a TED senior Fellow, former MIT project Leader, GOOD100 figure of progress, graduate from Design Interactions Royal College of
Arts, London.







OPENSTRUCTURES Thomas Lommée open Ecomponentsp p



Maker CityMaker City
台灣的資通訊科技(ICT)與傳統製造業,都曾是創造
台灣經濟奇蹟的重要推手產業。自造者(Maker)運
動正醞釀著 股力量 改變我們的生活 如今面對新動正醞釀著一股力量,改變我們的生活,如今面對新
時代的改變,正是我們共創資源的最佳契機。我們
發現目前各平台有著不同的經營方式,學界、產業
界與城市聚落彼此缺少連結,學界無法接軌產業,產界與城市聚落彼此缺少連結,學界無法接軌產業,產

業無法直接對應學界需求。
面對未來,台灣產業該如何走?

因此,我們希望透過開放性討論的方式,藉由本次「
2014 MakerCity打造台北創客生態圈 的舉辦 希2014 MakerCity打造台北創客生態圈」的舉辦,希
冀能匯集各學術界、產業界、城市聚落間代表之
意見,找出核心問題,凝聚各平台向心力,促進跨界

合作,為Maker City共創平台價值。









FUSIONERA 聚變時代
策展人：MAKERBAR  (闞凱宇)

這是一個無疆界的時代，當過去的準則不再適用於今日，各種創新正透過網路科技打破藩籬，全球性的合作正如同聚
變，必須透過跨界合作，以擷取更大的能量。

本次聚變時代論壇結合Maker Faire Taipei，號召來自世界各地的創新專案進行分享，喚起大家以實作來改變世界的勇
氣，並討論如何透過國際串連及跨域合作，發揚創客運動的共創精神，讓更多人捲起袖子加入創客運動的行列。

Fusionera 2015Fusionera 2015 
We are living in an era where boundaries no longer exist and old rules no longer apply. Innovations of all kinds 

are breaking out due to the Internet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ile global and cros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s create powerful fusions that lead us to greater change.  

Thi F i ill t k l l id M k F i T i i 2015 (M 30 31) t f t i t hThis year, Fusionera will take place alongside Maker Faire Taipei 2015 (May 30-31) to feature innovators who 
will share their exciting projects and to discuss how to create greater synergies through global network and 
working together across disciplines, with hope to inspire more people take part in the Maker Movement by 

doing and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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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設計 : 跨界整合







數位工藝：當代設計的工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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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can be theWho can be the 
designer?designer?



You can be theYou can be the 
designerdesigner.











Everyone can be theEveryone can be the 
designer!designer!



3D printer download model copy machine



Who knows
how to use the 3D 

Printer?



designer3D printer 3D printer



You know
how to use the 3D 

Printer.





How to take an 
ideaidea

Make it happen





3D printer parametric design custom design





仿生衍藝

Parametric VineParametric Vine
Parametric Vine是由衍象設計Fabraft Design Lab受數位方舟Digiark的
邀請在國立台灣美術館為期兩個周末舉辦工作營與學員們共同集體創作
的作品。課程主旨在教導設計師、學生、民眾何謂"參數式設計" 與 "大
量客製化" 並於課程結束後產出全世界最大型的3D列印裝置藝術作品量客製化" ，並於課程結束後產出全世界最大型的3D 列印裝置藝術作品
。Parametric vine是由上千片不同的造型單元所組裝，單元中採用
Rhino + Grasshopper 進行設計，讓各學員能夠在短時間內產出上千片
不同形狀的樹枝圖形。經過詳盡的課程規劃與訓練，講師指導每位學員
學習從如何繪製3D模型與操作3D列印機，到如何把電腦中的檔案現場
放樣與製作。Parametric Vine 裝置作品於台中國美館B1兒童區展示。







t i3D printer parametric design mass customize
design





Everyone knows
how to use the 3D 

Printer!



臺北行動再生計劃

M bilMobile-
Fab TaipeiFab.Taipei

我們相信設計、科技與環保是可以相輔相成為堅韌的線條,指向人類正確向前的方向。近年來歐美熱烈討論的
三維列印技術,為我們所秉持的信念樹立最有力的證明。因為在三維列印過程中,其中的加法製造可以避免生產
時所帶來的材料資源浪費,而且所使用的材料可以再次回收利用降低環境汙染。就設計師的角度來看,這個新穎
的工具加速了設計想法的產生,讓創意與現實的關係更加緊密,不用再像過往的設計、產出模式,必須透過第三方
的製造,才能觸摸到實際的作品。這巨幅改變設計程序的潛力,今年四月的《經濟學人》雜誌甚至為此提出這將, ,

會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可能。

在這三維列印技術如今日的熱絡之前,我們就花費許多心力、時間研究國際的開放源碼3D 印表機計畫RepRap 
,並且親手將3D 印表機的機器做出來。在這漫長的研究過程中,我們深刻體悟到,如果要實踐自身所相信的理念,
設計、科技與環保的結合是強大的力量,在加上對台灣這塊土地的熱愛,那麼去分享我們的研究與推廣3D列印於
民間,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我們設計了把印表機和回收機器整合在一起,規劃騎著搭載這些設備的三輪腳踏
貨車在台北市遊走並且推廣的計畫,期盼在環保意識盛行的當下,讓市民一起體驗這未來的趨勢,參與嶄新的設計

流程點亮每一顆散落在都市中的設計光點。流程,點亮每 顆散落在都市中的設計光點。







Do what you love

H t t k idHow to take an idea
Make it happenMake it happen





CNC parametric design Plvvvo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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