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聚焦丨重新设计公共空间中的未来学习体验——以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为例

重新设计公共空间中的未来学习体验
——以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为例

REDESIGNING FUTURE LEARNING EXPERIENCE IN PUBLIC SPACE——A CASE OF THE
CREATIVE·NEW SPACE OF THE SHANGHAI LIBRARY
关键词：设计方法；服务模式；环境设计

图 1 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设计模拟 – 社交区域：结交好友与故事分享

“ 能解决问题的人和具备设计心态的人都可以称为设计师”
，这是一个关于“设计师” 作者简介
的更具有包容性的解释，也是对于本身就有设计背景的人来说，更具挑战性的概念。从
一种职业走向了一种行为服务模式，设计的界限变得模糊了，设计的目的更加清晰了——
提供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人人都是设计师”，用“T 型人才”这个观点来理解这句话，
每个设计师都有一个核心的能力，作为以产品设计师、工程师作为起点的他，是 T 型中
垂直发展的最好印证。而“水平发展”的部分，需要通过不同挑战及学习体验来激发潜能，
延伸不同能力的成长。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概念，纵向的专业垂直能力能带领设计师看
到更多不同水平走向的问题，水平方向的激发与探索则能帮助设计师精进与提升有意义
的专业垂直能力，上海图书馆创·新空间的开放设计就是他的又一个“水平发展”的开始。
美丽的邂逅
每周六与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设计系学生在上海图书馆创·新空间一同学习设计、
体验设计，四年过去了，身为一位设计师，总是对日常生活有着细微观察。同时考虑到
自己的另一个身份，上海图书馆创新空间的用户，准确的说应该是“极端用户”。设计师
与极端用户的双重角色，让我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重新设计上海图书馆创·新
空间的用户体验？”从设计提案、团队讨论到不断修正，从对于结果的期望到规划，再
到设计与执行的过程，前后大约一年的时间，才有了这个初步的服务设计与空间规划方
案。希望这个项目能作为未来建设图书馆新空间甚至其他主题图书馆时的借鉴。
设计师应该接受各种挑战
这是第一次参与图书馆空间设计的案子、第一次设计如此庞大的社会创新项目、
第一次仔细观察使用三年的创·新空间、第一次开设图书馆创新工作坊等等。还记得在
nendo创办人左藤大的书中有写道：
“ 不应该称自己产品设计师、
工业设计师、
平面设计师、
建筑设计师，应当拿掉前面的头衔，称自己设计师就好。”人们不应该被这些头衔给局
限，想像力不应该被你的工作职称绑住。设计师应当接受各种设计挑战，从更广、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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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盛弘（Gary Lee ），设计师 / 创客 / 教育家
IDEO 上海工业设计师 /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客座副教授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工业设计学和电机工程学双学士学位
台湾国科会（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n Taiwan ）
的研究员，
台 湾 社 会 与 科 技 研 究 学 会 成 员（Taiwan Society of
Technology and Sociology）
、斐陶斐荣誉学会成员（Phi Tau
Phi Scholastic Honor Society）、中国技术服务社成员（China
Technical Consultants Inc）。
担任国际设计竞赛评委，包括 IDEA、Spark Design Award（星
火国际设计奖）
、IDA 国际设计奖和意大利 A’设计大奖赛
（ A’
Design Award and Competition）。
近来，李盛弘与美国工业师协会（IDSA）合作打造 IDSA 在
亚洲市场的战略、服务和用户体验，并牵头把初步合作框架
编制成了他近期出版的《IDSA 亚洲蓝图 》一 书。

设计作品获奖
美国国际设计杰出奖（IDEA）金奖
德国百灵设计奖（Braun Prize）
美国 Core77 设计奖
德国红点（Red Dot）金奖（Best of the Best）
星火国际设计奖（Spark Design Award）
欧洲产品设计大奖金奖
德国 iF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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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访谈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教授

面的视野切入问题核心。设计是一种应用性学科，是具有延展性、通过实践中学习的科目，我很幸运能参与这
次的案子，尝试不同类型的设计，重新定义问题。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的项目，涵盖了产品创新、空间规划、
服务设计、商业策略等部分，身为设计师与用户，如何把自己的双重身分与图书馆创新团队的身份重叠，从读
者与馆员们的视角重新了解挑战，并协同解决。
设计师“能”与“不能”接受各种挑战，前提在于是否具有一个开放的心胸。时常听到“人人都是设计师”
这句话，其实应该解读为“人人都具备设计师的心态”，即好奇心、同理心、开放的态度。唯有在心态开放的
状态下，他人的观点、用户的需求才能进入你的思维当中，设计师在考量一个问题的时候，才能更贴切进入核心。
“ T 型人才”是用另一个观点来理解这句话，每个设计师都有一个核心的能力，以产品设计师、工程师作为起
点，是 T 型人才垂直发展的最好印证。水平发展的部份，需要通过不同挑战及学习体验来激发潜能，延伸不
同能力的成长。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概念，纵向的专业垂直能力能带领设计师看到更多不同水平走向的问题，
水平方向的激发与探索则能帮助设计师精进与提升有意义的专业垂直能力。设计师不应该只是专精于某一个
领域的专家，更需要具备思考与反省能力 。最终一个好的设计师与设计方案，提出的不只是解决方法，而是
一种智慧。
现代图书馆的转型
传统意义上认为，图书馆是放书、藏书的地方，亦为传递知识的场所。阅读空间给人们创造的其实是另一
层次的思考和想像空间。虽然此次的案子设计范围仅聚焦、探讨上海图书馆创·新空间本身，但是其实图书馆本
身也是处于需要转型的阶段。网络发达、科技进步的当下，人们对于家及办公空间的定义有所改变。线上线下
的定义模糊了，我们每个人都也有一个虚拟的身分。在种种原因下，图书馆除了借阅、咨询、检索等等传统定
义上的功能外，设计团队如何能满足现有读者的需求，例如：功能上、情感连结、沟通等等。除了满足外，更
进一步如何“开发”新的需求与用户价值？如何融合新兴科技，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再造新的价值？未
来图书馆的人工智能机制，是建立在图书馆的读者资料库之上，并且可以推荐读者们有兴趣的书籍、量身订做
的书单、相关艺文活动、图书馆新进资料库资源等等。设计团队也应该了解哪些需求是读者、消费者没有提到
的“隐性”问题，例如：图书馆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隐性问题往往会反应在人们细微的行为表现上，我们
一不小心会自然而然的视之为理所当然而忽视它。
谈到图书馆的转型，影响到对应的馆内的几个中心，其中创·新空间就是属于读者服务中心的一个编制单
位。近几年来，创新空间、共创空间、创业空间等等名字蜂拥出现在版面上，并且占据了市场。一些问题也同
时浮现在我心中。
我们如何创造出属于上海图书馆的创新空间？何谓图书馆式的创新空间？它的价值主张
（value
proposition）为何？和目前市面上一些创新空间、共创空间的区别又为何？我想：一个有意义的定位或价值主张，
不是在市场上争夺出一条血路获得商业上胜利，而是一种同盟（alliance）或互补的概念，找出自己独特的一面，
甚至是单一的特点，也值得。后续的设计策略、思考方式、商业模式等都是围绕这个价值主张展开，因此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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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的阶段。比喻成写文章的四个阶段：起、承、转、合，价值主张就如同在“起”的阶段，是一个适合、
正确的开头。
考量到大部分图书馆的服务应该是一种系统性、全面化的知识提供点，图书馆应该教导民众“ 阅读是一种
核心习惯 ”。比较特别的是上海图书馆是图书馆与产业情报所的综合体，上海图书馆也是较为偏向研究型的图
书馆，特别在科技类、创新产业、专利方面具有优势地位。综合以上这些背景知识后，设计团队才能设计出适
合于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的价值主张。
以“仁”为本出发的设计思维
从“人”本设计到“仁”本设计，除了以读者、使用者为中心的设计方式外，同时还要考虑到馆员、馆方的使
用需求。从“人”出发是最基本的调研与思考方式，其中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设计者、参与者是否“在乎（care）
”
？
用心去设计，从客户、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并且去设想未来的下一步。一个特别让我感动的时刻是当访谈上海
图书馆的创·新空间读者服务中心副主任林琳时，所了解到的她对于这个案子的期许。她特别提到一点：
“ 希望
让每个服务读者的馆员能发挥自身的价值，并且能够帮助到馆员实现个人使命感。”她对团队真诚的关怀、对
人的尊重，这就是“ 仁”本设计的一种体现，也是设计师应当通过设计发挥的价值。
设计团队也常常通过消费者调研、人种志研究了解用户们日常的行为、生活方式、使用习惯。作为记录者
及倾听者，我们会去记录下听到的内容和对话。这是以“人”为本最基本的一种设计思维方式。但是其实更重
要的是，你是否有听出来他们没说出的部份？保留的部份？隐藏的部份？特别是到受访者的家中访谈，你是否
观察了她的生活环境、空间摆设、家中是否挂著画、放哪一种相片？在她的言行举止中，都会透露出一些答案。
这些细微的观察，才能真正体现同理心、以“仁”为本。
建模并动手思考
在每一个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的空间区块中都有设计对应的家具。图纸上的家具设计可以很美观，但是
当真正变成三维实体家具的时候，又是另一种状况。为了减少实体与图纸上的落差，家具实体化的过程需要反
覆琢磨与测试，这种过程就是建模（prototype），期间还会进行不断的设计修改。建模过程中，先用纸板快速
的将原型打造出来，确定整体比例和形状后，再用 3D 打印机将缩小模型打印出来，观察是否与电脑的 CAD 模

图 3 运用「仁」本设计思维
去规划与设计的上海图书馆
创 · 新空间平面图。

图 4 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设
计模拟 – 欢迎区域：寻求资讯
与导引。

图 5 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设
计模拟 – 个人区域：将创新空
间视为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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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上海图书馆创 · 新空间家具设计概念

型有所出入。毕竟看到、摸到的、感受到的是绝对不同于 2D 萤

如何解决系统性的社会与商业挑战？面对社会型挑战，设计的结

幕上看到的结果。而后更进一步用较为精密的 CNC 制作模型，

果应当是充满弹性并且持续进化。往往在案子合约结束后，真正

测试结构、材质、整体观感等等。常常听到设计系的学生、设计

的挑战才会浮现，例如：如何量化（scale）设计成果？如何培养

圈的专家们提到“ 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四个字，这是

对应的人才、角色？是否有反馈系统（feedback loop）能解决突

一切设计的开端，除了动脑思考外，更重要的是手脑并用，设计

发状况？如何定义有意义的设计指标？从案子的“结果”转化成

思维与动手做
（Design Thinking and Doing）
，通过在实践过程中逐

具有正面影响力的设计“成果”，仍然需要设计团队不断与客户

步的学习、修正与精炼，才有可能获得一个适当的结果。

一同努力跟进。

设计过程、结果与成果之后

设计师应当发挥社会影响力

提到“过程”两个字，可能许多人会想到方法论、调研过程、

除通过商业价值的体现来驱动创新外，社会影响力也是另外

设计方法、流程。而提到“结果”两个字，大家都会想到设计成果， 一种驱动创新的方式。往往客户想要的是商业模式上的成功，并
或是不同形式的设计结果，例如：书面、模型、海报等等。任何

且是持续、永续的商业生态系统，所以需要考量的并非只有商业

一个设计案子，离不开“过程”与“结果”两大部分，它们是一

的因素而已。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

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上海图书馆创·新空间的案子兼具了两大部分：

这些都需要纳入考量。关系链与生态链的交互、互动过程中应该

设计“过程”展现出一套思维模式，而“结果”可以是体现在空间、 被确保能产生规模性、正向的社会影响力。还要能创造出一种适
家具、服务与体验上。大部分的人可以通过有形的“结果”去给

当的条件（condition），让社会影响力能源源不绝扩散。从上海图

予一些反馈、建议，“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帮助到思考“过

书馆创·新空间的案子中，通过服务设计、体验设计的视角，看到

程”与设计“过程”的。较为无形的“过程”则是可以给予上海

另一种图书馆的价值。团队设计的初衷除了鼓励大众创意、创新外，

图书馆创 · 新空间团队们一些思维上的冲击，像是产生更为多元

还希望那些使用创·新空间的民众、读者们能真切的将知识满载而

的观点去评论一件事物的因果、将设计提升到战略与思维的层次、

归并充分利用公共资源来提升自我与社会价值。

构思与培养组织内部的创新文化等等。设计过程与设计结果都是
案子中的一部份，重要的是哪一种形式能够对于客户、团队和设
计师本身产生最大的收获与影响力。
设计师也应该关心案子结束后的相关事项，并且思考设计团
队、客户如何随着案子一同成长？何谓案子结束？如果设计是一

（本刊主编专访）

段持续前进、改进、完善的旅程，对于结束也有著不同的定义。
面对现有的设计挑战，不再是单纯的解决单一的问题。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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