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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糖」－視覺包裝設計 

摘要 

 

本團隊以台南南化區關山里的黑糖作為設計對象，以推廣當地黑糖文化並加

上使用面向，進行黑糖包裝與視覺的設計，期望創作出復古文化意象、現代使用

面向的效果來吸引消費者的目光，並以創意包裝與視覺來提高黑糖在市場上的定

位。 

整體設計內容概分兩部分，分別為：包裝結構發展設計與包裝視覺設計；包

裝結構發展主要分為三款包裝系列，並以黑糖在使用上的不便作為主要出發點，

將設計黑糖不沾手、可控制糖量、快速沖泡為三大重點特色，視覺設計方面則以

版畫風格為基礎，針對台南關山文化做出一系列的視覺單位型，剛柔的筆劃搭配

各種口味的代表色傳達當地文化特色。 

品牌發展概念以當地獨有的兩道製作工法，因這兩道特色工法有別於其他地

區的黑糖，讓吃過關山黑糖的消費者，都能對關山黑糖加深印象，因此本團隊決

定強調這兩道工法的獨特性並凸顯關山黑糖的賣點之一，將品牌名稱命名為「二

道糖」，進而傳達當地獨有的特色風格。 

期望能藉此專題實作，融合當地文化特色加上創意包裝將黑糖重新改裝，賦

予新的視覺、新的使用面相特色，讓消費者可以更加喜愛黑糖，也將黑糖重新定

位，也期許消費者將來有機會使用本團隊的黑糖可感受到黑糖的有所不同，不管

是包裝、視覺或者使用面向上都會有不同的新感受。不僅讓大眾能更加認識黑糖

亦可帶動黑糖價格，同時也可帶動台南南化區關山的觀光特色與傳達古早黑糖的

製糖文化，將古人製糖堅持的文化精神繼續保留推廣下去。 

關鍵詞：台南關山、黑糖、黑糖包裝、製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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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專題背景與動機 

日據時代中期日本人從台灣外銷很多產品到日本，他們指導台灣的漢人在

嘉南平原大量種植紅甘蔗，日本還在台灣某些特定地點蓋了許多糖廠，新營糖

廠、橋頭糖廠、瀟瀧文化園區，從日據時代到國民政府時代是糖業最發達的時

候，糖業自蔣經國總統解嚴之後逐漸沒落[15]。 

關山地區大部分的居民都是以農為業，種植甘蔗和芒果為主，芒果盛產時

期約在每年的五月至八月，產期過短導致農民在其他月份沒有固定的收入，因

此，農民決定以現有的器具與古早的技術來種植甘蔗並製作黑糖，結合「龍眼

木—煨火工法」、「四重鼎—走水煉製法」[16]讓黑糖帶有淡淡的龍眼香氣，直

接濃縮熬煉結晶的「手工黑糖」。    

關山大部分的居民以種植農作物為主，行銷手法較為缺乏，在重量不重質

的情況下用罐裝與密封袋包裝作為伴手禮來進行販售，造型視覺設計受限於材

質上的選擇，導致無法突顯產品的特色，因此不易吸引年輕客群，本專案決定

以「上班族」與「觀光客」做為主要目標族群，「黑糖」對人體有許多益處，

針對上班族在上班時間必須久坐且忙碌的狀況下選用黑糖來做為補充能量的

來源，市面上的黑糖多半在使用上容易造成不便；此外，為了推廣當地文化，

將黑糖設計成創意伴手禮，讓遠到關山的遊客不僅能將回憶帶回家，也能將關

山文化推廣給更多人知道，經由整合後，本專案決定以四大點為設計動機： 

(一)關山地區以農業為主，缺乏完整的行銷手法。 

(二)傳統包裝在視覺設計上，較無法提升黑糖本身的價值與特性。 

(三)傳統的包裝手法，導致消費者在使用上出現問題。 

(四)傳統伴手禮呈現的方式無法開創新的消費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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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專題目的 

本專題小組此次執行的目的在於開創不同以往的黑糖包裝，藉此包裝的發

展，增加更多黑糖的發展方向並提升其價值。經整理成以下三點： 

 

1-2.1 關於品牌 

(1) 形象設計 

以插畫手法作為品牌風格的呈現，結合關山與當地黑糖產業開創全新

的視覺風格，凸顯本品牌個性化又略帶有文化氣息的調性。 

(2) 包裝設計 

擺脫傳統的罐裝抑或是密封袋包裝嘗試融入到不同的視覺風格，傳統

的黑糖包裝大部分都是罐裝份量較多，要食用的時候還得將罐子傾斜

倒出，所以本團隊決定將其濃縮至小包裝，開發成創意商品，不只方

便攜帶也表達不沾手的概念。 

 

1-2.2 針對不同的消費族群去開發適合的商品 

本專案將以「觀光客」與「上班族」做為主要目標族群，同時也用情境

進以下的分析。 

●小結： 

大部份銀髮族退休後喜歡到處旅遊，到了觀光地區會選擇購買份伴手禮

回去送給親朋好友，藉此介紹當地特色也順便推廣黑糖益處。 

●預設設計方向： 

趣味性、文化性質商品。 

 

 

(1) 觀光客-銀髮族群 → 旅遊 
→ 送禮 → 當地特色、趣味性 
→ 自用 → 商品對人體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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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班族 
→ 工作 

→ 工作壓力 → 抒發 
→ 人際關係 → 交際應酬 

→ 休息 
→ 喝水、吃點心 
→ 經痛時，喝熱飲 

●小結： 

上班族在上班期間容易遇到人際以及工作壓力的問題，藉此開發新商品，

讓消費者在使用上能得到適時的抒發並且達到人際關係的增長；而本專案也

特別提出女性在經期間上班在休息間所需要的需求；以上將這些需求考量到

設計方向。 

●預設設計方向： 

攜帶方便、快速沖泡、紓壓療癒。 

 

1-2.3 多元化行銷通路 

(1)將商品設置當地農特產販售部，讓觀光客可以將這份養生與愛的手工黑糖

購買回去自己使用或送禮。 

(2)結合當地一年一度農特產節慶，加以宣傳。 

(3)建立粉絲專頁，不定時發布最新消息。 

 

第二章 相關資料探討與參考範例分析及說明 
2-1 台南關山介紹 

2-1.1 地理位置與地區特色 

  台南市南化區南化水庫上游，關山舊名「西阿里關」，俗名「後堀仔」。

山明水秀，有三泰神木、出火仔、大地谷景觀，可健行及觀賞螢火蟲，正發

展為自然生態社區，里民多為務農，以種植甘蔗、芒果、麻竹筍，出產手工

黑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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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黑糖製作過程 

 

圖 2-1 黑糖製作過程 

小結： 

從甘蔗榨汁到最後完成，至少要十個小時以上，農民們卻秉持傳統的精

神，過程中也不曾看他們露出倦怠的表情，總是專注的完成每項步驟，農民

們告訴我們：「想將好吃且天然的黑糖獻給大家，當然不能馬虎。」本團隊想

藉農民們這份精神，將關山黑糖傳達給大家知道，讓大家知道關山黑糖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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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現有商品包裝分析 
  

(a)罐裝或袋裝 (b)夾鏈袋 
  

(c)玻璃罐裝 (d)塑膠袋裝 

圖 2-2 常見黑糖包裝現況分析[1] 

依圖 2-2 圖示分析整理後，常見有四種，分別為(a)罐裝或袋裝、(b)夾鏈袋、

(c)玻璃罐裝、(d)塑膠袋裝，整體而言包裝明顯有以下三點問題： 

(一)品牌辨識度不足 

(二)礙於材質限制，導致包裝過於制式化 

(三)包裝沒辦法凸顯當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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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現有包裝使用情境 

 

圖 2-3 黑糖使用情境 

  小結： 

市售黑糖的包裝在使用上，容易造成甜度不易控制、沾手與攜帶不易的

問題，因此，本專題決定改善黑糖現有包裝問題來解決消費者使用上的不便。 

 

2-4 黑糖好、壞處 

2-4.1 好處 

(1)小朋友中氣不足、食慾不振、營養不良，皆適合使用。 

(2)暖身子、增加能量、活絡氣血，加速血液循環。 

(3)婦女在坐月子期間用黑糖煮水飲用，即一般所稱的紅糖水，可以活血化瘀，

幫助子宮收縮復原，還能促使惡露盡快排出。 

(4)女性朋友若有行經不暢、小腹脹痛的問題，可加些薑汁共煮，補中氣、補

血養肝，溫筋通絡效果會更好。 

(5)有利於新陳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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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壞處 

(1)不要在飯前喝。 

(2)陽虛內熱者不宜多吃黑糖。 

(3)口乾舌燥、食慾不佳、容易生痰的人（糖吃多了容易助濕生痰）要少碰黑

糖。 

 

2-5 PEST 外部環境分析 

2-5.1 P 政治 

日據時代中期日本人從台灣外銷很多產品到日本，他們指導台灣的漢人

在嘉南平原種植紅甘蔗，日本還在台灣某些特定地點蓋了許多糖廠，新營糖

廠、橋頭糖廠、瀟瀧文化園區，從日據時代到國民政府時代是糖業最發達的

時候，糖業自蔣經國總統解嚴之後逐漸沒落。 

 

2-5.2 E 經濟 

(1) 國內砂糖市場每年需求約達 60 萬噸，目前台糖供應 30-35 萬噸，市場需

求缺口高達 30 萬噸，看準國內砂糖市場商機。[7] 

(2) 國人平均在伴手禮的消費金額以 151~300元及 301~450元佔的比例最大，

而全體受訪者平均購買伴手禮金額 312 元，整體比例如(圖 2-4)所示。[8] 

 

圖 2-4 伴手禮平均消費金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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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S 社會 

由 Pollster 波仕特線上市調(如圖 2-5)整理後，可以了解到女性在經痛時會

採取喝 熱飲品紓緩疼痛，熱飲品如同黑糖、桂圓茶等等比例最高，其次則選

擇 休息或是什麼事都不做，整體看來，女性透過喝熱飲來紓緩疼痛；盡可能

不食用止痛劑等，此可見女性對於藥物還是抱著能免則免的態度，而會食用

熱飲來減緩疼痛，不僅是因為熱飲對於人體沒有極大的傷害，也能達到真正

舒緩的效果，此外，多飲用熱飲對女性子宮有極大的保護。[9] 

 
圖 2-5 女性舒緩經痛方式[9] 

    以「身體保養方式」(如圖 2-6)調查，調查結果為「注意飲食，吃得健康」

之選項為最高，占 26.43％，其次為「早睡早起，生活規律」占 20.54％，「 額

外補充營養品、藥品」則排居第三（18.97％），顯示國人因生活忙碌，注意

飲食、營養與保持規律的生理時鐘最容易達到的方式，運動養生則可能常限

於時間、場地或懶得動、怕流汗，而容易被民眾所忽略。[9] 

圖 2-6 國人養生方式[9] 

 

各個年齡層區分觀察，除了飲食之外，在 17～24 歲的受訪者中，會盡量

保持早睡早起的規律生活作為健康生活的方式（占 19.88％），而 25～34 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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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4 歲的受訪者則皆較重視額外補充營養品（分為 21.29％ 與 21.17％），

45 歲以上民眾則以規律生活（21.31％）與多做運動（ 21.22％）來輔助注意

飲食上的不足。由調查(如圖 2-7)可知，年輕受訪者較不 以運動來作為保養

身體的方式，而偏重在飲食和營養上的攝取。[9] 

圖 2-7 年齡與養生方式之交叉分析[9] 

 

2-5.4 T 科技 

(1) 提供網路平台購物：根據我國電子商務市場「台灣網友購物行為現況」(如

圖 2-8)2013 年台灣平均每人花費一萬至二萬元在線上購物，將開設網路 

購物平台，因將商品設置在平台上，讓消費者了解商品特色，使消費 者

透過網路直接購買當地產品。[10] 

(2) 提供電話宅配服務：可透過電話訂購，以宅配方式運送。 

(3) 設置產品購買據點：將產品設置農特產中心，利於觀光族選購，並提升

品牌知名度。 

圖 2-8 近年網路購物總金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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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SWOT 分析 

為有效展開關山黑糖包裝設計，本專題首先就關山黑糖進行 SWOT 分析，

初步分析內容整理如表 2-1 所示。 

 

表 2-1 黑糖包裝設計展開 SWOT 分析表 

優勢（Strengths） 

製作過程增加靜置以及放入石灰的步驟來去中和酸鹼，提升黑糖的口感品質。 

黑糖是一種未經過提煉的純糖，比起市面上的精製糖更含有豐富營養價值。 

老闆在黑糖的原料以及產出過程堅持自己把關，保障關山黑糖的品質。 

劣勢（Weaknesses） 

當地販售並沒有完整的行銷通路。 

目標族群只能侷限販售給批發的商人為主，無法提升黑 糖品牌價值。 

機會（Opportunities） 

大眾並不曉得黑糖的營養價值所在。 

有機健康食品的市場日益擴大。 

以一鄉一特色推廣在地的歷史性、文化性、獨特性，發展獨有的特色。 

威脅（Threats） 

現在人講求少鹽少糖少調味料，對於糖的需求降低。 

市面上已經有同行發展黑糖品牌更加完整。 

氣候溫度影響種植的甘蔗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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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競爭者分析 

為進一步瞭解目前市場上競爭者對於黑糖包裝的設計概況，本專題則透過小

規模田調與網路資料蒐集的方式，分別蒐集並歸納主要、次要與一般競爭者，對

於黑糖包裝形式及其視覺呈現作一改略整理與分析，結果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包裝形式與視覺呈現之分析 

  現有競爭者 

 

項目 

主要競爭者 次要競爭者 一般競爭者 

康天養生黑糖 
Shugahausu 

攜帶角切黑糖 
新竹寶山三峰 

產品照片 

[11] [12] [13] 

包裝形式 個別小包裝 隨身攜帶型 夾鏈袋 

視覺呈現 簡約風 寫實風 簡約風 

 

2-8 波特五力分析 

 新進入者的威脅：越來越多黑糖產業將黑糖這項商品導入去結合其他食材，

相關行銷也越是完整，逐漸定型黑糖市場。 

 供應商：黑糖的產出只有在固定季節在製作所以產量有限的情況下，產量少

加上季節限定導致黑糖的價值無法提升，又加上現有的黑糖產業並不是那麼

廣泛，受限以上因素有品質的物品卻不能提升價值。 

 購買者：針對的購買者大部分都是從網路跟電視報導得到資訊，關山當地以

批發為主購買者所以在大量採購時成本並不高。 

 同業內部競爭：業者效仿他人產品，容易變得無特色且不易吸引他人注意，

轉化黑糖本質去附加提升本身價值。 

 替代品：針對女性經痛黑糖並非主要市場，例:熱巧克力、熱奶茶、甜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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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專題執行程序與內容規劃 
3-1 專題架構規劃流程概要 

 
圖 3-1 專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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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專題架構執行及詳細內容 

(1)  擬定題目：組員分配找有關「臺南」的題目。 

(2)  資料蒐集和整理：有關「臺南」專題資料蒐集。 

(3)  相關資料探討和分析：整理所「臺南」專題相關資料探討與分析。 

(4)  主題確認：決定以「臺南關山手工黑糖」作為專題主題。 

(5)  專題規劃：開始進行規劃。 

(A1) 形象：整體形象擬定 

(A2) 視覺思考：視覺資料蒐集 

(A3) 品牌識別設計：分別提出基本系統、輔助系統、應用系統。 

(B1) 包裝：針對市面上黑糖包裝問進行修改 

(B2) 目標族群：分別為上班族與觀光客。 

(B3) 形式：測試黑糖各種不同形式，選擇適合的包裝。 

(B4) 結構設計：解決黑糖包裝問題之結構設計。 

(B5) 材質測試：如何防止受潮與包覆。 

(B6) 視覺：決定視覺風格走向 

(B7) 風格擬定：以板畫風格為基礎，並針對觀光客與上班族設計系列的視覺 

風格化。 

(B8) 圖樣設計：擷取四種口味的原料特色進行圖樣設計。 

(6)  作品呈現：甘蔗筆、甘蔗棒、福糖以及禮盒包裝。 

(7)  展場規劃：校內展、新一代、青春設計展展場規劃。 

(8)  展場呈現：最終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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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專題發展過程說明 
    4-1 主題概要 

這個章節是在講「二道糖」這個包裝品牌整個的發想過程，以及中間

我們如何針對品牌名稱修改，還有我們透過觀察、搜集資料針對目標族群，

以及現有包裝使用上機能的不便，發展並改善包裝結構，發展過程之說明，

發展過程如圖 4-1。 

 

圖 4-1 品牌發想過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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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品牌發展說明     

4-2.1 品牌名稱發想 

品牌命名的過程當中，本團隊想要呈現一個既直接且凸顯黑糖特色又可

以讓大家認識來自關山手工黑糖的品牌，從最初的「初糖」到中間過程取自

英文諧音雙關的「布朗蘇格」，還有想藉由帶領大家尋覓關山為主軸的「黑糖

覓」，到最後本團隊以呈現關山獨門二道工法的「二道糖」為最終定案，在這

些過程中，本團隊的核心價值在帶領大家認識關山，透過不同的詮釋手法在

理解關山上也有不一樣的感受。 

4-2.2 副標發展說明 

透過副標去說明關山在製作工法上的堅持把關，副標設定上分為三個部

分，第一個是介紹黑糖製作過程、第二個是形容黑糖美味的滋味(如圖 4-2)，

第三個是介紹關山的所在位置；最後以介紹在地傳統的手工工法與風味獨到

的手工黑糖這兩道做為我們的品牌精神。 

 

圖 4-2-副標發想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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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標準字發展說明 

選用書法體想表達黑糖在製作最後一道程序出糖時，呈現膏狀、不規則流動，

卻有著堅韌精神的意象(如圖 4-3)，初期討論去如何把關山黑糖的獨門二道工法

融入在地製糖精神；中期在字體上面去嘗試不同的風格，最後決定用華康行楷體

確定這樣時而柔順、時而有力的筆劃。 

 

圖 4-3 LOGO 字體與編排設計 

最終決定以「道地的手工極致、獨道的味蕾饗宴」來呈現關山黑糖二道工法

的獨特之處，師傅堅持這道手工工法才可做出一道道的美味黑糖(如圖 4-4)。 

 

圖 4-4 副標字體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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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定案這款設計(如圖 4-5)，簡單流暢的品牌讓人家更容易閱讀，副標將

二道工法轉譯關山強調堅持手工才會有如此美味的黑糖。 

 

圖 4-5 LOGO 定案 

4-4 視覺風格擬定  

4-4.1 單位型設計 

二道糖的黑糖總共有四種口味，分別是桂花、原味、薑汁、金桔， 單位

型用四種口味他們生長的樣子(如圖 4-6)，也運用了像是刻章一樣的表現手法

帶出傳統的調性。 

 
 

金桔 薑 

  
桂花 甘蔗 

圖 4-6 包裝插圖發展參考影像圖（金桔、薑、桂花、原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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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色彩計畫 

    原味、桂花、薑汁、金桔四種口味運用他們的直覺色彩(如圖 4-7、4-8)

來規畫整套色彩計畫；在圖案上面運用四種植物的單位行去做重複排列的設

計，一方面更快去辨識口味的區別以鮮明的色調為基底，單位行的重複排列，

素雅卻顯得貴重。 

 
圖 4-7 設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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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色彩規劃 

 

4-5 包裝結構設計參考 

4-5.1 福糖發展規劃 

發想來源：立體卡片+御守+手提包 

   
圖 4-9 包裝參考圖(立體卡片、御守、手提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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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說明： 

本包裝結合了卡片與護身符的概念，卡片的概念有傳達心意的意思，而護身

符有保護、保平安的意思，結合以上兩者的元素所形成的概念為”想要傳達保護

他人的心意”，名稱的部分；”福”這個字也帶有”符”的諧音，黑糖本身含有許多

對人體有益的礦物質跟營養素，同時代表人在收到卡片之後，裡面的手工黑糖更

有保平安之意，因此取名為「福糖」。 

福糖包裝展開圖： 

 

  
圖 4-10 福糖包裝結構(內包裝、中包裝、手提袋包裝) 



21 
 

   
圖 4-11 福糖包裝參考圖(果乾包裝、御守、梅子包裝) [4] 

包裝參考： 

將內、中、外包裝風格結合傳統手繪與日式的設計，讓福糖包裝整體擺脫以

往較無設計感且普遍的風格，描繪出四種口味的特色圖樣，結合上包裝視覺上，

此外，色彩上也是以口味下去做區分，讓消費者更好辨識。 

 

     4-5.2 甘蔗筆發展規劃 

發想來源：甘蔗+削甘蔗+橡皮擦筆 

  
 

圖 4-12 甘蔗筆包裝參考圖(甘蔗、削甘蔗、橡皮擦筆) [14] 

概念說明： 

以橡皮擦筆為發想，搭配黑糖原料甘蔗為造型的概念，再結合削甘蔗圖(如

圖 4-12)的這個動作，為設計撕開包裝取出黑糖的概念，甘蔗一節一節的樣式，

取為一節為半糖量，而讓使用這者可以快速的調配自己所需的量，這樣既可傳達

黑糖原料來致甘蔗也可以簡單體驗撕甘蔗皮的趣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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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筆包裝展開圖： 

  
圖 4-13 甘蔗筆包裝展開圖(筒狀外包裝、筆狀內包裝) 

 
甘蔗筆外、內包裝風格參考與發展方向： 

  

圖 4-14 外包裝參考圖[4] 

外包裝參考： 

上蓋將會有品牌 LOGO 與口味圖案設計，讓購買者第一眼看見品牌與口味。

瓶身部分以簡單圖騰呈現(如圖 4-14)。 

  

圖 4-15 內包裝參考圖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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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包裝參考： 

內包裝是條狀可運用面積不多，所以使用簡單圖騰為概念或應用圖案輔助。

(如圖 4-15) 

 

4-5.3 甘蔗棒發展規劃 

發想來源：即溶包+巧克力棒+攪拌棒 

   

圖 4-16 甘蔗棒包裝參考圖(即溶包、巧克力棒、攪拌棒) [4] 

概念說明： 

以使用情境上分析，發現沖泡熱飲都需要攪拌棒，而由巧克力棒餅乾發現巧

克力附著在餅乾外層，再觀察到市面上即溶包樣式，因此將黑糖以巧克力棒概念

發展，結合攪棒拌。 

甘蔗棒包裝展開圖： 

 

圖 4-17 甘蔗棒包裝展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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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棒裝風格參考與發展方向： 

   

圖 4-18 視覺風格參考圖[4] 

包裝參考： 

以簡單偏復古的風格為視覺，使用應用圖騰；黑糖棒部分以單色系，握把部

分簡單的 LOGO 圖騰。 

 

第五章 專題最終呈現 

5-1 標準字設計成果說明 

 
 

 

圖 5-1 二道糖標準字設計(橫式、直式) 

設計理念： 

    以在地傳統工法與風味獨到的手工黑糖做為本團隊的品牌精神發想，並融入

關山黑糖的當地文化，將品牌命名為「二道糖」，為針對觀光族群傳遞台南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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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黑糖文化，因此選用傳統氣息的毛筆字作為 LOGO 設計。(如圖 5-1) 

5-2 包裝暨視覺設計成果介紹 

5-2.1 視覺設計： 

以版畫風格為基礎針對台南關山文化做出一系列的視覺單位形，粗硬的

筆劃搭配各種口味的代表色讓人更能融入當地文化，包裝上的單位形皆是以

四個口味的原料-甘蔗、金桔、桂花、薑汁，顏色皆是以四原料形象色為主，

希望能讓人從視覺上能體會到黑糖融入四種原料的味道。(如圖 5-2) 

 

圖 5-2 視覺配色 

  

 

 

圖 5-3 甘蔗筆外包裝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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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甘蔗棒內包裝視覺 

圖 5-4 甘蔗筆內包裝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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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包裝設計：  

針對以上分析，本專案製作了三種系列包裝(如圖 5-6)，目的就是要在使

用上解決黑糖「易沾手」和「不易控制糖量」這兩個問題。 

 

圖 5-6 二道糖系列商品 

5-3.1 甘蔗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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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甘蔗筆內包裝彩稿圖(原味、薑汁、桂花、金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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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甘蔗筆內包裝 圖 5-10 甘蔗筆外包裝及禮盒 

 
圖 5-11 甘蔗筆系列情境展示 

圖 5-8 甘蔗筆外包裝彩稿(薑汁、原味、桂花、金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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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甘蔗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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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甘蔗棒包裝彩稿(原味、桂花、薑汁、金桔) 

 

 

圖 5-13 甘蔗棒包裝及情境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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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福糖： 

  

  

  

圖 5-14 福糖內包裝彩稿(原味、桂花、薑汁、金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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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5 福糖中包裝彩稿(原味、桂花、薑汁、金桔) 

 

圖 5-16 福糖手提袋彩稿 



34 
 

 
圖 5-17 福糖卡片及內包裝 

 

圖 5-18 福糖手提袋 

 

圖 5-19 福糖系列包裝情境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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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周邊設計 

周邊設計部分有名片、杯墊、紙袋封條、DM、酷卡，讓二道糖系列產品

包裝更加有完整性。 

 

圖 5-20 名片設計 

 
圖 5-21 杯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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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酷卡設計  圖 5-23 紙袋封條設計 

 
圖 5-24DM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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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展覽成果說明 

展櫃設計說明：校內展(圖 5-25)、台北新一代設計展(圖 5-27)、高雄青春

設計節(圖 5-27)展櫃排列方式均相同，以直列式排列為主，桌面上以甘蔗棒系

列、福糖系列、禮盒及示範品為主，平面式包裝置於第一層方便讓人一眼明瞭，

第二層到最上層以甘蔗筆和直立狀作品為主(圖 5-28、圖 5-29、圖 5-30、圖 5-31)，

希望突顯包裝本身效果，右側為二道糖的字 LOGO，整體展櫃設計希望塑造出

傳統氛圍。 

 

  

圖 5-25 校內展 圖 5-26 台北新一代設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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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7 高雄青春設計節 圖 5-28 展櫃設計(直立面) 

 

 

圖 5-29 展櫃設計(福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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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0 展櫃設計(甘蔗筆) 

 
圖 5-31 展櫃設計第一層 

 
圖 5-32 講解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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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從日治時期開始台灣的製糖產業相當興盛，也是因為台灣物資豐饒提供許多

原料，隨著時代的結束，日本人逐漸撤回日本，留下了大量的專業技術形成了在

台居民的製糖生態延續至今。 

    傳統產業的既定印象在於它給人保守與行銷手法上遲遲無法突破，更在近幾

年各行各業逐漸勝出使得傳統產業漸漸凋零，本團隊改良商品包裝與視覺行銷來

去擴展關山黑糖的使用族群並且針對不同的消費族群去延伸不同以往的視覺方

向並且將關山黑糖的傳統產業融入現代概念去加以行銷宣傳，延續關山文化。 

 

6-2 建議 

未來如果有業者想要在黑糖本身與包裝上進行設計，可將以下幾點作為外來的設

計考量：  

(1) 黑糖容易有受潮與保存的問題。 

(2) 不可長時間放在豔陽下曝曬。 

(3) 現有包裝的黑糖，在飲用時，甜度較無法控制。 

(4) 食用上，容易出現沾手問題。 

(5) 黑糖顆粒將它碩型成棒狀後，包裝刻度部分有沒有辦法有效完整斷裂。 

(6) 紙材包裝在選擇也盡量以達到防潮、衛生的成效。 

結論： 

可針對以上四點問題作為考量後，再進行黑糖的包裝設計，不僅可與現有黑糖包

裝有所差別亦可解決消費者在使用上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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