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1：您認為設計住宅時最重要的

精神什麼？

生活感受與生活品質是最重

要的！所以，我們的作品都以「人

的生活」為前提，強調人與人的互

動。在動手規劃時，總先思考該如

何讓住在同屋簷的成員能在日常生

活聯結彼此關係並且生活愉快。我

們提供給他們的，是美好的生活品

質跟美好的生活感受。

Q2：您如何讓客戶在入住後能感

受到這些美好呢？

首先，得從使用機能做起。我

們規劃的每項設計都符合使用者的

個性與習慣，讓他在每一天的生活

裡都能覺得這些設計很實用、很好

用。無論是格局動線、裝修細節或

軟件搭配的各環節，全都能滿足其

需求。

Q3：請問您如何幫客戶打造充足

的收納機能？

其實，收納規劃也是伏見設計

的強項。只不過，我們認為好的收

納機能未必要做出大量櫃體。制式

做法往往讓人在入住後，才發現有

很多東西是收不進櫃子裡的。較實

用的做法是：讓每樣東西都能放在

適當之處。比如，書有書該去的地

方、電器有電器該去的地方。未必

只有做收納櫃才能讓各項物品獲得

最佳安排，所以，我們會深入瞭解

居住者會有那些東西與習慣，再著

手進行收納計畫。

Q4：伏見設計的作品似乎特別講

究美感？

是的，您可從每張空間照看出

該戶獨有的空間美學與居家氛圍。

我們幫客戶量身打造空間時，裡面

的每項元素不僅要實用、好用，還

須具備美感。試想，當人處在美的

環境裡，舉止也會跟著變得優雅；

同樣地，一個美的居住環境也能間

接影響人的EQ。我們企圖藉由空

間裡的「美」，來提供居住者一個

身心皆愉悅的環境。

Q5：為何您設計的住宅常出現非

成套家具的搭配法？

我們在配置家具前，會先從

「人的生活」這一點來思考，再選

擇合適的單品來建構該客戶的生活

場域。比如，男主人平日工作很辛

苦，回到家往往就累得不想動了，

一張安穩又舒適的大沙發能幫他放

鬆身心。當然，若客戶的家人並不

希望他常在客廳當個沙發馬鈴薯，

那我們設計沙發時就不會做那麼

深，也會做得略硬些。如果幫經常

聚在客廳聊天的家庭配置家具，我

們會安排椅具彼此相對，並避免讓

扶手把人框在固定位置。此外，為

使空間更有彈性、家人的互動更活

潑，我們還傾向選用輕巧、靈活的

單品。就算是「3＋2＋1」的沙發

組，樣式也都不同；當然，它們的

造型不會差異太大，也會藉由色調

來統一。讓居住者在設計師提供的

空間裡能發展更豐富的生活樣貌。

伏見室內設計的作品風格，包羅了古典、現代、鄉村、北歐，以及散發重金屬色彩兼有復古情

懷的工業風。從事室內設計超過17年的鍾晴總監，悠游於各種風格之間，精準演繹迥異的造型
語彙，擘劃樣貌多變的住宅空間，為不同家庭量身打造出一個個的互動場域。她並以畫家般的

思維來衡量空間，透過恰當比例與和諧關係，讓住家處處都能展現如畫的生活場景。

鍾晴

伏見室內設計

03-3413100
桃園市大興西路二段275號1樓 
www.fujian.com.tw

優雅氛圍的美學家

“當人處在美的環境裡，舉
止也會跟著變得優雅；同樣
地，一個美的、好的居住環
境也能間接影響人的EQ。”

Sunny Chung

讓住家展現如畫的生活場景
DECORATING TIPS FROM TOP DESIGNERS

Let the home present a picturesque backdrop to life.成就空間與生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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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開闊的公共空間，融合玄關、客餐廳、書房。天花保留淨高，僅以白色鐵槽包覆管線並兼當燈具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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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形式：電梯大廈

室內面積：60坪
室內格局：三房兩廳

居住成員：4人

DECORATING 
TIPS 
FROM 
TOP DESIGNERS

使用建材：香杉木、黑烤玻璃、鐵件、柚木、大理石

1. 用餐區位於全室的動線樞紐。以實木板拼接的Ｌ牆，藉由木板的線條來收整廚房、臥房與廁所共四個入
口。

2. 電視主牆以淺色大理石構成簡約的大型塊面，對比了由一條條深色實木拼接的柵狀立面。
3.  深色的木作櫃從書房延伸到餐廳。當中的暗色鍍鈦金屬門板是主臥房門。前景的客廳沙發，Ｙ型轉折的椅
面能提高聚會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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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居家流露愜意與創意

位於淡水的高層住宅，窗外

景緻極佳，故定調為休閒風，以符

合當地的環境與生活。整體規劃也

跳脫了制式手法，讓空間更靈活、

更有彈性。首先，敲掉客廳旁一間

臥房的隔牆，使之與玄關、客餐廳

融合成方正、開闊的空間。再於原

有臥房的位置規劃開放式書房，並

由客廳主沙發來界定這兩區。

家具搭配也處處展現隨性、

自由的特性，並以互動為前提。客

廳是聊天、交流的場地；因此，坐

椅組合就捨棄了面朝電視的一字形

擺法。可坐入五、六人的主沙發，

椅面略帶轉折；對角配置一把主人

椅，當中擺入成組的圓几，地板再

墊張造形圓毯，就兜成仿如向心

圓的對話場域。這三張訂做的圓茶

几，高度、尺寸皆不同；它們可擺

在聚會的正中央、構成視線焦點，

也可散開、拉到任一座位前方，讓

每個人都能輕鬆使用。

由於全戶格局的關係，臥

房、廚房與客用衛浴的開口全朝向

餐桌。為使此區能獲得完整的背景

牆，也讓房門不那麼地明顯，打造

一道全由實木條拼貼的立面，能藉

由線條來隱藏門片。至於介於書房

與餐廳之間的主臥房門，原本一進

大門就能瞧見。現在，將主臥入口

外移，並改用色彩、質感都接近櫃

牆黑鏡的鍍鈦金屬門，讓書房與餐

廳的櫃體連貫成一道大器的背景

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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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北歐風空間裡，少量地融入文化石、鐵件、工業風家具等粗獷元素，讓舒適居家也能展露出懷舊風采與
不羈性格。

2.  牆上裝點由設計師以鐵板刷仿舊漆打造的一組小型掛畫，其色彩與抱枕皆為懷舊的色彩。藉由米字旗抱枕
較活潑的顏色來喚醒略顯黯沉的基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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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情感的個性居家

屋主有兩個就讀中小學的兒

女，設計師幫這個小家庭打造一個

結合工業風與北歐風的個性住宅，

並處處營造可隨時交流情感的互動

空間。開放式設計讓書房與客餐廳

能彼此延伸，以純白基底與淺色原

木構成的北歐風背景洋溢著輕快、

無拘的調性。少量的工業風元素則

透過佈置手法來融入整體，客廳的

白色文化石主牆，掛一組鐵板刷漆

的小型畫作，呼應工業風的茶几與

70年代樣式的主人椅，英國藍的

沙發擺了與畫作同色調的抱枕，喚

起整個復古、懷舊的色調。

半開放式書房是凝聚全家情

感的空間，此區僅用半高櫃牆來與

客廳區隔，一張工作桌靠著腰牆擺

放，對牆則是專供孩子寫功課的

學習書檯，靠窗處則是低尺度的椅

櫃，當媽媽陪孩子寫功課時，她

可在一旁讀自己的書、寫自己的東

西，孩子也可隨時來工作桌提問。

而窗邊坐椅則是全家人閱讀的好地

方，這樣的規劃，讓大家可以緊密

地聚在這裡做自己的事卻又不彼此

干擾。

另一個促進家人情感的舞台

則是中島餐桌，由於廚房為獨立空

間，媽媽進廚房就很難顧及外面的

孩子，故將餐廳的餐桌結合中島，

化為輕食料理台，當媽媽要做餅

乾、打果汁，不必進廚房，在這裡

就可張羅，也與寫功課或看電視的

孩子們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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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多人同時使用的書房，圖左的整排書桌供孩子學習；當媽媽陪孩子寫功課的同時，可坐在圖右的大
桌讀書或寫東西。窗邊坐椅則適合看休閒讀物。

2.  主臥床頭連結床頭櫃、腰櫃與書桌，書桌並結合化妝台跟寫字桌的機能，讓主人能在臥房裡擁有專用
的小書房。

3. 長達210CM的中島餐桌也是做輕食的料理台。大人在這裡切水果、烤麵包，可隨時與在客廳玩電視遊
戲的孩子互動，全家也可聚在這裡一起做甜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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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形式：電梯大廈

室內面積：57坪
室內格局：三房兩廳

居住成員：4人 

DECORATING 
TIPS 
FROM 
TOP DESIGNERS

使用建材：天然梧桐木、茶鏡、文化石、訂製家具、進口壁紙、人造

石、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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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沙發背牆的掛畫是整個公共區域的焦點！右半構圖的大圓實是鏡子，能映照到對牆的假窗；這兩面鏡子
在拉長景深的同時也豐富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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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感自在的心靈小棧

屋主希望能在家裡享受放鬆

的休閒時光，於是設計師將全室以

美式新古典為基調發揮，將鄰近玄

關的臥房改成開放式起居間，與客

廳僅隔一道櫃牆，兼當全家人共用

的書房，選用小圓桌跟鄉村風的椅

櫃來取代制式的書桌椅，牆面的假

窗內貼明鏡，創造出能延伸空間深

度的窗景，白色的木百葉窗、窗檯

上的小植栽，更融入了莊園般的自

然情懷。客餐廳的掛畫是設計師為

該空間創作的作品，與家具、燈

飾、抱枕等物順暢地構成美麗、和

諧的場景。餐廳由米白色線板構成

新古典立面，搭配了現代風的燈飾

與餐桌椅。

非成套的家具，每件都有其

用意，且能彈性運用。以客廳為

例，主沙發引領此區的色調，機能

方面則強調舒適感，靠窗處併排兩

張隨時可拉開的無扶手沙發；少去

扶手的遮擋，坐在這裡就能更輕鬆

地欣賞窗景了；近餐廳的過道處，

擺放一張圓椅與兩張圓凳，輕巧能

隨時搬動，圓弧造型則便於隨時轉

向，增加互動的同時也讓過道動線

保持流暢。

整個公共空間的淺色壁板點

綴少量的暗色木作櫃，烘托出家具

的深濃色彩，客廳以沉穩灰藍為主

色，藉由畫作與抱枕來帶入高明度

的藍、黃，對比出鮮活的空間感，

臥房的配色訴諸柔美，主臥以駝

色、褐色與米白的大地色系來營造

出潔淨與舒適感。

1. 假窗內的明鏡可延伸空間深度，白色百葉窗與窗檯的小植栽則形成充滿田園風情的一角。由於鄰近玄關，
牆上吊掛了出入常用的包包等物。

2.整間房子對DECO的著墨頗深。比如沙發、立燈、畫作以及前景的花，構成如畫的生活空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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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形式：電梯大廈

室內面積：71坪
室內格局：三房兩廳

居住成員：4人

DECORATING 
TIPS 
FROM 
TOP DESIGNERS

使用建材：天然栓木紋、秋香染白、茶鏡、訂做家具、進口壁紙

1. 主臥以和諧的大地色系來表現清爽、靜謐的氛圍。床頭背牆為對稱分割的造型，從右方的格子門可進
入後方的更衣間。

2. 從客廳望向餐廳。擺在客、餐廳之間的單人圓椅跟兩張深藍色的小圓凳，造型輕巧，且可隨時轉向以
加強這兩區的互動。

3.沿窗邊做一道臥榻，成為屋主賞景、閱讀的私人角落。下方的深型抽屜並提供強大的收納機能。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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