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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宗旨

一、提高臺灣室內設計師更具國際競爭力。

二、促進學術研究發展，推行產學 育合作。

三、增進國際、兩岸、國內交流，促使會員多面向聯誼與學習。

四、擴大不同業別交叉影響，以達跨界、跨業結盟。

本會行之有年的會務推行，亟欲打造一交流平台，結合兩岸及華人地區

的設計實力，作為滋養創意的豐厚養分，以此累積實力，讓世界看得到

台灣設計能量；不僅於國際競賽中發光發熱，更昇華為思維的內涵孕

育，在與西方設計接軌的同時，中華文化底蘊亦風華不滅，熠熠耀眼。

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英文簡稱：TnAID)成
立於1999年，TnAID是一個服務室內設計師
及相關產業的平台。

About us
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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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設計圈年度盛事
設計就是國力！

這點從以各類精湛工藝與高科技產品聞名全球的德、日，大量輸出美妝與偶像的南韓，到舉

國瘋文創的泰國都是絕佳例子，不僅創造了空前觀光潮和最實際GDP指數，於國際間的能見
度也大舉提升，在在說明台灣要想走出低迷已久的困境，就要跳出昔日安於OEM的窠臼，而
強化與培植設計實力尤其刻不容緩！

有鑑於此，由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所發起的2017台灣室內設計週，於11月7日至9日三
天，於松山文化創意園區舉辦，繼去年設計週的「燎原」主題引起廣泛迴響後，今年則以「本

心相見」定調，除了突顯承先啟後、反躬自省的價值觀以外，也透過三館的展覽傳達以下重點

創意驚蟄乍響 2017台灣室內設計週
台灣原力精材呈現

找回台灣傳統產業的打拼精神，讓設計裝修行業的產品技術

與工法能日新又新。

回歸大地的原音原影

珍惜土地，透過台灣本土化的精神傳承，找回本心根源。

心+設計學社 行·旅-冥想
由一群來自台灣的設計師，赴大陸創業有成後組成「心

設」，透過一卡皮箱的展覽，與台灣的鄉親們分享他們

的故事。

美好關係X美學
美好關係在改造士東市場與森林公車後，格外令人期待。

設計文化的兩岸交流

藉由多場論壇、演講、沙龍，由不同主講者將時尚、藝

術、設計的概念彼此串連，推動兩岸設計師在台上交鋒論

戰，暢所欲言！

年輕世代的參與
此次設計週海納年輕新銳百餘人，正好讓老幹新枝

同聚一堂，共同為設計圈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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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2016年台灣室內設計週」的主題-「燎原」之後，今年特別以「本心」來和大家見面。「燎原」是針對台灣室內設計業
在島內的一種自省運動，「本心相見」小則為設計找回初衷，大則回到華人文化的根源之處，因此「為華人找回本心，為設

計創新思維」，正是「2017台灣室內設計週」的核心價值。
 何謂「本心相見」？普遍台灣設計師總是堅持做最好的作品，我一直認為堅持設計的理想乃台灣設計的價值。今天遠道而來
的朋友們，來台參與台灣室內設計週，絕對不是來看排場及規模，而是深入台灣的設計思想、生活態度、人文關懷與素養。

從華人文化的根源之處找回本心之後，「為設計創新思維」又當如何？近年來台灣的經濟狀況出現疲軟現象，反觀大陸的崛

起，內地設計產業的蓬勃發展，可說是遍地開花。但市場上縱使呈現一片榮景，但其具備的實質內涵，華人文化精髓所形成

的設計力量在那裡？華人文化本自具足的哲學思想，轉化於設計之中是否能為大家所接受、讚賞，並與國際接軌？文化融入

生活需要時間的淬鍊，而非一蹴可及。兩岸一直處於互補的狀態，於此一契機中，截長補短，相互成就才是最好的選擇、最

大的贏家，若能朝此目標發展，雙邊基於互補互利之下，台灣設計師與華人設計界合作，攜手開創國際性的大格局，傲視全

球，共同展現中華文化獨特的一面。所謂設計為產業的第一力，深信也會帶動台灣相關的產業，再度開創新的局面。我們有

感於時代在變，自是不能故步自封、閉門造車，而應該更積極地去推動與各界各領域的交流，尋求跨界、跨域合作的可行

性，在華人社會的思想觀念中，促使活動更為多元、更具立體化，才能吻合時代的潮流。本次活動乃學習與融合台灣各公協

會活動之優點，表達出自己的觀點。承蒙產官學各界及大陸、台灣同業的支持，本人僅代表協會全體會員以十二萬分的感激

之情向大家致敬。

這次松菸的展場在1、2、3倉，以及2樓的多功能廳。亞太館以「破繭」概念傳達台灣設計文化一路蛻變的豐富歷程，展館
裡有「心+學社」冥想行旅、「美好關係」特展;台灣館的回歸大地精神特展，用原力、原音、原影三大元素呈現過去到現在
台灣設計力的人文精神; 「本心相見」主題館，由兩岸設計師聯合展出的創作展，台灣設計師以日常生活錄像的方式，讓人
們得以窺見設計師最平實的生活記錄，並與大陸菁英設計師的實體創作形成一種對話;多功能廳則打造一處讓設計師、與會來
賓及多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大師級人物近距離的心靈交會。場外還安排了深具台灣本土特色的辦桌活動，還有六藝獎的頒獎典

禮，屆時將在現場以奧斯卡的頒獎方式，揭開最優質的兩岸獲獎設計師。

身為主辦單位，今年特別擴大「為華人設計發聲」，以「為華人找回本心，為設計創新思維」為本活動的理念，各展館圍繞

此一中心主軸盡情的發揮，期待台灣的設計業及相關產業能因此次的展覽而有所觸動，更期許未來華人的設計力能夠在世界

舞台中更上高峰。

在兩岸設計工作的過程中深刻有感，因而想要在2017台灣室內設計週，對海峽兩岸設計界
提出一些想法，做點設計產業界的美好關係。

為了兩岸設計產業能持續的正向發展，在2017台灣室內設計週的交叉論壇，經過探討與研
究，領悟到兩岸必須「反求諸己」，深度挖掘兩岸的發展優勢，優勢互補，才會在未來的設

計界有所突破。面對未來，台灣設計界也意識到勢大於人，相信這是挑戰也是華人設計界的

新機遇。

2017年的「本心相見」，我們希望透過台灣設計師週的年度盛會與華人各地的先進們成為
好朋友，透過「本心」、「知心」、「交心」兩岸的設計師們一同找回設計的初心，建立兩

岸設計界的美好關係，進而共同迎接這個屬於華人的機遇與挑戰，這也是我決定為台灣室內

設計周盡自己綿薄之力的重要緣由。

2017的初秋台灣松山文創園區迎來兩岸嘉賓，共同「為華人找回本心，為設計創新思
維」。特別感謝心+學社、安德馬丁文化傳播和美好關係共同主辦，IDS國際設計中心、深圳
創意設計週、周錫瑋工作室協同主辦，拉菲德堡總冠名，明日世界設計中心特別支持，以及

台灣多家企業合作支持，才能達成台灣室內設計週榮耀登場。

繼去年「燎原」到「本心相見」，台灣室協上下同心協力，加上百世創意行銷有限公司、希

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國科技大學設計產學中心共同精心承辦，更感謝諮詢顧問建議力邀

學術和社團單位的熱烈支持，使得本次活動的辛勞組委會團隊得到莫大鼓舞。期待在台式熱

情辦桌晚宴大家共享成果「交心」暢飲。

為華人找回本心，為設計創新思維 開創兩岸設計三贏新關係

何武賢
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 理事長

張清平
台灣室內設計週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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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單位：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 TnAID
共同主辦 :   心 +設計學社、 安德馬丁文化傳播 、美好關係
協同主辦：IDS 國際設計中心、深圳創意設計週、周錫瑋工作室
總冠名：拉菲德堡

活動主協
辦單位

合作支持：(依筆劃順序 )
上海弘筑貿易有限公司

中聯發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天恆國際有限公司 
好萊得頂級衣帽間

安居織品傢飾有限公司

艾瓦奇有限公司

亞太興金屬建材有限公司

亞強裝修環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亞歷山卓國際傢俱集團 
金時代美術燈行

長堤空間視覺有限公司 (彤彩企業有限公司 )
國鎰不鏽鋼製品有限公司 
喜特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朝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漢斯希爾股份有限公司

勵鑫建材有限公司

鴻泰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日本高千穗） 
耀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支持 (依筆劃順序 ) 
宇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安益國際展覽集團

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槶精緻建材集團 
新睦豐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論壇支持

中國科技大學

波龍藝術有限公司

媒體支持 (依筆劃順序 )
CONDE當代設計雜誌、DECO+網站、DECO 居家雜誌、iDSHOW好宅秀
OPEN DESIGN 動能開啟傳媒、青風文化傳播、欣建築、幸福空間
美國《室內設計》中文版、設計王、設計家、設計腕兒、新浪家居、夢想誌

瘋設計、網易設計、騰訊家居

承辦單位

百世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希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科技大學設計產學中心

特別支持：明日世界設計中心

台灣室內設計週 活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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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館
2+3號倉庫

亞太館
1號倉庫

多功能
展演廳

論壇館
主題館

1F

2 F

1號倉庫
Warehouse No1

2號倉庫
Warehouse No2

3號倉庫
Warehouse No3

多功能展演廳
Multi-Showcase Hall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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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室內設計週活動時間表

本心相見開幕儀式 暨 記者會

主持人：張顥瀚

「廠聯論壇」

廠商：中聯發、漢斯希爾

設計師：許盛鑫、黃重蔚、黃翊峰

主持人：游軍鳴

「軟中帶硬的設計學」－邱德光、吳濱、凌宗湧

引言人：何武賢

主持人：陳悠溱

【網易、騰訊、新浪、幸福空間直播】

「廠聯論壇」

廠商：朝澤實業、亞太興

設計師：李肯、王可容、施麗貞

主持人：徐慧平

「行 . 旅 - 冥想」論壇 - 心社成員

朱志康、杜柏均、林琮然、柯尚達、孫建亞

張清平、連自成、曾傳傑、賴建安

主持人：郭子乾 【騰訊直播】

「廠聯論壇」

廠商：喜特麗、天恆國際

設計師：廖雪穎、黃靜文、蘇泂和

主持人：周言叡

「廠聯論壇」

廠商：國鎰、金時代

設計師：陳榮聲、鮑海璇、顏毓宏

主持人：廖笠庭

@ 弘第美學館

（地址 : 台北市松山區長春路 451 號 7 樓）

「2017 年新浪新勢力榜頒獎典禮」

主持人：戴蓓 【新浪直播】

Andrew Martin 論壇 「融」- 兩岸設計師代表

郭俠邑、黃書恒、劉榮祿、崔樹、萬浮塵

關天頎、龎喜

主持人：胡豔力 【網易直播】

IDS 國際論壇（一） 「設計與產業的關係」

設計師代表－毛曉鋒、宋宇、周天民、吳金鳳

劉玉華、謝秉峻

主持人：陳文豪

「廠聯論壇」

廠商：上海弘筑、長堤空間

設計師：尹嘉德、楊書林、周言叡

主持人：李菁菁

IIDS 設計分享－張祥鎬【夢想誌直播】

「廠聯論壇」

廠商：鴻泰國際、好萊得

設計師：林青龍、蔡季逢、許家慈

主持人：邱振榮

IDS 國際論壇（二） 「為華人設計發聲」

設計師代表－卜天靜、李雪、沈烤華、楊竣淞

鄭仕樑、謝銀秋

主持人：陳文豪【夢想誌直播】

先鋒獎頒獎典禮

主持人：張顥瀚【夢想誌直播】

「東方設計的興起 The rise of East Design」

印尼設計協會理事長 Francis Surjaseputra

主持人：張俊媚

「迎向 2018 －亞太地產趨勢」- 香港商會會長

歐鎮江、設計腕兒創辦人馬海金

主持人：陳悠溱 【DECO 直播】

13:00-15:00 

14:45-15:30

15:00-16:30

15:45-16:30

16:45-18:15

16:45-17:30

17:45-18:30

18:30-21:00

10:00-12:00

10:00-10:40 
 

10:15-11:00 

10:40-11:20 

11:15-12:00

11:20-12:00 

12:00-12:30

13:00-14:00

13:00-14:00

11/07  
TUE 

地點 地點時間 時間內容 內容

多功能廳

多功能廳

多功能廳

多功能廳

台灣館

台灣館

台灣館

台灣館

亞太館

亞太館

台灣館

台灣館

Activity schedul

亞太館

11/08  
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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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本心相見大論壇」- 兩岸設計師代表

房元凱、唐忠漢、張祥鎬、楊煥生、梓晴、黃

永才、趙睿、韓松

主持人：邱振榮 & 朱謙知 【網易直播】

兩岸青設滙論壇（一） 「設計公司的創新與可

持續發展」- 兩岸設計師代表 - 毛高煜、申正、

宋偉、吳斌、周讌如、滿林昌、劉麗

主持人：Kele ( 可樂 )

「多重面向的藝術跨界－新媒體創作應用與跨界

領域整合」 - 台北當代藝術中心常務理事蘇珀琪

主持人：劉榮祿 【DECO 直播】

「7-11 City」- 阮慶岳建築師

主持人：房元凱 【DECO 直播】

美好關係論壇 「美好循環」－吳庭安、桑林

凌宗湧、陳德堅、陳耀光

主持人：郭俠邑 【騰訊直播】

TNAID 年度優秀特別獎

兩岸青設滙論壇（二） 「華人設計的挑戰與機

遇」兩岸設計師代表 - 林彥君、梓晴、黃永才、

趙睿、談離原、劉杰、韓松

空間與自然的對話 Crafting the Traditional」

－荷蘭建築師 Camiel Weijenberg（Weijenberg

集團總監、江振誠餐廳 RAW 設計師）

主持人：周天民【新浪、DECO 直播】

「廠聯論壇」廠商：亞歷山卓、勵鑫

設計師：李季遠、廖笠庭、韓美芳

主持人：黃冠清

13:15-15:15

14:15-15:45

14:30-15:15

15:30-16:15

15:45-17:45

16:00-17:15

16:30-17:15

17:30-18:15

11/08 
WED  

地點 時間 內容

台灣館

亞太館

亞太館

新浪新勢力榜論壇 「當代台灣設計的方向」

－俞佳宏、黃俊賓、董紀威

主持人：新浪家居總編戴蓓 【新浪直播】

17:30-18:30

11/09  
THE 

地點 時間 內容

台灣館

亞太館

「廠聯論壇」廠商：耀億工業、安居織品

設計師：江俊浩、周美鈴、游濱綺

主持人：韓美芳

「時尚與設計的對話」－ Jimmy Choo OBE

Illiza Ho、張清平

嘉賓：陳文茜

主持人：張麗寶 【網易、騰訊、新浪、設計家直播】

「廠聯論壇」廠商：艾瓦奇、亞強

設計師：李秋德、李思嫻、林志隆

主持人：徐慧平

「國際化背景下的華人設計實踐論壇」

洪羽、黃金旭、鄭瑞文

主持人：許曉東

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 會員大會

臻愛會館（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138 號 12 樓）

辦桌之夜 暨 六藝獎頒獎典禮【網易直播】

10:00-10:45

10:30-12:00

11:15-12:00

13:00-14:00

13:00-16:30 

18:00-21:00

地點 時間 內容

多功能廳

多功能廳

多功能廳

多功能廳

台灣館

台灣館

2017 室內設計週活動時間表Activity schedul

11/08  
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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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Sustainable
本心相見 火花迸現
創意最怕閉門造車，而菁英與菁英間的交流，不只是同台競技

的精彩，更可以是再上一層樓的自體發光，與其獨自摸索找不

到方向，不如跟著業界新銳、前輩大師們來場即時互動，立刻

就能吸納滿滿的創作能量，這也是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傾其

全力，廣邀兩岸三地與海外多位知名設計師，共同策辦設計週

活動的最大目的！

豐富設計週主題 薪火永相傳

心心相印，星火相傳

2017年度台灣室內設計週即將火熱登場，在「本心相見」的主架構之
下，「初心」、「知心」、「交心」等三大主題內容輪番上場。打頭陣的

「初心」主題由四大展館依序開展，包括「本心相見主題館」、「回歸大地

台灣館」、「美好關係亞太館」及「知心灼見演講廳」，並分別委由新生代

設計師們擔任策展人，傾全力打造前所未見的展館意境。

擔任此次活動執行長的張清平設計師，認為「初心」的最主要意涵，就是

期許設計師們，能夠誠實面對最初入行時那顆單純的心，進而重溫設計熱

情，同時秉持善意及自省精神，引爆專屬於華人的創意能量，最終建構出屬

於新時代的產業生態。  

這一回台灣室內設計週活動，選定富於歷史氛圍的松山文創園區多功能廳及

1~3號倉庫盛大展演，活動內容著重人與人之間、人與土地、城鄉之間的互
動，在不同的議題裡，邀請多位中外大師們傳遞經驗並交換意見，透過多場

精采的演講、論壇，近距離浸沐大師風範，擁抱創意火花的震撼，最後再來

場設計同好們的「知心交流」，以會員大會、年度大獎--六藝獎頒獎典禮晚
宴形態之台式辦桌，給予整個活動最澎湃的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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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台灣室內設計週企劃了多
項精彩活動，其中又以多位國內新

銳設計師主導內容的4大展館：
亞太館、台灣館、主題館、演講館

最富話題性！

三心顯學 看見未來觀點

大展館 
各擅勝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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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館
介紹

壹 展館：亞太館【破繭重生】

地點：松菸一號倉庫

美好關係

服務台

服務台

心社- 行・旅冥想六藝獎展板 論壇區 VIP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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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館
介紹

設計理念  
2017的台灣室內設計週選擇在具有台灣文化底蘊的松山菸廠舉辦，本身便承襲了歷史演變與文
化設計傳成的價值，而亞太館的成立則扮演著文化交流、設計傳承與思想傳遞的使命，因此亞

太館的主題設定為「破繭」。

說明  
1.獨立與交流 

蠶在蛻變前用絲線將自己包圍，等待羽化之後破繭而出，盡情展現生命的韌性與耀眼。層層堆

疊、似實若虛的透過層次展示，讓展場空間像是一座裝置藝術，產生輕盈穿透的視覺感，而透

過這些纏繞線體所構築的每個空間，則成為每個城市與團體展現及表達自我的獨立區域。 
2.破繭與蛻變 

這些區域就像繭一樣，看似圍困，實為蛻變，如同設計師們每次的作品發表都像是自我成長與

肯定的蛻變，這種變化，代表著空間自我的蛻變、設計思維的蛻變，以及台灣設計與世界觀連

結思考的蛻變，更是亞太館之所以存在的終極意義。 

主策展人 
楊竣淞│開物設計 設計總監

策展團隊 
（左上）羅尤呈│開物設計 營運總監
（右上）莊忠達│開物設計 設計經理
（左下）蔡惠亘│開物設計 專案設計師
（右下）靖媛│開物設計 助理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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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館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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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館
介紹

2017 六藝獎入選作品展  
由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所舉辦的六藝獎（SAA），即將邁入第三屆，今年六藝獎以
中英文名稱對照，英文名稱 SAA 結合 LOGO 的呈現，代表展望國際的大格局。                            
2017六藝獎的競賽項目共分為：心藝-設計愛心公益獎、手藝-兩岸手繪設計獎、創藝-
創藝空間設計獎、工藝-精湛裝修工程獎、陳藝-陳設藝術菁英獎、材藝-精品材料企業
獎。本次六藝獎擴大徵集共展出 150 件入選優勝作品，特別的是，今年六藝獎擴大徵
件，設計師皆能夠自由報名參賽，藉此鼓勵更多好手前來競逐，透過開放心態、專業

精神，讓第三屆的六藝獎呈現出有別於過往，百花齊放、精采繽紛的多元面貌，值得

大家拭目以待。

2017六藝獎
IDS國際設計先鋒榜

2017年度Tnaid優秀特別獎

為華人設計發聲特展



30 31

展館
介紹

貳 展館：台灣館【回歸大地】

地點： 松菸二、三號倉庫

VIP

反思講台

鑽石名人堂

設計週
意象

森林劇場 原音森林

服
務
台

原
影
再
現

入口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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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館
介紹

設計理念  
原力、原音、原影 
台灣館三大元素：原力、原音、原影，橫跨台灣過去、現在、未來獨一無二的文化特色；從最

新的建材科技乃至表達對於台灣這塊土地所孕育的人文意涵，都在台灣館內展露無遺。參觀台

灣館，就等於看見了具體而微的台灣縮影，它傳達了這座島嶼與眾不同的特質，同時也是值得

台灣人驕傲的價值觀。 

說明  
原力、原音、原影三大設計元素所呈現出來的設計展，分別於松菸二號及三號倉庫

展出。二號倉「原力」由策展人楊書林等數位協會的年輕設計師+TnAID 的「台灣
原力產業聯盟」攜手合作展出。三號倉則由三位重量級設計師周錫瑋、何武賢、張

清平聯合策展。二號倉的原力是來自於台灣數十年來堅守產業崗位的力量；三號倉

的原音、原影是表達台灣這塊土地所孕育出來的大自然的聲音。展覽的流程是由建

材展的「原力」、進入反思講堂後經過沈澱與冥想，再步入森林，體會「原音」重

現，歷經一番洗禮後，面對自己「原影」，與之本心相見。 

2 號倉庫主策展人 
楊書林│天涵空間設計 
設計總監

3 號倉庫共同策展人 （左）何武賢、（中）張清平、（右）周錫瑋2 號倉庫策展團隊 

（左上）鮑海璇│星閱空間設計 設計總監
（右上）傅彥樺│山木生設計有限公司 主持設計師
（下）廖健丞│石開空間設計事務所 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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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館
介紹

展覽內容  
原力 TnAID 的鑽石廠家，散發如同鑽石般的堅硬與璀璨的光芒 首先從二倉進入，觀看台灣
本土產業的「原力」。這些台灣最優質廠商們，堅持專注本業，歷經了歲月的試煉，依舊

持續不懈的努力耕耘，充分展現出台灣人實事求是的打拼精神，猶如鑽石般的堅硬並綻放

出璀燦的光芒。 
二號倉展出國內外建築、室內精品。從入口藝術雕像、數位印製情境建材、帝王鋼製大

門、客廳精緻沙發家具組、客製大型燈飾、餐廳人造石島檯、軟水系統過濾水設備、頂級

衣帽間、光牆組合櫥櫃、環保原土牆、精緻個性化磁磚、德國地暖、蜂巢結構板牆、科技

頂級烤漆、還有居家名牌飾品、布藝、特殊飾板等等，乃為一個絕對高品質住家的精緻產

品、材料的展覽。 

原音 來自山林中蟲鳴鳥叫聲及原住民的天籟聲 
進入三倉，看見象徵垃圾山的反思講堂，突顯時代進步所衍生的浪費、污染現象，更由此喚起人

們對於環保議題的反省及探討。前行移步至森林劇場，在竹林區內冥想、放空，讓身心沈澱後再

出發。走入陽光森林區，它是由室內植栽所營造出來的一處利用植物於室內實行節能減碳的優良

示範區。園區內蟲鳴鳥叫、流水聲源源不絕，「原音」的顯現，令人流連忘返；遠處教堂傳來原

住民天籟般的音聲，令人動容。 

原影 從森林區出去後，面對自我的想像 
走出森林區，眼前出現一幕幕原住民小朋友溫暖人心的圖片，給予參訪者最感動的體驗。民眾不

僅可以從中看見豐富多元的台灣本土文化，更能藉此直視內心最赤裸的自己，進而將在台灣館所

看到的一切轉化為心靈養分，安靜的沉澱、反思與本心相見，進而拓展自身視野格局，開啟關於

台灣設計的無限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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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館
介紹

參
展館：主題館【本心相見】

地點：松菸多功能廳 2 樓

入口主題館

11/9
廠商
聯展區

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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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館
介紹

設計理念  
與五位設計師來一場「本心相見」的虛實對話吧 
主題館的意義在於導設計「初心」及「設計本質養成」，因此主題館將分成兩區呈現，第一區

的主題在於設計「對話」，藉此表達設計師之間的共同性及差異性。第二區的主題在於重現設

計師的真實生活，由展覽人提出本質、藝術、 PROTOTYPE（原型）、光、時間等共五項議
題，讓民眾一窺設計之外的養成過程及創作者平日的生活點滴。 

說明  
1.設計「對話」 
現代人習慣用影像探索他人日常的「生活狀態」，於是規劃導覽入口牆、對話媒體牆（一對

四），並搭配主題館主視覺空間設計，達到讓民眾與設計相互對話的效果。 
2.五大主題體現設計師的本質養成
本質、藝術、PROTOTYPE（原型）、光、時間，由五位設計師來回應五項議題，分別為楊煥生-
時間、江欣宜-光、唐忠漢-本質、張祥鎬-PROTOTYPE、房元凱-藝術，五位設計師會在每天同一
時間拍下一段 60 秒的影片，以便具體而微的展示他們如何與人互動或工作的情況，並且現場也陳
列五位設計師的實際使用物件，透過影片（虛）與物件（實）之間的對應關係，令參觀者自然而然

了解美學質感如何產生，進而創造出與眾不同又充滿震撼的觀展經驗。

策展團隊 
（左上）房元凱│凱奕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右上）唐忠漢│近境制作 設計總監
（左下）江欣宜│繽紛設計 設計總監
（右下）張祥鎬│伊太空間設計事務所 設計總監

展覽內容  
時間│楊煥生   
時間是抽象的不被具體表現，但可藉由物質呈現

而被感知，透過一個物件的存在可以延伸故事情

感及時間軸。 
 
光│江欣宜 
流動的光細胞，萬分之一的快門，光的藝術凝結

瞬間，於是我們感受光的呼嘯而過，感覺到生命

的奔流。

本質│唐忠漢 
透過材質肌理化的過程，運用不同的切割方式與表

面處理的安排，創造出另一種材質的表達情緒。

主策展人 
楊煥生

楊煥生建築室內設計事務所 設計總監

 PROTOTYPE（原型）│張祥鎬  
由於原型論只要求相似，並不要求完全一

致，因此當兩型態間的相似程度越高，個

體越容易將其誤認，造成錯誤知覺。 
 
藝術│房元凱 
超現實主義中探討的便是人潛意識中的世

界，不啻是過去或未來、萌生或滅絕，無

有虛實間的迷離幻影，彷彿海市蜃樓，又

似曾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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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館
介紹

展覽內容  
山水│梓晴  
尊重設計的平衡，設計從本心出發。

尊重自然，心懷對萬物的敬意，心懷生命的美

好......
“寧可一日無肉，不可一日無竹”，運用我們

中式生活態度為代表的生態竹，以山體的形式

表現人們喜愛自然、親近自然的渴望。當，湊

碰這山，水，則隨之而來。此時，你便融於這

山、水之間......

展覽內容  
紅色的球體│趙睿  
紅色球體放置在方體邊角上、通過體

積、空間來體現神秘、危險、美麗及不

穩定的感觀畫面。

 裡外│黃永才 
外為表皮可見，裡為內心常不可見。

追問本心，是追問自己本質的精神世界。

我常常地將這部份隱藏，不輕易外露，如我用

冰冷的外殼來遮蓋內心的炙熱，用狂妄形態來

模糊對規則的尊重。

但內部的力量從不會就此安分地隱藏在表皮底

下。人還是會察覺不可見的能量。如他們看到

擺動的樹枝就能感受到風的存在，聽見知了的

叫聲能感知夏天的氣息一樣。有趣的現象隱藏

著各種現象以外的能量。

可見和不可見不是單獨的割裂，是有趣的物體

與影子。

外相萬變不離其中。 

 繭│韓松 
用紙疊的飛機象徵如少年般的夢想⋯ ⋯
因此我們提供了另一種體驗和觀察的角

度，進入它的內部，

所謂靈魂高貴無非就是歷經滄海桑田內心

始終如少年一般純潔，不經意間你會發現

一隻蜻蜓與你四目相對，它仍然是那麼敏

感、那麼脆弱、那麼純粹。是的，這是每

個人和自己的一次本心相

見——願你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

內地策展 內地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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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館
介紹

肆
展館：演講館【知心灼見】

地點：松菸多功能廳 2 樓 

演講館＆ 會員大會

11/9
廠商
聯展區

VIP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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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館
介紹

展覽內容  

兩岸主題館 
活動內容   

    11/7 

15：00 - 16：30 「軟中帶硬的設計學」
講壇者：邱德光、吳濱、凌宗湧

16：45 - 18：15「行‧旅-冥想」
心社成員：朱志康、杜柏均、林琮然

柯尚達、孫建亞、張清平、連自成

曾傳傑、賴建安、郭子乾 
    

主策展人 

陳正晨

晨室室內設計 設計總監

策展團隊

（左上）李秋德│艾狄設計 設計總監

（右上）李中霖│雲邑室內設計 設計總監

（左下）賴建銘│青硯空間設計 設計總監

（右下）蘇洞和│境觀空間設計 設計總監

    11/8 
10：00 - 12：00 Andrew Martin「融」
兩岸設計師代表：郭俠邑、黃書恒、劉榮祿

崔樹、萬浮塵、關天頎、龎喜 
13：15 - 15：15 「兩岸本心相見大論壇」
兩岸設計師代表：房元凱、唐忠漢、張祥鎬

楊煥生、梓晴、黃永才、趙睿、韓松 

    11/9 
10：30 - 12：00「時尚與設計的對話」
講壇者：Jimmy Choo OBE、Illiza Ho、張清平 
嘉賓：陳文茜 
13：00 - 16：30 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  會員大會

設計理念  
演講館則將在展覽三天期間內，陸續舉辦多場論壇、演講、沙龍，透過不同的主講者，將時尚、藝術、設

計的概念彼此串連起來，讓民眾在領略大師風範之餘，更能經歷到前所唯有的全新感官體驗。 
設計週【辦桌之夜】  

地點：京華城臻愛會館

論壇人物：（由左上至右下）新裝飾主義大師 邱德光、國際時尚大師 Jimmy CHOO OBE、東方

新花藝美學大師 凌宗湧、天坊室內計劃創始人暨總設計師 張清平、無間設計創辦人 吳濱、時尚配

飾設計 何佳潓 Illiza Ho

（由左至右）統籌製作 陳文豪│誠砌設計  設計總監、節目內容規劃 陳榮聲│爾聲空間 設

計總監、現場佈置 林青龍│大砌誠石空間設計 設計總監、現場接待 林志隆│懷特室內設計  

設計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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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貴賓

得獎紀錄  
榮獲CIDA 中國室內裝飾協會中國十強室內設計機構
榮獲 Forbes福布斯中國最具影響力設計師
榮獲新浪家居 2014年度設計金鼎獎
榮獲新地產 2013年度最佳設計
中國陳設藝術專業委員會 授予邱德光先生 設計藝術家稱號
榮獲時尚家居-最時尚家居 最具品味獎
榮獲英國Bloomberg2011亞太地區中國最佳室內設計大獎
2009—2010中國室內設計十大風雲人物 最具影響力設計師大獎 
2010年度 優秀設計師獎–邱德光設計事務所華潤（大連）有限公司

邱
德
光 

邱
德
光
設
計
事
務
所
設
計
總
監

01
「三方論壇」

論壇時間：11 月 7 日 15:00 - 16:30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論壇

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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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貴賓

得獎紀錄  
2013-2014連續兩年入選世界室內權威獎項ANDREW MARTIN 
2013-2015 連續兩屆榮登安邸AD100全球100名最有影響力設計師
2016入選美國雜誌《INTERIOR DESIGN》中文版名人堂第十屆正式成員 
2015 中國室內設計十大年度人物 
2015 首位登上英國佳士德雜誌封面人物華人設計師
2015 倫敦建築設計學會受邀演講嘉賓
2014 捷豹五大人物成就獎
2013 受邀荷蘭阿姆斯特丹IFI世界室設計大會演獎嘉賓
2011 榮獲胡潤騎士設計勛章
2010 受邀法蘭克福設計週
2009 受邀加拿大多倫多設計週演講
2007 Interior Design 中國室內設計年度封面人物

吳
濱

02
「三方論壇」

論壇時間：11 月 7 日 15:00 - 16:30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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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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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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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紀錄  
CNSense 家飾品牌總監
州富春山居酒店花藝顧問 
北京諾金酒店花藝顧問

W Hotel Taipei 花藝顧問 
亞太酒店設計協會專家委員會委員

創基金專家顧問

CNFlower 西恩跟著花開去旅行-世界行旅花藝導師（杭州、大理、臺灣
金澤、印度、法國) 
美好關係活動發起人

出版著作《花藝大師到你家》

凌
宗
湧 

C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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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西
恩
花
藝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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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03
「三方論壇」

論壇時間：11 月 7 日 15:00 - 16:30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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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紀錄  
2017 獲得 點與IF 雙 德國設計大獎  
2017 獲得全球Architizer A+ 設計獎 
2017 獲得意大利A’ Design 獎 
2017 獲得台灣TID 空間設計大獎 
2016 獲得中國金堂獎最佳辦公空間設計獎  
2016 獲得美國IIDA 全球卓越設計大獎
2015 中國設計星全國總冠軍

現任   
FCD浮塵設計工作室 創意總監
FCD‧浮塵設計 創辦人
浮點‧創意餐廳 創辦人 
浮點‧禪隱（中國古鎮保護與發展型客棧）創辦人

蘇州裝飾設計行業協會 會長
蘇州蔓羅國際設計機構 聯合創辦人
中國「美麗鄉村」蘇州公益設計團隊 專家組組長
蘇州經貿職業技術學院紡織服裝與藝術傳媒學院 客座教授
中華文化促進會人居文化委員會 副主任

崔樹 
CUN DESIGN 寸品牌創始人

萬浮塵 

05

06經歷  
空間進化（北京）建築設計有限公司合夥人

中央美術學院城市設計學院客座教授

彩虹石（北京）空間  有限公司 藝術總監 
美國線和空間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顧問
藝米空間藝術機構 設計顧問

關
天
頎

04
Andrew Mart in 
論壇  「融」

Andrew Mart in 
論壇  「融」

Andrew Mart in 
論壇  「融」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0:00 - 12:00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0:00 - 12:00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0:00 - 12:00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空
間
進
化
（
北
京
）
建
築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設
計
總
監

彩
虹
石
（
北
京
）
空
間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藝
術
總
監

中
央
美
術
學
院
城
市
設
計
學
院 

客
座
講
師

論壇
貴賓



52 53

展館
介紹

經歷    
2015美國《室內設計》雜誌2015- 2016中國室內設計年度
封面人物

2014中國國際建築裝飾設計精英年度影響力設計人
2016  德國 iF設計大獎
2015  英國 Andrew Martin第19屆國際室內設計大獎
2015  法國 IDS•La Créativité Pierre國際大獎綠色空間設計
類金獎

得獎紀錄   
2014年獲中國百強青年設計師稱號
2014年為曲美傢俱旗下品牌『萬物』
        在第20屆國際家居展上獲得“飾品設計獎”
2015年獲第十八屆室內設計大獎賽（CIID）
        文化·展覽工程類金獎

得獎紀錄   
2017  德國iF Design Award
2016  美國9th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
2015  英國FX International Interior Design Awards
2015  英國Andrew Martin The International Interior Designer  
          of The Year  Award 
2014  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產品設計類 室內設計獎
2014  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產品設計類 室內設計獎
2014  TID台灣室內設計大獎 單層住宅設計獎
2014  TID台灣室內設計大獎 單層住宅設計獎
2014  第十二屆現代裝飾國際傳媒獎 展示空間大獎

設計理念   
擅長以設計述 故事，堅持以人為本，用中西混

搭、衝突美學等手法開發空間的可能性，以風

水五行之術追求形而上的靈性省思、空間的幸

福能量。同時創新地把一向予人冰冷生硬的高

科技融入空間，衍生 開生面的互動體驗。積極

開發獨門機械創研， 造有機生命美學。

郭俠邑 
青埕建築整合設計 總監

龎喜 

劉榮祿 黃書恒 
台北玄武設計 主持人

0907

1008

Andrew Mart in 
論壇  「融」

Andrew Mart in 
論壇  「融」

Andrew Mart in 
論壇  「融」

Andrew Mart in 
論壇  「融」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0:00 - 12:00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0:00 - 12:00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0:00 - 12:00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論壇時間 ：11 月 8 日 10:00 - 12:00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喜舍 創始人、喜研 品牌顧問、龐喜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設
計總監、中國建築學會室內設計分會（CIID）理事、蘇州
裝飾設計行業協會 第一屆秘書長

劉榮祿國際空間設計 執行董事
京典國際藝術陳設 聯合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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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館
介紹

經歷    
2017 德國IF設計大獎(辦公空間類)
         RUIKE跨國際企業總部辦公室
2017 德國IF設計大獎(商業空間類)-KOR Taipei
2017 德國IF設計大獎(住宅空間類)-韻染
2017 紅點設計 金獎- Omni night club Taipei

得獎紀錄   
2016 榮獲 義大利 A' DESIGN AWARD 
2016 榮獲 韓國 K-Design Award 
2015 榮獲 INSIDE AWARD, World Festival of Interiors 
         住宅空間類大獎 
2015 榮獲 義大利 A' DESIGN AWARD 

得獎紀錄   
2016  德國 IF傳達設計獎室內設計 冠月．萃
2015  德國 IF傳達設計獎室內設計 半山建築
2015  義大利 A Design Award住宅空間鐵獎 賦．采
2015  義大利 A Design Award-住宅空間鐵獎 嘉．醴

得獎紀錄   
2016  英國London Design 金獎 大四喜
2015  德國IF 室內建築設計大獎
2015  德國IF 包裝行銷設計大獎
2015  台灣 中華民國優良廠商協會 
          台灣傑出室內設計師大獎

張祥鎬 
伊太空間設計事務所 負責人 & 設計總監

唐忠漢 
近境制作 設計總監

楊煥生 
楊煥生建築室內設計事務所 主持人

房元凱 
凱奕設計顧問 設計總監

1311

1412

「兩岸本心相見

大論壇」

「兩岸本心相見

大論壇」

「兩岸本心相見

大論壇」

「兩岸本心相見

大論壇」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3:15 - 15:15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3:15 - 15:15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3:15 - 15:15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3:15 - 15:15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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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館
介紹

得獎紀錄   
2016  國際空間設計大獎艾特獎最佳樣板房設計大獎
2015  亞太區室內設計大獎展示空間類設計十佳作品獎
2015  國際空間設計大獎艾特獎最佳陳設藝術設計提名獎
2015  國際空間設計大獎艾特獎最佳別墅設計提名獎

得獎紀錄   
2017 紅點設計大獎紅點獎
2017 英國Andrew Martin國際室 設計大獎
2016-2017 年度A’Design Award意大利米蘭設計大獎賽金獎
2016-2017UNDER40 中國設計傑出青年

得獎紀錄   
2016  第14屆現代裝飾傳媒獎-年度最具商業價值設計機構獎
2016  深圳陳設藝術協會“十雅談”嘉賓設計師
2015  第13屆現代裝飾傳媒獎-年度精英設計師大獎
2014  受邀參與中央電視台財經頻道“交換空間”嘉賓設計師

得獎紀錄   
獲意大利A'DESIGN AWARD金獎與銅獎
榮獲法國IF設計獎
榮獲加拿大GRANDS PRIX DU DESIGN設計特別獎
榮獲香港APIDA亞太區設計大獎-BEST10

韓松 
昊澤空間設計創始人 設計總監

黃永才 
RMA 共和都市創辦人 & 創意總監

梓晴 
梓晴空間設計創始人 總設計師

趙睿 
緯圖建築設計裝飾 董事長 & 設計總監

1715

1816

「兩岸本心相見

大論壇」

「兩岸本心相見

大論壇」

「兩岸本心相見

大論壇」

「兩岸本心相見

大論壇」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3:15 - 15:15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3:15 - 15:15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3:15 - 15:15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3:15 - 15:15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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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陳耀光以獨特的視點和空間創意建立自己的設計哲學，用最少

的裝飾符號，最自然的設計元素，將光線、色彩、聲音和空間

建構一個個不同的場所精神。

從業30年，成功跨界於空間、陳設、裝置、影像，文化藝術
傳播獲獎殊榮與讚譽無數：十屆中國室內設計大賽七次一等獎

得主、AD100中國榜單得主、2010年與隈研吾、伊東豐雄等
同獲「亞洲五十摩登紳士」⋯。他被稱為「當代文化藝術空間

設計的代言人」、「最出色的名人紀念館設計師」、「中國跨

界演繹精彩的明星設計師」，以擁有十二年的南宋古院和千島

湖小島放養生活，成就了“室內設計界的抒情詩人”的稱號。

得獎紀錄  
2015  意大利A'Design獎
2014  獲得頒發德國iF傳達設計大獎
2014  日本JCD大賽銀獎
2013  美國室內設計金鑰匙獎
2012  美國室內設計最佳設計獎
2012  香港十大 傑出設計師大獎
2001  年獲得亞太區室內設計大賽大獎
數度榮獲安德魯‧馬丁國際獎

陳
耀
光

典
尚
建
築
裝
飾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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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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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關係論壇

「美好循環」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5:45 - 17:45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論壇
貴賓

陳
德
堅

德
堅
設
計 

創
辦
人

20
美好關係論壇

「美好循環」

得獎紀錄  
2015  意大利A'Design獎
2014  獲得頒發德國iF傳達設計大獎
2014  日本JCD大賽銀獎
2013  美國室內設計金鑰匙獎
2012  美國室內設計最佳設計獎
2012  香港十大 傑出設計師大獎
2001  年獲得亞太區室內設計大賽大獎
數度榮獲安德魯‧馬丁國際獎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5:45 - 17:45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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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春池玻璃吳庭安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與國立成功大學，其專業為玻

璃材料的創新研發與工廠之最佳化設計，歸國後在台積電接觸跨國

企業之經營投資決策與營運資源規劃的實務分析。吳庭安對資源再

生、玻璃材料與文化藝術有獨特的熱誠與興趣。

2016年在台灣獲得Super MVP百大經理人之最高榮譽獎項，也經
商業週刊專文報導並參與第一屆商周企業家俱樂部，更被TATLER
雜誌評選為TAIWAN GENERATION T，評為最有潛力之台灣年輕
企業家。

吳
庭
安

春
池
玻
璃

21
美好關係論壇

「美好循環」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5:45 - 17:45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論壇
貴賓

重要經歷  
大連市建築裝飾行業協會副會長

大連市室內裝飾協會副會長

大連工業大學客座教授

中裝協設計委副主任委員

中裝協軟裝分會專家委員會專家

澳門國際設計聯合會理事

桑
林 

大
連
伯
為
建
築
設
計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
首
席
設
計
師

22
美好關係論壇

「美好循環」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5:45 - 17:45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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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貴賓

得獎紀錄  
中國商業地產空間設計五強

2012  中國商業地產最具綜合實力設計機構
2012  中國室內設計年度優秀購物空間設計
2011  CIID第三屆杭州室內設計大獎工程類一等獎
2011  CIID第三屆杭州室內設計大獎十大傑出青年
2009  CIID第一屆杭州室內設計年度傑出創意獎
2009  年度百傑室內設計金羊獎

23
兩岸三地跨界論

壇「迎向2018－
亞太地產趨勢」

兩岸三地跨界論

壇「迎向2018－
亞太地產趨勢」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3:00 - 14:00

論壇地點：台灣館 松菸 2+3 號倉庫

作為資深媒體人，擁有10餘年室內設計行業媒體豐富
的經驗，堅持用權威的編輯思想和態度解讀設計，面

向開發商，酒店管理集團傳播全球頂級設計案例，打

造中國最具敏銳度和影響力的設計新媒體平台。她曾

策劃眾多與中糧，天恒，綠地，中國五礦等地產集團

影響力的設計論壇及大賽，精準洞悉行業趨勢，對設

計語言具有深刻而獨到的見解。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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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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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3:00 - 14:00

論壇地點：台灣館 松菸 2+3 號倉庫

歐
鎮
江

香
港
商
會
會
長

意
匯
商
業
設
計
董
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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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經歷  
2017 A基金會（A-Foundation）/東盟創意經濟基金會 創始人
2015 – 2017 印度尼西亞室 設計師協會
                   （HDII / Himpunan Desainer Interior Indonesia）理事長
2013 –2015 印度尼西亞室 設計師協會理事長 主席
2012- 2014 APSDA /亞太空間設計師聯盟 主席

25
東方設計的興起

The r ise of East 
Design」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3：00 - 14：00

論壇地點：亞太館 松菸 1 號倉庫

Francis Surjaseputra
 

印
尼
室
內
設
計
師
協
會
理
事
長

重要經歷  
曾在著名的扎哈·哈迪德建築師事務所和威爾金森艾爾建築事務
所倫敦辦公室工作。

2013年，成立WEIJENBERG設計公司，屢獲國際設計殊榮
WEIJENBERG招牌美學以「傳統手工藝傳統」，融合尖端技
術與傳統材料，創造永續建築和生態設計WEIJENBERG設計
項目包含度假村，酒店，私人住宅，城市空間和人道主義的再

生合作吸引來自台灣，馬來西亞，斯里蘭卡，澳大利亞和新加

坡等客戶，其中包括江振誠Raw餐廳設計

荷
蘭
建
築
師Cam

iel W
eij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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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空間與自然的對話

Craft ing the Tradit ional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6：30 - 17：15

論壇地點：台灣館 松菸 2+3 號倉庫

論壇
貴賓



66 67

得獎紀錄  
2016  年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小說
2015  年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
2014  年與曾慶豪於台北美術館聯合策展《未明的雲朵：一城七街》
          城市/建築展2012年第三屆中國建築傳媒獎建築評論獎
2009  年亞洲曼氏文學獎入圍
2006  年策展《樂園重返：台灣的微型城市》
          代表臺灣參展威尼斯建築雙年展
2004  年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
2003  巫永福年度文學獎
          曾獲台灣文學獎散文首獎及短篇小說推薦獎

27
7-11 City

論壇時間：11 月 8 日 15：30 - 16：15

論壇地點：台灣館 松菸 2+3 號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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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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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家

重要經歷  
2016  榮獲未來女性獎，表揚在全球女性網絡（未來世界網絡的婦女）
          啟動時，給予女性的協助和啟發
2016  在亞太企業協會責任獎（亞太CSR）頒獎禮上榮獲終身成就獎
          以示肯定對人類的貢獻
2015  在配合2015年米蘭世界博覽會而舉辦的服裝秀活動中，獲終身成就  
          獎，肯定作為年輕設計師的典範
2015  榮獲東盟連鎖加盟聯邦（ARFF）馬來西亞分會頒發的東盟終身成就
          獎，被標榜為最具標誌性的鞋履設計師
2015  馬來西亞旅遊部主辦的馬來西亞國際鞋業嘉年華中被授 予最高榮譽獎
2014  在巴黎國際時尚週獲得世界時裝 織授予 身成就獎

J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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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時尚與設計的對話

論壇時間：11 月 9 日 10：30 - 12：00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論壇
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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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紀錄  
2010年畢業於倫敦時裝學院，獲得時尚配飾設計學位。她的才華
被拿督周仰杰教授（JIMMY CHOO OBE）所欣賞，從2011年起成
為他的助手。不斷從他的導師那裡，及到不同國家的旅行中吸取新

的想法。

2014 獲得梅賽德斯 - 奔馳（Mercedes Benz）STYLO時尚
大賽，最有前途的設計師獎。持續在2014年的馬來西亞時裝
週、2015年的MICAM上海和梅賽德斯-奔馳STYLO時尚大賽展出
作品。

29
時尚與設計的對話

論壇時間：11 月 9 日 10：30 - 12：00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何
佳
潓 ILLIZA H0

配
飾
設
計
師

得獎紀錄  
英國安德馬丁國際室內設計大獎

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Best of the Best最佳設計獎
德國iF設計獎
英國FX國際室內設計獎
英國SBID國際設計大獎
英國倫敦設計大賽

英國LICC Award
義大利A'Design Award Competition
美國Interior Design ”Hall of Fame”名人堂成員
美國IDA國際設計大獎
美國芝加哥The Good Design Awards

張
清
平 

30
時尚與設計的對話

論壇時間：11 月 9 日 10：30 - 12：00

論壇地點：多功能廳 松菸 2 樓

論壇
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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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園區地址
11072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133號

入園方式
◎自行開車：

於市民大道及光復南路口，從市民大道於光復南

路匝道下，行駛方向由西往東往「菸廠路」駛入 
100 公尺後，右側即可看見「松山文創園區」入
口。（園內禁止行車，建議停車後步行入園）

◎《捷運 - 國父紀念館站》
一般民眾步行

搭乘捷運板南線（藍）至捷運國父紀念館站

從五號出口出站沿光復南路步行至菸廠路（市民

大道、光復南路口）約550公尺

 
◎《公車》

忠孝東路【聯合報站】

212、212夜、212直、232、232副、232
快、240、240直、263、270、299、忠孝新幹
線

 
光復南路【捷運國父紀念館站】

204、212、212夜、212直、232、232
副、232快、240、240直、254、266、266
區、 2 7 8、 2 7 8區、 2 8 2、 2 8 8、 2 8 8
區、299、672、忠孝新幹線

交通指南 

設計週
核心團隊



總顧問 邱德光 
欣邑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理事長 何武賢 
山隱建築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創辦人

總執行長 張清平 
天坊室內計劃有限公司 創始人

設計週
核心團隊

榮譽委員 李政宗
李宗政設計事務所 負責人

榮譽委員 鄭興國
興國室內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負責人

榮譽委員 朱建榮
禮得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負責人

榮譽委員 王悟生
豪格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負責人

主任委員 王明川 
中國科技大學室內設計 系主任

7372



秘書處 秘書長 邱振榮
榮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榮譽委員 姚德雄
姚德雄聯合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負責人

副執行長 陳文豪 
誠砌設計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秘書處 台灣室協 執秘 蘇愛琦

設計週
核心團隊

企劃組 亞太傳媒長 歐鎮江
香港意滙 董事長

秘書處 秘書 潘貞均
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 秘書

營運組 總營運長 吳金鳳
綵韻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企劃組 總企劃長 陳悠溱
百世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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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組 廠聯執行長 徐慧平
席克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六藝獎 總召 張祥鎬 
伊太設計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活動組 總召 劉榮祿
詠義設計股份有限公司設計總監

活動組 國際論壇執行長 張顥瀚
鎵酲設計工程有限公司執行總監

設計週
核心團隊

企劃組 形象設計長 朱志康
朱志康空間規劃 創始人

大會執行長 李庭榮
威瑪設計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企劃組 公關執行長 鄭人文
亞洲商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活動組 秘書長 李季遠
鎵酲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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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副執行 王哲文 
形砌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活動組 副執行長 林宇崴
白金里居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設計總監

活動組 副執行長 顏毓宏
騰龘空間設計有限公司設計總監

大會副執行 周美鈴   
周美鈴室內裝修設計工作室 設計總監

設計週
核心團隊

六藝獎 貴賓接待組 周天民
亞卡默設計 設計總監

大會副執行 張仁川
墐桐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六藝獎 頒獎典禮組 房元凱 
凱奕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活動組 委員 李菁菁
白金里居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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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組 委員 黃冠清
采匠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總監

活動組 委員 周言叡
樸緻國際建築室內設計 總監

活動組 委員 游軍鳴
米拉建築室內設計事務所 總監

活動組 委員 廖笠庭
雲司國際設計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設計週
核心團隊

企劃組 特助 許家慈
寬居國際有限公司

活動組 委員 韓美芳
埜筑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活動組 秘書 鍾淳文
鎵酲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設計師

營運組 策展人 陳正晨 
晨室室內設計 設計總監

營運組 策展人 楊書林
天涵空間設計 設計總監

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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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
廠商

深圳市拉菲德堡家具有限公司 
廠商代表│林敏紅

地址│深圳市龍崗區坪地街道坪西香園排路 3號

電話│ +86-400-8885535

服務項目│家具、軟裝、固裝一體化家居服務

www.lifedbo.com

明日世界設計中心

公司代表│駱必亮

地址│上海市浦東新區國展路 187號

電話│ 021-64393966

服務項目│設計師眾創平臺、原創設計產品平臺

網站│ https://673340.kuaizhan.com/

參展廠商

中聯發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174 

廠商代表│王麗珠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環中路一段 2085號 

電話│ 04-2426-5899   

傳真│ 04-2426-5500 

服務項目

音響、影音劇院、多空間數位流音樂庫、

客制化環控整合編輯、美式傢居飾品、軟裝配置

整合規劃、專屬施工團隊。 

信箱│mandy_zhang@citymark.com.tw 

www.citymark.com.tw 

上海弘筑貿易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233 

廠商代表│張璐 

地址│上海市黃浦區湖濱路 190號 

電話│ 86-021-53866677   

傳真│ 86-021-63788802 

服務項目│德國進口廚具櫥櫃 LEICHT 

信箱│michelle@leicht.sh.com 

www.home-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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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
廠商

金時代美術燈行  
團體會員號碼│ 02231 

廠商代表│楊弘旭、㚬可  

地址│台中市北區忠明路 215號 

電話│ 04-22018892   

傳真│ 04-22057581 

服務項目

訂製燈具 

信箱│ gtime.wang@gmail.com www.yaoi.com.tw 

安居織品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232 

廠商代表│黃偉書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 518號 

電話│ 04-2315-5608   

傳真│ 04-2315-5680 

服務項目

壁紙、壁布、地毯、沙發、椅套、燈罩

窗簾、捲簾、百葉 

信箱│ arley_design@yahoo.com.tw 

亞太興金屬建材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229 

廠商代表│樊至侃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南勢街 72-36號 

電話│ 02-2600-7757   

傳真│ 2600-7737 

服務項目

塗料製造、金屬加工、 金屬工程  

www.asiapac.com.tw 

亞歷山卓精品傢俱 (股 )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227 

廠商代表│蕭雅文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 33號 

電話│ 04-2255-5919   

傳真│ 04-2255-5909 

服務項目

精品家具 

信箱│ yvonne@mail.elitefurniture.com.tw 

www.alexandrecrafts.com 

好萊得頂級衣帽間

團體會員號碼│ 02186 

廠商代表│陳曠逸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善里文化一路 77號 

電話│ 03-328-3889  

 傳真│ 03-328-5289 

服務項目

頂級衣帽間、JU無把手門板、牆飾板 

信箱│ allright@allrightgreen.com.tw 

www.allrightgreen.com 

艾瓦奇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116 

廠商代表│柯惠揚 

地址│ 10056台北市中正區金山南路一段 77號 2樓 

電話│ 02-3393-3789  

傳真│ 02-3393-7336 

服務項目

影像情境設計、圖像授權

大圖輸出、各式裝修建材影像製作 

www.iwowchi.com

亞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191 

廠商代表│林瑞興 

地址│ 24872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 8號 5樓 

電話│ 02-8976-9099   

傳真│ 02-8976-9480 

服務項目

LED環保布幔廣告燈箱、懸吊陳列系統 

信箱│ john@ajohn.biz 

www.ajohn.biz 

天恆國際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225 

廠商代表│詹惠萍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新寮路 45之 8號 

電話│ 02-2602-1695   

傳真│ 02-2602-1738 

服務項目

愷薩金石、矽鋼石、皇家人造石 

信箱│ tienhen@hotmail.com

www.caesarston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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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
廠商

鴻泰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高千穗白洲土總經銷 ) 
團體會員號碼│ 02148 

廠商代表│賴健哲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 68巷 24弄 11號 4樓 

電話│ 02-2995-8380   傳真│ 02-2999-2197 

服務項目

專營日本進口建材

日本 100%自然素材壁面塗料 

信箱│ takachiho.taiwan@gmail.com

帝門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230 

廠商代表│余杰鎧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二段 129巷 8號 

電話│ 02-2995-8958    

傳真│ 02-2995-8699 

信箱│ guo.yi2004@msa.hinet.net 

喜特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218 

廠商代表│黃品嬛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 72號 

電話│ 02-85110399   

傳真│ 02-29993810 

服務項目

熱水器、壁掛爐、水地暖工程

散熱片工程 ...等供暖系統設備與工程 

信箱│ vivian@vaillant-tw.com 

www.vaillant-tw.com

朝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228 

廠商代表│林宛蓁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九龍段 66-2號 

電話│ 03-480-1299  

傳真│ 03-480-1298 

服務項目

鋁 &紙蜂巢芯材、鋁 &紙蜂巢板材 

信箱│ c1299@ms3.hinet.net

www.asazawa.com.tw 

漢斯希爾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202 

廠商代表│曹碩芬 

地址│ 10560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26巷 1號 1樓 

電話│ 02-2570-3338   

傳真│ 02-2578-5579 

服務項目

雲端智控全屋軟水系統 

信箱│ tshuofen@gmail.co

www.syri-lex.tw 

勵鑫建材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223 

廠商代表│蔡志勇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四段 26巷 98號 

電話│ 03-450-1663   

傳真│ 03-450-8626 

服務項目

磁磚 

信箱│ lisiglobal@yahoo.com.tw 

耀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215 

廠商代表│謝梅菊 

地址│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 334號 

電話│ 047-556111   

傳真│ 047-562819 

服務項目

QSHION床墊、Lifeapp 寵物用品

特用線材 

信箱│ vicky@yaoi.com.tw

www.yaoi.com.tw 

長堤空間視覺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118 

廠商代表│陳玟君 

地址│ 114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 185號 6樓 

電話│ 02-27912777   

傳真│ 02-27910202 

服務項目

壁紙、窗簾、家飾布 /地毯、燈飾

高級訂製 /住宅、商用空間、酒店工程 

信箱│ Lacantouchtaipei@g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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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
廠商

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143 

廠商代表│康水豎

地址│ 33443桃園縣八德市大發里後庄 135號 

電話│ 03-362-3105  

傳真│ 03-363-9873  

服務項目

衛浴設備、廚房設備、陶板 

www.hcg.com.tw

華槶有限公司 (盈昶 ) 
團體會員號碼│ 02142 

廠商代表│楊明錦 

地址│ 24342新北市泰山區中港西路 136巷 83-7號 

電話│ 02-2297-0753  

傳真│ 02-2297-0754 

服務項目

美麗貝、古藝線板

晶凍石、真藏板   

www.goodware.com.tw 

新睦豐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103 

廠商代表│蕭秀娟

地址 10648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92號  

電話│ 02-2369-2386 

傳真│ 02-2366-1104 

服務項目

高品質磁磚

貼面鍛燒石材批發買賣業務 

www.bnftile.com

宇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200

廠商代表│林淑華

地址│ 11460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三段 76巷 29號 7樓

電話│ 02-2799-7723  

傳真│ 02-2799-7753

網站│ www.yusi-group.com

信箱│ yusz798@gmail.com

安益國際展覽集團

廠商代表│涂建國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號 4樓 408室

電話│ 02-27585450  

傳真│ 02-27299720

服務項目│展覽、活動、零售空間、主題環境、體

育營銷與臨時場地設施、場館提供策劃、設計規劃

搭建、執行管理、公關行銷顧問等多元化整合服務

網站│ www.interplan.group

信箱│ info@interplan.group

波龍藝術有限公司

團體會員號碼│ 02169 

廠商連絡人│洪以真 

地址│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258巷 2號 5樓之 1 

電話│ 02-2656-0169  

傳真│ 022658-3388 

服務項目

瑞典環保編織地板 

信箱│ info@bolon.com.tw

www.bolon.com.tw 

國科技大學

地址│ 116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號

電話│ 02-2931-3416

網站│ www.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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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支持 (依筆劃順序 )
中原大學校友總會

中國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中華大學建築與設計學院進修學士班 
中華科技大學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玄奘大學設計學院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亞洲大學室內設計系

東方設計大學室內設計系

南亞技術學院室內設計系

建國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

健行科技大學物業經營與管理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

華夏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 
樹德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社團支持 (依筆劃順序 )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中華民國廚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台中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當代藝術中心

台灣木工機械發展協會

台灣省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廚具櫥櫃廠商發展協會 台灣優良設計協會
亞太設計師交流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 LED 節能照明產業發展協會 
桃園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華人設計師高球俱樂部

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綠智匯產業聯盟 /中華跨域合作發展協會
臺灣木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臺灣建築學會

臺灣家具產業協會

澳門國際設計聯合會

學術 ‧ 社團支持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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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2017 室內設計週工作團隊組織

何武賢

張清平

邱德光    

王明川   

鄭興國  朱建榮 李政宗 王悟生 姚德雄

于鵬杰 文杰 王平仲 王玉齡 王冠 王格連 王勝杰 王黑龍 史南橋 石大宇 

任清泉 朱志康 朱柏仰 江欣宜 江皓千 何宗憲 利旭恒 吳宗敏 吳濱 呂姍姍 

呂賢文 李中霖 李東妊 杜伯均 杜康生 汪金珠 沈雷 周天民 周易 孟也 

孟建國 房元凱 林衍良 林琮然 林學明 林憲能 邱春瑞 邱嫈蓮 金堅 金捷 

金雷 青山周平 姜峰 柯尚達 凌子達 凌志謨 凌宗湧 孫少川 孫建亞 孫健華 

徐征野 徐敏聰 桑林 袁宗南 崔征國 崔樹 張志友 張志源 張書銘 張麗寶

梁建國 梁景華 符軍 連自成 郭子乾 陳林 陳國華 陳德堅 陳耀光 彭軍 

曾傳傑 琚賓 黃志達 黃書恆 楊邦勝 葉佳琪 葛亞曦 董健 趙牧桓 趙虎 

趙寂蕙 劉建輝 劉珝 歐鎮江 蔣朋 鄧安裕 鄭仕樑 黎淑婷 盧從周 蕭健承 

蕭愛彬 賴亞楠 賴建安 賴連取 戴昆 戴蓓 謝天 謝宇書 韓曉嵐 簡名敏 

顏呈勛 羅思敏 關天頎 龎喜 酈波

陳文豪  

邱振榮          

林施澤  

林曼玲  黃慧瑜          

蘇愛琦  

潘貞均          

吳金鳳

歐鎮江

朱謙知 尉建 張彩明 錢寧      

 陳悠溱 

張祥鎬

劉榮祿  

徐慧平 張顥瀚

李庭榮   

陳國隆  賴健哲      

鄭人文

朱志康 

李季遠      

趙淑燕

林宇崴 顏毓宏

王哲文 周美鈴 張仁川 賴健哲

房元凱 周天民 徐慧平 陳文豪

王思文 李菁菁 周言叡 游軍鳴 黃冠清 

廖笠庭 韓美芳 劉弈辰

鍾淳文

許家慈 江卉如

王程瀚

李汶錡

理事長

設計週總執行長

設計週總顧問

設計週榮譽主委

設計週榮譽委員

顧問

( 按筆畫序 )

設計週副執行長

秘書長

副秘書長

設計週執行秘書 

執行秘書

行政秘書

總營運長 

亞太傳媒長

大陸營運長

總企劃長

六藝獎總召

論壇總召

論壇執行長 

大會執行長

台灣招商執行長 

公關執行長

形象設計長

論壇秘書長

副營運長

論壇副執行長

大會副執行長

六藝獎委員

論壇委員

論壇秘書

企劃長特助

文宣撰稿

主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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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設計精英匯

朱謙知、于冰、毛高煜、韋胤妃、可樂、申正、劉傑、劉美玲、劉喜悅、

劉樂樂、劉偉、餘占波、吳雙、吳斌、宋偉、李晴、李然、沈皓、林彥君、

姚曉冰、範博、梓晴、黃永才、黃舒君、薄孔飛、薛原、馮靖、張馨玉、

張凱迪、湯晨、談離原、賈璽、趙睿、陳智慧、陳鴻、韓松、駱必亮

繽紛設計臺灣設計周交流團

強尼、葉向陽、周永、張壽全、申豔、向莉、何佳君、武文斌、胡慶章、

唐國洪、曹雲鋒、嚴正農、張秀英、楊飆、陳小莉、龔霞

DPI
桂濤、丁述其、王占偉、王成浩、皮麗娟、何建彬、吳麗霞、李國彬、

李培奇、李瑞、肖豔來、季曼、林金武、侯國富、倪盛亮、孫啟彬、

孫劍昆、徐翔、張迅、張卓、張敏、張爽、張湞、張雲強、張嘉夫、

陳保貴、陳強、陳麗娜、賀小鋒、塗天保、劉青峰、劉禮峰、盧恩全、

韓春秋、羅祥敏、羅晶、蘭明輝、酈曉昕

珠海市室內設計協會 呂道偉

中國美院 12期代表團 徐威、汪穎、阿蘭若林

重慶天古裝飾代表團 彭江

上海和錦櫥櫃代表 陳昱維

IDS國際設計中心設計師代表團
尉建、劉耀天、趙利君、李莉、高勝男、蘭海玲、陳剛、陳小芳、江蘄珈、

陳婧男、王延軍、陳其雨、陳麗娜、王晨曦、蔡京樺 、敖靜、雷娜、
方遠遠、夏克進、趙秀秀、仇志泉、王文博、陳子偉、張蓓慧、陳姿伊、

葉秀文、左君、陳沛華、唐建偉、夏清雲、楊波、周令、辛義、楊光碧、

蔔天靜、季青濤、韓松言、沈墨、張世新、齊文、鐘行建、鄧明發、

孔繆德、陳海、周留成、陳小燕、劉雨、張海妮、姜春、顧惠娟、任迪、

周小杭、朱珠、吳騁、沈麗娜、周辰諭、龔劍、劉猛、史欣、葛騰月、

王淩、張磊、唐春、謝銀秋、謝秉峻、何靚、邢海穗、蒙開建、唐韻珊、

林韻怡、林嘉誠、蔡泫娜、李雪、王一凡、劉卿、李揚、彭旦紅、徐彌、

葉祥寶、陳彩正、趙宏勃、沈烤華、游小華、林麗麗、高峰、鄭純、

胡建敏、黃曉晨、劉玉華、蔔東東、王志強、黃勝、潘虹、余洪梅、

毛曉鋒、楊吉祥、張波、鄭騰晉、何虹霏、張力元、袁欣、郭小萌、

陳澄立、宋宇、林董事長、林敏紅、黃冠宇、陳劍、張金羽、陳書桓、

王俊俊、施奔澳、張林峰、葉培良、陳海琳、李正祥、徐丹峰、陳快、

陳琪、陳雪君、曾小媚、楊佩雲、趙佳、李正祥、李卉仙、胡世光、蒙古、

趙俊鑫、韓琦、吳濤進、吉利、胡劍忠、毛天斌、李富榮、陸麗、董星宇、

楊興、謝逸、夏雪、廖娟、郭愛愛、劉墨幹、鄭洪、毛毛、張平、謝法新、

萬浮塵、羅偉、曹剛、吳進凱、謝輝、王帥、李良超、趙智峰、莫華東、

梁新、梁新夫人、張力、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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