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第三屆台灣室內設計‧材料大展 
結案報告書 

一、 活動資訊 

〈一〉活動名稱：2014 台灣室內設計‧材料大展 

〈二〉活動日期：2014 年 5 月 1 日至 4 日 10:00~18:00 

〈三〉活動地點：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 

〈四〉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宏觀視野股份有   

限公司 

〈五〉策展單位：宏觀視野股份有限公司 

〈六〉指導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經濟部工業局、行政院環保署 

〈七〉協辦單位：台北市商業會、中華民國廚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會、台北市廚具商

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磁磚發展協會、台灣陶瓷工業同業公會、台灣

區石礦製品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學會、

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台北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

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上聯國際展覽有限公司 

〈八〉展覽規模：總攤位數 448 格／總參展廠商 130 家 

      ※三屆展覽比較： 

 2012第一屆 2013第二屆 2014第三屆 

參展廠商數 100 家 133 家 130 家 

參展攤位數 249 格 428 格 448 格 

參觀總人數 4 萬人次 6 萬人次 5 萬人次 

策展單位及數據來源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宏觀視野股份有限公司 

 

〈九〉參觀來賓：總參觀人次約 5 萬人 

〈十〉參觀辦法：免費入場參觀 

二、 活動暨展出內容統計分析 

 〈一〉前言：本次展覽以以「室內健康新環境」為展覽主題，規劃「廚具區」、「石材    

區」、「趨勢新建材」、「陳設裝飾區」等總共 13 類展區，更與台北市廚

具公會合作，特別規劃約二百坪規模的廚具專區展覽，並舉行系列專業

論壇、設計師講座等活動，豐富內容，引起熱烈迴響。 

〈二〉活動內容： 

2014台灣室內設計‧材料大展系列活動 

展覽攤位 

總攤位數 468 格／ 

總參展廠商 130 家 

 鋁門窗區 

 綜合建材區 

 基本內裝(綜合) 

 陳設裝飾區 



 

 石材區 

 綠能專區 

 趨勢新建材 

 塗料區 

 衛浴設備區 

 磁磚區 

 櫥櫃區 

 空調機電設備、照明給排水區 

 廚具及天然石材區 

專業論壇  四天六場專業論壇，含一場國際性論壇，

每場聆聽人數達 150 人。 

1. LG Hausys Design Center 設計師李承恩

─「2014-15 Design Trend」 

2. Dulux 得利塗料品牌經理楊麗琴、齊舍

設計事務所設計總監柳絮潔 ─「全球

空間色彩趨勢與應用」 

3. 新裝飾主義大師邱德光 ─「21 世紀設

計產業面面觀」 

4. 中國空間裝飾織品大師夏雲 ─「裝飾

織品圖案的符號與應用流行趨勢」 

5. 生活美學家齊云 ─「喚起人對生活藝

術的感知」 

6.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主 陳歷渝 ─「友善

關懷的創意設計服務」 

宣導講座  中華設計裝修消費者品質保護協會 理事

長吳翃毅 ─「解決室內裝修糾紛的祕笈」 

設計師講座  第四屆金創獎金獎得主分享作品 

1. 商業空間類金獎《華泰瑞苑‧墾丁賓館》 

    2. 辦公類金獎《光縫之間》  

    3. 住宅 A 類金獎《顏語》 

4. 住宅 B 類金獎《綠‧光‧植入》  

室內健診&社區綠智活診

斷 
 於 5/2、5/3、5/4 提供消費者「風水諮詢」、

「老屋改造」、「消費糾紛」等諮詢服務。 

塗料演示活動  邀請「台漆線」於 5/3、5/4 舉行四場塗料

繪畫演示。 

廠商發表會  四天七場發表會，提供廠商發表新產品平

台。 

設計作品靜態展  結合業界與學界，舉行第四屆金創獎、十

大潛力設計師作品靜態展。 



 

   〈三〉相關統計分析 

1. 展出內容統計(依廠商數) 

類別 家數 百分比 

鋁門窗區 9 6.92% 

綜合建材區 24 18.46% 

基本內裝(綜合)區 12 9.23% 

陳設裝飾區 11 8.46% 

石材區 3 2.31% 

綠能專區 3 2.31% 

趨勢新建材區 5 3.85% 

塗料區 3 2.31% 

衛浴設備區 7 5.38% 

磁磚區 13 10.00% 

櫥櫃區 9 6.92% 

空調機電設備、照明給排水區 14 10.77% 

廚具及天然石材區 17 13.08% 

總計 130 100.00% 

     

 

 

 

 

 

 

  

 

 

 



 

2. 展出內容統計(依攤位數) 

類別 格數 百分比 

鋁門窗區 23 5.13% 

綜合建材區 32 7.14% 

基本內裝(綜合)區 32 7.14% 

陳設裝飾區 29 6.47% 

石材區 11 2.46% 

綠能專區 21 4.69% 

趨勢新建材區 16 3.57% 

塗料區 12 2.68% 

衛浴設備區 14 3.13% 

磁磚區 32 7.14% 

櫥櫃區 30 6.70% 

空調機電設備、照明給排水區 28 6.25% 

廚具及天然石材區 168 37.50% 

總計 448 100.00% 

 

 

 

 

 

 

 

 

 

 

 

 



 

三、 參觀成果與迴響 

      〈一〉前言：本屆展覽配合雜誌、網站、電視、報紙、公車車體等管道宣傳，並廣

發邀請函邀請設計師、建築師、設計相關從業人員，達到極佳宣傳效

果，吸引眾多參觀者蒞臨觀展。 

    〈二〉參觀來賓統計： 

1. 依參觀日期統計 

日期 人數 

5/1(四) 14235 

5/2(五) 8955 

5/3(六) 14139 

5/4(日) 15391 

合計 52720 

2. 參觀者行業統計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專業人士(含室內設計師、建築師、

室內裝修公司等專業人士) 

11256 39.53% 

材料經銷商、代理商 10258 19.46% 

營造業及建設公司        6324 12.00% 

裝潢自用者 15298 29.02% 

總計 52720 100.00% 

 

 

 

 

 

 

 



 

    〈三〉廠商滿意度調查 

       (※本屆展覽發放之問卷數共 130 份，總回收問卷共 69 份) 

1. 宣傳滿意度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2 家 23 家 23 家 9 家 2 家 

 

 

 

 

 

2. 參展滿意度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9 家 25 家 19 家 6 家 0 家 

 

 

 

 

 

 



 

四、 廣告宣傳成果 

〈一〉 雜誌：於《台灣室內設計雜誌》103 年 1 月、3 月、5 月號，以及《建築師雜誌》

103 年 3、4 月號刊登廣告。 

 

   〈二〉全國電視廣告： 

頻道 露出檔次/ 

10秒廣告 

露出檔次/ 

5秒廣告 

實播秒數 

東森 ET-N 東森新聞台 53 66 1600 

EFNC 東森財經台 42 64 

民視 FTVN 民視新聞台 23 16 310 

三立 SETN 三立新聞台 59 75 965 

TVBS TVBS-N 32 60 1240 

TVBS 19 32 

TVBS-G 13 28 

總計 241 341 4115 

  

〈三〉戶外廣告：(附件一) 

項目 播出量 

公車車體 14 輛/滿版/三周 

商業大樓電梯電視廣告 600 檔/10 秒廣告 

燈旗/路旗 大台北地區/150 面 

(辛亥路 1-3 段、內湖路、仁愛路 3-4 段、松壽路、基

隆路、市民大道 1-3 段、市府路) 

 

〈四〉報紙廣告：(附件二) 

報社 區域 日期 

4/30 5/1 5/2 

Upaper 大台北 全頁  橫半 

自由  10 半  

 

 

 

 

 



 

〈五〉邀請函、海報宣傳： 

項目 對象 發放數量 

海報 全台大專院校、各地方設計公會 200 張 

邀請函 公會會員、設計相關從業人員、建

築師事務所、建材廠商 

4 萬張 

 

五、 展期紀錄 

 

 

 

 

 

 

 

 

 

 

 

 

六、  

七、  

八、  

 

 

 



 

 

 

 



 

(附件一)戶外廣告 

※公車車體 

 

 

 

 

 

※大樓電視牆 

 

 

 

 

 

 

 

※燈旗 

 

 

 

 

 



 

(附件二)報紙廣告 

※Upaper全頁                  ※Upaper 橫半 

※自由時報十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