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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展 培 訓 營 



13:30-14:00 入場報到 

14:00-14:10 致詞- 台灣設計研究院林鑫保副院長 

14:10-14:30 展覽注意事項說明 

14:30-15:20 策展團隊分享－柏成設計邱柏文總監 

15:20-16:10 策展經驗分享－無氏製作吳孝儒負責人 

16:10-16:30 Q&A 

16:30-17:30 南港展覽館2館展場場勘 

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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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時間    2021年5月14日(五) - 5月17日(一) 10:00-17:00，周末延長參觀至18:00 

布展時間：2021年5月12日-13日(四)上午5時至下午5時 

撤展時間：2021年5月18日(二)上午9時至下午6時 

展覽地點    南港展覽館2館 1樓、4樓及7樓 (台北市經貿二路2號) 

參展校系 共有66校144系參展 

展覽資訊 



2月 

                2/1-2/26 

-提交策展企劃書v2 

-繳交裝潢切結書 

-繳交攤位設計圖 

-繳交電力申請及配置圖 

                  3/8-3/31 

-繳交宣傳行銷媒體資料 

-繳交貴賓證名單 

-繳交參展名冊 

 

 

 

3月  

  4月 
 

              4/1-4/22 

- 線上展覽作品收件 

-5/14 新一代設計展 開幕典禮 

-5/14 新一代線上展覽 開展 

-5/16 金點新秀設計獎頒獎典禮 

-5/16 新一代及金點新秀PARTY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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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動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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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6 

-包柱申請表, 切結書及包柱圖 

-電視牆申請表, 切結書 

-舞台及音響申請表, 切結書 

-舞台及講座活動申請表 

必交 選填 

                   3/8-3/31 

-重型貨車入場申請表(15噸以上) 

-堆高機入場申請表 

-第2次品牌形象委員會 

-3/12   早鳥票開賣 

必交 選填 

必交 



進場注意事項 

 場地管理單位特規定裝潢施工人員均須先受過「外貿協會會展場所施工安全須知」課程訓練，
並取得「上課證明」後，始得請領「外貿協會會展場所服務證」，未持服務證者不得入場施工。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在展覽活動裝潢施工進出場期間，所有人員請自備安全帽並配戴
才能進入展場，未符合規定者禁止進場。 
 

 各參展單位委託裝潢廠商進駐施作時，將由外貿協會之警衛統一管理廠商進出，相關規定(裝
潢承包商須至貿協繳交保證金2萬元、施工車輛入場申請需繳交保證金1,000元、1小時內出場
者退回完整保證金，逾時出場罰金每小時新台幣200元整…等)請各校委託之裝潢商自行與外貿
協會管理組確認。 
 

 施工廢料及包裝材料應由各校系裝潢商當日自行清運，不得放置於走道，妨礙交通與安全。 
 

5/12-5/13  進場期間 



 本展為售票展，除配戴參展證之參展同學、持貴賓證之師長外，欲進入展場者皆須購票入場。 
 

 請勿供他人配戴師長之貴賓證入場參觀，違者將沒收貴賓證及該系參展保證金。 
 

 參展同學於開展前皆可憑參展證先行入場，開展(10點)後須同一般民眾排隊入場。 
 

 展台上嚴禁擺放除作品及創作者介紹以外之物品，展區佈置請力求乾淨整潔，勿擺放親友帶來
之花束、飲料、食物…等，避免模糊焦點、降低觀展者對作品的關注度。 

 

5/14-5/17  展出期間 

展出期間注意事項 



撤場注意事項 

 17:00-18:00 僅能將小展品及貴重物品打包手持離場， 車輛無法進入展場。 
 

 須填寫小撤場回條並至各館服務台確認後，憑回條離場。(於「展前須知」裡，請自行列印)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在展覽活動裝潢施工進出場期間，所有人員請自備安全帽並配戴
才能進入展場，未符合規定者禁止進場。  

5/17  小撤場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在展覽活動裝潢施工進出場期間，所有人員請自備安全帽並配戴
才能進入展場，未符合規定者禁止進場。 
 

 完成場地清潔及復原時務必通知並偕同工作小組至各展區檢查，確認場地淨空且辦完退還保證
金手續後始得離場。 
 

 請務必於時間內撤場完畢，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之學校，將沒收參展保證金，以支付外貿協會
規定之超時場租費用。 

5/18  正式撤場期間 



展出前注意事項 

請參酌財政狀況及學生經濟能力後規劃展出規模及內容；爲降低各校系布展裝潢費用及展出成本，

並響應低碳環保及綠色會展之世界趨勢，建議各校系於設計及裝潢展覽空間時，以節能、減碳為重

要設計方向，採用可回收使用之環保材質或組裝式架構為優先考量。 

環保裝潢 

 

 所有裝潢作業，參展單位及裝潢廠商必須投保營造綜合險或安裝綜合險(營造工程綜合損失險或

安裝工程損失險、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及雇主意外責任險)。 

 參展學校自展品及裝潢品運至展場起，至展覽結束運離展場止，必須自行投保火險、竊盜險、

水漬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 

保險 

 展覽館全區暨展場攤位裝潢應遵守使用附有防焰標示之材料，相關材料包括地毯、窗簾、布幕、

展示用廣告板及其他指定之防焰物品，並於該材料明顯角落貼設經主管官署認可之防焰標章標

示。於現場備妥其所使用防焰材料之有效證明文件，供消防單位備查。 

消防安全 



展出前注意事項 

 參展作品之著作權或專利權，應由參展者自行登記取得，以保護其設計權益。 
 

 嚴禁展示標示不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利或著作權之產品。 
 

 本院得利用參展作品之實品、圖片、燈片及書面資料等，經專利或著作權擁有者同意後作為
展覽、攝影及宣傳出版等用途。 
 

 展覽期間播放之音樂、影像、影片皆須取得公共場合播放授權，否則將違反智慧財產權，責
任自負，主辦單位有權要求立即停播。 
 

著作權及智慧財產權 



展出前注意事項 

 現場攤位裝潢請與繳交之攤位設計圖相符，攤位圖經審核通過後方可施工。 
 

 參展單位需裝置臨時電話或寬頻網路者，請自行向中華電信公司申請。 
 

 展場油漆作業須使用水溶性漆，且不得大面積粉刷施作，應在指定洗滌室內洗滌油漆器具。 

 展場內嚴禁使用鋼釘、噴漆、電焊及電鋸，以免造成噪音及空氣汙染。 

 展場地面、牆、柱及天花板等設施，不得使用釘子及任何破壞。 

 攤位之搭建、展品及裝飾物品(含招牌、旗幟、盆栽、地毯、投光燈等)之布置，不得超出攤位
地面基線及垂直空間以外之範圍。 

 
 嚴禁於展場內吸菸、飲酒（含酒精飲料）、嚼食檳榔或口香糖，為顧及形象及安全，展場內禁

止打赤膊或穿著拖鞋或攜帶寵物。 
 



裝潢布置注意事項 

攤位設計規範 

 攤位高度：攤位高度2.4公尺，若超過須經主辦單位審核同意方可搭設，且需自行負擔美背費用，

本展禁止搭建2層樓。 

 

 背牆 : 面臨走道之隔牆、背牆、招牌背面須美化，或是相鄰攤位展板高度不一時，展板較高之學

校亦須進行展板美背處理，建議事先與相鄰學校協調溝通，取得協議後施工，避免進場時造成各

校間之困擾及紛爭。 

 

 展場1F/4F面臨大廳入口處之區域，若設置倉庫須加蓋、有搭建屋頂者則屋頂須美化，嚴禁線材

外露，並不得於屋頂放置任何物品。 

 



裝潢布置注意事項 

 攤位內或鄰近區域有放置空調箱，務必於牆面設置「1位成人體型可進出」之暗門，且牆面須

與既有設備之間至少預留一扇門可開啟之寬度，以利工程人員可進入查看。 

 

 攤位內或鄰近區域有放置滅火器，則滅火器正前方之牆面不可封閉，以利突發狀況時可直接伸

手即取得。 

 

 攤位內只要有消防箱、滅火器、空調箱(A/C)、排風百葉扇、空氣偵測器、緊急出入口或機房

等任何器材設備，皆須挖洞留空，不可封死。 

 

 攤位內走道 : 各攤位內之走道( 即民眾於參觀時會行經之走道) 至少須寬2 公尺。 

 

 攤位背板、廣告看板等，跨長度超過9 公尺時，須設置側向或橫向支撐，若無設置，係屬重大

違規，得封閉攤位並立即改善，否則該攤位禁止展出。 

 

攤位設計規範 



裝潢布置注意事項 

 臨走道之封閉牆面規範 
 
若展場臨走道之牆面長度 > 9 公尺 
a. 出入口寬度至少要2 公尺。 
b. 連續封閉之牆面長度不可超過9 公尺。 
c. 連續封閉之牆面也含轉角過去另一側。 

攤位設計規範 

若展場臨走道之牆面長度 ≦ 9 公尺 
a. 如有設置出入口則寬度不可小於牆面長度之50%。  
b.  例：臨走道牆面長度8 公尺，則出入口寬度至少要

4 公尺 



裝潢布置注意事項 

 

 7樓會議室牆面禁止使用釘槍等破壞性器材施作，地板載重限制每平方公尺1,200公斤。 

 

 如需於會議室內及公共廊道搬運器具、裝潢施工、設置木座裝潢物或其他重物放置等，須於地毯

或地磚上方鋪設不織布地毯或3分夾板等進行適當保護，不得使用透明膠膜替代，若經發現未鋪

設除將罰扣5%場地費外，並禁止施工；若造成現有地毯或地磚毀損，須將場地恢復原狀後返還，

或由各使用單位負責賠償，並由保證金中扣除該項賠償費用。 

 

 7樓會議室內只允許現場組裝，不允許於現場進行如油漆、木工、電工、焊工等二次施工。若經

發現將罰扣5%場地費外，並禁止施工；若造成現有地毯毀損或髒汙，須將場地恢復原狀後返還，

或由主辦單位負責賠償，並由保證金中扣除該項賠償費用。 

 

7樓進場特別注意事項 



裝潢布置注意事項 

 攤位水電計算方式 
 
各校系基本攤位水電以實際展出攤位數計算(每攤位110伏特0.5KW ) 
 
 
 
 
 
 
 
 
 

電力申請注意事項 

 基本攤位用電量：每攤位110V/ 0.5KW用電收費700元。  

 超出基本攤位用電量：每超出0.5KW收費新台幣1,000元，未及0.5KW以0.5KW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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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大學工業設計系實際所得為20個攤位，則： 

 可使用之110V基本用電量為0.5KW*20個攤位=10KW 

 若該系實際所需使用之總電量為110V用電量12KW，則多出的2KW則為超額用電 

 總用電量(KW)＝攤位上照明用電(投光燈等）＋各種電器用品用電(電視、電腦、投影機及音響

等)＋展品用電 

 每校系攤位將設置獨立電箱，請於電力配置圖上標示想要設置的位置 



裝潢布置注意事項 

電力申請注意事項 



裝潢布置注意事項 

包柱申請注意事項 

包柱尺寸/ 長187cm  寬 193cm  高240cm 

平面圖 

立面圖 

 攤位內欲規劃包柱者，則須填寫「包柱美化裝潢申請表/ 切結書」、提供包柱平、立面圖 

 除電箱可做活動門外，其餘柱面上所有設備皆須外露且挖洞留空，不可封死 

 臨走道之包柱，其包柱最外緣至柱面距離不得超過30 公分。 

 東、西側包柱柱面之裝修材料，必須抬高離地50 公分，以不影響柱體下方工作電源為原則 



裝潢布置注意事項 

電視牆申請注意事項 

 攤位內欲架設電視牆、大螢幕牆者，則須填寫「設立電視牆申請表」。 

 地面至電視最高點 ≦ 2.5 公尺，其正面距離攤位基線1 公尺以上，或與攤位基線成30 度以上斜角 

 電視牆音量不得超過85 分貝。 

 放映影片必須符合展覽或活動主題，不得違反善良風俗。 



裝潢布置注意事項 

舞台音響申請注意事項 

 攤位內欲設置舞台及音響設備者，則須填寫「攤位內設置舞台及音響設備申請表/切結書」 

 舞台外緣必須距離攤位基線2公尺以上，喇叭數量以2支為限，並須面向自己攤位內並保持

俯角，音量不得超過85分貝；相鄰攤位不得同時辦理舞台活動或播放音響。 

 無線麥克風設備-借用單位須先向管理單位核備麥克風頻率，並於獲同意後架設使用，倘違

規逕於攤位架設使用，致干擾或影響該館其它會議活動。 

舞台 

至少2公尺 



媒體資料注意事項 

請以「系」為單位繳交。 
 

繳交項目  

1. 展覽主題 

2. 主題介紹/中文為300字元

內，英文為1500字元內。 

3. 其他校內/外展覽資訊，例

如青春設計節&松菸學園祭

等 

4. 社群連結 



線上展覽注意事項 

1. 作品名稱 (中/英) 

2. 設計說明 

3. 社群連結  

4. 作品圖片：至多6張、至少4張，不限直式橫式︒ 

 版面力求整潔，以單張大圖呈現不拼圖。 

 以作品為主，不要在圖片上標註大量文字 

 HERO BANNER*重要! 作品頁面形象首圖， 

5. 影片連結：*請上傳作品影片至youtube網站 

6. 設計師 (姓名及聯絡方式) 

7. 指導老師 (姓名及聯絡方式) 

 



目的：為展現設計校系創意成果，特別開放７樓舞台及講座區供各校申請作為進行各項

展演活動之用，以增加展覽活動豐富度，同時提升各校於展期期間之能見度。 

 

申請對象：2021「新一代設計展」之參展校系均能申請，每系限申請1場活動。 

 

申請方式：須提交 【活動企劃書】 ，選擇優先順序5個時段，經委員會審查後公告結果 

1. 活動名稱 

2. 參與校系 

3. 申請活動空間 (舞台區/講座區) 

4. 申請活動時段 (請依優先順序填寫5個時段) 

5. 活動規劃 (目的、流程、內容概述) 

6. 預期參與人數 

7. 預期效益 

8. 活動行銷及宣傳 

9. 聯絡人 

舞台及講座空間申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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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及講座空間申請辦法 
舞台 9個時段開放申請 

講座12個時段開放申請 



審核標準： 

1. 新一代設計展品牌形象委員會將依各系提交之【活動企劃書】審查。 

2. 因場地有限，倘各校系申請活動數量超過場地所能提供之場次時，主辦單位將擇優入

選，並保有否決或調整提案內容及時間之權力。 

3. 為鼓勵各參展校系相互交流，倘有2場以上申請活動審核同分時，2系以上聯合舉辦

之活動將比1系舉辦之活動優先入選。 

4. 審查結果將於3月另行公告。 

使用時段： 

礙於時間及場地限制，舞台區及講座區每場活動使用時間1小時，換場時間30分鐘(包含

活動前20分鐘布置及活動後10分鐘撤場) 

 

舞台及講座空間申請辦法 

24 



場地介紹 

 舞台區：開放式空間，適合大型活動演出，提供現場影像、音響及燈光設備、講台、

觀眾座椅(約300張)、無線麥克風、後台基礎設備。 

 講座空間：獨立空間，適合講座活動，提供座椅(約200張)、無線麥克風、主講桌、

接待桌、投影機。 

 如需使用前述以外設備，需自行付費向外貿協會場地管理單位承租。 

舞台及講座空間申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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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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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團隊分享 

邱柏文 Johnny 

柏成設計及OUT Scholarship創辦人，為臺

灣首位榮獲WAF/INSIDE年度室內大獎及台

灣室內設計大獎4座金獎得主，獲頒四十驕

子建築類優秀建築師，也曾獲德國紅點設計

獎的Best of the Best等國際獎項。 

 
王菱檥 Nora  

柏成設計設計總監，擁有超過15年的設計經

驗，認為好設計源於人文關懷與生活細節。

擔任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兼任講師，其作品

「Living Lab生活實驗所」榮獲WAF/INSIDE

世界室內設計節年度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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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分享 

吳孝儒 

無氏製作 PiliWu-Design  創辦人 

 

在台灣街角生活觀察者，期待設計的表現不僅

在美學的包裝，是連結在地產業與日常生活的

一種修辭工具。長期帶領團隊以「型隨在地

/form follows story」為座右銘，持續用行動

實驗、落實至文化風格的脈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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