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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試過將花磚裱框掛在牆面上，也曾經將磁磚放置在壓克力架中當做

桌飾。這次，我們將義大利磁磚品牌 -GAMMA DUE 的普普組曲拆解黏上磁

鐵，就變成居家環境常見的便利磁飾，讓您的貼心叮囑，也可以很俏皮。

於 2015.07.30 前回傳 E-mail：service@anword.com.tw 或傳真：（02）

2523-4989｛以寄件與傳真日期為憑｝，就免費送您《義大利瓷磚磁鐵》

乙組｛4 入｝。

只有前 10 名有喔！

※ 花樣共 121 種，採隨機出貨，恕無法指定花樣。

讓磁磚充滿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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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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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PRODUCT

介紹國內外最新、最具議題性、最

有設計感的時尚建築、室內設計案

例，引爆您的靈感泉源！

此次特別介紹義大利知名磁磚

設計品牌 -REFIN 的兩項知名

設計師作品。

漢樺半年來實績中的精選作品，以

大規模的超彩度拼貼為主，所打造

的生動生活環境。

漢樺集團最新的集團活動與行銷活

動介紹，讓您了解我們所做過的行

銷活動，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漢樺每個月都會進新的歐洲磁磚品

項，標榜著與歐洲市場趨勢同步發

生，絕對讓您與潮流無縫接軌。

06 -15

18-37
60 -97

40 -57

Contents ／目錄

加入我們
漢樺提供產品色塊、實景、目錄予會員下載，詳情請上漢樺官方網站加

入會員，隨時掌握最新資訊。

http://www.anword.com.tw/member/member.php

EXPERT P.06 -P.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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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駐點全新開幕 三據點給您三倍服務
漢樺最新創立兩個新據點，臺北、臺中、澎湖，給您最全

方面、在地化的磁磚規劃服務。

臺灣離島地區第一間直營進口磁磚專門店，突破距離的障

礙，讓台灣各地都能第一時間掌握歐洲的磁磚流行趨勢。

澎瓷精品磁磚 波爾泰國際
澎瓷精品磁磚概念館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

西文澳 101 之 2 號 1 樓

( 近地方法院 )

電話：06-922-1330

傳真：06-922-1331

時間：09:00 – 19:00

波爾泰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地 址： 臺 中 市 西 區 忠 明 南 路

303 號 13 樓之 3

電話：04-2301-5191

傳真：04-2301-6790

時間：平日 09:00 – 18:00

www.bens.com.tw www.protil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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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籍，荷蘭艾因霍溫設計學院畢業 

Eindhoven Design Academy(EDA)

2012 年畢業後，年輕充滿創意的她，在

當地開設屬於自已的設計公司，她的設計

風格屬於現代工業風，特別是混凝土類的

設計，她同樣也是荷蘭與波蘭兩地設計學

院的客座講師

作品：BMW , MINI , 蒂爾堡編織博物館

等等…

FOSSIL

設計靈感來自於侏儸紀時期的古化生物：

「菊石」

中古時期的歐洲，菊石被認為是一種被石

化的蛇，所以也稱為「蛇石」，KASIA 將

菊石外的紋路，透過她前衛的設計風格創

造出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全新圖案。

也因此得到了比賽的冠軍殊榮 !

KASIA Zareba DTS
全球創意磁磚設計大賽冠軍

Fos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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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ssandro Mendini 出生於 1931 年米

蘭，為義大利享譽國際的建築師、設計

師，作品包括生活器物、傢俱、室內裝飾、

繪畫和建築等項目，風格有建築語言常見

的精簡、勻稱，也有文學藝術特有的奔放

抽象情感。

因時常融合不同藝術文化和媒介進行「再

創作」，Alessandro+Mendini 堪稱藝術、

建築和設計領域的典範。

Filo
義大利後現代主義設計之父 Alessandro 

Mendini 與其兄弟 Francesco Mendini

為 REFIN 設計了一套全新的概念圖像磁磚 

FILO 系列透過幾何排列、視覺成像的設

計，營造出欺騙眼球的錯視效果，重新定

義了人們對於地磚的想像與看法。

讓磁磚生動起來 -3D 錯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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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以白色為底，運用了大量花磚去營造休閒氣

氛，突破傳統房間地板僅使用單色地磚的習慣。

房內浴室也同樣採用大量花磚去鋪貼，讓浴廁地

板不再單調，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除此之外，房間床舖更使用同款花色的床包套，

桌椅上的配色也採同色系，使人感受到房間傢具

與地板的一致性。

Caramel Grecotel Boutique Resort 位於希臘

雷西姆農州的海灘上，距離羅希姆諾賽車場相當

近。該區其他的旅遊景點包括福爾泰紮城堡以及

軍事博物館。

在海灘上享受悠閒時光、在日光浴躺椅上曬出完

美古銅膚色，或在免費海灘小屋和遮陽傘遮陰處

休息。在海灘上玩了一天之後，您可以盡情使用

Caramel Grecotel Boutique Resort 的室外游

泳池 ( 季節性 )、兒童游泳池和免費兒童俱樂部

等設備。

在這邊用餐可享用免費早餐。公共區域提供免費

無線上網服務，館內設有電腦工作站。此家 5 星

級飯店的其他設施及服務包括健身設施、三溫暖

烤箱以及點心吧 / 輕食店。

Idea  star ts  f ro m　FOREIGN DESIGN　靈感來自於國外設計

CARAMEL  _ 格雷科泰爾精品度假酒店
文字 = Vivi　　設計 = Millia　　圖片 = Caramel Grecotel Boutique Resort

Caramel Grecotel
地 址：Adele Rethymno, 

GR-74100 Crete, Greece

電話：+30 2831 071803

網址：

http://caramel .grecotel .

com/

Design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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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  star ts  f rom　FOREIGN ARCHITECTURE　靈感來自於國外建築

Sydney Opera House _ 雪梨歌劇院
文字 = Vivi　　設計 = Millia　　攝影 = Flickr

雪梨歌劇院是一個設計新穎的表現主義建築 , 它

有一系列被稱為殼的大型預製混凝土構件，每一

個構建都取自擁有相同半徑的半球體，它們構成

了劇院的屋頂。儘管雪梨歌劇院德屋頂結構通常

被稱為「殼」，事實上它們在構造上嚴格的來說

並不是「殼」，而是由肋骨狀的預製混凝土構件

支撐的預製混凝土嵌板。整個建築共由 2,194 個

這樣的嵌板，每個的重量大約是 15 噸，整個屋頂

的重量為 2 萬 7 千噸，它覆蓋著 1,056,006 塊由

瑞士哈格納斯製造的光滑的白色有人字紋路的瓷

磚，從遠處看這些「殼」顯得非常潔白。這些瓷

磚具有自動清洗的性質，不過還是會受到定期維

護和更換。

雪梨歌劇院（Sydney Opera House）位於澳洲雪

梨，是 20 世紀最具特色的建築之一，也是世界著

名的表演藝術中心、雪梨市的標誌性建築。該劇

院設計者為丹麥設計師約恩·烏松，建設工作從

1959 開始，1973 年大劇院正式落成。並於 2007

年 6 月 28 日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文

化遺產。

雪梨歌劇院坐落在雪梨港的便利朗角（Bennelong 

Point），其特有的帆造型，加上作為背景的雪

梨港灣大橋，與周圍景物相映成趣。每天都有數

以千計的遊客前來觀賞這座建築。

FOREIGN ARCHITECTURE
Idea  star ts  f rom

空 間 靈 感 X 設 計
Interior idea with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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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  star ts  f ro m　TAIWAN ARCHITECTURE　靈感來自於台灣建築

TAO ZHU YIN YUAN _ 陶朱隱園
文字 ‧ 設計 = Millia　　圖片 = Flickr

使人能夠毫無阻礙的欣賞從白天到日落的美景。

建築規劃地下 4 層，地上 21 層，以「天空之樹」

為概念，聳高地綠色建築物宛如綠色瀑布般帶給

城市更多綠意，尤其最近的食安問題，每戶都有

一個景觀陽臺，住戶可以在自己家中種植有機蔬

菜、馨香芳料等廣泛用途，提升住戶的食用健康。

旋轉豪宅大樓，陶朱隱園角逐 2014 世界建築節大

獎！

前身是「亞太會館」，取而代之的是輝煌豪宅，

陶朱隱園結合 DNA 螺旋結構與纏繞雙手的創意構

想，帶有相互扶持的意義，綠色建築是陶朱隱園

的最大特色，樹木與建築的相互結合，與米蘭的

森林住宅大樓－「垂直森林 Bosco Verticale」

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陶朱隱園不僅擁有 270 度全景的壯麗景色，佔地

8160 平方米的藝術公園更能為居民提供隱密的住

宅空間，中空的結構體製成了無柱的內部空間，

陶朱隱園

地址：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68 號

（原亞太會館）

TAIWAN ARCHITECTURE
Idea  star ts  f rom

空 間 靈 感 X 設 計
Interior idea with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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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霧森林
溫暖的空間，幸福，其實很簡單 ...

016 Concept 02　017



後山傳奇
金針山風情頂級 3日之旅

今年的員工旅遊漢樺決定要去有台灣後山之稱的花蓮、臺東好好玩個三天兩夜，首先我們前

去花蓮鯉魚潭先看了花蓮特有的「紅面番鴨」，果然一如想像中的可愛呢，尤其旁邊還有幾

隻小鴨鴨圍繞在一旁，讓我們兩位大哥都忍不住心裡的激動了。稍作休息後，我們馬上就衝

往最近很紅的「伯朗大道」，雖然麥德姆颱風的來襲讓金城武樹倒塌了，但是我們去的時候

剛好冒新芽喔！而且伯朗大道真的是寬廣遼闊的令人心曠神怡呢，一望無際綠油油的水稻，

隨著腳踏車的轉動讓我們這些長期待在都市中的人們一陣豁然開朗，沉浸在純淨的自然中。

說到 8 月份是什麼季節呢，當然是金針花的季節了，來到「六十石山金針園區」看到滿山遍

野的金針花海，所有的同仁們都興奮的前去拍照，導遊特地告知我們不要破壞金針花，小心

踩踏金針花農走出來的小徑，將美麗的金針花留給後來的旅客，共同分享它的震撼瑰麗。

1. 花蓮紅面番鴨。 2. 臺東伯朗大道。

3. 花蓮縣六十石山金針園區 4. 漢樺集團團體照。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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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義大利磁磚大展 -CERSAIE 中磁

磚主打仿手感、精緻化大理石紋、木紋、大

尺寸、薄板、厚磚、圖騰及水泥模面等大眾

喜歡之磁磚樣式，並且特別新增以人像磚與

六角磚為主題的小眾潮流，各家國際大廠百

花齊放、爭奇鬥艷，讓參展的民眾們看得

目不暇給，尤其是這次展出了街頭塗鴉畫家

Keith Haring 最出名的空心抽象人物與本

世代最出名的卡通「魯邦三世」的人像磚，

讓各自的擁護者興奮不已。

上 CERSAIE 展魯邦三世大型人像磁磚

下 CERSAIE 展街頭塗鴉畫家 Keith Haring 圖騰磚

2015義大利磁磚建材
暨衛浴設備新趨勢

BOLOGNA / ITALY

最新 2015 年磁磚趨勢最重要的就是磁磚規格尺寸越來越大，各家廠牌

皆使出渾身解數讓自家產品的個頭非同一般磁磚廠牌，說明磁磚生產水

準越來越高，並且提升對實際應用的需求。目前市面上大多為 45x90 或

60x120 的磁磚尺寸，近年來更多磁磚廠牌推出 75x75、80x80、120x120

等尺寸，甚至於 320cm 以上的薄板，透過不同尺寸的裁切，讓磁磚應用

的彈性更加廣泛，由其現今精緻型豪宅與單身貴族小套房的需求增多，

客戶更希望藉由磁磚尺寸的變化，讓居家空間感更加充滿豐富的設計風

格，尤其尺寸越大、留縫的地方就少，讓磁磚顯現出空間的整體流線感。

大，還要更大！

上 CERSAIE 展大型手感釉面磚

下 CERSAIE 展大型 320cm 薄板磚

磁磚已經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不管

抬頭還是低頭，第一眼所見的皆是磁磚。

經過多年的研發創新，磁磚已經從傳統單

調的款式轉變成各種新奇、創新的款式，

不管是花磚抑或是擬真磚，結合噴墨印刷

等特殊科技應用，磁磚的發展趨勢已經超

越了人們的想像，科技的創新讓所有人都

可以輕易的使用從前那些純手工製作的高

成本磁磚，並且讓磁磚擁有石紋及木紋般

細膩的觸感、逼真的色彩與多樣的紋理變

化，打破傳統磁磚對於家的應用，讓居家

裝潢更加多元化，並且磁磚的特性輕易取

代其他材質對於維護的不方便。

多種材質紋路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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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大眾喜愛的大理石紋磚不僅繼續增加多種圖樣變化的技術，義大利品牌 LA FARBBICA

更將大理石紋磚製作到 320x160cm 超大尺寸，厚度減少到 6mm 以內，並且能夠對花營造

出整齊一體性的稀有感與環境的大器質感。

REFIN 從不放棄對藝術與創意的追求，在今年的 CERSAIE 展中特別發表了一個非常特殊、

厲害的木紋磚─「帕華洛帝劇院」。2007 年，世界男高音之一的帕華洛帝逝世，他的家

鄉摩狄納市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歌王，將該市的歌劇院更名為帕華洛帝劇院。

REFIN 參考了該劇院的種種細節，將劇院的木製舞臺地板連同走位點都原汁原味的複刻在

磁磚上，整合出了一種歷經時代變化而逐漸風霜的復刻懷舊感。 

進化論──
大理石紋磚 vs 木紋磚

上 CERSAIE 展 LA FARBBICA 最大的磁磚尺寸

下 CERSAIE 展 REFIN 特地參考已故的三大男高音－帕華洛帝演出場景

市面上常用磁磚尺寸平均厚度約為 10mm 左右，但以傳統的燒製技巧來說，磁磚尺寸越大，厚度越厚，重

量就理所當然的越重，以居家空間來看，不管是以施工方面或是運送方面的成本考量都是極度不合理的，

因此各家廠商陸續開拓薄板市場，致力於讓磁磚越來越薄，使得僅 3mm 的薄板磁磚就此因應眾人的期望

誕生了。薄板不但繼續保有磁磚的各種特性，更因為厚度變薄了，所以從前無法想像的磁磚應用方法也如

雨後春筍般被各個設計師所創新運用在書桌、書櫃、洗手台、浴缸，更甚至於廚房檯面上。

您曾想像過 360x180cm 大小的磁磚卻僅有 3mm 薄嗎 ? 大型薄板減少了磁磚的材料用量、降低生產成本與

生產時間，更大大的縮短了施工時間，特別是如百貨公司、餐廳般有施工時間限制的商用空間，在加工上

不僅方便鑽洞、裁切，運送上也減少了載重運費及空間。

雖然「薄」是目前各家廠牌製作的重點，但是「厚」也是有其獨特的用處，前段講到厚磚的各種缺點，那

現在來談談厚磚的「優點」。

厚磚其實還是有優點的，為了因應室外地坪的環境，尤其是將戶外草坪加入可供行走的步道時，厚磚就有

其不可被替代的功能性。此次也有著仿天然石材的 2cm 止滑厚磚在 CERSAIE 中被展示出來，除了防滑、

好清潔與保養外，對於承重能力更是優於普通厚度的磁磚，且在安裝施工上更加簡單方便，即使沒有使用

黏著劑或水泥漿，也可以輕鬆鋪設在室外地坪、沙石和草坪上，並隨意拆卸、重複使用，擁有優異的排水

性，適合應用於空中花園、景觀台、露台、室內高架地板等處，不會發生如石材般質變、風化等現象，且

不需費心保養，其多元化及多工性是您在室外地坪中最好的選擇。

更加極致的──「薄」！
或者 ...「超厚度」

左上 CERSAIE 展大型薄板應用在桌子

右上 CERSAIE 展大型薄板應用在櫃子

右下 CERSAIE 展 2 公分厚磚在草坪上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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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去年 CERSAIE 展各家廠商那驚才絕豔的花磚系列嗎 ?

經過一年的發酵與沉澱，花磚發展出更臻瑰麗絕倫、或改以實物圖樣為主、原始材質花磚的三種截然

不同的方向，滿足三種不同領域的民眾。

目前歐洲最流行的就是以瑰麗絕倫的花磚搭配素磚加以應用在同空間的區塊分隔，例如 A‧WATCH 曾經

與各位介紹過的格雷科泰爾精品度假酒店 (Caramel Grecotel Boutique Resort)，將色彩鮮艷的花

磚大量鋪貼在空間中，搭配素磚加以分隔區塊，輔以素色及同色系家具，讓空間不再單調平凡；又或

者您可以參考台北著名餐廳 - 1Bite2Go，1Bite2Go 擁有著最令人驚艷的花磚應用方式，各家分店不

管是整體花磚鋪貼，抑或是區塊拼貼都有著不同的美感，另外台北的 How Fun 好飯食堂和座落於台南

的 St.1 Cafe 一街咖啡、Pian Piano 慢慢來義式餐廳也是利用此種空間區隔手法。

第二種以實物圖樣為主的花磚系列則是適合用在

商業空間、餐廳或者吧檯特定部分，創造單區塊

空間不同的藝術設計感，讓裝潢不再只有配件可

以利用，連牆壁也能配合需求加以搭配使用，使

空間主題性更加強烈。

第三種則是以原始材質，例如灰、黑、白無彩色

搭配淺棕而成的淡雅原色花磚，既不會與家具擺

設衝突，又能讓素雅的家增添一些不一樣的風

采，讓喜歡樸素風格或是工業風格的您也能放心

使用。

更加瘋狂的

圖騰花磚

延續伊藤忠雄大師的清水模風格，CERSAIE 展本

次推出了相同風格的清水模花磚，隱約的花紋設

計讓空間除了穩重外增添了雅致感，致使整體不

過於沉重壓抑。另外也有以清水模為底的磁磚設

計，將原本只有灰色的清水模增加了其他色彩，

例如黑色、棕色，讓設計充滿更多變化與可能性。

時代的古木，「工業風」

上 CERSAIE 展以清水模為底的磁磚設計，將原本只有灰色的清水模增加了其他色彩

下 CERSAIE 展推出了相同風格的清水模花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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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傳統磁磚為長型和正方形居多，近年來客戶講求設計感，除了在尺

寸與面感上做變化外，磁磚的外型也可以變得很有創意。因模具技術提

昇，除了各式各樣的圓弧切割造型磁磚陸續推出外，許多客戶皆會自行

上網搜尋相關的磁磚類型與知識，磁磚設計的需求量也大幅提升，去年

的 CERSAIE 展推出有著六角蜂窩造型的六角磚大受設計師與客戶的喜

愛，今年不僅有著從視覺上的大小、長度、面積、方向、角度等幾何大

量鋪貼後構成錯視的錯視六角磚，更有以顏色與形狀為概念所構成的基

本六角磚模組，依照不同大小與角度、色彩不斷變化的視覺效果，在寬

廣的範圍內產生無數的組合，從簡單到複雜、從單彩到大膽色調，在磁

磚中展現另一種視角，創建真正獨特的商業環境。

磁磚界的改革 -「從形狀下手」

漢樺磁磚每年皆身負將歐洲磁磚流行趨勢引進台灣的重任，不

辭辛勞的飛往義大利參與 CERSAIE 盛會，更特別撰寫歐洲磁磚

流行趨勢的報導，尤其今年特地與義大利即時轉播，讓您不只

是看著照片憑空想像，而是如臨現場，與我們站在一起看磁磚

趨勢。

2015 年磁磚流行趨勢寫到這邊即將告一個段落，期待 2016 年

繼續與您一起分享我們的磁磚流行趨勢報導，如果希望看到更

多 CERSAIE 展的照片，請進入我們 Facebook 的官方粉絲團，

讓我們明年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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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Niro
新品發表會
文字 = Vivi　　設計 = Wendy　　照片 = NIRO GRANITE

近年許多設計師在空間創作與環保作為主流，選

用大尺寸、擬真石材及線條流行感的磁磚較為推

崇。這次發表會展出七個 NIRO 最新系列磁磚，也

是以 60x120cm 的大尺寸以及這幾年流行的木紋

質感磚為主。

國際知名磁磚 -NIRO 尼羅磁磚 11/28（五）在台

北小巨蛋囍宴軒餐廳盛大舉辦「2014 年新產品發

表會」，邀請台灣區磁磚發展協會理事長暨台北

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林則彬先生、馬

來西亞友誼及貿易中心處長 Madam J.J. 女士及

知名建築師、設計師等多位專家，共同參與此次

新品發表會。

這一場磁磚產業與建築、空間互動的發表會，不

但展現出磁磚產業求新求變，並加入創意與設計，

創造出磁磚產業的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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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TRA PIASENTINA 
為你打開一段塵封的記憶的仿古磚，生活源

於藝術，斑斑的銹蝕，揭開了一段塵封的經

歷，利用革新的技術把石頭那粗糙、凹凸有

致的錶面模仿於磚面上，再在高清噴墨技術

的巧妙配搭下，讓赤紅的“鏽漬”不經意地

融入石頭的紋理間，營造出斑斑的鏽漬，獨

具韻味。若置於空間，似是大自然不經意的

傑作。 

STOCKHOLM
遠離忙碌、喧囂的生活方式，享受寧靜如

斯德哥爾摩的空間。設計師在一次經過原

料混合場時看見土料壯觀的模樣，啟發了

STOCKHOLM 的設計靈感。 

BLOOMSBURY
仿煤田礦石獨特地理樣貌和礦石紋理為創作

素材，以細膩寫實的手感呈現。將億萬年沉

積煤田礦石透過現代磁磚裝飾美學引入群眾

家中，讓普通人也可更好的親近大自然。

展出系列： ELMINA
設計靈感源於天然的質材如混凝土、岩石、

木，採用磁磚界頂尖技術——數位印刷。將

大自然的原始之美融入到磁磚當中。 

POZZO
如火山灰凝結出的紋路，讓自然的片刻成為

永恆的美麗，並融合米色與灰色色調，讓紋

理更加鮮明。

FOSSIL WOOD
設計者讓木頭與石頭結合，Fossil Wood 高

雅的紋理增添藝術美感和空間層次感，和諧

與豪華氛圍，突顯出時尚的室內設計風格，

透過磁磚展現高貴典雅。  

SOFTWOOD
SOFTWOOD 設計出當今世界最新的流行趨勢 -

木紋磚，由釉面瓷質磚和德尼羅花崗岩創作

出 SOFTWOOD 系列的特色，卓越的擬真技術，

使木紋磚再現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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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芝 AnSuite
冬臨歡烤Party

漢樺集團於 12 月 6 日慶祝 An-Suite 落成，特別

邀請集團同仁一起享樂同歡。

當天準備了許多餐點、酒水供同仁吃到飽、喝到

爽、唱歌唱到沙啞。

從一開始的食材準備到交換禮物抽獎，就是要同

仁玩的開心、玩得盡興，放鬆平時工作上的緊繃，

好迎接新的一年到來。

今年，董事長還特地煮了兩大鍋熱湯與我們分享

共食，在這寒冷的氣溫下，實在是溫暖身心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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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散著咖啡香氣
的歐洲磁磚

義大利波隆那磁磚展 /Cersaie- 精華展出 ...

在步調快速的台北、熱鬧的東區街道上，我們

發現了獨樹一格的悠閒，藏身在巷弄中的一家

FIFTY COFFEEHOUSE 正飄散著濃濃的咖啡香，

裡頭傳來輕鬆愉悅的談笑聲，原來店裡正進行著

一場來自歐洲的磁磚展出，一進到店裡馬上就看

見一個超大型的懷舊車牌，伸手摸摸立體的的數

字卻發現 !「啊 ! 它是平的 ?」，冰冰涼涼的觸

感才讓我發現原來這是磁磚，現場總共展出 16

種不同系列的磁磚，每一系列都有他的故事，每

一片也都讓人驚艷 !

文字 = Vivi　　設計 = Wendy　　照片 = 漢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太魯小論壇」一共展出 8 個來自義大利 . 西班牙與

土耳其的知名品牌，活動當天，來了許多室內設計師、

建築師等一同參與這樣的盛會。

這 次 展 出 的 磁 磚， 都 來 自 2014 義 大 利 波 隆 那

Bologan Cersaie 磁磚展中發表的新品，義大利一

向是磁磚設計產業流行趨勢指標，這次居然在台北

就能近距離看見，真的是太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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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樺集團尾牙

偷穿高跟鞋

IN HER
SHOES

漢樺今年有別於海產店呷粗飽的尾牙，改

來 W HOTEL TAIPEI 舉辦 Party Time ！

既然是 Party，當然就是西裝、禮服、腕

花胸花與不能缺少的高跟鞋囉。

活動前幾天大家都還在哀嚎要穿什麼，結

果活動當天每個女生都精心打扮的太有心

啦～

男性同仁們不斷喃喃自語「女生太心機

了，說不知道，結果每位都穿得這麼辣。」

嘻嘻～怎麼能被猜到咧

不過 W HOTEL 的服務真得很好啊，尤其

上酒很快，大家都喝得很盡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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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NU TREND
新的潮流即將來臨。

038 Concept 02　039



Give You The 
Latest Project 
By 2014 → 為設計師使用款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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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ich Interior Art Design
馮瑞崎空間美學

文字 = Vivi　　設計 = Millia　　照片 = 馮瑞崎設計公司

藉由這次工作室搬遷到台北中山北路三段一帶，

重新打造不一樣的的辦公室氛圍。

其中採用了大量復古花磚做為地板鋪設，搭配歐

風設計的裝潢及傢具擺設，營造出低調奢華的辦

公空間。

有舒適的沙發迎接及明亮又綠意盎然的轉角，處

處透露者生機，在辦公司內就能感受到綠意及潺

潺流水聲，跟外面的綠樹相互呼應好不愜意。

關於 F.Rich

F 是我們對空間的想法，

我們認為空間應該是有趣的 (funny)、是自由的

(free)、是奇幻的 (fantasy)、也能是流行時尚

的 (fashion)，當這些都富足了 (rich)，那就會

是一種人與空間 ( 生活 ) 的風格 (life style)。

把藝術帶入生活

堅持設計與生活的結合

實現生活藝術的落實

專業、積極、溝通、活力

一起創造設計的無限想像空間 

馮瑞崎設計公司

地 址： 台 北 市 中 山 北 路 三 段

13 號 2 樓

電話：02 2595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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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W!!
令人驚嘆的校園空間！

達人女子高級中學 - 圖書館

達人校舍依山傍水，鍾靈毓秀文風鼎盛，面臨一泓

清澈的大埤湖，背倚青蔥翠綠的山坡，蜿蜒小徑，

杜鵑掩殃，桂花飄香，沿著石階拾級而上，隨處可

擷的美景，繽紛了學習的生活，也造就了達人女孩

特有的氣質。

而他們的新圖書館也別有一番風格，使用了 COLLI

品牌中跳色的秋楓棕，象徵跳脫框架思考，活躍創

意，表現出年輕的精彩與活力，讓同學能在這樣的

環境中，享受學習新事物的驚喜。

文字 = Vivi　　設計 = Wendy　　照片 = 漢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oncept 02　Project　045044



溫馨時尚的女子宿舍
達人女子高級中學 - 宿舍

達人女中宿舍也使用了與圖書館相同系列的木紋磚，但這

次挑選了色彩溫和的夏砂白來拼貼，運用了交丁的貼法搭

配旋轉樓梯，將空間切割成了時尚的幾何構造，讓達人女

中的宿舍溫馨卻不失設計感。

比起昔日傳統上下舖環境，新宿舍將櫥櫃與床鋪書桌做結

合，統一換成不壓迫的上層睡床，節省更多空間也方便同

房女孩們一同聊天拉近感情。

文字 = Vivi　　設計 = Wendy　　照片 = 漢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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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華麗的結合
陽明山吳公館

1 2

3

4

文字 = Vivi　　設計 = Wendy　　照片 = 漢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Refin/ 行雲流水、Refin/ 晶釉瓷版畫

主浴廁使用黑色為主調，搭配淺色牆磚，使整

體空間更為寬闊感。

Settecento/ 珍寶木、Fap/ 珍珠雲石切邊

明亮的空間設計搭配溫暖色系的木紋地磚，打

造出溫馨的廚房空間。

KEOPE/ 黃石公園 / 大峽谷

挑選岩面質感做為大門壁磚，營造出高質感氣

息。

Fap/ 絕色薇拉

廁所全面採用大量粉紅色系花磚，讓人徜徉在

古典高雅的浪漫的氛圍裡。

Argenta/ 塔爾石

與家人共同用餐的餐廳，抬頭即可看見落地窗

外景色，搭配復古仿石磚，有種在城堡的安全

感。將前段客、餐廳改為開放式設計，讓中島

吧台延伸作為餐桌，滿足餐廳機能，讓空間變

開闊。

1. 主廁浴

4. 廚房

2. 客廁浴

5. 外牆

3. 餐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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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加斯加系列靈感來自於從舊有結構提取再生

建材加以創新，以一個全新的未來和選擇為環保

建材做最後的解讀，每一片都在單獨講述自己的

故事，有代表夏季風情的「夏砂白」與冬日繽紛

的「幻影黑」、秋意濃厚「秋楓棕」，讓木紋磚

不再像以前只能侷限於單調的色彩，其煥然一新

的設計讓您驚嘆的「WOW」！

不須擔心時間的推移讓品味變得俗氣，在小步舞曲中，以其中庸的速度和優雅的風格為特色，深受許

多古典音樂作家推崇的小布舞曲中，鄉村與傳統被完美的和諧，仿舊的磁磚加上如青花瓷般的雕花，

結合成溫暖和復古的歐洲風格，讓經典永遠不敗。

馬達加斯加

WOW!
// MADE IN ITALY// MADE IN SPAIN

10mm

15x90cm

159001/ 夏砂白

159002/ 幻影黑

159003/ 秋楓棕

2020155
/ 花磚 1 號

2020158
/ 克萊姆黃

2020159
/古陶紅(地磚)

2020156
/ 花磚 2 號

2020158L
/ 克萊姆黃 - 腰帶

2020159L
/ 古陶紅 - 腰帶

2020157
/ 花磚 3 號

2020158S
/ 克萊姆黃 - 線條

2020159S
/ 古陶紅 - 線條

2020160
/ 小步舞曲三合一花磚 ( 地磚 )

小步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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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 1 / 30X120

TDA 2N / 30X120

DTS 的核心價值在於重新找回工匠智慧的緩慢步調，每一幅 DTS 晶釉瓷畫都是由設計師親手勾勒，再經

過工匠的巧手，根據古老工法的時間表及步驟精心打造 , 每一件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純手工藝術品，充

分融合了藝術與磁磚，傳統窯燒工業與摩登時尚設計的完美結合。並且以製作難度最高的巨型 60x120cm 

尺寸來表現完美的結合了高科技的特色及雅緻的設計，展現出了精緻的和諧感。

晶釉瓷版畫
30x120 / 60x120cm
// MADE IN ITALY

30x60 6060126-1 / 60x60 6060126 凌雲黑 30x60 6060126-LO 達文西密碼黑

行雲流水
9.5mm

30x60 6060125-1 / 60x60 6060125 水雲白 30x60 6060125-LO 達文西密碼白
60x60 6060125-P 水雲白 - 半拋

60x60 6060126-P 凌雲黑 - 半拋

Detail

// MADE IN ITALY

行雲流水系列彷彿就像一雙可以捕捉光線的巧手，表面上宛如透著光澤的雲彩般紋理，讓磁磚透過光線

的照射下產生強烈的層次感，簡約的風格、精緻和獨特的設計，搭配黑與白的基本色調，讓您長時間百

看不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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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色薇拉

30.5x91.5 309115 / 30.5x30.5 309115F 彩吟白 30.5x91.5 309115-VP 彩吟白花磚

30.5x91.5 309118 琉璃綠

61x91.5 309120-AIM 絕色粉花磚

30.5x91.5 309121 極緻黑 309121-A 波斯地毯 - 黑 309121-B 線條組花 - 黑

30.5x91.5 309116 / 30.5x30.5 309116F 曼波米

30.5x91.5 309120 / 30.5x30.5 309120F 絕色粉

30.5x91.5 309116-VO 曼波米花磚

30.5x91.5 309118-VO 琉璃綠花磚

309116-A 波斯地毯 - 金 309116-B 線條組花 - 金

// MADE IN ITALY

素
磚

花
磚

組
花
磚

122x91.5cm

義大利第一磁磚品牌 FAP 系列 VERA- 絕色薇拉，強調

豐富的線條感與細緻富麗的奢華感，FAP 的條紋磚在

歷經數十次的改版與演變，其從色彩的控制、線條的

粗細到上釉的技術，皆已臻至極致的境界。而這樣品

嘗完美境界的果實，將與獨具惠眼的您一起共享。

324601 塔爾白

324602 塔爾米

324603 塔爾棕

324604 塔爾綠

9mm

塔爾石
// MADE IN SPAIN

在傳統上，建築中使用的主要建築材料 - 石頭，成為建

築物重要的元素，且有優雅和偉大的型態。塔爾石系列

呈現出自然和溫暖色調的空間。

31.6x45.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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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m

15.7x97 1697001 / 23.7x97 1691001-2 白樺木

15.7x97 1697002 / 23.7x97 1691002-2 金檀木

珍寶木

珍寶木以數位科技重現了各種木頭的紋路及模式，更有兩種不同尺寸呈現木頭的天然之美，讓視覺效果呈

現出實木地板的質感，又以磁磚材料的硬度再增加了另一種較高的審美價值。

// MADE IN ITALY

IN & OUT

大峽谷

15x15 3060210-15

15x30 3060210-1530

30x30 3060210-30

30x60 3060210

30x60 3060210SPA / 平面

大野牛

15x15 3060211-15

15x30 3060211-1530

30x30 3060211-30

30x60 3060211

30x60 3060211SPA / 平面

冰原白

15x15 3060209-15

15x30 3060209-1530

30x30 3060209-30

30x60 3060209

30x60 3060209SPA / 平面

灰狼

15x15 3060212-15

15x30 3060212-1530

30x30 3060212-30

30x60 3060212

30x60 3060212SPA / 平面

黃石公園

為了避免石材保養及台灣潮濕氣候的困擾，

KEOPE 推出了黃石公園系列，自成一格的空

間感，讓你感受大器非凡的名家氣度。研發

出高科技的多層次印刷技術，讓磁磚更有深

度，維持光與影的穿透力，空間美感更加分。

9mm

延伸概念

多尺寸的鋪貼方式，創造極具現代感的多層次與豐富性，讓每個空間都有自成風景，

大大增加視野的寬度及延伸感，渲染出極具張力背景，經過光線均分得明暗變化，

豐富空間的動感表情。

30x60、30x30、15x30、15x15 四種尺寸，大峽谷、大野牛、冰原白、灰狼四色，

又分成較為粗糙和較為平滑兩種面感，變化多樣的石材紋理，這些條件都讓 IN & 

OUT 系列可以隨意組合，滿足顧客不同的需求。

// MADE IN ITALY

Concept 02　Project　057056



JUNGLE HEAT叢林
狂潮

Don't be scared. Be w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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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坪片數

一箱片數
質感分頁

品牌標誌

特性標示

實景照片實景照片

編號

顏色

系列名稱

磁磚尺寸

磁磚產地

磁磚樣式

系列介紹

V1 V3 V4
釉面 木紋地面磚牆面磚 拋光 半拋 霧面 霧釉面 金屬面 岩面

應用範圍 磁磚質感分類 色彩變化指數自然面質感 止滑度 其他

R13R9

依強度低至高為 R9-R13 厚度 花磚 石英磚 陶磚 立體面由小到大的窯燒圖騰變化，擬真圖案及連續不

中斷的特色，展現天然多樣化的紋理與色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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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X60cm

巴薩緹娜 10mm
6 18

巴薩緹娜系列手感如絲般

光滑細緻，紋理精緻獨特

且無與倫比。它的表面雖

然光滑但防滑；它的色調

耐看且歷久彌新；巴薩緹

娜具有強大的隔熱和隔  音

特性，讓您輕鬆創造完美

的家居，遠離塵囂 。
3060238 月暈白 3060239 漿岩灰 3060240 馬蹄灰 3060241 經典黑

30X60cm/Made In ITALY/Made In MALYSIA

潮10mm
6 18

REFIN 的設計團隊一直嘗試突破原始石英磚的框架。這一次，將類似「施釉壁磚」的面感、成色彩以

及紋理，在石英磚上重現。這是很大的突破與挑戰，因為石英磚需要透過較高的溫度來燒成，而晶透

的釉料往往耐不住高溫。但我們成功了，我們將它命名為 NUTREND，意思是新的潮流即將來臨。

3060242 趨勢白 3060243 前進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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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X75cm,75x75cm

維納斯

在維納斯系列組成的空間中感受獨特時刻，簡潔和優雅，帶給我們視覺完

美的平衡。維納斯系列是精緻與優雅的最佳典範。

10mm

2 6 6 18

757514 757514-25

757515-25

757516-25

757515

757516

舞

貝

白

柔

莎

灰

髮

絲

棕

/Made In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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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20cm

亞維儂 8mm
30 81

亞維儂系列共有 5 種紋路的隨機素磚，兩種花磚組，分別為

尼斯藍花磚組與橄欖綠花磚組，每組花磚有 6 種不同的花樣

隨機出貨。為霧面的質感，淡雅的配色加上仿舊的紋路讓此

系列多了時間的軌跡，柔和典雅的圖騰構成了如夢似幻的法

式花園，重現泛黃記憶裡的華麗與美好。

2020207 尼斯藍花磚組 (6 片隨機 )

2020208 橄欖綠花磚組 (6 片隨機 )

2020206 素磚

/Made In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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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20cm

錦繡8mm
30 81

錦繡共有一款素磚和四款花磚可隨機搭配，使用簡單的色彩

與連續圖案，設計出典雅的裝飾效果，白色的花樣像輕柔落

下的雪花，浪漫的點綴著每一塊磁磚，因花樣的不同讓底色

的深淺有不同的視覺效果，使隨機拼貼後的空間有了更多的

層次感。

2020209 素磚 2020210 花磚 ( 共四種隨機出貨 )

/Made In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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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x10.5x18.2cm

六角小確幸 9mm
16 113

211101 希望白

211103 體貼灰

211105 濃情可可

211104 戀戀紫

211102 溫馨米

10.5cm

18.2cm

21cm

特殊的六邊型蜂巢結構，可創造出更多的創意拼貼方式，讓你能恣意揮

灑設計靈感。透過模組化的六邊型，讓磚彼此可以更緊密的組合，不易

鬆動。石英磚底硬度佳、吸水率低，不怕暗裂，這些特色讓六角小確幸

系列兼具實用與美觀。

/Made In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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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x10.5x18.2cm

六角小確幸9mm
16 113

10.5cm

18.2cm

21cm

211106  六角小確幸花磚 (15 組隨機 )

/Made In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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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x10.5x18.2cm

六角小確幸 9mm
16 113

Hopi.Tredi
六角小確

幸

10.5cm

18.2cm

21cm

特殊六角磚形成錯視覺效果，讓空間更具特色。

211107 花磚

20x20cm

璀璨8mm
30 81

Detail

2020232 璀璨立體花磚組
( 五種隨機出貨 )

/Made In ITALY /Made In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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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20cm

藍色情挑

藍色情挑共有 14 種花色可隨機搭配拼貼，尺寸為 20X20，地面牆面皆可

使用，磚面以復古仿舊的印花做為設計概念，單純的色彩加上花草圖騰、

菱格紋和連續圖案，創造出現在最流行的歐洲復古仿舊裝潢風格。

9mm
25 81

/2020219 (14 種花磚隨機 )

/Made In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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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20cm

寶格麗

寶格麗共有 5 種花色可

隨機搭配拼貼，尺寸為

20X20，地面牆面皆可使

用，磚面使用黑白兩色及

對襯印花做為設計概念，

創造華麗復古的裝潢風

格。

9mm
25 81

2020221 CSK

2020224 CMA

2020222 CSE

2020225 CDO

2020223 CVA

/Made In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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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x60cm

叢林熱

我們嘗試以白色為基底讓叢林由此延伸。兩種強烈的對比色彩，相同的野

性靈魂將強烈的色彩變換與原始叢林中圖樣進行結合，採用水彩、鉛筆及

噴墨三種不同技術手工繪製而成，透過傳統的窯燒工法，為您打造一座多

樣化的主題牆，完成這個有「視覺」也有「觸覺」的產品，並且透過圖案

的組合變化，讓生活在都會叢林當中的現代人，體驗置身於熱帶雨林中的

快感！

6060189 草原 (3 種隨機出貨 ) 6060190 雨林 (3 種隨機出貨 )

10mm
3 9

兩色可混合拼貼

/Made In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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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20cm

似曾相識

似曾相識共有9款不同花色，使用裝飾風格濃厚的圖騰花樣做為設計主題，

色彩多樣豐富，讓拼貼空間更加活潑歡樂，並可創造出歐式隨機拼貼的復

古效果。

8mm
25 81

2020220 花磚 (9 種花紋隨機 )

7.5mm
25 81

20x20cm

霓裳羽衣曲

雖然只使用黑灰白三種色彩做為設計的主軸，系列卻擁有光彩變化豐富的效

果。設計師巧妙的使用了細緻的格紋與鑽石切面般凹凸交錯的面感，同時放

進一片 20X20 的磚面，讓光與影成為最好的裝飾。

2020226 花磚 (4 種花紋隨機 )

/Made In SPAIN /Made In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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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4 CLA 2020215 CSO 2020217 CIA2020216 CRO 2020218 CLI

9mm
25 81

20x20cm
謎中謎系列使用多彩的圖案設計，構出華麗、復古

風格的經典連續圖案，磚面為霧面又運用了晶亮的

金色釉料勾勒、點綴，兩種不同的質感使得謎中謎

系列變化更加豐富細膩。

謎中謎

Detail

/Made In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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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9 10mm
2 7

48.1x96.3cm
廢棄許久的老工廠，鐵牆、鐵板經過時間與空氣的流動，氧化出點點斑

斕，光線灑下，讓氧化的金屬閃著幽幽的光澤，置身於這空間中，感受

著歲月的足跡、人們在這裡的故事，這樣的感動使銀河系誕生了。

銀河系

/Made In ITALY

5010005 星雲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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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 R A M I C A 24x95cm

迷霧森林10mm
6 15

2495001 夏松

2495003 冬柏 2495010 雲杉

2495005 棕欖 2495012 胡桃

2495007 白樺 2495014 黑松

2495002 雪櫸 2495009 香楠

2495004 秋樺 2495011 紫檀

2495006 蜜柏 2495013 褐柚

2495008 沉香 2495015 醺橡

長型的木紋磚已是現代空間設計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了，木紋能營造出自

然、輕鬆、高質感的裝潢，也越來越多設計師開始嘗試木紋的百搭特性，

木紋磚開始與花磚、石紋或亮面的磁磚來做搭配，初次嘗試自己做裝潢設

計的朋友們，不仿也試試不敗的木紋款式磚來拼出你美好的空間吧 !

/Made In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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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x60cm,60x120cm

北歐風情

Stockholm 為瑞典的首都名，那裡是個湖泊密佈、河道縱橫，三步一橋，

舉目桅帆，被稱為「北方威尼斯」的地方。幾經世界大戰的包圍，瑞典始

終以中立國的身份置於戰火之外，為人們創造出和平安寧的居住環境。遠

離鬥爭、和諧共處是瑞典人民一向崇尚的價值觀。尼羅格蘭把享有「安寧

的王國」美譽之稱的瑞典首都—Stockholm 的悠閒輕鬆，平靜安寧，崇尚

和平的生活理念放進設計中。Stockholm 既古老又年輕、既寧靜又活躍與

繁華的城市風貌都融入在這系列中，並綻放出它典雅的風采。

12mm

3 9 2 5

6012046-1 6012046

6012048-1 6012048

6012047-1 6012047

6012049-1 6012049

繽

霞

灰

漫

舞

米

騎

士

灰

午

夜

黑

/Made In MAL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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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x60cm,60x60cm,60x120cm

懷石
6 3 218 9 5

懷石系列設計理念是來自於黃金石灰岩所在的非洲、大西洋海岸城堡和要塞的

建設，他們擁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者的熱情文化。系列中橙色和黃色有增添

光彩的斑點，又使用象牙和黃金色調來調和色彩，將這樣的紋理添加到金石灰

岩上成為了懷石的設計靈感，懷石的舒適與君威、富裕的風格，非常適合用於

需要它的柔和色調和魅力的空間。懷石由德尼羅花崗岩組成 4 不同的色調，產

品的尺寸為 30X60CM、60X60CM、60X120CM。表面紋理設計適合在室內和室外

環境拼貼，紋理拼貼效果平穩連續，能創造舒適放鬆的美好空間。

6060185
6060185-1
6060185-12
6060185L
6060185L-12

6060186
6060186-1
6060186-12
6060186L
6060186L-12

6060187
6060187-1
6060187-12
6060187L
6060187L-12

6060188
6060188-1
6060188-12
6060188L
6060188L-12

60x60cm
30x60cm
60x120cm
60x60cm
60x120cm

60x60cm
30x60cm
60x120cm
60x60cm
60x120cm

60x60cm
30x60cm
60x120cm
60x60cm
60x120cm

60x60cm
30x60cm
60x120cm
60x60cm
60x120cm

富士白 汐濱米

育空灰 古道棕

10mm

30x60cm 60x60cm 60x120cm

/Made In MAL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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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x120cm

浮世繪

厚重底蘊的古木系列，模仿深埋在地底下，經歷千年沉澱幻化而成的古木

化石。採用天然石材與實木木紋結合，碰撞出古樸的韻味，讓整體空間散

發出中世紀英國貴族莊園厚重的文化風格，當你置身其中，心中的浮躁也

回歸平靜了。

此系列不只是單純的磁磚，也不僅是在打造一個空間而已，還融入了更多

的精神在裡面。輕微起伏的岩面質感和具有年代感的設計，營造出反墣歸

真的意境，那耐人尋味又透露著英國貴族莊園的大氣與典雅。

12mm
2 5

6012043

6012043-P

6012044

6012044-P

6012045

6012045-P

鳥羽灰 雕牙米 影墨

/Made In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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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拉岡陶磚系列共有 3 種色彩的素磚，分別為陶原色、尼斯白、地中海灰，

其中尼斯白在陶磚中為少見的色彩，搭配兩組花磚，每組花磚共有 4 種樣

式，亞拉岡系列讓陶磚的運用更加的多變自由。花磚圖案由藍色系構成，

搭配白色與米色底讓亞拉岡陶磚系列擁有如青花瓷般優美的效果，使得陶

磚拼貼有更多的變化與搭配選擇。

252505 陶原色

252508 陶原色 - 花磚 (4 款隨機 ) 252509 地中海灰 - 花磚 (4 款隨機 )

252506 尼斯白 252507 地中海灰

13mm

24.5x24.5cm

亞拉岡陶磚
16 54

/Made In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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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要收集使用本公司產品的客戶們對自

信作品的施工照片、完成照片，並且在我們

固定發送的 CONCEPT 設計概念誌（每半年出

刊）、A‧WATCH（每月出刊）推出一系列設

計案例分享給大眾，各個行銷通路（型錄、

實體、網路）也會將相關訊息曝光，您已經

可以在我們這一期的 CONCEPT 設計概念誌以

及 A‧WATCH 電子報中看到先前設計師們所提

供的案例，如果您想將設計案例分享給我們

或其他客戶，請聯絡我們，或掃描右方的 QR 

Code 填寫資料，謝謝您的分享。

實績案例大募集!

3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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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新訂戶　□網路會員，會員帳號：　　　　　　　　　　　　　 

起訂年月：　　年　　月起　□原續訂戶請接續期數：　　　　　　　　

收件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西元　　　　年　　月　　日　性別：□男　□女

連絡電話：（日）　　　　　　　　　　（夜）　　　　　　　 　　　 

手機：　　　　　　　　　　　　　　　　　　　　　　　　　　　　　 

電子信箱：　　　　　　　　　　　　　　　　　　　　　　　　　　　 

收件地址：□□□　　　　　　　　　　　　　　　　　　　　　　　　 

公司名稱：　　　　　　　　　　　　　　　　　　　　　　　　　　　 

行業類別：□設計公司　□建築業　□營造業　□經銷商　□業主

　　　　　□其他　　　　　　　

業務概況：□設計 □住宅 □商空 □公家 □建設 □其他　　　　　　 

是否訂閱電子報：□訂閱　□不訂閱

訂
　
戶
　
資
　
料

□訂閱 CONCEPT 概念設計誌，無會員訂戶一年期共兩本優惠價 $100 元。

□訂閱 CONCEPT 概念設計誌，原會員訂戶一年期共兩本優惠價免費寄送。

2015.07.31 前回覆有效

CONCEPT 
YOUR CONCEPT OF DESIGN.

設
計

非會員訂戶請購買郵局現金袋並連同本單一併寄至：（104）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89-9 號 漢樺磁磚 行銷企劃部收。

填妥本單請直接傳真：（02）2523-4989 並來電：（02）2523-5058 確認。

服務 E-mail：service@anword.com.tw

服務時間（平日）：AM9:00-PM18:00 （週六）：AM9:00~PM17:00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一章第一條法定應告知事項：為提供訂購、行銷、客戶管理或其他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

定業務之目的，漢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本集團之營運期間及地區內，將以 http://www.anword.com.tw/company/

policy.php 所列之隱私權保護政策項目為主要運用與協作。如您有依個資法第三條或其他需服務之處，得致電本公

司客服：（02）2523-5058 請求協助。

Concept 02　Product　099098098 Concept 02　099



回傳讀者意見回函，就送《義大利瓷磚磁鐵》

於 2015.07.30 前回傳 E-mail 或傳真：（02）2523-4989｛以
寄件與傳真日期為憑｝，就免費送您《義大利瓷磚磁鐵》乙組

限量前 10 名，數量有限。現在，就填下您的寶貴意見吧！

◎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恕不另行通知。

請
沿
虛
線
剪
下
填
寫
資
料
，
傳
真
至

(
0
2
)
2
5
2
3
-
4
9
8
9

訂
閱
。

漢樺磁磚概念館十分重視您的寶貴意見，做為我們未來改進的參考，CONCEPT 會持續改進，使我們的概念設計誌

能夠符合讀者的需求，感謝您撥冗填寫。本刊物贈品為隨機出貨，依回傳順序發送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本

公司保留接受訂單與否的權利。

填妥本單請直接傳真：（02）2523-4989 並來電：（02）2523-5058 確認。

服務 E-mail：service@anword.com.tw

服務時間（平日）：AM9:00-PM18:00 （週六）：AM9:00~PM17:00

讀者意見回函
CONCEPT 

內容
評比

讀者
背景

基本
資料

CONCEPT 非常喜歡 喜歡 普通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DESIGN □ □ □ □ □

ACTIVITY □ □ □ □ □

PROJECT □ □ □ □ □

PRODUCT □ □ □ □ □

姓名：　　　　　　　　　　　　　　　　　　　　　　　　　　性別：□男　□女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收件地址：□□□　　　　　　　　　　　　　　　　　　　　　　　　　　　　　 

是否訂閱電子報：□訂閱　□不訂閱

您從何處得知 CONCEPT 相關訊息 ( 可複選 ) □網際網路 □親友告知 □雜誌廣告　

□業務告知　□其他　　　　　　　　　　　　　　　　　　　　　　　　　　　　

公司名稱：　　　　　　　　　　　　　　　　　　　　　　　　　　　　　　　　

行業類別：□設計公司　□建築業　□營造業　□經銷商　□業主　□其他　　　　

業務概況：□設計 □住宅 □商空 □公家 □建設 □其他　　　　　 　 　 　 　 

您期待 CONCEPT 開闢怎樣的新單元 / 主題？□無　□有，請說明　  　 　 　 　 

您對於 CONCEPT 有什麼寶貴的意見？　　　　　　　　　　　　　　            

100



CONCEPT 
YOUR CONCEPT OF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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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樺磁磚概念館／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89-9 號
T (02)2523-5058 ／ F(02)2523-4989
www.anwor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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