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臺北世界設計大展 Q&A
Q

A 松山文創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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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經濟部、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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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展有沒有官方網站

www.2011designexp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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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介紹

.

A 世貿展 1 館

執行單位：台灣創意計中心、台灣設計聯盟

1. 總計有來自 34 個國家之 58 家企業、43 個城市及設計推廣組織、50 家設計公司、26 所設計院校參展。
2. 本展共有來自全球 1200 位設計師參展，展出的設計產品超過 6,000 件。

Q

A 松山文創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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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南港展覽館

展覽屬性

A 南港展覽館

A 世貿展 1 館

定位：設計專業展

本場域以專業策展為主，邀請知名策展 
人策劃 「設計交鋒展」(主題展)、國
際工業設計展、國際平面設計展、國際

設計交流展

本場域由國內外企業、設計推廣 
組織等單位申請參展。分為五個
展區：企業區、團體區、感動區、

設計創作展
本展域由國內外設計院校申
請參展，經審查展覽內容
後、符合本展展覽目的之單

室內設計展、國際工藝設計展、亞洲文
創跨界創作展、設計玩家展、金點設計 
展、台灣設計之光展等，共有九大展。
另外有台灣第一座設計博物館「台灣設
計館」。

數位區、兩岸區。
本展在去(99)年公開徵展，報名 
相當踴躍，在去年底全部完成。
對象為以設計為發展重點的國
內外合法企業、設計公司、個人
工作室、學校、法人協會、非營
利組織或全球各地重要城市之

位才可參展。
除設計院校外，還有台灣當
代設計師聯展，有來自台灣
現今活躍於設計界的 100 位
設計師參展。另外，還有新
世代交叉設計營的成果展。

政府或代表，經審查展覽內容
後、符合本展展覽目的之單位才
可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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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日期及開放時間？




9/30(五)~10/30(日)
週一~週五上午 10:00~下午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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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六)~10/30(日)

週一到週日每天上午 10:00 到 

10/22(六)~10/30(日)
週一到週日每天上午 10:00

Q

A 松山文創園區

A 南港展覽館

週六~週日上午 10:00~晚上 8:00(周

下午 6 點

A 世貿展 1 館
到下午 6 點

末
延長到晚上 8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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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可以入場參觀嗎?
本展沒有年齡限制，免費入場，歡迎全家大小、舊雨新知一同來參觀。
需要購票入場嗎？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133 號，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
華視正對面。
號
段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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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地點及如何搭乘大
眾交通工具前往？

 捷運-板南線「國父紀念館站」5 號出口，  捷運-文湖線、板南線「南港展覽  捷運-板南線「市政府站」2 號
延光復南路往市民大道方向步行約 5 分
館站」1 號出口，出站即可看見
出口，搭乘「2011 臺北世界設
鐘即可抵達。
「南港展覽館」。
計大展免費接駁專車」
。或步行
 公車-臨近公車站有「國父紀念館站」及  公車-臨近公車站有「誠正國中
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
「觀光局站」。
站」及「南港國小站」。
 公車-臨近「公車站為世貿中心
 國父紀念館站（步行約 3 分鐘）204、
 誠正國中站（步行約 5 分鐘）
站」1、20、22、33、38、226、
212、232、235、240、259、261、
藍 5（Blue5）、藍 22（Blue
266、282、284、288、292、
263、266、270、281、 282、288、
299、504、忠孝幹線(Zhongxiao
Line)
 觀光局站（步行約 5 分鐘）66、91、
212、232、235、299、662

22）
、藍 23（Blue23）
、205、
270、276、306
 南港國小站（步行約 3 分鐘）
205、212、276、306、311、
605

611、647、 650 、信 義幹線
（Xinyi Line）

「2011 臺北世界設計大展免費接駁車」共有四條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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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展場間是否有安排
交通接駁車?

(1) 松山文創園區(大客車上下車月台)
府前廣場地下停車場(停車)
行駛時間為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1 日，每天早上 9:30~下午 6:30，假日延長至晚上 8:30。每 15-20 分鐘一班。
(2) 松山文創園區
世貿展 1 館
行駛時間為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30 日，每天早上 9:30~下午 6:30，平日 10-15 分鐘一班，假日 5-10 分鐘一班。
(3) 南港展覽館
世貿展 1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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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松山文創園區

A 南港展覽館

A 世貿展 1 館

行駛時間為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30 日，早上 9:30~下午 6:30，平日 10-15 分鐘一班，假日 5-10 分鐘一班。
(4) 市府捷運站
世貿展 1 館
行駛時間為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30 日，早上 9:30~下午 6:30，平日 10-15 分鐘一班，假日 5-10 分鐘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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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自行開車前往，有鄰近 台北市停車資訊導引系統
停車場資訊嗎 (大型遊覽 (www.tpis.nat.gov.tw/Internet/)
車、小客車、機車、腳踏 依不同地區做不同收費計算
車)？收費如何計算？

台北市停車資訊導引系統
(www.tpis.nat.gov.tw/Internet/)

台北市停車資訊導引系統
(www.tpis.nat.gov.tw/Internet/)

依不同地區做不同收費計算

依不同地區做不同收費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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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計程車招呼站在哪
裡？

松山文化創意園區入口廣場(光復南路)設
有計程車招呼站

展覽館正門(經貿二路)

市府路上(鄰近君悅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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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供無障礙空間參觀
步道嗎？

有設置無障礙空間(電梯)，請至服務中心， 有設置無障礙空間(電梯)
將有專人提供協助服務。

有設置無障礙空間(電梯)

能否預約團體導覽時
間？或租借導覽語音設

 本展採取定點式的導覽服務，各個展館
內都有專業導覽人員提供說明服務。
 未提供導覽語端設備之租借

 本展採取定點式的導覽服務，各
個展館內都有專業導覽人員提供
說明服務。

 本展採取定點式的導覽服務，
各個展館內都有專業導覽人員
提供說明服務。

 未提供導覽語端設備之租借

 未提供導覽語端設備之租借

物品遺失了，想做遺失物
登記並查詢是否有拾
請洽服務台
獲？

請洽服務台

請洽服務台

可以一同攜帶寵物入展
場嗎？

禁止寵物進入展館。

禁止寵物進入展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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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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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寵物進入展館。

 一館展場內2、5樓設有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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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內有提供餐飲服務
嗎？且展場外有鄰近餐
飲資訊嗎？

 展館 1、4 樓設有販賣站，提供咖
提供中西式餐點。
園區內設有輕食餐飲區；園區外，國父紀念
啡、蛋糕、飲料、三明治等簡餐。  位於世貿一館對街、臨近世貿
館周圍有麥當勞、漢堡王等中西式餐廳。  展館 1 樓(經貿二路)有摩斯等中
三館的台北101，於4樓設有各
西式餐廳。
國料理餐廳，地下1樓則有美食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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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松山文創園區

A 南港展覽館

 展館 1 樓設有置物櫃；須付費，
計價方式分為每小時 20 元及 50
 搭信義路大門之手扶梯至 B1，
元兩種。
該樓層設有投幣式置物櫃。
 展館 4 樓設有置物櫃；須付費，
 須付費，分 30 元及 50 元兩種。
以次數計價，分 30 元及 50 元兩
種。

有 提 供 寄 放隨 身物 品 之  服務台設有投幣式置物櫃。
服務嗎？
 免費。惟使用時須投幣付押金。

有提供輪椅、嬰兒車出借 請憑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至大展服務中
嗎？需要收費嗎？

A 世貿展 1 館

心辦理免費借用。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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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哺 乳室 空間 服務 提供
有，請洽大展服務中心。
嗎？

無

有設哺乳室，請洽信義路之服務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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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設立吸菸區？

本區全面禁菸

本區全面禁菸

本區全面禁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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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進行攝、錄影？

部分展館及展品禁止攝、錄影，現場會有標 部分展館及展品禁止攝、錄影，現場 部分展館及展品禁止攝、錄影，
示，請參觀民眾配合。
會有標示，請參觀民眾配合。
現場會有標示，請參觀民眾配合。

21

如何索取大展導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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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線上網嗎？

每日有限量之導覽手冊於服務中心供民眾

每日有限量之導覽手冊於服務台供

每日有限量之導覽手冊於服務台

免費索取

民眾免費索取

供民眾免費索取

本區已納入 Taipei free 無線上網區域

本區已納入 Taipei free 無線上網區
域

本區已納入 Taipei free 無線上網
區域

www.tpe-free.taipei.gov.tw

www.tpe-free.taipei.gov.tw

www.tpe-free.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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