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4 – 6/4



前進設計的應許之地
米蘭家具展 (Salone del Mobile)堪稱全球設計趨勢的關鍵指標，每年4月，國際各路的頂尖設計師、設計觀察家、知名家具品牌皆齊

聚一堂，參與這場年度盛會。自1963年創辦至今，堂堂邁入第56個年頭，今年則以「BE THE FIRST TO SEE THE LATEST」為主標，

引領設計人以前瞻性的視野，洞見最新的設計趨勢與脈動，數以千計的品牌商、數以萬計的設計人，皆在此刻造訪這塊應許之地！

2017年的米蘭家具展分為五大主題，包含米蘭國際家具展 (Salone Internazionale del Mobile)、國際裝飾配件展 (International 

Furnishing Accessories Exhibition)和衛星展 (Salone Satellite)，而兩年一度的照明展 (Euroluce)和這次國際辦公家具展 

(Workplace 3.0)也在今年度強勢回歸，豐富今年的展覽內容。明日聚落所代理的品牌、設計師，當然也是展內眾所注目的焦點。透過 

Ciao Milano系列主題活動，深入淺出一探居家市場的趨勢主流。

關注米蘭家具展

米蘭家具展資訊
展覽名稱：Salone del Mobile, Milano
展覽地址：Fiera Milano, RHO
官方網址：www.salonemilan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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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聚落每年策劃Ciao Milano主題系列活動，歸納精選年度必知的趨勢與新訊，今年更嚴選四組
「2017年設計關鍵字」，包括強調家具單品功能性的「機能Functional」、取自自然、塑形自然的 
家居單品「有機Organic」、「建築Architecture」大師跨界設計家居領域，以及現代人生活型態新 
主張「共享Co-living」，透視2017米蘭家具展精華！

2017設計關鍵字

有機Organic
師法自然、塑形自然，

家居單品的絕美工藝，

從結構窺探設計趣味。

機能Functional
居家設計的日常，兼顧

美感與實用，功能性單

品推薦，挑選好物設計。

建築 Architectire
建築師跨界居家領域，

耳目一新的工業設計，

原來建築結構這樣玩。

共享Co-Living
用設計連結生活與朋友

共享優惠，滿額即贈品

味好禮。

「2017決戰米蘭 A to Z」米蘭家具展趨勢分享會

被譽為全球設計奧林匹克盛會的米蘭家具展是每年家居流行最重要的風向球，更是設計

迷必去的朝聖之地！設計迷們為何這麼著迷米蘭家具展，不惜掏盡口袋，也要一探究竟？

而米蘭家具展策畫的背後秘密又是如何？今年又有什麼趨勢席捲全球？是不是也想深入

了解設計師們內心澎湃的創意能量？MOT TIMES明日誌將以策展的角度，帶你從A to 

Z深度剖析2017年米蘭家具展新趨勢。

想掌握更多米蘭家具展趨勢及更多分享會消息，請前往MOT TIMES

明日誌官方網站 www.mottimes.com。

時　　間：5/6 (六 ) 14:00-15:30  

地　　點：明日聚落 台中館 2F MOT Lab

講　　師：明日聚落 品牌總監 高鄭欽Millais 
 GQ國際中文版總編輯 杜祖業 Blues

主辦單位：MOT TIMES明日誌



商品示意圖僅供參考

Alfi椅
原價13,500
優惠價10,800

Base立燈
原價61,200
優惠價49,000

Dropb邊櫃
原價53,000
優惠價42,400

Cu-clock咕咕鐘
原價9,600
優惠價7,680

居家設計的日常，兼顧美感與實用，  
功能性單品推薦，直覺挑選好設計。

機能 Functional

人氣商品

米蘭焦點設計師 Nendo

米蘭焦點設計師 Tom Dioxn



建築界的畢卡索 Frank Gehry
美國知名後現代及解構主義建築大師，以自家住宅開啟對工業材質實

驗的建築生涯。深受藝術影響並以繪圖速寫作為初步構思，著迷不協

調及不合邏輯的體系，將建築當作雕塑，作品充滿原創性及感知性。

建築女帝 Zaha Hadid
跨越國籍、文化與建築派系的伊拉克裔英國建築大師Zaha Hadid， 
早期風格以直線及銳角呈現空間中的流動性，至後期自由弧線曲面的

造型轉變，開啟建築參數化主義的起點。

日本當代建築詩人 妹島和世
擅長運用輕透的現代主義元素，以大片玻璃、鋁板、細柱、素白混凝土

牆等材質，認為建築價值取決於一種與人、環境三者的互動關係，並 
呈現社會文化的脈絡，讓建築物與周圍環境自然融合達到詩意的美感。

日本人道主義建築師 坂茂
人稱紙的建築家，重視生態與環境議題，以建築拆除後不造成環境負

擔為考量，運用非傳統材料創造出可循環再用的建物，展現經濟性、

組裝性、結構的精巧性及融合自然環境的設計理念。

永恆建築物的創造者 伊東豊雄
設計思維深受哲學及建築電訊 (Archigram)影響，以游牧 (Nomad)概
念衍生出人與自然和建築之間的對話與思維，伊東豊雄的細膩在於持

續的進化，致力於建造令人感到放鬆的活動性建築。

專精材料的建築事務所 Herzog & de meuron
由Jacques Herzog及Pierre de Meuron共同成立的建築事務所，
風格運用常見的材質，呈現物件自然狀態並從本質思考，結合藝術及

極簡主義展現建築生命力。

Lounge Chair 43躺椅
原價177,200
優惠價142,000 

Showtime戶外單人椅 (沙色 )
原價100,400
優惠價80,400 

Tide置物架
原價5,600 (單個 )
優惠價4,500

10UNIT SYSTEM椅
原價15,500
優惠價12,400

Side Chair Edges
Painted White單椅 
原價31,000
優惠價24,800  

Side Chair Natural單椅
原價28,200
優惠價22,500

PicaPica邊几
原價60,500
優惠價48,400

Hocker邊几
原價52,400
優惠價47,000

Suki 扶手椅
原價506,100
優惠價405,000

Chair 66椅
原價19,100
優惠價15,280

Zartan椅
原價12,700
優惠價11,000

建築師跨界居家領域，耳目一新的工業設計，  
原來建築結構這樣玩。

建築 Architecture
師法自然、塑形自然，家居單品與設計的  
絕美工藝，從結構窺探設計的趣味。

有機 Organic

戶外經典款



活動備註： 1. 凡MOT CLUB當日結清款項總額之發票 (發票限當日使用乙次 )，可在指定櫃台累積兌換全館滿額贈品 (台中Hästens櫃點除外 )。 2. 本活動通
路限明日聚落、晴山美學使用，北歐櫥窗百貨門市、網路商城除外。 3. 本活動期間之滿額禮贈如經領取，若需退換貨，又贈品已開封使用，客戶
需支付商品售價費用。 4. 本活動不適用於特殊品牌優惠。     5. 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6. 明日聚落保留修改活動之權利。

用設計連結生活與朋友共享優惠，  
滿額即贈品味好禮。

共享 Co-Living 滿額
優惠

贈 Bottega Veneta尊榮茶具禮盒組
 (茶壺、茶杯、茶盤 ) 各乙個
 (茶匙 ) 2支

贈 Armani 時尚水瓶禮盒組
 (Corelli Jug水瓶 ) 乙個
 (GA Logo Gloria酒杯 ) 2入

贈 Flux 隨享椅
 (不挑色 / 含椅墊 ) 乙張

贈 Georg Jensen Living精品配件
 (Konno名片盒 ) 乙個

贈 Rosendahl Grand Cru北歐早餐伴侶禮盒
 (沙拉碗 ) 2個、(熱飲杯 ) 2個

贈 ARTEK肩背手提袋 
(Buy Now Keep Forever) 乙個

消費滿 
500,000

消費滿 
168,000

消費滿 
68,000

消費滿 
38,000

消費滿 
18,000

消費滿 
8,000



Armani/Dolci 頂級甜美禮盒
$2680 (原價$3,370)   Armani/Dolci巧克力9入裝、果醬不限口味

任選乙款、可可粉乙罐，甜美三入限量組盒。

MOT FLOWER夏日香氣組
凡購買Dr. Vranjes任一款500ml擴香系列 ($ 4,700-5,500)，即

贈25ml噴霧 (不挑款 )乙瓶，獨家限時限量優惠！

商品示意圖僅供參考

明日聚落 台北館
MOT SELECT明日選品：02 8772 0078 

MOT FLOWER 明日花坊：02 2778 6819 

地址：台北市建國南路1段65巷5號1樓 

時間：周一至周日 10:30 – 19:00

即將邁入10個年頭的台北明日聚落，隨著母集團新總部的成立，

將原本分佈在各處的專賣店，陸續回歸遷移至明日博園區。除了

既有的MOT CASA明日家居、MOT FLOWER明日花坊、MOT 

CAFÉ明日咖啡，更開設首家MOT SELECT明日選品，與甫成立

的忠泰美術館和現正火紅的DOMANI義式餐廳連成一線，為城市

創造一個集結藝術、文化、設計的新聚落。

明日聚落 台中館
地址：台中市台灣大道二段573號 

電話：04 2322 2999 

時間：周一至周日 10:30 – 19:00

以複合式精品商場形態，匯集超過60個國際知名家居品牌，經營

包含自有品牌MOT CASA明日家居、MOT FLOWER明日花坊、

MOT CAFÉ明日咖啡，同時進駐優質生活設計商品「北歐櫥窗」、

瑞典皇家名床「Hästens」、精品家具代理品牌「晴山美學」，以

及全台獨家的ARMANI/DOLCI巧克力甜點店及ARMANI/FIORI

精品花藝。

館別資訊

4/24 – 5/14優惠加碼‧愛分享

MOT明日聚落

www.MOTstyle.com.tw

商品示意圖僅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