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單‧ 就是力量】

與你攜手共創未來，分享便利的新生活

創新｜環保｜多元化

磊力裝潢設計有限公司

多功能展示板、層板、吊掛系統

世界五國專利、台灣創新品牌



多功能展示板
讓您的生活充滿繽紛色彩



公司簡介

 磊力裝潢設計有限公司歷經多
年專業空間設計與工程施作的
經驗，具備完善專業技能，並
致力於產品研發和優質的設計
為主軸

 創辦人莊明卿先生以睿智的眼
光洞察出坊間展示架系統在市
場上的需求性和普遍性，在
2008 年 間 創 立 品 牌 「 磊 力
power stone」，致力再造新
型展示系統，以吊掛、層板、
鎖螺絲系統等多功能複合式型
態呈現，成功打破傳統展示系
統的框架



經營理念

• Power-stone自創立以來，無論是對
內、對外皆秉持著真誠以待的原則，
傳達power-stone誠懇、實在、始終
如一的信念

• 面對顧客對產品的期待，我們期盼不
斷創新、前進，與顧客共同創造價值，
建立更優良的生活品質

• 將環保與時尚結合，開拓綠色時尚的
新風貌，為地球，也為你我的下一代
打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創新

綠色時尚

真誠

三大理念



專利&獲獎

台灣專利
(十字槽)

大陸專利日本專利台灣專利
(多功能展示板)

德國專利



簡單 就是力量

整合性

多樣性

二次加工

鎖螺絲

層板吊掛DIY

安全性
方便性

塗裝層

貼覆層

環保建材

重複使用

現代感

色彩豐富



產品比較表

項目

組合式十字槽板 橫（凹）槽板 洞洞板

材質特性 環保建材PC/ABS 一般密迪板 電鍍鐵

功能性
層板、吊掛、鎖螺絲功能，

並相容市面上吊掛五金零件
僅吊掛功能 僅吊掛功能

實用性
平行、垂直向均可運用，

十字槽卡溝技術讓吊掛零件更穩固

僅平行向可運用，且吊掛

零件易鬆落
五金配件相容性低

方便性 層板直接崁入、不需要三角支撐架 需要三角支撐架 需要三角支撐架

荷重性 SGS載重測試層板可達30公斤 不能荷重，但易變形受潮 不能荷重，但易變形

美觀性 表面樣式多元化可選擇 表面變化性少 表面變化性少

生產方式 模組化大量生產、材積小方便運輸 CNC生產 沖床生產

其他 可二次加工、重複使用、自由組裝 不能重複使用 不能重複使用



產品介紹
基礎底板 Base board

無限延伸的基礎底板
採用PC/ABS材質經模組化製成，以

「單元件」組合操作模式，可依使用

上需求任意序列重組、自訂面積、自

由延展，改善傳統以「面」為主所受

的侷限

尺寸（30cm*45cm）

造型面板 Various board

14.2cm*29.2cm 14.2cm*14.2cm         14.2*14.2cm           14.2zm*14.2cm        14.2cm*14.2cm



產品介紹 用雙手展現魔法
DIY自由組裝、拆裝

底板與面板結合 使用工具將面板與板分離 將面板分離

即可替換其餘面板位置



產品介紹
獨家設計「可二次加工」重複使用的造型面板
• 面板樣式多變，可隨時變換並重新組裝

• 增加燈箱效果，提升展品吸睛度 創意的無限發想
用牆面營造所有的可能



創新技術介紹 技術風潮 引領時尚
運用力學原理

(圖一)

(圖二)



創新技術介紹
運用十字槽卡溝技術『崁入式』

(圖三)

先前技術「勾」 十字螺帽「鎖」五金配件 運用十字槽「掛」

(圖四) (圖五) (圖六)



SGS載重測試報告



人體載重測試介紹

測試人員：公司職員
身高：168公分
體重：50公斤

測試人員：顧客小孩
身高：155公分
體重：60公斤

安全扣環



有限的空間
無限的創意

獨家設計『無接縫拼接』的基礎底板

讓你的想法不受任何空間的限制

從現在開始，自由揮灑創意吧!

組合式十字萬用板-基礎底板說明



面板組裝步驟

鎖上螺絲將底板固定 用橡膠槌敲打面板四周，
使之與底板結合

從十字入口點置入再平行
移動，可吊掛零件

將層板系統加上五金配件可
增加穩定度

十字螺帽從入口點進入，可
平行或垂直移動

對好面板與底板的固定位
置



使用專屬的拆卸工具從角落
開始拆卸

記得要沿著邊緣依序拆卸

拆卸面板就是這麼容易記得要沿著邊緣依序拆卸

面板拆解步驟



先將牆面塗上白膠，增加底板穩
定度

依序將底板貼附於牆面，用電鑽
在四周鎖上螺絲

依序將底板貼附於牆面，用電鑽
在四周鎖上螺絲

可邊瑣螺絲，邊裝面板，縮短安
裝時間

裝面板時，將面板卡榫對位後，
輕敲打即可完成

用塑膠槌，輕敲面板即可完
成組裝

用塑膠槌，輕敲面板即可完
成組裝

不需太多人力與時間，輕輕鬆
鬆將整牆面安裝完成

牆面安裝步驟



產品功能性介紹

組合式多用途槽板之應用

 層板系統功能

 吊掛系統功能

 鎖螺絲系統功能

 燈箱系統情境

 造型藝術情境



層板系統 -簡單就是力量



層板系統 –簡單崁入 力量立現

組合式多用途槽板與市面上層板系統比較：



吊掛系統 –掛上的不只是配件還有你的創意



吊掛系統 –多元配件 讓想像力也無限



鎖螺絲系統 –鎖上螺絲也鎖住魔法

將零件鎖上螺絲固定在螺帽 - 從十字入口進入溝槽 – 將螺絲鎖緊 – 即可使用

市售配件皆可運用



燈箱展示系統 -營造視覺層次空間



燈箱展示系統 絢麗的燈光搭配
華麗也可以很時尚



兼具美感與功能性的燈箱情境
絕對是您展示時尚的最佳選擇

燈箱展示系統



造型藝術情境
大圖輸出的拼接風格，搭配色彩的鮮豔度

打造獨一無二的馬賽克牆面



造型藝術情境
五彩繽紛的天堂

讓你彷彿置身於
另一個空間的國度

打造一個屬於孩子們的夢想樂園



商品化應用的廣度

組合式多用途槽板空間應用實例

 商業空間

 展覽空間

 住宅空間



商業空間 面板的靈活運用

得利塗料

多元化的面板區塊 展現色樣的獨特風格



商業空間 鎖螺絲的絕佳搭配

凱撒衛浴
簡易的搭配 即能襯托衛浴精品的細膩質感



商業空間 鎖螺絲的靈活運用

松靜冷氣經銷據點

載重魔法的完美呈現



商業空間 吊掛系統的創意排列

精品自行車行設計
卡溝技術與吊掛配件的組合，展現單車精品多樣化風格



商業空間 吊掛系統的創意排列

精品服飾店設計
極簡的室內風格搭配，展示商品，同時展現時尚



商業空間 吊掛系統的創意排列

精品服飾店設計
一字排開的配件 秀出專屬的衣著空間



商業空間 層板系統的靈活運用

商店空間設計
琳瑯滿目的商品 小空間大變化



商業空間 立體展示空間之呈現

高雄大學育成中心
展示榮譽 牆面也能呈現驕傲



電視、音響牆之運用

高雄大學育成中心 液晶電視(110cm*80cm)重量50KG



獎杯、獎牌 立體展示空間之呈現

聖馨幼稚園
乘載孩童驕傲的夢想牆面



展覽空間 多元展示空間之呈現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多元配件的應用 搭配出最豐富的展示情境



展覽空間 創新、實用、美觀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多元配件的應用 搭配出最豐富的展示情境



住宅空間 客廳

色彩的鮮豔 搭配出功能與時尚的魔法



住宅空間 客廳

簡潔的牆面設計 讓整體空間舒適寬敞 具備現代感



住宅空間 主臥室

造型面板搭配訂製配件，風格獨具！



住宅空間 主臥室

造型面板與層板水平垂直變化 增加機能性！



住宅空間 小孩房

打造充滿孩童夢想的希望空間



住宅空間 廚房

運用牆面 您也可以簡單打造廚房空間的生活品質



住宅空間 樓梯間

雙面立體展示 讓可應用的空間更多元



住宅空間 櫃體內的靈活運用

多功能展示板 打造情境空間的奇幻魔術師



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