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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办公空间中的交互空间设计,可对传统办公空间设计存在的问题进行优化,提高办公空间便利
性,促进沟通交流,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进而为企业业务开展、及工作的高效完成奠定基础。本文将重
点阐述办公空间中交互空间设计的内容,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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