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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方序中 幸福的老玩具 兔子老玩具

兔子老玩具

●出產年分：未知，約在1960-1985之間

●生產地：愛爾蘭

●產品尺寸：95x100xh198mm

我一直認為我是一個老小孩，年紀越大，越想要蒐集一

些以前有記憶的物件，而我一直對玩具情有獨鍾。我覺

得老玩具乘載著很多人使用的痕跡和使用的畫面，我覺

得它們可以讓我擁有更多的畫面、引發我更多的創作靈

感。

1-02 鄒駿昇 幸福的繪本 繪本

●繪本1：Il libro sbilenco

作者：Peter Newell 翻譯：Marco Graziosi 出版年份：2007

●繪本2：禮物 THE GIFT

作者：鄒駿昇 出版年份：2014

●繪本3：The Runaway Dinner

文字： Allan Ahlberg 插畫：Bruce Ingman  出版年份：2007

●繪本4：Choo Choo

作者：Virginia Lee Burton 初版發行：1937

●繪本5：Where's Walrus

作者：Stephen Savage 出版年份：2011

●繪本6：Up & Down New York

作者：Tony Sarg 初版發行：1926 再版年份：2007

●繪本7：750 Years in Paris

作者：Vincent Mahé 出版年份：2015

很多繪本都有意想不到的故事和啟發，每當我在閱讀繪

本，能讓我短暫的進入那個愉快的世界，能讓我暫時忘

記現實生活的煩惱。

1-03 駱毓芬(台南) 幸福的味道 無重力咖啡漏

無重力咖啡漏 Coffee Dripper

●品牌：品研生活美學

●出產年份：2017

●產品尺寸：134x50x5mm

●材料：不鏽鋼

香濃咖啡香佐一份靜謐的金屬冷調，在咖啡因的催化下昇華。萃

取出金屬編織的傳統美感及意象，運用現代科技以及科技材料，

製作出具現代用途、卻有美感傳承的咖啡漏。隨時隨地都可以享

受手沖咖啡的美好。

因為工作常常要往返很多地方，對我來說最幸福的味道

就是家鄉的味道和熟悉的味道。每天早上，可以喝到我

自己熟悉咖啡的味道，對我而言這個味道是在生活和工

作上一個重要的養分，對我來說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1-04 呂賢文(台南) 幸福的專注 文房四寶

文房四寶

是漢字文化圈傳統的文書工具，即筆、墨、紙、硯。源於中國，

再傳播至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琉球等地。

●毛筆：台灣製/中國製，尺寸有大中小楷，毫毛有狼毫、羊毫、

兼毫3種不同毫毛。

●園排轉軸雙層筆架：產地不明，義大利購買，可拆開成5件零件

組裝。高38.5cm，直徑12cm。

●端硯：中國製，北京購買。硯長24cm、厚2cm，上題有春曉一

詩。外有硯罩，長27cm、高5.5cm。

●紙鎮：原為西班牙飾品。

小時候家境並不是很好，小學的時候有一位非常有愛心

的老師，自掏腰包讓我去學書法，從此以後書法就成為

我一生中重要的興趣與喜好。通常在我寫文章後，我會

在一個安靜而心中平靜的時刻，用書法再抄一遍文章，

通過藝術性文字的表達，可以讓我的思想與情感完整的

傳達出來。

1-05 陳慧姝(台南) 幸福的絲巾 絲巾

●品名：林字圖騰絲巾 / 英文：Hayashi Scarf

●品牌：林百貨

●設計：唐草設計

●出產年份：2017

●產品尺寸：65x65cm

●材質：100%silk/ handmade

●介紹：取自林百貨於昭和摩登時期(昭和モダン)的時髦印象，將

此時期的特色，結合東西方、花草意象。進而一看絲巾圖像即林

百貨商標的延伸，每個花紋既為摩登又具有意涵。

林百貨作為過去與現在對接的窗口，這條絲巾以昭和摩

登為主題，用林百貨的建築外觀和花草圖騰，搭配優雅

的色彩，讓林百貨的圖騰成為可穿戴的時尚配件，讓我

覺得非常幸福。

1-06 游聲堯 幸福的移動 老婆的腳踏車

●品名：Brompton摺疊單車

●品牌：Brompton

Andrew Ritchie於1975年設計出第一輛Brompton摺疊單車的雛

形，1977年開發出第一輛Brompton。Brompton工廠位於西倫

敦，每一輛Brompton摺疊單車都在那裡手工打造完成。每輛單車

都可以在10~20秒內摺疊或展開完成。Brompton如今已是折疊車

的經典代表。

●生產地：英國

●摺疊尺寸：57 long x 27 wide x55 high (cm)

●展開尺寸：145 long x 35 wide x 101 high (cm)

這是我老婆的折疊腳踏車，是她在英國生活的重要工具

，我們一起在那裡生活了一年，這輛腳踏車等於是我們

在倫敦求學生活記憶的化身。我幸福的最大來源就是我

的家人，每次看著我太太騎著她的腳踏車到處趴趴走，

我都覺得很開心。表示她很健康，而且她正要去某個有

趣的地方。

1-07 林大涵 幸福的冰棒
嘎哩嘎哩君剉

冰棒

●品名：嘎哩嘎哩君剉冰棒

●品牌：赤城乳業株式会社

「赤城乳業」是成立於1931年的老牌冰品製造廠，1981年「嘎哩

嘎哩君」問世，至今熱賣超過35年，有日本國民冰棒之稱。經典

的「蘇打汽水」為終年販售的口味，經典的水藍色也被稱為「嘎

哩嘎哩藍」。

●嘎哩嘎哩君：初代嘎哩嘎哩君角色設定為15歲的中學生，是一

位有大嘴巴露出上下兩排牙齒、剃著一顆平頭的猩猩男。2000年

嘎哩嘎哩君改版，設定年齡降低為小學生。

●生產地：日本埼玉縣

●產品容量：100.3g

我剛去日本唸書的時候，因為還不會日文，生活上的交

流少的很可憐。那時候住的地方對面有一家7-11，在那

裡和店員的交流幾乎就是我生活上講最多話的時候，有

一天店員就推薦我吃嘎哩嘎哩冰棒，從此嘎哩嘎哩冰棒

就成為沮喪時的安慰。現在幾乎是每天吃一支嘎哩嘎哩

冰棒。

1-08 王耀邦 幸福的選擇 登山鞋

●品名：SCARPA登山靴

●品牌：SCARPA

SCARPA創立於1940年代義大利，1956年Luigi Parisotto 買下

SCARPA的商標與鞋廠。60年代，戶外登山運動迅速發展起來，

因應需求，SCARPA開始設計開發不同款式的戶外功能鞋，成為最

早研發功能鞋的公司之一。SCARPA公司現有專業鞋匠130人，大

約80%的鞋都是由這些工匠手工生產。

●型號： 61000 Kinesis Pro GTX 專業高負重全皮頂級登山鞋

●生產地：義大利

●表面材質：鞋面/絨面皮革, 墊在後跟上的襯底/橡膠

防水材質：Gore-Tex Performance Comfort 彈性薄膜

鞋底品牌：Vibram (意大利著名的橡膠生產廠商) ，種類：

Biometric

中底材質：雙密度 PU, TPU 鞋骨承托板

鞋墊：Active Pro 厚度：4mm

公告重量：850g/ 一隻鞋

我在開始登山之前，去了一趟冰島進行長時間的健走，

那次因為防水沒有做好，所以在整個過程中是痛苦而沮

喪的，而那時候就請嚮導推薦我一雙符合的地形氣候的

鞋子，他就推薦要有一雙全皮革的登山靴。回到台灣後

做了許多功課，在一次特價的機緣下才入手了這一雙

SCARPA登山靴。這雙登山靴陪我爬了好幾座百岳，每

當看到它都可以燃起我想要再次去爬山的激動與爬山過

程的大小事。

那時候才知道一雙好的登山靴可以帶領你走到更多的地

方。登山靴其實非常特別，它每一個部分都充滿機能性

，在開始接觸戶外運動後，登山靴成為每一位登山者的

寶貝。你一定要跟它培養很好的情感，它才能帶你看到

更壯闊的風景。同時，它也充滿未知性，預告你將來會

到的地方，是一件充滿延伸性的物件。

主題館-幸福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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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蔡依珊 幸福的信物 戒指

●品名： 罌粟花系列

●品牌：I-Shan13蔡依珊金工創作

●設計師：蔡依珊

●材質：925純銀、寶石、鋯石、木

●尺寸：2x2.5x1cm，5x3.5x2cm

●年份：2016，2017

這是我幫我朋友做的求婚戒指，因為他求婚的對象是英

國人，所以他當時特別找了台灣的藍寶石來作為他的求

婚戒。在討論的過程中有慢慢瞭解他們的故事，一方面

因為瞭解他們的故事而感到幸福，另一方面也因為自己

創作的東西對他們是有意義的，而發現創作這件事是很

幸福的。

1-10 吳若羚 幸福的顏色 調色盤

●品名：AP 30格鋁製調色盤

●製造商：MI KWANG Co., Ltd. (Korea)

●產地：韓國

●尺寸：展開275mm x 302mm，閉合厚度22mm

這是我用了20年的調色盤，我是個愛畫畫的女生，從小

開始的創作都是以顏色來創作，當我看到調色盤的時候

都有一種參加心理諮詢的感覺，畫畫的時候就是我最幸

福的時刻。

1-11 胡佑宗 幸福的安在 薄木片

●薄木片

●撿拾年份：約2006年

●緣由：颱風過後正在清理樹枝的幼稚園撿拾。

●尺寸：厚度約8mm，直徑87~104mm

10多年前在我女兒當時就讀的幼稚園，那時候颱風剛過

，工人們忙著把傾倒的樹幹與樹枝裁切成可以被搬運出

去的大小。我看到那些木頭覺得非常漂亮，就請工人幫

我切下2片木片。帶回來之後，它就一直擺在我的辦公

桌上，不管我泡熱茶或是喝冷飲的時候，我都會拿來當

作隔離桌面用的墊子。這幾年我常常在外面奔波，只要

是回到公司、坐在桌前，木墊始終在那裡，會讓我有種

回到家的熟悉與安定，就像在告訴我：「回到家了，開

始工作吧」。

1-12 周育如 幸福的酵母 微笑的酵母雲

●酵母雲

●展品創作人/年份：

●都市酵母：都市酵母的源頭是“世界概念設計plan global”，

水越設計自2006年1月11日開始，規劃出建立地方獨特且多面向

文化的方法，稱之為「都市酵母」計畫，創意發酵的主題為讓人

愛上台灣都市的方法。都市酵母希望吸引有能力、有才華的人一

起創造黏性的魅力都市，幫助我們自己、家人、鄰居、朋友與同

事，都有對生長都市產生驕傲與認同。讓各領域的專業人士共同

為都市注入創意，活絡都市，涵蓋都市建設、都市生活、都市活

動、都市商品等不同內容，從各個需求角落找到都市黏性的可能

，以設計的方式改善生活，進而讓我們的都市更加的美好。討論

的不只是都市這個大主題，希望透過都市酵母計劃觸發民眾對細

膩生活的觀察，創造一種探討都市公共空間生活品質的方法與態

度，各行各業的都市再造參與。

●都市酵母近期計畫：2017/萬華製造；2016/台北生活景觀改造

計畫，台北公園翻轉計畫；2015/變電箱新生，市場小學計畫，士

林那道光

在都市酵母的計畫初期，大概2006年左右，姊姊親手做

了一朵微笑的酵母雲給我。一直到現在我都收放在身邊

，看到它，我會想到計畫中間的一些過程和經歷，都讓

我充滿了溫暖和幸福，也提醒我保持初衷。

1-13 吳健豪(台南) 幸福的傳承 紅蟳米糕

●紅蟳米糕

●紅蟳米糕，即是蟹蒸糯米飯，是源自福建省福州名菜，當地稱

為「八寶蟳飯」或「紅蟳八寶飯」，閩南人習慣將「糯米飯」稱

為「米糕」，是台灣辦桌文化不可或缺的佳餚之一。

●食材：蟹黃飽滿的紅蟳、上等糯米、香菇、蝦米、肉絲、蔥酥

等

●擺盤：阿霞飯店的紅蟳米糕擺盤為紅蟳殼底朝外，一上桌便自

信展現扎實肥厚的蟹黃。

●意義：選用多卵的母蟹，取其祝賀新人可以早生貴子，將來多

子多孫之意。

紅蟳米糕是我們阿霞飯店最幸福的傳承，是我爺爺奶

奶、長輩們留下來，傳承三代，堅持的味道。

1-14 王浩一(台南) 幸福的旅行 滄浪亭之瓦

●品名：滄浪亭之瓦

●滄浪亭：滄浪亭位在蘇州城南，並列蘇州四大園林之一，是現

存歷史最為悠久的江南園林，占地面積1.08公頃。北宋年間(1044

年)詩人蘇舜欽被貶，在吳中以四萬錢購得原五代孫承佑之廢園，

在水旁建亭，取「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濁兮可以濯我

足」之意，名曰「滄浪亭」。如今滄浪亭有一幅楹聯：「清風明

月本無價，遠水近山皆有情。」是從歐陽修與蘇舜欽詩中各取一

句拼對而成。

●粉牆黑瓦：即雪白的牆壁，青黑的瓦，是江南建築特色之一。

黑瓦為本來的顏色，粉牆為最普通的石灰刷成，可防潮防蟲。

在2009年，我和我兒子一起到蘇州看建築、看文物、看

江南，我兒子是學建築的，我也很喜歡看建築，在旅程

中我們開始有了一些對談，也深刻的觀察對方。我看著

他長大，但之後他開始求學、工作，開始有我不知道的

成長的軌跡。這次2個人的旅行，對談也交心，是非常

幸福的。而這塊黑瓦是在這次旅行時，在滄浪亭當地管

理員送我的禮物。

1-15 黃子佼 幸福的大自然 沙盒果

●品名：沙盒果

●產地：原產地為西印度群島，台灣於 1910 年間引進，多栽種於

嘉義以南地區。

●介紹：沙盒樹又叫作沙金樹、響盒子，是大戟科植物。沙盒果

是沙盒樹的果實，形狀像壓扁的南瓜，有12~18稜，高4~5公分

，寬5~9公分，未熟綠色，熟時變為黑色，每室含種子一枚；種

子扁圓形，徑約2公分，有毒，成熟時果實會爆裂將種子彈出果實

外。果實去皮乾燥後，搖一搖會沙沙作響。

大自然對我來說是非常渴望的，因為我總是在都市裡奔

波，偶爾去看看稻田，或是坐在草地上看樹、花、鳥、

葉子、果實，都讓我非常興奮。前幾天我才在中正紀念

堂的草坪上為了幾隻鳥佇足許久，拍了很多照片和影片

，想想覺得有些荒謬，但當下我覺得很感動，他們沒有

什麼慾望，只需要空間飛翔。我覺得大自然是最珍貴的

，包含一些樹上掉下來的果實，它的線條、與一些無法

解釋的創意型態，都讓我感受到大自然無比的魅力。譬

如沙盒果，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存在。

1-16 鄭鴻展 幸福的微縮 微縮模型

●品名：うなぎの芝金中店 微縮模型

●創作人：鄭鴻展

●創作日期：2016/3/22～8/25

●產品尺寸：W45 D45 H40cm

●材料：珍珠板、PP板、PVC板、飛機木、60p影印紙雷射列

印、壓克力顏料、紙模型

●獲獎：Japan 5th HAMAMATSU Diorama Grand Prix 2016 大

獎、最佳人氣獎

●芝金中店：是一家位在日本愛知縣的傳統家庭食堂，有非常棒

的鰻魚料理，地址是日本愛知県名古屋市北区上飯田北町2-24。

在一年半以前，因為看到日本大師荒木智的微縮場景，

啟發我開始做微縮模型。每天做著微縮模型，進入縮小

的世界，忘記現實中紛紛擾擾的事情，非常幸福。這件

鰻魚屋作品，在和鰻魚屋老闆互動過程中的點點滴滴，

到之後在日本得了大獎，都讓我覺得很開心。

1-17 李桂林 幸福的圍巾 膠原蛋白絲巾

●品名：膠原蛋白絲巾

●品牌：織本主義

●原料：魚鱗、木材等

●成分：CollagenRayon / Micro Modal Rayon ：40% / 60%

●尺寸：80*180 cm

●生產方式：台灣手作

●功能：可以抗UV與靜電、帶有溫柔涼感與親膚的布料

我自己是一個圍巾控，不管是春夏秋冬，我都很喜歡有

圍巾在我的脖子或肩膀上，它們帶給我一種觸覺上的幸

福與滿足。這次我們研發的膠原蛋白絲巾，它非常柔

軟、親膚、保濕，就像我的第二層肌膚。而且它還可以

抗UV，我去沙烏地阿拉伯的時候，我就把它當成我的頭

巾。



序號 人物 幸福的?? 物件 展品說明 故事 圖片

主題館-幸福的 (  )

1-18 林文鮮 幸福的波妞輪椅天使波妞輪椅

●品名：復健型狗輪椅

●設計師/製作人：傅凱倫

●出產年份：2011年

●材料：鋁合金、發泡泡棉

●品牌：犬輪會社

2009年由機械設計工程師傅凱倫成立，專門客製化設計生產復健

型狗輪椅。犬輪會社的犬輪椅主要是強調狗狗前半身的支撐力，

在腹部用發泡棉作為支撐的透氣拖網，而在支架部分則是採用耐

用性高、不易生鏽、重量輕的鋁合金。輪子採用外八設計，可防

止狗狗爆衝造成摔車，發揮類似煞車的功能。

波妞是一位癱瘓的毛小孩，這是她的輪椅。波妞在來到

犬山居前就被主人遺棄了，遺棄之後很不幸的受傷癱瘓

，原來在收容所內是要被預定安樂死的毛小孩，但我們

把她帶出來。原來波妞的身體在地上拖行，有了這台輪

椅之後，她就可以在草地上快樂的奔跑，露出燦爛的笑

容。

1-19 吳庭安 幸福的回收 W春池計畫

●品名：W春池計畫 Project001 Darts by André

●品牌：W春池計畫

●設計師：André Chiang

●製造：春池玻璃

●材料：回收玻璃、退役橡木酒桶

●尺寸：圓形直徑28cm

●出產年份：2017

這是和江振誠主廚合作生產、用回收玻璃製成的餐具。

這件物件的幸福感來自玻璃回收和玻璃工藝，我從小在

回收玻璃廠長大，回收玻璃需要經過很多繁瑣的程序才

能成為新的原物料，之後也需要經過師傅好幾十年口吹

玻璃的經驗與工藝技術，才能成為眼前的玻璃餐具。

1-20 謝銘祐 幸福的掏空 傻笑的風獅爺

●風獅爺

風獅爺，又稱風獅、石獅爺、石獅公，日本、琉球稱「シーサ

ー」，是閩南、粵東、臺灣安平、琉球群島等地設立在建物的門

或屋頂、村落的高台等處的獅子像，用來替人、家宅、村落避邪

化煞。

●南吼音樂祭

「南吼」的記錄來自連橫的詩，「安平海吼，為天下奇。自夏徂

秋，厥聲迴薄。以其在南，謂之南吼。」《台灣詩乘》留下安平

海吼的記錄，謝銘祐取自歷史，要留下台南現代的樂音，唱自己

土地歌。2013年是南吼音樂季第一吼，讓最古老的城市安平有專

屬常態性的音樂祭典。

我覺得腦袋有很多抽屜，放了很多東西，偶爾看到某件

事情，一個抽屜就打開了。當一個創作人最爽的事，就

是把抽屜裡的東西全部翻出來，變成一首歌、一幅畫，

這就是「掏空」。當我的身體和腦袋都掏空，表示創作

完成，那是我最開心的時刻。

1-21 蘇慧貞(台南) 幸福的計時器 手錶

●Seiko手錶

●品牌：Seiko

精工（Seiko Holdings Corporation 東證1部：8050）是著名日

本鐘錶製造商。始創於1881年，公司原名為服部時計店，1892年

改名為精工舍，創始人是服部金太郎。1924年，發表了第一隻正

式使用精工品牌的手錶。1967年瑞士發明石英錶，1969年，精工

表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商業化生產的指針式石英錶──SEIKO

ASTRON[35SQ]。

這支手錶是我父親第一次出國，從日本帶回來的禮物，

也是我第一個飄洋過海的禮物。看著手錶，心裡也跟著

他飛越了天際，透過這片天空帶回來的禮物，也有了第

一個對未來連結世界的想像。

1-22 謝政豪 幸福的創作工具 高音直笛

●品名：YAMAHA高音直笛

●品牌：YAMAHA山葉牌

YAMAHA創始人山葉寅楠於1887年製作他的第一台風琴，1897

成立日本樂器製造株式會社（YAMAHA集團前身），如今

YAMAHA為全球最大的樂器製造商，並長久以來致力於音樂教育

的推廣。旗下子公司還經營家居設備及以摩托車為主的事業。

●型號：YRS-24B英式(又稱巴洛克式)

高音直笛因為價格便宜、容易學習且可以吹出音階，成為台灣小

學義務教育中音樂課重要的一門課程。而YAMAHA基本款高音直

笛「YRS-24B英式」與「YRS-23德式」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直笛

款式。

我覺得創作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可是常常會在創作的時

候被別人問說「你創作是用什麼工具?什麼程式?」。但

其實我覺得在靈感跑出來的時候，直笛是隨手可得，可

以直接把靈感呈現出來的工具。

1-23 吳耿禎(台南) 幸福的縫繡

嬰兒虎鞋

鞋墊

枕邊繡

●品名：民間縫繡產品

●中國傳統裝飾性縫繡刺繡最早可追溯智到4000年前周朝的「章

服制度」，台灣的縫繡刺繡則是由福建沿海一帶傳來，是最古老

的民間傳統手工藝之一。家中的媽媽們會縫製不同的物品給家人

來傳遞她們的愛。

●虎頭鞋：虎頭鞋又稱貓頭鞋，民間傳統認為能夠驅魔保平安，

通常母親或親友會親手縫製給兒童，並有祝福孩子虎頭虎腦、虎

虎生風之意。

●鞋墊：大娘們在每年農閒之餘會縫製一雙鞋墊給家庭裡的人。

●枕頭邊：枕頭兩邊的繡花裝飾。

這些縫繡物是我去旅行的時候看到的，這些縫繡物像是

鞋墊、枕頭的邊、鞋子，大部分都是民間母親親手為家

人做的，我認為一針一線都代表著母親給家人的愛，傳

達母親手的溫度。

1-24 羅文瑾(台南) 幸福的舞動 身體(影片)

身體

人在跳舞同時需要下列人體系統完美配合：

●神經系統：由腦部、脊髓和數以百萬計的神經元組成，占人體

重量的3％，身體上所有的動作皆由神經系統操控，是在有意識及

無意識下同時進行，前者決定要做什麼動作，後者是還沒有想到

做什麼動作，運動就是在這兩者意識下交互傳遞訊息之下完成。

●骨骼系統：成人骨骼系統由 206 塊骨頭及超過 200 個關節所組

成，約佔體重的 20%，骨骼為肌肉提供了附著面，並且與肌肉以

槓杆機械原理協調運作，產生各式各樣的動作。

●肌肉系統：人體各種動作其實都是肌肉收縮的成果，其中跳舞

與骨骼肌息息相關，在活動中產生各種各樣不同的動作。

舞動讓我打開身體、還有各方面的感官，讓我的空間延

展、時間凝結，讓我感覺到心靈的自由。讓我感到幸

福。

1-25 吳東龍 幸福的印記
[無印良品]壁

掛式CD音響

●品名：無印良品壁掛式CD音響

●品牌：無印良品

●設計師：深澤直人

●上市年份：2002年

●尺寸：寬17.2×深4.1×高17.2cm

●輕拉電源線即可播放與停止的CD player。

這是10多年前無印良品出的CD player，這是在數位時

代保留著類比情感的家電產品，當時在觀看日本設計的

時候是一個非常有代表的產品，因為它不只是播放音樂

的機器、充滿設計感的外觀、也獲得很多獎項，有特殊

的操作方式、也可以當作空間上的裝飾。10年前我把它

選作我第一本書「設計東京」的封面，從那個時候開始

，讓我從設計師變成創作者和觀察者，也讓我邁向不同

的生活和工作，讓我重新思考「設計是什麼」，對我來

說是個特別的印記。



序號 展品名稱 展品介紹 公司名稱(中文) 公司名稱(英文) 品牌 設計師 展品圖片

2-01 Collagen 膠原蛋白系列布料

回收廢棄魚鱗中提煉出的膠原蛋白胜肽

胺基酸，利用超分子技術，與紡織纖

維、纖維素纖維等進行聚合，成為具有

動物性胺基酸的仿生性環保纖維，與人

體皮膚有很好的親和性，不但舒適輕柔

，還能保濕肌膚、抗菌、抗UV、消臭等

效果，堪稱為春夏季的Cashmere。

和明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HerMin Textile Co., LTD S.Cafe'®

2-02 S.Café®環保科技咖啡紗

S.Café®是利用回收的咖啡渣做為紗線

的原料，透過低溫高壓的環保專利製程

創造出S.Café®奈米咖啡渣。而添加

S.Café®奈米咖啡渣後的紗線，同時擁

有優秀的速乾能力、紫外線防護和異味

控制效果。

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Singtex Industrial Co., Ltd S.Cafe'®

2-03 P4DRY™環保咖啡渣舒適印花

利用咖啡渣本身物理特性及專利技術，

把咖啡渣奈米研磨後，轉化成印在布料

上的印花塗層。P4DRY™環保咖啡渣舒

適印花可以直接接觸皮膚，並可快速讓

身體上的濕氣排出，保持乾燥觸感；咖

啡渣上的孔洞更可以吸附臭氣分子，達

到異味控制的效果。

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Singtex Industrial Co., Ltd S.Cafe'®

2-04 AIRNEST™環保咖啡生質泡棉

S.Café® AIRNEST™加入25％以上的咖

啡複合材料，提供了可替代石油製造的

泡棉材料AIRNEST™的結構充滿了空間

的阻隔材料，以保持身體溫暖舒適；相

較於一般泡棉，具有兩倍以上的異味控

制能力；不但可運用在衣物服裝，也可

用於支架輔具等多樣產品。榮獲 2015

ISPO 國際趨勢布料大獎及美國USDA生

質產品認證標章。

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Singtex Industrial Co., Ltd S.Cafe'®

2-05 AIRMEM™環保咖啡生質薄膜

S.Café®AIRMEM™加入25％以上自回

收咖啡渣中萃取的咖啡油複合材料，是

地球上第一個非糧源生質薄膜材料，提

供可替代石油製造的薄膜材料。優於一

般薄膜2倍的異味控制能力，並有著防

風、防水、透氣的機能。榮獲 2015

ISPO 國際趨勢布料大獎及美國USDA生

質產品認證標章。

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Singtex Industrial Co., Ltd

2-06 Sheiflex®回收再製彈性纖維

彈性纖維製程中，部份產出會成為生產

線之事業廢棄物，薛長興工業克服製程

與品質控管的困難，將以往被丟棄的纖

廢棄物回收，重新再生成為Sheiflex®高

品質彈性纖維，產品應用範圍涵蓋襪

子、內衣褲、休閒服飾、運動服飾、外

套與西服等系列商品。

薛長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SHEICO Group

2-07 環保碳黑衝浪防寒衣

碳黑為製作防寒衣的關鍵原料之一，不

同於傳統碳黑製程，本件衝浪防寒衣採

用取自廢輪胎之環保碳黑，不僅重新利

用廢棄物、減少石油能源耗費，更能降

低每單位產品之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

節能減碳、永續生活之目的。

薛長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SHEICO Group

2-08 環保碳黑衝浪鞋

碳黑為製作衝浪鞋的關鍵原料之一，不

同於傳統碳黑製程，此雙衝浪鞋採用取

自廢輪胎之環保碳黑，不僅重新利用廢

棄物、減少石油能源耗費，更能降低每

單位產品之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節能

減碳、永續生活之目的。

薛長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SHEICO Group

2-09 纖維木器

纖維木器系列展現創新製程開發的環保

材料與獨特美感，歷經長達兩年與數百

次實驗。以天然植物纖維製成，它有著

纖維的溫暖以及可塑性。完美的結合了

工業製程以及使用近似漆器工藝的手工

上漆程序，極輕但不易破損。最特別的

是花紋可變性非常高，每一件都擁有獨

一無二的花紋來搭配您的甜點。

Studio Lim Studio Lim 大愛感恩科技

主題館-再生新設計



序號 展品名稱 展品介紹 公司名稱(中文) 公司名稱(英文) 品牌 設計師 展品圖片

主題館-再生新設計

2-10 R2R偏光太陽眼鏡

鏡框採用廢舊環保毛毯再製，使用二次

再生聚酯粒製成，秉持「續物命，造福

慧」之精神，達到「循環再循環」概

念。

鏡片可阻擋UVA、UVB、藍光、眩光，

可清晰柔合視野，達到保護眼睛的功

能。過濾反射光，讓開車、行走的景物

更加清晰。戴眼鏡者亦可直接配戴。塑

膠鏡片增加安全度，白內障手術後可戴

來保護眼睛安全。資源永續，也讓環境

永續。

大愛感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A.AI TECHNOLOGY

CO.,LTD.
大愛感恩科技

2-11 飛織環保紳士鞋

利用回收寶特瓶再製而成的環保織品，

並兼具通常在「專業登山裝備」或「軍

用配鞋」上才能體驗到的「防穿刺功

能」。

榮獲【德國2017年紅點產品設計獎佳

作】的飛織環保紳士鞋，符合目前趨勢

主流，不僅美觀，且兼具環保與愛護地

球的理念。織品透氣舒適，更有著防穿

刺鞋墊的保護，為使用者提供了絕佳防

護安全功能。

大愛感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A.AI TECHNOLOGY

CO.,LTD.
大愛感恩科技

2-12 R2R拉鍊包系列

大愛感恩成功將廢棄毛毯、毛毯下腳料

回收，使用物理法製作成二次回收再生

酯粒，開發R2R塑鋼拉鍊，製成R2R三

用拉鍊背包、R2R拉鍊聚福包、以及

R2R拉鍊包中如意包。拉鍊布料則以回

收寶特瓶再生的聚酯纖維所製，拉鍊硬

質部分為R2R材質之二次再生塑鋼。內

部優雅簡約的設計與分層，方便攜帶個

人隨身小物，不但提高使用者便利性，

也鼓勵環保隨身的概念。

大愛感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A.AI TECHNOLOGY

CO.,LTD.

2-13 關凳

關凳為許多回收材質的合體，布料為寶

特瓶織成的不織布，椅墊下方布帶是由

回收安全帶所組成，上頭的軟墊是回收

泡綿腳料製成。

寰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REnato lab SEG

2-14
船型盤

(渡水船頭)

一葉輕舟漂泊，任由光線穿透

光影激起陣陣漣漪，

虛與實的交錯，

譜出一曲灑脫快意的漁歌。

春池玻璃實業有限公司
Spring Pool Glass

Industrial Co., Ltd.
樹院子

2-15
若山茶書院

餐器組

我們友善環境、虔敬風土，意圖重現人

天共好的聚落智慧和節氣生活。特別以

回收玻璃製成餐器組年節禮盒，實現永

續循環的美好生活。

春池玻璃實業有限公司
Spring Pool Glass

Industrial Co., Ltd.

蘇庭萱、

倪亦廷

2-16 檳榔再造

利用檳榔攤回收不要的檳榔殼，製成可

利用的纖維材質，利用材質粗糙多孔的

特性設計成吸音磚、屏風、凳子，打造

「檳榔再造(AreCoustic)」環保家具。

林志昇

2-17 咖啡渣皮革托盤

MUMU Handmade 咖啡渣皮革托盤，

將咖啡皮革融入咖啡店做使用，觀察咖

啡店內的營業行為模式製作的產品，融

合咖啡渣回收再利用、皮革工藝技法與

咖啡渣皮革本身獨特的材料特性所產生

的產品，獨特的縫紉方法與樺木材質結

合所產生的型態表現，再運用三種尺寸

的設計來符合咖啡店裡不同的需求，讓

使用者除了享受咖啡美食之外，也能體

驗到回收循環利用的精神與咖啡渣皮革

的獨特設計。

MUMU Handmade MUMU Handmade 林志昇             

2-18 咖啡渣皮革筆筒

MUMU Handmade 咖啡渣皮革筆筒，

咖啡渣皮革生活產品系列之一，將咖啡

渣皮革運用樺木與黃銅環做結合，其中

皮革版型設計配合縫紉方法將三種材質

緊密結合，咖啡渣皮革筆筒融入了皮革

縫紉手工的溫度與咖啡渣回收再利用的

精神，原來回收再利用也可以變得溫暖

有質感。

MUMU Handmade MUMU Handmade 林志昇



序號 展品名稱 展品介紹 公司名稱(中文) 公司名稱(英文) 品牌 設計師 展品圖片

主題館-再生新設計

2-19 咖啡渣皮革名片包

MUMU Handmade 咖啡渣皮革名片夾

，為了咖啡渣皮革產品的不同功能所嘗

試出不同的縫紉方式來結合材質的型

態。名片夾的刀模設計中將咖啡皮革與

樺木結合的縫紉方式製造使用者名片放

置的容量，除了在交換名片中體驗咖啡

渣皮革溫暖的質感，也與人分享咖啡渣

皮革的手工溫度與回收再利用的精神。

MUMU Handmade MUMU Handmade 林志昇

2-20 咖啡渣皮革鉛筆盒

MUMU Handmade 咖啡渣皮革鉛筆盒

，將鉛筆盒的功能需求與咖啡渣皮革的

材料特性結合產生出的獨特造型，樺木

板與皮革版型之間產生出的圓筒造型，

再運用交叉縫紉法縫合，簡單的造型有

著不簡單的手工溫度。

MUMU Handmade MUMU Handmade



序號 展品名稱 展品介紹 公司名稱(中文) 公司名稱(英文) 品牌 設計師 展品圖片

3-01 機車用燃料電池系統

亞太燃料電池有限公司透過先進的質子交換膜燃

料電池（PEMFC）技術，加上專利低壓儲氫罐

，成功地讓氫燃料電池科技應用於機車上，僅需

交換氫罐即可繼續行駛 50-86 公里以上，產生

的廢棄物僅有純水。

亞太燃料電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sia Pacific Fuel Cell

Technologies Ltd

3-02 CF1 26吋 智慧動能自行車

1. 低跨點車架設計－男女皆宜，讓您騎乘時時保

有從容與優雅！

2. 一鍵啟動、人因設計操作介面，易學易用！

3. 內建車鎖與貨架－內建德國名牌車鎖〖ABUS

〗與原廠後貨架，隨買即用，免去改裝的困擾！

4. 精製獨特鋁合金L型流線車身，簡單線條展現

極簡主義的時尚品味，外型吸睛之餘，又兼顧安

全與動力！

5. 龍頭可無段式調整高度與角度，讓日常使用更

便利！

6. 獨家專利〖Algorhythm動力輔助系統〗，時

刻感應騎士踩踏力道，聰明調整電力輔助－CF1

提供您輕鬆、有型的全新騎乘感受！讓每一次騎

乘都成為精彩旅程！

達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Darfon Electronics Corp. BESV
BESV Design

Team

3-03
MaxiDyn

自行車USB發電機

SunUp自行車USB發電機，一個劃時代的產品；

特別針對單車旅行與露營，讓旅途產生充沛之

USB電力，也可提供前後燈照明。DC6V12W的

最高USB電力輸出搭配著行動電源，讓您隨時與

世界連結不斷線!

(本車由台灣雲豹RIKULAU提供953不銹鋼公路

車，推翻對公路車既定印象，讓單車融入生活中

，如同雲豹的企業理念，More than a bike; a

LIFESTYLE，寫出屬於你的單車生活式！)

尚品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SunUp Eco. SunUp

3-04
太陽能背包

INFINTY光伏背包

太陽能面板使用薄膜製程的太陽能軟板，優於一

般市場上銷售的多晶矽太陽能硬板。 上殼為

ABS超韌性超薄外殼，足夠的剛性保護表面的太

陽能板以及背包內物品，內襯主要為高丹斜紋尼

龍布料。下殼為EVA軟性外殼，可緩衝分攤人體

背負的重量。

恆暘股份有限公司 Everbliss Green Co., Ltd. Everbliss Green

3-05
太陽能背包

鯊魚包

太陽能背包-鯊魚包是一個帶太陽能電池板的背

包。 特殊的外觀和周到的功能為您帶來方便和

綠色的生活。

恆暘股份有限公司 Everbliss Green Co., Ltd. Everbliss Green

3-06 ECO太陽能LED三用多功能背包

可當救災背包，也可轉變成側背、斜背或雙肩背

的日常辦公背包，加寬加厚的調節式肩帶有助於

提高雙肩舒適度，分散肩膀受力。除日常生活功

能外，在必要時可即時提供太陽能緊急備電與供

電。透過太陽能電池板轉化太陽能為電能，提供

臨時性充電使用。背包外LED logo擁有智慧調

節電壓技術與線路安全保護的照明功能，而內設

的獨立式筆電及平板收納層，可放置15吋筆

電、用品與書籍等。

大愛感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A.AI TECHNOLOGY

CO.,LTD.
大愛感恩科技

3-07 ECO太陽能LED拉桿後背包

「慈悲科技」賑災、備災產品，結合回收寶特瓶

的環保紡織科技與再生太陽能技術，為了降低溫

室效應、減少對環境不良的影響及污染。因應救

災沒電的困難情境，藉由太陽能板，轉換成電能

，提供手機臨時充電使用。背包外LED logo擁

有智慧調節電壓技術電路安全保護的照明功能，

而內部大容量，可放置15吋筆電、簡易外出隨

身衣物、相機、書籍等。後背或拖拉皆可，方便

短期出差使用。

大愛感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A.AI TECHNOLOGY

CO.,LTD.
大愛感恩科技

3-08 公共自行車停車磚

此設計為新型態公共自行車停車設施，將自行車

停車架與人行道地磚結合，並搭配鎖具，同時美

化空間，節省時間。隱形式的停車磚在不使用時

，能大幅減低對路人的影響，也可大量排列在人

行道上，讓停車距離更加舒適。

使用方式結合鎖機車龍頭的使用者經驗：自行車

進入停車磚後，將龍頭下壓，即可轉動上鎖，讓

使用者同時完成停放及上鎖動作，不需再自備鎖

具，輕鬆省時

南臺科技大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生活時尚產品設

計研究室

張家誠、

徐幸瑜、

曾慶妤、

秦秀惠

主題館-消逝的速度



序號 展品名稱 展品介紹 公司名稱(中文) 公司名稱(英文) 品牌 設計師 展品圖片

4-01 悅齡照護資訊平台

悅齡照護平台由 顧意設計 CareDesign 開發，

與臺大智齡、臺大社工系、北護護理系、臺科

大工設系共同合作，解決在長期照護情境中，

因照護資訊落差所衍生的信任問題。透過生理

測量自動傳輸、智慧護理紀錄、家人關係管理

等核心技術，悅齡可統整分析生理量測資訊，

並依不同情境、不同訊息接收者角色，將專業

照護資訊自動轉譯成有溫度的語言，不只讓專

業人員可以即時了解長輩狀況，家人也可以更

定期接收長輩生活摘要，使親情關懷不受時空

阻礙，照護信任向上提升。

顧意設計 CareDesign

古凱元

曾逸群

劉庭如

劉仲凱

4-02 Wakey-Wakey

外型可愛的智慧科技兔子娃娃Wakey-Wakey，讓家長

能依據孩子的日常作息，透過平板電腦設定一連串的生

活任務，包括起床、刷牙、洗臉等等，每當孩子完成一

項任務，還能用不同的感應餅乾跟兔子互動，系統會紀

錄孩童在各場所停留的時間並鼓勵孩童完成所有的任務

，所以Wakey可以說是父母與小孩之間共通的朋友，協

助親子溝通及生活教育。

智齡聯盟
SMART AGING

ALLIANCE

台大網媒所 詹孟穎 林龍飛

台大基因體學程 林庭蔚

台大土木所 林怡萱 徐偉哲

台大職治所 張家妤

大同工設 章可瑜 林旻樺 劉銳

4-03 智慧型購物車

食安風暴後，大眾更加注重商品標示及相關資訊，通常

標示對長者來說都太小，相當不易閱讀。於是團隊在購

物車上加裝平板，讓消費者能夠透過掃描條碼，商品資

訊即能放大顯示於螢幕上；並同時具有計算金額功能，

消費者可自行掃描所購買的商品，到櫃台之前即能預先

掌握金額，免去結帳時在櫃檯手忙腳亂準備零錢的窘境

，使購物更輕鬆。

智齡聯盟
SMART AGING

ALLIANCE

台大工科海洋 方佩雯

台大健管所 陳品元北醫高齡 潘

俞帆 曹宜琳

台大資管所 張凱涵

淡江電機 盧俊傑

大同工設 蘇琦 徐靖芳 呂長周 李

柏辰 呂琪 郭易青

4-04 HOWBANG2

改良傷口負壓治療機(NPWT)，將現有的負壓機操作模式

用APP取代，讓使用者攜帶 NPWT時能更不受他人異樣

眼光，外出時只需要操作自己的手機，便可以簡單調控

基本功能。最大特色為內建了傷口掃描功能，能更精準

紀錄傷口復原情形，讓居家與醫療的結合邁進一大步。

智齡聯盟
SMART AGING

ALLIANCE

大同工設 謝天怡 王莉婷

台大生傳 黃怡禎

台大健康政策與管理所 胡倍瑜

北醫高齡健管 邱柏堯

大同機械 姜遠良

台大資工 紀典佑

台大心理 邱壬貞

4-05 智慧照護床墊

一張舒適的床墊與“睡眠感知技術”、“雲端運算”以

及“物聯網”科技相結合，不只給予睡眠者良好的舒適

柔軟感受，更緊密連接後端睡眠健康應用與醫療照護服

務。

床墊主要材料採用獨家特殊的溫感釋壓材質，材質可隨

著人的體溫來形塑，利用感溫軟化的特性塑造出與身體

曲線最大的支撐與服貼面積，可有效降低久臥褥瘡的發

生，提升病患的睡眠品質。

把整張照護床墊設計成感測器，加入非接觸式睡眠活動

感知技術，即時偵測睡眠者的睡眠活動，可提供即時監

測、異常事件通報(如離床、翻身提醒)，長期睡眠紀錄查

閱等功能。

世大化成（股）公司
SEDA Chemical

Products Co., Ltd.

IMAGER-37®

易眠床 易眠枕

4-06 聲寶智慧管家

「SAMPO Smart Home」在建立智慧家庭的基礎上搭

配智慧燈光、智慧感測器等應用，引導出前所未有的智

慧家居概念；經由具備網路攝影機的家庭智慧控制中心

(聲寶智慧管家)，收集分析所有家中智慧感測器狀況，即

可依據個人化的生活環境喜好，進行智慧聯動與居家情

境設定，搭配簡易的語音操控，全面提升居家生活品

質。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 SAMPO

4-07
空氣清淨機APK-

AB18C

連結創新雙感知行動APP，遠端輕鬆淨化居家空氣，主

動偵測居家室內氣味與粉塵狀況，淨化過程一目瞭然，

出門在外也能輕鬆遠端操作，回家立即享受清新空氣。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 SAMPO

4-08 無線瓦斯感測器

與聲寶智慧管家連結，聲寶安控感測器能隨時回報家庭

現況，當偵測到家中門窗入侵、瓦斯異常，聲寶智慧管

家，立即能發出警報訊息，保障居家安全。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 SAMPO

4-09 無線煙霧感測器

與聲寶智慧管家連結，聲寶安控感測器能隨時回報家庭

現況，當偵測到家中門窗入侵、瓦斯異常，聲寶智慧管

家，立即能發出警報訊息，保障居家安全。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 SAMPO

4-10 無線動作感測器

與聲寶智慧管家連結，聲寶安控感測器能隨時回報家庭

現況，當偵測到家中門窗入侵、瓦斯異常，聲寶智慧管

家，立即能發出警報訊息，保障居家安全。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 SAMPO

主題館-家的距離



序號 展品名稱 展品介紹 公司名稱(中文) 公司名稱(英文) 品牌 設計師 展品圖片

主題館-家的距離

4-11 無線磁簧開關

與聲寶智慧管家連結，聲寶安控感測器能隨時回報家庭

現況，當偵測到家中門窗入侵、瓦斯異常，聲寶智慧管

家，立即能發出警報訊息，保障居家安全。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 SAMPO

4-12 雙色溫智慧燈炮

聲寶智慧管家透過與家電、燈光與感測器間的智慧連動

，配合多種預設居家生活場景，輕鬆滿足使用者喜好，

享受物聯家居便利的智慧生活。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 SAMPO



序號 展品名稱(中) 展品名稱(英) 展品介紹 (中) 展品介紹 (英) 品牌 設計師 展品圖片

6-01 摺摺 Fold a folder

將日本的摺紙文化延伸, 創造傳統精隨當

代結構的新用法；透由剪裁摺出隨身皮製

文件夾，用以放置物品、文件、文具等，

提升生活質感與品味。

Modernizing traditional essence with

contemporary structures. The folder

inspired by Japanese origami culture that

can simply place stationary items inside

one piece folded leather, showing

personal lifestyle and taste.

株式会社二宮五郎商店

Ninomiya Gorow Shoten

Co., Ltd.

水越設計股份有限公

司 AGUA DESIGN

6-02
大正浪漫硝子- 小

飲盛食
WAYOU

藉由廣田硝子大正浪漫的優雅，將傳統工

藝結合黑生起司共生情感設計思維，以手

感美學融合現代生活品味；器皿可依盛裝

食物進行個性化搭配，呈現小飲盛食文

化。

The product combined the elegance of

Hirota Taisho Roman glassware and the

HEY SHENG CHI SI design method of

mutual affection. The handmade aesthetic

fused with modern

taste. The glassware can be used for

drinks, also as small food

container.

廣田硝子株式会社

Hirota Glass Co., Ltd.
黑生起司

HEY SHENG CHI SI

6-03 元素之窗 Seelements

以「雲/沫」「山/林」「地/石」為主題，

透過元素框景的概念將玻璃工藝結合金屬

，形成兼具獨特性與時尚感的藝飾品。

Framing the glass by theme of “Cloud”,

“Mountain” and“Land”, Seelements is

a wearable art as if sees the artistic

elements through windows.

山田硝子加工所

Yamada Glass Workshop

吳協衡設計有限公司

BALANCE WU

DESIGN

6-04 杯手壺 CUPPOT

呼應都會生活型態，以一人一壺一杯結合

工藝，運用天然軟木皮套及琺瑯材質，具

隔熱保溫功能及優秀出水功能，單手也能

輕鬆泡出好咖啡。

CUPPOT is designed to reflect the

contemporary urban lifestyle of

individuality. The enamel craftsmanship

composed of cup and pot, additionally the

cork hand holding provides heat

preservation. Happiness can be as simple

as a cup of coffee.

昌栄工業株式会社

Shoei Kogyo Co., Ltd.

吳協衡設計有限公司

BALANCE WU

DESIGN

6-05 (以英文為主)
1 KANJI PAPER

LANTERN

江戶文字乃盛行自江戶時代的特殊字體，

渾圓方粗的風格具有祈願事業鼎盛，象徵

好兆頭，至今仍常用於日本的傳統技能及

商業界，為日式傳統文化的象徵之一。

Each Kanji, Chinese character, letter has a

meaning. People therefore often pick one

as their special symbol or memento.  Edo

font on the lantern is used for wishing

good fortune. Atelier Sougeikan spreads

Edo spirits to the young and the foreign

through their 1(Single) Kanji Paper

Lantern.

Atelier 創藝館

Atelier Sougeikan

6-06 (以英文為主) Animal Brush

宇野刷毛毛刷製作所創業於大正時代1917

年，目前僅存數家的東京手工植毛毛刷職

人之一，手工植毛採用不鏽鋼絲束緊刷毛

，根據功能採用天然山羊毛、馬毛、山豬

毛、豬毛等，本商品動物造型美容刷乃最

新作品，是百貨專櫃的熱賣品。

Cute palm-sized horse, goat and pig. Each

decorative animal brush represents its

luxurious material.  Each brush is fully

handmade by professional craftsmen so

that Each of fine natural hairs is planted by

hand. The easy-to-grip rounded shape is

carefully designed for daily uses.

宇野刷毛毛刷製作所

UNO BRUSH Co., Ltd.

6-07 (以英文為主)
 Marua pattern

創業100年以上的皮革小物專業廠商「東

屋」，以隅田川的水面為發想主題，大小

不一的圓串聯成「東屋」的日文字母。具

特殊技術的內藏式的口金造型讓外型看來

更俐落，每件都是職人自始至終手工打造

的精品，呈現手感風貌及趣味。

Crown of Ryogoku’s 100 year-long

craftsmanship, Azumaya’s original

Marua pattern was created as their 100th

year memorial. It represents shining

ripples on Sumida River, everlasting

Japanese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that

they have passed along for 6 generations

in Ryogoku. The same artisan takes charge

of the whole process. You never find this

spirit of hand crafts in mass-produced

items.

東屋

Azumaya

6-08 (以英文為主) TOKYO GA-MA

口金包雖普及好用，但至今大多用於女性

服飾用品，SAKURAWAQS聽取男性消費

層的意見，率先開發兼顧口金機構的便利

性，以及帥氣俐落風格之男用口金小配

件。造型簡潔古典，機能煥然一新，使用

便利順手，開拓口金包新方向。

One day this customer said, “I wish there

was a men’s clasp (Gamaguchi) purse,”

and so this purse is born. Despite the

image of being an old lady’s favorite, a

clasp purse actually is quite handy thanks

to its one-click operation. So we made

one for laptops and for documents.

“TOKYO GA-MA” offers a new style of

leather products for the future.

株式会社紗蔵

SAKURAWAQS Co., Ltd.

主題館-台灣設計x日本精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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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 (以英文為主)
Some-zome T-

shirts

將受到國際高度評價的東京染色的技術，

透過東京都纖維染色協同組合的旗下四個

染色工廠合作，設立了「some-zome」

品牌。該品牌特色為各工廠擅長的技術合

而為一，帶入代表東京傳統工藝「江戶切

子」等的古典圖樣，以現代手法重新詮釋

，創出和式時尚感。

Nicely expresses Tokyo’s world-

recognized dyeing technique that can be

made only by hands and sensitivity.  For

some-zome, each of 4 dye factories in the

Tokyo Fabric Dyeing Cooperative take

charge and use the dyeing method in

which they excel. It is a cooperative brand

to spread Edo’s treasured dyeing culture

worldwide.

川合染工場

Kawai dyeing Works Co.,

LTD.

6-10 (以英文為主) Screw Punch

Screw Punch是不需費力，即能輕鬆安靜

地進行打孔工具。40年來未曾特意宣傳，

至今卻已熱銷海外各地。本商品可使用於

皮革、布、紙等材料，即使單手也能輕鬆

開孔。

Screw Punch is an effortless, soundless

punching tool. This 40-plus years old

punch is used all over the world today,

though it has never been advertised. Any

similar products cannot exceed its

sharpness as each blade is hand ground. It

is a must-have tool for leather or paper

crafts.

野中製作所

NONAKA Mfg. Co., Ltd.

6-11 (以英文為主)
ALMA- aroma

pins

1959年創立的模具加工製造專業廠，首次

嘗試開發消費性商品香氛扣「ALMA」。

造型如同鈕扣，扭開上蓋後可置入沾有香

氛的棉花，除具裝飾功能，走動之間散發

些微香氣。由手藝精巧的職人手工削製而

成，含藴的消光處理及高雅的色彩，不分

男女皆適合佩戴。

Flawless from any angle, small beautiful

button-like pins. This pin allows you “to

wear” your favorite aroma by putting

aroma soaked cotton into the pins. They

suggest a new concept of changing aroma

just like fashion items. Skillfully made by a

longstanding metal work factory, the pins

fit right into any kind of style.

石井精工

Ishi Seiko Co., Ltd.

6-12 (以英文為主)

Scissors for

Precious

Someone

製作醫療用剪刀的職人師傅為愛妻所設計

的攜帶用及平時用的剪刀。將醫療現場所

需的鋒利特性以設計風格完整保留，展現

不僅便利也極為時尚美觀剪刀新風貌。攜

帶用剪刀先端採圓弧設計，攜帶時更安

心。平時用剪刀則可分解清洗，保持最佳

狀態。

Small, handy portable scissors. Regular

scissors come off in two parts for a wash.

Medical-grade scissors created by an

artisan as a token of gratitude for his wife.

These items are carefully designed for

their safety and usefulness. Despite the

soft roundish look, they are sharp enough

to cut through meat. They fit in the

kitchen as part of your cutlery.

石宏製作所

Ishihiro Seisakusyo

6-13 螺鈿杯&碟
Raden

Glass&Dish

運用自1892年創業以來累積的「高岡漆

器」傳統技術，結合創新技法符合現代生

活型態的漆器製品。「螺鈿玻璃」是在具

有透明感的玻璃素材上，採用螺鈿（鮑

貝）技法再上漆製成。透過飲用日本清酒

可欣賞到螺鈿神秘色彩。

Exploit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 of

Takaoka Lacquerware which has been

cultivated since 1892. AMANOSHIKKI

dedicats to design products matching

modern life. Raden glass is suitable for a

modern lifestyle due to its translucency

and warmth of the glass, and mysterious

brightness of the abalone shellfish.

天野漆器AMANOSHIKKI

CO.,LTD

6-14 筷架&杯組
Chopstick Rest

& Cup Set

自1916年創業，傳承400多年的富山縣高

岡市傳統鑄造技術，擅用金屬素材之質感

及特性，與國內外設計師合作製造出符合

現代生活風格的商品。此次展出以傳統日

本慶賀祝福時的紋樣，及日本富山縣代表

吉祥動物-雷鳥為主題，傳遞日式慶賀氛

圍。

Founded n 1916, NOUSAKU began

manufacturing Buddhist altar fittings, tea

sets and flower vases. While continuing to

preserve the original values of Takaoka

Copper, NOUSAKU pursues innovative

challenges with designers and turn

Japanese traditional auspicious design

into modern daily life.

能作

NOUSAKU

CORPORATION

6-15 銅鈴組 Orin

株式會社山口久乘自明治四十年創立於高

岡市，其鐘聲具有「f分之１搖晃」的特性

，可以增加腦波內的α波，擁有穩定人心

的療癒功效。從佛具、欣賞鐘響的樂器到

生活用品，以持續製作出感受日常幸福的

銅鐘用品為目標。

Founded in 1907, Kyujo Orin sounds have

“1/f fluctuation” which induces alpha

brain waves that generate a feeling of

comfort. Analysis by Japan Acoustic Lab

has shown that there is a healing effect in

this special sound.

山口久乘

YAMAGUCHI KYUJO CO.,

LTD

6-16 螺鈿筷&酒杯組
Chopstick & Cup

Set

辻佛壇專營佛壇、佛具、寺社佛閣等製作

與販售。1913年前開業至今已傳承３代，

從木材雕刻至最終的修飾裝飾等皆由辻氏

家族一手包辦。此次作品為傳統漆器的生

活運用，漆器溫潤的觸感及成雙成對的筷

子與對杯，傳承著辻佛壇對漆器的堅持與

熱愛。

"Makie"(gold lacquer), is an original

decorative technique from Japan where a

picture is drawn with lacquer, then settled

by fixing gold powder to it before the

lacquer dries. Yamasen delivers the

happiness and passion of lacquer by

presenting the pairs of daily products.

工房ヤマセン 辻佛檀

Yamasen Tsuji Butsudan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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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銅彩杯&杯墊組
tone

Cup/Coaster Set

折井著色所應用傳統染色古法，藉由銅器

等金屬素材發揮腐蝕、鏽化之特性，打造

出獨家設計風格之色彩，同時將此技術融

入現代生活，製成各種時尚工藝品如時

鐘、花器、雜貨、建材或外部裝潢等多方

領域發展。

The  momentum factory・Orii has been

taking over history of Takaoka

copperwares skills and also developing

new styles. "tone" series are appealing

products and designs made from copper

and colored by traditional psthins skills.

折井著色所

momentum factory・Or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