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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王家族羽絨服飾觀光工廠 臥室 羽絨枕 彩色羽絨枕 羽絨被 視情況，可與枕頭配對成色 羽絨衣
G0311

輕薄羽絨外套
睡袋 600克羽絨睡袋

2 TJCOS台鉅美妝觀光工廠 梳妝台上
愛旅行

玩美相機彩妝組

內含HD蜜粉、眼影及口紅，方便攜帶，

出遠門只要有它就不怕！

TJCOS系列保養品系

列

天然卡姆果含有豐富的天然維生素c、多

酚及人體所需的微量元素，有效淨白膚

色，增強、強化肌膚的防禦力，使肌質

明亮。

TJCOS系列保養

品系列

油光一掃而淨、調節肌膚油水平衡，

幫助淨化毛孔，淡化黯沉，讓肌膚不

再需要面對油光窘境。

3 卡普秀醫美研發中心 梳妝台上 醫美面膜(3入)

DNA凝時迴齡、賦活再生蜂萃、超導科技

全效淨白。

服貼薄透的享受，帶給肌膚最完美的極致

保養，自然植萃全面終結問題肌。

護髮時空膠囊(3入)

馬卡龍摩洛哥油、白麝香山茶花油、馬

鞭草亞麻籽油。

絲滑柔順的秀髮，來自頂級滿分的呵護

，30秒免沖洗即刻感受美麗瞬間。

璀璨鑽白系列

潔顏慕絲、活膚液、雪肌乳液。

淨透亮的唯美奇肌，長效保濕、深層

調理肌膚，打造全面光感透亮。

4 亞洛美精靈國度 梳妝台上
1.亞洛美文創陶瓷擴

香瓶1套(小蒼蘭)

設計大肚窄口的富貴圓瓶，小蒼蘭帶著詩

情畫意的秋香，散發幸福甜蜜的知性香味

，迎著徐徐微風與陽光的悠閒。

2.亞洛美文創陶瓷吊

片(茉莉)

象徵福祿吉祥的葫蘆外型，花團錦簇的

富貴圖騰，青花瓷設計的典雅清風之感

，滴上2-5滴的茉莉精油，不僅美觀也為

臥室帶來清新的氣氛。

5 虹泰水凝膠世界 梳妝台上
水凝膠蘭花芳香立

飾

虹泰水水凝膠芳香貼片運用醫療級水凝膠

，採用世界級高品質純香精以及德國進口

彩妝礦粉製作而成，長期使用不變形3、

不變硬或融化，使用最安心。

6 彪琥台灣鞋故事館 衣櫃 國旗系列
行走於世界的每個角落，讓旅行不只有型

更好行
花朵系列

花現休閒新時尚-馨花Young手工品質縫

製系列潮品

7 光淙金工藝術館 梳妝台上
創意DIY系列

【一起看雲去】

運用了串組，敲打，上色等技巧，讓您能

輕鬆體驗飾品DIY的樂趣

商品為DIY材料組，享受自己動手作飾品

的樂趣！

精品客製餐具

刻一支心意送你

畫一支回憶給我

你我的獨一無二

嚐出專屬的美味

光琮精選

【台灣意象】

以台灣的 山 風 海 地

設計一系列台灣意象飾品

結合風景明信片形式

為旅程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

8 王鼎時間科藝體驗館 臥室梳妝台上

壁鐘Wonderful

World創意彩繪課

程

機芯為王鼎生產製造，鐘面採用高級進口

象牙紙，並透過描圖版構圖及彩繪上色，

讓小朋友發揮創意，創作出自己房間內的

想像世界

我的時鐘DIY手感體

驗課程

機芯為王鼎生產製造，時鐘外殼選用台

灣環保材料-石頭紙，並提供四個擁有特

殊風情的國家貼紙，讓您設計與獨一無

二的風格小時鐘！

9 華美光學eye玩視界 臥室梳妝台上
720armour運動太

陽眼鏡

華美光學自有品牌 運動太陽眼鏡

720armour

以極限運動720度空迴轉兩圈，象徵戶外

運動最佳的防護，成為您戶外運動的全方

位的金牌管家。期能成為熱愛運動的您，

做安心的依靠。

樂高太陽眼鏡

台灣第一家眼鏡觀光工廠DIY,抗紫外線

UV400太空防爆鏡片，提供不同鍍膜顏

色可選擇，親手組裝完成獨一無二，具

防護功能太陽眼鏡，富含教育意義，防

護眼睛eye健康

10 香里活力豬品牌文化館 餐廳餐桌上 豬肉乾
嚴選健康活力豬，新鮮厚實的口感，每一

口都吃得到。
豬肉條

嚴選健康活力豬，吃起來彈牙清香不膩

，下酒菜好選擇。
肉酥(原味)

嚴選健康活力豬，傳統手工烘焙、熱

炒，金黃鬆綿 。
肉酥(芝麻海苔)

嚴選健康活力豬，傳統手工烘焙、熱

炒，金黃鬆綿 。

香腸娃娃

來自世界各國的腸老大，穿著各國的特色

服飾來打扮，讓我們一起參加香腸嘉年華

吧！

海安路杯墊
鶯歌陶瓷燒製的溪水杯墊，多塊拼湊還

可作為隔熱墊使用
腳踏車杯墊

鶯歌陶瓷燒製的溪水杯墊，多塊拼湊

還可作為隔熱墊使用
博物館馬克杯

豬不僅僅是豬，除食用上更運用在日

常生活，特過博物館馬克杯，讓您了

解更多。

明信片

明信片 香腸博物館懷舊風格明信片 台南銀座策展 DM
2017年度香腸博物館【臺南銀座】策展

，展覽相關DM

12 Jijibanana集元果觀光工廠 餐廳餐桌上 集元果經典禮盒
被譽為天皇御用等級的集集山蕉，純天然

概念製作，美味健康值得細細品味。
集元果豪華禮盒

被譽為天皇御用等級的集集山蕉，純天

然概念製作，美味健康值得細細品味。

13 橘之鄉蜜餞觀光工廠 餐廳陳列架上 貴妃綜合包

悠閒的下午，慵懶的躺在沙發上喝杯茶，

一口接著一口不黏手金柑蜜餞，很是高貴

優雅。

金橘伴手禮

悠閒的下午，慵懶的躺在沙發上喝杯茶

，一口接著一口不黏手金柑蜜餞，很是

高貴優雅。

生津金棗茶
喝一口熱熱的金棗茶，甜蜜的茶液在

舌尖與齒間遊走，溫潤喉嚨與身體。

14 白木屋品牌探索館 餐廳陳列架上 公仔一組
白木屋Q版公仔，帶您一起探索甜蜜藝術

蛋糕的世界
蛋糕盒

每年都會經歷的生日聚會，回憶起每年

打開蛋糕盒的驚喜感受

金桔檸檬濃縮汁

1150g

炎炎夏日，用美味金桔檸檬濃縮汁沖泡成

一杯清涼消暑的飲品度過熱情的午後
金桔果蜜濃縮汁

金桔果蜜滋潤性極佳，最適於寒冷的冬

天來上一杯熱飲，溫暖你我的心
鹹桔餅

古早味老字號招牌桔餅，含著吃止咳

爽聲潤喉，亦可搭配金桔果蜜茶，風

味極佳

甜桔餅
古早味老字號招牌桔餅，特性溫熱滋

補，亦可拿來製作料理

金桔C凍
金黃飽滿色澤充滿著酸甜好滋味，用吸管

就可以吸得動，孩童喜愛商品No.1
金桔果片

非常健康零嘴，產品屬低糖低熱量商品

，可食用到金桔原味，可吃到金桔非常

豐富的營養素

金桔蜜餞
金桔蜜餞特性溫熱滋補，適合拿來製

作料理，保有傳統古早味
金桔果乾

口感酸甜不膩，可當零嘴使用抑或是

製作烘焙類產品時當原料使用

11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 餐廳餐桌上

民雄金桔觀光工廠 餐廳陳列架上

臥

室

餐

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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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天一中藥生活化園區 餐廳陳列架上 龜鹿晶凍
走累了坐在沙發休息一下，吃個晶凍保養

一下身體
葉黃素晶凍

看電視、滑手機，累了嗎?該來一條晶凍

讓眼睛一亮
菊花清香飲

喝杯茶，讓忙碌的眼睛與身體舒緩一

下
黑豆甘草飲

下午時刻，來杯香濃的飲品提振精神

吧！
節氣燉補包

嗯…今天該煮好料理照顧全家人呢?就跟著節氣

來選擇吧！

17 四方鮮乳酪故事館 餐廳陳列架上 乳清飲料
運動完後喝杯乳清飲料，補充高蛋白質，

馬上恢復體力喔!
乳清氣泡酒

 晚上睡不著，下午4〜5點喝杯乳清酒，

讓今晚有個香甜的夢。
桑椹果醬

 每當好朋友結束時，女人一定要寵愛

自己，泡杯桑椹汁，讓自己有好氣

色。

鮮奶餅乾
 放學肚子餓，來片鮮奶餅乾止止餓

吧。
四方LOGO鉛筆  鮮黃色的乳酪鉛筆，讓我寫功課也有好心情。

18 台灣味噌釀造文化館 餐廳陳列架上 小豐收禮盒

滿載著豐收的喜悅，為家人煮一道美味的

幸福味噌湯…..

禮盒設計取自古法味噌製法關鍵於麴盤中

發酵的歷程，效法麴盤整體文創精神，傳

達味榮對美味的堅持與信念。

厚禮禮盒

還記得灶腳裡，

媽媽忙碌的背影，傳來陣陣飄香的醍醐

味，那就是最棒的醬油香，味榮以「厚

工」手作釀造，熟成甘醇濃郁的台式醍

醐味，飄香各地;在時間淬煉下，以虔誠

心意成就一份對廚房的「厚禮」。

台塩健康減鈉含碘

鹽

以氯化鉀取代部份氯化鈉，鈉含量較台塩

高級精鹽減少50％。添加人體必須營養

素-碘，可有效降低碘缺乏症的發生機

率。

台塩健康超鮮含碘鹽

以氯化鉀取代部份氯化鈉，鈉含量較台

塩高級精鹽減少30％。添加天然氨基酸

，可增加食物的鮮味。含人體必須營養

素-碘，可有效降低碘缺乏症的發生機

率。

台塩健康超鮮氟

碘鹽

「氟」及「碘」皆為人體必須營養素

之一。台塩健康氟碘鹽，可幫助牙齒

健康，透過飲食攝取，轉換傳送至牙

齒與唾液中，形成牙齒表面保護。幫

助補充食物攝取不足的氟量。

臺鹽通霄觀光園

區限定版水嫰保

濕面膜

100％天然木漿隱形布膜，完美貼合

臉部輪廓、清徹軟薄。天然醫用敷料

，鎖水、細纖，含2大海洋元素成份

，專利海洋科學技術，將海洋抗老修

復配方完整包覆於精華液，七天密集

美膚。

七彩幸運鹽材料包

食用色素染製八色彩鹽，一層一層，讓孩

子從動手的過程中，培養色感、專注力。

完成後的彩鹽罐成品，可做為吊飾、小禮

物。

臺鹽鹽滷(150ml)

100％天然海水萃取，以精鹽技術提煉而

出，含鈉、鉀、鈣、鎂…等多種人體無法

自行製造的微量元素，是製作豆花、豆

腐的最佳天然凝固劑。維持體內平衡。

主打商品推薦：

臺鹽海洋鹼性離

子水

採用海洋生成水添加海水濃縮礦物質

液經特殊電解製程而成，獨創三效特

殊製程，純淨、甘甜、好喝。水分子

團小，促進新陳代謝，可適度調整體

質。

20 彼緹娃藝術蛋糕觀光工廠 餐廳陳列架上 土鳯梨酥禮盒
台南在地小農合作，鳯梨纖維達75%以上

的鳯梨餡吃出府城在地的酸甜滋味
奶香牛軋糖禮盒

選用進口杏仁果堅果，並經由人工挑選

出好果，以海藻糖和麥芽糖熬煮，甜度

低，煮製時不得超過其沸點才能吃出香

濃滑潤、軟中帶Q不黏牙的口感

冠軍餅-芒果牛奶

三Q餅禮盒

選用台南玉井愛文芒果乾，酥脆的餅

皮包覆牛奶豆沙餡、芒果乾、黑糖麻

吉、特製肉絲及鹹蛋黃的黃金組合，

繃跳出極鮮的美味，更於2014年一縣

市一幸福點心比賽獲得台南區冠軍

夏威夷果豆塔

嚴選自進口夏威夷果豆，火侯適中所

熬煮的糖漿淋上，為酥脆的塔皮更增

添出香甜的口感，有如貴婦般靜謐於

享受優閒的下午茶時光

中西式囍餅禮盒
戀人的結合是喜悅的、感動的，為您一同分享

這幸福的一刻

21 紅頂穀創穀物文創樂園 客廳茶几上 糕餅系列

經典滋味的糕餅，最適合來杯濃茶，在下

午的時刻，搭配著糕餅，一口一口地細細

品嘗。杏仁、芒果土鳳梨酥酸甜滋味，或

是經典椪餅與創意椪餅的結合。

是一天當中made my day的契機了!

沖泡穀飲穀子里系列

& 咖啡歐蕾&紅茶拿

鐵

產品以插畫文創的設計手法，賦予每個

產品有著不同角色，各自擁有不同的個

性與生活，如同每個消費者對穀飲的愛

好程度不同一樣，這些角色們一起居住

在樸實的骨子里裡。

紅茶拿鐵與咖啡歐蕾是利用公主與騎士

的概念創作，商品包裝有三種不同的臉

部表情著實可愛。

22 巧克力共和國 客廳茶几上 ROC板塊巧克力

嚴選進口頂級的巧克力原料，搭配各式堅

果與果乾，精心打造巧克力的多層次口感

，追求高品質享受，帶您的味蕾進入繽紛

的巧克力世界

ROC扭蛋機
轉一轉，可以轉出好吃的牛奶巧克力球

，好吃又好玩，讓小朋友們愛不釋手
ROC薄片巧克力

薄片巴紐70%巧克力: 原料以來自巴布

亞紐幾內亞的頂級可可液塊(可可膏)，

以及由西非地區生產荷蘭加工的頂級

可可脂精製而成，佐以精準的調溫與

研磨技術，入口後帶有柔和熱帶果酸

味的可可風味逐漸在口中散發，層次

多元豐富，味道獨具特色，值得您細

博物館乳加

香醇滑順的牛奶巧克力包裹著富含嚼

勁與奶香的牛軋糖，每咬一口都可以

吃到到粒粒飽滿的花生顆粒，豐富的

口感，讓您一口接著一口，嚕呷嚕好

大巧菲斯

香醇巧克力包裹著酥脆威化,搭配著香濃牛奶夾

心,廣受成人或小朋友的歡迎,閒時吃一塊,可迅

速補充能量。

23 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客廳茶几上 百年糕禮盒

傳承百年製餅技藝百年製餅技藝，不論餡

料比例、風味、口感皆脫潁而出，手工力

道恰當、口感綿細、入口即化、風味香而

不膩

傳家糕禮盒

郭元益老師傅水洗、去殼，研磨綠豆，

純正又獨特的麻油清香。細膩又厚實的

糕仔風味 ，入口即化，是家鄉不變的好

味道

花生糕禮盒

嚴選台灣在地當季花生製成，醇郁滋

養，祈祝長生。 糕中極品，送禮首選,

花生造型，含意吉祥，入口即化，脣

齒留香

大賺桔禮盒

以拜拜文化為構想帶入「祝福」意涵

，「蘋果」造型糕餅有「平安」之意

，「賺桔」台語與「賺錢」同音，平

安與賺錢大家都喜愛

展示木板 展示用

夯薯片
輕零食正引領風潮,百分百原味無添加,讓

你隨時品嘗到烤地瓜的天然美味
冰烤蕃薯900g(空盒)

健康飲食至上,不論是正餐還是甜點,這金

黃甜美的地瓜,絕對是最佳選擇!

夯番薯燒酒

150ml

三五好友難得相聚,小酌一杯大聊特聊

屬於彼此之間的特別回憶。

烤地瓜捲起來(地

瓜蛋捲)

甜點1+1絕對大於2,烤地瓜與蛋捲的

完美融合,不僅征服味蕾,還療癒心靈。

有機地瓜茶

整顆有機地瓜細緻研磨成粉，再經過專業

焙炒，安心無添加，順口回甘，是新一代

的健康茶飲!!

地瓜脆片200g
古早味鹹甜酥脆的零嘴，跨越年齡與時

代,老少咸宜隨時都可以共享談笑!
五彩好運麵

紅黃紫地瓜、番茄、綠藻和麵條的編

織出五彩繽紛的營養交響曲！

夾一口麵同時吃到多種營養，彈口好

吃！

烤地瓜豆漿粉

烤地瓜並與非基改豆漿粉進行完美比

例的調和，每天一杯營養滿分，讓你

每天喝健康、享受元氣好生活、！

25 金車噶瑪蘭威士忌酒廠 客廳茶几上
噶瑪蘭經典單一麥

芽威士忌700ml

相當乾淨、優雅、富有怡人清新的蝴蝶蘭

花香與誘人的果香味。隱約散發著蜂蜜、

熱帶芒果、洋梨、香草、椰子風味。

噶瑪蘭山川首席單一

麥芽威士忌

由山川和KAVALAN酒廠共同演奏的完美

協奏曲，精選頂級葡萄牙波特桶二次熟

成，口感飽滿、富有層次風味的威士

忌。

噶瑪蘭oloroso

雪莉桶單一麥芽

威士忌

將酒精濃度調降至46%，淡去高酒精

濃度的嗅覺干擾，酒感更顯得溫和易

入口。保有雪莉桶獨有的芳香甘甜、

多層次的豐富香郁。

KAVALAN  隨身

酒壺

此款酒壺為不鏽鋼主體，讓您無論隨

時隨地也能喝一口珍藏的好酒。其簡

潔明快的外觀線條，更增加了酒壺的

精緻質感。

KAVALAN  楕圓

杯
楕圓形設計，較一般威士忌杯更好拿取。

26 台灣菸酒公司埔里酒廠 客廳茶几上 女兒紅甕酒

在古代婦人生下女兒之後會製造幾罈酒，

將酒罈埋入土中。待女兒出嫁之日才取出

開罈宴請賓客，作為最大的賀禮及最深的

祝福。

狀元紅甕酒

當家中有男孩誕生時，父母通常要釀製

幾罈酒，等到要結婚則將這酒宴請賓客

，因此人們稱其為狀元紅，也意味父母

望子成龍的期待，期望兒子能功名成

就。

27 祥儀機器人夢工廠  未來館 小孩房 變形金剛遙控車

第二代變形金剛車透過感應即可變身，

360度旋轉功能，滿足玩家任意操作

，多種模式快速變化，感應變形、自動演

示、動感音樂，超強功能小孩玩得愛不釋

手

爬牆車

爬牆車改版升級可變身成機器人，陸地

牆壁雙模式特技遙控車，爬牆吸力十足

，操作簡單充滿樂趣

太陽能小恐龍

組裝容易，大朋友小朋友都能輕易上

手，造型多變有小恐龍、鑽地車、機

器人，太陽能板發電驅動、好玩又環

保，發揮想像力、培養創造力

19 臺鹽通霄觀光園區 餐廳陳列架上

24 瓜瓜園地瓜生態故事館 客廳茶几上

餐

廳

客

廳



維娜斯-首飾架

每個女孩們都擁有收藏自己心愛的飾品，

而維娜斯首飾架,可將所存放的飾品吊掛在

維娜斯上，方更又易取，擺在梳妝台上又

可當裝飾品，賞心悅目。

緞帶編織抱枕
將緞帶的美利用經緯紗的原理編織在抱

枕上,顏色任由搭配,獨一無二,無可取代。

柿柿如意吉祥餐

袋組

環保意識抬頭的現代，我們將資源循

環再利用及愛物惜物的觀念融入日常

生活，緞帶王「柿柿如意吉祥餐袋

組」，讓我們可以攜帶出遊，與大自

然共度美食，上班也不用再當外食族

，品嚐家人用心的料理，兼具環保與

愛心

緞帶袖珍娃娃屋-

(北歐客廳)

將各地客廳的縮影在袖珍屋裡,陪伴在

身邊,永遠都會有好心情。

糖果熊花圈
使用美麗的緞帶做成造型熊的花圈,擺放在

客廳增添一股可愛繽紛的歡樂氣氛。
手札情緣筆記本

將筆記本穿上獨一無二的手作書衣,可隨

身攜帶在身邊記錄手札情緣。
精美緞帶禮盒

華麗的緞帶激發無限的潛能,書桌上擺

上一盒緞帶,不管是送禮包裝,還是DIY,

隨時都可運用的到。

29 FLOMO富樂夢橡皮擦觀光工廠 小孩房

人因護脊書包

櫻花粉

CL-401H

人體工學護脊書包～舒適減壓，不含

PVC、塑化劑，保護脊椎腰骨； 超輕量、

抗撕裂耐重耐用；透氣、防潑水、反光

絲滑水蠟筆

與繪圖組

PA-AS10512

FN-AN519

隨身繪畫組合、無

PVC、環保無毒、

好清洗，小寶貝畫

髒衣服、手手也不

用擔心。絲滑水蠟

筆的全新筆觸，小

孩、大人都可盡情

發揮。

多功能筆組

合:

蝴蝶筆盒

KF-BU001

竹炭橡皮擦

ER-TC43A

環保鉛筆

PC-AN21G

好好玩的多功能鉛筆盒!內藏5 種機關

等你；放入好擦好用的富樂夢

橡皮擦，寫錯字也不用怕。

文具禮盒

SS-AN533B

實用的文具禮盒，入學必備基本文具

組合，可愛的絨毛玩偶是小朋友的最

愛，送禮自用兩相宜。

橡皮擦分享盒:

竹炭T100110

標準T244014

台灣製造，無PVC、無塑化劑，好擦省力、集

屑力強好潔淨

添加天然竹炭，不含人工色素，輕鬆擦拭超乾

淨

30 愛玩色創意館 小孩房 彩繪顏料組

MIT產品安全無毒彩繪顏料從親子共學的

角度出發，帶領寶貝進入色彩的世界，從

玩樂中愛上美術，從體驗中發揮創意，營

造親子間互動的無價幸福感。作品乾了可

貼於光滑表面上，可重複撕貼不留痕跡。

3D金蔥彩繪顏料

3D金蔥彩繪顏料，快乾、洗不掉，亮眼

繽紛、閃閃動人，所有色彩皆可任意混

合使用。

適用於美術創作，各種休閒物品之彩繪

裝飾創作。

若是使用於布料材質，可下水清洗也沒

有關係。

也可當作剝除式指彩，無添加有機溶劑

，純水性無毒，完全無刺鼻味，是兒

童、準媽媽(孕婦)皆可使用的天然健康指

彩喔!!

31 卡羅爾銅管樂器觀光工廠 小孩房 手機擴音器

免插電、免藍芽、免耳機，典雅大方的外

觀加上立體環繞之效果，可以說是現代3C

科技與生活完美融合在一起，在家就能享

受優質的銅管樂饗宴!

迷你小號

迷你小號是工匠嘔心瀝血的傑作，除了

創新開發，也特別注重綠色設計的思

維。小巧設計有別於笨重小號，讓小朋

友也能輕易掌握，提早進入銅管樂的殿

堂。

迷你長號

迷你長號適合孩童/初學者的入門款樂

器，輕巧好攜帶，音色圓潤飽滿，能

吹出多首樂曲，再來學習其他銅管樂

器，便很快就能上手囉!

迷你軍號

迷你軍號適合孩童/初學者的入門款樂

器，輕巧好攜帶，還能夠吹出多首樂

曲，是進入銅管樂器領域的入門不二

選擇!

32 寶熊漁樂館 臥室/小孩房 北極熊布偶

「寶熊漁樂館」的吉祥物-憨憨，雪白的

外觀、舒服的觸感，超柔軟短毛賽樂絨材

質，好清洗、不掉毛。

EZ fishing釣具組

OKUMA專為釣魚初學者所設計的組合，

內容包含釣竿、捲線器、釣線以及潮流

背包，兼具實用與時尚。

33 宏洲磁磚觀光工廠 各展區 數位噴墨磚

耐用、美觀的高質感客製化噴墨磚，讓您

享受居家的美學空間，點綴出生活中的高

雅品味。

瓷墊

來~讓我們團聚餐桌，用高溫燒成的精緻

陶瓷隔熱墊，為您凝聚家庭食事的幸福

時光……

朵拿滋

吸水杯墊

再忙，也要與你喝杯茶，小憩一下，

讓可愛的朵拿滋吸水杯墊，為你帶來

繽紛的好心情~

繽紛彩繪

透過手繪磁磚，將冰冷的磁磚注入滿

滿的溫度，快速上手的彩繪方式，讓

您輕鬆實現畫家夢~

34 光遠燈籠觀光工廠 展場各區 花布燈籠
繽紛炫麗的花布與傳統燈籠結合為文創燈

藝
手繪檯燈

置於角落的手繪檯燈，讓整體空間多了

點優雅

35 許新旺陶瓷紀念博物館 餐廳餐桌上 台南府城變色杯

台南，一個蘊藏歷史人文的古都，

緩緩漫步在赤崁樓、孔廟之間，

遙想往昔安平古堡戰事與港口的繁盛光景

，

走進府城，彷彿進入舊時光，讓我們細細

探索這塊土地的記憶，

感受府城開台第一的城市故事。

豐與收

過去，因物質缺乏分切好大一塊餅

現今，為了注重健康改食小小塊

餅上的精細雕琢，是不變的，

時而翹，時而曲

勾勒的是心中的每一個希望

 

幸運的你我，生活在物質充沛的世代

我們尋找的是自我肯定與努力夢想

 

或許暫時不如意，或許很開心

但總是不善言詞，輕描淡寫略過

內心深層盼望的是與家人的美好

 

坐下來喝杯茶

用稍稍的休息，做為一段敘述的開端…

鳥巢鍋

身處於效率的時代，卻又追求著生活

上的美好

用一只細緻的陶鍋，

偶爾順手養個鍋，慢火烹煮，

生活步調也可以在其中稍加平衡

至於陶鍋的優點

我想，撇除材質本身的安全與優勢，

或許，細細品味蘊藏其中的感受，

也是生活上的一種調味劑。

36 一太e衛浴觀光工廠 客廳/餐廳 水冷機

1.降溫效果是一般水冷扇5倍。

2.超低耗電量只有一般水冷扇

  1/5。

3.體積只有一般水冷扇的40%。

4.獨家水冷技術全球75國專利。

5.唯一配車充的水冷扇。

6.美國製造，原裝進口。

水果冰淇淋機

▲一分鐘水果變冰淇淋

▲冰淇淋、冰棒、雪泥一機多用

▲無添加劑、低熱量

▲超強馬達，口感綿密超越他牌 ▲德國

LFGB美國FDA 歐洲CE

  安全認證

▲市場唯一馬達保固三年

展

區

通

用

28 緞帶王觀光工廠 小孩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