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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送禮 創造新質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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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展覽官網進行參觀登記
憑預登確認函可直接入場
官方網站│www.giftionery.net

Pre-Register NOW

專業買主：憑預登確認函入場
一般民眾：購票入場（票價新台幣100元）
※除11月8日開放12歲以下兒童免費入場，其餘展覽時段謝絕12歲以下兒童入場

入
場
規
定

一般禮品區

文具及辦公用品區

品牌授權區

印刷暨包裝設計區

科技瘋潮區

創意設計區

文創新秀區

香氛美容保養區

伴手禮區

家用品區

展區規劃

點 我 網 路 預 登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member/visitor/preregister.html


比閃亮還閃亮的工藝
金屬UV數位噴印再進化！新型上色工藝「仿
蔥粉噴印」能呈現更豐富的色彩與更細膩的變
化，帶來多層次視覺效果及創新質地表現，充
分表現、凸顯圖樣或造型的設計特色，使產品
更加吸睛、脫穎而出。尤其全新ODM產品更結
合了仿電鍍噴印、仿蔥粉噴印與 3D 立體模具
技術，利用不同噴印工藝與顏色設定的搭配，
打造出絢麗、獨特的效果，並達成一款模具多
樣商品的高經濟效益，裡子面子雙贏。

食在鈦厲害
採用輕巧、堅硬、無毒、性質穩定的純鈦所製
成的餐具器皿，使用壽命長，又具有耐腐抗
酸、抗過敏、不生鏽、無重金屬釋出等優點，能
保持食品與飲品的自然原味。亮點商品包括：
以自體發色無塗層的獨特冰花工藝製成，具隔
熱設計的「純鈦雙層杯」；及同樣採用冰花工
藝、真空雙層斷熱結構的「純鈦真空保溫隨手
杯」；還有搭配環保天然麥桿外殼、吸盤與氣
密碗蓋「純鈦兒童注水保溫保冷碗」。

ANNZEN CO., LTD.

安膳有限公司
純鈦兒童注水保溫保冷碗 純鈦雙層杯-大師金

純鈦真空保溫隨手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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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 JEN INT’L GIFT CO., LTD.  

仲人國際有限公司

製襪專家再創新  舒適安心無負擔
以舒適精梳棉製成的「潮流五指襪」採繽紛活潑的幾何設計，萊卡彈
性襪口不易鬆脫，趾頭分離設計能減少相互摩擦與細菌傳遞，同時提
供較優異的抓地力；而厚實的「雙針筒流行轉印襪」使用彈性絕佳的
萊卡紗線，襪內無線圈、零線頭，無痕的穿著感舒適又安全，並以數
位熱昇華技術印製，色彩繽紛又不掉色；另外手感柔軟的「轉印流行
抑菌口罩」採用內含銀離子的Meryl Skinlife，可確保不孳生細菌，並
維護皮膚平衡、減少異味。

DANKEN ENTERPRISE CO., LTD.

東肯企業有限公司

潮流五指襪

雙針筒流行轉印襪

轉印流行抑菌口罩

寄情台灣  飽覽美食美景
蒂欣的「台灣寄情系列」來自插畫家榴小妞溫馨又生動的作品，將台
灣特色美食美景轉化為一幅幅飽含故事性的畫面，並衍生出明信片、
卡套、杯墊、化妝包等周邊小物，深獲國內外人士喜愛！蒂欣同時也
代理了日本知名袋包品牌ROOTOTE，每季均會推出200–300款新商
品，多元的設計風格、功能及色彩深受歡迎；還有和平又歡樂的MR. 
FRIENDLY，療癒的文具、袋包與生活雜貨也廣受各年齡層喜愛。

DISHIN TRADING CO.

蒂欣有限公司

台灣寄情系列產品 

日本ROOTOTE, HIMINGS', MR. FRIENDLY台灣總代理

蔥粉噴印紀念品 蔥粉噴印紀念品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9B3370A06D6EF518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A887D9BE80524F9C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5F39A5790ACE8FA7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D62AF843C36D7265D0636733C686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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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紙材  新創意  新世界
豐鎰在製造特殊紙時採用環保材料，但不使用回收紙漿，
並會在製程中特別加強拉力及扭力特性，並增加材質的基
本防水性。從特殊紙的原紙製造，到紙絲、紙繩、紙藤、紙
編織布等進階加工產品，全系列皆在台灣製造。所生產的
特殊紙布具有耐拉扯、耐濕、透氣、可塑型強等優越特性，
可用來製作窗簾、茶席、襯布、服飾配件、包包、容器等產
品，是打破紙張刻板印象的新型紙材，令人驚豔。

FRONTEAST SPECIAL PAPER IND. CO., LTD.

豐鎰特殊紙股份有限公司

飯店等級浴巾–馬卡龍色系列 家用毛巾–銀河點點

雙面膠自動切膠台口罩減壓護套

隨時隨地輕鬆做運動
運動健身其實可以很簡單，只要一條精緻小巧的運動拉力
繩，就能在個人居家空間或辦公室中進行鍛鍊、伸展，隨
時隨地保持身體活力、增強免疫力！俋拓堅持原創設計和
自行生產銷售，確保品質水準能滿足客戶需求，每項原料
都符合和通過SGS拉力和物質安全測試，不會有在健身過
程中斷裂之疑慮。

INTENT V-TECH ENTERPRISE CO., LTD.

俋拓企業有限公司

柔和純棉的色彩展演
「飯店等級浴巾 – 馬卡龍色系列」濃郁的顏色彷彿舌尖上
化不開的甜美，鮮豔繽紛、俏皮吸睛的視覺效果為生活帶
來振奮人心的活力，在寵愛身體的同時也能甜蜜撫慰心靈；
「家用毛巾 – 銀河點點」則採用清爽的日式基本色，為日
常注入一絲清透甜味，頭尾以經典不敗的「水玉」圓點圖紋
裝飾，搭配低調閃耀的銀色緞帶飾邊，營造出秀氣可愛又
明亮躍動的氣息。

JIUN HO ENTERPRISE CO., LTD.

浚赫企業有限公司

生活小創新  便利再升級
立嵄的創新商品包括：能紓緩口罩繫繩、眼鏡架對耳朵壓
力的「減壓護套」，以歐盟認證食品級矽膠製成，環保無
毒，可經水洗、酒精消毒或煮沸殺菌後重複使用，防靜電
特殊處理不沾粘頭髮，亦可用於氧氣鼻管上，減少臉部接
觸；還有搭載鋼製齒輪馬達的「雙面膠自動切膠台」，不論
透明膠帶、雙面膠帶或醫用膠帶皆適用，長度可控、切面
平整美觀，能透過USB、AC或DC電源供電，安全耐用。 

LEE-MEI ENTERPRISE CO., LTD.

立嵄企業有限公司

準備好點燃熱情了嗎？
以亮紅色飾邊皮革混搭輕盈耐用的尼龍布，加上簡約但又
大膽的白色字樣，打造出質感高雅、造型時尚、效果搶眼
的多款造型。且為便利日常使用，不論大小包款均可容納
手機及其他日常必需品，寬敞袋身實用性十足但背在身上
卻不顯笨重，大方俐落的設計是現代精神與熱情風格的完
美結合。

G-ING INTERNATIONAL CORP.

奇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R U READY系列

運動拉力繩

特殊紙產品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E8C379CC1DB15312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9589F808553C54E1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B939C02330F47274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C2688DC975A1E2C9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F981126DF0238039D0636733C686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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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錢包＋環保購物袋手機收納購物袋

聰明二合一  藏身錢包中的環保袋
環保時代就是要自備購物袋！但你是否老是忘了帶它出
門，或是在外臨時要買東西時才發現又放在別的包包裡或
車上呢？由台灣智匯帶來的二合一系列能為你解決這個問
題，平時是兼具錢包功能的手機包，或收納小物的小零錢
包，但只要一個翻轉就可展開為便利購物袋，雙重角色都
實用，不必怕越帶越費心。

POWERCASE CORPORATION

台灣智匯開發有限公司

融通古今皇冠小鋼筆

謙沖君子筆

台灣檜木筆

書寫天地的製筆藝匠
製筆大師派博作品「融通古今皇冠小鋼筆」，鋼琴烤漆的
小巧筆身，搭配可利用上蓋增加舒適性的聰明設計、高級
汲取器與細字小鋼筆尖，書寫流暢、觸感頂級，輕巧好攜
又可輕鬆駕馭。另款「謙沖君子筆」則是以鋼琴烤漆、銅件
與金屬筆夾，打造出百看不膩的極簡設計；而以台灣國寶
級林木製作筆身的「台灣檜木筆」，則用山林芬多精為日
常帶來森林的氣息，回歸自然最自在。

PAI PEN PRO INT’L LTD.

派博國際有限公司

多元提袋新風貌  少量印刷輕鬆購
內外銷四十年的績優台灣本土環保袋工廠，用料安全、品
質保證，提供專業客制化服務。 主要產品包括經典「手提
袋系列」的各式環保購物袋、不織布環保袋，與近年越來
越流行的「保溫保冷袋系列」，還有「家用收納系列」的收
納袋，玩具袋、回收分類袋，及「野餐墊系列」的海灘墊、
野餐墊，除了有多款精緻獨家花色和袋款可供選擇，亦領
先業界推出少量數位印刷服務，應用更加多元。

SUNNY FIBER INDUSTRIAL CO., LTD.

同力纖維廠股份有限公司
環保購物提袋

Pima棉四層紗布毛巾

寵愛身體的舒適享受
由僅佔全球棉產量3%的純天然Pima棉製成的「Pima棉四層紗布毛
巾」，柔軟舒適、親膚性高。Pima棉因日照時間長，纖維長度比一般
棉花長35%、韌度比一般棉花強45%，品質優於埃及棉及美國棉，是
手感極佳的頂級長絨棉，擁有色澤鮮明、質地光亮、自然柔軟、垂墜
感佳、紗支粗細均勻等多項優點，是許多國際精品偏愛的指定用料。

TAIWAN DAILY TEXTILES CO., LTD.

台灣日用織品股份有限公司

漂浮天際的閃亮星球
視覺效果十足的亮片氣球，是裝飾各種節日或活動場合、營造熱鬧
氣氛的最佳選擇，每顆氣球都會附上1包亮片與填充器哨子，只要在
哨子開口端填入亮片、套上氣球後，即可將亮片吹入，最後再以吹氣
或打氣方式充大氣球，或者亦可充入氦氣漂浮。氣球為100%天然乳
膠製成，並通過歐盟EN71、塑化劑、低亞硝胺和reach的嚴格檢驗標
準，安全有保證。

TAILLOON BALLOONS CO., LTD.

大倫氣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亮片紙花氣球 DIY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C418A7531371CB4C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9F31556BBA3201B6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C0833F2120368990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showArea=一般禮品區+%28毛巾公會%29&comENamePrefix=&comBrand=&comCountry=&searchType=showArea&id=7E3092DA11C8B4B9D0636733C6861689&currentRow=7&totalCount=10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FBF4FA3F4E83420BD0636733C686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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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大時代  迎向 3C 新風潮
結合行動電源與無線充電的「奢華黑印刷QI無
線行動電源」，輕薄易攜、用途多元，能提供更
便利的充電體驗，外殼可客製印刷各式圖案，
打造專屬搶眼外型；而迎接3C無線風潮的「客
製無線充電盤」新潮又實用，亦可客製化印刷
LOGO；最後是集比運用專業軟膠開模技術打
造的「郵局哈雷機車隨身碟」，精緻逼真又可
愛，展現不論是哪一種交通工具、用品或人物
都可量身訂做的實力。

XEBE INC.

集比有限公司

就愛機能服  身心時時享清爽
煒展的熱門機能服系列包括：選用台灣南紡吸
濕排汗布料，並添加奈納碳天然纖維的「炭纖
維吸濕排汗平口褲」，能消除汗臭、保持透氣
舒爽；以及業界首創的「抗菌壓力專業中統運
動襪」，具獨家專利壓力可調設計，能增加穩
定度、協調性，提高防護並減少衝擊；還有具
獨特雙色挺版領口的「雙色翻領吸排POLO衫」
，選用台灣工研院研發的吸濕排汗布料，透氣
柔軟又輕薄，休閒、上班皆適宜。

WEI CHAN INT’L ENTERPRISE CO., LTD.

煒展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輕巧強健  
國際旅人的必備經典
人氣歷久不衰的「鋁鎂合金旅行箱」一直是國
際旅人熱愛的頂級選擇，以100％鋁鎂合金材
質製成，採一體成形獨家工藝，在輕巧易拉與
堅固保護間取得最適宜的平衡，並嚴格把關材
料、配件與製作流程，確保產品品質，是忠實
耐用又能突顯個人風格的好旅伴。

YISTUNEE ENTERPRISE CO., LTD.

敞盛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如珍寶般閃耀的記憶與心意
以禮品（分享）與卡片（訊息）為發想概念的「卡
片項鍊」，將台灣在地文化元素轉化成項鍊鍊
墜，簡單俐落的設計語彙散發著質樸的溫暖，
把誠摯心意化為有形祝福，讓分享旅行喜悅變
成更融入彼此生活的體貼。舉凡特別動植物類
如台灣藍鵲、鳳蝶、梅花、牡丹，或飲食類如珍
珠奶茶、小籠包、鳳梨、紅龜粿，以及文化生活
類如天燈、電鍋、茄芷袋、拼板舟等，都是相當
受歡迎的鍊墜主題。

YAJHIH CO., LTD.

雅治有限公司

奢華黑印刷QI無線行動電源

LOGO客製化無線充電盤 郵局哈雷機車隨身碟

卡片項鍊卡片項鍊

鋁鎂合金旅行箱

抗菌壓力專業中統運動襪 雙色翻領吸排POLO衫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13EE13D5203EDEBF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3701E194DA3C6449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8C12134BE4AC8868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D38CCCC4873E09D6D0636733C686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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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牛樟精油潤澤潔面皂 愛森活家事組

精油護手霜 精油滾珠瓶

萃取自然精華   滋養健康人生
從貿耕實業自有天然農場裡誕生的「原水味」
，推出了添加了40滴牛樟枝葉純精油的「台灣
牛樟精油潤澤潔面皂」，由天然植物油與無患
子濃縮液所製成、成份溫和環保的「愛森活家
事皂」，以及共有玫瑰、牛樟、薰衣草、檸檬香
茅四款可供選擇的「精油護手霜」，還有以西
班牙高品質荷荷芭油配上蒸餾萃取複方植物精
油的「精油滾珠瓶」等多樣天然草本商品，打
造綠意健康人生。

MAOKENG ENTERPRISE CO., LTD.

貿耕實業有限公司

香
氛
美
容
保
養
區

箱約旅行穿搭術
出門旅行時，行李箱就像是隨身移動的家，裝
載了一切的必備品，提供忠實安心的守護。德
璞的「箱衣way」是為心愛行李箱特別準備的
外衣，採用特殊彈性纖維材質製成，具耐磨、
防刮、防盜等特性，貼身保護你的重要旅伴，
同時也能賦予各種不同的造型變化，不管是要
根據心情、場合甚至季節轉換風格，或是希望
在茫茫箱海中一眼就能相認，都可以找到適合
的選擇。

百夫長集合行李箱套柴語錄行李箱套

DEEPLAX CO., LTD.

德璞貿易有限公司

粉嫩彩釉吸管
享受、環保雙重升級
可重複使用、壽命長久的「彩釉環保吸管」，由
安全耐用的304不鏽鋼管所製成，表層採用陶
瓷處理工藝展現出時尚、高雅的溫潤色彩，光
滑表面便利清洗且具耐酸鹼特性，不論冷熱飲
品都適用，且體貼安全的特殊護嘴設計讓飲用
體驗更為舒適。

彩釉環保吸管

GINGER CAT COMPANY LTD.

短腿橘貓有限公司

科
技
瘋
潮
區

為行旅生活
獻上最美好的祝福
源自瑞士、成立於2009年的Travelmall集團，
致力於為國際旅人開發精緻、實用且富創意的
行動配件，並嚴格要求產品品質，不僅擁有多
項設計專利，也榮獲多國設計獎肯定。在不斷
創新與精進的過程中，Travelmall推出了許多
新穎又實用的旅行周邊商品，為記憶添加豐富
色彩，帶來更便利、舒適的體驗，讓行旅生活
更為美好。

ASTELAR INT'L CO., LTD.

行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按壓式旅行充氣連帽枕DC背包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F6D7F4C026656DA4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AEEDB63DD0865B28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8CD222582D28637D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A7A33AB1EC414170D0636733C6861689


文
創
新
秀
區

7

page

秋艷鳳舞一對

環保報紙包

HOWARD AND HANSON'S  CREATIVE STUDIO

浩瀚兄弟文創社

閃墊 [魔術道具]

閃墊 [魔術道具]閃墊 [魔術道具]

MEI WAN CO., LTD.

美翫國際有限公司
PARIS HANDBAG CO., LTD.

巴黎文創有限公司

創意就在日常裡
當愛車長期停放室外，不僅容易因高溫受損，也怕車漆加
速腐蝕老化，「全自動智能車衣」能提供防塵防曬的保護，
安裝簡單快速、一鍵自動收放，連接手機APP的貼心設計
不怕沒帶遙控器或忘記停車位置，還有安心防盜與太陽能
充電的附加機能；而使用無毒環保PP材質的「多功能環保
置物盒」輕巧好攜，當餐具盒使用時可全開水洗無死角，
還可利用背面凹槽當手機架使用。

閱讀綠色新時尚
由巴黎文創開發出的新型環保材質包款「環保報紙包系列」，選用經
特殊防水工藝處理過的報紙為基材，再以手工編織而成，材料環保、
款式時尚，並且相當實用及耐用，顛覆一般人對紙製包的想像，是新
時代城市生活方式裡不可或缺的綠色時尚新選擇。

書寫自在悠游的沉穩姿態
滑順曲線、漆黑明亮的色澤，「海豚鋼珠筆」彷彿自夜間海面一躍而
出，在月光下閃耀著動人心弦的光芒。筆蓋採用鋁合金材質，經頂級
拋光處理如鏡面般明亮光滑，達成視覺上的極致質感；筆身採用工業
級碳纖維，經典素雅的菱格紋與流線身軀的俐落線條，勾勒出海豚於
深海中的悠游姿態與流暢速度，外部設計與內部機構完美搭配，使書
寫能達到最順暢的感受。

你  有看仔細了嗎？
「閃墊」是由魔術師簡子發明的硬幣穿杯效果道具，連亞洲天王周杰
倫也曾在社群媒體上用來表演！神奇又充滿魅力的視覺效果適用於
任何場合，能輕易震懾觀眾的目光、驚艷全場。杯墊的表面材質特別
選用Tyvek®製成，強韌、防水、方便攜帶且容易操作，看起來完全是
一般正常杯墊，也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無限可能的「閃墊」，就等你
來發掘！

白如雪  潤如玉  透如絹
最美好、一流的藝術收藏往往是屬於這個時代的文化精英。身為世界
第一名瓷，美翫國際秉持文化傳承理念，創造人文價值、呈現視覺與
心靈的饗宴。

德化為千年古瓷都，其白瓷素有白如雪、潤如玉、透如絹的特色，享
有「世界白瓷之母」和「中國白瓷的代表」美譽，也被稱為「中國白
（Blanc de china）」。國內外各大博物館都以收藏德化窯建白瓷人物
瓷雕為榮，被歐洲人視為「東方藝術之珍品」。

HORIZON SOLUTION CO., LTD.

鴻佐貿易有限公司

全自動智能車衣 多功能環保置物盒

JING WEI CHENG YE CORP.

經緯盛業股份有限公司

海豚鋼珠筆 海豚鋼珠筆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8ACFCBC7ABB1D00F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9FBCE3CDF4ECC94A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1688F2F469398528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C6C2DFFAA19A9F6B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27D0D498C91481F6D0636733C686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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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用點心  生活更安心
「貝福多白金食品級環保無毒矽膠吸管組」採用美國FDA與歐盟
RoSH2.0無毒認證白金食品級原料、在台生產，黃金比例配方不易
脆化斷裂，不含環境荷爾蒙雙酚A，可重複使用多次，尾端Tritan™
材質斜口連接器能輕鬆戳開飲料封膜，透明管身搭配專屬吸管刷清
潔無死角；而「貝福多矽膠保鮮膜」符合美國FDA、德國LFGB及歐盟
RoHS規範，100%無氣味，富彈性、易清潔、可高溫消毒，輕鬆就能重
複使用。

HSEN FONG WANG RUBBER CO., LTD.

聖豐旺有限公司

矽膠保鮮膜 白金食品級
環保無毒矽膠吸管組

可愛動物出沒中  共享下午茶森林浴
森林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態系統，棲息著各式各樣的動植物，但被人
類為建立文明和都市過度開發、破壞，逐漸失去活力。鈑研精工的「
森林系萌君」系列利用細膩金屬加工技術打造出活潑的森林生態圈，
將狐狸、浣熊、老虎、兔子等動物的可愛造型結合至攪拌匙上，宣揚
復育森林、維護物種多樣性的精神，希冀所有世代能攜手打造永續優
質生活。

BANYAN INSTITUTE OF PRECISION ENGINEERING CO., LTD.

鈑研精工有限公司

從小到大  怎麼袋都美好
今天你想怎麼袋？採用防潑水聚酯纖維布料和熱昇華轉印的「折疊環
保購物袋」，包含布料、車縫皆全程在台生產，輕量、耐用、體積小；
而仿帆布材質的「零錢包」同樣採熱昇華轉印，每個小包還可搭配精
美小吊飾；另外手提、肩背兩用的「潛水布便當保溫袋」，則因布料特
性具有不透水、耐髒好清洗的優點，保溫、保冷效果佳，且面料柔軟
富彈性，可緩衝保護內容物，包款也不易變形。

BEAUTY PLUS IND. LTD.

美加諾企業有限公司

森林系萌君出沒攪拌匙
 (狐狸、浣熊、老虎、兔子)

折疊環保購物袋

零錢包潛水布便當保溫袋

上班族必備小物神救援
上班族日常必備選物！以環保矽膠材質製成的「頸掛手機綁」不怕髒
汙、可直接水洗，揮汗工作也不殘留污漬，適用4到6.5吋螢幕手機，掛
繩長度可隨意調節；而可愛萌、簡約風隨心變換的「環保杯綁」能相
容350ml到750ml飲料杯，特殊吸管環設計防止掉落更安心；「頸掛識
別證套」則是結合識別證、卡夾與零錢包的能幹好搭檔，搭配快拆頸
掛吊繩可適用多種場合，頻繁進出依舊輕鬆不費力。

FRUITSHOP INT’L CO., LTD.

果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頸掛手機綁

環保杯綁

頸掛識別證套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51F8479BA2B74A8A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49BE0EEB9FBC7496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194FCBCC8697429A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1D543F530FAEE968D0636733C686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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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KE STUDIO

艾特創意工作室

細胞流動畫顏料

全心祈福  好運領路
「祈福達摩系列」源自崇敬達摩對修為的執著和專注，
象徵只要有不屈不饒的精神、信心及信念，就必能達成
願望，並設定12款主色詮釋開運、財運、事業、愛情、健
康......等12項祈願，其中大燈籠更代表以祈福點燈儀式來
照亮願望與道路。另外「文創好神系列」則是以台灣民間
信仰裡最具代表性的媽祖、觀音、土地公等三尊神明，延
伸出Q版文創商品，為日常寄予各種祝福。

刺繡、裁切更高效  精緻創藝新世界
日本 brother 商業用電腦刺繡機系列配有 Sharp 全彩大型
液晶螢幕，並具自動貼布繡功能。其中 PR-1050X 可 10 色
連續刺繡，範圍達 360x200mm、帽子範圍為 360x60mm；
而 PR-670E 可 6 色連續刺繡，範圍達 300x200mm、帽子
範圍為 130x60mm。ScanNcut DX SDX1200 掃圖裁藝機
則可裁切紙張、布料、矽膠等異材質，適用厚度達 3mm，
並內建 600dpi 掃描器與自動裁切感應器。

呵護寶貝身心  動靜間快樂成長
獨家設計的「大象桌椅組」是兼具桌椅及體能教具的多功
能兒童傢俱，可當閱讀桌、組裝為障礙物刺激動作協調
性，或收納為不佔空間的正方體，組裝過程還可訓練思考
邏輯與組織能力；而「夾心餅乾桌椅組」是採用EVA軟性材
質的安全桌椅組，可和寶貝一起動腦組合，完成後還可以
當玩具收納箱；另外「火箭滑板」是專為0–6歲孩童設計，
防水、安全、不傷木地板，室內外都可遊玩。

自然生成的微物之美
艾特工作室專營「艾特藝術家」品牌，提供細胞流動畫壓克力顏料及
相關材料。細胞流動畫無須添加劑或細胞劑，不必調配顏料，只要使
用倒杯或吹風機等各種方式堆疊顏料，流動後就會自然湧出細膩、耀
眼的圓形圖樣，產生美麗的細胞效果，是人人都能輕鬆上手的DIY創
意藝術，每次都有不同驚喜。如想嘗試更多變化，也可加入些許水或
進行調色，挑戰進階創作。

解決環保痛點  盡情暢飲到底
帶了環保吸管，卻無法對付手搖飲最終大魔王 -- 杯蓋封膜？試試已
獲得台灣專利的「Moek吸攜暢飲切口器」吧，使用經陽極處理的SGS
認證鋁合金製成，以鋼筆頭為設計原型，並將尖端作安全鈍化處理，
可輕鬆、乾淨地穿破封膜。且後端握柄處特別嵌入強力磁鐵，能穩固
地吸附於攜帶鐵盒內或冰箱上，收納方便且不易遺失，與常見的片狀
塑膠切割小刀相比更衛生、實用、永續。

MOEK INT’L CO., LTD.

莫克國際有限公司

吸攜暢飲切口器

TAIWAN CHEER CHAMP CO., LTD.

臺灣喜佳股份有限公司

PR-1050X
商業用電腦刺繡機

PR-670E
商業用電腦刺繡機

TUNG YUAN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東原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祈福達摩系列 文創好神系列

TWO BOO INT’L LIMITED COMPANY 

二寶國際有限公司
夾心餅乾桌椅組 火箭滑板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BB086DBD31582EAC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E745FD4B60C60AF0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F2C9D6A789CBA893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5EB9D2DF245FBAAB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68856D29A487ADEFD0636733C686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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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絨毛玩具、抱枕、頸枕、家居裝飾、袋類、手作玩偶

針織品玩偶與布包

為生活製造溫暖  認真織出一片天
紘聯從手工製造針織品與手工藝品起家，使用手搖橫編
機、雙面機等機器製作的商品能保留紗線手感，且崁花的
編織方法受限較小，可以更清晰地呈現圖案細節，加上能
自由調整每個針目的顏色，整體畫面表現更加生動。後續
新增的針車部門主要是以手染棉布製作拼布包和家飾品，
天然染料能增加棉布的舒適性，再搭配各種貼布圖案及布
料材質，應用更為多元。

粉絲大集合  開發品牌的多元魅力
以品牌授權產品為主力的緣之誼，除了造型可愛、新奇的
各種絨毛玩具和手作玩偶，也開發了多樣功能性產品，例
如大人小孩都喜愛的抱枕和頸枕，以及妝點空間、時刻陪
伴的家居裝飾品，還有開心隨身、機能實用的大小包袋等
等。產品符合台灣與美國產品標準規格，從設計、打樣、製
造到品管均層層嚴格把關。

FRIENDSHIP ORIGINAL INC.

緣之誼股份有限公司

HOPE UNION ENTERPRISE CO., LTD.

紘聯實業有限公司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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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筒便利貼附鯨魚型切割器

捲筒便利貼附紙切割盒

手腦並用  親子互動一起玩
環保文創手做遊戲採用環保合成材質，具防水、堅固耐玩
的特性，且是利用獨家設計的專利卡榫結構組裝而成，完
全不需膠水、剪刀，還可互相串連，適合全年齡層遊玩、體
驗，除了培養手腦並用的能力，也能增進親子互動、深化
情感。順基設有專業設計團隊，能為企業、品牌量身打造
客製化創意禮贈品或活動推廣創意品，透過互動式手做體
驗增添親切感、拉近彼此距離。

想寫多少撕多少  便利不忘愛地球
捲筒便利貼系列以進口水溶性膠質全面褙膠，粘著性佳但對地球生
態環境友善，搭配紙切割盒或可愛又安全的海洋藍色鯨魚造型切割
器，可直接裁切所需尺寸、避免浪費紙張。內頁紙色共有8種可選．且
與外盒均可客製印刷圖樣，是環保、實用又搶眼的創意禮贈品。

DASHERN ENTERPRISE CO., LTD.

得升企業有限公司

明亮又清晰  放大輕鬆閱讀的樂趣
閱讀用照明放大鏡內建長方形 3 倍高清放大鏡片，比傳統圓形放大鏡
片的有效視野放大了 40%，使用的 SMD LED 燈帶更較傳統 LED 燈
珠亮度增加了 30%，加上防眩光、不刺眼的貼心設計，不論白天黑夜、
室內室外，都能安心使用、輕鬆閱讀。所配備的節能 60% 可調節式轉
盤開關，能讓使用者將光源微調至舒服、適宜的亮度，也適合老年性
黃斑部病變者用於閱讀輔助。

E-TAY INDUSTRIAL CO., LTD.

俞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SHUNGEI INT'L CO., LTD.

順基國際有限公司
環保文創手做遊戲

帶LED燈照明放大鏡閱讀用防眩光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6848B9C408301817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7921DC1A8CD95DA3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73BDFBE58477D9BC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3A8801F7514C942C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2BFADE8228881BE7D0636733C6861689


家
用
品
區

醫療級抗菌機能  
長效堅實守護好放心
採用唐榮煉造的醫療級抗菌不銹鋼，並於台灣製成，使用
的抗菌不銹鋼材料為合金型、非塗層型，抗菌機能壽命
長，且因利用正負電荷中和原理破壞細菌，不怕長時間使
用後細菌會產生抗藥性，持續守護重要家人。產品經SGS
檢測抗菌率達99%，並通過SGS歐規重金屬溶出檢測。

數位新紀元  彩釉骨瓷完美重現藝術風華

CERAMIC DECORATION COMPANY LIMITED

陶緣彩瓷色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高效除濕石  居家、外出都清爽
濕氣是物件保存大敵！由多孔矽製成的「魯貝」與「盔甲」除濕石，比
拋棄式吸濕劑環保、比常見的珪藻土高效，是小空間吸濕除臭、健康
防霉的全新選擇。「魯貝」自然、簡約的外型彷彿鵝卵石，充滿靜謐禪
意，適合作為居家或辦公擺設；而「盔甲」則具有特殊耐摔防護設計，
適合攜帶外出使用。兩者都是以無毒、可生物分解材質製成，吸足濕
氣後只要微波加熱即可重複使用，環保永續。

DRYTECH CO., LTD.

宏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多孔矽除濕石–盔甲多孔矽除濕石–魯貝藝術骨瓷盤

MALUTA CO., LTD.

瑪露塔有限公司

環保吸管及餐具

不鏽鋼陶晶二代炒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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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各種禮品、餐具及裝飾用陶瓷的專家–陶緣彩瓷，結合數十年陶
瓷高溫窯燒色料經驗及雷射列印技術，發展出高解析度數位陶瓷列
印服務，可將細緻的畫作、圖案、照片或文字完美複製在各種瓷器與
玻璃上，以輕盈精細的骨瓷賦予作品全新生命。經高溫燒製的釉色效
果，勝過直接在瓷器上作畫，還可加入高貴感十足的金邊設計，且產
品更經SGS檢測合格，安全有保證。

極致不沾炒鍋  安心美味上桌
內層為高級#316不鏽鋼的突出網紋結構，加上陶晶無毒不沾塗層，
不沾性強 、清洗容易、硬度高不易刮傷，適用金屬鍋鏟。而2.7mm的
特厚七層高級厚實鍋體，鍋身鍋底一體成型，導熱均勻快速、儲熱性
佳。鍋身背面亦有保護層設計，表面堅硬、易清潔，且有止滑作用。
加上特殊鍋蓋設計，烹煮時能與鍋身形成水膜密封，保留食物原味不
流失。產品通過SGS檢測，臺灣製造，品質保證。

FUJI HOME GROUP CO., LTD.

千田村企業有限公司

100% 生物可分解  天然小麥吸管飲領未來
AMONKA環保吸管的植物纖維原料來自小麥殼，天然無毒，已通過
美國和歐盟多項生物分解試驗，並取得台灣環保標章認證，安心有保
障。且是全台第一家真正做到100%生物可分解的環保吸管品牌，不
僅限於工業堆肥土壤環境下，而是在一般堆肥土壤境及海洋中也能
被生物分解。再加上高達90–100度的耐熱度，以及具有訂製顏色、
可彎曲與半透明的獨家選項，能滿足餐飲業的務實需求。

TANG ENG IRON WORKS CO., LTD.

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抗菌不銹鋼餐具組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F444BBAFEEECF50A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1C34B5E2032DB3A8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887D263E3795CFE4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824A23E62E34F7E0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BBD585FC06A463EAD0636733C686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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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便條紙 俏頭名片

LED-UV平板輸出機

超乎想像  突破平面
結合便條紙與立體紙雕的「3D便條紙」，將設
計精巧的立體模型隱身紙張堆疊中，透過一次
次書寫慢慢浮現，為每則訊息帶來不同驚喜，
直至最後時刻終於華麗現身，改寫便條紙短暫
宿命，張張都具裝飾與紀念價值；而「俏頭名
片」是在紙張表面以雷射雕刻鏤空出文字、線
條與圖形，呈現出立體視覺與觸覺，可簡約亦
可華麗，對折式設計除了當名片也可當做萬用
卡或擺設小物。

HOME MAKING
CREATIVE PRINTING CO., LTD.

家裡蹲創意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穩定、省墨  
UV 輸出好省力
寶濬科技的「LED-UV平板輸出機器」不必增加
治具就可直接印刷圓柱瓶，且能自動檢測列印
高度，有效保護噴頭。所配備的負壓供墨系統
不需墨囊、更加穩定，能在不停機的狀況下填
充墨水。另外還導入智能化RIP技術，可以同
時列印白色與彩色，以及採用可變墨滴列印，
在提昇速度的同時仍能滿足畫面密度需求，成
品層次不僅更為分明，還可省墨30%。

SUPERJET TECHNOLOGY CO., LTD.

寶濬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來襲！數位客製新旗艦
創新的「GCC JF-240UV 平板噴墨印刷機」具
高產能、高品質特性，標配 CMYK 四色及選配
透明亮光漆及白色墨水，可接受深達 30cm 的
列印物件，並配有大檯面工作區和智慧操作
系統，加強了客製化商品的多元應用及使用便
利性。而「Spirit GLS Hybrid」則是獲獎機型
LaserPro Spirit 雷雕系列中的旗艦機型，採用
多項專利技術，並配備了 CO2 與光纖混合雷
射器，可完成有機材料和金屬材料的雕刻、切
割和打標。

GREAT COMPUTER CORPORATION

星雲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JF-240UV
平板噴墨印刷機

LaserPro Spirit GLS Hybrid
雷射雕刻機

換個角度說故事
文化新生有看頭
媽祖是台灣最普遍信仰的神明，「轎班衣媽祖
包」保留了轎班衣的可愛造型及平安吉祥的寓
意，讓媽祖的保庇更貼近生活；「吸濕排汗印
花機能衣」則嚴選涼爽、舒適的Coolplus新機
能性纖維，搭配時尚藍色印花及合身剪裁版
型，吸睛卻不花俏、沉穩但不呆版；而「台灣鯉
魚旗」是將台灣魚種與驅趕農田裡小鳥用的魚
旗相互結合，每隻都是手工車縫穿線製成，亦
可提供客製化服務。

CHING CHEE ENTERPRISE CO., LTD.

金佶企業有限公司

轎班衣媽祖包

吸濕排汗印花機能衣

台灣鯉魚旗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D1FD6F996A594DF6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A7B4414FD1531393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24D08D308E0C7AF2D0636733C6861689
https://www.giftionery.net/zh_TW/exh/info.html?id=EFAF9D4325955FCCD0636733C686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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