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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買主：憑 2 張名片免費換證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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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出日期：2020 年 11 月 5 日至 8 日
展出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
展出地點：台北世貿一館（台北市信義路 5 段 5 號）

展覽資訊

專 業 買 主 請 至 展 覽 官 網
線上登記，憑預登確認函
及 2 張名片免費換證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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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採購平台 創造無限商機
2020 年台北國際禮品文具暨文創展，精選台灣優質廠商，本屆原住

民族委員會及台灣歷史博物館首次參展，結合工藝技術以及新潮設

計，展出具原創精神之商品，呈現台灣文化創造力。

◣ 點我網路預登

官方網站│ www.giftionery.net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menu/E7AE83DE1A8C142AD0636733C6861689/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menu/E7AE83DE1A8C142AD0636733C6861689/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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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設計、創意與巧思的品牌精神，紙意家將精
緻華美的紙雕花紋融入多款 DIY 商品中，例如
由紙張 /PP/PVC 等材質製成的蕾絲花邊膠帶，
可用來裝飾卡片、相簿、禮物、相框等物件，輕
鬆增添柔美風情；另外還有主題多元的 3D 立體
紙雕材料包，無須切割的元件安全好上手，親子
一同手作樂趣更多！

惠濬實業以客製高品質的電腦刺繡臂章、布貼
聞名，能滿足各種尺寸、圖案、花色、立體效果
與背膠方式的設計需求，另外也能客製多種類
型的金屬別針與徽章，擁有超過 30 年的專業經
驗，是適合訂製紀念或宣傳小物，與合作開發文
創產品的優質廠商。

樂土模泥是以奈米技術改造水庫淤泥製成的新
型材質，兼具環保、透氣等優點，能使固化時間
大幅縮短，簡化手作流程，每款成品都是獨一無
二的擺飾。「水泥擺飾 DIY 組合包」內含樂土模
泥、操作工具與說明書，大人小孩都可輕鬆製作；
「樂彩泥作小物盤」則透過彩色水泥增添豐富繽
紛的表現，釋放創作的無限可能！

百笙國際以珊瑚主題飾品為品牌主力，選用琥
珀、珍珠、水晶等多種天然礦石為基礎素材，在
保留寶石自然原色的設計原則下，透過聚焦單
一寶石或相互搭配的手法，盡情演繹珊瑚的極
致風華。除了銷售樣式繁多的飾品與 DIY 素材，
百笙國際也承接設計代工、專屬訂製等業務，是
浪漫裝飾珠寶的頂尖專家。

多年來堅持在台製造（MIT）的千耕企業，開發出
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創意及新奇禮品，其中最
受歡迎的「沙漏紙鎮」是藏有彩蛋的辦公室紓壓
療癒小物，翻轉後不僅壓力彷彿都跟著沙子從
不同孔洞中緩緩釋放流去，且兩面還可呈現不
同圖案，具圓柱型、方型與球型共三種造型，適
合作為品牌企業與觀光景點紀念品。

紙蕾絲花邊膠帶

紙蕾絲花邊膠帶

PP/PVC蕾絲花邊膠帶

刺繡布章 金屬徽章

樂彩泥作小物盤 水泥擺飾DIY組合包

珊瑚耳夾 珊瑚吊墜

珊瑚戒指

沙漏紙鎮

AKOYA珍珠耳釘

AKOYA珊瑚戒指

3D 紙雕 DIY 華麗變身好輕鬆

精細電腦繡花 客製亮眼設計小物

原色 x 粉彩輕鬆玩 水泥手作樂趣多

極致珊瑚 盡展風華

創意雙面沙漏 療癒又有驚喜

3D PAPER ART INTERNATIONAL CO., LTD.

紙意家股份有限公司

APONIK CRESTING CORP.

惠濬實業有限公司

BE ENTERPRISE CO., LTD.

比奕有限公司

BELIEVE B.S.CO., LTD.

百笙國際有限公司

CANPLOW ENTERPRISE CO., LTD.

千耕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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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93D279189FCC8DF4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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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於時鐘設計與製造近 30 年的凱洛克國際，
不論是自有或客製設計都能輕鬆駕馭。例如以
各式縫紉道具為元素的「縫紉時光套裝組」，就
是將客戶的品牌特色、風格延伸至整體設計中，
營造出可愛又搶眼的行銷亮點；而大器俐落的
「車站鐘簡約系列」是以細膩精煉的設計語彙打
造出的自有商品，展現精品般的經典風貌。

「科技咖啡紗」是回收咖啡渣經專利奈米碳化技
術處理後所製成的新型布料，不僅環保更具優
越機能，咖啡渣的天然微孔洞能在使用時協助
吸附異味，再經光照或水洗回復潔淨，也可快速
吸收及揮發水氣，常保舒適乾爽，且構造還有折
射與散射紫外線的效果，能抵擋 UVA、UVB，為
戶外運動增添一層保護。

詢問度激增的「轉印流行抑菌口罩」以內含銀離
子的 Meryl Skinlife 製成，不易孳生細菌、柔軟
親膚、透氣性佳，且能以數位熱昇華轉印客製圖
樣。而無線圈、零線頭、無痕舒適的厚實「雙針
筒流行轉印襪」，同樣採熱昇華技術，繽紛不掉
色。另經典的「潮流五指襪」則採用舒適精梳棉
與萊卡彈性纖維襪口，腳尖處的交錯織法更是
ㄧ大特色。

英記精品的手錶採用瑞士 RONDA 732 機芯及
藍寶石水晶玻璃鏡面，錶殼和錶帶均以 #316L
不鏽鋼製成，再手工精鑲滿滿的八心八箭 CZ 美
鑽，光彩奪目；精緻典雅的鑽筆同樣採用 #316L
不鏽鋼，內搭德國筆芯，筆身可電鍍白金或 22K
玫瑰金，並以鑽石點綴圖樣；而項鍊與手鍊亦採
用 #316L 不鏽鋼與八心八箭 CZ 美鑽，且可電
鍍黑鈦、玫瑰金或金色。

深受大人小孩喜愛的魔術方塊是融合創意、趣
味與挑戰性的經典益智玩具，能同時訓練思考
力及想像力。由東賢設計研發的魔術方塊轉動
平滑順暢、手感優異，除了基本三階設計，也有
二階、四階、五階等特殊設計，及迷你、透明、
裸白等多種變化，例如由兩色交錯而成四階黑
白魔術方塊，就以極簡棋盤格呈現出錯視藝術
效果。

縫紉時光套裝組

咖啡紗系列巾品 咖啡紗系列巾品

手錶 鑽筆

四階黑白魔術方塊 三階魔術方塊 客製魔術方塊

項鍊與手鍊

追尋時光的好設計

除臭、快乾、抗 UV 咖啡紗巾很給力

高品質 x 高顏值 客製織品引領潮流

八心八箭美鑽 時尚奢華首選

翻轉翻轉再翻轉 魔術方塊展新意

CARRY LOT INTERNATIONAL CO., LTD.

凱洛克國際有限公司

CHANG HER TOWEL FACTORY

昌和毛巾工廠

DANKEN ENTERPRISE CO., LTD.

東肯企業有限公司

EAGLE EXCELLENCE CO., LTD.

英記精品有限公司

EAST SHEEN INDUSTRIAL CO., LTD.

東賢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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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鐘簡約系列

轉印流行抑菌口罩雙針筒流行轉印襪 潮流五指襪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0191523CF5F39560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1AB388B7B176A8A1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5F39A5790ACE8FA7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DE329CD114794BC1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9F06223AEF1EDB33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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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收納配件專家鐿錡的新系列產品不僅外型
亮麗、機能完備，且均可客製規格。包括結合天
然軟木與輕巧耐撞 EVA 的「尊重自然系列」，主
打舒適自然的極簡風格；另外還有以多彩閃亮
人造皮革包覆 EVA 的「銀河系列」，以及將黑色
人造皮革外觀搭配個性圖案設計的「炫彩系列」，
均適合應用於流行產品與文創文具等市場。

來自台灣的鋼飾設計品牌強勢登場，極簡的幾
何線條刻畫出分毫不差的平衡比例，歷久彌新
的中性俐落風格不分男女都適合配戴，也能搭
配多種場合與穿著喜好，系列飾品均以 316L 醫
療級不鏽鋼為基材，輔以工序繁複的真空電鍍
與鏡面拋光技術成就極致質感，精緻簡約又讓
人印象深刻，是美學與工藝的完美結合。

「NEVE JEWELRY」以自然景物和色彩為設計
主軸，運用金屬工藝與裝飾素材打造香水瓶、相
框、珠寶盒、酒杯酒器等精緻家飾及婚禮周邊。
其「璀璨婚禮系列」採電鍍白 K 合金與亮白水鑽、
水晶玻璃等配件，呈現簡雅樣式與高貴風格；而
「湛藍海洋系列」則是電鍍金色合金，搭配活潑
的各色水鑽或彩鑽，以漸層琺瑯或疊色方式上
色，典雅與華麗兼具。

活躍於亞、歐洲知名授權商間的格莉特企業，主
力為包袋、玩具、雜貨、手機配件等商品的企劃
和製造，所展出的「電玩背包」是知名 IP 的創意
之作，用設計注入熱情的靈魂；另外居家必備用
品「保温袋」不僅能提供長時恆溫效果，更利用
人氣圖樣為整體穿搭加分；而不鏽鋼材質的「冰
炫杯」則具保冰 6 小時效能，與可愛角色的結合
讓人愛不釋手。

在 COPLAY 國美館合作系列中，寬敞、輕量、耐
磨、防水的托特包印有席德進水墨作品「牛」，
亮色、黑墨的並置對比描繪出灩瀲明朗的畫面；
而輕量、易收納的旅行袋，則利用張永村「文明
躍升」的藍白幾何抽象圖案，堆疊出亮眼外型。
在客製服飾部分，俐落有型的 MA-1 飛行外套
有 3 色可選、適合多種印刷加工，是當紅款式。

尊重自然系列–
軟木材質EVA盒

不鏽鋼手鍊

不鏽鋼戒指

不鏽鋼項鍊

電玩背包 保温袋 冰炫杯

COPLAY 托特二世 COPLAY 旅行袋
North Harbour

經典MA-1飛行外套

純色浪漫‧璀璨婚禮系列 幻想森林‧湛藍海洋系列

有實力也很美麗 
收納配件搶占市場目光

極簡造就經典 
設計鋼飾淬鍊百搭美學

致敬自然之美 典藏浪漫之心

超人氣授權計畫 知名 IP 全面啟動

藝術包款 + 經典外套
熱門穿搭一次收集

EMAX ACCESSORIES CO., LTD.

鐿錡有限公司

FASHION HOUSE JEWELRY CO., LTD.

流行工坊有限公司

FIVE ZOOM CO., LTD.

五祖企業有限公司

GREAT MORE UNION CO., LTD.

格莉特企業有限公司

INNILINK CREATIVE CORP.

愛力國際有限公司

炫彩系列–流行手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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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系列–流行EVA盒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B0813A7205D739EA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88BFBDB411F0BFFF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DF09D1D21BFFF1F5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75B81B54C4F1F120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BEA7CEBB0FA9BCCE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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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溫潤砂石材質打造的貓咪造型容器，可
當做花器也能用來收納零錢等小物，是趣味又
實用的現代雕塑；而以簡約霧金支架勾勒出的
仿生植物掛架，是收納與展示首飾、手錶等寶貝
配件的最佳選擇，搭配精美的天然砂石刻花底
盤更顯時尚；另款採精緻雕塑工藝打造的蝶舞
相框，則以栩栩如生的美麗蝴蝶守護美好回憶。

研發出第一支專利無壓迫感髮梳髮箍的飾品老
字號景雅工藝，多年來持續研發創新，推出的
花編鋼髮箍造型華美且無壓迫感、不易斷裂、
不易滑落；而珠光及鑲鑽的新式髮梳髮箍貼合
感更佳，鑲鑽款更以特殊技術嵌合奧地利進口
Stellux 水鑽，光澤持久又穩固。全系列產品及
原料均為 100% 台灣製造，並採用符合歐盟規
範的安全塗料，確保安心。

傳達永續概念的「木紋風掛鐘」採用紐西蘭
MDF 環保板材，鏤空的樹木造型面板與樹枝指
針帶出地球主題，特殊的立體浮出式數字增添
了活潑視覺層次，下方擺錘設計更是一大特色；
而「療癒淑女貓時鐘」同樣採 MDF 素材，勾勒
出貓咪俏皮可愛的背影，並透過專利慢速搖擺
裝置，讓貓尾巴在擺動時能展現淑女的優雅姿
態。

「Q-doh 有機矽職能治療黏土」具永久不乾硬特
質，能透過不同軟硬度及壓、捏、握、揉等動作，
加強肌耐力及手腦協調性，通過歐洲 CE 及台灣
CNS等多項安全認證，成人小孩都適用；「MoSkin
去角質靚白刷片」則是在柔韌表面上布滿專利
凹凸紋路設計，能一邊洗澡一邊溫和地去除老
舊角質，讓肌膚更細緻、光滑、亮白。

用超乎想像的設計改變時鐘的既定印象，充滿
童趣的橢圓形「花瓣 463」擁有鑽石愛心、金魚
尾巴及小嘴唇三種鐘面，是房內最可愛的擺飾；
採鏤空數字及圖騰設計的「中國結 335」木質鐘
是以環保木材 OSB 製成，因材質特性每個鐘面
紋路都是獨一無二；跳脫傳統的「鋁管鳥」啄木
鳥時鐘則特別受歐洲市場歡迎，擺動的可愛模
樣令人著迷。

花編鋼髮箍 無壓迫感珠光髮梳 無壓迫感鑲鑽髮梳

貓咪趣味造形容器 仿生植物造形項鍊架 蝶舞紛飛相框

花瓣463 中國結335 鋁管鳥

木紋風掛鐘 療癒淑女貓時鐘

Q-doh 有機矽職能治療黏土 MoSkin 去角質靚白刷片

生活小物大魅力 愛上居家浪漫角落

美麗不忘舒適 無壓迫感髮箍再進化

立體造型時鐘 擺動時光樂趣

改變生活有訣竅 
聚合物專家大方獻寶

風格變形 超乎想像的時鐘再設計

ITART'S INTERNATIONAL CO., LTD.

義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JINGYEA

景雅工藝廠

KINBELL TIMEPIECE DEVELOPMENT CO., LTD.

鐘王鐘錶有限公司

MAXMOLD POLYMER CO., LTD.

科頓聚合物股份有限公司

NU CENTRE TECHNOLOGY CO.

鑫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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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星實業的旋蓋式鋼筆配置活塞上墨系統，筆
身是以亮面拋光的高級進口硬橡膠材質製成，
搭配鍍金 Schmidt KFH 450 筆尖及筆夾，散發
溫潤的復古風情；其轉動原子筆搭配 Schmidt 
P 900M 或台製派克筆芯，筆身可選碳纖維材質
或有多款單 / 雙色圖案設計的陽極處理鋁材，
中圈也可客製雷刻 LOGO，是熱門的商務系書
寫用具。

近年環保限塑政策普及，自備購物袋也成為生
活日常，但難免會遇到臨時採買缺袋子的窘境，
台灣智匯開發的二合一系列具開創性機制，較
大的手機套購物袋平時具手機包、卡匣、零錢袋
等機能，較小的零錢包購物袋則是以收納零錢
為主，但兩者都直接整合了一體式環保購物袋，
能在需要時立即展開不再忘了「袋」！

Metal Fun2 是創意十足的新型設計牙刷，通過
SGS 認證的高級鋁合金刷柄不含重金屬，質感
與手感兼具，可雷雕客製圖案或文字。金屬刷柄
可長年使用，透過只更換刷頭的創新環保概念，
能減少近 70% 的塑膠用量，時尚、俐落的獨特
風格展現了出眾品味，並有多類型刷頭可選，提
昇生活品質的同時對環境也更為友善。

不同樹種的木紋、質地大不相同，加上多樣加工
與上色技法所帶來的變化，讓溫暖、滑順的原木
能製成近乎百搭的容器，提供保護的同時更可
提昇質感，深受中高階市場喜愛。富群木品不
僅延續傳統木藝精神，更引進最新技術與大型
CNC 機台，全力滿足客戶訂製需求，從製程、打
樣到量產作業全程把關，確保最高品質。

喜仕達實業是多家國際化妝品牌指定合作廠商，
系列產品均能印刷客製圖案，其 PP 購物袋以
RPET 過膠環保材質製成，防水、耐重、可折疊，
長短手把設計能在手提或肩背間切換；透明防
水 EVA 化妝包容量大又能一眼看到內容物，日
常或旅行用都合適；而訴求自然風的帆布托特
包與化妝包手感柔軟舒適，是近年熱門贈品。

二合一手機包–柴犬 二合一手機包–企鵝 二合一零錢包–球衣

旋蓋式鋼筆 轉動原子筆 轉動原子筆

帆布托特包&化妝包PP購物袋 EVA化妝包

Metal Fun2

剛柔並濟 享受書寫不受限

隨身設計二合一 購物不再忘了「袋」

潔牙護理新幫手 
花得更少但刷得更好

訂製原木容器 珍藏感動之心

國際品牌指定合作 
時尚包袋大放異彩

PEN STAR STATIONERY CO., LTD.

筆星實業有限公司

POWERCASE CORPORATION

台灣智匯開發有限公司

PURE LIFE TECHNOLOGY CO., LTD.

寶隆生活商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ICH WOODEN CO., LTD.

富群木品有限公司

SISTERS CO., LTD.

喜仕達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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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跨越三大洲、超過 10 餘國領導品牌代工生產
的昶典工業，是真空不銹鋼保溫瓶的國際專家，
其 Bebottle 雙開口保溫瓶具美國專利可拆卸濾
蕊，能自創喜好飲品，其他部件也可輕鬆卸下清
洗，整支保溫瓶還可直接入洗碗機；而 Bebottle
雙開口保溫杯不含 BPA（雙酚 A），耐用、防漏，
同樣具可拆卸濾蕊，杯身經霧面烤漆處理質感
更佳。

織造一條柔軟的毛巾需要的是最堅強的固執。
擁有 MIT 生產認證的台灣毛巾企業固守老師傅
信念，嚴選吸水性極佳的 100% 純棉，是各大品
牌與飯店信賴的合作對象，品質安全有保證。但
堅持不等同守舊，陸續引進的全自動高效能生
產設備與全新織造工法，能因應多樣化製作需
求，並加強細緻度與質感，提供先進的專業客製
服務。

從奠定基礎的各式緹花、印花與繡花毛巾產品，
到近年擴大發展數位印刷、熱昇華等新型生產
技術，完善小量多樣的客製服務，「產品遍及世
界，堅持品質優先」是好家庭毛巾不變的初衷，
多年來持續開發毛巾的無限可能，滿足從居家
生活到戶外活動的各種需求，也成為眾多知名
品牌、職業賽事與企業禮贈品的合作開發夥伴。

走過時代變遷，機械錶的魅力仍歷久不衰，精細、複雜的製造工藝已
成為一門藝術，代表人類對極致的嚮往與追求。台灣機械錶自創品牌
anGie 掌握了瑞士高標準製錶工藝，堅持時尚、優質與原創的製錶理念，
將精湛技藝、不凡設計與獨特美感融入系列錶款中，讓更多人能切膚
感受機械結構和手工藝完美契合的感動。

AD1119電子手錶

2020網版印花系列2020提花系列

放心補水 高效保溫 輕鬆清潔

愛上一條固執的毛巾

一條好毛巾 成就世界好家庭

挑戰極致的機械工藝

SUN-UPPER METAL INDUSTRY CO., LTD.

昶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TOWEL ENTERPRISE CO., LTD.

台灣毛巾企業有限公司

TOPTOWEL CO., LTD.

好家庭毛巾股份有限公司

UNIVERSAL WATCH & CLOCK CO., LTD.

宇時鐘錶股份有限公司

此款 AD1119 電子錶以「越野車」為造型中心概念，透過粗獷剛硬的線
條與金屬質感表現出耐用性、爆發力與戶外系等特質，並在許多細節
處融入汽車相關元素，搭配局部的鮮豔藍 / 紅色設計帶出跳躍的運動
感，同時配有冷光、碼錶、日期、星期、兩地時間、鬧鈴、整點報時、倒
數計時、防水 100M 等多樣機能，內外同樣強悍。

強悍越野風格 電子錶動感登場

W&Y TAIWAN CO., LTD.

德愛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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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ottle 18oz
雙開口保溫瓶

Bebottle 20oz 雙開口保溫杯

anGie機械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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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 3C 設備電量充足已是現代生活的日常，集
比的無線充電盤是新世代設備最佳選擇，無須
插拔充電線超便利，還可客製印刷 LOGO；要是
想進一步升級，可選擇輕薄易攜的 QI 無線行動
電源，既是行動電源也是無線充電盤，且同樣能
客製精緻印刷。另一項熱銷產品是以專業軟膠
開模技術打造的機車隨身碟，精緻又逼真，亦可
量身訂做其他造型。

這些可愛又實用的動物掛勾彎起尾巴就能吊掛
小物，獨特背膠可吸附於冰箱、磁磚與木料等光
滑表面，清洗後還可重複使用；而夏天裡最受歡
迎的涼感帽子、頸套、毛巾等運動用品，是以獨
特快速吸濕排汗布料製成，浸入水中後擰乾能
產生涼感效果；冬天時則不可忘記無味、環保、
安全的暖暖包，可在戶外或寒冷氣候中提供暖
心熱源。

具可塑性的波麗樹脂擁有自在廣闊表現性，不
管是大型作品還是迷你尺寸都能精細成型，也
能表現光滑、粗糙、平光、亮光、閃亮及立體感
等各種不同效果。義義企業累積多年產品規劃
與製作經驗，成功開發出鑰匙圈、冰箱磁鐵、風
鈴、公仔甚至是咕咕鐘等多款暢銷商品，是能為
客戶實現奇想點子的優質夥伴。

怡禾以設計及製造各式造型筆、鑰匙圈與禮贈
品為主，雖是新進公司，但團隊卻是身懷絕技的
資深老手，所開發出的 POMPOM 絨球筆迅速
躍升明星產品，不管是造型簡單但絕對經典的
「愛心絨球筆」，或是人見人愛的「可愛動物絨
球筆」，還有眼睛閃亮動阿動的「怪獸絨球筆」，
都已成功銷往世界各地，深受顧客的信賴和喜
愛。

I LOVE TAIWAN 系列的「台灣地圖冰箱貼」是
以三層密度板為底，並在表層塗上厚層滴膠，特
殊堆疊結構是獨家研發的創新工藝技術，顯色
也比一般產品更為鮮豔，質感和效果出眾；而「野
生動物圓形油水鑰匙圈系列」也是透過獨門油
水及漂浮物比重，保持油水分明、色彩鮮豔，其
中手工彩繪的動物主角更是栩栩如生，精緻又
可愛。

郵局哈雷機車隨身碟 LOGO客製化無線充電盤

奢華黑印刷QI無線行動電源

台灣地圖冰箱貼 野生動物圓形油水鑰匙圈系列

怪獸絨球筆愛心絨球筆 可愛動物絨球筆

波麗樹脂產品

3C 生活輕鬆玩 客製精緻新風格

日常用點心 小事就能很享受

奇想概念 躍然成真

爆款療癒絨球筆 可愛風靡全世界

獨門工藝加持 視覺效果再上層樓

XEBE INC.

集比有限公司

XINKANG SPORTING GOODS CO., LTD.

新康運動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YE YE ENTERPRISE CO., LTD.

義義企業有限公司

YIHE GIFTS INTERNATIONAL CO., LTD.

怡禾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YOUNG SUN TRADING CO., LTD.

陽上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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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水洗重複黏貼動物掛勾 涼感運動運品

暖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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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士威所推出的十二生肖蒔繪系列魅力出眾、
書寫流暢，以金、銀、色粉等顏料層層手工繪製
出生動圖樣，從藝術表現到工藝技法都令人驚
豔，簡潔俐落的堅硬筆身散發著迷人光澤，是精
品筆界熱門收藏標的之一，搭配藏有懸浮磁吸
設計的專利鋼筆架視覺效果再上層樓，展示、拿
取都更為便利，美觀大方又兼具實用性。

解放桌面的牆面收納神器 BUBBLE SERIES 採
模組化設計，可自由搭配收納機能，同時對應磁
鐵、螺絲、背膠等固定方式；而改良傳統的多功
能雙色桌上文具組，則以圓滑曲線和多角度分
區設計讓拿放更直覺便利；另外智慧型可攜式
收納箱有固定或伸縮手柄兩種選項，加上底部
瀝水孔、可移動隔板、可相互堆疊等設計，適用
多種使用情境。

結合野性之美與知性樂趣的「遊獵」系列，在中
圈圖紋裡暗藏動物身影，呈現融入棲息地的隱
蔽姿態，其中山林帝王「梅花鹿」及大海遊俠「藍
鯨」是兩款最新的迷人之作；而低調內斂的「基
礎」系列則強調簡約俐落的設計與頂級材質，新
款「森夜」採沉穩黑灰色系搭配迷彩中圈圖紋，
是都市中一座難得靜謐的入夜之森。

優奇印刷涵蓋數位、平板與凸版貼紙印刷製程，
材質多樣、可訂製形狀，少量客製與大量生產都
適宜，是知名專業貼紙公司。所開發出的便利貼
與 MEMO 商品也相當熱門，有公版基本款便利
貼，可少量多圖合版、性價比高，也可客製如「冰
淇淋便利貼」、「動物捲紙 MEMO」等特殊造型
或包裝，是企業公關禮贈品的不二選擇。

「USB 盷光護眼描圖板」採用柔和護眼的 LED
均勻光源，三段式可調亮度能對應不同使用環
境，攝影時也可作為均勻補光燈搭配使用；而超
吸睛的「優雅鋼琴琉璃光」則可客製鐳雕圖文，
輕、薄、亮又省電，能表現絢麗的多段燈光變化。
兩款商品均為台灣製造，並配備便利的 USB 供
電機制，適用行動電源或手機用充電器。

十二生肖蒔繪鋼筆 專利鋼筆架

USB盷光護眼描圖板 鋼琴琉璃光LED燈座（桌上型)

動物捲紙MEMO冰淇淋便利貼

站立便利貼

基礎系列
森夜鋼筆

遊獵系列
藍鯨鋼筆

遊獵系列
梅花鹿鋼筆

懸浮蒔繪藝術 掌握豔羨目光

隨心所欲的人生收納術

從自然到都市的書寫巡禮

造型材質隨意選 怎麼貼都是樂趣

輕薄省電 柔美光線任你隨心變化

BEST WAY CO., LTD.

百士威有限公司

INTERLINK ENTERPRISE CO., LTD.

因特林企業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WRITING INSTRUMENT CORP.

蒙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U-CHEER PRINTING CO., LTD.

優奇印刷有限公司

GENCOM ENTERPRISE CO., LTD.

鉅豐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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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磁吸式牆面收納品–BUBBLE SERIES 桌上文具組–雙色粉彩系

智慧型
可攜式
收納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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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經紀人卡洛特帶來滋潤心靈的魔法藥劑！「柯
基犬椪椪與好朋友」杯緣子扭蛋，是鬼靈精怪柯
基犬椪椪和好友柴柴聯手賣萌的療癒聖品；「塔
哇歐瑪司」2021 明信片桌曆將 16 個原住民族的
神話故事，化成兩用卡片與各族代表祭典貼紙；
「夢想方塊動物園」是可愛的方形、圓形與三角
形動物世界，與桌遊結合更顯角色獨特個性。

TIVATIVA 與眾不同的提帶設計，創造空前自由
度，適用超多種飲食容器，小至一瓶養樂多，大
到外帶湯碗都能一帶搞定，就連隨行杯、寶特瓶
也有機會使用！模組化快拆—維修換色、保養清
潔都輕鬆。收納袋可放吸管餐具或零錢小物，簡
單收納放包包、口袋或當配飾隨您。好用，一個
就夠～讓你從容地展現個人的環保與態度。

寶濬科技的 LED-UV 平板輸出機不用另外增加
治具就可直接印刷圓柱瓶，並有保護噴頭的自
動檢測列印高度功能，所配備的負壓供墨系統
不需墨囊更為穩定，二級墨盒的緩衝墨水則讓
填充墨水時不必停機。另外智能化 RIP 技術能
同時列印白色及彩色，並透過可變墨滴機制提
高列印速度同時滿足畫面密度需求，省墨 30%
仍是層次分明。

塔哇歐瑪司
2021明信片桌曆

夢想方塊動物園
奇異法則桌遊

柯基犬椪椪與好朋友
第一彈扭蛋

LED-UV平板輸出機器

原創角色施展魔法 
天天為你滋潤心靈

突破極限 ! 
TIVATIVA 超自由專利環保提帶

升級輸出設備 領先搶佔商機

CHARACTER EXPERT CO., LTD.

卡洛特股份有限公司

WLD PRODUCTION CO., LTD.

宇工制作設計有限公司

SUPERJET TECHNOLOGY CO., LTD.

寶濬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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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ATIVA
超自由專利環保提帶

提袋是包裝重要的最後一哩路，紙袋銀行提供
精緻的包裝、紙袋印刷及後加工服務，使用環保
無毒大豆印刷油墨、厚磅進口美術紙材，也提供
多種材質提把，專注於工藝、卓越、創新，長期
服務全台多家知名大廠，提供店舖用品及企業
包裝禮品盒袋，並有優質服務團隊全程提供專
業協助，滿足特殊造型等客製需求。

GCC JF-240UV 平板噴墨印刷機具高產能、高
品質特性，以 SmartMESH ™墨滴控制演算技
術增加噴墨密度，搭配自動對焦系統 (AMC ™ )
的精準度，保障輸出品質，特殊堆疊列印效果還
可使圖像產生獨特立體感，應用相當多元。而
C180II 雷射雕刻機外觀流線時尚，工作區域達
458*305mm，不到一分鐘雕刻深度即可從 4 英
寸達到 6 英寸，雕刻和切割效果驚人。

創意特殊造型包裝高級禮品袋

人要衣裝 禮要袋裝

極致精細效能 數位製程再進化

BEST CULTURE BUSINESS CO., LTD.

百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GREAT COMPUTER CORPORATION

星雲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GCC JF-240UV平板噴墨印刷機 GCC LaserPro C180II 雷射雕刻機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D2F602B5CC9BDA54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570AA9242200E708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A7B4414FD1531393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6A8912927707C97A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24D08D308E0C7AF2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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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Yim 是一對穿梭於辦公室中的貓
咪同事，能在台灣製生活選物與萌寵療
癒文具上看到他們的可愛身影。

除了趣味橫生的造型便利貼，嚴選鶯歌
手拉胚製成的杯墊與馬克杯是最受歡迎
的人氣品項，以圓潤貓咪圖紋刻畫出迷
人的生活情調，採用台灣特有孟宗竹精
心雕製而成的杯蓋更具兩用巧思，體現
童趣又有溫度的品牌精神。

【Kim&Yim】陶瓷杯墊
花鳥/埃及圖紋風

【Kim&Yim】馬克杯【Kim&Yim】造型便利貼

手繪萌寵貓咪 溫暖傳遞真心

FINGER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ORP.

芬格國際有限公司

由主日國際領軍的插畫品牌快樂出擊！

地表最可愛法國鬥牛犬「福寶小公仔」
精緻重現圓圓嘴邊肉、完美比例小雞腿
及呆萌真摯的眼神，姿態超療癒；「Me 
Time 無時效水彩手帳禮盒」以屬於自己
的時光為主題，是集大成之作；貓狗派
通吃的「寵物造型萬用卡片」採厚磅紙
質、特殊造型與亮眼燙金，各種節日或
慶祝場合都適用。

可愛突破天際 
療癒系插畫攜手出擊

GOODSUNDAY INTERNATIONAL CO., LTD.

主日國際有限公司 Ghost Shop x 鬼畫福
福寶小公仔（黑白一對）

wwiinngg
寵物造型萬用卡片

Meow Illustration
Me Time 無時效水彩手帳禮盒

由國立歷史博物館創立的文化品牌「史
博文創」，利用庫房珍藏文物的豐沛數
位典藏能量，以雙品牌模式與各產業中
的佼佼者跨界合作，開發出遍及各領域
的優質周邊商品，為產品設計增添歷久
不衰的美感，創造品牌聯乘新價值，也
讓深度文化之美在日常生活中佔有一席
之地，不斷引領新話題與新潮流，每一
刻都在創造新歷史。

聯乘合作力量大 
史博館引領文創新潮流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國立歷史博物館
史博文創

大河戀馬克杯

史博文創
口罩組合包-氣質派

釉花、水果派對、白鹿紳士

史博文創
好日成雙禮盒

常玉花鳥束帶派

陶緣彩瓷色料發展出尖端的高解析度數
位陶瓷列印技術，並結合數十年來累積
的陶瓷高溫窯燒色料經驗，能將顏色燒
入骨瓷釉中，讓圖騰、文字、照片、畫作
等圖樣在瓷器上完美重現，勝過傳統作
畫上色效果。

其中輕盈細緻的骨瓷盤是最受歡迎的客
製作品，還可搭配金邊裝飾設計加強效
果，深受設計公司、餐具業者、藝術家等
客戶喜愛。

藝術骨瓷

再現華麗本色 
骨瓷盤裝盛藝術饗宴

CERAMIC DECORATION CO., LTD.

陶緣彩瓷色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0A050C9009FC25E3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B1E1D1BD133B00D1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67B1E93DD660F0D44FCE525F0540FCAD/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F444BBAFEEECF50A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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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防潑水聚酯纖維布料的折疊環保購物袋輕量
又耐用，荷重高達 20 公斤，從布料到車工全程
在臺灣生產，而附有主題小吊飾的零錢包則是
採仿帆布材質，手感舒適，兩者都可客製尺寸與
熱轉印圖樣；另外以柔軟潛水布製成的不透水
便當袋則耐髒且易清洗，保溫、保冷性佳又具彈
性保護效果，手提肩背兩用的實用設計更是廣
受喜愛。

常智在民俗文創領域以 LED 燈籠吊飾打響名
號，擅長利用精巧平織工藝打造各式各樣的廟
宇文創產品，包括為傳統配件加入新穎元素的
香火袋、小神衣吊飾等經典周邊商品，以及利用
創新科技創造搶眼效果的項鍊墜飾、紀念幣與
手機架等熱門禮贈品，曾協助許多客戶開發出
全套個性化獨家商品，深受業界信賴。

普田設計崇尚自然、生活與設計等三大元素，堅
持不過度、不浪費，精簡有力地展現原木靈魂，
保留珍貴深林的歲月精髓。つづく便利貼盒把
便利貼的抽取化為記憶的延續，溫潤木質手感
更增添了動人溫度；水月木質風格文具組則以
月亮為主題意象，在水月置物盤與便利貼盤中
呈現了水波與月光如呼吸般律動的空靈之美。

折疊環保購物袋 零錢包 潛水布便當保溫袋

つづく便利貼盒

水月置物盤

水月便利貼盤

機能小包創意多 甜美客製不受限

拿手精巧平織工藝 
民俗文創翻玩新衣

漫步深林中 擁抱自然的原木美學

BEAUTY PLUS IND. LTD.

美加諾企業有限公司

CHANG JHIH CO., LTD.

常智有限公司

取名自「hydr(o)」的 HYDY 誕生於美國加州，是
以水資源與環境為核心的品牌，希望讓每個人
都能夠喜歡且安心喝水，在提升生活品質的同
時減少一次性寶特瓶的使用，從一件小事開始
改變，不浪費身邊的任何資源。品牌不僅榮獲
iF 國際設計獎肯定，主力產品隨身水瓶與保溫
瓶更成為時尚品味象徵，是熱門聯名合作對象。 美國HYDY時尚保溫水瓶 | CinCin Déco系列-蜜粉金瓶系列

從一件小事開始 
時尚水瓶立志改變世界

HAIDEL CO., LTD.

海迪股份有限公司

PUTEN DESIGN INDUSTRY CO., LTD.

普田設計實業有限公司

「趣味性」是鈮豪企業的核心設計理念，透過在
日常生活中帶來多一點樂趣，拉近人與人之間
的距離，桌上滿滿的薯條、奶昔、漢堡和霜淇淋
等美食，是不管大人小孩都喜愛的驚喜，藏身其
中的便條紙、橡皮擦、削筆器等實用功能則陪伴
你辦公或學習，時不時會心一笑補充元氣，且產
品均符合歐美法規，安心享樂更貼心。

大人小孩 FUN 輕鬆 趣味文具大滿足

NI HAU INDUSTRIAL CO., LTD.

鈮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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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屯媽祖小神衣 項鍊墜飾 紀念幣

奶昔杯削鉛筆器
&鉛筆組

薯條筆桶
&薯條造型便條紙組

漢堡造型削筆器
薯條造型橡皮擦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194FCBCC8697429A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EBA4CCDBC8BAF24D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A7E2F6CA3A7B4AFA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2865276C67C50244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E2EAF7BA69E1809A9E4567A9F9530E7E/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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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楮樹皮為主要原料的和紙（Washi）具
輕、薄、強韌等特性，在日本是歷史悠久
的高級藝術用紙。

日高和紙精通從原料加工到現代造紙的
所有和紙工序，並開發出世界上最薄的
紙張，所生產的文物修復用紙已獲羅浮
宮、大英博物館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
世界知名機構採用，品質與耐用度深受
美術館與博物館信賴。

HIDAKAWASHI CO., LTD.

日高和紙有限公司 土佐和紙
（文化材保存修復用紙）

包裝用紙

古法技藝職人 紙為藝術而生

機能素材以紙、無紡布和雜貨類商品的
企劃、開發及銷售為營業核心，提供便
利、實用的生活機能商品。

新推出的攜帶型「抗菌便座紙」輕便、易
使用、可直接丟入馬桶沖走，外出如廁
不再煩惱；而居家必備的「麵包保鮮袋」
能保留新鮮麵包芳香、減緩氧化變質，
常溫、冷凍保存皆適用，廣受日本各大
媒體好評報導。

KINOUSOZAI CO., LTD.

機能素材有限公司

機能素材大活躍 
生活品質再加分

抗菌便座紙 麵包保鮮袋

知名有機品牌「Safo」帶來的有機棉毯
光滑柔軟、觸感迷人，獨特空氣層織法
提供了優異的吸濕力，一年四季皆適用，
並可直接以洗衣機清洗、不易起毛球，
附贈的布質收納包透氣又環保。

而針對高溫、高濕度季節的有機麻口罩
能在清洗後重複使用，可調式耳帶能對
應不同臉型，以天然、無有害藥物的有
機材質體貼敏感肌膚。

HEART CO., LTD.

HEART CO., LTD.

天然有機棉麻 溫柔呵護肌膚

有機棉毯 有機麻口罩

戶田商行是日本最後一間以國產木材製
造刨木花緩衝材料的企業，是日本森林
生態、傳統技藝與美感文化的傳承者。

自有品牌「オウチ de ヒノキ」延續對林
木的珍惜與喜愛，以高知縣產檜木製作
入浴劑、精油及室內噴霧等商品，將其
獨特又細膩的香氣融入生活中，隨時都
能享受療癒又樂趣十足的森林浴。

TODA SHOKO INC.

有限会社戶田商行

オウチdeヒノキ
入浴劑

オウチdeヒノキ
精油

オウチdeヒノキ
室內香氛噴霧

沐浴自然 
最療癒的「檜」樂享受

https://www.giftionery.net/zh-tw/exhibitor/53A420B9D9C59BDA39AD89A6B0712AF1D0636733C6861689/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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