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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9 日發布 

新藝商號 X 大人物 首度聯手－台味設計發酵 

工藝體驗、甜點快閃、似顏繪創作活動南北接力 

 

生活總是一成不變？就用設計點綴你的美好日常吧！新藝商號 x 大人物首度聯手－以「台味設計發酵」為

主題，邀集台灣在地超過 30 組工藝設計品牌、超過 600 件日常設計好物，帶您解密台味設計如何在生活

中發酵又發威！展期週末現場與《潮人物》巡迴餐桌計畫共同策劃，邀請多位工藝職人開班授課，蒐羅全

台可頌、台味麵包的美食快閃、似顏繪現場創作等多場「好玩藝設計講堂&假日好食玩」等您來體驗！12/05

起至 1/13 止，將與「2019 工藝之夢」特展共同於新光三越巡迴展出，現場不只能欣賞百件巧奪天工的工

藝創作外，還讓你好吃、好玩又好買！2019 您不可錯過的工藝設計盛典！展期於「新藝商號」消費滿千，

即可兌換網路知名文字創作者－「沒有文青」趣味春聯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消費滿$3,000、$5,000

另有獨家優惠，詳情請上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官網（culture.skm.com.tw）。 

    

台味好物推薦 

<大人物首發實體選物店> 

好玩藝設計講堂 

美好生活體驗 x 職人設計講座 

美食甜點快閃 

假日好食玩 x 潮人物巡迴餐桌 

似顏繪現場創作 

假日好食玩 x 畫畫臉 

 新光三越北中南巡迴展 

12/05(四)-12/17(二)  台北信義新天地 A9 9 樓宴會展演館 

12/21(六)-01/01(三)  台南新天地本館 6 樓 C 區文化館 

01/04(六)-01/13(一)  台中中港店 10 樓 天空劇場 

※ 上述閉展當日皆開放至晚間 6:00 止。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新光三越、大人物 

 協力單位：潮人物、FliPER、Shopping Design、ACCUPASS 

 

🔺好玩藝設計講堂 

 

🔺假日好食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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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藝商號 x 大人物首度聯手－以「台味設計發酵」為主題，邀集台灣在地超過 30 組工藝設計品牌、超過 600 件日常

設計好物，帶您解密台味設計如何在生活中發酵又發威！2019 參展入選品牌（依品牌名稱筆劃排序）： 

C'est Si Bon 散事舖｜Desk+1｜even｜Lighto 光印樣｜mufun 木趣設計｜NETTA｜quoi quoi｜Rabbit Walker｜Shekinah 手

工皮革｜TFKandles｜tik á｜YANGYANG｜一間印刷行｜大人物選物店（agooday 好日子、Five Metal Shop、Fuumas Puzzle

富馬樂創、HANSCHIU 瀚思、IDEOXO 与熊設計、KNOWS&GOODS 早知道、TZULAï 厝內、一間印刷行、台電文創）｜工藝的

單位（HandsiLife、iLife、Kyou、好造型、南方設計、匠子設計）｜六悅佳居｜光山行 漆器工藝｜好好集｜米口・陶｜京好手作 

trulygoods｜茚 Yin Taiwan｜麥考艾裘｜富山傳產｜森下樹｜森手木工｜畫畫臉｜童心木 TOSMU｜潮人物｜樸陶堂｜雙鴻

Shuang Hong Living｜馨心齋香品 

  

致力將傳統工藝融入生活的【Hands 品牌創辦人－姜文中】，此次邀集 6

個台灣工藝品牌（Hands、匠子設計、好造型、kyou、南方設計、I life），

以「工藝的單位」為題，讓大家了解工藝的成形過程。 

首次加入由日本品牌【DENSAN 富山傳產】，此次特別帶來由富山縣工

藝師與台灣設計師共同聯名商品，現場將帶來：與台灣「點睛設計」合

作之雙喜筷架組、與「TZULAÏ 厝內」合作之舞龍舞獅純錫筷架組皆是

這次展出的注目焦點。＜台北場次限定＞ 

 新藝商號 選物推薦 

台電文創 

人孔蓋水泥杯墊 

台電文創 

綠能比例尺 

五金行 

五行日曆 

TZULAÏ 厝內 

原木窗花面紙盒 

厝內 x 貳房苑 

紅陶釉燒馬克杯(潮州綠) 

 
    

Hands 

千海棠 

匠子設計 

大翅鯨 

mufun 木趣設計 

啄墨單筆-律動系列(淺色) 

YANGYANG 

紅銅燈罩 

光印樣 

窗花燈箱 

     

光山行 漆器工藝 

漆石黃銅戒指 

quoi quoi 

撞色口金包 

麥考艾裘 

藍白拖＆茄芷袋飾品 

米口陶 

耶誕小樹人 

好好集 

熟成檸檬鹽&胭脂辣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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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首間實體選物店－新藝商號共築台味設計風格生活 

近年來台灣在地特色不斷被挖掘，設計師與創作者們以豐沛的創作力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獨一無二、專屬於台灣的作品。

無論是傳統產業轉型，抑或是受台灣土地與生活啟發，許多品牌們選擇以貼近台灣共感意向為趨勢，找到了屬於台灣

的設計味道。此次新藝商號與大人物共同攜手，以「台味設計發酵」為題，首次以實體店面方式與大家見面！此次大

人物選物店中，也嚴選 9 個你不可錯過的台灣設計品牌：agooday 好日子、Five Metal Shop、Fuumas Puzzle 富馬

樂創、HANSCHIU 瀚思、IDEOXO 与熊設計、KNOWS&GOODS 早知道、TZULAï 厝內、一間印刷行、台電文創，

其中台電文創更首次以實體店面限定形式販售，只有在「新藝商號」才買得到喔！無論是一上架就銷售一空的人孔蓋

水泥杯墊或是迷你可愛的人孔蓋磁鐵，都可在此次的大人物選物店中購買。而想到台味就不得不提及的 TZULAÏ 厝

內，也同樣成為此次選物店中的精選好物，迷人的原木窗花面紙盒、手感溫潤的手繪琺瑯杯以及今年與貳房苑共同設

計的限量聯名款－紅陶釉燒馬克杯（潮州綠）都成為了台味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亮點商品。另外自 2017 年起就廣受歡

迎的「五金行日曆」，將搭配美國杜邦 Tyvek® 泰維克材質製成的環保袋以及隨機贈送的鑰匙圈限量販售，售完為止。 

  

將台灣傳統元素（花窗、茄芷袋、磨石牆等）融入展場，並規劃「台味餐桌」，讓大家能感受到濃濃的台味生活。 

【台味講座】台味下午茶，邊吃邊喝邊聊故事 

在地的味道，是屬於你我的共同語言，從「台味設計」開始，我們尋找值得關注的設計品牌與工藝商品，滿足了台味

的概念，而關於味蕾的台灣味，將於 12/14 舉辦唯一一場「台味發酵講座」，邀請近期火紅的「永心鳳茶」品牌經理

人—張文殊與「胭脂食品社」主理人—王琬萱，一起聊聊台灣人最愛的美食味道，當天兩位講者更將為現場參與的觀

眾們帶來專屬驚喜，讓大家能透過嗅覺、味蕾同時感受到熟悉卻又與眾不同的「台灣味」，12/14(六)下午 2 點，讓我

們一起邊吃邊喝聊台味；活動報名請上活動官網（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910280941093301310700）。 

「台味發酵－我講究，故我在」對談講座 

時間地點：12/14（六）14:00-15:30 新光三越台北新光三越 A9 館 9 樓 

講者介紹： 

 

張文殊 Carrie Chang ，永心鳳茶品牌經理人 

熱衷在餐飲眉角裡遇見生活。於台菜品牌圈裡轉紅塵，忠心於為美好事物賦予說故事的能力。在店內

最愛幫客人做整套裝潢導覽與解說菜單，店外熱衷各種異業碰撞燃起日日激情。 

王琬萱 Sharon ，胭脂食品社主理人 

同時身為食物保存研究者，著迷於探索食材的可能性，對我們每日的飲食習慣提問，記錄這個島嶼各

種層次的食物風味，也期待能夠提煉出屬於你我共同的味覺語言，土地與時間之味。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9102809410933013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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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藝設計講堂&假日好食玩－周末限定。美好生活新體驗 X 職人設計講座 

展期週末現場與《潮人物》巡迴餐桌計畫共同策劃，邀請多位工藝職人開班授課，蒐羅全台可頌、台味麵包的美食快

閃、似顏繪現場創作等多場「好玩藝設計講堂&假日好食玩」等您來體驗！課程統一採線上報名，額滿為止；更多活

動詳情請上「2019 工藝之夢」活動網站查詢：https://pse.is/LB3GM。 

    

開展首週假日現場，邀請網路知名文字創作者－「沒有文青」春聯創作、「一間印刷行」活字印刷體驗、畫畫臉－似顏繪現場創

作、潮人物巡迴餐桌－全台可頌大 PK 與好玩藝設計講堂－逗趣雞毛撢子、巧拼木榫花窗等多堂工藝體驗課程 

 

 台北場活動限定 

好玩藝設計講堂 

12.14(六) 16:00<漆藝課程>光山行．金箔漆器別針 

12.14(六) 19:00 <皮革課程> Shekinah．小老鼠皮飾 

12/11(三)、12/13(五)14:00 <布藝課程> quoiquoi．小蠟扁包 

12.15(日) 13:30、16:00 <布藝課程> quoiquoi．小蠟斜背包 

12.15(日) 19:00 <皮革課程>Shekinah．可愛小小鞋 

假日好食玩 第二週活動（12/13-12/15；售完即提早打烊） 

 吃好食｜台式麵包大反撲 

12.13(五)-12.15(日) 12:00-18:00 

 吃好食｜喜喜微醺飯糰 

12.13(五)-12.15(日) 12:00-18:00 

 吃好食｜沐日進補的鹹派 Party 

12.14(六) 12:00-18:00 

 玩手作｜帶回一條手作的金絲珍珠項鍊 

12.14(六) 13:00、16:00 

 畫畫臉｜Allantsou-illustration 

12.14(六)-12.15(日) 12:00-18:00 

 畫畫臉｜沒有梗可以嗎 Aw: 

12.14(六)-12.15(日) 12:00-18:00 

 玩手作｜Gin 老師的很慢菓醬 

12.15(日) 13:00、16:00 

 玩手作｜稀有手作大理石立體創作 

12.15(日) 13:00、15:30 

 

 

[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活動連絡人]  

陳兆祥 zhaoxiang.chen@skm.com.tw / 02-8789-5599*3737 許立瑀 liyu.hsu@skm.com.tw / 02-8789-5599*8991 

[新光三越台北信義新天地新聞連絡人] 行銷/TEL -02 8780 1000 *6722 *6711 *6766 

王貫宇 0972-165-183 guanyu.wang@skm.com.tw  于沛馨 0930-376-540 peisin.yu@skm.com.tw  

蔡百濤 0981-010-730 paitao.tsai@skm.com.tw   李俞萱 0978-601-320 yuhsuan.lee@sk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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