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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櫥窗新聞稿 2017-7-27】 

共享日常時刻，讓爸爸成為最講究品味的生活咖！ 

北歐櫥窗 父親節設計禮品推薦 
 

 

眾多節日之中就屬父親節禮物最難以挑選，對爸爸的心意不容易透過卡片與言語表達，禮物的選擇

也總是在領帶、皮夾、襯衫等「基本款」清單中苦思，今年不妨跟著北歐櫥窗父親節送禮指南，轉

換角度從「爸爸的生活時刻」著手， 「下班後的生活醇香」、「吃不膩的拿手好菜」、「大男孩的

日常樂趣」，不僅以設計師品味打造專屬的質感生活，更透過爸爸的興趣精心挑選一份直達心裡的

禮物，與爸爸一起共享他最愛的時光， 讓慶祝父親節不再只是例行公事！ 

 

陪伴，是最好的禮物！與爸爸一起共享日常時刻的設計選物 

再昂貴的禮物也比不上一刻的陪伴，北歐櫥窗從「爸爸的生活時刻」著手，推出可以與爸爸共享的

父親節禮物，讓你在獻上禮物的同時也多一份陪伴讓心意更加分！ 

 

時刻一：「下班後的生活醇香」 

辛勞工作後品嚐一杯美酒是爸爸生活中的小確幸， Georg Jensen Living Manhattan 調酒系列，

滿足每個男人心中居家調酒的妄想。以爵士年代金燦絢爛

的紐約城為靈感，鏡面不鏽鋼細緻拋光，選用厚實不鏽鋼，

歷經嚴謹工序鍛造而成，堅固耐用。溝槽般的深淺設計，

增加握取瓶身的穩定性，內裝濾孔設備，拴蓋緊密，調起

酒來專業架勢十足。 

為父親調製一杯特調，一起沉浸在酒香中品味生活的醇香！

敬生活，敬爸爸的付出與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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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二：「吃不膩的拿手好菜」 

許多爸爸都是家裡的隱藏主廚，料理中帶著一種率性滋味，正是爸爸料理學不來的美味配方。

Stelton Viking 英雄黑刀最適合獻給擁有許多拿手好菜的爸爸，流線型的外觀、極富質感的霧黑，

一刀一劃都讓料理時刻更加有型，再搭配 RIG-TIG Drop 搖搖洗菜球，洗菜流程不再繁複一手就能

搞定！與爸爸一起走進廚房，拉近彼此距離。 

圖左一：Stelton Viking 英雄黑刀 / 圖右二：RIG-TIG Drop 搖搖洗菜球 

 

時刻三：「大男孩的日常樂趣」 

無論你的父親是熟男紳士抑或風格型男，都富有與生

俱來的童心，喜歡在生活細節中加入一些變化，如同

ANGLEPOISE® + PAUL SMITH Type 75™ MINI 聯名

限定款桌燈，熟悉的彈簧結構燈具中，以跳躍的色彩

與冷冽線條金屬支架呈現對比趣味，以原款 2/3 的大

小比例縮小，精算後的完美尺寸更貼近現代人的需求，

放置於書桌或床頭，為共同閱讀的時光增添了些許活

潑氛圍！ 

 

大圖/新聞稿連結：https://goo.gl/ubqXa6 

北歐櫥窗各店資訊 

網路商城： www.nordic.com.tw 

台北 信義誠品 百貨店 松高路 11 號 2 樓 (02) 2723-7221 (誠品信義店 2F) 

台中 新光三越 百貨店 臺灣大道 3 段 301 號 7F (04) 2254-0631 (新光三越 7F) 

台中 明日聚落 概念店 臺灣大道二段 573 號 1 樓 (04) 2322-2999 

桃園 GLORIA OUTLET 中壢區春德路 189 號 NO.152 (03) 381-6678 

 

新聞聯絡人 

 
 

許珮慈  02 2778-3188*6121．0988-705-788．susanhsu@motstyle.com.tw   

魏君如  02 2778-3188*6112．0933-202-319．joannawei@motstyl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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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資料】  圖片提供：北歐櫥窗 

 

時刻一：下班後的生活醇香 

 

  

商品圖片 商品資訊 

 

Georg Jensen Living – Manhattan 系列介紹 

「這是一場獻給飽含設計意識之品酒者的盛宴。」 

2017 年推出的「Manhattan」曼哈頓系列，以爵士年代金燦

絢爛的紐約城為靈感，鏡面不鏽鋼細緻拋光，輝映著大亨小傳

裡的流金幻夢。 

 

Manhattan 系列不作使用擺置桌上，即是渾然天成的藝術裝

置；將整系列一字排開欣賞，便更能意會作品的創作雛型，心

醉神往令全世界艷羨的曼哈頓城天際線。 

 品牌：Georg Jensen Living 

品名：Manhattan 曼哈頓調酒瓶 

售價：5,350 元 

 

外觀神似矗立於紐約市中心的摩天高樓，Manhattan 調酒瓶

選用厚實不鏽鋼，歷經嚴謹工序鍛造而成，堅固耐用。溝槽般

的深淺設計，增加握取瓶身的穩定性，內裝濾孔設備，拴蓋緊

密，調起酒來專業架勢十足。 

 

 品牌：Georg Jensen Living 

品名：Manhattan 曼哈頓冷酒器 

售價：4,800 元 

 

鏡面不鏽鋼歷經嚴謹工序鍛造材質，Manhattan 曼哈頓冷酒

器堅固耐用，專為冰鎮後的酒瓶設計，確保退冰後的瓶身水

漬，不會在桌面漫溢無章；同時阻隔室溫，延緩退冰後的時

間，讓您盡情放鬆享受美好品酩時光。 

 品牌：Georg Jensen Living 

品名：Manhattan 曼哈頓曼哈頓冰塊桶（附夾具） 

售價：6,950 元 

 

Manhattan 冰塊桶，貼心附上專屬冰塊夾具，亮銀鏡面質

地展露都會時尚感，用於招待賓客時，更加突顯主人的講究

品味。它適中的尺寸，也適合直接置放推車或吧台上使用。 

 

http://www.nord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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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一：下班後的生活醇香 

 
 

時刻二：吃不膩的拿手好菜 

 

 

  

商品圖片 商品資訊 

 品牌：Georg Jensen Living 

品名：Manhattan 曼哈頓不鏽鋼開瓶器 

售價：2,150 元 

 

提把式設計的 Manhattan 開瓶器方便易攜，外觀神似矗立

於紐約市中心的摩天高樓，持握手心彷彿就能感受擁有者的

不凡氣宇。選用厚實不鏽鋼歷經嚴謹工序鍛造而成，堅固耐

用不易變形，低調優雅的器身曲線，更是經過精密計算後，

符合人體工學的弧度。 

 品牌：Georg Jensen Living 

品名：Manhattan 曼哈頓軟木塞開瓶器 

售價：2,150 元 

 

Manhattan 軟木塞開瓶器，選用厚實不鏽鋼歷經嚴謹工序鍛

造而成，堅固耐用不易變形；低調而光滑的器身曲線，經過

縝密計算符合人體工學弧度，精細設計的螺旋鑽，也讓開瓶

更省力，同時彰顯高雅風尚。 

商品圖片 商品資訊 

 Stelton-Viking 英雄黑刀 系列介紹 

 

Viking 英雄黑刀，一體成形的單片不鏽鋼設計，搭配無細縫造

型，讓清洗保養上顯得便利；符合人體工學的圓角握柄，則確

保持握刀把時不易滑手、切菜時更為順手！ 

 

自問世以來囊括 Red Dot、NYIGF、Formland Prize 等無數

國際大獎，其刀刃鍍上的霧黑塗層經美國 FDA（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局）驗證、丹麥製造品管審核，確保最好的品質。最初

的設計理念，便是希望在持續使用的過程中，隨著時光推進而

些微掉漆，讓歷經歲月痕跡的刀具，愈用愈好看。 

 

此系列還為你貼心設計了專屬的磁吸刀座，光滑而亮白，與

霧黑刀色展現完美對比。掛於廚房牆上宛如立體雕塑品般，

讓來訪家中的客人一眼驚艷，當作開啟話題的居家裝飾亮點

再合適不過。 

http://www.nord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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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二：吃不膩的拿手好菜 

 

 

  

商品圖片 商品資訊 

 

品牌：Stelton 

品名：Viking 英雄黑刀－主廚刀（34.3 cm） 

售價：5,700 元 

 

 品牌：Stelton 

品名：Viking 英雄黑刀－麵包刀（37.4 cm） 

售價：4,600 元 

 

 品牌：RIG-TIG 

品名：Drop 搖搖洗菜球（松石綠） 

售價：1,200 元 

 

喜歡做菜卻懶得洗菜？搖滾一下就清潔溜溜！ 

繁複的洗菜流程，簡化為你從未體驗過的 3 步驟遊戲： 

1. 把想要清洗的蔬果放入球體後闔上開口 

2. 從握柄末端管道注入適量自來水 

3. 搭配點輕快節奏，快速轉動洗菜球 

 

設計師 Viviana Degrandi 捕捉了一顆水珠落下的瞬間模樣，

以此為靈感運用兩個帶漏孔的半圓，組成清洗器獨一無二的新

穎外觀，甚至能直接作為盛放水果、沙拉的容器，運用貼心的

掛孔設計吊放收納，完全不佔據多餘的流理台空間。 

http://www.nord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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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三：「大男孩的日常樂趣」 

 

 

新聞聯絡人 

 
 

許珮慈  02 2778-3188*6121．0988-705-788．susanhsu@motstyle.com.tw   

魏君如  02 2778-3188*6112．0933-202-319．joannawei@motstyle.com.tw 

 

商品圖片 商品資訊 

 品牌：Anglepoise 

品名： Type 75 Mini Paul Smith  桌燈 (共有 1~3 代) 

售價：7,980 元 (即日起~7/28，會員預購 7,182 元) 

 

英國公認最經典的百年燈具品牌 Anglepoise® 與英國女皇授

勳，名字前可冠上「爵士」的設計老頑童 Paul Smith，兩大

設計巨頭聯手合作的燈具系列，絕對是當代工業設計的亮點！

ANGLEPOISE®  + PAUL SMITH Type 75™ MINI 桌燈，雖是稱

作為迷你，其實則更貼近現代人的需求，經過精算的完美尺

寸，相較於原款 2/3 的大小比例，視覺上更為輕量別緻，放

置於書桌或床頭邊几都非常適合。 

 

愛玩色彩的 Paul Smith，與以彈簧結構燈具聞名的

Anglepoise®  攜手合作，在冷冽線條的金屬支架上塗繪了冷

暖色調不同的驚艷配色，從第一代以矢車菊藍作為主色調，點

綴桃紅與萊姆黃，清新如春光夏日，到由岩灰、墨綠、粉藕與

深藍組成色彩飽和如秋冬濃烈的第二代，至以荷蘭畫家蒙德里

安（Mondrian）的經典視覺配色紅、黃、藍、黑、白，具現

代摩登藝術風格的第三代，每一代都徹底收服設計迷的心，是

不容錯過的絕佳蒐藏品！ 
Type 75 Mini Paul Smith 桌燈 

 

Type 75 Mini Paul Smith 2 桌燈 

 

Type 75 Mini Paul Smith 3 桌燈：

蒙德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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