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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櫥窗新聞稿 2016-11-28】 

輕柔暖心褶毛絨 今年冬天最溫柔的呼喚 

北歐櫥窗《暖心傳愛》一條圍巾溫暖 6 雙小手 

  

低溫一報到，帽子圍巾成為人人出門必備的暖物，來自瑞典的 Desgin House Stockholm 褶毛絨系列，以獨特的抓毛絨

保暖技術與褶皺的延展性，成為北歐設計愛好者隨身的禦寒配件。今年冬季，除了 MOMA 連年暢銷的褶毛絨長圍巾外，

更推出了專為亞洲人設計的短披風款與森林綠新色，希望藉由更多元豐富的搭配，溫暖過聖誕。 

北歐櫥窗在即將年滿 15 歲之際，以實踐北歐人永續美學的理念，與人安基金會合作，邀請曾購買過褶毛絨商品的消費者

一起參與《暖心傳愛》活動，只要將二手的褶毛絨帶至全台的北歐櫥窗門市回收箱，就能賦予商品重新再製的新生命。

褶毛絨募集計畫與台灣服裝設計師陳劭彥合作，結合北歐「重視手感，永續生活，回歸純真」的理念，將回收到的二手

褶毛絨重新製作成手套，一條長圍巾可以再製成 6 雙小手套，為單親孩童們的雙手帶來禦寒防護，不再感受冬季冷冽，

只有暖心的溫度。 

北歐褶毛絨輕暖號召 回收永續生活 

「這是個重視手感與純真的時代，也是重視永續生活的年代，北歐設計精神之

所以獲得重視，源自於人們渴望回歸純粹質樸的生活。」近年來北歐設計受到

廣大喜愛，簡單實用變成選擇時的首要條件，而北歐櫥窗選擇至今已熱銷近

5000 條的經典褶毛絨系列商品，他沒有華麗豐厚的動物纖毛，設計師 

Marianne Abelson 將絨毛材質創新，用 75%的抓毛絨與 25%的綿混紗線，

創造了獨特的親膚觸感，溫暖又輕柔，並得到了瑞典設計界最高榮譽的

Excellent Swedish Design 設計獎。 

 

而《暖心傳愛》褶毛絨募集計畫，則是承襲北歐一直以來「重視手感，永續

生活，回歸純真」的理念，希望能運用設計做到回收永續，將二手的褶毛絨設計重製，保留褶毛絨本身獨特的抓毛絨保

暖技術與褶皺的獨特延展性，為單親小朋友們重製成好看溫暖的小手套，在冬季陪家人出門工作也能禦寒。  

▲獨特抓毛絨保暖技術的褶毛絨，北歐人冬日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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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設計師陳劭彥跨界公益 齊為小朋友溫暖發聲 

北歐櫥窗這次與旅英服裝設計師陳劭彥合作，透過《暖心傳愛》褶毛絨募集計畫，

將褶毛絨再賦予「魚兒悠游」的童趣意象，融合人安基金會所秉持的「給魚給竿，

拉人一把」的理念，將其概念具象化到設計之中，傳達「資源有限，想像力無限」

的想法。將手套橫向看時，會見到小魚兒在雙手上徜徉，縮口的設計像是魚兒的

尾巴，更有阻絕冷風的效果。「希望傳達的是一種希望，運用魚的設計讓單親小朋

友們可以喜歡地戴在手上，溫暖好看且實用」，陳劭彥同時考量到小朋友因需要在

冬天時外出陪伴大人工作，所以在開口設計上保留中指後的三個手指是可靈活動

作的，大拇指就像是魚的眼睛一般，向前看充滿活力。 

這個冬季最溫柔的呼喚 響應參與褶毛絨募集計劃 

「你的一條褶毛絨圍巾，可以重製成 6 雙暖心小手套！」北歐櫥窗《暖心傳愛》

褶毛絨舊換新募集計劃，邀請您攜帶曾購買的「褶毛絨」系列至北歐櫥窗全台門

市，投至現場回收箱，除了可獲得 500 元褶毛絨系列消費券，北歐櫥窗會把回收

到的褶毛絨商品，透過服裝設計師陳劭彥的巧思設計重製成溫暖手套，與人安基

金會一同將愛心分送給失親兒童、單親家庭的小朋友們。募集計劃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這個冬季最溫柔的呼喊，北歐櫥窗邀請您發揮愛心分享愛，一起攜手響

應褶毛絨募集計劃！ 

關於北歐櫥窗： 

「北歐櫥窗」以方便的網路購物環境與百貨門市的多元通路，提供北歐優質生活設計商品，將北歐設計哲學帶入台灣，更帶領消費者

欣賞奪得設計大獎及具有時代意義的設計作品，一窺北歐的深度價值，並在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享受設計為人帶來的便利及美感。「北

歐櫥窗」是「忠泰生活開發」旗下一座體驗北歐設計生活，享受北歐美感生命體驗的美術館，將屬於北國的純樸快樂和質樸優雅靜謐

地深入人心。 

實體門市：台北＿信義誠品 2F、新光三越 A9 館 3F、明日聚落 1F │ 台中_新光三越 7F、明日聚落 1F 

網路商城： www.nordic.com.tw 

 

關於陳劭彥 SHAO YEN： 

畢業於英國中央聖馬汀藝術學院織品服裝設計研究所，2010 年創立個人品牌「SHAO YEN」，曾被 Wallpaper 2009 列為時尚新秀首

選；2010 年被英國重量級時尚文化雜誌 AnOther 評選為六位最被看好的新秀設計師之一；2011 年量身打造冰島歌手碧玉 Bjork 最

新專輯造型；2014 年獲選參加荷蘭鹿特丹博伊曼斯‧布尼根博物館(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The Future of Fashion is 

Now」 時尚特展；2015 年大人物慈善攝影展 2，由舒淇詮釋所設計的全球首件藺草禮服；2016 年參與與藝術家董陽孜合作的《讀

衣》時尚 X 藝術跨界展，用服裝演繹書法墨寫。 

 

關於人安基金會： 

自 2002 年開始於全台提供街友「防飢」、「防寒」、「防病」服務，盼藉社會力量，增加正向力量。2012 年起，創辦人曹慶先生關注到

台灣高離婚率下，讓許多單親媽媽需獨力撫養小孩，但多數單親媽媽無法兼顧家庭經濟及孩子照顧。於是，人安、創世策略聯盟，展

開「給魚給竿 拉人一把」烤地瓜謀生方案輔導服務。人安基金會在創世基金會的支持輔導下，特別關注寒士、單親媽媽、街友、社

會邊緣人，提供各項救助，盼這群在夾縫中求生存的「艱苦人」，感受社會溫暖，勇敢自立。今年籌備「第 27 屆寒士吃飽 30」愛心，

預計於 106 年 1 月 22 日在全台 16 處辦理，盼大眾共襄善舉、讓愛延續。愛心專線 (02)2836-1600 分機 293、296 吃飽小組。線上

捐款 https://goo.gl/fW3Rrl 

 

【新聞聯絡人】 

薛文婷 02 2778-3188*6123．0929-751-128．tinasua@motstyl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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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檔下載 : http://ppt.cc/FNbVk 

▲服裝設計師陳劭彥手繪孩童手套草稿圖 

▲透過服裝設計師陳劭彥巧思重製褶毛絨 

https://goo.gl/fW3Rrl
mailto:joannawei@motstyle.com.tw
http://ppt.cc/FNbV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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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_商品介紹】 

Design House Stockholm 是 Anders Fardig 於 1992 年，由一間協助其他品牌執行創意產品

發展的公司開始。他運用他在設計產業所累積的管理經驗及知識，以及許多獨立設計師人脈，創

造了 Design House Stockholm 這個品牌，而 Design House Stockholm 也供他們一個盡情揮

灑創意的舞台。1997 年 Design House Stockholm 初試啼聲，發表了設計師 Harri Koskinen 的

冰塊燈(Block Lamp)，成功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至今，冰塊燈仍是 Design House Stockholm

的熱銷商品之一，並且成為紐約現代藝術物館 MoMA 的永久館藏。 

Design House Stockholm 以「設計的創造者」自居，他們不是單單挑選一位設計師，針對一樣特別的產品進行設計，

相反地，所有的設計師都可以貢獻自己的創意與想法，然後再挑選其中最棒最優秀的創意進行研發然後生產。對 Design 

House Stockholm 而言，設計沒有界線，如果產品夠優秀，值得被量產，那 Design House Stockholm 將會毫不猶豫

的投入，即使是一只杯子、一張椅子或是一件珠寶。 Design House Stockholm 的願景是「To be a mirror of the best 

scandinavian design today.」集合經典的外型及品質，不隨著流行而凋零的設計商品正是 DHS 向來的宗旨。 

褶毛絨全系列 

一切，皆來自令人讚嘆細緻觸感 

來自於瑞典的全球熱銷 Design House Stockholm 褶毛絨系列，是用 75% 的抓毛絨 + 

25% 綿混紗線，透過精密計算的褶紋加工，創造了前所未見的親膚觸感。柔軟的觸感來自

創新的抓毛絨技術，在身體和衣服的邊界，留下溫暖的同時，不易產生毛絮材質，讓鼻過

敏或敏感膚質也可以安心感受褶毛絨柔軟的觸感。能讓身處近攝氏 50 度遽變溫差的北歐

人隨身攜帶使用，關鍵的褶皺設計，不僅讓自身有型，更能擁有絕佳的保暖效果。就連注

重細膩工藝的日本人也每年爭相搶購。2002 年，褶毛絨圍巾被電影「時時刻刻」(The 

Hours) 女主角之一的梅麗史翠普全場穿戴，成為國際時尚界的寵兒之一。 

輕柔的質地，不論是寒冷冬季，或是春秋兩於冷氣房內，褶毛絨系列都是絕佳的選擇。 

 2017 年新推出！ 

新色：森林綠／新款：褶毛絨短披風 

 

褶毛絨圍巾 (長) 

MOMA Shop 連年銷售第一 

最受歡迎的長圍巾  (售價：4,000 元) 

 

200 cm 的長圍巾，有豐富多樣圍巾打法，因此受到喜愛依穿著變換圍巾造型的消費者歡

迎。褶毛絨的簡約、輕柔的設計，即使隨興地垂掛在胸前，或利用它的寬度作出豐富的褶

紋飄逸感，簡單的素色上衣即可搭配，而且長圍巾在寒風中能夠提供更多的包覆性，多繞

幾圈就可以讓臉躲在圍巾裡，強風也不擔心！2017 年並推出新色森林綠，多樣化的顏色搭

配，穿出冬日北歐的時尚！  

褶毛絨披風 (短) 

2017 全新款式，更適合亞洲人身型  (售價：9,500 元) 

 

全球熱銷的褶毛絨系列，75%的抓毛絨+25%綿混紗線，透過精密計算的褶紋加工，創造了

前所未見的親膚觸感。絕佳的保暖效果，卻出乎意料地輕柔、蓬鬆與飄逸，連一貫注重細

膩工藝的日本人也爭相搶購。2017 年並推出褶毛絨短披風全新款式，考慮到亞洲人的身

型，可以讓上半身完全抵禦寒風吹襲，走路從容自在更顯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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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北歐櫥窗  

 

褶毛絨圍巾帽 

超人氣，兩用帽領，維持冬日時尚造型 (售價：4,700 元) 

 

多變化的褶毛絨圍巾帽，如同北歐童話故事裡的夢幻斗篷，一直是最令人嚮往珍藏的款式！

斗篷的樣式，蓬鬆又有彈性，還能配合涼秋寒冬等溫度調整穿搭。寒冷季節，想戴上帽子

為頭部保暖，卻又擔心帽子壓壞髮型，圍巾帽就是最好的選擇！ 

 

褶毛絨披肩 

優雅肩披，小蓋毯  (售價：5,400 元) 

 

優雅浪漫的披肩一直是都會時尚男女的最愛，配合自己的腰帶打造出披風、夾克或大衣等

風格，70 公分寬的披肩，直接披上即優雅又從容。若出差旅行時，無論搭飛機或入夜前微

涼時分，也不需要纏繞，輕柔地披在身上就很完美，不失簡約時尚。 

 

褶毛絨遮耳毛帽 

多變化的禦寒帽款 (售價：3,300 元) 

 

面頰吃盡冬天的冷風，對許多上班族或騎腳踏車通勤的學生來說，是最難受的時刻。保暖

的褶毛絨，比起毛線編織的帽子更方便造型，能完整的包覆頭部及耳朵，只要沿著帽緣褶

出想要的褶線，不論短戴街頭俐落或是長戴大範圍包覆，讓你享受溫暖同時，有更多造型

的可能。快為自己和家人準備一頂褶毛絨遮耳帽來體貼一下吧！  

褶毛絨兒童上衣 (4-6 歲) 

遠離過敏的親膚感  (售價：5,300 元) 

 

兒童最怕著涼，貼身衣物最好選擇輕柔、保暖，卻又能親膚遠離過敏原的材質，而褶毛絨

的保暖新技術材質，不會產生棉絮，對兒童是最友善的選擇。 

褶毛絨兒童上衣系列並非將成人的尺寸縮小，而是特別針對 2 - 6 歲，正值活潑好動的孩

童們設計較為合身的上衣，V 領設計也是專以兒童為考量，除了因為兒童頭部比例較大，

方便穿脫之外，也能配合氣候調整衣物。(許多兒童禦寒的高領上衣設計，對於無法自理衣

物的孩童而言其實相當不舒服)。此款上衣建議搭配兒童也能使用的褶毛絨短圍巾系列，其

隨時方便取下的特性，在溫差大的涼秋時節或是因活動量大而出汗的孩子們，更加適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