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選品 MOT SELECT 新聞稿 2020-09-23】
更多新聞資料及圖檔 : https://reurl.cc/8nN2dy

精選商品圖檔 : https://bit.ly/35VztNN

明日選品 MOT SELECT 首度進駐設計綠洲台中草悟商圈
擁有全台最充沛的設計能量中繼站 打造嶄新型態選品店
冠軍咖啡師王策﹘VWI BY CHADWANG 台中首店創造新生活方式
台中設計綠洲的新五感體驗
一個充滿設計、家具、生活用品的舒適環境，讓人
輕鬆休息沉澱、充電設計能量的中繼站，同時也是
個人品味的展現、與同好互動的交流會所。此美好
生活型態一直是明日選品 MOT SELECT 想傳遞的
理念。今年 9 月，明日選品更首度進駐台中草悟道
商圈，打造全台灣最大、最齊全的選品旗艦店，規
劃設計新五感體驗，傾聽城市喧囂中的寧靜，精選
世界各國及台灣在地設計品牌，期望成為台中
Design Hub。更邀請世界冠軍咖啡師王策手沖精
品咖啡品牌﹘VWI by CHADWANG 以嶄新店型亮
相，在精緻設計空間裡成就更具魅力的品飲氛圍。
藏家必收的夢幻逸品
明日選品中更存有藏家必收的經典設計，如 Apple 總部御用的兩張座椅，瑞士家具設計代表品牌
Vitra 辦公椅系列 - Pacific Chair 太平洋辦公椅，以及最講究木工、注重細節的日本家具品牌
Maruni - Hiroshima High 廣島扶手椅，去繁為簡，讓您的工作環境像是居家一樣舒適美好。而珍貴
的夢幻逸品則有 Vitra – Eames Plywood Elephant 限量藏家版，將 40 年代 Charles & Ray
Eames 的經典木質大象設計重現，和 Cappellini – Thinking Man's Chair 思考者休閒椅 (古銅色限
量版 )，此為 2014 年展出全球限量 99 張古銅色經典復刻版中的其中之一，讓這些看似一生不可觸
及的絕代之作，不再是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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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美學品味 精選經典設計
店內除了有熱門品牌 Vitra、Magis、Tom Dixon、Maruni、Artek 等選品，也有北歐櫥窗店中店精
選如丹麥皇室國寶品牌 Georg Jensen、強調與環境共生的簡約多功能性品牌 Mater 等經典北歐品
牌，喜愛北歐風格不可錯過。活躍於各大國外設計展並大受好評的台中在地品牌 NakNak、2016 年
被全球流行趨勢指標 WGSN 評選為最值得注目的台灣文具品牌之一的 no.30，以及結合傳統工藝與
雅緻生活方式的 Y Studio 物外設計等，讓本地品牌設計軟實力擁有全新舞台。
but. we love butter – What a better tomorrow needs?
「All we want is a TASTE.」是富錦街 IG 人氣名店 but. we love butter 的品牌初衷，此次與明日
聚落聯名的包裝設計以明日聚落代理的設計名師作品貫串整體，更推出連 but. 本店也買不到的雙口
味禮盒：冰火經典(濃厚奶油 + 生乳酪蜂蜜海鹽)及在地獨創 (金鑽鳳梨 + 柴燻桂圓)，一次滿足兩種
味蕾口感，在台中即可品嘗到號稱台北最神祕甜點的 but. 奶油餅乾，邀請您踏上一段在品味、甜點、
設計中的三重驚喜旅程，品嚐一口生活的美好。
為美好的明天做足準備
明日選品結合文創、藝術及設計的氣息，儼然化身台中設計綠洲。在店裝設計上，精心規劃和一旁
的草悟道及台中市中心最大的綠地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園相映成最具風格的設計森林，蓄積
城市設計能量中繼站，預計成為設計迷匯流之處，也視為未來展店的標準。明日選品亦有專業空間
規劃團隊，從大型家具到小型家飾的配置，為您專屬打造最與眾不同的舒適空間。日後也將在每月
定期與在地設計師、建築師和喜愛設計的朋友們交流同樂，打造出台中設計界的重要樞紐。
明日選品 MOT SELECT 台中店 開幕期間優惠資訊 :
1.

9 月 23 日 – 9 月 28 日，首六日訂單消費金額滿 10,000 元加碼 95 折回饋〈台北店同慶〉

2.

明日選品台中店限定 ─ 新加入 MOT CLUB 會員者且不限金額消費即贈 MOT 現金抵用券 200
元乙張〈限量供應、贈完為止〉

3.

MOT CLUB 既有會員至明日選品台中店，不須消費即可獲得 MOT 現金抵用券 100 元乙張〈台
中限定、限量供應、贈完為止〉

明日選品 MOT SELECT 台中店
營業時間 : 週一至週日 10:30 - 19:00

│

Facebook：@MOTSTYLE

電話 : 04-23222999

│

instagram：@mot_style

關於明日選品 MOT SELECT
明日選品 MOT SELECT 為「 MOT 明日聚落」所開設的第一家設計選物店，秉持一貫的美學品味，
精 選不容錯過的經典設計與潮流焦點，從桌上文具、書房擺飾、時尚香氛到空間軟件的每個角落，
量身打造的品味演譯，帶領您進入迷人的設計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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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商品推薦
品名：Pacific Chair 太平洋辦公椅
品牌：Vitra
蘋果公 司欽 點唯 一辦 公椅 ！瑞士 家具 設計 代表 品牌 Vitra 近年來致力 發展 「 Home
Office」概念，希望透過辦公系列作品，讓工作環境像居家一樣舒適美好。“Simple and
Quite”是 此辦公椅的設計宗旨，經過強化並極簡化的調節零件，只需單手操作就可精準
校正到各區塊的絕對位置，柔美線條包覆高度個人化的調整彈性，簡單而寧靜。
品名：Eames Plywood Elephant 限量藏家版
品牌：Vitra
對材料及製程極度講究的 Vitra，興起重現夢幻逸品的大計畫，選用色澤溫潤、硬度極佳
的美洲櫻桃木為主要材質，獨一無二的年輪花紋，完美重現被認為是二十世紀設計界中最
重要的人物之一的 Charles & Ray Eames 夫婦倆於 1945 年為女兒創作的手工木質大
象，讓這只紐約 MoMA 現代美術館也收入館藏的經典作品，能被更多藏家入手擁有。
品名：Thinking Man's Chair 思考者休閒椅 古銅色限量版
品牌：Cappellini
這張 2014 年米蘭展發表，全球限量 99 張古銅色經典復刻版，是將 Jasper Morrison 推
上國際，同時被全球博物館列入永久館藏清單的曠世巨作。以流體般的鋼管骨架及懸臂作
為主結構，椅背和椅座則利用金屬片的彈性，提供身體絕佳的乘坐感，就像是一把變形的
海灘休閒椅，坐臥其上不禁進入冥想思考狀態，予人放鬆感受。
品名：Hiroshima
品牌：Maruni
深澤直人以 Hans J. Wegner 的 The Chair 為靈感的木作單椅，致敬丹麥大師工藝的
Hiroshima 廣島扶手椅；有著強調使用者直覺的減法設計，曲木與榫接工藝及淺笑般微彎
的櫸木椅座、經過精密計算的傾斜椅背，最後雙臂再搭上輕柔包覆的扶手，完美展現極致
的日本職人工藝，也因此被 APPLE PARK 美國蘋果總部選為指定用椅。

品名：Terho 橡果吊燈
品牌：Mater
表現出芬蘭設計純粹、簡潔和洗鍊的 Terho 橡果吊燈除了結合自然，更全製程遵守綠色設
計，從符合 FSC（森林管理委員會）規範的可伐林中取得榿木原料，燈罩則是在玻璃工藝
有名的羅馬尼亞，由無毒乳白色玻璃染液再經人工吹成玻璃胚。素雅的燈罩色澤，留下滿
佈的紋理毫不掩飾自然的本質 ，讓人深刻感受到 Mater 永續工藝的精隨。
品名：Suita sofa
品牌 Vitra
工業及技術美學的完美結合，優雅的幾何形形狀擁有高度自由組合性，能夠系統性地隨心
組裝成住宅所需的形式樣態，也可以獨立運用於每一處畸零處所，百搭於任何空間並滿足
各種需求。椅背處甚至可向後延伸出一平台空間，作為機動性的迷你工作桌台或暫放水杯
等小物，大大提升沙發的功能性。
品名：Meshmatics Chandelier 光織夢影 吊燈
品牌：Moooi
整體燈具以細如髮絲般的金屬絲線經緯交織而成，三種不同的直徑錯落組合增添層次感，
遠看彷彿飄浮於空中，底部以 LED 光源投射在金屬絲線上，明暗間的對比變化，讓視覺
整體呈現更為豐富且迷幻，懸掛空間中更展現非凡的氣質及韻味，徹底展現細膩迷人的空
間魅力。
品名：FLOORWALL 立鏡衣帽架組
品牌：NakNak
結合在地 30 年經驗豐富的金屬工廠，更曾受北歐知名冰塊燈設計師 Harri Koskinen 之邀
合作。此衣帽架組恰到好處的金屬線條呈現簡約俐落的力度美感，並經由台灣在地精湛工
藝的師傅，從高溫燒鑄到手工敲打定型，賦予了溫潤的手感。可根據使用需求單獨使用，
或是組合成立鏡衣帽架，貼心可吊掛的設計，收納衣物和配飾，增添日常使用便利性。
品名：Eclectic Alchemy 墨語煉金 金屬香氛蠟燭
品牌：Tom Dixon
前調：火藥、中調：黑胡椒、基調：麂皮
全新的 Alchemy 墨語煉金香氛蠟燭充滿著 Tom Dixon 香氛家族的標誌性香氣，裝置在
手工紡製墨黑銅杯中。香調靈感來源自 Tom Dixon 先生一次又一次在金屬原料實驗製程
中，將煉金時的煙硝氣味提煉萃取，以香氣展現出金屬鮮明又嫵媚的東方辛香調。專屬成
熟大人的香氣，堆疊上 Tom Dixon 的香氛，就能夠打造出極致摩登現代的英倫風格。
品名：All in one 微電腦自動香氛機
品牌：@aroma
強調「香氛的本質就是自然」的日本天然精油品牌一大力作，跳脫以往小坪數香氛機器思
維，推出可定時定量自由設定的大空間專用款香氛機器。最多可適用至 40 坪空間的機台
深獲許多店家、住宅大廳等空間喜愛。即使多人共處時，也能享受無所不在的享受自然界
最清新的純粹氣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