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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 明日聚落 新聞稿 2019-01-08】 

2020 年打破送禮框架 最有氣質年節伴手禮 

獻上一份「生活美學」迎新年 

   

華人最重要的節日農曆春節將至，各家品牌爭相推出充滿年節氛圍的伴手禮，除了逢年必買的禮盒與

糕餅外，生活家居領導品牌 MOT 明日聚落更為消費者挑選出 2020 年「最有氣質伴手禮」，跳脫送禮

框架，小自空間氣味的轉換、各式好物的收納，大到挑選一件經典好燈好椅，都可以為來年增添一份

「生活美學」！  

增添生活中的儀式感：來自佛羅倫斯的頂級香氛 Dr. Vranjes 

如何在平淡之中製造浪漫？從改變空間中的氣味氛圍開始！為五星級

酒店與時尚精品店指定香氛品牌 Dr. Vranjes，瓶身設計靈感來自聖母百

花大教堂的拱頂，取用托斯卡尼當地出產 2,000 多種植物調配而成獨特

香味。2020 年首次推出為華人新年所設計的限量新春禮盒，以喜氣的

紅色系作為禮盒包裝，隨盒並附贈金字燙印的限量紅包袋，香調則是名

為「8」的專屬節慶限定香味，以帶有東方調的檀木香與乳香，結合廣

藿香與雪松調配而成，用氣味為新的一年開運。Dr. Vranjes 香氛蠟燭，

使用天然植物蠟和純淨香精完美結合，未添加任何溶劑和防腐劑，燭杯的靈感來自珍貴礦材，讓手感

觸覺與味覺一樣完美。酒神葡萄釀(Rosso Nobile)為其中的明星香味，以草莓、黑莓、洋李及柑橙等

酸甜果系為前味，伴隨木蘭、薔薇及紫羅蘭的花香調，底蘊則為煙薰樺木香，擁有聞過即無法忘懷的

氣味記憶，深獲名人的喜愛。  

收納控必收：收納做得好，大掃除沒煩惱 

到了過年大掃除，面對斷不開、捨不掉的物品該如何是好？明日聚

落推薦來自瑞典設計家具大廠 Vitra 的收納好設計 Uten. Silo 雜物

牆上收和 Toolbox 小物收納盒，論到桌上文具、各式雜物都能輕鬆

收納，且不需費心思，只要將雜物放入分隔好的置物框中，就成為

一件具設計感的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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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迷也被萌到，自己也想敗一組的可愛家具 

連設計迷都愛不釋手，充滿趣味又暖心的禮物是年節送禮最討大人小

孩歡心的選擇！ Vitra 的 Resting Bear 酣睡熊坐枕是給一年辛苦工

作的人們最好的安慰，在它面前自動卸下日常武裝，不論擺放於房間

或客廳中，或臥或趴，都是最療癒的陪伴；塑料家具代表 Magis 的

Puppy XS 迷你犬，將經典縮至迷你尺寸，是擺飾更是書檔，是設計

迷的最佳入手款！荷蘭設計品牌 moooi 的 Perch Light Table 棲鳥

之姿桌燈，設計師運用摺紙概念模擬鳥

的姿態佇立於黃銅燈桿上，為家中帶來生氣與活力！ 

想知道過年前詢問度最高的單品，一張好坐的椅子是絕對不能錯過的，

被 Apple Park 欽點入園的 Maruni Hiroshima 廣島扶手椅，舒適的坐

背與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是不分老少除夕夜圍爐話家常的最佳坐伴。 

 

為迎接金鼠年，明日聚落特推出「心有所鼠 ‧ 新春慶」，1 月 8 日至 18 日限時 10 天，於明日聚落台

北及台中館內消費滿萬元就送 1,000 元明日聚落禮券，消費不限金額即贈限量設計紅包袋乙組，把握

多重優惠為 2020 年挑選一份「生活美學」！ 

 

【媒體聯絡人】  

鍾宛霖 Winnie 

winniechung@motstyle.com.tw 

Tel: 02-2778-3188 ext.6125 / 0988-522-280 

魏君如 Joanna 

joannawei@motstyle.com.tw 

Tel: 02-2778-3188 ext.6112 / 0933-202-319 

 

【新聞附件】 

圖片下載：bit.ly/2N1QWd8 

增添生活中的儀式感：來自佛羅倫斯的頂級香氛Dr. Vranjes 

 

品 牌：Dr. Vranjes 

品 名：2020 新春限量禮盒  

規 格：竹枝*12、擴香 500ml、紅包賀卡 5 入 

售 價：NT$5,980 

在東方數字「8」有「發」的諧音，是意味著吉祥幸福之兆

的繁榮數字。Dr. Vranjes 將西方精神與東方概念加以結合

詮釋出全新東方香調。「8」以檀香木與乳香作為主香調，

廣藿香、雪松、麝香、琥珀為底蘊。 

mailto:winniechung@motstyle.com.tw
mailto:joannawei@motstyle.com.tw
http://bit.ly/2N1QW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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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牌：Dr. Vranjes 

品 名：Rosso Nobile 酒神葡萄釀 香氛蠟燭 (500G) 

售 價：NT $4,280 

Dr. Vranjes 最高等級，以義大利千年傳統紅酒為發想的 

Rosso Nobile 酒神葡萄釀，以草莓、黑莓、洋李及柑橙等

酸甜果物系作為前奏，其後伴隨著木蘭、薔薇及紫羅蘭的

花香流瀉而出，底層隱含煙薰過的樺木香，彷彿誰打翻了

酒神的葡萄釀，直教人心醉。 

收納控必收：收納做得好，大掃除沒煩惱 

 

品 牌：Vitra 

品 名：Uten. Silo 雜物牆上收 

規 格：寬 52 x 高 68 x 厚 7（公分） 

售 價：NT $11,000 

「Uten. Silo 雜物牆上收」有各種大小不同的框格抽屜和掛

鉤夾子，讓我們有多亂就弄多亂，東西太少反而不好看。

它可以像幅畫懸掛在牆上，或只是斜靠在桌子上櫃子上或

牆角，誰能想到雜物堆到牆上竟變成抽象畫般，越亂越美

麗呢？ 

 

品 牌：Vitra 

品 名：Toolbox 小物收納盒 

售 價：NT $1,400 

長短寬窄的分隔欄方便收納各種小東西，隨意收拾丟進

去，無論怎麼看都清爽；平時將它們收藏在層架櫥櫃裡，

需要時單手一提就能派上用場。 

設計迷也被萌到，自己也想敗一組的可愛家具 

 

品 牌：Magis 

品 名：Puppy XS 迷你犬 

規 格：長 18.5 x 寬 11 x 高 14.5（公分） 

售 價：NT $2,300 

Puppy 在今年米蘭家具展上挑戰極限，小還要更小！化身

超迷你可以捧在手上的品味擺飾。PP 塑料製造，實心堅實

的手感，無論作為書檔、紙鎮，或是懸掛心愛的飾品；當

作居家擺飾或作為辦公裝飾， 療癒生活每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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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牌：Vitra 

品 名：Resting Bear 酣睡熊坐枕 

規 格：長 91.8 x 寬 53.1 x 高 33.8（公分） 

售 價：NT $33,100 

Resting Bear 可放置在客廳，當作疲憊踏入家門時舒緩腳

部的腳凳；或是放置房間，依靠著熊溫暖的肚子度過慵懶

的閱讀時光；又或是擺放在辦公空間，當客人來訪時邀請

乘坐，撬開一個話題和對方談笑風生。 

 

品 牌：moooi 

品 名：Perch Light Table 棲鳥之姿 桌燈 

規 格：寬 22 x 深 25 x 高 61.5 公分 

售 價：NT $51,300 

運用摺紙概念將鳥兒的姿態極簡化，運用 PP（聚丙烯）易

塑形的特性，維妙維肖勾勒出鳥兒體態的紋理及棲身時的

樣貌。 

重度設計迷必敗，Apple Park 訪客中心廣島椅 

  

品 牌：Maruni 

品 名：Hiroshima High 廣島扶手椅 

售 價：NT $37,400 

深澤直人在這張椅子上延續了過往強調使用者直覺的減法

設計，還原了木工單椅的靈魂，也就是曲木與榫接工藝。

而為了開發廣島椅的特殊椅背，maruni 還設計出獨家精密 

NC 切割機具，完美再現了深澤直人要求的弧形曲線，最

後再由專業工匠來進行細緻的組裝、打磨與塗裝。 

購買通路 

明日選品 MOT SELECT (02-8772-0078)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65 巷 5 號 

明日家居 MOT CASA  (02-8772-5508)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65 巷 9 號 

明日聚落 (04-2322-2999)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573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