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承品味 屏東好香
重拾先民品香，以香品養生的生活 老樹林系列檀香　3 入 (2H/4H/ 臥香 ) $1200

老樹林系列採用野生料、老料製成，香氣豐富，
小包裝送禮自用兩相宜，特選出 8 種香可供選擇。
彷彿身處原始樹林裡一樣安心放鬆。

生活用線香
天然野生原料製作，可永續存放

七星檀香有限公司
屏東市復興南路二段 239號
08-7515445

七星檀香 七星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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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在地的安心無負擔手工皂

A•萬丹黑糖羊奶舒緩皂禮盒　3入 /盒$720

B• 客家大風草暖薑養生皂　105±5g $210
C• 寶寶祈福平安皂　　　　105±5g $190
D• 珍珠淨膚喚白美顏皂　　105±5g $220
E• 薑汁何首烏養髮皂　　　105±5g $210

秉持嚴選天然素材與優質植物油，不添加人工香
精與色料，搭配多種屏東在地素材，SGS 國際
認證，不含防腐劑、無重金屬殘留、無生菌數。

萬丹酪農牧場每日產地直發的新鮮羊乳，搭配有
機認證黑糖入皂，洗感溫和潤澤，適合乾燥及敏
感性肌膚使用。

CHIEN SOAP 幸福手作皂
屏東縣長治鄉中興路 112巷 28弄 1號
0983-667806

CHIEN SOAP CHIEN SOAP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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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類紅寶石

藜諾亞紅藜精選禮盒　$900
紅藜面膜 ×2 盒、紅藜手工皂 ×1 塊、
紅藜酵素飮 ×2 瓶

紅藜是原住民使用百年以上的傳統作物
營養價値及抗氧化力相當高，是國際間熱門養生食物。

A．紅藜手工皂：
萃取含多種抗氧化活力與保濕因子，融合有機蘆薈萃取，
玫瑰精油二次元保濕，讓洗澡是潔淨也是保養。

Ｂ．紅藜面膜：
添加「台灣紅藜麥精萃」，
內含大量多酚因子，使肌
膚恢復光滑水嫩，提升淨
白。

Ｃ．紅藜酵素飮：
促進肌膚膠原蛋白增生且
可抗膠原醣化，延緩肌膚
老化，預防皺紋產生。

社團法人屏東縣原住民
特色農業推動協會
屏東縣瑪家鄉瑪家村
和平路一段 63 號
08-7997311 屏東原住民特色農業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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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好朋友熱鬧的互動，挑動快樂的好心情

山林好朋友鉛筆系列盒玩公仔　6 入 / 盒 $1800

山豬：奇怪，我的筆怎麼不見了？
平地豬：筆放在鼻子上就特別有靈感！
雲豹：耳朵好癢是誰在想我？
百步蛇：問世間，情書怎麼寫？
貓頭鷹：ZZZ……
飛鼠：寫字姿勢要端正，紙要扶好

雙豬工作室
屏東縣霧台鄉好茶村
古茶柏安街 19巷 2號
0925-318218

雙豬工作室 雙豬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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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的溫度
平實無華的質感

四季平安禮盒　3 入 $780

平安艾草皂：選用芙蓉、抹草、
香茅與艾草等台灣傳統習俗保
平安的常用本土植物，加入純
艾草精油，聞起來充滿植物草
本的芳香。

香檸煥白橄欖皂：選用九如鄉
特有的香檸整顆入皂，富含維
生素 C，與初榨橄欖油，泡沫
細緻豐富。

鳳梨桃膠潤膚皂：選用屏東農
特產鳳梨，鳳梨酵素能幫助代
謝老廢角質，加上桃膠滿滿的
植物性膠原蛋白，洗過之後能
柔嫩肌膚。

一把皂
屏東縣九如鄉三和街 8巷 56號
08-7031436

一把皂 一把皂

艾草平安皂、香檸煥白橄欖皂、
鳳梨桃膠潤膚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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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撒克勒創意工坊
屏東縣三地門鄉靑葉村光復巷 58-1 號
0936-070391

巴撒克勒 巴撒克勒

杯具人生　4 入 / 組 $800
土地是我們的母親，杯具人生以大地色為主，
運用魯凱族的圖文與傳統植物月桃做杯墊，捨
棄外包裝，直接用麻繩編織取代，好看又環保。

以聯合工坊概念打造的「Pasakene 創意工坊」，
支持部落靑年、小農發揮創意，
共同推廣部落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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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花禮盒　$350
一箱 (20 盒 ) 9 折．三箱 8 折

花型像蝴蝶，色彩鮮豔的蝴蝶蘭，有
「洋蘭皇后」之稱，象徵著高雅、富貴，
具觀賞性，是祝賀花禮的首選。

※ 現場提供訪客親手創造、實現創意
　 的客製化產品。

蘭藝坊
屏東縣潮州鎭彭城里彭城一巷 66號
08-7898111

蘭藝坊

用蘭藝之美
繽紛您的美麗生活
將蘭花如藝術品般的呈現，
以富麗人們的生活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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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責任屏東縣
青檸運銷合作社
屏東市光復路 219 之 25號
08-7333719 保證責任屏東縣

靑檸運銷合作社

靑檬舒服貼　8 入 / 包 $200
使用檸檬、一條根、薑黃萃取物、貼布基劑和食
用色素製作，不易過敏，可貼 6~8 小時。屏東檸檬產量佔市場八成，

源自於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
及農民不斷與時俱進的栽種方式，
秉持信念，創造農民與消費者的雙贏。

世界首創，全台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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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走的溫泉水
隨時灌溉美肌

溫泉草本生物纖維面膜　5 入
溫泉精華香氛保濕噴霧　1 入 $1160

溫泉精華香氛保濕噴霧：高達 90% 的溫泉水，隨時隨地能感受溫泉帶來的保
濕及光澤。
溫泉草本生物纖維面膜：結合高科技生物纖維及濃縮了滿滿的溫泉精華。使
肌膚更加滋養，帶來滿滿水活力。

茴香戀戀溫泉會館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
大梅路 1-16 號
08-8824900

茴香戀戀

四重溪為台灣四大古老溫泉，含豐富天然
礦物質，以美人湯聞名的鹼性碳酸氫鈉
泉，宛如天然的化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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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藝九香社
屏東市棒球路 268巷 53號
0982-982681

筷藝九香社

原木筷 - 鐵道木筷　1 入 / 組 $80
結合屏東線鐵路各站的鐵道旅遊以及枋寮站每日一來回的普
通列車，設計開發的鐵道木筷，獨特的虎斑紋路成為最具特
色的伴手禮品。

與您夾起一家團聚的幸福味
筷子工藝揉上客家九香文化

環保天然、精緻簡單、好用耐用
不貴、不重、不佔空間、沒有麻煩

 2019 年台灣燈會國際組伴手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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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族的琉璃工藝
獻上祈福之意
財富、地位、健康平安！

南方琉璃
屏東市復興南路一段
240巷 8弄 34號
0922-630068 南方琉璃

12 珠手鍊　 　  $1200
磁珠手鍊 ( 黑 )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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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動味蕾　$2980

蜻蜓雅築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
中正路二段 11號
08-7992856 蜻蜓雅築

執著刻鏤柔婉的線條
彩繪不爭流行的風采
每一顆琉璃珠都有名字，藴含一
個古老的傳說，心手形塑，沉靜
的造創，成就鄉土經典的夢想，
雕琢一顆顆渾圓飽滿的美麗祝福。

舞動生命 12 篇　套裝組 $1500
手鍊 $750　項鍊 $980

傳統七珠項鍊　$980 傳統貴族　套裝組 $1980
手鍊 $650　  項鍊 $1280

海角七號　項鍊 ( 半編 )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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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全健康為研發理念
默默在台灣深耕 20 幾年的髮品品牌

活髮健高滲透養髮液　
一組 ( 大 + 小 )　$2980

植 物 性 保 養 配 方， 不 含 雌 激 素 及 西 藥
Minoxidil，不會有相關副作用。台灣原生植
萃龍眼籽萃取，激活毛囊中黑色素的活性，
減緩白髮產生。去除毛囊多餘油脂與促進肌
膚新陳代謝，毛孔不再阻塞。

【適用所有髮質】
【男女皆適用】
【活化毛髮、強健髮根、減少毛髮斷裂】

亞美果
屏東市和生路一段 300號
08-7232016

亞美果 亞美果

2019 年屏東縣政府 SBIR 計畫輔導
2020 年取得化妝品工廠 ISO22716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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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塊裝手工皂 + 長方巾 $690
6 塊裝手工皂 $1150 
8 塊裝手工皂 $1500

花泡沫手作天然皂禮盒組

玫瑰 ( 一般性肌膚 )　$260 靑木瓜酵素　$250

不玩形不玩色
只想專注做出全天然適用好皂
友善自然農法
自耕自種無毒優質花材
冷製法製作 保留植物營養成份
洗出健康亮麗肌膚

淸雅淡香，天然的最安心

花泡沫手作天然皂
屏東縣九如鄉東寧村成功二街 102號
0983-770255

※ 手工皂分乾性、油性、一般性 
 　及敏感性肌膚適合，本店共 16 
 　款手工皂供您做選擇

花泡沫 花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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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玩組　$799

拆解大人們的童年
使用天然製材
解構出新世代的趣味童玩

原選良品
屏東縣三地門鄉
安坡村高山巷 1-3號
08-7959202

原選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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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印霞飛手作坊
屏東縣內埔鄉永光路 14號
08-7789328

玉印霞飛手作坊

文人精神 X 客家風韻

昌黎硯 / 個 　$4500 起
昌黎硯以具備形、質、色條件之鐵丸石製作而成。石皮部分天
然成形圖騰具藝術美。內質溫潤，遇水不乾，研磨帶蠟，書寫
流暢。鐵石丸雕刻做硯台，宜用、宜賞、宜藏，屏東內埔將硯
台與韓愈文化結合取名為「昌黎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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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植鞣皮革製作而成，
象徵一種屬於眷村與記憶的古老味道。
每個人記憶中的味道都不會相同。

藴藏在皮革藝術中的溫度

復古蒸籠零錢包 $790

本革工坊 L.I.S
屏東市永勝巷 4號
08-7324753

本革工坊 L.I.S 本革工坊 L.I.S
Pinkoi 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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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象徵勇氣的原民風，紅、黃、綠為底，手工貼布繡、布
藝琉璃珠意象 12 種圖案有著相聚時的纏綿情以及愛情美
好故事，希望在這未知不安的年代，帶來點勇氣健康與愛。

雲裳縫紉手藝坊
屏東市成功路 163號
08-7331463

雲裳縫紉手藝坊

布藝琉璃珠系列
大地之珠筆袋　　$980
織工之珠化妝包　$1500
勇士之珠水壺袋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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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木生活工作坊
屏東縣高樹鄉
南華村世一路 7號
0934-041452

樂木生活工作坊

日出而作，日落不息
台灣檜木手工製作。天然的
香氣，自然的木紋，每一個
作品都獨一無二。
厚食器時代加大馬克杯的口
徑，既能裝水也能承裝飯菜，
可減少餐具的過多使用。

厚食器時代 / 3 入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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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kCherry
滋林木業
屏東縣新園鄉興龍村
臥龍路 504-4 號
08-8334346

老字號木皮板製造工廠跨入文創品牌
OakCherry 製作優質木製居家小物，將鑲花工藝與國
產材台灣木皮特殊美麗的木皮結合，製造出別具特色
的木質商品。讓美麗台灣木皮紋理進入生活日常。

台灣杉木皮獨特的顏色與木紋，紅桔橘黃交錯表現黃
昏天空氛圍，別有一番慵懶風情。
內含：木製鑲花工藝小掛畫 ×1、木質實木底座 ×1

鵬程萬里大鵬灣 - 鑲花工藝小掛畫　$1800

滋林木業 滋林木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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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奧工作坊
文魚聯營創藝工作教室
屏東縣內埔鄉水門村成功路 49號
0929-553345

奇奧工作坊

奇奧是排灣族語的「魚」，
取優游自在的意思，
結合天然寶螺小貝殼、芋螺、
天然瑪瑙等，
與在地屏東原鄉手工製作琉璃珠，
串出各式有創意原風手排。

貝殼於山地取得不易，早年是代替錢幣作
交易的媒介，也作為鈕釦，縫製妝飾衣裳，
為身分地位更華麗的象徵。

原寶貝殼手排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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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港針繡紅粧
屏東縣東港鎭中正路一段 169號
08-8339181

東港針繡紅粧

虎將軍祈福收納包　$1880
虎將軍遮陽帽　　　$600
虎將軍隨身腰包　　$1880
虎將軍財褲布包　　$350

一針一縫、手工的溫度
從學生制服上的繡字，到各種變
化與創新的針繡文創品，在地經
營數十年，2020 年以虎爺精神，
繼續感恩祈福，護佑民眾平安與
招財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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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盒子
屏東縣九如鄉九東路 118號
08-7396588

玫瑰盒子玫瑰盒子

談論的是玫瑰亦是芬芳
有一群人流著汗水，頂著寒風
總是帶著喜悅與感恩之心
給大地最好，給生物最好，給人最好

嚴選優質植物油，傳統冷製工法
不添加界面活性劑、化學香精和人工化合物

玫瑰液態皂加入了玫瑰精露及頂級初榨橄
欖油、芝麻油、苦茶油、蓖麻油，無添加
起泡劑，能夠達到洗感溫和不刺激，有效
幫助淸潔調理肌膚，淨化毛孔，淨白肌
膚，促進肌膚新陳代謝，讓肌膚展現自然
光澤，恢復生機。

玫瑰液態皂　1 入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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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倬琉璃坊
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 15-2號
0927-132741

采倬琉璃坊

結合了陶甕與琉璃珠的雙重意義，祝
福結婚新人感情長長久久，白頭偕老，
一同建造守護幸福美滿的家庭。

陶甕琉璃印章　$750

祝 ( 柱 ) 福鍊　$350
土地之珠 - 招財、財富之意。共有 12
顆琉璃珠、12 道圖騰、12 種祝福。

純手工的價値在於它的獨一無二
身為排灣族人，采倬琉璃坊堅持依循古老純手工燒製琉
璃珠，讓每顆擁有美麗意義的琉璃珠都是獨一無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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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浮光
屏東市公勇路 89-3 號
僅網路訂購

是日浮光 是日浮光

是日浮光
秉著簡單樸實的風格，
致力於透過設計讓生活更富美好。
嘗試各式藝術融入生活的可能，
匯聚文化創生能量，
挖掘地方特色，發揮影響力。

素雅的線條在樸實質感的帆布上交織，
用心捕捉眞摯動人的瞬間，
一筆筆勾勒出最熟悉的親密身影。

寵物速寫・客製手繪帆布袋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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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生活帶來一抹綠吧！植物的療癒感，安靜
卻充滿力量，是最溫暖而實在的存在。
盆器表面的紋路及裂痕皆因天氣、環境條件而有所不同呈現，與
植栽優美的生長姿態結合，每件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手感呈現。

灰白錯落的紋理、疏淺
有致的細痕，在與大自
然共同吐納協作之間，
催 化 出 無 法 完 美 卻 獨
具一格的淸水模盆器，
搭配常綠且能淨化室內
空氣的植栽，就像如夏
的屏東般悠然自適。那
是濁世中安立的一隅素
淨、書案上翻過的一抹
深綠。

白芋有瑕　1 入 $590

文具事務用品　$790
清盆碏手
Pure Plant Studio
屏東市永光里光復路 320號
0955-101833 淸盆碏手

Pure Plant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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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手工琉璃香精瓶，
排灣族的浪漫。

香精瓶的圖騰分為十二種涵義：
勇氣、好運、愛情、健康、守護、
財富、幸福、家庭、防小人、心
想事成、智慧、轉運。

琉璃香精瓶　$690

純淬手感琉璃坊
屏東縣瑪家鄉涼山村 11號
0908-119317

純淬手感琉璃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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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密斯手作工坊
屏東市大連路
41巷 21號
0929-672422

蕾密斯

排灣族傳統工藝手工琉璃珠，須傳承、須創新。

純手工燒製原住民特色琉璃娃娃，獨一
無二，每個臉譜皆不同，可做為掛飾。

分十二種意涵：勇氣、好運、愛情、健
康、守護、財富、幸福、家庭、防小人、
心想事成、智慧、轉運。

琉璃寶寶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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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即是自然。
經營 25 年的眼鏡行老店
運用不同的木材和竹子
加上多變及大膽的手法「玩」出創意
做出屬於屏東「在地第一個」的手工眼鏡 從外觀到接榫，每一個細節都是使用純天然的

竹木，搭配雷射雕刻技術，使整支眼鏡都能夠
品味到木藝之美。
附特色眼鏡盒，採用竹捲的收納方式，可完全
攤開，攜帶方便，也不會侷限手工眼鏡的大小，
既美觀又精緻！

手工眼鏡　$3800

顯昌眼鏡旗艦店
屏東市中正路 303號
08-7376128

顯昌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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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之齡

深海魚祕密的催生者
將深海魚副產品、廢棄物百分百利用，
力求產品生命延伸，貫徹循環經濟的經營理念。

產品部份原料來自石斑魚之加工副產品，黏液、魚卵胚胎
萃取出小分子胜肽 (AF 寡肽因子 )，芙之齡 AF 寡肽因子已
通過國際化妝品成分命名 ( 縮寫 INCI），經研究證實寡肽
對肌膚具有保濕、抗衰、抗氧化、修復等功能。

小分子胜肽盥洗用品組　3 瓶任搭 $2720

芙之齡
屏東縣枋寮鄉新龍村
中山路 342號
08-878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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