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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生活的無限可能！

　　一直以來TOYOTA以卓越的製造品質與服務深得人心，

近年來延續品牌精神理念，推出年輕化、生活化、多元化的

「TOYOTA精品」，也受到眾多車主的青睞。

　　為了滿足每一位客戶所需，「TOYOTA精品」持續從生活中

發現無限創意，精心開發全新多元的系列，都是希望能為您裝扮獨

特的生活品味，期待您的生活增添更多驚喜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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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樣貌）

TOYOTA GAZOO Racing (GR)積極參與全球各項賽事，

包括WEC 世界耐力錦標賽、WRC世界拉力錦標賽、達卡 (Dakar) 拉力賽等，

是全世界唯一在各種不同類型的賽車運動中挑戰的品牌。

GR以「Making ever-better cars」為目標，

將賽事的獲勝經驗，落實在新型量產車的研發，讓每一位車主都能盡情享受駕馭的樂趣！

 GR經典證件套
　 GR ID Card Holder
採用斜紋尼龍布，搭配質感真皮，時尚且帥氣。

識別證可完全收納於中間夾層，有效保護，

使其不受損。正面含有2個卡夾，
用途多元，便利性高。

定價：99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尼龍 Nylon
尺寸：12.5X7.5cm
貨號：DID2121200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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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經典零錢鑰匙包
　 GR Key Pouch
採用斜紋尼龍布，

搭配質感真皮，時尚且帥氣。

除拉鍊式零錢鑰匙夾層外，

背面置4個卡夾，
發票、悠遊卡均可隨手收納。

定價：1,15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尼龍 Nylon
尺寸：14.2X7.5X1.2cm
貨號：DLP2121200BK

 GR經典短夾
　 GR Wallet
採用斜紋尼龍布，

搭配質感真皮，時尚且帥氣。

含12個卡夾、1格鈔票夾層、
拉鍊式零錢袋。

定價：2,10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尼龍 Nylon
尺寸：12X9.8X2.5cm
貨號：DLW2121200BK

（打開樣貌）

（打開零錢袋樣貌）

 GR經典長夾
　 GR Long Wallet
採用斜紋尼龍布，

搭配質感真皮，時尚且帥氣。

含10個卡夾、1格全長鈔票夾層、
拉鍊式零錢袋，夾層豐富，收納方便。

定價：2,48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尼龍 Nylon
尺寸：19X9X1.5cm
貨號：DLW3121200BK  

（打開樣貌）

（背面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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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防水樣貌）

 GR撞色後背包
　 GR Backpack
GR經典配色，帥氣且時尚。
正面拉鍊式夾層，

可放置隨身小物，拿取容易。

內裡大容量空間，置物能力佳。

適合日常搭配。

定價：1,980元／個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45X28X10cm
貨號：BBK1121200BK

 GR撞色側背包
　 GR Messenger Bag
GR經典配色，帥氣且時尚。
內裡拉鍊式設計，不怕隨身物品輕易掉落，

適用輕裝外出的休閒時刻。

定價：1,200元／個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28X19X24cm
貨號：BBS0121200BK

（底部防水樣貌）

（打開樣貌）

（側面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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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多功能造型錶
GR Digital Watch
錶面經典設計，展現帥氣風格；錶殼更以金屬漆呈現，質感加分。

具防水100米、藍色夜光、碼錶計時、兩地時間等功能。
兼具時尚與實用，日常搭配與戶外活動皆適宜。

定價：1,780元／個
材質：錶殼／高級工程塑鋼 ABS
　　　錶帶／PU
　　　錶面／強化壓克力 Acrylic
尺寸：錶徑50mm
貨號：黑／DWA0321200BK
　　　紅／DWA0321200RD

（包裝樣貌）

（包裝樣貌）（背面樣貌）

（背面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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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 設計折傘（25"）
　 GR Automatic Folding Umbrella
超撥水福懋傘布，乾爽收納不濕黏；

25吋安全式把手，收納更為方便。
融入GR經典元素，時尚與實用兼具。
定價：1,250元／支
材質：傘布／210T福懋超撥水
　　　傘骨／鋁中棒&FRP玻璃纖維黑色傘骨
尺寸：傘開直徑50吋
貨號：DUB0221200BK

 GR賽車風 POLO 衫
　 GR Polo Shirt
台灣製造，吸濕排汗功能佳，

穿著舒適不濕黏。

正面以賽車旗為發想設計，

增添個人魅力！

定價：1,380元／件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XS~4XL
貨號：GPL11212##GR

此表格僅作為參考，實際尺寸還是要以穿者穿著習慣為主，

成品為有±1/2"的差異，屬正常情形。

(單位:CM) XS S M L XL 2XL 3XL 4XL

胸圍 45.7 48.3 50.8 53.3 55.9 58.4 61.0 63.5

衣長 63.5 66.0 68.6 71.1 73.7 76.2 78.7 81.3

袖長 31.8 34.3 35.6 36.8 39.4 40.6 41.9 43.2 （背面樣貌）

（收合樣貌） （賽車旗印刷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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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人暖毯樣貌）

 GR輪胎造型抱枕毯
　 GR Blanket
Q版輪胎造型，呈現GR特色風格，
車套內附有一張單人暖毯，

可使用於汽車室內或做為居家防寒。

定價：1,500元／個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抱枕／直徑35X厚度14cm、
　　　毛毯／120X90cm
貨號：DBL2120400BK

（暖毯收納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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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行李箱束帶
　 GR Luggage Strap
長度可隨行李箱寬度調整，

可固定行李箱，避免散開；配色特別，

幫助快速辨識行李，避免拿錯。

定價：350元
材質：PC、聚酯纖維、彈性紗
尺寸：5（寬）X100~185（長）cm
貨號：HHB0119400MC

 GR 船型短襪組
　 GR Low Cut Socks
使用抗菌與防臭紗製成，減少異味或細菌孳生；

加厚毛巾底與足弓加強織法，

運動或長時間穿著都很舒適。

一組兩入，黑白花色各一，可依穿著隨心搭配。

定價：550元／組
材質：42%聚酯纖維 Coolmax、
　　　25%尼龍 Nylon、16%尼龍 Protimo、
　　　13%聚酯纖維、4%彈性纖維 Lycra
尺寸：Free Size （約26cm）
貨號：GSC0119400MC

 GR 紳士長襪組
　 GR Crew Socks
使用抗菌與防臭紗製成，減少異味或細菌孳生；

加厚毛巾底與足弓加強織法，長時間穿著也很舒適。

一組兩入，黑白花色各一，可依穿著隨心搭配。

定價：690元／組
材質：52%聚酯纖維 Coolmax、31%尼龍 Nylon、
　　　14%尼龍 Protimo、3%彈性纖維 Lycra
尺寸：Free Size（約26cm）
貨號：GSC0219400MC

（整組樣貌）

 GR造型筆
　 GR Ball-Point Pen
筆身採霧黑質感鋁合金製成，

手感佳，書寫滑順；輪胎造型的筆座，

不但可當紙鎮使用，也能放置筆身，做為擺飾。

定價：980元／組
材質：鋁合金 Aluminum Alloy
尺寸：筆身／直徑1.2X13.2cm
　　　底座／直徑5X2.3cm
貨號：DPE0119400B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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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真皮皮帶
　 GR Leather Belt
以GR LOGO為皮帶頭之設計概念，
皮帶頭翻轉後可兩面使用，

可正式可休閒，實用性佳。

定價：2,080元／條
材質：牛皮 Leather、
　　　鋅合金 Zinc Alloy
尺寸：28~42腰（可自行剪裁）
貨號：DLB1119400BK

（翻轉皮帶頭）

（雙面花紋示意）

 GR經典棒球帽
　 GR Baseball Cap
經典款棉布運動帽，

搭配側邊立體繡線，

造型獨特。

後方金屬Logo壓扣
與可插式插槽設計，

讓商品質感再加分。

定價：520元／頂
材質：棉 Cotton
尺寸：適合頭圍55~58cm者
貨號：黑色／BHT1119400BK
　　　白色／BHT1119400WH

（側面細節）

 GR潮流平沿帽
　 GR Snapback
採用棉布材質製成，配戴舒適。

平沿帽型搭配賽車元素圖案，

打造個人潮流魅力。

定價：520元
材質：棉 Cotton
尺寸：適合頭圍57.5~60cm者
貨號：BHT5119400B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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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R運動冷水壺
　 GR Water Bottle
開蓋設計可安全密封，

內附一顆不鏽鋼球，

可以加速攪拌、均勻混合蛋白粉

或代餐等營養補充劑，

方便補充水分或營養產品。

定價：280元／個
材質：PE、PP、不鏽鋼球
容量：750ml
貨號：BBT2119400BK

（打開樣貌） （不鏽鋼球）

（正反面細節）

1  GR運動毛巾
　 GR Sports Towel
台灣製造，手感鬆軟舒適，運動休閒或戶外活動皆適用。

賽車風格配色與圖樣，可展現個人獨特魅力。

定價：850元／條
材質：75%聚酯纖維 Polyester+25%尼龍 Nylon
尺寸：20.5X115cm
貨號：DTW0219400MC

GR運動配件組 1 + 2
GR Towel&Bottle Set
內含運動毛巾與運動冷水壺各一，

包裝精緻，讓愛運動的你一次購足所需物品。

定價：1,080元／組
材質：75%聚酯纖維 Polyester+
　　　25%尼龍 Nylon、PE、PP、不鏽鋼球
尺寸：20.5X115cm
容量：750ml
貨號：DTW0319400MC

（底部可拆卸矽膠套）

（打開樣貌）

 GR大容量保溫瓶
　 GR Stainless Bottle
瓶蓋採防丟設計，寬瓶口容易清洗，

附有掛勾攜帶方便。保溫保冷效果佳，

底部可拆卸矽膠套，有效止滑防磨。

定價：1,150元／個
材質：304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容量：950ml
貨號：BBT2219400BK

1

2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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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多用途後背包
　 GR Rucksack
使用堅固又不失輕盈之面料，

減輕肩頸負擔。容量適中，

提供多處收納夾層，

運動、外出、旅行皆適用。

定價：2,280元／個
材質：尼龍 Nylon
尺寸：50X30X20cm 
貨號：BBK111940LBK

（背帶樣貌）

（正面樣貌）

（背帶樣貌）

（內層樣貌）

 GR風格背包
　 GR Rucksack
造型經典，配色簡約又不失時尚。

內部提供多個夾層，筆記型電腦與

隨身物品都有專屬收納處。

定價：1,980元／個
材質：尼龍 Nylon
尺寸：42X30X18cm 
貨號：BBK111940SB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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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杯蓋 &杯墊組
　 GR Cup Cover & 
　 Beverage Coaster Set
獨家設計造型杯蓋&杯墊組合，
同時使用更具整體性；隔熱與防滑效果佳，

居家或辦公室皆適用。

定價：380元／組（杯蓋&杯墊各一入）
材質：杯蓋／硅膠 Silicone
　　　杯墊／PVC
尺寸：杯蓋／直徑11cm
　　　杯墊／直徑9cm
貨號：DBS0120200BK

 GR斜肩包
　 GR Crossbody Bag
正面TGR LOGO印花，
簡約經典。輕量設計，

收納性佳，為個人戶外或

運動造型之最佳配件。

定價：900元
材質：RPET環保面料
尺寸：25.5x18x1cm
貨號：DLS2120200BK

（杯墊）

（杯蓋）

 GR 個性毛帽
　 GR Beanie
手感似天然羊毛，彈性佳，

配戴舒適且保暖。

搭配雙色線條造型，時尚又帥氣！

定價：550元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22.5X21cm
貨號：BHT4120400B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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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傳奇為名 因競技而生 
強勢回歸的 TOYOTA GR Supra是 TOYOTA賽車品牌「GAZOO Racing」所打造的賽車原型車，

以賽車競技為目的，提供世界上最棒的駕馭樂趣！

（商品以實物為準）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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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樣貌）

 GARMIN 智慧腕錶
　 GARMIN Smartwatch
與GARMIN聯名合作開發。
獨家設計兩款GR SUPRA錶面(可切換)
展現十足帥氣風格。搭載色彩鮮活、

清晰明亮的AMOLED螢幕，
智慧腕錶模式下，電池效能長達5天、
GPS及音樂模式下長達6小時。
內建GPS及 20種運動模式，
完整記錄跑步、游泳等多項運動。

具備脈搏血氧感測及身體能量指數功能，

並追蹤個人睡眠狀態、心率等數據，

全天候監測您的健康狀況。

定價：14,990元／支
材質：錶殼／強化纖維聚合物 
　　　　　　Fiber-reinforced Polymer
　　　錶帶／矽膠 Silicone
　　　鏡面／弧面Gorilla玻璃 Gorilla Glass
　　　錶圈／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快拆錶帶／20mm
尺寸：錶徑43mm
貨號：DWA0421200BK

 GR SUPRA 遙控車
　 GR SUPRA Remote Control Car
The Legend is Back｜
四種遙控(前進/後退/左轉/右轉)，後驅無差速，
輕鬆操控易上手；前後大燈皆為LED燈。
定價：895元／組
材質：ABS、PS、TPR
尺寸：1:30
貨號：ERM0121200YL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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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 SUPRA 1:18 模型車
　 GR SUPRA 1:18 Model Car
The Legend is Back
SUPRA 精品模型車（MAKE UP CO.,LTD.），
以1:18比例全金屬打造，
日本原裝進口限量上市，

收藏家們千萬別錯過！

定價：18,000元／台
材質：鋅合金 Zinc Alloy
尺寸：1:18
貨號：紅／ASP0120200RD
　　　灰／ASP0120200GR

（收藏盒包裝）

 GR SUPRA玩具模型車
　 GR SUPRA Toy Car
SUPRA｜The Legend is Back
以1:43比例全車金屬打造，經典車款，傳奇再現。
定價：490元／台
材質：鋅合金 Zinc Alloy
尺寸：1:43
貨號：耀眼紅／ESP0119400RD
　　　消光灰／ESP0119400GR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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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 SUPRA輕量束口袋
　 GR SUPRA Pull bag
材質輕盈，收納方便，

運動或休閒外出皆適用。

防水拉鍊夾層與內袋設計，

更增添實用性。

定價：990元／個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41X50cm 
貨號：BBK1119400BK

 GR SUPRA保溫後背包
　 GR SUPRA  Insulated Bag
內層全鋁膜，保溫保冷效果佳。

側邊反光邊條設計，外出露營、野餐、生鮮採買都安心。

超大容量，兼具手提、肩背、側背等三種使用方式。

定價：2,200元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保溫鋁箔 Aluminum Foil
尺寸：42x17x33cm
貨號：BBS1120200BK

（收合樣貌）

 GR SUPRA折疊收納箱
　 GR SUPRA Storage Box
附上蓋設計，可阻隔灰塵；內部上下雙夾層配置，

空間利用更有效；側邊拉鍊拉開後，

可直接拿取下層物品，使用上更方便。

定價：1,650元／個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33x52x33cm
貨號：CSB0220200BK

 GR SUPRA折疊旅行袋
　 GR SUPRA Foldable Travel Bag
採輕量材質製成、可折疊收納，

方便攜帶、不佔空間；展開後超大容量，

外出旅行、日常採買皆適宜。

定價：1,350元／個
材質：尼龍 Nylon
尺寸：50x28x35cm
貨號：BBG022020MBK

（收合樣貌）

（使用樣貌，
不含內容展示品）

（使用樣貌）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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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 SUPRA行李吊牌
　 GR SUPRA Luggage Tag
掛牌內附的紙條可寫上您的緊急聯繫資訊；

霧銀質感搭配後鏤空車造型，

圈掛於行李箱拉鍊上，好辨識又有個人風格。

定價：300元／個
材質：鋁 Aluminum、超纖 PU
尺寸：9X5.6cm
貨號：HHB0219400GR

（背面樣貌）

 GR SUPRA賽車風直傘（30"）

　 GR SUPRA Automatic Umbrella
以賽車風格為設計概念，線條配色年輕化。

玻璃纖維傘骨與鋁中棒，減輕結構重量。

抗UV塗層，亦可有效阻擋紫外線。
定價：1,250元
材質：傘布／210T福懋傘布（超撥水加工）
　　　傘骨／鋁中棒&玻璃纖維
尺寸：傘開直徑60吋
貨號：DUB0119400WH

 GR SUPRA網帽
　 GR SUPRA Sports Cap
配合春夏時節，採用透氣網布材質製作；

帽沿特殊印刷底紋，為個人穿搭再加分。

定價：520元
材質：棉布 Cotton、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適合頭圍55~58cm者
貨號：BHT212020SRD

（金屬LOGO壓扣）

 GR SUPRA棒球帽
　 GR SUPRA Baseball Cap
後方金屬Logo壓扣
與可插式插槽設計，

可更貼合頭型。

帽沿網眼異材質拼接，

讓您的整體造型更加分。

定價：520元／頂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適合頭圍55~58cm者
貨號：BHT111940MBR

G
R SU

PRA

  G
R

 S
U

P
R

A

系
列

（商品以實物為準）

19



 GR SUPRA馬克杯
　 GR SUPRA Cup
釉面光滑，顏色潤澤，經典賽車格紋設計，

最適合給喜愛GR風格的你收藏。
（有白色和黑色可供選擇）

定價：550元／個
材質：陶瓷 Ceramics
容量：340ml
貨號：白色／DCF0119400WH
　　　黑色／DCF0119400BK

 GR SUPRA雙層玻璃杯
　 GR SUPRA Double Walled Glass Cup
雙層玻璃結構，對冷熱溫差承受力佳；

可盛裝碳酸飲料等飲品，無須擔心有害物質溶出。

外觀採GR SUPRA視角設計，獨特有型。
定價：400元
材質：高硼硅玻璃 Glass
容量：400ml
貨號：DCF0519400CT

 GR SUPRA杯墊
　 GR SUPRA Beverage Coaster
獨家設計造型防滑杯墊，動感賽車風格，

居家或辦公室都適用。

定價：170元／組（每組二入）
材質：PVC
尺寸：直徑9cm
貨號：DCT0120200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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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心樣貌）

 GR SUPRA背心夾克兩用外套
　 GR SUPRA 2-way Jacket
與MIZUNO聯名合作開發，版型顯瘦順身。
袖子為拆卸式設計，背心、外套二合一，

用途更多元。前胸鋪棉，保暖性佳；

TECHSHIELD雙層貼合布料，
防風、防潑水，實用性佳。

定價：3,280元／件
材質：100%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XS~L
貨號：GVE06194##BK
尺寸參考表：

(單位:CM) XS S M L

胸圍 98 102 106 110

下擺圍 91 95 99 103

後身長 63 65 67 69

連肩袖長 80.1 82.3 84.5 86.7

肩寬 35 37 39 41

此表格僅作為參考，實際尺寸還是要以穿者穿著習慣為主，

成品為有±1/2"的差異，屬正常情形。

(單位:CM) M L XL 2XL 3XL 4XL

胸圍 114 118 122 126 130 134

下擺寬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後身長 71 73 75 77 79 81

連肩袖長 83 86 89 92 95 98

肩寬 44 46 48 50 52 54

 GR SUPRA機能保暖防風外套
　 GR SUPRA Jacket
與MIZUNO聯名合作開發。
部分內裡鋪棉，且使用BREATH THERMO
特殊發熱材質，保暖性佳，表布防風、防撥水；

帽子可收納至後領內，實用性佳。

定價：3,480元 ／件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M~4XL
貨號：GCO02204##BK
尺寸參考表：

此表格僅作為參考，實際尺寸還是要以穿者穿著習慣為主，

成品為有±1/2"的差異，屬正常情形。

（背面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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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 SUPRA胎紋 POLO衫
　 GR SUPRA Polo Shirt
吸濕排汗功能佳，穿著舒適不濕黏。

正面採特色胎紋圖樣設計，增添個人魅力！

定價：1,380元／件
材質：聚酯纖維（寶特瓶環保紗）Polyester
尺寸：L~3XL
貨號：GPL11194##BK
尺寸參考表：

（背面樣貌）

 GR SUPRA胎紋 T恤
　 GR SUPRA T-Shirt
吸濕排汗功能佳，穿著舒適不濕黏。

正面採特色胎紋圖樣設計，增添個人魅力！

定價：980元／件
材質：聚酯纖維（寶特瓶環保紗）Polyester
尺寸：S~3XL
貨號：GTS11194##BK
尺寸參考表：

（背面樣貌）

身高(cm) 168~178 178~188 188-198以上 188-198以上

體重(kg) 65~75 75~85 85~95 95~105

尺寸(吋) L XL 2XL 3XL

身長 29" 30" 31" 32"

胸寬 20" 21" 22" 23"

肩寬 17 1/2" 18 1/2" 19 1/2" 20 1/2"

此表格僅作為參考，實際尺寸還是要以穿者穿著習慣為主，

成品為有±1/2"的差異，屬正常情形。

身高(cm) 150~160 158~168 168~178 178~188 188-198以上 188-198以上

體重(kg) 50~58 55~65 65~75 75~85 85~95 95~105

尺寸(吋) S M L XL 2XL 3XL

身長 26 1/2" 27 1/2" 28 1/2" 29 1/2" 30 1/2" 31 1/2"

胸寬 18 1/2" 19 1/2" 20 1/2" 21 1/2" 22 1/2" 23 1/2"

肩寬 16 1/2" 17 1/2" 18 1/4" 19" 19 1/2" 20 1/2"

此表格僅作為參考，實際尺寸還是要以穿者穿著習慣為主，

成品為有±1/2"的差異，屬正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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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OLLA CROSS造型棒球帽
　 COROLLA CROSS Baseball Cap
雙色夾層設計，造型獨特。

側邊Logo以夾標方式呈現，時尚又耐看；
後方金屬Logo壓扣與可插式插槽設計，
使商品質感再加分。

定價：520元／頂
材質：酒紅／65%聚酯纖維 Polyester、35%棉 Cotton
　　　鐵灰／100%聚酯纖維 Polyester
　　　卡其／65%聚酯纖維 Polyester、35%嫘縈 Rayon
尺寸：適合頭圍56~58cm者
貨號：酒紅／BHT1120400RD
　　　鐵灰／BHT1120400GR
　　　卡其／BHT1120400BR

COROLLA CROSS 任意跨越 精彩無限
Corolla Cross 是以 Urban Toughness 為設計概念，強調在都會風格中，

保有 SUV 強悍與大器的風格。

（背面金屬壓扣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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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OLLA CROSS 微型積木
　 COROLLA CROSS Mini Blocks
以694塊積木組合而成，
1:30實車比例，精巧細緻。
可開啟前座車門和後車箱，

模擬還原實車內部空間。

亦可培養兒童耐心、觀察力與創造力，

透過親子互動，一同享受樂趣！

定價：840元／個
材質：塑膠 ABS
尺寸：15.2X7.2X6.5cm
貨號：FTY0221200WH

（展開樣貌）

 COROLLA CROSS 迴力車
　 COROLLA CROSS Pullback Toy Car
COROLLA CROSS｜任意跨越，精采無限。
以1:43比例全車金屬打造，前進時頭燈閃爍，
增加玩賞樂趣。

定價：430元／台
材質：鋅合金 Zinc Alloy
尺寸：1:43
貨號：炫魅紅／ECC0121200RD
　　　極光銀／ECC0121200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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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彩手拿包
　 Clutch 
雙層結構，內有暗袋，可將內容物分類；

前處網狀夾層使取物方便；

提把可掛於手上，輕巧設計適合外出

或是置於旅行袋內收納。

定價：980元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21X12X8 cm（不含手挽帶）
貨號：BBH1120400BK

（扣環樣貌） （可收納防水罩）

 雲彩後背包
　 Backpack 
立體剪裁，多層設計。

內層可放置筆電，容量大；

外部也提供多處收納夾層，可分類個人物品；

附上可收納之防水罩，置於專屬隔間，

為您遮擋雨水，保持袋體乾燥；

扣環特殊設計，就口吹氣時可發出鳴聲。

運動、外出、旅行皆適用。

定價：2,900元／個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46X30X12 cm（不含背帶）
貨號：BBK0120400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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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彩單肩包
　 Shoulder Bag 
輕巧設計，提供多處收納袋與夾層；

背帶可依個人習慣調整長度及左右方向；

運動、外出、旅行皆適用。

定價：1,500元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18X17X8 cm
　　　（不含背帶）

貨號：BBS0220400BK

 雲彩波士頓運動包
　 Boston Bag 
立體剪裁，容量適中，

可手提、肩背使用；

獨立鞋袋與透氣孔設計，

透氣不悶臭：

亦可將袋體固定於行李箱拉桿。

運動、外出、旅行皆適用。

定價：2,800元／個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46X23X23 cm
　　　（不含背帶）

貨號：BBG0120400BK

（側邊打開樣貌）（背帶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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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OLLA CROSS反向傘（25"）

　 COROLLA CROSS Inverted Umbrella 
開車族必備，只需小小車門縫即可開收傘；

濕傘面朝內收攏，減少沾濕衣物

或車內空間的機會；

雙層傘布，防曬、隔熱效果加倍。

定價：1,500元
材質：傘布／210T福懋布
　　　傘骨／鐵中棒&FRP支架
尺寸：傘開直徑50吋
貨號：DUB0320400BK

 COROLLA CROSS大容量隨行杯
　 Tumbler
採304不鏽鋼材質且內膽塗陶瓷層，
使異味不易殘留；大容量設計可將杯身直接置入瓶中，

具保溫保冰功能。背蓋以推滑方式開啟，

簡易又方便！貼心附專屬提袋，外出攜帶方便。

定價：850元／個
材質：瓶身／304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蓋子／AS、矽膠 Silicone Rubber
　　　提袋／帆布 Canvas
容量：820 ml
貨號：藍／HHC0120400BL
　　　灰／HHC0120400GR

（專屬提袋樣貌）

（內膽塗陶瓷層樣貌）

（內層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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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壓式野營帳（3-4人）
　 Hydraulic Dome Tent
液壓式結構設計，架設簡單，收納便利。

本體防水係數pu3000mm，並附防潮地墊，
可鋪在底部使用。輕便簡易操作，

適用於沙灘、戶外野餐露營，攜帶方便。

定價：5,500元／個
材質：本體／210T滌綸布（防水係數pu3000mm）
　　　底部／210D牛津布（防水係數pu3000mm）
　　　防潮地墊／PE
尺寸：展開／240X240X135cm
　　　收合／78X15X15cm
內容物：帳篷本體X1、防潮地墊X1、
　　　　營釘X6、帳篷收納袋X1
重量：3.2KG
貨號：DCM0721200MC

（液壓式結構設計） （氣窗樣貌）

液壓式配色帳篷
教學

（收納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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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以實物為準）

（捲起收納樣貌）

 戶外野餐墊
　 Picnic Mat
以「TOYOTA一車一樹」
公益計畫為設計元素。

底部防水特性，不怕滲水；

棉布材質可水洗。

以捲曲方式收納，附束口套；

適合一家四口出遊。

定價：900元／個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180X150 cm
貨號：DCM0820400MC

（打開樣貌）

 蠶蛹式睡袋
　 Sleeping Bag
以車子元素為設計發想。

防撥水面料，可對抗潮濕天氣，

具保溫透氣雙重功能。

體積輕巧，方便收納，

附收納袋，收合簡易。

定價：2,380元／個
材質：面料／210T尼龍 Nylon
　　　內裡填充／聚酯仿絲棉 Polyester
尺寸：220X80X50cm
重量：1.5kg
舒適溫度：10℃~15℃
極限溫度：5℃
貨號：DCM0521200GN

 輕量攻頂收納包
　 Ultralight Foldable Backpack
戶外登山旅行必備，

可摺疊收納，輕巧好攜帶。

兩側皆有彈性網袋，可放置水壺。

背包側邊可懸掛登山杖，並以扣繩固定。

頂部置物空間，便於快速拿取隨身小物。

定價：1,690元／個
材質：尼龍 Nylon
尺寸：收納／25X15X6cm
　　　展開／55X35X25cm
貨號：夜空灰／BBK1121200GR
　　　卡其棕／BBK1121200BR

（收納樣貌） （側邊登山掛勾扣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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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袋身樣貌）

（袋內樣貌）

（上袋打開樣貌／
商品不含太陽眼鏡）

（可收納防水罩）

 保溫托特包
　 Insulated Tote Bag
運用ALL NEW RAV4車款
特色內飾花紋為設計元素，

搭配出兼具時尚外觀與實用功能

之托特包款。側邊扣環扣上後，

可方便裝入罐裝飲料。

定價：990元／個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鋁膜保溫層

尺寸：43X34X19cm
貨號：橘色／BBS1119200OG
　　　藍色／BBS1119200BL

 登山背包
　 Backpack
運用ALL NEW RAV4車款
特色內飾花紋為設計元素，

搭配出兼具時尚外觀與

實用功能之登山包款。

輕量化包體，

附上可收納之防水罩設計，

日常外出、戶外旅遊皆適用。

定價：1,980元／個
材質：尼龍 Nylon、
　　　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50X30X15cm
貨號：BBK1119200GN

 登山帽
　 Outdoor Hat
雙層登山帽，可拆式帽頂，

透氣造型不悶熱；帽沿加寬，

防曬範圍更大。適合愛戶外運動的你。

定價：990元／頂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M／適合頭圍57~60cm者
          L／適合頭圍59~61cm者
貨號：卡其／BHT31204##BR
　　　深灰／BHT31204##GR

（帽頂可拆式樣貌）（帽頂可拆式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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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以實物為準）

 登山杖（兩入組）
　 Trekking Poles
使用輕量鋁打造，韌性強、耐用度高；

伸縮調節式設計，可隨需要調整長度；

握把與手杖帶設計符合人體工學、服貼舒適；

擋泥底輪，可防止陷入泥濘；

特殊鞋型設計腳墊，抓地力佳。

定價：1,380元／組
材質：鋁 Aluminum
長度：84-140cm
重量：535g／組
貨號：DCM1119200MC

 登山掛勾萬用鉗
　 Swiss Army Knife
整合8種常用工具，
加上登山掛勾與收納袋之設計，

適合家用、外出攜帶也方便。

定價：650元／個
材質：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鋁 Aluminum
尺寸：12.5X3.8cm（展開）、
　　　7.5X3.3cm（摺疊）
貨號：DTL0119200MC

（收納袋／摺疊樣貌）（展開樣貌）

（手杖帶設計）

（鞋型腳墊）

（底輪+石突）

（俯視樣貌）

 不鏽鋼雙層杯
　 Stainless Mug Cup
採雙層真空不鏽鋼材質，

不含雙酚A，飲用安心。
附扣式杯蓋，增加保溫保冷效果。

表面特殊處理，瓶身質感提升，

也增加耐刮、防滑效果。

定價：790元／個
材質：304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容量：450ml
貨號：紳士藍／DCM0921200BL
　　　湖水綠／DCM0921200GN

（打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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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榫樣貌）（調整開關樣貌） （折疊收合樣貌）

（收合樣貌）

 休閒野營桌
　 Roll Table
鋁合金材質堅固耐用，簡單組裝；

桌面捲起收納，輕鬆方便；

桌子高度可依地面高低無段式自由調整；

簡約設計，露營也可以很時尚！

可承重約30kg。
定價：2,500元／張
材質：鋁合金 Aluminum Alloy
尺寸：桌面／90X53cm
　　　高度（二段式）／45 & 65cm
　　　收納袋／92X20X13cm
重量：3.6 kg
貨號：DCM0217400SV

 折疊野營椅
　 Folding Chair
採用雙緹花牛津布材質，布面紮實支撐力足，

雙色搭配質感提升；木質扶手，觸感溫潤。

鋁質腳架，輕鬆開合簡單收放，

手持把手設計，攜帶方便。

後方附椅背收納網袋，

小物置放不凌亂。可承重約80公斤。
定價：1,800元／張
材質：600D雙緹花牛津布 Polyester、
　　　鋁質腳架 Aluminum Alloy
尺寸：展開／54X54X61cm、
　　　收納袋／54x54x8cm
重量：1.8 kg
貨號：DCM0317400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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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約質感側背包
　 Messenger Bag
整體造型沉穩大方，

異材質拼接設計、細節精緻。

大小適中，可輕鬆收納個人隨身物品，

適用輕裝外出的休閒時刻。

定價：1,90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尼龍 Nylon
尺寸：21X25X5cm
貨號：BBS0120200BK

1

2

2  簡約質感公事包
　 Briefcase
整體造型沉穩大方，異材質拼接設計、

細節精緻。可放置手提或平板電腦，

內外配置多個置物處，外側拉鍊可拉開，

增加包體空間，輕鬆收納個人隨身物品

與文件。亦提供手提與肩背雙功能。

定價：3,30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尼龍 Nylon
尺寸：41X30X7cm
貨號：BBS0320200BK

（側邊拉鍊樣貌）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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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旅後背包
　 Backpack
似登機箱內層設計結構，

可肩背、雙向提把手提、

固定於行李箱上，用途更加多元。 
可180度展開的大開口設計，
讓內容物的拿取與擺放變得更容易。

定價：2,980元／個
材質：尼龍 Nylon、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44X30X16cm 
貨號：BBK111940MBK

（擴充樣貌）

（展開夾層）

（內部收納）

 個性郵差包
　 Messenger Bag
經典郵差包款，搭配迷彩花紋

並採異材質拼接設計，

適合外出休閒使用，實用性高。

定價：2,650元／個
材質：尼龍 Nylon、
　　　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39X30X12cm
貨號：BBS0117400MC

（內部樣貌）

 輕量商務後背包
　 Backpack
採輕量、耐用之材質製作，

配色與設計年輕有型；

內外配置多個置物空間，

可整齊收納個人隨身物品，

日常或上班皆適用。

定價：2,800元／個
材質：尼龍 Nylon
尺寸：41x27x17cm
貨號：BBK112020MBL

（正面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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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紙套樣貌）

 多功能盥洗包
　 Multifunctional Toiletry Kit
將面紙套與盥洗包合而為一的設計，

便利性增加。做為面紙套使用時，

可拆式扣帶用於吊掛車內座椅頭枕後方；

下方扣繩可掛輕量提袋，旁邊亦有網狀夾層放小物。

旅行時也能做為盥洗包收納使用，

包款內部結構擋片設計，可將面紙抽取開口擋住，

避免內部物品掉出。時尚與實用性兼具。

定價：790元／個
材質：RPET環保面料
尺寸：21X12X12cm
貨號：CCT0121200GR

 多功能媽媽包
　 Multifunction Backpack
簡約設計，輕巧且容量適中，

提供保溫保冷等多個不同功能夾層，

背面含暗袋，亦可將袋體

固定於行李箱拉桿。

貼心附保潔墊，外出、旅行皆適用。

定價：2,200元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鋁箔 Aluminum foil
尺寸：主體／39X18X40cm
　　　保潔墊／80X60 cm
貨號：BBK1120400GR

（保潔墊樣貌）

 旅行隨身包
　 Shoulder Cross-Body Clutch
結合皮夾與包袋的功能，

方便攜帶護照、機票、手機、票卡、

紙鈔、貨幣與各式隨身物品。

背帶長度可自由調整，亦可當

手拿包使用，功能實用、變化多。

定價：1,380元／個
材質：尼龍 Nylon、
　　　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13.5X23X4cm
貨號：深藍／DLS2119200DB
　　　亮藍／DLS2119200LB

（正面樣貌）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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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皮遙控鑰匙包
　 Leather Car Remote Case
以RAV4車款元素為設計發想。
採牛皮製成，不僅質感佳，

且同時保護愛車的鑰匙。（CAMRY不適用）
定價：79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鋅合金 Zinc Alloy
尺寸：5.5X9X2.5cm
貨號：黑色／DLK1121200BK
　　　棕色／DLK1121200BR

（打開樣貌） （背面樣貌）

 真皮經典名片夾
　 Card Holder
簡約經典款式，精選水蠟皮材質，

質感加分。2個卡片夾層，
可將名片分類，收納方便。

定價：1,20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
尺寸：11X7.5X1cm
貨號：DLC1118200BR

（打開樣貌）

 時尚皮革鑰匙圈 
　 Leather Key Chain
質感皮料與品牌銘板設計，

造型雅致，突顯高尚品味。

定價：420元／個
材質：鋅合金 Zinc Alloy、真皮 Leather
尺寸：13.5X2.3cm
貨號：黑色／DKR0515400BK 簡約皮革鑰匙圈

　 Leather Key Chain
質感牛皮搭配雙頭釦環，設計感與實用性兼具；

一端為可放置鑰匙，另一端鉤式釦環，

可掛在包包上當作時髦配件。

定價：620元／個
材質：頭層牛皮 Leather、鋅合金 Zinc Alloy、
　　　鐵圈 Iron Ring
尺寸：14X2cm
貨號：摩卡棕／DKR0220400BR
　　　大象灰／DKR0220400G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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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感真皮名片夾
　 Business Card Holder
內外共有5格卡層，
可作為名片夾或票卡夾使用，

收納個人名片及各式隨身卡片。

定價： 1,19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
尺寸：11X8X1cm
貨號：DLC1118400BK

（展開樣貌）

 質感真皮證件套
　 ID Card Holder
正面有2格卡層可放置隨身卡片；
背面為開窗卡層設計，

用途多元，辨識方便。

定價：1,15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
尺寸：13.5X7X0.5cm 繩長50cm
貨號：DID1118400BK

（背面樣貌）

 質感真皮皮件組
　 Wallet & Card Holder Set
內含短夾與名片夾各一的皮件禮盒，

包裝精緻大方，送禮自用皆合適。

定價：2,950元    
材質：牛皮 Leather
尺寸：11.5X9.5X2cm （短夾）、
　　　11X8X1cm （名片夾）
貨號：DST0118400BK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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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搭尼龍水桶包
　 Bucket Bag
採輕量尼龍所製，堅固耐用；

手把與細節處拼接真皮，

為整體質感再加分。

大小適中，可手提、可斜背，

搭配上更多元。

定價：1,300元
材質：牛皮 Leather、
　　　RPET環保面料
尺寸：17.5x22x12cm
貨號：BBS0520200BK

2  百搭尼龍托特包
　 Tote Bag
採輕量尼龍所製，堅固耐用；

手把與細節處拼接真皮，

為整體質感再加分。實用托特包款，

不論上班或日常搭配皆適宜。

內附一個化妝小包，可收納隨身小物。

定價：2,500元
材質：牛皮 Leather、RPET環保面料
尺寸：35.5x30x14cm
貨號：BBS012020MBK

3  百搭尼龍後背包
　 Backpack
採輕量尼龍所製，堅固耐用；

手把與細節處拼接真皮，為整體質感再加分。

雙扣式翻蓋與內部抽繩束口設計，

可妥善收納隨身物品。

休閒外出或旅遊皆適宜。

定價：2,600元
材質：牛皮 Leather、RPET環保面料
尺寸：36x17.5x12.5cm
貨號：BBK1120200BK

4  百搭尼龍波士頓包
　 Boston Bag
採輕量尼龍所製，堅固耐用；

手把與細節處拼接真皮，為整體質感再加分。

大容量包款，可輕鬆收納

短天數旅行所需物品。

定價：2,700元
材質：牛皮 Leather、RPET環保面料
尺寸：44.5x27x22cm
貨號：BBS0420200BK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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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感沁藍薄型短夾
　 Franch Wallet
特殊薄型設計，簡約經典款式，

蝴蝶結金屬釦有畫龍點睛之效。

含4個卡片夾、1個鈔票夾、3個袖口夾、
背面置一拉鍊式零錢收納夾層，收納能力佳。

定價：2,00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
尺寸：11.5X10X2cm
貨號：DLW2118200BL

 質感沁藍名片夾
　 Card Holder
特殊薄型設計，

簡約經典款式，蝴蝶結

金屬釦有畫龍點睛之效。

2個卡片夾層，可將名片分類，
收納方便。

定價：1,20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
尺寸：11X7.5X1cm
貨號：DLC2118200BL

（展開樣貌）

（展開樣貌）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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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荔枝紋隨身側背包
　 Shoulder Cross-Body Clutch
簡約設計，採防刮牛皮及尼龍材質，

搭配施華洛世奇鑽，以無限大金屬飾品點綴。

雙層空間容量大且輕便，內含多處夾層，

中間另置空間可放隨身小物，

並加磁扣功能保護。外出、旅遊皆合適。

定價：2,480元／個
材質：尼龍 Nylon、頭層牛皮 Leather、
　　　鋅合金 Zinc Alloy、
　　　施華洛世奇鑽

　　　Swarovski Elements
尺寸：24.5X16X2 cm
貨號：BBS1120400PK

（磁扣樣貌）

 玫瑰荔枝紋零錢包
　 Coin Purse
簡約設計，採防刮牛皮材質，

搭配施華洛世奇鑽，

以無限大金屬飾品點綴。

含6個卡片夾、1個拉鍊式零錢袋、
背面置1個卡片夾層，收納能力佳。
定價：1,580元／個
材質：頭層牛皮 Leather、
　　　鋅合金 Zinc Alloy、
　　　施華洛世奇鑽

　　　Swarovski Elements
尺寸：8X11.5X2 cm
貨號：DLP112040SPK

（展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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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荔枝紋名片夾
　 Card Holder
簡約設計，採防刮牛皮材質，

搭配施華洛世奇鑽，以無限大金屬飾品點綴。

卡片夾層加厚，使收納空間加大。

定價：1,280元／個
材質：頭層牛皮 Leather、
　　　鋅合金 Zinc Alloy、
　　　施華洛世奇鑽Swarovski Elements
尺寸：7X10.5X2 cm
貨號：DLC1120400PK

 玫瑰荔枝紋鑰匙包
　 Key Holder
簡約設計，採防刮牛皮材質，

搭配施華洛世奇鑽，以無限大金屬飾品點綴。

含5個鑰匙掛勾、1個可拆式鑰匙圈，
將鑰匙整齊收納，同時也保護包包裡的內容物。

定價：1,280元／個
材質：頭層牛皮 Leather、
　　　鋅合金 Zinc Alloy、
　　　施華洛世奇鑽

　　　Swarovski Elements
尺寸：6X11X2 cm
貨號：DLK1120400PK

（展開樣貌）

 玫瑰荔枝紋隨身卡片鑰匙包
　 Key Pouch
簡約設計，採防刮牛皮材質，

搭配施華洛世奇鑽，以無限大金屬飾品點綴。

含2個卡片夾層、1個鑰匙圈及其擋層，
使用時不易掉出，背面置5個卡片夾，收納能力佳。
定價：1,600元／個
材質：頭層牛皮 Leather、
　　　鋅合金 Zinc Alloy、
　　　施華洛世奇鑽Swarovski Elements
尺寸：13X8X1 cm
貨號：DLP112040MPK

（背面樣貌）

（可拆式鑰匙圈）

（展開樣貌）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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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時尚荔枝紋證件套
　 ID Card Holder
以PRIUS c車色為設計元素，
正面採活潑切角設計之卡層，

可放置隨身卡片；

背面為開窗卡層設計，

用途多元，辨識方便。

定價：1,15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
尺寸：13.5X7X0.5cm 
　　　繩長50cm
貨號：DID2118400MC

（背面樣貌）

 都會時尚
     荔枝紋鑰匙圈
　 Leather Key Chain
以PRIUS c車色
為設計元素，活潑的配色

搭配真皮的溫潤手感，

給車主最暖心的陪伴。

定價：420元
材質：鋅合金 Zinc Alloy、
　　　牛皮 Leather
尺寸：13.5X2.3cm
貨號：DKR0518400MC

A
ccessories

生
活
精
品
系
列
．
個
人
配
件
︵
仕
女
︶

42

（商品以實物為準）

42



（金屬LOGO壓扣）

 TOYOTA經典棒球帽
　 Baseball Cap
經典款棉布棒球帽，造型簡約；

帽眉處獨特logo織帶，後方金屬LOGO壓扣
與可收式插槽設計，增添質感。

定價：390元／頂
材質：棉 Cotton
尺寸：適合頭圍55~58cm者
貨號：亮藍／BHT1116200BL

 TOYOTA簡約棒球帽
　 Baseball Cap
帽型硬挺、整體設計簡約大方，

日常搭配、戶外活動皆適用。

定價：520元／頂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適合頭圍55~58cm者
貨號：灰／BHT1120200GR
　　　黑／BHT1120200BK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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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感木柄保溫壺
　 Stainless Steel Vacuum Pot
壺身磨砂表面處理，木柄握把觸感柔和高雅，

質感加分。一手按壓開關，使用方便。

廣口設計，可輕鬆放入冰塊，清洗也更加容易。

定價：1,200元／個
材質：304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容量：1,200ml
貨號：HHC0521200GR

（木柄握把樣貌）

（打開樣貌）

A
ccessories

44

（商品以實物為準）

生
活
精
品
系
列
．
個
人
配
件



 不倒濾網保溫瓶
    Vacumm Bottle
底部特殊吸盤設計，左右不易傾倒、

垂直可輕易拿取。瓶蓋附提把，

方便手提不滑落，攜帶方便。

內層附可拆卸濾網，

泡茶葉、果乾水皆適用。

定價：1,250元／個
材質：內層／304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容積：400ml
貨號：粉色／HHC0119200PK

（打開樣貌）

（底部特殊吸盤樣貌）

 陶瓷塗層輕量彈蓋瓶
    Vacuum Bottle
輕量化設計，重量僅204g，隨身攜帶方便。
瓶內陶瓷塗層保留飲品風味，汙垢較不易附著。

可拆卸瓶口設計，方便清洗又衛生。

定價：990元／個
材質：304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容量：500ml
貨號：淺咖／HHC0321200BR
　　　粉色／HHC0321200PK

（局部打開樣貌）

（解除鎖定樣貌）

（鎖定樣貌）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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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巧彈蓋保溫瓶
　 Vacuum Bottle
輕量設計，重量僅300g；搭配霧面磨砂
與矽膠止滑圈設計，手感佳；彈蓋式瓶口，

單手使用也方便，適合外出攜帶使用。

定價：990元／個
材質：316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容量：350ml
貨號：米白／HHC0320200WH
　　　軍綠／HHC0320200DG

（打開樣貌）

 保溫食物罐
　 Vacuum Food Jar
可盛裝粥湯類料理或甜品，用途多元；

內附不鏽鋼湯匙、寬瓶口設計，

使用與清潔上更方便。

定價：1,100元／個
材質：304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容量：450ml
貨號：雲霧藍／HHC0220200BL
　　　鮭魚粉／HHC0220200PK

（打開樣貌）

 316不鏽鋼保溫瓶
 　 316 Stainless Bottle
內層採用316不鏽鋼，
具有更良好的抗氯化物腐蝕能力；

寬瓶口設計，飲用、清洗更方便；

瓶口加裝擋冰閥，可避免直接喝進碎冰塊。

定價：1,080元／個
材質：316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容積：450ml
貨號：晨光白／HHC0418400WT
　　　星空黑／HHC0418400BK

（掀蓋後樣貌）

（擋冰飲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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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蓋雙層玻璃隨手杯
　 Double Walled Glass Flask
雙層玻璃構造，對冷熱溫差耐受力佳；

可盛裝碳酸飲料與酸鹼性飲品，

無需擔心有害物質融出；

杯蓋下方附有食品級不鏽鋼材質沖茶濾網，

可輕鬆沖泡茶葉、花草茶等飲品。

天然竹製上蓋為質感加分，適合居家

或辦公室使用。客製造型保護套，

內層為保溫保冷材質，避免碰撞，攜帶方便。

定價：900元／個
材質：高硼硅玻璃 Glass、
　　　竹 Bamboo、
　　　304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容積：350ml
貨號：櫻花款／DCF0618200MC
　　　風尚款／DCF0618200CT

（沖茶濾網樣貌）

（櫻花款收納袋樣貌）

（風尚款收納袋樣貌）

 KOR Delta時尚環保水瓶
　 KOR Delta Water Bottle
國際知名KOR Delta水瓶，時尚外型，
吸引許多名人使用；楕圓形瓶身與符合人體工學

的三角把手，可輕鬆拿取；為安全鎖開關，開口不易鬆脫；

也可轉開瓶蓋，可放入冰塊，同時清洗更容易；

瓶蓋內側附有標語紙，可依需求寫入姓名，防止丟失。

（本產品不建議盛裝100℃以上熱水）
定價：960元／個
材質：共聚酯 Tritan
容積：750ml
貨號：BBT2116400PK（安全鎖開關）

 繽紛個人杯壺組
　 Teapot Set
採高品質陶瓷燒製而成，

外觀配色清爽、繽紛；

可妥善堆疊之設計，

一人也能輕鬆獨享午茶時光。

壺嘴內部為一體成形的過濾設計，

不需額外使用濾網，使用上更方便。

定價：1,100元／組
材質：陶瓷 Pottery 
容量：壺600ml、杯370ml
貨號：DCF0220200MC

（整組收合樣貌）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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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吸管提袋組
　 Stainless Steel Straw Set
內含粗吸管、細吸管、吸管刷、收納套、

飲料提袋各一。材質採316不鏽鋼製成，
吸管口為不刮舌安全設計。

攜帶方便，環保也能很時尚！

定價：420元／組
材質：吸管／316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收納套、飲料提袋／牛仔布

尺寸：吸管／21cm、收納套／23X5.5cm
　　　飲料提袋／10.5X9cm（把手21.5cm）
貨號：DCS0319400MC

 環保時尚餐具組
　 Reusable Tableware
TOYOTA品牌無論車款、活動，
一直與環保意識密切結合；

推出環保餐具組，含湯匙、筷子、叉子，

採304不鏽鋼材質，食用上安心；
握柄以櫸木增添造型與質感，

時尚與實用性兼具；

附拉鍊收納套，外出攜帶方便。

定價：580元／組
材質：餐具／304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櫸木 Wood
　　　收納套／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收納套／7X23 cm（不含提把）
貨號：DCS0220400BR

 日系隨身風扇
　 Portable Fan
外型簡約時尚，質感佳；

可手持、或置於底座做為立扇，

戶外/辦公室/居家使用皆適宜。
充電式設計，無線使用。

三段式自然風速，可隨需求自行調整。

為您趕走酷熱，保持涼爽好心情。

定價：1,200元／個
材質：ABS、電子元件、櫸木、鋰電池
尺寸：11x24cm
重量：230g
配件：電扇X1、底座X1、充電線X1
貨號：黑／DFN0120200BK
　　　藍／DFN0120200BL

（收納套使用樣貌）

（收納樣貌）

A
ccessories

48

（商品以實物為準）

生
活
精
品
系
列
．
個
人
配
件



 海洋杯墊
　 Ocean Beverage Coaster
響應品牌海洋淨灘計劃，

設計獨家造型杯墊，無論居家或辦公室皆適用。

採PVC材質製造，隔熱防滑。
定價：160元／組（每組二入）
材質：PVC
尺寸：直徑9cm
貨號：DCT0121200MC

 海洋杯蓋
　 Ocean Cup Cover
響應品牌海洋淨灘計劃，

設計獨家造型杯蓋，

無論居家或辦公室皆適用。

採無毒矽膠製造，密封性佳。

定價：330元
材質：矽膠 Silicone
尺寸：直徑12cm
貨號：DCC0121200MC

 海洋杯蓋&杯墊組
　 Ocean Cup Cover & Beverage Coaster Set
響應品牌海洋淨灘計劃，設計獨家造型杯蓋&杯墊組合，
同時使用更且完整性。

定價：380元／組（杯蓋&杯墊各一入）
材質：杯蓋／矽膠 Silicone
　　　杯墊／PVC
尺寸：杯蓋／直徑12cm
　　　杯墊／直徑9cm
貨號：DBS0121200MC

（海洋杯墊&杯蓋組，可個別選購，請參考下方說明。）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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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輪杯墊
　 Green Beverage Coaster
響應品牌一車一樹活動，

設計獨家造型杯墊，風格清新，

無論居家或辦公室皆適用。

採PVC材質製造，隔熱防滑。
定價：170元／組（每組二入）
材質：PVC
尺寸：直徑9cm
貨號：DCT0117200BR

 綠樹杯蓋
　 Green Cup Cover
響應品牌一車一樹活動，

設計獨家造型杯蓋，風格清新，

無論居家或辦公室皆適用。

採無毒硅膠製造，密封性佳。

定價：330元
材質：硅膠 Silicone
尺寸：直徑11cm
貨號：DCC0117200GN

 綠樹杯墊&杯蓋組
　 Green Set
響應品牌一車一樹活動，

設計獨家造型杯蓋&杯墊組合，
同時使用更且整體性；

無論居家或辦公室皆適用。

隔熱防滑效果佳。

定價：380元／組（杯蓋&杯墊各一入）
材質：杯蓋／硅膠 Silicone
　　　杯墊／ PVC
尺寸：杯蓋／直徑11cm
　　　杯墊／直徑9cm
貨號：DBS0117200GN

（綠樹杯墊&杯蓋組，可個別選購，請參考下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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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花杯墊&
    杯蓋組
　 Cherry Flower Blossom Set
櫻花造型設計，增添春季優雅風情；

杯蓋&杯墊成套搭配，同時使用，
更具整體性；無論居家或辦公室皆適用。

隔熱防滑效果佳。

定價：380元／組（杯蓋&杯墊各一入）
材質：杯蓋／硅膠 Silicone
　　　杯墊／ PVC
尺寸：杯蓋／直徑11cm
　　　杯墊／直徑9cm
貨號：DBS0117200PK

 原木質感置物盤
　 Desktop Storage Tray
響應品牌「一車一樹」活動，以簡約現代設計。

耳機線、個人小物、鑰匙等可置於置物盤上，

適合擺放於玄關門口、客廳、臥室，為生活增添一些品味。

定價：980元
材質：櫸木 Wood
尺寸：30X12X21.5cm
貨號：DAC0621200BR

 櫻花杯蓋
　 Cherry Flower Cup Cover
獨特櫻花設計，與獨家櫻花造型提把，

增添春季優雅風情，

無論居家或辦公室皆適用。

採無毒硅膠製造，密封性佳。

定價：330元
材質：硅膠 Silicone
尺寸：直徑11cm
貨號：DCC0117200PK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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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型線條直傘（27"）
　 Automatic Umbrella
輕量化設計，使用上無負擔；

傘面幾何造型線條花紋，獨特有型。

傘面抗UV材質，可有效抵抗紫外線。
定價：1,250元
材質：傘布／210T福懋超撥水
　　　傘骨&中棒／玻璃纖維
尺寸：傘開直徑54吋
貨號：DUB0120200GR

 特色胎紋大傘面直傘（30"）

　 Automatic Umbrella
30吋大傘面，遮避性佳；
超潑水傘布，乾爽收納不濕黏。

傘面獨特胎紋亮面印刷，

與特殊深藍色傘骨設計，

為整體增添獨特個性。反光材質包邊，

夜間使用更安心。

定價：1,180元／支
材質：傘布／210T福懋超撥水PG布
　　　傘骨／鋁中棒&FRP玻纖深藍色傘骨
尺寸：傘開直徑60吋
貨號：DUB0117400BK

（傘面胎紋亮面印刷樣貌）（傘骨樣貌）

 叉戟紋造型直傘（27"）
　 Steel Wheel Printed Umbrella
以CAMRY HYBRID頂規輪框叉戟造型
為設計概念，搭配質感湛藍福懋傘布，

完美展現個人時尚品味。

定價：1,080元／支
材質：傘布／ 210T福懋傘布
　　　傘骨／ FRP玻璃纖維&鋁中棒
尺寸：傘開直徑54吋
貨號：DUB0118400BL

（傘面圖案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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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骨木柄直傘（25"）
　 Japanese Style Automatic Umbrella
採用全玻纖傘骨，減輕整體重量；

超潑水傘布，乾爽收納不濕黏；

質感木柄握把，充滿日式風格。

定價：1,250元
材質：傘布／210T福懋超撥水PG布
　　　傘骨／全FRP玻璃纖維
尺寸：傘開直徑50吋
貨號：DUB0117400BR

 反向傘（25"）
　 Inverted Umbrella
開車族必備，只需小小車門縫

即可開收傘；溼傘面朝內收攏，

減少沾溼衣物或車內空間的機會；

雙層傘布，防曬、隔熱效果加倍；

傘緣為反光材質，夜間使用更安心。

定價：1,500元／支
材質：傘布／外層210T&內層190T福懋PG布
　　　傘骨／FRP玻璃纖維&鐵中棒
尺寸：傘開直徑50吋
貨號：DUB0318200BK

（內層樣貌）

 反光邊條自動折傘（25"）
　 Automatic Folding Umbrella
超撥水福懋傘布，乾爽收納不濕黏；

傘緣加上反光邊條設計，

雨天或夜間可發揮警示作用，使用上更安心。

定價：1,200元／支
材質：傘布／210T福懋超撥水
　　　傘骨／鋁中棒&
　　　FRP玻纖深藍色傘骨
尺寸：傘開直徑50吋
貨號：DUB0218400BK

（傘骨樣貌）

 簡約質感無段式折傘（25"）
　 Automatic Folding Umbrella
超撥水福懋傘布，乾爽收納不溼黏；

25吋三折安全式把手，收納更為方便。
質感提升，手感佳。

定價：1,200元
材質：傘布／320T福懋超潑水
　　　傘骨／鐵中棒&FRP玻璃纖維
尺寸：傘開直徑50吋
貨號：DUB0220400GR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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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系花邊直傘（23"）
　 Automatic Umbrella
TOYOTA為女性車主獨家設計的
日系蝴蝶結花紋，搭配上波浪造型滾邊，

更添時尚優雅品味。

抗UV塗層，有效阻擋紫外線。
定價：1,020元
材質：傘布／210T福懋超撥水
　　　傘骨／FRP玻璃纖維&鐵中棒
尺寸：傘開直徑46吋
貨號：DUB0118400MC

 日系花紋折傘（23"）
　 Folding Umbrella
傘面為TOYOTA為女性車主獨家設計的
日系蝴蝶結花紋，增添您的時尚優雅品味。

抗UV塗層，有效阻擋紫外線。
定價：1,250元
材質：傘布／210T福懋超撥水
　　　傘骨／玻璃纖維

尺寸：傘開直徑46吋
貨號：DUB0220200MC

 花語不透光輕量折傘（21"）

　 Folding Umbrella
採用輕薄銀膠布，遮光性佳，為防曬最佳利器；

玻纖傘骨&鋁中棒，重量輕，攜帶方便。
定價：1,200元／支
材質：傘布／超輕薄彩膠印花布

　　　傘骨／FRP玻璃纖維&鋁中棒
尺寸：傘開直徑42吋
貨號：薄荷嫩綠／DUB0218200GN
　　　春日嫩粉／DUB0218200PK

（傘內印花樣貌）

 迷你手開五折傘（21"）

　 Folding Umbrella
傘身收納後體積小、

不占空間；印花設計簡約、

時尚耐看，深色傘面、

不易髒；捲收式袋狀

收納專利，攜帶方便。

定價：1,180元
材質：傘布／210T福懋超撥水
　　　傘骨／鋁中棒&玻璃纖維
尺寸：傘開直徑42吋
貨號：DUB0219200BK

（捲收式袋狀收納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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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色環保摺疊購物袋
　 Reusable Bag
面料具防撥水特性；

開口處有調節式繩索可束口，

也可以折疊收納不占空間；

外部有隱藏式口袋，

購物時增加便利性。

讓我們一同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定價：750元／個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52X42X11cm
貨號：軍綠／PRO0120400GN
　　　米色／PRO0120400BR

（折疊樣貌） （束口樣貌）

 德國雙人旋轉指甲鉗
　 ZWILLING Nail Cutters
雙人牌推出改款設計，可調整刀口角度，

讓您輕鬆修剪指甲不費力。

定價：780元／個
材質：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尺寸：8X1cm
貨號：ATW0115200RD（附收納袋）

 五件式修容組
　 Manicure Set
內含五種配件(指甲剪、
安全剪刀、修甲銼、

眉毛夾、挖耳棒各一 )；
拉鍊收納包，隨身攜帶更方便。

磨砂黑防滑工藝，簡約耐看；

材質採優質鋼材製造，

使用上兼顧安全與耐用。

定價：460元／組
材質：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尺寸：11x6.5x2.5cm
貨號：DAC0320200BK

（拉鍊收納包樣貌）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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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型暖手枕
　 Hand Warm Pillow
以AURIS造型為設計概念，
造型可愛、觸感柔細。

除了暖手功能外，還可當作靠枕、

午睡枕，居家、車用皆適合。

定價：720元／個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30X20X15cm 
貨號：CPW0419400BL

（側面樣貌）

（反面樣貌）

（正面樣貌）

 造型絨毛毯被
　 SIENTA Blanket
Q版雙面繡SIENTA造型，呈現車頭與車尾特色；
車套內附有一張單人暖毯，

可使用於汽車室內或做為居家防寒。

定價：1,400元／個
材質：外套、毛毯／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車款外套／40X30X10cm
　　　毯子／90X120cm
貨號：CBL0116400GN

 立體造型兩用抱枕
　 Versatile Pillow
Q版造型抱枕，可做為立體造型
SIENTA絨布小車，或將泡沫粒子
推至U型枕套做為旅行枕使用。
定價：1,080元／個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環保泡沫粒子
尺寸：車體／25X16X15cm
　　　頸枕／34X31X6cm
貨號：CPW0117400GN

（U型枕樣貌）

 AURIS緹花綿海灘巾
　 AURIS Beach Towel
台灣製造，100% 純棉材質，
觸感柔軟，高質感AURIS
緹花圖樣設計，超大尺寸，

實用性高，戶外活動與

日常家居皆適用。

定價：1,350元／條
材質：100%棉 Cotton
尺寸：140X70cm
貨號：DTW0118400MC

（外裝提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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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盤式行動電源
　 Power Bank
採鋰聚合物電芯，外殼為鋁合金搭配硅膠，

坊間少有的創意吸盤設計，

充電時手機牢牢吸付行動電源，使用方便。

四段LED電量指示燈，具備過充電、
過放電、過電流、短路等多重保護。

（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BSMI品項認證）
定價：2,200元／個
材質：鋁合金 Aluminum Alloy、硅膠 Rubber
尺寸：14.4X6.4X1.4cm
規格：輸出5V/ 2.1A；輸入5V/1.8A
電芯容量：9000mAh
額定電容：5400mAh
配件：充電線、收納袋

貨號：藍色／DMP0118200BL
　　　黑色／DMP0118200BK

（吸盤樣貌）

 輕巧行動電源
　 Power Bank
外型小巧卻擁有10000mAh大容量的
高效能鋰離子電芯，並且支援多種快充技術。

採用USB-C接口支援最新雙向充電功能，
提供多達3個USB接口輸出電量，
可以同時對三個行動裝置充電。

搭載數位式電量顯示，

更能精準掌控電量使用狀態。

定價：1,690元／個
材質：塑料 ABS
尺寸：10X5X25cm
電芯容量：10000mAh
額定容量：6000mAh
輸入：USB-C：DC 5V/3A；
9V/2A；18W max.
輸出：USB-A 1：DC 5V/4.5A；9V/2A；
　　　12V/1.5A；22.5W max.
　　　USB-A 2：DC 5V/4.5A；9V/2A；
　　　12V/1.5A；22.5W max.
　　　USB-C：DC 5V/3A；9V/2A；
　　　12V/1.5A；18W max.
　　　USB-C+USB-A 1+2：DC 5V/3A；
　　　15W max.
配件：充電線、收納袋

貨號：靜謐藍／DMP0121200BL
　　　時尚灰／DMP0121200GR

（充電接口樣貌）

（充電接口樣貌）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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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遙控鑰匙包
　 Leather Car Remote Case
採牛皮製成，內層為植絨材質，

開窗透明設計，使用方便。

（不適用於CAMRY車款）
定價：70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
尺寸：7.5X4X2.2cm
貨號：深灰／DLK1118200DG
　　　淺咖／DLK1116400BR
　　　

（內部展開樣貌）

（深灰背面樣貌）

（淺咖背面樣貌）

 撞色磨砂鑰匙包
　 Key Case
採頭層牛皮製作，單片式一體成型結構，

使用方便；貼心保護您的愛車鑰匙，

為車主不可或缺的實用單品配件。

定價：900元／個
材質：頭層牛皮 Leather
尺寸：8.5x4.7cm
貨號：夜黑／DLK1120200BK
　　　深棕／DLK1120200BR
　　　松綠／DLK1120200GN
　　　寶藍／DLK1120200BL

（背面樣貌）

 雙色電容觸控筆
　 Capacitive Ballpoint Pen
以扭轉筆桿方式轉換顏色，

並運用亮漆質感材質打造而成。

定價：500元／支
材質：鋁合金 Aluminum Alloy
尺寸：14㎝
貨號：紅／DPE0514200RD

A
ccessories

58

（商品以實物為準）

生
活
精
品
系
列
．
個
人
配
件



 手持按摩滾輪
　 Handy Massager
由環保無毒材質製成，親膚安全；

防滑握把設計，使用好上手；

適用於按摩全身、幫助肌肉有效放鬆。

定價：950元
材質：環保TPE、PP、不鏽鋼軸心
尺寸：15.4X14.3cm
貨號：YGA0419200BL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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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卡龍圓椅凳
　 Wood Low Stool
椅墊採高彈性泡棉製成，觸感厚實且舒適；

松木椅腳，結構穩固耐用；

底部配有止滑墊片，防止滑動或劃傷地板。

尺寸適中，可當擱腳凳或客廳矮凳，

各種家居空間都百搭。

定價：1,250元／張
材質：松木 Wood、聚酯纖維 Polyester 、
　　　海綿 Sponge
尺寸：34（直徑）x32（高）cm
貨號：霧灰／DAC0520200GR
　　　果綠／DAC0520200GN

 竹質面紙盒
　 Tissue Box
質感竹質邊框設計，

為家中、辦公室增添一些色彩；

不使用時也可收納為扁平狀，

不占空間。

定價：900元／個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竹 Bamboo
尺寸：23X15.2X10 cm
貨號：CCT0120400BL

（折疊收納樣貌）

A
ccessories

60

（商品以實物為準）

生
活
精
品
系
列
．
居
家
生
活



 時尚牛仔圍裙
　 Apron
採牛仔布設計，繞頸處可調整長度，

拆除後可水洗；含三個口袋可放置隨身小物，

鈕扣同時也增添設計感；

背面採防撥水特性，不怕弄髒衣物；

適合喜歡下廚的你。

定價：900元／條
材質：帆布 canvas、超細纖維皮PU
尺寸：80X71 cm（不含背帶）
貨號：DKT0220400BL

（口袋細節樣貌）

（鈕扣細節樣貌）

 矽膠隔熱手套
　 Oven Mitt
以RAV4車款特色元素為發想。外層矽膠，
內層加長隔熱棉布；底部絨布加長面積防燙、防噴濺；

尾部掛勾設計，方便收納整理。適合喜歡下廚的你。

定價：450元
材質：矽膠 Silicone Rubber、棉布 Cotton
尺寸：18X34X1.3 cm
貨號：DKT0320400GR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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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菱紋陶瓷保鮮盒
　 Ceramic Lunch Box
以RAV4車款特色元素為發想。
陶瓷材質可微波，

上蓋有日期保存標示，

貼心設計使用上更為方便。

（備註：蓋子不可加熱）

定價：420元／個
材質：陶瓷 Ceramics
容量：700 ml
貨號：DKT0120400BL

（蓋子蓋上樣貌）（蓋子打開樣貌）

1  保溫提袋
　 Insulated Bag
鋁膜內層，可保持袋內溫度；

且有網狀暗袋提供收納；底部加寬，

使容量加大，置便當盒不易搖晃；

辦公、戶外皆適用。

定價：420元／個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鋁箔Aluminum foil
尺寸：19X17X2.5 cm
貨號：DKT0120400DB

（鋁膜內層樣貌）

1

2

菱紋陶瓷保鮮盒提袋組 1 + 2
Insulated Bag & Ceramic Lunch Box
保溫提袋與菱紋陶瓷保鮮盒各一。

定價：750元／組
材質：陶瓷 Ceramics、
　　　聚酯纖維 Polyester、鋁箔Aluminum foil
尺寸：保鮮盒／700 ml
　　　提袋／19X17X2.5 cm
貨號：DKT0120400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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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用清潔工具 5件組
　 Car Cleaning Set
簡易車用清潔組，

是為維護愛車的好幫手。

搭配實用5件組，
內含伸縮水桶、清潔海棉、

超細纖維擦拭布、

車輪清潔刷及刮水刀。

做好愛車基礎保養，無需假手他人。

定價：980元／組

材質：清潔擦拭布／聚酯纖維 Polyester
　　　清潔海棉／聚酯纖維 Polyester
　　　車輪清潔刷／菜瓜布、TVC刷毛、PP 
　　　玻璃刮水刀／PP+TPR
　　　折疊式水桶／PP+TPR
尺寸：清潔擦拭布／40X40cm
　　　清潔海棉／21X10X7cm
　　　車輪清潔刷／27X7X6cm
　　　玻璃刮水刀／26X18X1.5cm
　　　折疊式水桶／10L
貨號：CCC011720MBL

 多用途吸水巾
　 Absorbent Towel
大尺寸擦拭布組，

含兩種不同材質之款式：

灰色適合擦拭玻璃；

橘色為超吸水材質，

適合洗車使用。

用途廣泛，車用&居家皆適合。
定價：280元／組（一組兩入）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80X50cm 
貨號：CCT0519400OG

（正面樣貌）

（反面樣貌）

 清潔手套
　 Cleaning Glove
單面雪尼爾，單面超細纖維材質，

吸水力強，輕鬆去除污垢，

適用於清潔座艙內環境或擦拭車身。

定價：150元／隻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15X25X4cm
貨號：CCT0617200BL

（細部樣貌）

 清潔擦拭布組
　 Duster Set
含三種不同材質擦拭布，

綠色材質適合擦拭玻璃；

白色軟布適合擦拭

中控台&車內空間；
藍色材質適合洗車&打臘使用。
無論車用&居家皆適宜。
定價：250元／組（一組三入）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40X40cm
貨號：CCT051720SBL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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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尚拼接車用頭枕
　 Memory Foam Back Pillow
記憶棉材質，舒適立體結構，

符合人體工學；車用、居家皆適宜。

定價：780元／個
材質：記憶棉 Memory Foam、
　　　彈性布 Polyester
尺寸：28.5X24.5X14 cm
貨號：CPW0320400DB

 風尚拼接腰墊
　 Memory Foam Back Cushion
記憶棉材質，舒適立體結構，

符合人體工學；車用、居家皆適宜。

定價：1,100元／個
材質：記憶棉 Memory Foam、
　　　彈性布 Polyester
尺寸：41.5X8X38 cm
貨號：CPW0220400DB

（捲起收納樣貌） （連接收納套樣貌）

 收納旅行枕
　 Travel Pillow
記憶棉材質，立體結構設計，充分支撐肩頸。

背面連接收納套，不使用時可以捲起方式折疊；

頸枕後面，旅行、車用、辦公室、居家生活皆適用。

定價：980元／個
材質：記憶棉 Memory Foam、彈性布 Polyester
尺寸：29X28X11 cm
貨號：太空灰／CPW0120400DG
　　　霧白灰／CPW0120400LG

（背面樣貌）

（背面樣貌）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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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用收納置物袋
　 Car Assorted Luggages Bag
特殊牛仔布面料，為車內空間增添時尚感；

多功能收納袋，吊掛於前座頭枕後方，

收納各式隨身物品或車用品；

面紙套不用時，可調整結構為一般收納袋，

或反折收起；依需求調整使用。

（本商品材質可能因為受潮、磨擦、高溫

導致移染現象；若內裝為淺色，則不建議購買。）

定價：850元／個
材質：牛仔布料 Cotton
尺寸：40.5X32.5cm
貨號：CCT0217200BL

（收合樣貌）

（展開樣貌）

 車款造型面紙套
　 YARIS Tissue Box
可放入一包市售袋裝面紙，

下方附有魔鬼氈可固定。觸感佳，

為實用與趣味兼具之療癒車用小物。

定價：990元／個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20X32X15cm
貨號：CCT0119200MC

（使用示意）

 方向盤置物台
　 Steering Wheel Desk
方便於車上使用，荷重約4公斤。
定價：350元
材質：高強度塑膠PP料
尺寸：42X28X2㎝
貨號：CSP0114200GR

 單寧折疊收納箱
　 Storage Box
收折簡單，輕鬆收納

各式物品，保持空間整潔；

可攤平收納、或當保潔墊使用。

內層附掛勾設計，

可固定提袋類物品，

居家或愛車上使用皆適宜。

定價：990元／個
材質：單寧帆布 Canvan 
尺寸：50x30x20cm
貨號：CSB022020SBL

（內層附掛勾）

（攤平樣貌）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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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灘總動員兒童桌遊
KIDS Tabletop Game
與台灣教育遊戲知名品牌-綿羊犬合作，
推出一款海洋環境題材的「合作型遊戲」，

遊戲中所有玩家同屬一隊，

隊員之間必須透過團體討論及合作解決問題等

方式完成任務。適合幼齡玩家好上手、輕快的玩法！

玩家將扮演海洋保衛隊，透過清理垃圾、

環保技能開發等多項技能，共同守護海洋生態的第一線！

定價：790元
材質：紙 Paper、木材 Wood
尺寸：20X16.5X5cm
貨號：CBG0121200MC

動態影音簡介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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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S 造型餐具組
     KIDS Tableware
以排檔桿、方向盤造型設計，附收納盒。

矽膠材質好清洗，餐具皆採304不鏽鋼，
食用更安心。

定價：390元／組
材質：矽膠 Silicone、
　　　304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尺寸：湯匙／13.8X3X2.5cm
　　　叉子／15X3X2cm
　　　收納盒／17.8X5.7X2cm
貨號：FTW0121200MC

 KIDS 造型餐墊
     KIDS Placemat
專為幼兒用餐設計的輕巧餐墊，

安全軟材質設計，方便收納外出使用，

在家外出皆能擁有乾淨整潔的用餐桌面。

食品級矽膠材質，不含重金屬等有害物質。

定價：390元
材質：矽膠 Silicone
尺寸：48X26X0.3cm
貨號：FSS0421200GR

 KIDS 矽膠圍兜兜
     KIDS Bib
以交通號誌為發想，設計獨家造型圍兜兜。

可調節1∼3段尺寸；
大面積遮蔽範圍，避免弄髒衣物；

食品級矽膠材質，不含重金屬等有害物質，

且一體成形，無死角不卡污漬，安心使用。

定價：590元
材質：矽膠 Silicone
尺寸：23X29cm
貨號：FSS0421200LG

 KIDS 矽膠圍兜餐墊組
     KIDS Set
KIDS 造型餐墊與KIDS矽膠圍兜兜各一，
送禮自用兩相宜。

定價：890元／組
材質：矽膠 Silicone
尺寸：餐墊／48X26X0.3cm
　　　圍兜兜／23X29cm
貨號：FSS0421200MC

（商品以實物為準）

67

Kids

K
ids 

兒
童
系
列
．
兒
童
用
品



（後方打開樣貌）（方向盤樣貌）

 ALPHARD兒童滑步車
     ALPHARD Ride On Car
獨家販賣的ALPHARD兒童滑步車，
平穩的四輪設計、三種方向盤音效

（加速聲、啟動聲、喇叭聲）、

以及會發光的前車燈，

讓小寶貝也能體會駕車的樂趣! 
椅墊掀開後，可收納小寶貝的物品，

實用方便。

定價：2,200元／台
材質：PP、鋼 Steel
尺寸：64.5x27.5x37cm
適用年齡：3歲以上
承重限制：20kg以下
貨號：黑／FRC0120200BK
　　　白／FRC0120200WH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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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膚豆豆毯
     Baby Blanket
一面為繽紛時尚的圖樣，

舒適透氣且保暖；

另一面為顆粒觸覺設計，

幫助小寶貝在極致舒適的

柔軟觸感中入眠、

也能刺激五感發育。

定價：780元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75X120cm 
貨號：FBL0119400BL

（正反面材質示意）

 豆豆 U型枕
     Travel Pillow
雙面材質設計，觸感柔軟舒適。

支撐性佳，可有效固定頸部，

避免小寶貝在交通移動中感到不適或受傷。

定價：580元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30X25X8cm 
貨號：FTP0319400BL

 豆豆圍兜領巾組
     Baby Bib
口水巾一組兩入：

三角領巾可做為日常搭配衣服用，

圓形領巾有奶嘴吊環設計，

不怕奶嘴弄丟。兩款皆有顆粒觸感，

材質柔軟舒適，吸水性佳；可調整脖圍大小，

避免弄髒小寶貝衣服，實用性高。

定價：780元／組（一組兩入）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三角／25X30cm(+/-2~3cm)
　　　圓型／25X27.5cm(+/-2~3 cm)
貨號：FBB0219400BL

（三角樣貌）

（圓型樣貌）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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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款造型疊疊樂
     Truck Jenga Game
可愛繽紛的小貨車裝載著

TOYOTA品牌車款積木
 (內含積木40塊+鑰匙2把)，
藉由遊戲的過程，

可訓練手眼協調能力與培養耐性。

特殊尺寸設計，亦可堆疊成

一般疊疊樂使用。

定價：990元
材質：原木 Wood
尺寸：30X18X3.2cm
貨號：TJG0118400MC

（積木鑰匙細節）

 KIDS兩用水壺
      2-Way type KIDS Vacuum Bottle
保溫保冷兩用水壺，只需更換上方杯蓋，

即可在天熱時使用吸管式蓋頭飲用冷飲，

或在天涼時使用按壓式蓋頭，裝盛溫熱飲品使用。

客製造型背袋，堅固底座可保護瓶身，方便攜帶。

定價：1,700元／個
材質：304不銹鋼 Stainless Steel、
　　　尼龍布 Nylon、PP、PC、矽膠 Rubber
尺寸：550ml
貨號：藍色／FHC0317400BL
　　　黃色／FHC0317400YL

（按壓式蓋頭樣貌）（吸管式蓋頭樣貌）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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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V4迴力車
　 RAV4 Pullback Toy Car
ALL NEW RAV4｜
王者休旅全新上市的RAV4車款，
有著俐落有型、動感粗曠的運動化外觀，

以1:43比例全車金屬打造，
前進時頭燈閃爍，增加玩賞樂趣。

定價：395元／台
材質：鋅合金 Zinc Alloy
尺寸：1:43
貨號：藍色／ERV0119200BL
　　　白色／ERV0119200WH

 SIENTA迴力車
     SIENTA Pullback Toy Car
以1:43比例全車金屬打造，
前進時頭燈閃爍，增加玩賞樂趣。

定價：375元／台
材質：鋅合金 Zinc Alloy
尺寸：1:43
貨號：藍色／ESE0119400BL
　　　白色／ESE0119400WH

 C-HR遙控車
　 C-HR Remote Control Car
四種遙控（前進/後退/左轉/右轉），
後驅無差速，輕鬆操控易上手；

前後大燈皆為LED燈。
定價：880元／組
材質：ABS、PS、TPR
尺寸：1:30
貨號：ERM0119200RD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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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T-MESH壓紋，
配上86 LOGO 與雷射孔洞設計，款式年輕、功能實用。

採用軟質真牛皮製成，手感佳。

 86真皮壓紋證件套
      86 ID Card Holder
識別證或卡片可完全收納於

中間夾層，有效保護，

使其不受損。

定價：1,15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
尺寸：10.5X7.2X0.3cm 
　　　繩長50cm 
貨號：DID1119200GR

（背面樣貌）

 86真皮
    壓紋鑰匙圈
      86 Leather Key Chain
以86 LOGO搭配雷射孔洞
為設計元素，款式年輕、為造型加分。

定價：48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
尺寸：14.5X2X1cm
貨號：DKR0519200GR

（背面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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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真皮壓紋名片夾
      86 Business Card Holder
含6格卡片夾層，
可整齊分類名片。

定價：1,19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
尺寸：11.2X8.2X1.5cm
貨號：DLC1119200GR

（展開樣貌）

 86真皮壓紋長夾
      86 Long Wallet
含14格卡層、3格全長鈔票夾層，
夾層豐富、收納方便。

定價：2,68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
尺寸：19X9.5X1.8cm
貨號：DLW0119200GR

（展開樣貌）

 86橫式名片夾
      86 Leather Card Holder
使用獨特橘色平紋皮料，左右夾層構造，

可將自已與客戶的名片分開收放管理，

兩端並有開孔設計，除增加識別度外，

更方便使用者拿取。

定價：1,350元／個
材質：牛皮 Leather
尺寸：10.7X7.7X0.8cm
貨號：DLC2115400OR

（展開樣貌）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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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透氣網帽
      86 Sports Cap
選用透氣網布材質，透氣性佳；

異材質拚接設計，

給喜歡低調簡約風格的您。

定價：500元／頂
材質：100% 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適合頭圍56∼58cm者
貨號：黑色／BHT2117200BK

 86造型棒球帽
      86  Sports Cap
吸溼排汗布料，透氣效果佳；

帽眉處特殊設計與配色，

與獨特高周波品牌Logo呈現方式，
使您造型更加與眾不同。

定價：500元／頂
材質：100% 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適合頭圍56~58cm者
貨號：藍色／BHT2115400BL
　　　黑色／BHT2115400BK

 86休閒風平沿帽
      86 Snapback
近期正流行的平沿帽，

選用棉布材質，

為您的造型添加些許流行元素，

配戴起來新潮舒適。

定價：500元
材質：棉 Cotton
尺寸：適合頭圍57.5∼60cm者
貨號：BHT5117200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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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蓋樣貌）

 86時尚動感保溫瓶
      86 Stainless Bottle
雙層真空保溫保冷，

參照TOYOTA 86跑車的動感流線外型，
打造出獨一無二的外觀設計，

外出攜帶方便，使用最吸睛。

定價：1,050元／個
材質：304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尺寸：500ml
貨號：HHC0118400BL

（正面圖案樣貌） （反面圖案樣貌）

（瓶蓋樣貌）

 86滾輪運動水壺
      86 Roller Water Bottle
外出運動，一罐就夠! 
除了補充水分外，

滾輪還可做深層放鬆按摩，

一物兩用超方便。

定價：1,580元／個
材質：瓶身／304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滾輪／無毒EVA
尺寸：500ml
貨號：BBT2218400MC

 86運動風直傘（25"）
      86 Automatic Umbrella
玻璃纖維傘骨與鋁中棒，

減輕結構重量；

傘面特殊T-MESH印花設計，
增添些許酷炫風格。

定價：980元／把
材質：傘布／201T福懋PG布
　　　&超撥水
　　　傘骨／FRP玻璃纖維
　　　&鋁中棒
尺寸：傘開直徑50吋
貨號：紅邊／DUB0117200RD
　　　橘邊／DUB0117200OR

（橘邊樣貌）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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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寵物外出提籃
　 Carrier
特殊外觀造型，是為與毛小孩一同外出的質感配件；

可肩背、手提或固定於推車上。

內部空間寬敞，且擁有多處透氣網面，

寵物不會悶熱；內有安全扣環，避免寵物過動亂跑；

下方附清潔盤，方便清潔不悶臭。

更有數個收納夾層，隨身用品整齊收納。

定價：2,750元／個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透氣網布、防水底盤
尺寸：42X19X27cm
貨號：DPT0517400MC

（防水清潔底盤）（透氣網樣貌）（LOGO樣貌）（上蓋打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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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寵物車用保潔墊
　 Car Seat Cover
多樣化的使用方式，

可朝上組合成保護籃，

避免毛小孩亂跑；

亦可朝下組合成座椅護套，

避免刮傷皮椅或毛髮散落車中；

無論前座、後座均可使用。

定價：1,000元／個
材質：尼龍 Nylon、
　　　聚酯纖維 Polyester
尺寸：底部／46X41cm、
　　　椅背高／52cm、
　　　側邊高／20cm
貨號：DPT0617400MC

（保護籃樣貌一）

（座椅護套樣貌一）

（座椅護套樣貌二）

（保護籃樣貌二）

 寵物慢食碗
　 Bone Slow-Down Bowl
外觀特殊骨頭造型，

加上碗內凹凸設計，

讓毛小孩不再狼吞虎嚥

有助防止胃脹氣或反芻，

降低肥胖形成；

讓飲食變得健康、有趣。

定價：450元
材質：美耐皿 Melamine
尺寸：22.7X14X5cm
貨號：DPT0217400WH

 寵物鑽石造型餐碗
　 Diamond Bowl
特殊鑽石造型設計，質感佳；

上窄下寬的錐體造型，擺放平穩

不易打翻；內碗為不銹鋼材質，

方便清潔沖洗，抗咬耐摔；

無毒不易生菌，保持飼料新鮮。

定價：500元
材質：美耐皿 Melamine、
　　　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尺寸：17.8X17.4X6.2cm
貨號：DPT0117400YL

 寵物外出折疊碗
　 Square Collapsible 
     Travel Bowl
採無毒矽樹脂製成，不含BPA與PVC，
使用起來安全放心。特殊可折疊設計，

適合毛小孩出門旅遊、散步時，

裝盛飲水、飼料使用。

附骨頭造型登山扣一式，方便攜帶。

定價：430元／個
材質：矽膠 Rubber
尺寸：15.5X12.5X5.8cm
貨號：DPT0317400DB

（收合樣貌）

（全展開樣貌）

（商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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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縮式外出牽繩
　 Leash
全帶狀牽繩，針車兩條反光線，夜間可安心散步；

單鈕控制，操作簡單，自由調整所需長度；

握把處軟膠處理，手感佳。適合15公斤以下寵物使用。
定價：1,000元／個
材質：滌綸布 Polyester、
　　　鋅合金 Zinc Alloy、ABS、TPR
尺寸：15X12X3cm
繩長：3m
貨號：DPT0818200BL

（安全帶扣具樣貌）

 多功能厚織牽繩
　 Leash
採伸縮彈性結構，緩和寵物暴衝時的拉力，

避免受傷；附有安全帶扣具，限制活動範圍，

避免開車時因寵物活動干擾，影響行車安全；

另有反光車縫線，夜間也可安心散步；

握把處舖棉加厚，手感更舒適。

定價：760元／條
材質：聚酯纖維 Polyester、
　　　鋅合金 Zinc Alloy
長度：88cm
貨號：DPT0817400MC

 寵物理毛梳
　 Pet Brush
不鏽鋼圓頭針梳，

理毛過程中不易傷到皮膚；

除可柔順寵物毛髮、

促進角質代謝，

亦具按摩效果舒解壓力；

按壓式清毛設計，

輕鬆清除廢毛。

定價：600元／個
材質：不銹鋼絲 Stainless Steel、
　　　PP、TPR
尺寸：18X10cm
重量：115g
貨號：DPT0918200BL

（收繩樣貌）

 寵物清道夫隨手夾
　 Waste Cleaner
操作簡單，將塑膠袋

固定於本體，

輕鬆夾取不沾手；

單側為可擴充結構，

無論犬種大小，可依需求調整。

（附專用垃圾袋一捲）

定價：480元／個
材質：ABS、TPE
尺寸：13.5X10.5X9.1cm
貨號：DPT0717400MC

（專用垃圾袋樣貌）

（單側擴充結構樣貌）

（按壓式清毛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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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加資格
   TOYOTA車主，只要您前往全國TOYOTA經銷商服務廠進行消費，不需任何報名手續即可參加。

2.積點方式
    （1）回廠保養或維修，每消費滿100元，即可獲得3點「利high金」。
    （2）車主當次回廠消費若有優惠折扣，恕不提供贈點。

3.積點條件
    以車牌號碼為有效積點對象，於服務廠定保、維修(含保險出險)之金額，
    即列入該車積點點數，此點數隔日生效。

4.折抵方式
    （1）利high金點數可兌換各式TOYOTA精品。
    （2）若累計點數尚未達到您喜歡的精品點數時，也可選擇優惠加價購方式，換購各式精品。

5.兌換方式
    （1）請攜帶行照至全國TOYOTA經銷商服務廠，方可以累積積點兌購TOYOTA精品。
    （2）積點兌換請於「兌換單」簽名為憑，折抵消費金額恕不開立統一發票。
    （3）亦可透過「TOYOTA網站」或「驅動城市APP」至網路精品兌換專區，以累積點數、優惠加價購或
            現金的方式，換購各式精品。

6.積點轉移
    僅車輛過戶可至全國TOYOTA據點辦理移轉手續，其他情況恕無法轉移。

7.積點使用說明
    車主僅需定期於1年內回廠，即享利high金兌換精品使用，但若有下列情形時，即取消點數：
    （1）1年以上未入廠車輛。
    （2）過戶車主未請求移交下一位車主時。

8.積點累積查詢
    如欲查詢您累積的紅利點數，請洽全省TOYOTA服務廠或客服專線，
    您亦可加入「TOYOTA網站」、「驅動城市APP」或「Amazing Select精品網」之和泰集團會員，
    即可線上查詢點數。

備註：1.本活動實施辦法，請以TOYOTA網站、雜誌及各據點所發布之最新訊息為準，本公司保留在一個月以前
　　      以書面或其他方式通知顧客活動內容修正、暫停及終止之權利。
　　   2.商品限量供應，請先洽詢各據點存貨狀況，以免向隅。
　　   3.圖片僅供參考，實品、價格、尺寸請以各服務點提供為準。

TOYOTA精品保修辦法

1. TOYOTA精品自兌換或購買日起，提供保修服務（耗損品與人為損壞除外），將視商品狀況提供維修或換貨服務。

2. TOYOTA精品經兌換或購買，如因商品本身瑕疵可提供維修或換貨方式，恕不提供退貨服務。

TOYOTA 車主

「利high金」活動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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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都

新莊廠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70號之 2
02-2997-0580

陽明廠
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 6號
02-2895-0404

中和廠
新北市中和區健康路 70號
02-2226-0782

三重廠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 22號
02-2280-1588

土城廠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4號
02-2269-0911

林口廠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一路一段 35號
02-2609-0977

樹林廠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 40號
02-2687-4518

鶯歌廠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 146號
02-2678-6063

蘆洲廠
新北市蘆洲區正和街 23號 
02-2288-0774

北永和廠
新北市永和區保生路 55號
02-2927-6261

淡水廠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 59號
02-2809-6266

北板橋廠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427號
02-2962-9906

板橋廠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 157號
02-2958-3363

丹鳳廠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717號
02-2902-7616

濱江廠
台北市中山區濱江街 269號
02-2515-8747

士林廠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 69號
02-8866-3600

北都

光復廠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15號
02-2748-7669

南港廠
台北市南港路二段 312號
02-2782-7117

萬大廠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91號
02-2304-2255

新店廠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 233-1號
02-2918-0887

松山廠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88號
02-2769-5823

大安廠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28號
02-2732-9295

內湖廠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91巷 34號
02-2799-7850

八堵廠
基隆市暖暖區八堵路 167之 1號
02-2455-3536

文山廠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 6段
92巷 2號 1樓
02-2933-9938

汐止廠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3段 110號
02-8648-7808

安坑廠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二段 251號
02-2211-3730

中正廠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 2段 122號
02-2395-6502

深坑廠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47號
02-2662-8767

大武崙廠
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 92號
02-2433-7366

撫遠廠
台北市松山區撫遠街 419號
02-2761-8676

信義廠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2段 149-36號
02-2377-3278

TOYOTA精品展示區

精品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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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竹苗

新竹廠
新竹市中華路一段 257之 5號
03-5316192

桃園廠
桃園縣桃園市中山路 747號 
03-2205009

中壢廠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 162號
03-4622338

頭份廠
苗栗縣頭份鎮中華路 1232號
037-681718

竹北廠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 520號
03-5553298

竹東廠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 319號
03-5944156

苑裡廠
苗栗縣苑裡鎮新復里 9鄰 129之 2號
037-866461

八德廠
桃園縣八德市介壽路二段 474號 
03-3676990

苗栗廠
苗栗縣苗栗市水源里 20鄰
水源 25之 10號
037-338313

楊梅廠
桃園縣楊梅市中山北路一段 33號
03-4780877

龍潭廠
桃園縣龍潭鄉中正路 414號
03-4890606

平鎮廠
桃園縣平鎮市中豐路南勢二段 92號
03-4399911

龜山廠
桃園縣龜山鄉長壽路 479號
03-3506685

南新竹廠
新竹市香山區經國路三段 123號
03-5303355

南崁廠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 101號
03-3217575

大崗廠
桃園市龜山區大華村文化三路 358號
03-3961355

桃鶯廠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 445號
03-3712255

桃大廠
桃園市八德區中華路 230號
03-3780022

大園廠
桃園市大園區國際路一段 75號
03-3861996

新豐廠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新興路
458之 51號
03-5596799

南中壢廠
桃園市平鎮區快速路三段 667號
03-4962659

中部

南台中廠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 369號
04-2263-9151

中台中廠
台中市西屯區龍富路五段 273號
04-2252-0011

潭子廠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一段 285號
04-2533-4185

員林廠
彰化縣大村鄉中山路 2段 308號
04-8525812

草屯廠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1203號
049-2323801

彰化廠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二段 803號
04-7616191

大甲廠
台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 1136號
04-2687-7289

竹山廠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 290號
049-2653701

北台中廠
台中市北區太原路三段 39號
04-2237-8525

豐原廠
台中市豐原區豐勢路二段 103號
04-2528-7541

溪湖廠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二段 279號 
04-8855141

東台中廠
台中市東區進化路 190號
04-2211-5360

鹿港廠
彰化縣福興鄉彰鹿路七段 496號
04-7760525

文雅廠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三段 999號
04-2291-8429

埔里廠
南投縣埔里鎮信義路 1100號
049-2910773

北彰化廠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一段 190號
04-7373705

南投廠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三路 270號
049-2262800

沙鹿廠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 333號
04-2657-8852

北斗廠
彰化縣田尾鄉饒平村中山路
1段 326號
04-8834429

東海廠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二路 2號
04-2359-9976

二林廠
彰化縣二林鎮後厝里
吉昌二街 115號
04-8950121

大雅廠
台中市大雅區四德里
16鄰中清路
三段 827號
04-2567-9933

北豐原廠
台中市豐原區
豐原大道一段 658號
04-2531-2888

太平廠
台中市太平區太平里
太平路 741號
04-2270-0750

大里廠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
2段 83號
04-2483-7023

五權廠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 228號
04-2378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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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

北台南廠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 214號
06-2537866

民雄廠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山路 2-2號
05-2219311

斗南廠
雲林縣斗南鎮延平路二段 87號
05-5971191

東台南廠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 65號
06-2697526

新營廠
台南市新營區長榮路二段 1077號
06-6565136

西台南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868號
06-2989191

北港廠
雲林縣北港鎮華勝路 356號
05-7837833

佳里廠
台南市佳里區民安里同安寮 72之 8號
06-7233002

嘉義廠
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 299號
05-2330555

斗六廠
雲林縣斗六市保庄里明德北路三段 280號
05-5346511

歸仁廠
台南市歸仁區南興里中山路三段 313號
06-2395999

永大廠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三段 302號
06-2014689

朴子廠
嘉義縣朴子市大葛里大槺榔村 1285號
05-3706366

官田廠
台南市官田區南廍里南廍 1之 5號
06-5793158

崙背廠
雲林縣崙背鄉東明村南昌路 533號
05-6968566

善化廠
台南市善化區興農路 35號
06-5818351

南嘉義
嘉義市東區世賢路四段 432號
05-2231066

虎尾廠
雲林縣虎尾鎮頂南路 300號
05-6325811

安南廠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 2段 155號
06-2475968

高都

北高雄廠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558號
07-3850161

岡山廠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 620號
07-6217171

屏東廠
屏東縣屏東市和生路二段 598號
08-7536981

旗山廠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二路 88號
07-6663006

潮州廠
屏東縣潮州鎮介壽路 164號
08-7898801

小港廠
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北路 27號
07-8037221

九如廠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三路 271號
07-3231071

鳳山廠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一段 410號
07-7401101

湖內廠
高雄市湖內區太爺里中山路 2段 60號
07-6995151

北屏東廠
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 210號
08-7651551

青年廠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 328號
07-2827181

楠梓廠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路 139號
07-3520501

瑞豐廠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 431號
07-7212161

右昌廠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 419號
07-3660511

麟洛廠
屏東縣麟洛鄉新田村民生路 303號
08-7221211

東港廠
屏東縣東港鎮東新路 20號
08-8354321

里港廠
屏東縣九如鄉九如路三段 415之 1號
08-7758511

鳳林廠
高雄市大寮區力行路 197號
07-7827271

三多廠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 91號
07-7151551

恆春廠
屏東縣恆春鎮省北路 261號
08-8897171

蘭揚

羅東廠
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三段 138號
03-9658888

宜蘭廠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 5段 276號
03-9286699

東部

花蓮廠
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三段 500號
03-8571661

台東廠
台東縣台東市豐樂工業區大仁路 3號
089-346811

玉里廠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一段 94號
03-888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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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專線：02-250807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