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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送貨到府」訂購須知 

． 送貨到府以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為限，收件地址恕不接受郵政信箱。購買商品於訂購單核實並收訖貨款後，將於14個
工作天內免費宅配送達，恕無法配合指定宅配時間。 

①若訂單指定之配送地址超出快遞公司可送達區域，華航(或廠商)將主動告知並如數退還訂購款。 

② 訂單轉送需7-10個工作天，商品將按實際收單日期(非訂購日)後之14個工作天內送達，恕無法指定配達日期。如未於14天內
收到商品，請於7天內與華航送貨到府客服中心聯繫。

． 商品售價已包含5%加值營業稅及寄送運費。以新台幣計價，均以信用卡交易不收取現金。
． 因刷卡連線作業，時有斷訊或刷卡無法取得授權碼情形，華航將依旅客填寫之聯絡方式，以電話或email與旅客進行確認，為確
保雙方權益或供應商供貨有問題時，若10天內無法與訂購人聯繫並獲得回覆，訂單將自動取消。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 購買產品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享有七天鑑賞期 (退回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且包裝完整)，逾期恕不受理退、換貨。食品、生鮮類
等易腐敗之產品、客製化商品、個人衛生用品，售出恕不受理退、換貨，若屬商品瑕疵則例外。屬限量供應之商品，如下單後已
售罄，則本次訂購將立即取消，訂購款將如數退還。
． 依「菸酒管理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如不符法律規定購買者(18歲以下)，本公司有權拒絕販售。
． 「送貨到府」服務為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華航)代商品出售人向旅客收集訂購相關資訊及收取貨款，華航與商品出售人、進口商等並無任何廣
告、代理、合夥、保證或經銷關係。有關商品出售、退貨及其他售後服務等事宜均由各商品出售人自行負責，與華航無涉。
． 商品刊載規格或圖片若與實品略微差異，將以實品為準。
． 華航、商品出售人保留接受訂單與否、替換其他等值商品及修改、變更活動內容的權利。
． 旅客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向華航請求查詢、閱覽、複製、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本次訂購所提供之相關個人資料
等權利。旅客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拒絕提供時，華航可能無法提供訂購服務，敬請見諒。

�上訂購  ��到家

▲
信用卡交易不收現金

▲
��到��定台灣�址

2 3

▲
�上��eMall�站

(部��品除�)

1
eMall

▲
洽�服人員�行預訂服�

或

華航精心嚴選優質產品，提供送貨到府服務，送禮自用皆宜，讓您安心出國，旅遊輕鬆Go！
華航eMall網站提供您更多送貨到府商品選擇，歡迎瀏覽選購。

訂購三步驟，輕鬆簡單

客服專線：03-399-8670；客服信箱 homedelivery@china-airlines.com
上班時間：08:30～11:30 / 13:30～16:30(週一～週五，國定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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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商品僅限eMall全哩程兌換，

共需9,000哩(商品價值NT$ 810) 。

華航新款盥洗包以戶外、休閒、年輕化為主題，
本次與全球戶外運動領導品牌The North Face

合作。商務艙盥洗包參考店家販售的熱門經典
包款，並突破傳統盥洗包包款設計，採用戶外裝
備袋概念及防潑水材質面料，搭配攀岩造型掛
勾，兼具美感與實用。

豪華經濟艙盥洗包則以手袋為概念設計，超輕
量Tyvek材質，質地強韌、觸感柔軟，兩款盥洗包
皆可重複使用，符合企業環保理念。

兌換內容：商務艙盥洗包(迷彩)×1、豪華經濟艙
盥洗包(迷彩)×1、豪華經濟艙盥洗包(海藍)×1

商務艙盥洗包內容物：
Moroccanoil護髮精油10ml

蘭芝睡美人香氛水凝膜15ml

蘭芝睡美人極萃滋養晚安唇膜3g

眼罩
耳塞

豪華經濟艙盥洗包內容物：
蘭芝睡美人香氛水凝膜15ml

眼罩
耳塞

驚喜登場
The North Face

盥洗包

豪華經濟艙盥洗包(海藍)

商務艙盥洗包(迷
彩)

哩程兌換

豪華經濟艙盥洗包(迷彩)



好消息！現在透過華航送貨到府，
也可以買到最熱門的華信航空商品囉！
快來看看本期的精選商品。

*本頁商品內容請詳見P.22-23

華信航空ATR72-600飛機模型限量紀念款

底座特別印製「華信30心迎新」精美logo，
值得航空迷珍藏。

華信航空ATR72-600造型悠遊卡

Q版飛機造型超可愛，可以當作吊
飾，搭配的伸縮拉 繩與釦環，進
出捷運、公車或使用悠遊卡支付
時，盡情成為目光焦點。

華信航空30紀念款購物袋

網路票選最超人氣的商品，
附贈可愛的Mandarin Airlines
飄帶，俐落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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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Xpore®時尚隨護帽T
1. 俐落的半拉鍊帽T設計，輕便易穿脫，減少全拉鍊開口，減低有害因子侵入身體

之機率
2.帽T面部鬆緊帶設計可以貼附主要臉與上半身防護區域，以降低感染風險
3. 胸前的置物大型口袋以實用設計為主，方便收納旅行必需的證件及隨身物品，減

少取物時的接觸點
4. 貼心的口罩耳扣設計，可以將口罩掛在耳扣保護口鼻，並減少長時間佩戴口罩對

耳朵的負擔與傷害
Xpore®獨特的奈米微孔薄膜技術具有優異的環保、防水、透氣及輕量快乾等特
性，且經實驗證實可阻隔環境中有害因子*。Xpore®創新環保防水透氣技術的核心
是一層獨特的超薄膜，可以完美阻擋雨水，又可以使濕熱汗氣通過。Xpore®採用環
保無溶劑製程，且不含有害的全氟化合物(PFCs)，確保不產生對環境與人體有害
的化學物質。
*依據ASTM F1671M-13測試，此織物材質通過嗜菌體穿透試驗

售價：NT$ 1,800

重量：180±6g(以L尺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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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銀灰 藍 桃紅

M HL0099-1 HL0099-4 HL0099-7

L HL0099-2 HL0099-5 HL0099-8

XL HL0099-3 HL0099-6 HL0099-9

商品料號

 銀灰                藍                桃紅   

 注意事項
  

本產品屬個人衛生用品，基於衛生考量，避免病菌交互汙染，請務必與一般家用衣物
分開洗滌。若須退/換貨需檢附發票，將有問題之品項商品退回。所退回的商品必須保
持完整包裝，請勿將吊牌剪掉或遺失任何包裝或損毀原廠外盒。請務必於七天內檢查
商品狀況後再使用，不接受拆封使用過，經下水、吊牌拆除、染到煙、香味或其他異味、
人為破壞、非正常使用、不正確保養所造成之損壞，皆一律無法退/換貨。

   
 貼

心
設

計
的

口
罩

耳
扣，避

免佩戴口罩的耳朵疼痛

   
   

    
    

    
    

    
胸

前置物大型口袋，方便收納隨身物品

帽緣、袖口和下擺皆採鬆緊設計，完
整

包
覆

頭
部

及
身

體



002
中華航空飛行夾克3.0經典復古版
商品料號：HL0101-1 S / HL0101-2 M 

HL0101-3 L / HL0101-4 XL 
HL0101-5 2L / HL0101-6 3L

中華航空飛行夾克近年來推出多樣化經典款式，廣受航空迷愛戴，熱銷好評不斷。現隆重推出「經典軍事
風」的飛行夾克，象徵榮譽、冒險的風格，搭配可拆式雙色毛領，可於不同場合搭配，並將原有寬大廓形與厚
重皮感，改造為修身線條，輕量易攜帶，同時展現復古氣息。
表層：G-TEX防水透氣薄膜具有防水、透氣、防潑水等機能性。
裏層：親膚舒適感受並富有絢麗的雙色效果，具備優越的吸濕、透氣與抗靜電性。
毛領：手感細柔順滑。

款式：中性款
顏色：碳黑色
材質：表布微多孔黑膜當面，中間層100% Polyester刷毛布，第三層55% Polyester+45% Rayon雙色斜紋布

售價：NT$ 3,620  (原價NT$ 3,800)

 飛行夾克3.0
經典復古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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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吋/inch

尺寸 S M L XL 2L 3L
體重 50-60kg 55-65kg 60-70kg 65-75kg 70-80kg 75-85kg

身高 160-165cm 166-170cm 171-175cm 176-180cm 181-185cm 186-190cm

胸圍 39-41 41-43 43-45 45-47 47-49 49-51
後衣長 22-23 23-24 24-25 25-26 26-27 27-28
腰圍 33-35 35-37 37-39 39-41 41-43 43-45
肩寬 17.5 18 18.5 19 19.5 20

   可
依造型更換毛領或立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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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行親子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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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風
防潑水
抗UV

輕薄款

   人
氣限量吸睛款，

     全家出遊大放閃！



單位：吋/inch

尺寸 XXS S M L XL 2XL 3XL
體重 20-22kg 50-60kg 55-65kg 60-70kg 65-75kg 70-80kg 75-85kg

身高 115-125cm 160-165cm 166-170cm 171-175cm 176-180cm 181-185cm 186-190cm

胸圍 14-16 39-41 41-43 43-45 45-47 47-49 49-51
後衣長 18-19 22-23 23-24 24-25 25-26 26-27 27-28
腰圍 12-14 33-35 35-37 37-39 39-41 41-43 43-45
肩寬 13 17.5 18 18.5 19 19.5 20

003
中華航空輕薄款飛行夾克
中性款式，以MA-1經典軍事風格的飛行夾克搭載A350元素，使喜愛
旅遊飛行的您盡情翱翔天際。
表層具備防潑水、防風與抗UV(ANTI UV 30)機能，裏網具備吸濕排汗
性能，可強化穿著舒適性。

中性款，共7種尺寸 

售價：NT$ 1,980

 注意事項

此為限量商品，部分尺寸銷貨迅速，
可先預購，約1-2個月到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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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有限
售完為止

尺寸 藏青 軍綠

XXS HL0044-1 HL0045-1

S HL0044-2 HL0045-2

M HL0044-3 HL0045-3

L HL0044-4 HL0045-4

XL HL0044-5 HL0045-5

2XL HL0044-6 HL0045-6

3XL HL0044-7 HL0045-7

商品料號

 藏青              軍綠   

軍綠

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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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頭等艙日式一壺一杯組
商品料號：HL0110

收藏華航頭等艙日式清酒一壺一杯組合，讓歷經光陰醞釀的
精品，在新的時空延續生命，流轉見證著彼此的情感。木盒
以華航梅花Logo，大器呈現，以雷雕方式製作，精緻典雅。

商品內容：日式清酒瓶×1(77×72×88mm)、日式清酒杯×1 
(50×31mm) 
材質：陶瓷 

售價：NT$ 1,120  (原價NT$ 1,600)

004
中華航空頭等艙西式湯盅湯匙組
商品料號：HL0112

收藏華航頭等艙西式湯盅，不只是對器皿本身的讚賞，歲月所串起的韻味和溫度
成為記憶中最珍貴的親密關係。木盒運用華航梅花Logo，像煙火一樣絢麗綻放，象徵將好的服務品質停留在
貴賓心中。

商品內容：5吋湯盅×1(260cc)、西式湯匙×1(175mm) 
材質：Bone China、不鏽鋼18-10

售價：NT$ 1,188  (原價NT$ 1,800)

006
中華航空頭等艙西式茶杯茶匙組
商品料號：HL0113

收藏華航頭等艙杯西式茶杯茶匙組，彷彿透過悠然的芬芳，
隨著時間的痕跡和心情，賦予了物件超越時空的價值。木盒
採用華航梅花Logo設計，平貼抽蓋式工法，典藏精緻。

商品內容：茶杯碟×1、茶杯×1(200cc)、茶匙×1
材質：Bone China、不鏽鋼18-10

售價：NT$ 1,307  (原價NT$ 1,980)

華航「紅梅揚姿」頭等艙頂級品牌餐具傳承了早期傳統頭等艙「青花瓷器」與「牡丹描金」餐具的特色－雍容華貴、
簡約高雅，而潑墨紅梅恰如其分的烘托中西美食，優雅又不搶風采。這一系列具歷史意義的華航經典餐具，擁有東
方美學與極致工藝，是眾多貴賓的美好回憶。
此6組頭等艙餐具，包含日式清酒壺、西式湯盅、茶壺及餐具組等，並搭配精心製作的華航梅花雷射雕刻木盒，設計
上分別採用了華航經典梅花Logo、祥雲的梅花雲海或梅花山海，獨特且增添收藏價值。
我們謹將此限量的壓箱絕版珍寶，在這個全力抵抗新冠疫情、無法自在飛行的時刻，與您分享，在您使用或欣賞它
們時，也可帶回每一趟旅行的美好。期待與您再次空中相見！

設 計 � �

寵

愛

花

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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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中華航空頭等艙中式茶壺及花好月圓杯組
商品料號：HL0114

收藏華航頭等艙的個人茶壺，搭配創新文藝「花好月圓小口杯」，杯底刻劃
著花好月圓的圖騰，象徵美好圓滿。讓使用者在喝下的每一小口熱茶，都
能感受到贈禮人滿滿的祝福。不只是對器皿本身的讚賞，橫跨歲月所串起
的對話，讓記憶彷彿有了第二生命。
木盒設計為旅程曲線－祥雲的梅花雲海，搭配飛機翱翔天際，象徵蒸蒸日
上、勇往直前之意象。

商品內容：個人壺含蓋×1、奶盅×1、小糖盅含蓋×1、花好月圓杯子×4
材質：Bone China

售價：NT$ 3,736  (原價NT$ 5,660)

008
中華航空頭等艙中式碗碟組
商品料號：HL0115

收藏華航頭等艙中式碗筷組，透過晶瑩剔透的觸感質地，詮釋器品隱含的高度智慧，讓旅
行的記憶在新的時空裡延續生命。木盒設計為旅程曲線－祥雲的梅花雲海，平貼抽蓋式
工法，完美呈現。

商品內容：飯碗×1(115mm)、筷架×1、4.25吋粥碟×1、竹筷×1
材質：Bone China、竹筷

售價：NT$ 1,577  (原價NT$ 2,390)

007
中華航空頭等艙西式餐具組
商品料號：HL0116

收藏華航頭等艙西式餐具，讓歷經光陰醞釀的精品，在新的時空延續
生命，讓您使用頭等頂級餐具時，也可回味搭機的美好。
木盒設計梅花山海，襯托於空中飛行之飛機，象徵源源不絕的能量指
引我們往前，具有突破自己之意。

商品內容：餐叉、點心叉、牛油刀、餐刀、點心刀、西式湯匙、點心匙、
茶匙各×1
材質：不鏽鋼18-10

售價：NT$ 2,303  (原價NT$ 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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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地球
就從隨行杯開始

華航logo商品   暖心登場

曙光藍

樂活灰

尊爵紅

   
   

   
   

   
   

   
   

   
  防

漏
蓋

口

設計，搖晃不溢漏

    
    

  食

品級矽晶材質，冷熱酸奶盛裝無極限

矽晶耐溫-40℃至200℃，遇熱不釋出有毒物質。

矽晶質輕、摺疊便攜。若經焚燒無味、無戴奧辛釋出，
最終化成無毒粉末回歸自然，不危害環境。

矽晶無毒無味、無塑化劑、BPA-free，性質穩定。

���品��視覺元素設計於
杯�，傳�「�拘��、翱翔天
�」的意�，並�����力於
提供旅客「���喜的�行，回
到熟�的島�」，亦為�旅客每
一�相�的旅行足跡。

設 計 � �

      
        

                                 開口大好
清

洗

贈送矽緻口罩收納套乙個
(贈品不含口罩，隨機出貨不挑色)

FREE

010
中華航空矽緻摺疊隨行杯(3入組) 
曙光藍/樂活灰/尊爵紅
商品料號：HL0139

食品級矽晶杯身，耐溫-40~200℃，冰、熱、酸、奶不拘，杯身可摺疊，
外出旅行好隨攜。
配件皆可拆卸，清潔好乾淨，矽晶可高溫消毒，健康好安心。 
品飲美味時，也能減塑護地球！

商品內容：曙光藍×1、樂活灰×1、尊爵紅×1 
容量：500ml  
材質：食品級矽晶(耐溫-40~200℃)、PP(耐溫-20~100℃)
尺寸：8.8×7.8cm(摺疊)/ 8.8×16.5cm(展開)
重量：158g
符合食品容器標準SGS檢測

售價：NT$ 1,200  (原價NT$ 1,500)

 注意事項  本頁商品僅配送台灣本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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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中華航空手札文具組
以創造「充滿驚喜的遠行，回到熟悉的島嶼」的旅程
曲線祥雲作為視覺設計，封面以絲絨膜做特殊加工，
摸起來彷彿絲絨一般柔和細緻，兼具視覺及觸覺的質
感，內頁還附有富含台灣意象的蝴蝶蘭及藍鵲圖片，
翩然展翅翱翔；兩款手帳本還可併為一對，完整呈現
專屬於華航的旅程曲線祥雲，並記載著兩人的人生紀
事，珍藏回憶。手帳本套組內含手帳本(藍款與藍紅撞
色款)、筆袋，以及集線環、便利貼在封皮按扣上任意
拼貼與使用，未來還會推出更多小玩意來玩玩創意！

商品料號：
HL0118-1 藍款

售價：NT$ 710  (原價NT$ 888)

HL0118-2 紅款

售價：NT$ 710  (原價NT$ 888)

HL0120 藍款+紅款各一組

售價：NT$ 1,350  (原價NT$ 1,688)

手札內頁

  華航手札(藍款或紅款) 
材質：紙張、金屬四合扣、鬆緊帶 
尺寸：15.5×21.5cm 
重量：315g±5%

集線器 
材質：牛皮 
尺寸: 約2.1×8.4cm 
重量：2.5g±5%

鉛筆袋 
材質：PU材質+鬆緊帶 
尺寸: 約19.5×4.5cm 
重量：15g±5%

便利貼標籤組(藍款或紅款) 
材質：紙張、PET 
尺寸：約8.5×11.5cm 
重量：15g±5%

藍款

紅款

藍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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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罐頭包裝

013
中華航空B777機隊引擎一卡通套組
商品料號：HL0143

一卡通設計成可自行發揮創意搭配的鑰匙圈套組，有可愛的小飛機和愛心，
讓您搭配出獨一無二的一卡通。 
將引擎圖案製作成一卡通，不論是搭車或是於便利商店購物都會使用到，絕
對是航空迷必收藏的生活好物。 

商品內容：罐頭包裝，內含一卡通×2、鑰匙圈兩種款式各×2、小吊飾(飛機五
色各×1、愛心紅色灰色各×1) 

售價：NT$ 770

012
中華航空B777機隊引擎耳環(雙對組)
商品料號：HL0109

繼華航B777機隊引擎地墊和華航B777機隊引擎一卡通套組，現推出同系列
的商品―B777機隊引擎耳環。將引擎圖案製作成耳環，不僅構思新穎，帶動
飛機的核心裝置導入裝扮的飾品，時髦有型。穿戴此耳環搭配經典復古飛行
夾克，新潮非您莫屬！

材質：墜飾-銅、耳勾-925純銀
尺寸：墜飾直徑30mm 

售價：NT$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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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
中華航空B777機隊引擎地墊2.0(單片入)
商品料號：HL0144

本商品由華航波音777機師參與設計，與其他雙發飛機相比，機尾是片狀，機頭有一斜
角，主起落架為2組6輪設計，較難一眼辨認。圓周相當於738的機身，738機身剛好可以
裝進此型引擎，正面看到的葉片，是黑色鐮刀型葉片，符合空氣動力學效益。這麼大的尺
寸整個用碳纖維一體成型，前緣還有鈦合金片加強，非常獨特。另外引擎中間的螺旋紋
路，是為了地面作業安全且避免鳥擊，轉動時會像鷹眼，防止鳥類接近。
使用印花工法將黑色鐮刀型葉片呈現在地墊上，創造出立體的效果，並且賦予極具張力
的視覺臨場感。採用短絨毛親膚材質，搭配特殊的減壓泡綿，讓您的腳底能直接感受到
柔軟彈性和舒適觸感，除此之外還兼具保暖作用。底部的雪花紋點塑止滑設計，除了提
供防滑與安全功能外，更兼具了美觀與保護家中地板的效果。
將引擎圖案製作成地墊，構思新穎，將帶動飛機的核心裝置導入居家裝飾，也展現飛行
員的創意，放在辦公室及家中都非常醒目吸睛。

材質：全彩印刷，正面法蘭絨，背面防滑顆粒
尺寸：直徑約70cm 

售價：NT$ 680



015
中華航空空服員懷舊制服公仔－Angie & Sunny
商品料號：HL0092

華航2007年首次推出懷舊制服空服員公仔系列，以絕版的空服員服裝結合日系美少女畫風做
設計，並與日本知名的公仔設計師合作。本套制服由設計師王榕生設計，為民國64-66年華航
空服員制服。
身著深色條紋的Angie捧毛毯為客人服務，手執咖啡壺的Sunny則為客人添咖啡，嚴謹的服務
態度不忘臉上掛著微笑，展現華航世代傳承的專業，喚醒旅客記憶中美好的飛行經驗。

商品內容：Angie、Sunny公仔及底座各1只
材質：PVC、ABS樹脂
尺寸：底座直徑4cm、整體高度約10cm

售價：NT$ 490

017
中華航空懷舊制服公仔－機長 & 空服員
商品料號：HL0090

專業又穩重的機長手提航行包準備飛行任務，行進間手執帽緣的
瀟灑英姿，令人激賞！美麗大方的空服員歡迎您登機，親切的向您
問候並介紹機上優質的人氣免稅商品。機長的帽子、手提箱、空服
員的雜誌可以自由取下更換位置，逼真可愛極了。

商品內容：機長、空服員公仔及飛機造型底座、機長帽子、手提箱
及空服員手中雜誌各1只
材質：PVC、ABS樹脂
尺寸：底座約4.5×7cm、整體高度約12cm

售價：NT$ 490  (原價NT$ 690)

016
中華航空空服員
懷舊制服公仔
商品料號：HL0091

帥氣的男空服員手執葡萄酒瓶及酒布，提供最好的機上餐飲服
務。活潑開朗的女空服員，推著免稅品車開始免稅品販售服務。

商品內容：男女空服員公仔及飛機造型底座、推車各1只
材質：PVC、ABS樹脂
尺寸：底座約4.5×7cm、整體高度約12cm

售價：NT$ 490  (原價NT$ 690)

懷舊公仔
CAL Crew Figure

懷

公

舊

仔

Angie S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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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中華航空3D立體拼圖飛機
商品料號�HL0001

華航「紅梅揚姿」的小花飛機，化身成圓弧造型的3D立體拼圖飛機，全球首
創世界專利，附有專屬配件，豐富您翱翔天際、探索世界後的美好回憶。

規格：2.5吋80片，機身長約10cm

售價：NT$ 500

購買兩組，贈送飛機造型隨身掛勾乙個，
一勾隨行，方便無慮。
直徑/重量：4.5cm/35g

BUY 2 
FREE

019
中華航空飛機造型後背包
商品料號：HL0010

這款可愛的飛機造型後背包，肩背帶採人體工學，襯墊可調節長度，也有止
滑作用，內有一個網袋隔層方便收納，外殼有防水功能。小朋友背著飛機背
包，不但有新鮮感，更可增加旅遊的樂趣。

材質：PP(Polypropylene)
尺寸：33.8×32.6×19cm
3歲以上適用 

售價：NT$ 1,850 018
中華航空摩天輪音樂鈴
商品料號：HL0015

華航再度攜手「知音文創」，配合季節的更迭，推出第二版音樂鈴。巧思設
計，搭配精確效率的製造流程，將木料組合成精緻有趣的造型。
整個音樂鈴結合了冬季的雪景塗裝，由身著華航制服的人員，在登機門前向
您揮手致意，歡迎您搭乘華航班機前往世界各地，完成您的旅遊目的及夢
想。登機門後方摩天輪上的小飛機，和鐫刻有華航字樣的車廂，伴隨著《加
伏特舞曲》的悠揚樂音，在摩天輪上輕快的環繞著，是不是喚起您心裡對旅
遊的悸動，或者是您某次旅遊的美好回憶呢?

尺寸：底部直徑10cm，高度16cm 
音樂：加伏特舞曲 

售價：NT$ 1,109  (原價NT$ 1,680)

數量有限
售完為止



022
中華航空A350-900聯名彩繪機
商品料號：HL0102

以華航藍色企業識別色系於機尾流動交織出空中巴士經典
碳纖維圖樣，饒富科技時尚及傳統編織美感，象徵東西文化
交融；尾翼再以漸層噴漆「紅梅揚姿」點綴，打造出以航空
公司企業色彩為主的聯名彩繪機，突顯華航高雅又具活力
的品牌形象。

比例：1/200
尺寸：333×325mm 

售價：NT$ 900  (原價NT$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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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A350-900聯名彩繪機
商品料號：HL0036

以華航藍色企業識別色系於機尾流動交織出空中巴士經典
碳纖維圖樣，饒富科技時尚及傳統編織美感，象徵東西文化
交融；尾翼再以漸層噴漆「紅梅揚姿」點綴，打造出以航空
公司企業色彩為主的聯名彩繪機，突顯華航高雅又具活力
的品牌形象。

比例：1/130 
尺寸：570×470mm 

售價：NT$ 3,300  (原價NT$ 5,000) 

021
中華航空A350-900聯名彩繪機雙層杯(2入)
商品料號：HL0016

華航獨家logo商品，與台灣品牌「紅琉璃」跨界合作，Q版造型雙層玻璃杯，
是您居家療癒小物。

材質：玻璃 
容量：200ml/ 個 

售價：NT$ 659  (原價NT$ 999) 

 注意事項

1.   人工吹製過程中自然形成小氣泡及紋路，為正常現象，請安心使用。
2.請使用柔性洗潔劑及軟性清潔工具輕輕擦洗。
3.請勿放入微波爐或洗碗機中使用。

數量有限
售完為止



購買編號第024、025、026號商品，
贈送引擎鑰匙圈乙個FREE

026
中華航空「永遠的空中女王波音747 」
除役紀念彩繪機
商品料號：HL0108

從1975年引進第一架波音B747開始，中華航空的波音B747巨
無霸廣體客機便伴隨著許多國人飛向世界追逐理想，溫柔優雅
的身影45年來不間斷的承載夢想，傳遞溫暖。謝謝您，永遠的空
中女王波音B747！

機身編號：B-18215
比例：1/200
尺寸：350×330mm

售價：NT$ 2,000 

024
中華航空B747-400 60周年彩繪機
商品料號：HL0042

比例：1/200
尺寸：350×325mm 

售價：NT$ 1,800

025
中華航空B747-400F 60周年彩繪貨機
商品料號：HL0085

比例：1/200
尺寸：350×330mm

售價：NT$ 1,800  

台灣首選中華航空喜迎創業60年，特別以企業識別色藍紅交織
「60」字樣，結合GO(出發)與∞(無限大)意象，象徵全心出發邁
向下一個60年。推出60周年紀念彩繪機模型，邀請旅客一同歡
慶遨遊台灣飛向世界一甲子的美麗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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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
華信航空ATR造型悠遊卡
商品料號：AE0092

華信航空獨家限量販售！雙螺旋槳飛機ATR-72造型悠遊卡
搭配伸縮拉繩與扣環，使用便利。
掛勾拉繩可獨立使用，自由搭配證件套等。實用且獨特並極
具收藏價值，絕對是航空迷必列收藏的逸品名單！

材質：金屬、PVC、PU皮
尺寸：悠遊卡片約70×45mm

售價：NT$ 800

027
華信航空737-800彩繪飛機模型
商品料號：AE0096

華信航空花現台中彩繪機，是您個人珍藏及餽贈親友最佳
選擇。

材質：塑膠
比例：1/200
尺寸：20×18cm

售價：NT$ 960

028
華信航空ATR飛機模型
商品料號：AE0094

華信航空2018年最新引進ATR72-600客機為各位旅客服
務，可愛的雙螺旋槳設計，充滿特色。

材質：塑膠
比例：1/100
尺寸：27×27.5cm

售價：NT$ 900

029
華信航空30周年ATR飛機模型
商品料號：AE0098

華信航空2018年最新引進ATR72-600客機為各位旅客服
務，可愛的雙螺旋槳設計，充滿特色。30周年紀念款底座及
外盒特別印製了華信30周年紀念LOGO，值得珍藏！

材質：塑膠
比例：1/100
尺寸：27×27.5cm

售價：NT$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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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
華信航空ATR-72鑰匙圈(ㄧ組2入)
商品料號：AE0100

華信獨家鑰匙圈，以華信航空LOGO及ATR-72螺旋槳飛機為主軸設計，是
鑰匙圈也是包袋配飾，金屬材質專屬禮盒包裝，是您搭機紀念及送禮小物
的絶佳選擇，趕快擁有讓生活更多亮點。

材質：金屬
尺寸：飛機約68×30mm，行李箱約13×27mm，logo約17×12mm

售價：NT$ 600

031
華信航空30周年購物袋(一組2入)
商品料號：AE0099

華信航空30周年紀念購物袋，可以手提也可以肩背，輕便好攜帶。

商品內容：購物袋(深藍色)×2
材質：棉布，可水洗
尺寸：袋身36×36cm，背帶總長64cm 
隨附飄帶(天藍色、粉紅色各1入)，尺寸2.5×18.5cm

售價：NT$ 480

034
華信航空多功能航空包(一組2入)
商品料號：AE0097

金屬感外殼加表面防水處理，內部空間可放6吋以下的手機。多功能收
納，旅行外出方便隨身攜帶。

材質：ABS、PC
尺寸：17.5×10.5×6cm

售價：NT$ 720

033
華信航空ATR紀念隨行杯
商品料號：AE0093

華信航空隨行杯環保又實用，真空雙層不鏽鋼杯體，保溫保冰效果佳。可
拆式杯蓋附有摺疊提把，大口徑杯口好清洗，杯底矽膠防滑更穩固，貼心
方便。

材質：304不鏽鋼、食品級矽膠/PP杯蓋
容量：500ml

售價：NT$ 600

一鍵開啟，自動吸附，方便飲用

底部矽膠防滑墊

大口徑/杯蓋可拆洗

摺疊提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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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機上鋁箱外觀因採購時間不同，會有些微差異，華航將隨機出貨，恕不接受指定箱款。
2. 本商品之鋁箱曾於機上使用，雖經清整，但仍有些許使用過的歲月痕跡， 

感謝您購買，支持環保，給予空中用品全新生命。 

Travel memory 
    aluminium case

數量有限
售完為止

035
中華航空時光鋁行紀念箱(單入)
商品料號：HL0132

在慶祝華航連續7年摘下有台灣企業永續奧斯卡美譽的「台灣企業永續獎」之時，我們將已卸下任務的
B738機上餐鋁箱，以環保再利用的創意發想，包覆我們想呈現給您的機上服務與懷舊，願透過這緣於
航空旅行的紀念品，讓您感受到我們的用心、期許世界更美好，您的每一次回家都是感動！

材質：鋁
尺寸：39.6×28.5×28cm(L×W×H)

售價：NT$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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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
中華航空商務艙葡萄酒杯組(2入)
商品料號：HL0020 

華航商務艙酒杯由德國Spiegelau無鉛水晶酒杯公司所製造，葡萄酒杯組可任意
搭配不同的紅白葡萄酒飲用。

尺寸：上口直徑58mm×最寬直徑85mm×高度210mm

售價: NT$ 690

精美禮盒包裝

數量有限
售完為止

Historic Royal Palaces
英國歷史皇家宮殿組織一年期
貴賓卡乙張

FREE

037
中華航空×詩貝皇室精選單一麥芽蘇格蘭威士忌 
聯名紀念款(700ml×1瓶)
商品料號：HW0011

SPEY與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的歷史皇家宮殿組織(Historic Royal Palaces)共
同推出的全球限量酒款，採用非冷凝過濾處理作業，留存原始威士忌最香醇的
馥郁口感。
中華航空與SPEY共同推出限量聯名酒款，從外盒、酒標、瓶身緞帶皆印有中華
航空logo，瓶身上的限量編號更以雷射雕刻完美呈現(隨機出貨，恕不提供選號
服務)。獨家限量350瓶。

酒精濃度：46%

售價: NT$ 3,600   
(原價NT$  4,500)

數量有限
售完為止

038
中華航空商務艙特選果豆
商品料號：HL0138

華航機上特選米果，商務艙獨家供應，內含海苔捲、堅果、杏仁及兩款米果，新
鮮堅果的香脆口感，配上綜合米果的獨特風味，融合出自然健康的原味。繽紛好
味道，簡單幸福的口感，值得您細細回味。

商品內容：調味杏仁、南瓜米酥、海苔捲、角小酥、海苔黃豆
規格：200包/ 箱 
保存期限︰3個月(未開封)

售價：NT$ 2,600  (原價NT$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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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
中華航空×青澤綜合蝦餅禮盒
商品料號：HL0100

青澤，台灣香酥脆零食專家，燒蝦餅獨家販售綜合口味，單包零食包裝，酥脆口
感好入口，讓您一片接著一片不停嘴。盒面設計以旅行者的第一視角出發，開啟
尋味之旅。打開盒裝後，以特殊切割造型勾勒亞洲特色景點與飛機，營造飛機劃
過天際，飛躍各個景點之上，將各地美食風味帶到消費者手上，作為整體包裝設
計呈現概念。

商品內容：台式鹹蛋黃×2、台式洋蔥×2、香港炒蟹×2、四川椒麻×2
重量：120g(15g×8包)/ 盒
保存期限：1年 

售價：NT$ 395  (原價NT$ 450)

040
中華航空×青澤醬心起酥片禮盒
商品料號：HL0047

青澤，台灣香酥脆零食專家。首推商品醬心起酥片，層層酥鬆又紮實的牛奶內
餡，交織令人融化的美味。以「台灣旅行趣」為概念，旅人第一視角俯瞰福爾摩
沙，綜觀台灣特色建築、文物、美食。內有熱氣球紙卡設計，透過剪下紙卡組裝
過程，加深旅人暢遊寶島台灣的印象。

商品內容：20g×16片/ 盒
保存期限：6個月

售價：NT$ 500  (原價NT$ 600)

041
中華航空環遊世界菓糖爆米花禮盒(40入)
商品料號：HL0012-1 黑金巧克力+鄉村墨西哥 

HL0012-2 金沙鹹蛋+沖繩黑糖奶茶

華航獨家限定，裝載著一包包CANDY POPPY無油氣爆式菓糖爆米花，酥脆糖衣
的層次口感，帶您一起用舌尖環遊世界。
1.嚴選美國非基改球型玉米粒
2.AIR POP氣爆式製程取代油炸
3.外層糖衣選用天然海藻糖，健康無負擔

商品內容：15g/ 包，2種口味各20包，共40包
保存期限：1年 

售價：NT$ 680  (原價NT$ 1,050)  

數量有限
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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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
紅梅揚姿冷壓蔬果纖活飲－綜合蔬果汁六入禮盒組
商品料號：HL0141 

風行歐美養身健康領域新寵－100%天然冷壓蔬果汁，取代傳統現搾果汁機因刀片高速旋轉產生熱能破壞營養素，
造成蔬果氧化失去養分。冷壓蔬果汁運用「壓」的方式萃取最天然蔬果精華，不加水、不加糖，完整呈現天然風
味。採用全球最先進HPP(High Pressure Processing)超高壓殺菌技術(6000大氣壓)殺死病原菌，取代傳統熱高
溫殺菌，保留風味不受影響。
中華航空首度攜手深受名人與健康養身族群愛好的Day Juice冷壓蔬果汁，共同研發使用台灣在地超過95%的蔬
果農產品，推出六種綜合口味，提供您均衡蔬果維生素。搭配Ｑ版華航人偶包裝，感受台灣在地優質蔬果汁與華
航熱情的服務。首波主打「紅梅揚姿」冷壓蔬果系列，紅龍果鮮紅色的外皮蓮瓣層疊，果肉清香，甜而不膩，恰似
紅梅外型亮麗奪目，淡雅清香令人賞心陶然。淡綠色修長萼片如龍翔之翼，翱翔藍天白雲，帶領尊榮的您飛向世界
另一端。

商品內容：250ml×6瓶/ 盒
保存期限：不開瓶冷藏18天，依瓶身標示

售價：NT$ 690

042
紅梅揚姿冷壓蔬果纖活飲－羽衣甘藍六入禮盒組 
中華航空商務艙果汁(同機上口味)
商品料號：HL0142 

時尚界生食蔬菜－羽衣甘藍，低脂高營養，風行歐美日最熱門健康蔬菜之一。擁有類
胡蘿蔔素與多種營養維生素，幫助增強免疫力。高纖低卡，有「黃綠色蔬菜之王」的
美譽。疫情時代的我們，需要鞏固健康、自我保健。

商品內容：250ml×6瓶/ 盒(單一口味)
保存期限：不開瓶冷藏18天，依瓶身標示

售價：NT$ 690

×

AD 

Client validation

China Airlines

China Airlines

validation 

Date : 29/03/11

File: 20100300E

   
  隨

時

隨地，養身一下

主原料介紹：
紅梅揚姿－紅龍果：蘋果、紅龍果、胡蘿蔔、檸檬、紫甘藍
紅梅揚姿－翡翠番石榴：芭樂、葡萄、甘蔗、蘋果、菠菜、檸檬
紅梅揚姿－胡蘿蔔鳳梨：胡蘿蔔、蘋果、鳳梨、南瓜、芹菜、檸檬
紅梅揚姿－羽衣甘藍：蘋果、奇異果、鳳梨、芭樂、菠菜、甘藍原汁、苦瓜、金橘
Fiber3纖活3號：甘蔗、葡萄、蘋果、番茄、胡蘿蔔、甜菜根、檸檬
Fiber6纖活6號：甘蔗、豆芽、蘋果、百香果、香蕉

主原料介紹：
紅梅揚姿－羽衣甘藍：蘋果、奇異果、鳳梨、芭樂、菠菜、甘藍原汁、苦瓜、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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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有限
售完為止

045
中華航空牛皮手提袋
商品料號：HL0014

俐落優雅，質感滿分，真皮製作，耐用經典款。
1.採用整張天然植鞣牛皮打造 
2.造型取自經典的外帶紙袋 
3. 較薄的牛革製作，可壓扁或彎曲，方便收納包包中 
4. 袋底墊厚皮增加耐重性，維持俐落外觀線條
5.提把可自行拆裝

材質：植鞣牛皮 
尺寸：30×21×10cm 
重量：195g
皮革厚度：袋身1mm，袋底襯1.8mm 

售價：NT$ 2,310  (原價NT$ 3,500)

數量有限
售完為止

044
中華航空A350彩繪機三件組
商品料號：HL0017

popsockets泡泡騷手機架
「泡泡騷Popsockets」為美國品牌，高質感。
兼具手機支架、耳機纏繞架功能，氣囊可拉拔，後背可水洗奈米膠能重覆黏貼。

尺寸：直徑4cm×高2.3cm

A350彩繪機酒瓶塞
特殊造型設計酒瓶塞，將碳纖維概念設計於塞底，呈現Q版華航飛機的活力又不失質感。

尺寸：6×6×10cm

A350彩繪機購物袋
德國知名購物袋品牌「LOQI」，具輕巧、易收納、防潑水等特性；以「一布成型」之車縫技術，
強化耐用度。40公克的春捲包可載重20公斤重物，重複使用，具環保意識。

尺寸：展開後42×50cm/ 收納後11.5×11.5cm

售價：NT$ 593  (原價NT$ 899)

A350彩繪機酒瓶塞

Popsockets泡泡騷手機架

正面

背面

另附零錢袋一只

A350彩繪機購物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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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
VIVIENNE DIAMANT
印記－蝴蝶
(18K玫瑰金鑽石紅寶石手鍊)
商品料號：HG0172

材質：18K玫瑰金、F/VS2白鑽、紅寶石        
鑽石重量：0.01克拉
紅寶石重量：0.01克拉
主體大小：8×8mm 
可調整鍊長：13.5-16.5cm

售價：NT$ 24,300  (原價NT$ 25,500) 

047
VIVIENNE DIAMANT
印記－花
(18K玫瑰金鑽石紅寶石項鍊)
商品料號：HG0171

材質：18K玫瑰金、F/VS2白鑽、紅寶石          
鑽石重量：0.03克拉
紅寶石重量：0.01克拉
主體大小：8×8mm 
總長：40cm

售價：NT$ 25,300  (原價NT$ 26,600)

材料備註：
1. 嚴選鑽石等級均為 F/VS2   
2. 金屬環鍊與龍蝦扣均來自超過 115 年歷史 
    的德國製造商 Schofer

品牌經典結合－印記系列
VIVIENNE DIAMANT 創建於倫敦，歐洲簡約風設計，作品
搭配象徵永恆的 18K 金和鑽石。此系列融合代表品牌精神
的珠寶元素－ VD 品牌縮寫及充滿能量的紅寶石，360 度呈
現 18K 玫瑰金輕奢珠寶的美，優雅邁進您的生活。

046
風華包(收單後製作)
商品料號：HT0030

當藺草遇上時尚
藺草包俗稱「加給仔」，流行於農村社會。台南市西港區有一群社區媽媽，藉
由精緻手編、多元創意、融入現代感，延續和發揮藺草包的天然質樸，展現手
感的溫潤和歲月淬鍊的風華。懷舊與時尚的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協奏，對比和
交融的美感，微風吹動中，藺草散發清新淡香的迷人風采。

尺寸：43×34cm(W×H)
製作時間約2週 

售價：NT$ 2,900  (原價NT$ 2,980) 

正面

正面

側面

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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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
JOMAE QUEEN
柔皙修顏隔離乳(35g)
商品料號：HB0367

隔絕紫外線還有空氣髒汙是維持肌膚活力的重要關鍵！
J&Q柔皙修顏隔離乳自然校色科技修飾臉部暗沉、毛孔及
瑕疵。SPF50防曬係數有效隔絕UVB，採用物理防曬以及
高保濕成分，降低肌膚負擔同時保養，使用後不泛油光，質
地輕柔不黏膩，上妝均勻薄透，給您透亮水嫩好氣色，輕鬆
獲得自然質感淡妝。

售價: NT$ 980

051
J&Q皇金之魅 
密集賦活精華露(50ml)
商品料號：HB0293

精華露內含獨一無二的金球成分盡情釋放營養，輕輕
塗抹於臉部，滴滴喚醒肌膚能量，減少外在環境所導致
的乾澀及脫屑，讓肌膚由內到外形成補水防護網，幫助
調理並平衡皮膚缺水現象，呈現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水
潤好氣色！

售價: NT$ 1,480

052
J&Q皇金之魅 
傳明酸瞬效微晶Q膜
商品料號：HB0368

深度清潔才能讓肌膚更有效的吸收日常保養，J&Q創新
研發商品讓您在家就能完成沙龍等級的煥膚享受，結
合清潔、保濕與美白功能，可以幫助肌膚清除日常妝容
殘留及空氣髒汙，軟化角質並促進肌膚代謝，胜肽保濕
效果還有傳明酸及掌葉藻成分，使肌膚光滑細緻、淨白
透亮、保水有彈性。

商品內容：2ml×15包/ 盒

售價: NT$ 980

購買本頁商品單筆消費不限金額，贈送
「皇家水晶皂-No.7 (芬多精)」乙顆
單筆消費滿NT$1,500，贈送「備長炭
活膚面膜(5片組)」乙盒 

滿額禮

050
J&Q皇金之魅 復顏修護霜(30g)
商品料號：HB0029

採用玻尿酸融合四胜肽，打造肌膚保水性及潤濕作用、
提升嬌嫩肌膚保護力，增強臉部對外來刺激的抵禦，延
緩肌膚老化問題、減緩因乾澀產生皺紋的現象，深層注
入、滋養皮膚，改善原有的乾荒及失衡現象，使肌膚再
顯彈性、張力，重新綻放極致活力光彩。

售價: NT$ 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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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
綠迷雅 保濕活潤禮盒
商品料號：HB0033

超進化膠原活膚露
蘊含高濃度KalloTai III及雙重玻尿酸因子，由底層激勵彈潤肌質；協同長效
活水機制賦活肌膚活力，串連日夜不停歇的造水能量，重現肌膚水漾彈力。

超進化膠原細緻霜
輕盈潤澤質地包覆獨創3重激活配方－双導活妍紅藻、大豆精萃、荷荷巴
油，提供全日不間斷的活水能量，綻放肌膚彈潤透亮的活力美感。

商品內容：超進化膠原活膚露120ml×1、超進化膠原細緻霜30ml×1

售價: NT$ 3,735  (原價NT$ 4,150)

055
綠迷雅 緊緻抗皺禮盒
商品料號：HB0034

超逆引白金瞬透乳
微分子零感輕乳劑型，瞬導技術修正肌膚狀態，以KalloTai III及海洋原生因
子PGFTM，提升肌膚能量，開啟肌膚修護捷徑，幫助後續保養更深層。

超逆引白金修護精華露
多重青春能量注入，開啟抗老必勝模式。白金胜肽在肌膚形成立體緊實網，
修復彈力纖維。專利蒔蘿萃取及木槿精萃恢復皮膚彈性，立體臉部及下巴
曲線。

商品內容：超逆引白金瞬透乳120ml×1、超逆引白金修護精華露60ml×1

售價: NT$ 4,320  (原價NT$ 4,800)

瑞士日��
發明�金�

德國�倫�
發明�銀�053

白金密集煥白面膜(18ml×6片入)
商品料號：HB0169

佐登妮絲獨家專利抗老亮白成分Caritas JD®和傳明酸，搭配石墨烯六角網
紋導流設計，可縮時保養將美白保濕因子快速導入肌膚，同時美白淨亮、保
濕鎖水、淡化細紋，由內而外展現淨透亮白好氣色。

售價: NT$ 1,540  (原價NT$ 2,200)

FREE

Laundryou
毛孔潔面刷乙支

056
韓國Laundryou漱漱臉潔面泡沫凝膠
溫和型/強力型兩件組
商品料號�HB0366

韓國Laundryou以漱口水的潔淨效果為概念，帶入洗臉也能有如同漱口般
的清新潔淨感。以凝膠遇水化為綿密泡沫的質地，結合多種植萃及專利潔膚
成分，溫和清除毛孔髒污，去除過多油脂分泌，在有效清潔同時，維持肌膚
保濕，提升屏障力，洗後肌膚清新舒爽。

商品內容：漱漱臉潔面泡沫凝膠溫和型160g×1、漱漱臉潔面泡沫凝膠強力
型160g×1
韓國原裝進口

售價: NT$ 1,980  (原價NT$ 2,170)



057
8合1活膚按摩美顏儀
商品料號：HB0042-2 金

易於攜帶可在任何場合使用，拒絕表面功夫！唯有肌膚深層保
養才是王道。
利用電磁式微幅震動及可變電阻原理，以每秒9,500次之微幅
震動，將此保養品震動傳導至皮膚底層，可達到滋潤肌膚、維
持肌膚彈性、淨白肌膚之效能。

售價: NT$ 2,980  (原價NT$ 4,200)

正面 背面

058
智能氣壓護眼按摩器
商品料號：HB0023

讓低頭族、電腦族眼睛過得舒服又滿足的時刻來了！時尚造型，
經典設計，改善眼部循環，享受喚醒疲憊雙眼。
1.護眼專家，全方位呵護，多功能舒壓
2.180度可折疊設計，舒緩眼睛疲勞，氣壓/熱敷震動/音樂
3.不佔空間，方便攜帶，隨時享受仿真人手法穴位指壓

售價: NT$ 1,880  (原價NT$ 2,850)

059
智能雙效(牙刷+沖牙機)口腔護理儀－便攜式
ARBD-905
商品料號：HH0119

帶它去旅行，無水量限制，牙齒護理新概念。
先刷牙，後沖壓，水柱深層清潔牙齒、牙縫、按摩牙齦，安全衛生，徹底健
康口腔。1,700次/分鐘脈衝式水柱，IPX7全機防水設計，外接供水管，無
水箱設計，攜帶方便。只需一瓶礦泉水，無需蓄水，更安全、更衛生。

充電方式：USB充電 
額定電壓：3.7V 
使用電源：DC5V 0.5A 
頻率：1,200-1,700次/ 分鐘 
使用時間：連續使用約30分鐘

售價: NT$ 1,680  
 (原價NT$ 1,980)

美

妝

保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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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
口袋快充66W GaN PD快速電源供應器萬國組
商品料號：HE0227

最新GaN氮化鎵科技，體積更小電力GaN大！智慧型動態電流輸出技術，獨家
三孔同時輸出高達66W，可同時支援兩台筆電30W同時快充，單孔高達65W全
力快充！只要1.5小時，筆電從0到100%快速充飽！0.5小時，手機可充飽50%以
上。支援Switch、Apple Watch、AirPods、行動電源等裝置，安心10年保固。
萬國組內包含英規/歐規/澳規轉接頭，讓您輕鬆跑遍全世界！

材質：PC
尺寸：53×53×30.7mm
重量：115g 
輸出：AC100-240(50Hz/60Hz),1.7A Max
支援充電協議：PD3.0/PD2.0;QC3.0/QC2.0; 
AFC;FCP;Apple 2.4A;PPS;SCP及支持低壓直充
介面：PD USB-C×2、QC USB-A×1

售價: NT$ 1,690  (原價NT$ 2,090)

FREE
濾網2入

061
日本IRIS床鋪吸塵器IC-FAC2
台灣限定櫻花粉
商品料號：HE0080

1.智能髒汙感應器，綠燈好乾淨
2.輕量化1.6kg                                                                                          
3.暖風除蟎                                                                                                 
4.超廣角20cm拍打神器                                                                                                                      
5.專利旋渦氣旋                                                                                        
6.拍打6,000次/分                                                                                     
7.灰塵過敏原去除達98%
8.高規格HEPA13銀離子濾網

商品內容：主機、說明書、集塵盒×2(主機內
附)、HEPA13銀離子過濾網×1(主機內附)、大
顆粒過濾網×25入
尺寸：250×144×403mm(W×D×H)
電壓：110V/ 60Hz
功率：440W                                                                                     
電源線長：400cm
產地：日本設計，中國製造

售價: NT$ 2,590  (原價NT$ 4,990)

062
日本Sengoku Aladdin 千石阿拉丁
2枚焼復古多用途烤箱AET-GS13
商品料號：HE0212-1 綠 / HE0212-2 白

1.千石阿拉丁獨家專利遠紅石墨燈管技術
2.同時替代微波爐、電蒸鍋、炸鍋等多種電器
3.不需預熱，0.2秒快速升溫
4.恆溫器感應，保持固定溫度
5.高導熱性

商品內容：主機、說明書、保固卡
尺寸：36×26×23cm(L×W×H)
內部尺寸：30.5×23×8.5cm(L×W×H)
電壓：110V
輸出功率/ 電流：60Hz/ 1250W 
產地：日本設計，中國製造

售價: NT$ 3,990  (原價NT$ 5,990)

 注意事項    本商品僅配送台灣本島。

060
KOIZUMI小泉 音波磁氣美髮梳
商品料號：HE0228-1 動物派對 / HE0228-2 大和櫻花 / HE0228-3 香榭巴黎

1.可愛的Kitty圖案
2.靜電抑制，減少毛躁
3.超生波震動，髮結開關
4.空氣穴設計，舒緩氣墊
5.梳齒磁力吸附，頭皮紓壓

尺寸：85×253×55mm(W×H×D)
重量：185g(不含電池)
電池：DC3V 4號鹼性電池2顆需另行購買
設計國家：日本

售價: NT$ 1,480  (原價NT$ 1,990)

動物派對 大和櫻花 香榭巴黎

白
綠

FREE
硬殼收納盒

摩

登

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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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
SOFER台灣製女款機能抗菌除臭襪(一組6入)
商品料號：HT0103

1.雙效抗菌機能除臭襪，乾爽舒適腳感體驗
2.德國+瑞典專利科技：雙重抗菌、抑臭加倍
3.SGS認證！抗菌率高達99.9%、消臭率減少97%、抑制香港腳
4.吸濕排汗超乾爽，告別腳底濕氣，腳氣再也不擔心
5.彈性佳，穿久不勒腳，不易鬆脫
6.台灣製，MIT微笑標章產品，揮別黑心商品

商品內容：船型襪(黑、藍、灰各1雙)、中筒襪(黑、藍、灰各1雙)
材質：德國專利氧化鋅纖維、德國KELHEIM異形斷面吸排嫘縈、棉…
尺寸：22-25cm
產地：台灣

售價：NT$ 790  (原價NT$ 1,500) 

064
5G美形雙耳數位助聽器(可自主調整)
商品料號：HE0082

運用大數據分析及5G技術，無秒差接收及傳達聲音
指向性收音加強人聲的處理及放大
適用對象：輕、中、中重、重度聽覺機能障礙者
1.自我聽力測試：隨時檢測聽力狀況，可依現況自動更正
2.內建藍牙：可輕鬆接聽手機，看電視、電腦等多媒體
3.12級音量，自主調整：共有六個頻段，左右耳皆可獨立調整
4.充電鋰電池：省去更換電池的麻煩

售價：NT$ 68,000  (原價NT$ 80,000) 

 注意事項

1. 領有台灣聽覺機能障礙手冊者享政府補助，詳情請電洽0800-618-618。
2.本頁商品支援大陸地區主要城市使用。

攜帶式布套(顏色隨機出貨，7天鑑賞期後將
寄送到同一處送件地址)

FREE

065
類比充電耳掛式助聽器
創新科技 帶您重返清晰世界！
充電式助聽器/左右耳皆適用/操作簡單/減低噪音
適用對象：輕、中、中重度聽覺機能障礙者
1.簡單操作：隨開隨關，音量旋鈕調整，輕鬆好上手
2.充電鋰電池：省去更換電池的麻煩，環保又省錢
3.輕巧簡便，易於收納：配件集結成盒，方便整理，不易丟失
4.降噪處理(NF降噪模式)：處於嘈雜環境時，增加舒適可聽性

商品料號：HE0081  1組

售價：NT$ 4,980  (原價NT$ 8,000) 

商品料號：HE0128  2組

售價：NT$ 8,800  (原價NT$ 16,000)

尺寸：9.2×6.3×1.6cm
重量：105.5g(機身+電池)
螢幕：1.8吋彩色OLED顯示屏
中文、英文介面

尺寸：助聽器主體4.4×1.5×0.9cm；
充電盒10×6.5×2.2cm
重量：助聽器主體(含充電電池)7.6g；
充電盒58.4g

品

味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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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
sNug給足呵護 在家運動驚喜箱
三用靜音跳繩瑜珈伸展組合
商品料號：HT0109-1 男� / HT0109-2 ��

【靜音跳繩健身、兒童無繩練跳、瑜珈伸展】
1.加厚防噪跳繩墊，靜音減震、保護腳踝、減輕膝蓋負擔
2.雙模式鋼絲跳繩，可切換重力球無繩模式，適合小空間和兒童練跳，可調繩長
3.伸展兩用瑜珈墊背帶，輔助伸展運動
4. 10秒除臭動能氣墊運動襪，減震緩衝保護雙腳，100%台灣製，日本專利消臭纖維+

純淨美國棉，職棒球隊指定賽事襪，SGS實測99%以上除臭力

商品內容： 男款－線條黑灰運動襪2雙(尺寸25-27)、墨綠色居家靜音跳繩全配組 
女款－緞染粉橘運動襪2雙(尺寸22-24)、粉紅色居家靜音跳繩全配組

售價：NT$ 1,797  (原價NT$ 2,026)

風格防護口罩(6枚)+拉鍊收納袋乙組(市價NT$ 150)

FREE



070

Lumitusi小王子與綿羊星空投射夜燈(一組各1入)
商品料號：HH0340

「每個大人都曾經是小孩，只是多數人忘了！」
1. 小王子星星投射夜燈：投射滿天星星到3公尺高的天花板，多段式觸控開關，可自由

變化星星色彩。橘、藍、綠色、自動輪播，45分鐘後自動斷電
2. 小綿羊音樂星星投射夜燈：可愛小綿羊娃娃，投射滿天星星到3公尺高的天花板，內

建輕柔音樂，放送3首名曲與海浪聲，可調整音量及選擇音樂。設計長達8小時哭聲
偵測功能，當夜燈感應到孩童醒來後，夜燈將自動開啟15分鐘，移轉哭泣情緒，每
晚暖心入睡。夜燈可於15分鐘後自動關閉。小綿羊絨毛部分可水洗清潔。

材質：ABS
尺寸：小王子12.5×12.5×8.2cm/ 小綿羊32×31×14cm
使用3顆AA/AAA電池(電池不包含在內裝中)
商品檢驗局安全檢驗合格

售價: NT$ 1,680  (原價NT$ 1,710)

068

Q-doh有機矽膠黏土－歡樂柔軟版(12色組)
商品料號：HH0285

可重覆玩，黏土超柔軟，多種玩法更適合幼童。
1.3年永不乾硬
2.無味無毒，內含日本抗菌配方
3.不黏手、不掉屑
4.可水洗，洗澡也能玩
5.混色容易
6.FDA、CE、ST等國際認證
7.有機矽可回收再利用

商品內容：黏土12色各30g+黑色黏土8g、塑膠壓模×4(樹木、長頸鹿、蘋
果、蝴蝶)、桿棍×1、矽膠切刀×1、可愛動物創作板4塊、操作紙1張、操
作說明書1本
材質：矽膠(黏土、切刀)、塑膠ABS(桿棍)、塑膠PP(壓模)
外盒尺寸：370×235×55mm(W×H×D)
適用年齡：3歲以上   
產地：台灣

售價: NT$ 999  (原價NT$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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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Q-doh有機矽膠黏土－魔法定型版
(6色創作板組)
商品料號：HH0286

可重覆玩，定型保存，隨心所欲。
1.固化產品具彈性，易保存
2.無毒無味，內含日本抗菌配方
3.不黏手、不掉屑
4.可水洗，洗澡也能玩
5.FDA、CE、ST等國際認證
6.有機矽可回收再利用

商品內容：黏土6色各35g+透明定型黏土21g、可愛動物創作板×4、造型
壓模×4、操作紙1張、操作說明書1本
材質：矽膠(黏土)
外盒尺寸：224×230×45.5mm(W×H×D)
適用年齡：3歲以上
產地：台灣

售價: NT$ 990  (原價NT$ 1,419) 



071
高雄空廚經典牛肉麵雙味組
商品料號：HW0187

道地台灣家鄉味，使用牛骨與多種香料慢工熬
煮湯頭，嚴選牛腩、牛腱肉，搭配Q彈有勁的手
工刀削麵，紅燒、川味雙種口味一次滿足。即
時美味，專業主廚烹煮，急速冷凍技術，美味
不流失，回到家中只要15分鐘，熱騰騰牛肉麵
即刻上桌。

商品內容：川味牛肉麵×1、紅燒牛肉麵×2(含
手工刀削麵×3)
重量：400g(固形物50g)/ 刀削麵200g
保存期限：1年

售價：NT$ 680  (原價NT$ 750)   

073
高雄空廚招牌脆皮德國豬腳雙入組
商品料號：HW0188

高雄空廚店內熱銷第一名招牌商品，以香料與粗鹽醃製三天以上，
使用蔬菜高湯燉煮而成，保留鮮甜肉汁與紮實口感，經過專業烘烤
後，外皮香酥脆口，內層肉質軟嫩肉汁飽滿。星級餐廳料理，耗時三
天以上費工醃製，專業烘烤技術皮脆肉嫩，搭配特製酸菜，滿足您
的五臟六腑。

商品內容：脆皮德國豬腳×2(附贈德式風味酸菜×2)
重量：帶骨帶肉570g/ 隻，酸菜包100g/包
保存期限：1年

售價：NT$ 750  (原價NT$ 800) 

072
高雄空廚即食燒賣三入組
商品料號：HW0251

港式小點，日本進口原皮機製作，採用傳統捏製工法，
新鮮豬腿肉，加上獨門內餡配方，粒粒飽滿，入口鮮嫩
多汁，三種口味一次滿足。經典港式茶點，專業捏製工
法製作，料好實在，15分鐘電鍋蒸煮輕鬆上桌。

商品內容：鮮蝦燒賣×1、香菇燒賣×1、魚卵燒賣×1
重量：300g/ 份
保存期限：1年

售價：NT$ 570  (原價NT$ 650)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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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
華膳空廚花生滷豬腳
商品料號：HW0273

富含豐富膠質的豬腳及新鮮花生，以華膳私房特
製滷汁，慢火燉煮出溫暖色澤，豬腳彈牙，花生
鬆軟，滋味爽口不油膩，讓您重溫台灣經典古早
美味。

重量：淨重770g±10%，固形物620g±10%
保存期限：-18℃冷凍保存1年

售價: NT$ 500  (原價NT$ 660)

074
華膳空廚唰嘴經濟組
商品料號：HW0467

由華膳嚴格控管品質的採購以及品管堅持原物料的來源。先滷後烤，手工厚切牛肉製
成。使用大紅袍花椒製成椒麻祕醬，讓百頁及雲耳沾附濃郁椒麻醬汁，再加上Q彈口感。
此系列產品，退冰後即可食用，無須加熱。

商品內容：辣味牛肉片×2(100g±10%)、黑胡椒牛肉片×2(100g±10%)、椒麻百頁豆腐
(180g±10%)、椒麻雲耳(130g±10%)
保 存期限：辣味牛肉片、黑胡椒牛肉片-18℃冷凍保 存6個月；椒 麻百頁豆腐、椒 麻雲
耳-18℃冷凍保存4個月

售價: NT$ 1,000  (原價NT$ 1,170)

075
華膳空廚吮指回味組
商品料號：HW0468

由華膳嚴格控管品質的採購以及品管堅持原物料的來源。主廚使用大紅袍花椒製成椒麻
祕醬，讓雞翅附著濃郁醬汁。豬腳又名為「元寶」，浸泡於香醇紹興酒，享受Q彈口感。此
系列產品，退冰後即可食用，無須加熱。

商品內容：醉元寶×2(430g±10%，固形物330g±10%)、椒麻中翅×2(195g±10%)
保存期限：-18℃冷凍保存6個月

售價: NT$ 900  (原價NT$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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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本頁商品僅配送台灣本島。

077
WEIDER威德敏飛兒乳酸菌
商品料號：HW0035

打造樂兒好體質，處處都是舒適圈。
1.專利LCW23益生菌專利，調節體質不怕季節變化
2.添加洋蔥萃取物(含槲皮素)，調節生理機能
3.添加鳳梨酵素，維持消化道健康
4.迪士尼盒型設計，收納玩具更實用
5.8種米奇米妮圖案，驚喜期待
6.每天一包新花樣，寶貝乖乖補充健康
7.特殊細顆粒，即開即食

商品內容：3g/條，30條/盒
保存期限：2年(未開封狀態且正常條件下保存)

售價: NT$ 1,050  (原價NT$ 1,280)

078
WEIDER威德益口酵乳酸菌
商品料號：HW0034

益生菌+酵素，雙效防護，守住燦爛笑容。
1.四國功效專利SG-A95微笑菌, 保持口氣清新 
2.優選10種複合好菌，排便順暢，調整體質
3.巴西萃取80種蔬果酵素，3道發酵工法，營養保留更完全
4.迪士尼盒型設計，收納玩具更實用
5.8種迪士尼Tsum Tsum圖案好吸睛
6.每天一包新花樣，獎勵寶貝新方法
7.特殊顆粒好入口
8.獨立包裝，不需冷藏

商品內容：3g/條，60條/盒
保存期限：2年(未開封狀態且正常條件下保存)

售價: NT$ 1,450  (原價NT$ 1,680)

本�品����盒包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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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
法式糕點禮盒－典雅藍
商品料號：HW0492

ITQI國際食品米其林星級午茶禮盒，禮坊烘培職人
嚴選頂級優質原料，頂級發酵奶油及非籠飼雞蛋，以法式手工甜點創新手藝，用心製
作每一個甜點。禮盒設計來自18世紀源自於宮廷的洛可可藝術風格，受到路易十五的
推崇，色彩輕快愉悅，典雅不失穩重。
最好的禮物，只想給最好的您。

商品內容：法式奶油曲奇餅(奶油原味×4、醇厚可可×4)、法式奶油雪茄捲(香草奶油
×3、黑森林摩卡×3、宇治抹茶×2)、橙香巧克力金磚蛋糕×2、夏威夷豆金磚蛋糕
×2、法式達克瓦茲(蘭姆葡萄×2、覆盆子果粒×2)
外盒尺寸：39.8×25×41.7cm(L×W×H)
原產地：台灣
保存期限：14天

售價: NT$ 875  (原價NT$ 1,190)

080
【夢想啟程】手感餅乾禮盒
商品料號：HW0235

優質原料加上用心揉合的六款餅乾，手感的溫度讓每一口都無限回味；特別將唐寶寶
畫作放上餅乾罐，搭配精美旅行箱造型的外盒，邀您一同朝夢想啟程。

商品內容：全麥核桃90g、南瓜子餅乾90g、蔓越莓雪球85g、可可雪球85g、薄鹽起司
70g、黑糖奶酥70g
手提盒尺寸：29.6×23.2×7.7cm
保存期限：45天

售價: NT$ 599  (原價NT$ 660)

081
HGT華剛傳誦精品莊園茶禮 
(龍韻梨山+梨紅佳人)
商品料號：HW0488

榮獲法國AVPA世界茶葉大賽金獎
榮獲日本世界綠茶評比最高金賞大獎
榮獲台灣百大伴手禮
榮獲兩岸十大伴手禮

嚴選台灣特色茗茶，傳遞寶島風土茶韻。
傳承百年製茶工藝，品一杯頂級莊園茶。

售價：NT$ 2,060  

【龍韻梨山】海拔：1700-2000公尺
產地：台灣台中和平、南投仁愛
香氣：秀雅花香、細緻果香
滋味：甘甜滑順、清爽甘潤
【梨紅佳人】海拔：1700-2100公尺
產地：大梨山地區
香氣：烏龍花果香、木質熟果香
滋味：溫潤綿密、甘醇滑順

商品內容：龍韻梨山100g×1罐、梨紅佳人25g×1罐
保存期限：3年

082
HGT華剛水舞幸福茶香音樂盒(台灣精品原葉茶15包入)
商品料號：HW0487

1.榮獲歐洲Monde Selection世界品質評鑑大賞銀獎
2.100%台灣精品原葉茶 
3.100%無人工添加
華剛茶業將東方當代獨特的精巧地方「茶」品味，以輕鬆療癒的風格帶入台灣海島文化的慢活心情。
【高山金萱】台灣高山優質天然水質，花韻芬芳肆意，彷彿身在愛戀花園。
【梨山紅烏龍】五代茶人智慧傳承的紅褐結晶，烏龍與紅茶的相戀，淬鍊熟成天然蜜香。
【高山紅茶】來自台灣高山獨特天然熟果木質香，蜜韻回甘交織出狂戀的滋味。

商品內容：高山金萱3g×5包、梨山紅烏龍3g×5包、高山紅茶3g×5包，共15包/ 盒
保存期限：3年 

售價：NT$ 690  



083
純情木思皇家禮盒
以一只精緻木盒，慎重珍藏多款皇家茶品，封藏獨具分量的真
誠祝福，情誼於琥珀色茶湯中迴盪，無限回甘。一同貼近四季
不同的心境、品嚐時光的韻味，感受從容的生活步調，深刻體
現優雅的品味。

尺寸：32.5×29.5×8.3cm(96茶包入) 
           25×20×8.3cm(48茶包入)
保存期限：3年

�品料�：
HW0032  96�包�

售價: NT$ 2,500

HW0033  48�包�

售價: NT$ 1,400

084
藝術家禮盒
商品料號：HW0030-1 經典紅茶 / HW0030-2 清氛花茶

新銳藝術畫家SOUPY TANG簡單溫暖的手感，勾勒出送禮者
充滿溫度的贈禮心意，以輕盈淡彩為收禮者渲染出值得留戀
的生活況味、寫意美好的純粹底蘊，在藝術的味覺與視覺相
互輝映之下，為自己與親友許下更美好的夢。

商品內容： 48茶包入/ 盒
尺寸：37.6×30×5.4cm
保存期限：3年 

售價：NT$ 1,290 

085
金綻花妍鉑金禮盒
商品料號：HW0031-1 晨光草原甘菊花茶 / HW0031-2 胭脂莓果茶  

HW0031-3 琥珀焦糖博士茶

透過專為唐寧鉑金系列散茶打造的精工茶匙，擷取調茶大師數十年功力，在茶匙及
珍稀花草香蘊之間，化身品鑑行家，享受英式調茶工藝之美，著迷於茶葉如花綻放
般的典雅舞姿，沉浸精品般的感官饗宴，適宜自用與送禮，品味非凡。
* 唐寧鉑金精工茶匙結合高質感胡桃木及不鏽鋼鍍金，感受調茶工藝Mix & Match極

致之美。

商品內容： 鉑金系列散茶一罐+唐寧鉑金精工茶匙一只
尺寸：25×17.8×8.5cm
保存期限：2年 

售價：NT$ 1,680 

96入

48入

經典紅�

����

晨光草原甘菊花茶                 胭脂莓果茶                    琥珀焦糖博士茶

086
【限定款】典藏風革鉑金禮盒
商品料號：HW0466

品味，就該這樣隆重呈現！觸手優雅的皮盒，烙印上皇室般的品牌徽飾，悄然
開啟六段鉑金品味之旅，每一口都匯聚了調茶大師尋訪世界的全心全意、茶
藝功力，使這份獻禮絕對獨一無二、充滿驚喜！
1. 英國知名藝術家Allan Deas為TWININGS將英國貴族最具代表性的社交文化

「午茶」與「馬術」細膩復刻，帶領我們置身那個屬於皇家榮耀的馬會風尚
2. 獨家隨盒附Allan Deas聯名設計「唐寧鉑金藝術杯墊」，每盒皆附乙只，數

量有限，售完為止

商品內容：唐寧鉑金系列茶包6種口味×5(共30入)、唐寧鉑金藝術杯墊×1
口味：大吉嶺莊園双芬茶、琥珀焦糖博士茶、薄荷圓舞曲茶、夏戀花果綠茶、
晨光草原甘菊花茶、胭脂莓果茶
禮盒尺寸：30.5×20.5×7.5cm
保存期限：2 年

售價：NT$ 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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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酒駕� �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089
Tanins精品葡萄酒Bordeaux Supérieur、
Sauvignon Blanc (500ml×2瓶)
商品料號：HW0427-1 紅�×1+白�×1 

HW0427-2 紅�×2 
HW0427-3 白�×2

Tanins是台灣「品酒師每季精選」的先驅品牌。我們走遍法國各地的AOP小
農酒莊，找尋尚未被發現的寶石，嚴選已熟成可馬上開瓶、無農藥的有機葡萄
酒。每季更換酒款，讓您輕鬆享受法式浪漫。
本季紅酒口感圓潤豐美，其櫻桃與黑莓香交會出層次分明的迷人餘韻，適合
搭配起司或是紅肉。本季白酒優雅深刻的白花、蜜桃、柑橘香環繞舌尖，其微
甜的層次適合搭配辛辣佳餚或亞洲菜。

酒精濃度：紅白酒均為13.5%
產地：法國波爾多
品種： 2016波爾多調釀紅酒(Cabernet Franc, Cabernet Sauvignon, Merlot)  

2019白蘇維濃白酒(Sauvignon Blanc)

售價: NT$ 1,480  (原價NT$ 1,680)

數量有限
售完為止

紅�
白�

滿額禮
利得單筆滿NT$ 5,000以上，
再加贈牛枇糖 30粒裝1罐

088
牛樟芝滴雞精(6入)
商品料號：HW0147

滴雞精獨家升級配方！台灣利得將高貴營養的牛樟芝子實體，與鮮甜濃郁的
紅羽土雞精華結合，滴滴回甘、口口溫潤，使傳統滴雞精發揮雙倍保健效能。
常溫好攜帶，隨時隨地補充好體力，不只補氣有活力，更是滋補強身、病後補
養的不二選擇，陪您渡過每個佳節、每次換季、每一趟旅行。

商品內容：45ml×6入/ 盒
保存期限：2年

售價：NT$ 1,200 (原價NT$ 1,380) 

087
利得典藏牛樟芝膠囊(30粒×1盒)
商品料號：HW0103

牛樟段木栽培牛樟芝子實體第一支取得「雙功效」健康食品認證之產品，「免
疫調節」、「護肝」雙功效認證健字號A00373號，牛樟專家提供有效的產品守
護您一家的健康，並榮獲SNQ品質獎，推薦給應酬族、熬夜加班族、病後補養
使用。

以國際品質規範管理製造生產ISO22000&HACCP
牛樟芝原料經過90天安全性試驗合格且經TFDA備查核准
商品皆通過大腸桿菌、重金屬、多重農藥殘留、塑化劑及未摻西藥等安全檢驗
合格
保存期限：3年 

售價：NT$ 4,320  (原價NT$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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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酒駕� �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注意事項    第41-42頁所有酒類商品限機上訂購。

年��分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裝瓶年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酒��齡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酒精濃度 52.8% 50.4% 52.3% 51.3% 51.2% 52.6% 47.7% 49.9% 52.7% 50.0%

090

091

092

090
詩貝90年代臻藏組 
單一桶單一麥芽
蘇格蘭威士忌(200ml×10瓶)
商品料號：HW0008

十年流轉 · 點滴回味
每一個年分都有屬於你我不同的故事，每一個年分
都值得紀念。SPEY將1990-1999年間最風光的十年
精采美好，敬邀您完整收藏並舉杯與我們一同向翻
轉年代致敬。

售價: NT$ 75,000

091
詩貝1995年單一桶單一麥芽 
蘇格蘭威士忌(500ml×1瓶)
商品料號：HW0105

Single Cask 是由原酒桶直接裝瓶，不經混合調製、
不經冷凝過濾、也不容許加水稀釋，保留出桶時的
酒精濃度，100%完整保存威士忌天然純淨的原味。
SPEY 1995年擁有明顯堅果與核仁的香氣，一開封
即引人深深著迷，適度的煙燻味裡堆砌出多樣花果
香，香草、太妃糖及核果的香氣慢慢傾吐，尾韻清新
甘甜持續發散於齒頰間，表現出頂級好酒應有的飽
實與複雜口感。

酒精濃度：54.1%
裝瓶年：2015年    
酒齡：19年      

售價: NT$ 9,500

092
詩貝1997年單一桶單一麥芽
蘇格蘭威士忌(500ml×1瓶)
商品料號：HW0106

Single Cask 是由原酒桶直接裝瓶，不經混合調製、
不經冷凝過濾、也不容許加水稀釋，保留出桶時的
酒精濃度，100%完整保存威士忌天然純淨的原味。
SPEY 1997年質地成熟而柔美，香氣充滿著蜂蜜及
柑橘氣息，入口淡淡釋出奶油香氣，隨之而來的橡
木香在口腔內散開，尾韻溫潤滑順，持久不散。

酒精濃度：49.9%
裝瓶年：2017年    
酒齡：20年      

售價: NT$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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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資料附錄︱

▼P.36
071.高雄空廚經典牛肉麵雙味組
072.高雄空廚即食燒賣三入組
073.高雄空廚招牌脆皮德國豬腳雙入組
商品料號：HW0187/HW0251/HW0188
原產地：台灣
成分：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過敏原：本產品含有大豆、魚類、甲殼類、牛奶、芝麻、種子類
及其製品。該產線亦生產含牛奶、蛋、魚類、芒果、花生、頭足
類、甲殼類、螺貝類、堅果類、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製造日期與有效期限：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製造商：高雄空廚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7)791-0483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2-10號
產品責任險：富邦產險0500字第20APO0000013號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A-170750455-00011-3

▼P.37
074.華膳空廚唰嘴經濟組
075.華膳空廚吮指回味組
076.華膳空廚花生滷豬腳
商品料號：HW0467/HW0468/HW0273
原產地：台灣，牛肉為澳洲/紐西蘭/巴拉圭
成分：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過敏原：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製造日期與有效期限：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製造商：華膳空廚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354-1000
地址：桃園市蘆竹區海山路二段156巷22號
產品責任險：富邦產險0500字第21APO0000017號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H-189282663-00006-5

▼P.38
077.WEIDER威德敏飛兒乳酸菌
商品料號：HW0035
原產地：台灣
成分：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過敏原：本產品含有牛奶、大豆及其製品
製造日期與有效期限：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代理商：福又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800-009-181
地址：台北市內湖路一段120巷16號4樓
產品責任險：富邦產險0504-18AML0001563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A-112698116-00000-2

▼P.38
078.WEIDER威德益口酵乳酸菌
商品料號：HW0034
原產地：台灣
成分：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過敏原：含牛奶、芒果、堅果類、大豆、奇異果、芝麻及含麩質
之穀物及其製品
製造日期與有效期限：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代理商：福又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800-009-181
地址：台北市內湖路一段120巷16號4樓
產品責任險：富邦產險0504-18AML0001563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A-112698116-00000-2

▼P.39
079.法式糕點禮盒－典雅藍
商品料號：HW0492
原產地：台灣
成分：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過敏原：本產品含有蛋及其製品、牛奶及其製品、堅果及其製
品、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大豆及其製品、芒果及其製品。
本產品製造廠房，其設備有處理花生、芝麻
製造日期與有效期限：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製造商：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918-0786
地址：(總公司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8弄3號5樓�
����������(工廠地址)桃園市八德區建國路386號
產品責任險：富邦產險0519字第20AML0000116號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F-134106066-00000-9/�H-134106066-
00001-2

▼P.25
038.中華航空商務艙特選果豆
商品料號：HL0138
原產地：台灣
成分：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過敏原：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製造日期與有限期限：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製造商：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800-295-888
地址：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二段226巷31號
產品責任險：07字第162208A10037號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H-186830223-00000-7

▼P.26
039.中華航空×青澤綜合蝦餅禮盒
商品料號：HL0100
原產地：台灣
成分：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過敏原：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製造日期與有效期限：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製造商：糖果樂園有限公司
電話：(089)360-298
地址：台東市正氣路201號
產品責任險：富邦產險0530字第20AML0000241號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V-153400981-00000-9

▼P.26
040.中華航空×青澤醬心起酥片禮盒
商品料號：HL0047
原產地：台灣
成分：麵粉、牛奶餡(椰子油、砂糖、奶粉、大豆卵磷酯、牛奶
香料)、砂糖、水、棕櫚油、奶油、奶粉、鹽、膨脹劑(碳酸氫鈉)
過敏原：本產品含麩質的穀類、奶類、大豆及其製品
製造日期與有效期限：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製造商：糖果樂園有限公司
電話：(089)360-298
地址：台東市正氣路201號
產品責任險：富邦產險0530字第20AML0000241號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V-153400981-00000-9

▼P.26
041.中華航空環遊世界菓糖爆米花禮盒
商品料號：HL0012
原產地：台灣
成分：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過敏原：本產品含有乳製品與大豆製品，本廠亦有生產含蛋、
花生、堅果與芒果製品
製造日期與有效期限：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製造商：波滋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318-3555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文明三街5-1號2樓
產品責任險：第一產物保險1008字第03PR000435續保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H-154805291-00000-9(公司)/�
H-154805291-00002-1(工廠)

▼P.27
042.紅梅揚姿冷壓蔬果纖活飲－羽衣甘藍六入
禮盒組
043.紅梅揚姿冷壓蔬果纖活飲－綜合蔬果汁六
入禮盒組
商品料號：HL0142/HL0141
原產地：台灣
成分：100%天然蔬果原汁
過敏原：本產品與其他含有芹菜、芒果、奇異果、堅果類、芝麻
產品共同使用同一產線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製造日期與有效期限：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出品商：品果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800-811668
地址：台中市北屯區祥順東路一段18巷21-1號
產品責任險：富邦產險0504字第20AML0000877號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B-154901674-00001-6

▼P.39
080.【夢想啟程】手感餅乾禮盒
商品料號：HW0235
原產地：台灣���
成分：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過敏原：含麩質製品、小麥、蛋、大豆、奶及堅果種子類
製造日期與有效期限：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製造商：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電話：(02)2278-9321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39之1號8樓
產品責任險：南山產物保險09002236006109-04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F-181598577-00000-3

▼P.39
081.HGT華剛傳誦精品莊園茶禮
082.HGT華剛水舞幸福茶香音樂盒
商品料號：HW0488/HW0487�
原產地：台灣
成分：烏龍茶葉、紅茶葉
過敏原：無
製造日期與有限期限：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製造商：華剛茶業有限公司
電話：(04)2526-6364
地址：台中市豐原區北陽二街180號
產品責任險：國泰產險1502字第07PD03900號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B-128166136-00000-2

▼P.40
083.純情木思皇家禮盒
084.藝術家禮盒
085.金綻花妍鉑金禮盒
086.【限定款】典藏風革鉑金禮盒
商品料號：HW0030-HW0032/HW0466
原產地：波蘭
成分：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過敏原：琥珀焦糖博士茶與胭脂莓果茶含有紅花成分，孕
婦忌食
製造日期與有效期限：請參閱外包裝說明
台灣總代理：欣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800-095-555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70號4樓
產品責任險：華南產物物品責任保險1406第092050184字號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A-104412124-00000-6

▼P.41
087.利得典藏牛樟芝膠囊
商品料號：HW0103
原產地：台灣
成分：固 態 培 養 牛 樟 芝 菌絲體粉末 ( Ta i w a n o f u n g u s�
camphoratus)(牛樟芝菌絲體粉末、培養基(燕麥、綠豆、紅
豆)、牛樟段木栽培牛樟芝子實體萃取物(Taiwanofungus�
camphoratus)、硬脂酸鎂、植物性膠囊(羥丙基甲基纖維素、
純水、鹿角菜膠、氯化鉀)
過敏原：燕麥
製造商：台灣利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800-676-999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2段81號13樓之1
產品責任險：泰安產物保險162210A00004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A-128530000-00000-6

▼P.41
088.牛樟芝滴雞精
商品料號：HW0147
原產地：台灣
成分：紅羽土雞滴取物、牛樟芝固態培養子實體萃取物
過敏原：無
製造商：台灣利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800-676-999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2段81號13樓之1
產品責任險：泰安產物保險162210A00004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A-128530000-00000-6



FLYING WITH CHINA AIRLINES
乘客安全規定
SAFETY REGULATIONS
根據民航法規規定，乘客在任何時候請遵從飛航�/�客艙組員的指示。請參考以下建議，以確保旅途的安全舒適。
Please be advised that it is a legal requirement that you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f our crew members at all times. The following 
advice will help you remain safe throughout the flight.

客艙內行李及個人物品
CABIN BAGGAGE & PERSONAL 
BELONGINGS
中華航空重視乘客和飛航� /� 客艙組員的安全。請遵守行李重
量限制，乘客應把過重的行李託運處理，如果你的行李超過
限額規定，行李會被轉放在貨艙內，以確保旅途的安全舒
適。請乘客於航機起飛、降落和滑行狀態時，務必將隨身行
李（零碎物件如手提袋和脫下的鞋子）等放置於座位前下方
或行李櫃內。航程中打開或關閉行李櫃時請小心，慎防行李
滑落。存放或提取行李後，請確保行李櫃妥善關上。�
乘客可攜帶旅行小物（如兒童多功能行李箱或充氣墊等旅行
舒適用品）於客艙內使用（ERJ機型不適用），為確保使用安
全，請遵守下列使用規範：
‧於訂位時，須事先告知訂位人員將攜帶旅行小物上機，以
　利安排適當座位。
‧旅行小物不可置於機上逃生通道及出口座位使用，僅能於
　非機上逃生通道及出口座位之靠窗座位使用。
‧禁止於航機起飛、降落及滑行期間使用旅行小物。
‧使用旅行小物時，不得損壞機內設備或影響其他乘客的��
����舒適。
‧不得使用旅行小物供嬰兒（2 歲以下乘客）躺臥；禁止連
　結2個（或以上）的旅行小物供兒童平躺，兒童使用時須
　有成人旅客陪同。
‧航程中「請繫安全帶」指示燈亮起時，應確認使用旅行小物
　之旅客安全帶已確實繫妥，並遵守客艙組員相關安全指示。

China Airlines takes the safety of its passengers and 
crew seriously. You are strongly advised to observe 
baggage size and weight limitation recommendations 
essential for safety and comfort during the flight. Please 
check-in any cabin bags that will not be able to fit in the 
overhead compartments. Cabin baggage in excess of 
the designated size or weight limits will be loaded with 
checked baggage. All loose items, including handbags 
and shoes that you may have removed, must be stowed 
under the seat in front of you or in the compartment 
provided during take-off and landing. Please take care 
when opening and closing the overhead compartment to 
ensure that items inside do not fall out, and make sure to 
close the compartment after use.
Passengers may carry the travel gadgets such as bed 
box or inflatable cushion in the cabin (not applicable to 
ERJ aircrafts). For your own safety,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below: 
‧Passengers need to inform our reservations staff to   
   pre-arrange suitable seats if they want to use the travel    
   gadgets onboard. 
‧Travel gadgets may only be used at the window seats 
   that are not adjacent to emergency escape path and 
   emergency exit.  
‧Must not be used during taxing, take-off, and landing. 
‧Must not damage the aircraft seat or cause any 
   impact on other passengers’ comfort when using the 
   travel gadgets. 
‧Only can be used by children (from the age of 2 years 
   old) and adult. Must not combine two or more units of 
   travel gadgets together for children to lie down. 
   Children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dults when using 
   the travel gadgets. 
‧When the fasten seat belt sign is turned ON during 
   flight, passengers who use the traveling gadgets must 
   make sure the seat belts are securely fastened, and 
   following cabin crews’ instruction.

機上安全帶使用規定
FASTENING SEAT BELTS
中華航空安全政策為維護航程中乘客安全，即使請繫安全
帶指示燈已經熄滅，就座時仍請全程繫妥安全帶，以便因
應突然發生的緊急狀況，如不預期的不穩定氣流等。

For your own safety and in accordance with China 
Airlines’ safety policy, it is strongly advised that your seat 
belt be fastened at all times that you are seated even 
if the indicator is off, in case of an emergency such as 

unexpected turbulence.

客艙內電子用品的使用
USAGE OF ELECTRONIC 
DEVICES ONBOARD
依民航法規，本公司自2015年9月1日起，放寬客艙內個人
電子用品使用規範。若違反者，最高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新臺幣15萬元以下罰金。
於艙門關閉後，乘客應遵從客艙廣播，將行動電話、平板
電腦、手提電腦等個人電子用品設定於飛航模式狀態或是
將電源關閉；航機落地脫離跑道後，客艙組員將廣播告知
旅客使用時機。
會發射電波的個人電子用品，若無法關閉通訊功能並切換
至飛航模式功能者全程禁止使用，包括各類遙控發射器、
無線電收發報機及發報類電子用品，如電動玩具遙控器、
非智慧型手機等會直接干擾飛機的導航、通訊及控制系統
之電子用品。
客艙組員無法確認行動電話狀態為關閉通訊功能或有干擾
飛航系統之虞時，請乘客須配合客艙組員指示關閉行動電
話電源。
為避免影響緊急逃生，如無法隨身固定或收妥於座椅置物
袋內之電子用品，於起飛與降落階段禁止使用。
空中巴士A350-900、波音777-300ER提供旅客Wi-Fi服務，
使用時請開啟飛航模式，使用時機及規定請參考相關須知
並遵守客艙組員指示。為維護客艙安寧，Wi-Fi服務未開放
使用語音通話及視訊功能。
請使用機上所提供之耳機，若使用私人耳機可能導致規格
不符或損壞之情形。
洗手間內設置有電動刮鬍刀專用插座；客艙座椅之電源插
座/�USB插槽可供個人電子用品使用，請隨時留意充電物品
狀況，如遇異常時請停止充電並立即通知空服組員。
本公司航班全程禁用電子菸。

China Airlines now allows expanded usage of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s onboard in accordance with Civil 
Aviation Act as of 1st September, 2015. Violation 
of these regulations will result in imprisonment of 
up to 5 years, detention or a fine of a maximum of 
NT$150,000. After the doors are closed, all passengers 
should follow broadcasted instructions. All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s, such as mobile phones, tablet PC, 
and laptops, must be turned off or switched to “Flight 
Mode”. The cabin crew will notify passengers about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 usage after landing rollout. 
Radio transmitting function of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s are prohibited throughout the flight. These 
devices may include remote control, radio transmitter, 
and transmitting devices. Moreover, devices such 
as remote-controlled toys or non- smartphones may 
cause interference with the aircraft’s navig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system. The cabin crew 
may request passengers to turn off their electronic 
device if it cannot be identified as in “Flight Mode”, or 
suspect that a device interferes with the aircraft. To 
prevent interfering with the evacuation, the usage of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s, which cannot be hand 
held or properly accommodated in the seat pocket, is 
strictly forbidden during take-off and landing. In-flight 
Wi-Fi services are available on Airbus A350-900 and 
Boeing 777-300ER aircraft type. Please switch your 
electric devices to “Flight Mode” when using the 
service. Please refer to the guide for timing on use 
of the service and related regulations, and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cabin crew. To ensure quietness in 
the cabin, the Wi-Fi service does not support audio 
and video calls. Please use the headphones provided 
by the cabin crew. Personal earphones may not be 
compatible with the CI system, causing damage. 
Passengers are welcome to use the power outlets 
in the lavatories for shavers, and the in-seat power 
outlets/USB sockets to charge their personal electronic 
devices. Please keep constant alert while using the in-
seat power to charge your personal electronic devices, 
and stop charging when any abnormalities be found 
and inform cabin crew immediately. 
The usage of electronic cigarettes is prohibited at any 
time during flights.

行動電源注意事項
REGULATIONS REGARDING 
POWER BANKS 
‧應隨身攜帶並放置妥當，不可託運。
‧基於飛航安全，建議航程中不要使用行動電源。

‧Power banks should be properly stored in your carry-on   
    baggage and must not be placed in your check-in    
    baggage.
‧For flight safety, may we suggest that you do not use 
    power banks during the flight.

乘

客

安

全

規

定

44



乘

客

安

全

規

定

45

禁止吸菸
NO SMOKING
所有華航班機均為禁菸航班，在客艙內吸菸經勸阻而拒不
合作者，機長可依法報請警察機關處理。依民用航空法第
一百十九條之二：於航空器洗手間內吸菸者，處新臺幣3萬
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於航空器洗手間外之區域吸菸或
破壞煙霧偵測器者，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入境台灣的旅客請注意，電子菸及電熱式菸品依衛生署及
海關規定屬禁止攜帶入境之物品。

Smoking is prohibited on all China Airlines flights. 
Passengers who refuse to cooperate with this 
regulation may be reported by the captain to the Police 
Agency. According to Article 119-2 of the Civil Aviation 
Act, smoking in an on-board lavatory can result in a fine 
of between NT$30,000 and NT$150,000; the penalty 
for smoking outside lavatory areas, or tampering 
with any smoke detector is between NT$10,000 and 
NT$50,000.
For passengers entering Taiwan, carrying electronic 
cigarettes and heated tobacco are prohibited by Taiwan 
FDA and Customs.

具侵犯性及不當行為
NO ABUSIVE AND UNRULY 
BEHAVIOR
華航絕對不會容忍機上乘客作出任何危害航機安全之行
為，本公司將會對違規人士提出控告，可處新臺幣1萬元以
上5萬元以下之罰鍰。所有中華航空班機均為中華民國法律
管轄之範圍，乘客不可做出下列違規行為:
‧不遵守機長為維護航空器上秩序及安全之指示。
‧使用含酒精飲料或藥物，致危害航空器上秩序。

‧�擅自阻絕偵煙器或無故操作其他安全裝置。故意妨礙飛
航/客艙組員履行其職責。

China Airlines will not tolerate any form of unruly behavior 
on-board that may jeopardize the safety of passengers and 
crew. Violators will be prosecuted to the full extent of the 
law. Such behavior on board an aircraft will be subjected 
to a fine between NT$10,000 and NT$50,000. All China 
Airlines aircraft are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all passengers should avoid the following: 
‧Failure�to�comply�with�any�instruction�given�by�the�
����pilot-in-command�for�purposes�of�maintaining�order��
����and�safety�onboard�the�aircraft.
‧�Taking�alcoholic�beverages�or�medicine�in�a�manner�

that�would�disrupt�safety�and�order�onboard�the�aircraft.
‧�Tampering�with�any�smoke�detector�or�operation�of�an�

aircraft�safety�device�without�due�cause.

如何避免深部靜脈血栓
AVOID DEEP VEIN THROMBOSIS 
(DVT) 
‧�做好行前的身心準備，例如舒適的衣著、充足的睡眠、

正常的飲食、醫藥的諮詢。
‧�航程中要有充足的水分，以避免出現脫水現象。
‧�航程中的飲食應以清淡為主。
‧�航程中不宜攝取過量含有咖啡因或酒精的飲料。
‧�注意氣壓變化對中耳、鼻竇與腹部的壓力，並及早處理不

適感覺。若感到不適或病情加重，請向空服員尋求協助。

To have a safe and comfortable flight:
‧Prepare�well�before�travel.�For�example,�wear��� �
���comfortable�clothes,�get�adequate�sleep,�follow�a�normal��
���diet�and�consult�a�doctor�if�necessary.
‧�Drink�water�and�juice�frequently�to�prevent�dehydration.

‧�Avoid�excessive�intake�of�alcohol�and�caffeine�drinks.
‧Pay�attention�to�the�effects�of�air�pressure�on�the�middle���
����ear,�para-nasal�sinus�and�the�stomach.�If�you�still�feel�
����unwell,�please�ask�the�cabin�crew�for�assistance.

航機內酒類飲品的供應
AVOID EXCESSIVE ALCOHOL 
CONSUMPTION ONBOARD
華航不會為18歲以下乘客提供含酒精飲品。根據華航規
定，乘客於機上不得飲用自行攜帶或機艙內購買之酒精性
飲料。有明顯酒醉狀態的旅客，華航保留不提供酒類飲品
之權利。

Alcohol will not be served to passengers under 18 years 
of age. Consumption of alcoholic beverages brought 
from outside the aircraft or duty free purchases onboard 
is prohibited. China Airlines reserves the right to decline 
service of alcoholic drinks to any passenger who 
appears to be inebriated.

可攜式個人電子用品使用規範
RULES FOR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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