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誕節，以及隨後而至的新年，
12 月是能讓任何人怦然心跳的季節。
在這裡，我們為您精挑細選，集結了能為購買者帶來樂趣，
收禮者帶來歡愉，MADE IN JAPAN 的心意。
請用這些特色禮物，留住今年最美麗的記憶。

MADE IN JAPAN特別贈禮

攝影／內藤 SATORU　髮型師／昼間 MASUMI　撰文／ JQR 編輯部

在特別的日子，獻給特別的人
JQR SPECIAL

LaQ　
● YOSHIRITSU　奈良縣大淀町

暴龍、黑猩猩，甚至於鍬形蟲都能完美組裝的益智積木「LaQ」，相較
於傳統玩具積木，因其能夠組裝出複雜的形體，以及能夠促進小朋友腦
發育的特性而深受歡迎。「LaQ 新版彩色超級玩家」內含 2400 個一般
零件和稱為小車輪的可動式零件，「LaQ 魔幻女孩」則是髮飾和手提包
等等女孩用品的零件組合。
 
● YOSHIRITSU　電話 ：042-382-3955

★「LaQ 魔幻女孩」5,040 日

★「LaQ 彩色超級玩家」16,800 日圓

不論小孩大人都深深著迷的立體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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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別的日子，獻給特別的人

根來日月膳
●廣澤漆藝　新潟縣新潟市

茶葉筒
●開化堂　京都市河原町

擁有華麗光澤的深朱色為此漆器食案賦予無與倫比的美麗，約雙手環繞的尺寸是適合好友兩人小酌一杯的大小。
底座點綴了月的盈虧，就算僅置於屋子一角也使畫面看來像幅美麗的畫。
★根來日月膳 深 600× 高 300mm 231,000 日圓
●廣澤漆藝 電話 ：025-222-5350 

滿溢澄淨之美的精緻食案 開化堂自明治 8 年起，便開始使用由英國傳入的馬口鐵製作茶葉筒。雖然造型極其簡約，但因為內部雙重構造賦予的優異密閉性使其傳承至今已
130 年。此商品能夠確實防止茶葉受潮。除了茶葉筒外，開化堂也推出了專屬咖啡及義大利麵的收納產品。
★茶葉筒 銅製 120g 深 81× 高 78mm 9,450 日圓 馬口鐵扁平 200g 深 92× 高 110mm 10,500 日圓 
黃銅長型 200g 深 78（直徑）× 高 136mm 10,500 日圓
●開化堂 電話 ：075-351-5788

實用的逸品 ：不需要過多裝飾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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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火盆
● FUJI 工房　山梨縣鳴澤村

南部鐵器 茶壺「曳舟」
●岩鑄 　岩手縣盛岡市

四個邊角採用的楔型樽，並使用黑柿木手邊緣，可看出繼承了傳統設計美學製成的烤火盆。
在樹齡約 300 年、美麗的白蠟木上，木匠師傅以細緻的手工上漆，因而成就了如此豪華的逸品。
★烤火盆 寬 500× 深 500× 高 400mm 520,000 日圓
● FUJI 工房 電話 ：0555-85-2491

紐約現代美術館 MoMA 咖啡廳所使用的茶壺「曳舟」，是以漁夫們停靠上岸的漁船為靈感所設計而成的。
岩手縣的著名生鐵製品——南部鐵器擁有非常優異的保溫效果，因此能使茶水不易降溫，最適合賞花談天茶會的一品。
★曳舟 寬 12.5× 深 19.5× 高 14.5mm 全 3 色（沈靜黑、沈靜紅棕、沈靜靛）各 9,450 日圓
●岩鑄 電話 ：019-635-2501

傳承傳統設計的烤火盆 400 年傳統中誕生的當代流行

在特別的日子，獻給特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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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鐮倉雕”技藝具有約 800 年的歷史，被冠以鐮倉雕的作品如盤子，茶碟等等，至今仍全部手工製作。製作方式為對原木直接雕刻
後再施以後續細緻地上漆動作。鐮倉雕不僅美麗，耐久耐用度也非常優異，是妝點餐桌禮物之不二選擇。
★    紙巾環／打穿古木再點綴設計的手巾固定環 寸松堂 5,500 日圓（不含手巾）
★    食盤／一面以紅色布面包覆，一面以黑色流水刀紋設計的食盤。能依照不同料理種類靈活運用。 勢屋 23,100 日圓
★    筷子／以鐮倉武士為主題設計出帶有風骨的筷子。 勢屋 3,800 日圓
★    筷架／設計靈感來自於溪流下游處的磨圓石角。 遠藤工房 11,550 日圓（5 個一組）
★     杯器／櫸木製成的杯器。下半部以刀痕吻刻，上半部用細小丸文刻入。 長谷川工房 10,164 日圓
★    壽司盤／運用能使料理的擺盤更美麗呈現的設計製造而成的盤具。 白日堂 19,635 日圓

愈使用愈愛不釋手的傳統工藝

鐮倉雕
●寸松堂（紙巾環）
　势屋（食盤、筷子）　遠藤工房（筷架）
　長谷川工房（杯器）　白日堂（壽司盤）
　神奈川縣鐮倉市

在特別的日子，獻給特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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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陶（志村觀行製作）
●羅伯・耶琳陶藝廊 京都市銀閣寺前

精密陀螺
● BRANCH　東京都大田區

由陶藝家志村觀行製作的機器人陶是件並不起眼的作品，但深色調和厚重的質感實際上可說正是其特別之處。
由志村先生的玩心中誕生的「機器人陶」，不正是不知丟失在何處，令人懷念的寶物嗎？
 ★機器人陶 100,000 日圓
●羅伯・耶琳陶藝廊 ( 京都 ) 電話 ：075-708-5581

利用特殊機械切割製造出的，擁有精密平衡計算的此款陀螺，被賦予了像是靜止了一般的穩定性，只要稍稍捻動指尖便能旋轉三
分鐘以上。雖然此陀螺比起日幣 1 圓硬幣更為嬌小，但在「COME BASE」上對戰時仍能帶來具有魄力的碰撞演出。
 ★ KENKA COMA#1 深 10× 高 15mm 1,680 日圓　★ KENKA COMA#2 深 10× 高 15mm 1,680 日圓　
★ COMA BASE 7,350 日圓
● BRANCH（http://store.branchproducts.com/）

贈與予失去寶物的大人之新寶物 活在小陀螺的工房絕技

在特別的日子，獻給特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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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包
● Sonicbang（旅助旅造）　神奈川縣鐮倉市

和服披巾
●紫苑　東京都北區

沒有任何隔層與置物小袋，這是個設計簡單的帆布波士頓包。不必煩惱各式各樣的東西如何收納，可直接放入，伸手簡單摸索便
能拿取。雖然輕但是耐用，也擁有不沾雨水的耐水性，作為旅行包是很理想的一款！
 ★ Otabiyama Tabisuke 1827g 寬 750× 深 350× 高 360mm 全 4 色（紅、黑、白、棕）各 50,000 日圓
● Sonicbang 電話 ：0467-22-8881

使用年代久遠的和服再利用後製成的披巾，將舊和服上美麗的圖樣剪裁取下，並重新設計取得顏色、素材及花樣的平衡，
最後以手工一件一件縫製而成。
★和服披巾 原材料 ：絹布、棉布、聚酯纖維 各 3,150 日圓起
●和服披巾紫苑 電話 ：03-3909-3392

什麼都能放入，令人放心的包包 利用和服上美麗的圖樣再製成的披巾

在特別的日子，獻給特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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