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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ourcing 
Starts From Honeymoon
獨特的選品眼光  始於蜜月之旅

1962年，新婚的Gordon和Carole Segal夫婦，在他們的蜜月之旅中，深深被歐洲簡約卻
充滿設計，且價格合理的家俱家飾所吸引。那些精緻的手工玻璃器皿、實用又講究的餐

具、以及細緻出色的陶製品，讓Segal夫婦位在芝加哥的家，從此兼具質感與品味。然

而，在當時的美國中部幾乎找不到這種設計精良且價位合理的家俱，因此他們決定將他們

在歐洲所見聞的家俱飾品引進芝加哥。

"Crate and Barrel" – It was a name based on necessity 
"Crate and Barrel" – 店如其名

Gordon和Carole的首間店位在芝加哥一處即將成為古董店、餐廳與
商家聚集的舊廠房區，在花了6個月說服原有商家搬遷後，距離耶誕
季節僅剩2週的時間。當所有的開店資金全都挹注在商品採購時，新
店裝只能克難地使用木條遮蔽泥牆、以粗麻布覆蓋層板，跟著商品

一起運送來的包裝木箱和木桶，則就地拆解成為貨架，Crate and Barrel
的名字也因此而來。你一定無法相信，當時店裡甚至連收銀機都沒有！ 

Customer relationships is the best advertising  

深植人心的親切顧客關係

在Gordon和Carole Segal夫婦的用心經營，使Crate and Barrel的
名聲旋即傳開來，他們不但熱衷與顧客交往，也樂於分享所有家居

相關資訊，如此親切而周到的顧客關係影響力更甚於陳列與廣告。 

Each product has its own life  

獨特的設計概念與風格 為商品帶來生命力

1964年，再度遠赴歐洲展開正式商品採購行程，此次的重點是找到
優良的玻璃、陶製品與畫室為Crate and Barrel設計出獨特且價格合
理的商品，有了設計師與工匠的加持，讓Crate and Barrel的每一件
商品都獨具故事、個性與風格，我們除了充分說明商品的材質與用途

外，更可以將設計的原創概念與顧客溝通，賦予商品情感和生命力，

並因與歐洲工廠結盟，讓我們得以用合理的價格得到最精良的商品。 

50多年來Crate and Barrel致力推廣並實踐生活美學，時至今日，我
們不僅提供具有啟發與靈感的家俱家飾展演，更將服務擴展到全球

各地，讓更多的顧客能因Crate and Barrel而得到更完美的居家生活
品質。

Clean, classic design for home that inspires customers’ every day  

洗鍊經典的設計 為你的每一天帶來啟發與靈感

Crate and Barrel以洗鍊經典的當代美式設計為本，從細節添加溫暖、
親近的居家元素，商品皆由全球各地具聲望的設計師操刀設計，經過

嚴格的製成工法考驗，只為讓美感與實用兼備的家俱家飾，滿足你對

居家品味與品質的要求。 

在Crate and Barrel，我們樂於與你分享居家佈置的想法與概念，期
望你與Crate and Barrel的每一次接觸，都能為生活帶來新的啟發與
樂趣。

International destination  

進軍國際

Crate and Barrel自1998年起隸屬德國網路零售巨擘Otto集團旗下，
並邁向全球化的通路時代。2008年，首間美國境外分店於多倫多開
幕，Crate and Barrel正式進軍國際，隨之並擴展至杜拜、新加坡、
墨西哥、台灣等地，其他地區的分店也將陸續開幕。

在Crate and Barrel國際佈局的計劃下，始終貫徹最初的理念─提供
實用且高質感的設計商品，讓顧客盡情品味居家時光。我們熱情的

服務團隊更致力給予顧客最愉快的購物體驗，而精心規劃的產品型

錄，則以提升居家品味為主旨。

50年多來，Crate and Barrel仍堅持初衷，這裡的服務團隊友善且樂
於分享；這裡的環境氛圍輕鬆愉悅且充滿啟發與靈感；這裡的商品

獨具設計和品味；這裡是個讓我們與顧客都享受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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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forgettable 
Home Party
Crate and Barrel獨具設計感且實用的
餐具、酒杯系列，讓家庭聚餐、

好友同樂、夫妻小酌等餐飲娛樂時光

更珍貴難忘。

A.  Chip 餐碗
簡約實用的設計，可盛裝洋芋片、餅乾、

開胃小菜或是變成派對拼盤。純白陶瓷易

搭配各種餐桌風格。

31cm餐碗  直徑31cmx高6cm $680

B.  Square 盒裝方型盤
十二件純白強化瓷方型盤，尺寸適中，時

尚有型，適合各種擺盤，營造現代品味。

包裝採用Crate and Barrel經典紙盒。
盒裝方型盤12入寬15cmx深15cm $1,150

C.  Tilt 餐碗
手工製作玻璃球體，平滑開口微傾且經打

磨處理，風格現代時尚，可盛裝零食、糖

果、蠟燭或當作盆栽使用。

餐碗 小 直徑13cmx高12cm  $600
餐碗 中 直徑15cmx高17cm  $780
餐碗 大 寬27cmx高27cm  $2,250

D.  Cheese 起司刀3件組 $750 

不鏽鋼起司刀三件組，每款刀型根據不同

種類起司設計。

硬質起司刀  高12cm
軟質起司刀  高15cm  
起司鏟  高11cm  

E.  Half Pint 啤酒杯
傳統的皇冠刻印讓啤酒杯更具英式氣質。

專為淡啤酒設計的酒杯尺寸與曲線杯口，

讓泡沫與嘴唇有了完美的接觸。

591ml啤酒杯 $180

F-L.  Tour 酒杯系列
Schott Zweisel的獨特設計，以Tritan®玻

璃，用新的角度詮釋酒杯，展現突出光澤

與質感。

F .  709ml紅酒杯 $580
G. 443ml白酒杯 $580
H.  236ml香檳杯 $580
 I .  413ml高腳杯 $550
J .  350ml玻璃杯 $420
K .  532ml高球杯 $450
L .  325ml馬丁尼杯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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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ick Class 
in Glass
用Crate and Barrel華麗酒杯品味你最心愛的美酒。不論是宴請貴客或是放
鬆獨酌，各式依酒種特性而設計的酒杯，帶出品嚐美酒的五感體驗。

F. 354ml維歐涅酒杯 $680
 經典鬱金香型的維歐涅酒杯適合展現新酒 

 的微酸口感，同時維持適宜酒溫。

G. 443ml夏多內酒杯 $680
 夏多內酒杯的U型圓口杯身使濃厚白酒  
 如天鵝絨般的滑潤口感更為迷人，同時 

 維持適宜酒溫。

H. 266ml香檳杯 $680
 苗條杯身可使美酒內清爽氣泡更持久，適 
 合品味香檳、普羅賽柯等氣泡酒。

A-H.  Vineyard 酒杯系列
美酒值得使用適合的酒杯，帶出它獨特的

香氣與風味。Vineyard酒杯系列依酒種量
身訂做杯型，讓你徹底享受各款美酒。所

有優雅精緻的酒杯皆由歐洲玻璃工匠手工

製作。

A. 768ml勃根地酒杯  $880

B. 768ml黑皮諾酒杯 $880   
 漏斗型杯身可幫助纖細的黑皮諾酒醒酒， 
 微開杯緣恰好地集中美酒的獨特果香。

C. 739ml卡本內酒杯 $880
 卡本內酒杯的完美比例、經典精緻的杯 

 型與纖細的杯柄，就算是品酒行家也無 

 不讚嘆。

D. 650ml波爾多酒杯 $880

E. 443ml金粉黛酒杯 $680
 金粉黛酒杯杯身圓潤，提升足夠的面積醒 

 酒，也讓人沈溺美酒富有層次的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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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Vintner  餐椅  

木製Vintner椅流露休閒鄉村風味，交叉靠背與舒適
結構，久坐依舊自在。採用實心橡膠木製作，搭配彩

色塗層及護木漆。

餐椅寬44cmx深48cmx高90cm $7,800

C. Willa 餐椅  

經典耐看的溫莎椅，外觀優雅迷人。採用山毛櫸打造

的扇形椅背與微凹坐椅，椅腳呈微開造型，展現傳統

與現代時尚的融合。

餐椅寬53cmx深48cmx高90cm $7,800

D. Crescent 水杯系列  

名列Crate and Barrel經典熱銷商品逾20年。乾淨透
亮的玻璃經手工製作造型，圓厚杯底搭配精巧柱身，

杯緣皆經打磨處理，平滑精緻。

175ml玻璃杯  $280
295ml玻璃杯  $320
473ml冰茶杯  $420
354ml高球杯  $360

E. Marin 餐碗盤系列  

手作陶瓷造型，表層覆以溫暖灰釉，不規則邊緣經手

工仿古處理，散發獨特工藝美感。

354ml馬克杯  $350
15cm碗  直徑15cmx高7cm  $350
26cm餐盤  直徑26cmx高3cm $450
20cm沙拉盤直徑20cmx高2cm $350

F. Maddie 餐碗盤系列  

413ml馬克杯  $220
18cm湯碗  直徑18cmx高6cm  $220
25cm餐盤  直徑25cmx高3cm  $280
20cm沙拉盤直徑20cmx高3cm  $220

G. Mallorca 湯碗/沙拉碗系列  

Paola Navone為Crate and Barrel獨家設計的精緻、
優雅Mallorca純白陶瓷餐具，盤緣舞動著如水波般的
美麗曲線，營造雅緻的光影，為餐桌增添豐富動感的

層次感。

25cm湯碗/沙拉碗(S)  直徑25cmx高6.3cm  $1,150
33cm湯碗/沙拉碗(M) 直徑33cmx高6cm  $1,580
40cm湯碗/沙拉碗(L)  直徑40cmx高5cm  $2,280

H. Ona 水壺   
Ona經典中心簍空手把讓Ona水壺成為焦點中心。手
工製作，採用晶亮玻璃，壺口邊緣經用心切割打磨。

不論空壺或滿水都流露滿溢美感。

1360ml水壺 $1,200

Dining Moment
美好的用餐時光永不嫌長！

實心橡木桌面搭配曲線桌腳，雅緻的經典設計

適合與朋友一同享受悠閒的下午茶。

A.  Avalon 餐桌  

由Blake Tovin設計，靈感取自簡約休閒的19世紀鄉村
風格，造型優雅大方，桌腳呈現流暢曲線。表面可見

橡木木紋，覆以色料塗層及聚氨酯護木漆。桌面可多

延展約43cm與多人共享用餐時光(延伸前為四人桌；
延伸後可坐約六人)。材質使用實心橡木、人造橡木

合板及橡膠木。

可延伸餐桌直徑114cmx高74cm；展開後為直徑
157cmX高74cm

   $33,500

   $23,600

茶色

黑色 白色

鴿灰 黑色 白色

鴿灰 薄荷綠 孔雀綠 紅色 黑色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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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ural Beauty of Acacia 
Tondo系列保留洋槐木的自然質感，簡約的造型捕捉木頭流線紋理與溫暖色調

A-F.  Tondo 餐碗  

洋槐木豐富優美的紋理被保留在平滑、做工精緻的容

器上，自然風情適合每天用餐時刻或美觀擺設。木材

來自菲律賓管理優良的造林計畫樹林。

A.  26cm木碗  直徑26cmx高12cm $1,550
B. 30cm平盤  直徑30cm $680
C. 14cm木碗  直徑14cmx高7cm $350
D. 15cm圓木盤  直徑15cm $250
E. 9cm木碗  直徑9cmx高4cm $200
F. 沙拉叉匙組2入 8cmx30cm  $450

G. Bistro 餐碗  

設計師Martin Hunt設計的純白瓷器餐具造型優雅，
功能多樣，可盛裝菜餚、分裝義大利麵或燉肉，或是

變成美觀的自助餐擺盤。

15cm餐碗  直徑15cmx高6cm  $230
20cm餐碗  直徑20cmx高6cm  $330
29cm餐碗  直徑29cmx高10cm $900

H.  Barberry 刀叉匙組  

霧面握柄搭配晶亮、俐落線條，展現對比的現代時

尚。刀面以單片鍍鉻鋼板製作，更加耐用。

刀叉匙組5入 $1,780

 I.  Square 盒裝方型盤
十二件純白強化瓷方型盤，尺寸適中，時尚有型，適

合各種擺盤，營造現代品味。包裝採用Crate and 
Barrel經典紙盒。
盒裝方型盤12入寬15cmx深15cm $1,150

J. Marin 餐碗盤系列  

手作陶瓷造型，表層覆以溫暖灰釉，不規則邊緣經手

工仿古處理，散發獨特工藝美感。

354ml馬克杯  $350
15cm碗  直徑15cmx高7cm  $350
26cm餐盤  直徑26cmx高3cm $450
20cm沙拉盤直徑20cmx高2cm $350

K.  Foster 刀叉匙組  

Robert Welch設計，靈感來自北歐斯堪地那維亞的
簡潔、人性化風格，經緞面磨光，打造質感用餐體

驗。18/10不鏽鋼。
刀叉匙組5入  $880
餐用叉匙組3入  $1,850

L. Acacia 雙層點餐盤2入  

直徑31cmx高25cm $1,850

M. Rectangle 長型平盤  

簡潔純白陶瓷長方形平盤，盤身輕盈，盤緣微凸起，

適合各種風格的擺盤。

38cm平盤  寬38cmx深19cmx高2cm  $680
41cm平盤  寬41cmx深26cmx高2cm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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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the Table
豐富繽紛的配色，讓餐點更顯美味可口。

以手工染布、編織而成的桌巾與餐墊，巧妙點綴餐盤與

食物間對話。 

A. Grasscloth 餐墊
100%棉的手工編織、染布的細膩色調被編
進Grasscloth質感餐墊裡。顏色：芥末
色、海藍色、白色、斑紋、 寶石紅、黃褐

色、石墨黑

餐墊 寬48cmx長35cm $280

B. Riva Stripe 餐巾
鮮艷大膽的條紋設計，100%純棉。顏色：
橘色、藍色

餐巾寬50cmx長50cm $280

C.  Lanai 餐墊  

Lanai餐墊以100%馬尼拉麻編織，工藝精

巧，成色清爽自然，結合樸實的材料與純

熟的工藝。

餐墊寬48cmx長35cm $480

D. Vista Square 方餐墊
獨家Vista方餐墊以棕櫚葉纖維手工編織，
展現自然觸感。

方餐墊寬35cmx長35cm $500

E.  Casablanca 方餐墊
方餐墊寬35cmx長35cm $650

F.  Helena 亞麻桌巾 

100%亞麻桌巾質地輕盈，色彩飽滿亮麗，
布料經預洗，手感更為柔軟。布料經收邊 

(5cm)及折角處理，使成品更為整潔、美
觀。顏色：孔雀綠、石墨黑

桌巾寬152cmx長228cm $3,200
桌巾寬152cmx長304cm $4,000

G. Fete 餐巾

100%棉。顏色：白色、亞麻色、芥末色、
海藍色、草綠、酒紅、斑紋、黃褐色、黑

色、銀灰、鴿灰、藍色、櫻桃紅

餐巾寬50cmx長50cm $180

H. Grey Rattan 餐墊
精巧圓餐墊，編織工法精緻細膩，流露自

然灰色調，兼具美觀與實用性。100%藤，
水性塗料。

餐墊直徑35cm $550

 I.  Tempe 餐墊
手工編織100%馬尼拉麻餐墊，圖騰靈感取
自太陽花，流露自然美感。

餐墊直徑40cm $450

J.  Bali Dark 餐墊
手工編織100%馬尼拉麻餐墊。
餐墊直徑38cm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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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Bar
從經典手工杯款到時尚造型，從每日小酌

到宴會品酒，Crate and Barrel的酒品收
藏系列，將你最愛的Lounge Bar帶回家。

A. Grand Vin 玻璃瓶  
寬底窄頸的大膽瓶身設計，營造獨特風格。此款水瓶

設計原先用於船上，防止液體因船身搖晃灑出。

Crate and Barrel設計更加強調瓶身曲線，微張瓶口
讓美酒呼吸，更添風味。建議以手洗清潔，請勿盛裝熱飲

1892ml玻璃瓶 $680

Hip 酒杯系列
Hip大酒杯具喇叭狀杯身、纖細的杯柄與精緻的杯
緣，造型現代、線條流暢。

413ml白酒杯 $320
916ml紅酒杯 $320

B. Rabbit 螺旋式開瓶器
愛酒人必備的工具。得獎的「兔耳」開瓶器，精緻的

握把與造型符合人體工學設計，及耐用塑膠材質覆以

鍍鉻塗層，讓你3秒輕鬆開啟頑固酒瓶。
螺旋式開瓶器寬5cmx深19cmx高16cm $2,000

C.  Cab 酒櫃 
Mark Daniel設計的Cab酒櫃高挑纖細，適合存放酒
瓶、酒杯、吧台用具等。酒櫃可存放達16瓶酒，抽屜
可擺放吧台用具及酒、食譜。金屬結構，搭配白蠟木

及硬木合板製成。

酒櫃寬46cmx深42cmx高177cm $19,000

D. Stemless 酒杯系列
Stemless酒杯大小手感舒適。無心品酒時，這款酒
杯也可搖身一變，盛裝冰沙、甜點、冷湯，甚至前

菜。

347ml白酒杯 $90
502ml紅酒杯 $135

Ona 水壺
Ona經典中心簍空手把讓Ona水壺成為焦點中心。手
工製作，採用晶亮玻璃，壺口邊緣經用心切割打磨。

1360ml水壺 $1,200

Ike 托盤
圓扁托盤被厚實盤緣包圍，簡約設計突顯芒果木豐富

的木紋與美麗的深淺色調。美麗外觀可裝載飲品、前

菜、起司、水果等，也可用作咖啡桌或廚房擺設，增

添家中自然風情。

托盤直徑38cmx高3cm $1,850

E. Wine/Stem 酒瓶/酒杯架
鄉村農舍風格酒瓶/酒杯架可懸掛於牆面上，收納
方便，節省空間。上方可排放約六支酒瓶，下方

可懸掛同數酒杯。洋槐木製，表面保留自然木

紋。(不含懸掛零件)
酒瓶/酒杯架 寬60cmx深12cmx高19cm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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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ssential 餐碗盤系列
耐用純白陶瓷，大容量設計，造型簡約，日常聚餐與

正式宴會皆適宜。

443ml馬克杯  $185
17cm碗  直徑17cmx高7cm  $175
26cm餐盤  直徑26cmx高3cm  $225
21cm沙拉盤  直徑21cmx高2cm  $165

B. Cyd 餐碗盤系列  

傳統陶瓷餐具展現方正個性，潔白乾淨的造型適合搭

配各種餐桌風格，打造簡潔餐桌時尚。

15cm碗  直徑15cmx高6cm  $220
26cm餐盤  直徑26cmx高1.9cm  $280
20cm沙拉盤  直徑20cmx高1.9cm  $220

C. Aspen 餐碗盤系列  

Aspen是優雅與簡約的序曲。純白陶瓷餐具線條簡
約，可輕鬆搭配各種風格的餐桌，優雅外型蘊含著堅

固耐用的品質。

266ml杯碟組  $250
325ml馬克杯  $180
22cm深盤  直徑22cmx高3cm  $220
15cm碗  直徑15cmx高6cm  $220
26cm餐盤  直徑26cmx高2.5cm  $250
20cm沙拉盤  直徑20cmx高2.5cm  $180

D.  Bistro 餐碗
設計師Martin Hunt設計的純白瓷器餐具造型優雅，
功能多樣，可盛裝菜餚、分裝義大利麵或燉肉，或是

變成美觀的自助餐擺盤。 

15cm餐碗  直徑15cmx高6cm  $230
20cm餐碗直徑20cmx高6cm  $330
29cm餐碗直徑29cmx高10cm  $900

E. Marbury 餐碗盤系列
反覆上釉、窯燒使Marbury的復古造型更添手作質感。
21cm碗  直徑21cmx高5cm  $580
17cm湯碗/沙拉碗(S)  直徑17cmx高11cm  $1,380
40cm湯碗/沙拉碗(L)  直徑40cmx高10cm  $2,280
船型醬汁壺寬22cmx深26cmx高11cm  $1,150

F. Jax 刀叉匙組  

倫敦設計師Russell Pinch為傳統設計賦予新生，靈感
取自小提琴的傳統設計，經改良後，搖身一變成為風

格時尚的新穎設計。

刀叉匙組5入 $1,350

G. Impressions 杯壺系列  

四種設計展現截然不同的風貌，厚底設計方便好握。

295ml玻璃杯  $95
354ml玻璃杯  $95
502ml冰茶杯  $145
2365ml水壺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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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ue 餐碗盤系列
倫敦設計師Aaron Probyn設計的陶瓷系列，造型清
爽簡約，手工上釉描繪出七種柔和色調，訴說著色彩

的萬千變化。簡單的工藝造型上有細緻的線條與晶亮

的表面塗層，透出優雅色調。手工製作，每件產品可

能有些微差異。顏色：粉紅、藍色、深灰、 淺灰、

綠色、象牙白、白色

350ml馬克杯   $220
15cm碗  直徑15cmx高6cm  $220
22cm湯碗/沙拉碗  直徑22cmx高9cm  $880
23cm深盤  直徑23cmx高4cm  $280
26cm餐盤  直徑26cmx高1.9cm  $280
30cm平盤 直徑30cmx高3cm  $880
20cm沙拉盤  直徑20cmx高1cm  $220

B.  Party 餐盤  

16cm餐盤6入直徑16cmx高2cm $900

C.  Rings 水杯系列  

經典杯款配上環狀浮雕紋飾。

206ml玻璃杯  $45
354ml玻璃杯  $65
473ml冰茶杯  $85

D.  Zuma 托盤
木製托盤散發著愉悅派對色彩，飲品、零食都能輕鬆

上桌。每件托盤精心嚴製，簍空握把造型討喜，方便

使用。顏色：水藍、藍色、橘色、紅色、黃色、靛

藍、黑色、白色

方型托盤寬40cmx深40cmx高5cm $1,500
長型托盤寬60cmx深40cmx高5cm $2,000

E.  Hobbs 酒吧推車 
酒吧推車寬81cmx深40cmx高81cm $13,500

F.  All-Purpose 水壺
手工打造的玻璃水壺，最適合裝盛檸檬汁或西班牙水

果酒。流線的握把弧度讓使用更順手；精心設計的壺

口曲線可避免冰塊隨著傾倒而出。   

2188ml水壺 $1,350

Every Color, Every Day
Hue陶瓷系列由倫敦設計師Aaron Probyn設計，七種柔和色調，
繽紛你的餐桌，玩出色彩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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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Pie Season
與家人一同製作美味的派，把家的味道烤

進派裡。

A. French 廚房中島  

French廚房中島桌面採用大理石，優雅且不退流行
的設計，就算不是法國大廚也會深深愛上。天然

Carrara大理石擁有良好的耐久度與美麗的灰白紋
路，結構採用鑄鋼，兩側設有鋁製毛巾架，結構經過

手工仿古處理。桌底懸掛寬敞收納架可擺放鍋具、食

譜或烘焙用具等。 

廚房中島 寬138cmx深71cmx高92cm $62,500

B.  Turner 吧台椅  

金屬風格吧台椅流露復古工業風，座椅高度可調整，

可搭配餐桌、書桌或吧檯等各種高度之桌面。鈑金與

金屬管製，表面覆有黑色鋼鐵塗層。

45-60cm吧台椅寬33cmx深33cmx高45cm $9,800

C.  Galvanized 3層點心盤  

Galvanized三層點心盤，外觀時尚美麗，適合與親友
共度悠閒的下午茶或是戶外野餐。

3層點心盤直徑29cmx高53cm $2,350

D. Ruffled 烤派盤 

白瓷荷葉造型的烤盤，將甜蜜芳香的氣味由烤爐帶至

餐桌上。

17cm烤派盤  直徑17cmx高5cm  $350
25cm烤派盤  直徑25cmx高5cm  $800

E. Salsa Dos 廚房清潔布  

採格紋編織的純棉Salsa清潔布吸水性極佳，鮮豔的
紅、橙、黃、綠、藍色調，為廚房添上派對色彩。

廚房清潔布5入寬35cmx長38cm $450

F. French Kitchen 大理石糕點盤
以特殊灰紋裝飾的結實大理石厚板，為喜愛烘焙的你

帶來廚房裡精緻的點綴。大理石板可維持食材溫度，

讓捲、切等動作更順暢。防滑的效果更讓你無論裝盛

起司或壽司都免於掉落的擔心。  

大理石糕點盤寬40cmx深60cmx高2cm $2,250

銀色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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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heridan 廚房中島  

Bill Eastburn設計，讓造型、功能、時尚融
合於Sheridan廚房中島。桌面採用不鏽鋼
製作，堅固耐用，容易清潔。可拉式的

29cm寬摺疊桌面，創造更多使用空間。中
島採用實心木頭基底與不鏽鋼結構，另設

有滑輪，可輕鬆移動。含兩個抽屜及兩層

收納架、毛巾架，空間寬敞實用。

廚房中島

寬121cmx深69cmx高92cm $33,000

B. Spin 吧台椅  

Spin吧台椅讓你隨心旋轉。鋁質吧台椅風
格時尚現代，可做360度旋轉，結構堅固耐
磨，旋轉過程流暢輕鬆。

60cm吧台椅  
寬38cmx深38cmx高60cm $5,500
76cm吧台椅  
寬38cmx深38cmx高76cm  $6,000

C.  Sheridan 廚房推車  

廚房推車

寬60cmx深51cmx高92cm $19,000

D. Delta 餐椅  

平滑的電鍍層覆於鋁質餐椅上，椅背與坐

椅呈現舒適弧度，外觀時尚有型。

餐椅寬38cmx深43cmx高83cm $4,800

E. Coffee Talk 擦碗巾

擦碗巾寬50cmx長76cm $260

F. Farmhouse 擦碗巾

擦碗巾寬50cmx長76cm $260

G. Blue Textured Terry 擦碗巾

100%棉布料經過立體紡織，藍白相間的擦
碗巾呈現如點畫般的美麗質感。

擦碗巾寬50cmx長76cm $260

H. Rooster 擦碗巾

擦碗巾寬50cmx長76cm $320

A

B

Heart of the Home
家中一切的美好事物，

由Crate and Barrel用心打造的廚房出爐。

黑色

薄荷綠灰色

白色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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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mbossed Maple 楓木點心料理板
以天然楓木製造，Embossed點心料理板上刻有刻度
及圖形，讓你製作派皮、披薩、餅乾麵糰時精確快

速。表面亦刻有單位轉換公式供參考。

楓木點心料理板寬45cmx深60cmx高1cm $2,250

B. Reversible Jelli 雙面止滑砧板  

美國設計師Ellis Shamoon設計，Jelli止滑砧板囊括了
各項現代廚具的突破性設計，全部融入色彩繽紛的聚

丙烯砧板中。雙面皆可使用，防滑表面讓你輕鬆掌控

手中的食物。實心一體成型設計與簍空握把，使用起

來穩固方便。多功能砧板保護流理臺與桌面。顏色：

紅色、綠色、白色、銀色

15x25cm雙面止滑砧板
寬15cmx深25cmx高0.9cm  $450
27x36cm雙面止滑砧板
寬27cmx深36cmx高0.9cm $680

C.  Bakeware 烘培工具組  

Bakeware烘焙工具組包含你所需的各款烤盤，六件
專業級烤盤由厚碳鋼打造，可用於平均烘烤或是局部

上色，讓你不遺漏烹調的每個步驟。烤盤表面採用不

沾鍋顏色，裝盤與清潔都輕鬆便捷。

烘培工具6件組 $1,780

D. Potluck 烤盤 
Potluck烤盤採用石瓷製作，紅、藍、黃三原色的鮮
豔色調搭配白色盤面，展現清爽活潑色彩。兩側連接

實心把手，可從烤爐拿出直接上桌。 

烤盤3入 $1,350

E.  Farmhouse 廚房織品系列  

公雞、母雞徘徊在雞舍間，流露優閒的鄉村風情。溫

暖、復古的鄉村景緻呈現在天藍色的棉布上，棕白相間

的鳥兒、綠樹、雞舍的紅屋頂都流露閒適慵懶的心情。

隔熱布墊  寬20cmx長20cm $350
隔熱手套  寬30cmx長17cm  $450
擦碗巾  寬50cmx長76cm  $260
圍裙  寬76cmx長86cm  $880

F. Aqua 置物罐  

時尚的廚房收納選擇，展現清爽水藍。搶眼的拋光陶

瓷置物罐含微錐柱體與獨特的密封蓋設計，確保罐內

食品新鮮。

置物罐(S)  直徑12cmx高15cm  $880
置物罐(M) 直徑16cmx高18cm  $1,150
置物罐(L)  直徑19cmx高22cm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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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 Us Today 
and Begin a 
Tasteful Lifestyle.  
加入cClub盡情品味生活的開始 

Crate and Barrel親切專業的銷售顧問、別出心裁的設計商品與高規
格且充滿驚喜和靈感的購物環境，為消費者帶來前所未有的居家生活

美學體驗。 

歡迎享受生活、重視品質、喜歡新事物的你加入Crate and Barrel 
Club，讓我們為你帶來精采豐富的生活品味！

掌握品味風格訊息 

凡成為Crate and Barrel Club會員並累積消費，即有機會收到
Crate and Barrel品味型錄，為你的生活捎來更多居家佈置靈感。  

獨享生日優惠  

值得紀念的生日，讓Crate and Barrel陪你一起慶祝！ 
壽星於生日當月憑會員資料與身份證件至店，即可享有

Crate and Barrel精心準備的生日優惠。  

美式居家體驗 

Crate and Barrel不定期舉辦活動，邀你體驗美式居家的各種風貌。
凡成為Crate and Barrel Club會員，即有機會優先受邀。

會員權益

C品味卡 

條　　件  入會資格 凡消費

優　　惠 消費優惠 無

 生日優惠 精選商品9折 (2016年3月起實施)

 優惠訊息 優惠訊息提前掌握

服　　務 品味型錄 精選會員寄送

 活動/講座 優先通知

C黑卡 

條　　件  入會資格 累積消費滿$80,000 (一年)

優　　惠 消費優惠 正價品95折
 生日優惠 精選商品9折 (2016年3月起實施)

 優惠訊息 優惠訊息提前掌握

服　　務 品味型錄 黑卡卡友全面寄送

 活動/講座 黑卡卡友全面邀請，優先報名

詳細會員申請辦法與權益內容，請至店索取cClub申請書
或上官網點選「聯絡我們」並留下資料，將盡快以電子郵件寄出會員申請書

www.crateandbarrel.com.tw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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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 a Reason 
It’s Called Lounge
讓身體深陷於沙發中是種充滿安全感的享受。寬深且

低的椅座，配上鬆軟的靠枕，以及適合寵物與小孩的

柔軟面料，讓家人朋友們一同深陷其中，共享悠閒時

光。請至門市體驗被沙發擁抱的安全感。

C. Finola Throw 披毯
顏色：藍綠色、黃

披毯寬101cmx長177cm $3,150

D. Leilani 抱枕 
顏色：紅色、黃色  
抱枕寬55cmx長38cm $1,250

E. Ivan 182x274cm Rug 地毯
Ivan地毯以傳統punja法手工編製，外觀休
閒愜意，設計靈感取自麻繩的質感，流露

天然羊毛的溫暖觸感與豐富色調。每張地

毯皆為手工製作，耗時數日，每個步驟絕

不馬虎。

寬152cmx長243cm  $26,800
寬182cmx長274cm  $35,800
寬243cmx長304cm  $53,800
寬274cmx長365cm  $71,800

F. Davis 沙發系列 
Davis沙發設計現代休閒，讓你每天在小空
間也能享受寬敞蓬鬆的舒適感。寬敞的沙

發結合柔軟躺椅與收納椅凳，簡單的設計

給你休閒、愜意的舒適享受。

L 型沙發躺椅
寬228cmx深160cmx高91cm $95,000

G. Sanderson 地毯  

大地色遇上溫暖橘色，由線條交織成的美

麗紋路，將傳統風韻轉化為現代時尚。地

毯採用羊毛混紡手工編織而成。線條寬度

隨地毯尺寸放大。

寬76cmx長213cm  $5,880
寬91cmx長152cm  $3,680
寬152cmx長243cm  $11,800
寬243cmx長304cm  $22,800
寬269cmx長360cm $32,800

A-B.  Lounge II Collection 沙發系列
屬於全家人的居家佈置。Lounge系列沙發
以寬、深的椅座設計，提升乘坐的舒適

感，並包裹著柔軟、堅韌的椅套，即使家

中有小孩或寵物，也能放心玩樂。收納椅

凳可墊腳、當座椅或是倒置拉鍊式椅凳

蓋，當托盤使用，並含四顆抱枕。結構採

用美國經環保認證的硬木。

A.  210cm雙人沙發 泥灰
寬210cmx深116cmx高93cm $78,000
B. 布套附輪椅凳/布套 泥灰 
寬109cmx深68cmx高43cm  $27,800

H. Era 圓形咖啡桌
手工拋光的不鏽鋼圈出俐落結構，搭配晶

亮的玻璃桌面，讓乾淨流暢的設計給予居

家佈置無限可能。

圓形玻璃咖啡桌直徑91cmx高46cm  
$23,600

 I. Era C型桌
C型桌寬50cmx深25cmx高60cm $14,500

J.  Tikiya (Kuzana Ogg) 壁畫
Kuzana ogg的油畫作品，多種媒材與色彩
堆疊交錯於精心編織的畫布上，流露對紡

織品的熱愛。產品採用Giclee印刷，並由
人工簽名，畫邊採用白色亞麻，畫框為黑

色榴槤木框。

壁畫寬90cmx深3cmx高113cm $18,000

泥灰色 松露色

淺棕 灰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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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y Pennie
Crate and Barrel 經典沙發款式 Pennie，滿足各種空間裡
對舒適的需求。

由英國設計師 Bethen Gray 為 Crate and Barrel 獨家設
計，古典浪漫的椅背設計與質感精良的木座基底，適中的

尺寸，讓小空間也能享受寬敞的舒適感。

A. Pennie 雙人沙發   

英國設計師Bethan Gray曾於2013英國設計獎被提為
最佳英國設計師。Pennie系列用亞麻混紡包裹著優
美線條與柔軟椅墊，適合小空間的居家布置。另有一

對靠枕陪伴，給你更多的舒適。以實心落葉松及人造

木特別訂做。沙發腳採用白橡木。有炭灰、天空藍兩

色可供選擇。

雙人沙發寬193cmx深96cmx高81cm $42,000

Gracie Pillow 抱枕
顏色：橘色、紫紅、黃色

抱枕寬45cmx長45cm $2,230

B-C. Era Accent 邊桌  

鋼管結構表層經手工拋光，搭配厚1.9cm經圓角處理
的玻璃或天然石灰石桌面。

B. 咖啡桌(玻璃桌面)

寬121cmx深60cmx高43cm $24,500
C. 邊桌(灰岩桌面)

寬121cmx深60cmx高44cm $23,000

D.  Piper Waiting Print 壁畫(Heather LaHaise)

壁畫寬98cmx深3cmx高75cm $16,000

E. Olin Rug 地毯    

寬60cmx長91cm  $880
寬76cmx長127cm  $1,780
寬60cmx長182cm  $2,280
寬121cmx長182cm  $4,280
寬152cmx長243cm  $6,880
寬243cmx長304cm  $13,800

炭灰色 天空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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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resh Slant
微傾的層架組合式壁櫃，隨心所欲的搭

配，打造時尚、便利的空間，為家營造出

充滿文藝氣息的牆面。同系列尚有工作

檯、電視櫃及酒櫃。

A-E.  Sawyer 書櫃層架   

Sawyer層架系列創意微傾、組合式層架造型簡約清
新、節省空間，解決住家收納問題的創新方案。以桃

花心實木及合板製成，層架垂直延伸，創造收納新空

間。書櫃兩側含五層書架及懸空書桌，電視櫃底層櫃

內部有可調整層架。

A. 62cm書櫃層架 
寬62cmx深36cmx高193cm  $8,500
B. 45cm書櫃層架
寬45cmx深36cmx高193cm  $7,200
C. 書桌層架  
寬70cmx深50cmx高193cm  $9,300
D. 電視櫃層架  
寬111cmx深43cmx高193cm  $23,500
E. 酒櫃層架  
寬61cmx深40cmx高193cm  $23,500

F. Harvey 單人椅
Bethan Gray設計，時尚造型搭配舒適椅墊，覆以個
性黑白編織椅套，適合用作商用辦公桌或餐椅。軟硬

適中的椅墊創造舒適弧度，黑色微錐實木椅腳可360
旋轉。

單人椅寬62cmx深60cmx高88cm $19,500

G. Elias 地毯 

Chris Mestadgh設計的個性格紋，以紐西蘭及印度
羊毛手工編織而成。

寬243X長304cm $33,500

白色 摩卡 灰色

橘色 天空藍

自然色 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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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ops and Bases : 
Create Your Own Table
透過Crate and Barrel的Tops and Bases計畫隨心打造屬於你的
桌子，豐富你的餐廳、客廳等居家環境。

八種桌面顏色與五種桌腳造型可任意搭配。

A. Tucker 多用途儲物櫃    
經典儲物櫃設計，採用實心玫瑰木製作，功能多元，

可儲物或用作居家佈置與娛樂。木製鑲板保留原木的

美麗木紋，擺脫儲物櫃單調無味的刻板印象。

多用途儲物邊櫃寬53cmx深57cmx高53m  $16,500
多用途儲物櫃  寬121cmx深36cmx高45m  $23,500

B.  C型桌  

咖啡桌的休閒新概念，C型桌可輕鬆移動，隨心擺放在
各個角落。C型桌底部可擺入沙發或座位下，讓你慵懶
地窩在沙發裡看電視時，也能輕鬆拿取桌上物品。

B-1. Avenue C型桌
寬50cmx深25cmx高60m $8,800

B-2. Siena C型桌  
寬49cmx深30cmx高58m $9,500
B-3.  Echelon C型桌
寬25cmx深50cmx高61m  $12,500
B-4. Parsons C型桌  
寬50cmx深30cmx高61m $14,500
B-5. Entu邊桌 
寬42cmx深42cmx高57m $41,500

C.  Yukon 咖啡桌
板凳型咖啡桌(S)

寬144cmx深35cmx高43m $29,000 
板凳型咖啡桌(L)

寬182cmx深36cmx高45m $33,000

4人座
寬121cmx深71cmx高75cm

8人座
寬182cmx深106cmx高75m

高腳4人座
寬121cmx深71cmx高90cm

6人座
寬152cmx深91cmx高75m

白色

桃木

柚木

再生木

黑色 藍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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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alo 餐桌
平滑的玻璃桌面底下，暗藏實心胡桃木桌

架，讓光影折射映造獨特美感。做工精巧，

完全毋需釘子與螺絲。

106cm玻璃圓桌面
直徑106cmx高74cm $29,500

C.  Jasper 地毯
羊毛的自然色調與人造絲的隱約光澤交織在

休閒、輕薄的地毯上，由技巧精湛的工匠手

工編製。

寬76cmx長213cm  $8,800
寬121cmx長182cm  $12,800
寬152cmx長243cm  $20,800
寬182cmx長274cm  $26,800
寬243cmx長304cm $44,800

A.  Lowe 餐椅系列
經典Parsons式設計，造型現代，座椅寬敞
舒適，搭配多色精緻紡織，風格時尚洗鍊。

餐椅  寬45cmx深58cmx高87cm $8,900
皮質餐椅寬45cmx深58cmx高87cm  $9,800
無背餐凳

寬116cmx深45cmx高45cm  $14,500
把手餐椅  

寬55cmx深60cmx高87cm  $14,500

100cm吧台椅  
寬43cmx深55cmx高100cm $13,500
114cm吧台椅  
寬43cmx深55cmx高114cm  $14,500

D-F.  Big Sur 餐桌
設計樸實，質感天然，Big Sur餐凳呈現休
閒氣氛與實心沉穩的質感。保留天然的木

頭細節，並流露海濱風情的時尚設計。

D. 餐桌
寬165cmx深95cmx高76cm  $69,000
寬229cmx深95cmx高76cm  $85,000

E. 餐凳
寬121cmx深36cmx高45cm $38,000
寬181cmx深36cmx高45cm $42,500

F.  邊櫃
寬161cmx深46cmx高88cm $88,000

G.  Captiva 餐椅
寬46cmx深57cmx高93cm $13,800

H.  Captive 餐椅墊
寬45cmx深40cmx高3.8cm $2,000

炭灰色 自然色

巧克力色 瑪瑙黑 象牙白 迷露灰色 紅柿色

紅色 卡其色 白蠟灰

海砂色 灰色 可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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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ing 
Comfort
舒適的床寢用品，讓人安心慵懶地

至身其中，徜徉在恬適的美夢裡，

享受優雅舒適的休憩時光。

D.  Knox 抽屜式高櫃
垂直多功能高櫃以實心胡桃木及金屬結構

打造，含懸空硬木收納櫃與開放式陳列

架，可擺放書本、收藏品或酒杯等。

抽屜式高櫃

寬71cmx深45cmx高198cm $58,000

E.  Teakroot 壁飾
以自然為靈感的牆藝作品，柚木根與金屬

交織，流露獨特美感。由於使用自然素

材，每件產品可能有所差異。

壁飾寬136cmx深8cmx高45cm $4,800

F.  Messina 窗簾  

前染亞麻窗簾呈現微駝色網狀質感，不同織

法使白色與駝色交織揉合，展現豐富的對比

質感與輕薄空靈的外觀。

窗簾寬121cmx長213cm $2,680

G. Sisal 地毯
風格休閒的瓊麻顏色編織成精巧的髮辮狀，

適合擺放於玄關、客廳等生活空間。

顏色：鴿灰杏仁色、亞麻色

寬243cmx長304cm $17,800

C. Henna 被套  

設計師Genevieve Bennett設計，靈感取自
印度Mehndi彩繪藝術，勾勒具民族風味的

葉子圖騰於舒適的 100%棉緞上。
雙人被套  寬233cmx長243cm  $6,250
枕套標準型寬50cmx長66cm  $880

Belo 床單組 $4,980
簡單、潔淨的白色床單組採用柔軟滑順的

精梳棉，床單與枕頭套的優雅藍色收邊與純

白底產生美麗對比，專注細節的舒適感受。

雙人平單  寬228cmx長259cm
雙人床包  寬157cmx長208cm
枕頭套2件  寬50cmx長76cm

A-B.  Dawson 床架
用芒果木描繪雪橇床的優美曲線，洗灰塗層

流露溫暖質感。可搭配同款床邊桌，含一抽

屜與仿古銅把手。

A. 床架
寬159cmx深229cmx高118cm  $50,400
B. 床邊桌
寬60cmx深46cmx高166cm  $19,000

洗灰色 丁香色

藍色

灰色

紫色

水色

白色



B

D

C

A

39   C www.crateandbarrel.com.tw  4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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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Kelby 編織籃3入 $3,450
天然粗藤製，展現不一樣的編織質感。由專業工藝師

手工製作，可放置家中各式小物，俐落的一體成型把

手設計，讓使用更方便。

大型收納籃(S)  寬36cmx深24cmx高17cm
大型收納籃(M) 寬41cmx深29cmx高20cm
大型收納籃(L)  寬46cmx深34cmx高22cm

D.  Hollis 毛呢地毯  

寬121cmx長182cm  $17,800
寬152cmx長243cm  $31,800
寬182cmx長274cm  $39,800
寬243cmx長304cm  $58,800
寬274cmx長365cm  $75,800

E. Barnes 抽櫃  

Bill Eastburn設計，傳統農村風格融合北歐風味的簡
潔、現代設計。抽櫃採用線性輪廓，搭配圓弧櫃腳與

圓潤的啞光銅把手。

4抽屜櫃寬90cmx深50cmx高98cm $38,000

F. Atwood 床邊桌  

融合現代設計與樸實質感，外露結構支撐著懸空抽

屜，加上底部層板，給你的臥室寬敞的收納空間。

床邊桌寬53cmx深45cmx高50cm $28,000

G. Arch 橢圓床邊桌(炭灰色)  
橢圓床邊桌寬60cmx深45cmx高62cm $12,500

H. Siesta 被毯  

厚實柔的棉被毯搭配石洗風格，呈現休閒、慵懶的質

感。顏色：白色、藍色、灰色、海泡藍

被毯Full/Queen(雙人) 寬228cmx高228cm $5,800

A. Atwood 床架系列  

時尚床架展現獨特個性，精品質感讓你的臥房獨具一

格。融合現代設計與樸實質感，床架採用紅豆杉，床

腳為金屬與黑胡桃木製成。紅豆杉木板流露獨特磨損

質感，展現木頭的自然質感與色調，高聳的床頭櫃線

條簡單流暢，使整體視覺效果更具個性。

床架Queen(雙人)

寬195cmx深226cmx高93cm  $113,500
床架King(加大)

寬236cmx深226cmx高93cm $120,800

B. Atwood 床邊桌  

床邊桌寬53cmx深45cmx高50cm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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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vate Space
Crate and Barrel衛浴系列，幫你打造功能性佳且不
失個人風格的浴室。線條優雅的乳液瓶罐、多隔層收

納櫃、洗衣籃等商品，讓浴室收納條理分明。更多收

納系列商品，歡迎至店參觀。

A. Banya 浴室收納架

Bill Eastburn設計，傳統農村風格融合北歐
風味的簡潔、現代設計。抽櫃採用線性輪

廓，搭配圓弧櫃腳與圓潤的啞光銅把手。

浴室收納架

寬48cmx深36cmx高190cm $19,000

B. Sedona 洗衣籃

手編藤籃搭配溫暖灰色，寬敞的含蓋柱狀

藤籃可以用來收集待洗衣物，保持浴室美

觀清爽。

洗衣籃直徑43cmx高64cm $4,500

C. Ribbed 浴毛巾系列

100% COTTON。顏色：灰色、砂棕、珊瑚
紅、海泡藍、白色

方巾寬33cmx長33cm $180
毛巾寬49cmx長76cm $480
浴巾寬68cmx長177cm $880
大浴巾寬88cmx長177cm $1,580

D. Pure 浴室擺放組
簡約、實用、純白，打造極簡風格的浴室

時尚。微翹的盤緣與圓底，簡單設計給普

通皂盤全新面貌。

牙刷架  寬8cmx深8cmx高11cm  $380
漱口杯  寬7cmx深5cmx高11cm  $380
橢圓皂盤寬13cmx深10cmx高3cm $380
圓形皂盤寬11cmx深11cmx高2cm  $420
沐浴罐  寬10cmx深7cmx高15cm $580

E. Glass 玻璃罐

經典簡約造型，手工製作透明玻璃罐，含

可嵌入蓋。

8cm玻璃罐(S)  直徑8cmx高14cm  $750
13cm玻璃罐(M)  直徑13cmx高15cm  $880
12cm玻璃罐(L)  直徑12cmx高22cm $1,350

F. Sedona 托盤

堅固藤條，由菲律賓大師級工匠手工編

製。顏色：灰色、蜂蜜黃

托盤寬35cmx深19cmx高3cm $980

G. Liso 衛浴踏墊 

簡約、柔軟、堅固，Liso石洗混棉衛浴踏
墊為浴室增添鮮豔色彩。顏色：珊瑚紅、

灰色、海泡藍

衛浴踏墊寬53cmx長86cm $1,580

白色 棕色

灰色 蜂蜜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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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 on Fall
層層堆疊的抱枕，讓秋天的心情擁抱溫暖新色調。

A. Boardwalk 收納長椅

聰明方便的板凳設計營造歡迎氣氛，可收

納衣帽、購物袋、鞋子、鑰匙等物，迎接

回家的你。

收納長椅

寬121cmx深45cmx高53cm $19,000

B. Leilani 抱枕
顏色：紅色、黃色

抱枕寬55cmx長38cm $1,800

C. Chika 抱枕

交錯橫條賦予溫暖的大地色彩更多變化，

以手染纖維手工編織而成的精緻質感。 

顏色：自然色、椒紅色、藍色

抱枕 寬50cmx長50cm $2,050

D. Harmon 抱枕

秋天色調的條紋與色塊，以及手抽絲和不

同粗細的紗線編織，讓抱枕更具豐富層

次。

抱枕寬60cmx長40cm $2,550

E. Gracie 抱枕
顏色：橘色、黃色、紫紅

抱枕寬45cmx長45cm $2,230

F. Lima 羊駝披毯
頂級羊駝毛比羔羊毛更為柔軟，染色後呈

色飽滿漂亮，且不易起毛球。

顏色：金黃色、東方紅 、孔雀綠

羊駝披毯 寬127cmx長177cm $7,800

G. Alpaca 羊駝披毯
結合羊駝毛與壓克力的極柔觸感，兩種淺

灰色調輕輕擁抱柔軟披毯。人工勾邊的外

緣編出時尚、質感韻味。顏色：鴿灰

羊駝披毯寬101cmx長177cm $6,900

H. Tyler 編織籃

手工藝風味的收納選擇，用布袋蓮的莖手

工編織而成，呈現厚實編紋與自然風味，

可存放雜誌、毛巾、抱枕等物。

編織籃寬53cmx深45cmx高45cm $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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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Delights 
at Home
Crate and Barrel提供各款家飾品，從牆藝作品、相框到
花瓶、燭臺等，用充滿設計感的小物佈置夢想中的家。

F. 8"x10"相框
寬34cmx深1.9cmx高29cm $880
G. 5"x5"相框
寬45cmx深1.9cmx高45cm $1,580
H. 11"x11"相框
寬62cmx深1.9cmx高62cm $2,280

 I. Emlyn 編織籃系列
厚實草辮編織而成的寬敞收納籃，可收納玩

具、毛巾、雜誌等，流露自然樸實風味。

橢圓編織籃

寬66cmx深53cmx高36cm  $3,650
編織籃直徑50cmx高50cm  $4,250

J. Clio 花瓶
花器 綠松石(S) 直徑17cmx高20cm  $1,150
花器 橄欖(M) 直徑17cmx高30cm  $1,250
花器 琥珀色(L) 直徑22cmx高43cm $1,350

A-C.  Intricate Circle 壁飾
抽象的表現風格，靈感取自印度宇宙觀「曼

陀羅」的概念，帶有精緻花邊的圓形裝飾以

手工製作，展現精緻、搶眼的圖騰。

A.  35cm壁飾直徑35cmx高6cm $1,800
B.  45cm壁飾直徑45cmx高6cm $2,400
C.  55cm壁飾直徑55cmx高6cm $2,800

D-H.  Matte 相框
經典黑木框搭配清爽白底，把目光留給珍視的

照片。簡約造型可搭配各種佈置風格。亦可

站立桌上或依喜好水平或垂直懸掛於牆面。

D. 4"x6"相框
寬24cmx深1.9cmx高19cm  $680
E. 5"x7"相框
寬27cmx深1.9cmx高22cm  $780

K. Reflection 餐桌擺飾
設計靈感來自於"禪"，可置於室內外的桌上

擺飾。造型洗鍊、擁有獨特色澤，池型槽內

可以石子、蠟燭和花瓣搭配做為裝飾。

寬91cmx深40cmx高6cm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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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It Up
站上Crate and Barrel的地毯，感受由腳底散發
出的溫馨。從鬆軟的手工編織100%羊毛到堅固
耐用的合成纖維，超過80款地毯地墊款式，歡迎
來到門市體驗家的基礎溫暖。

B. Reyes 地毯  
Barbara Costas設計，靈感取自俄羅斯地毯刺繡圖
騰，手繪風格線條與柔和色調融會在地毯上，描繪美

麗圖騰。

寬152cmx長243cm  $39,800
寬182cmx長274cm  $53,800
寬243cmx長304cm  $78,800
寬274cmx長365cm  $105,000

Graphite 地毯  
靈感取自英國威爾斯的傳統工藝，設計師Bethan 
Gray為蓬鬆羊毛地毯加入紡錘圖騰，呈現手繪質感
與優雅風格。

寬152cmx長243cm  $26,800
寬182cmx長274cm  $35,800
寬243cmx長304cm  $53,800
寬274cmx長365cm  $71,800

C. Teak 柚木門墊  
色調溫和美麗的門墊採用經環保認證柚木所製，防風

化顏色與懸浮橫木排水設計，體現堅固環保與實用的

現代精神。

柚木門墊寬5cmx長81cm $3,600

D. Zinc 置靴架  
實用、美觀的置靴架讓你的玄關保持乾淨整潔，鍍鋅

鐵製置靴架堅固耐用，內附橡膠內墊。

置靴架寬33cmx深76cmx高5cm $1,880

E. Memphis 地毯  
鬆軟的合成纖維重現羊毛的柔軟觸感，且不脫毛。

顏色：靛藍、鐵灰、石灰色、白色

寬121cmx長182cm  $11,500
寬152cmx長243cm  $18,500
寬182cmx長274cm  $24,500
寬243cmx長304cm  $40,500
寬269cmx長360cm $58,800

F. Sisal 地毯  
風格休閒的瓊麻顏色編織成精巧的髮辮狀，適合擺放

於玄關、客廳等常涉足的生活空間。

顏色：杏仁色、亞麻色、鴿灰

寬243cmx長304cm $17,800
寬274cmx長365cm  $26,800

G. Natural Knotted 門墊  
流露自然風味的地墊由三種纖維混織而成，更添豐富

層次感。堅固、較粗的椰棕纖維適合做成地墊，刷去

鞋底雜質；地墊與麻混織，創造更具變化的自然質感。

門墊寬45cmx長76cm $880

H. Chilewich 門墊  
獨家Chilewiche門墊結合紐約設計師時尚品味與時髦
配色，外觀美麗時尚，顏色堅韌，觸感柔軟舒適。

50cmx91cm門墊  寬50cmx長91cm  $2,800
60cmx182cm門墊  寬60cmx長182cm $6,800

 I. Hedgehog 門墊  
口渴的小刺蝟會幫你喝掉多餘水分，保持地板乾爽。

門墊寬60cmx長93cm $1,980

A. Baxter 地毯  

手工製作的天然斑駁效果被編到地毯上，創造富有變

化且巧具深度的獨特質感。採用紐西蘭及印度羊毛手

工編織。

顏色：灰色、靛藍、玉石色、檸檬草、金盞花

寬152cmx長243cm  $17,800
寬182cmx長274cm  $27,800
寬243cmx長304cm $35,800
寬274cmx長365cm  $48,800
寬299cmx長421cm  $5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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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door Life
陽光灑下的庭院，優雅地坐在花園中享受

難得的愜意。

A. Dune 餐椅  

Dune系列戶外家具造型時尚都會，在戶外也能享受
如同家中的精緻家具與情調。流暢不鏽鋼結構採用適

合戶外使用的鋼材，座椅為駝色Batyliner合成纖維所
作，可抵抗紫外線、褪色、霉菌、損壞與汙垢。

餐椅寬57cmx深66cmx高87cm $26,500

B. Alfresco 戶外餐車

Alfresco系列多功能餐車，推出派對氣氛。橫木設計
與人造木材質，經抗UV、氧化處理，結構堅固輕

薄，呈現質感黑色。

戶外餐車寬84cmx深63cmx高73cm $23,500

C. Dundee 戶外花盆 

手工製作的鐵製花盆架，外表流露復古銅製品風味，

纖細的支架與X型花盆底座織支撐著Dundee花盆。
戶外花盆  直徑25cmx高22cm  $1,800
戶外花盆架(S) 直徑25cmx高60cm $1,600
戶外花盆架(L) 直徑25cmx高73cm  $2,100

D. Regatta 戶外休閒椅

採用經環保認證的木材，經典造型展現簡約俐落的線

條，搭配寬橫木座椅設計，給你更加舒適的感受。

戶外休閒椅寬77cmx深77cmx高83cm $36,800

E. Rocha 戶外扶手餐椅  

Rocha系列採用巴西土垠木呈現美麗木紋與溫暖色
調，輕薄鋁製結構覆炭灰塗層，設計線條簡約，流露

休閒氣息。室內外皆可使用。

戶外扶手餐椅寬57cmx深55cmx高86cm $9,500

更多戶外傢俱

將於2016年春天陸續上市



Stow Leather Storage Ottoman 
皮質收納椅凳  

Stow皮質椅凳系列，椅墊可翻轉作茶几
使用，椅凳內含收納空間，兼具實用與時

尚的聰明設計。共有紅、黑、灰、橘、海

藍、巧克力六色可供選擇。

皮質收納椅凳

寬43cmx深43cmx高43cm $7,500

Seat, Serve 
and Stow
皮質椅凳，內部含寬敞收納空

間，椅墊可翻轉作茶几使用，實

用與時尚兼具的聰明設計。

美 式 品 味 家 居

服務專線：02. 2720. 2677
www.crateandbarrel.com.tw         © 2015 F/W Crate and Barrel

台北市忠孝東路五段68號B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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