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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Wear 2021 
秋冬系列

在這個巨大變化的時代，我們正向前邁出新的一步。

生活有了新的意義，我們也有了新的思維。

我們開始擁抱每一天，對未來充滿靈感和期待。

穿著自己最喜歡的服裝出門，享受與親友的美好相聚；

盡情地與朋友們談笑。對每天的快樂心存感激與珍惜。

我們比以往更深入思考，如何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以一種新的方式欣賞彼此，

在一個融合的世界裡尊重每一個人並享受做自己的自由。

感受與大自然更深層次的連結、致力為地球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回歸簡單與本質的新生活方式，

更輕鬆自如地穿梭在工作、家庭與社交之間。

UNIQLO的服裝就是為了這樣的新時代而生。

簡約、實用、功能與美感俱備的 LifeWear，

讓每個人更輕鬆舒適、更有生命力地展開新生活。

這就是 Life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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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都市與自然

緊接的新時代。

邁向都市與自然

緊接的新時代。

$499

$149

為了輕鬆享受 
都市生活

01

$79

新的工作方式就是穿著 
能夠展現自我風采的服裝

02

03

04

都市的生活與城郊的自然。

職場的正式風格與日常的休閒風格。

在兩者之間不是劃出界線明確區分，而是藉由更加

輕鬆隨意、無間隙地連接，塑造出更加寬廣及豐富

的每一天。

為你提供兼具高質感、功能卓越功能的嶄新日常服

飾系列，讓你時刻舒適自在，展現自我風采。

經典風格的設計搭配俐落的剪裁。

100% 純棉物料，穿著柔軟舒適。
居家或外出穿著皆宜，實用百搭，

散發休閒風格的日常服飾。

針織物料搭配中等長度的裙子，兼具

正式與休閒風格的混搭裝扮，展現恰

到好處的隨性休閒氛圍和正式卻不過

度裝飾的平衡感。

如果想以日常的風格輕鬆配搭，不妨

選擇溫暖的燈芯絨物料。散發秋冬風

格的色系最適合成為穿搭亮點。

香港及澳門地區沒有此商品發售，

建議商品 : 
燈芯絨寬鬆工裝恤衫 [長袖 ] $249

菱格紋理的羽絨外套，側邊採開衩設

計，更加俐落有型。無論何時何地都

可隨身攜帶的款式。

讓人想外出的 
季節色彩

讓步伐更加輕盈 

的功能服飾 

運動衛衣 [長袖]

柔滑彈性
棉質樽領T恤
[長袖] 

超輕型羽絨
休閒外套 [長袖] 

燈芯絨外套 [長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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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享受都市生活的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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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199$249 $199

$199
$199

$249$149

$149

SWEAT 衛衣 FLEECE 搖粒絨

01

WOMENMEN MEN WOMEN

講究立體連帽和寬鬆剪

裁設計的基本連帽衛衣。

改善手臂和肩部四周版

型，即使舉起手臂也不

會露出腹部。

擁有蓬鬆的物料觸感和

輕盈風格的休閒衛衣。

符合潮流的設計，外出

也可穿著的實用單品。

可與相同物料的長褲搭

配穿著。

這件大衣的特點是絨

搖粒絨獨有的溫暖和

輕盈觸感，是你外出

時的良伴。V領剪裁和

開胸外套的樣式，能

夠輕鬆外搭的設計是

其魅力所在。

運動場合也能穿著，具

備良好彈性和附拉鍊的

口袋。背部、腋下和頸

部四周採用網格狀搖粒

絨，排出衣服內的濕氣。

為了以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讓人放鬆的剪裁與親膚舒適的物料。

我們提供穿起來講究舒適的休閒風格。

講究適合身形的尺寸和剪裁線條，展現休閒風格的基本款式。 UNIQLO 持續進化的設計及穿著感受之開端。

展現高級風格的抽繩金屬

細節和霧面的孔眼呈現出

復古風格。

恰到好處的厚度，穿起來

寬鬆舒適的剪裁。豐富多

樣的秋冬色彩也齊聚一堂。

輕盈溫暖，搖粒絨的基本

款式。適合搭配任何風格

的簡約設計，魅力十足。

使用 30%的再生聚酯纖
維。毛海較長，膚觸柔滑

的搖粒絨外套。

運動長褲

運動拉鏈連帽外套
[長袖] 

搖粒絨拉鏈外套 
[長袖] 

運動開衩連帽衛衣 
[長袖] 

長絨搖粒絨拉鏈外套 
[長袖] 

休閒衛衣
[長袖] 

彈力搖粒絨外套
[長袖] 

搖粒絨V領大衣
[長袖] 

運動連帽衛衣
[長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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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WOMEN

$499

05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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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可以展現
自我風采的服飾。
全新的工作方式。
不受場所或時間的限制，在新的工作方式

越來越普遍的現在，對於工作服裝也產生

新的價值觀。因應場合，展現適度的正式

氛圍，同時也能讓人放鬆的自由風格。

恰到好處的休閒風格，

符合潮流的工作服裝。

兼具舒適穿感和成熟風格。

長度較長的衣身搭配寬鬆剪裁

，適合多種場合穿著的單品。

即使作為內搭羽絨也不顯臃腫

，展現工作風格。

雙紐扣的羊毛混紡外套，

不會過於拘謹正式，適合

多種場合穿著。

看起來正式卻擁有良好

彈性的外套。適合展現

兼具休閒風和清新感的

穿搭風格。

擁有如正裝恤衫般的外

觀，採用休閒針織物料

製成，具備令人驚豔的活

動性。

散發秋冬風格的燈芯絨物

料，也適合打造工作風格，

展現適度休閒氛圍。

簡約的設計和基本的顏色

，單穿一件或多層穿搭皆

宜，穿著輕鬆，百搭易襯。

帶有柔軟垂墜感和優美

光澤的嫘縈物料混紡聚

酯纖維。因為採用寬鬆

剪裁，搭配休閒風格的

輕便長褲也很合適。

以優雅的垂墜風為特色

的束腳褲，搭配襯衫展

現清新的工作風格。腰

部後方採用鬆緊帶設計

，可輕鬆穿著的單品。

穿著柔軟舒適，加上縱

橫雙向皆可伸展的 2WAY 
彈性，是辦公室或在家工

作的理想之選。清洗後

不易起皺，在家也可清洗

，非常方便。

特殊起毛加工，Souffle 

Yarn 物料呈現出蓬鬆﹑
輕盈而柔軟的質感。

縱橫雙向皆可伸展的 2WAY 
彈性物料。腰部彈性設計，

即使長時間坐在辦公室內工

作也舒適自在。

SMART 9分褲

休閒西裝外套
[長袖] 

舒適外套
[仿羊毛]

舒適恤衫
[長袖]

SMART 9分褲 
[燈芯絨]

Souffle Yarn
高領針織衫 [長袖]

超輕型薄
羽絨背心 

SMART 9分褲 

嫘縈休閒襯衫 
[長袖] 

垂墜束腳褲

香港及澳門地區沒有此商品發售，

建議商品 : 
單排扣大衣 [長袖 ] $599

單排扣外套 [長袖]

香港及澳門地區沒有此

商品發售，建議商品 : 
背包 $199

3WAY 背包

可作為肩背包、後背包或

電腦包，方便實用的單品

。具備跣水耐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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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MEN

MEN

WOMEN

具備卓越功能的服飾讓腳步更加輕盈。
兼具良好功能的 SPORT UTILITY WEAR，實用舒適，

是適合各種場合穿著的服飾。簡約的設計讓生活更加自由自在，豐富多彩。

360度全方位彈性物料，給
你絕佳的穿著感受。具備 
DRY 吸汗速乾功能，不僅運

動時可穿著，俐落有型的剪

裁，外出時穿著也很合適。

風雨不易穿透，具備透氣

功能，不感悶熱，適合戶

外穿著。表面是無光澤感

的啞光布料，因此也適合

都市風格的造型。

可摺疊收納於專用收納

袋內，方便隨身攜帶的連

帽外套。具備跣水耐用功

能，即使外出時突遇降雨

也無需擔心。

超輕型薄羽絨外套搭配具

有設計感的波浪型縫線，

隆重登場。表面是看似棉

質的霧面布料，與適合內

搭各種上衣的立領設計，

營造出成熟洗鍊印象。

肩部四周採用立體設計 
(3D剪裁)，進化後更加方
便活動。除了防水*、防風

、透氣功能外，採用彈性

物料，展現活力風格，讓

你活動自如的萬能外套。

採用厚度僅 0.008mm 
的超薄防風膜，輕盈柔

軟的搖粒絨連帽外套。

具備可放置水壺的口袋

和手提電腦內袋的多功

能背包，收納度良好。

具備發熱保暖功能的襯裡，

一件就夠舒適溫暖。從戶

外活動到都市裝扮，適合

多種場合的實用單品。

*並非100%完全防水。

*無法抵禦極端天氣的特殊情況。

超彈性Active
束腳褲 

超彈性Active
束腳褲 

背包 
防風長絨搖粒絨拉鏈
連帽外套 [長袖]   

HEATTECH
保暖長褲

超輕型羽絨外套
[弧形壓線] 

抗UV可攜式
連帽外套 [袋裝] 

BLOCKTECH
連帽外套
[3D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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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享受近在咫尺的自然之美與季節的交替變化。

在容易顯得沉重的秋冬裝扮中，加入從自然中構思出來的繽紛色彩。

運用季節的色彩，
從心情開始更加嚮往戶外。

散發高貴感的酒紅色連

身裙。也可打開紐扣作

為外套穿著。

特級羊仔毛獨有的蓬鬆

質感，搭配散發秋季氣

息的色彩。

基本款式的運動衛衣，從基

本顏色到重點色彩，推出豐

富多樣的商品系列。

雙面均施以起毛加工，

100%純棉物料，成為
穿搭的吸睛亮點。

採用立體編織而成，具有分量感的針織衫。

適度合身的羅紋款式。繽紛

多彩的色彩變化，讓你在挑

選時充滿樂趣。

無縫設計，具有立體感和

份量感的袖子，亮麗有型

的單品。

前排扣抽繩連身長裙 
[7分袖]

超精紡Merino
羅紋樽領針織衫 
[長袖]

3D針織棉質
寬袖針織衫 
[長袖]

運動連帽衛衣
[長袖]

法蘭絨格紋恤衫
[長袖]

粗針針織衫 [長袖]

特級羊仔毛
圓領針織衫 
[長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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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

MEN

Curated City Living

Extra Fine Merino

Cashmere

Premium Lambswool

$299

$699
KNIT

天然物料的針織品

觸摸的瞬間就能感受到天然物料

所帶來的高質感。

$199

WOMEN

不會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

和真正的優質好物一起生活。
展現自我風采的風格、豐富多彩的生活。

那樣的生活必然不是追隨華麗的裝扮，而是從選擇能夠滿足你的價值觀和對事物的堅持開始。

在簡約、極簡的同時，選擇品質良好﹑舒適自在的衣物。

讓你的生活更加豐富，精心講究的衣櫥。

無論展現休閒風格或優雅華麗的風

格都很合適的 V領針織外套。略感

寒意時，只要迅速外搭，就能為你營

造出成熟俐落的穿搭風格。

鬆軟的物料感與柔和寬鬆的

剪裁是魅力所在。領口的羅

紋和恰到好處的長度，不會

給人過於休閒的印象。

具高級感的物料，搭配便於日常使用的時

尚剪裁。優異的穿著舒適感，讓居家悠閒

時光更加美好。

每一天都能輕鬆穿著的
EASY CARE。

超精紡 Merino 在保有物料柔軟度

的狀態下，將纖維施以特殊塗層，

不易起毛球。可使用家用洗衣機

清洗，讓你毫無顧慮地穿著。

美麗的顏色與高雅光澤是「超精

紡 Merino」的魅力，讓你每天穿
著也不會厭煩的基本款式。不易

起毛球，可使用洗衣機清洗，保養

整理輕鬆簡單。

比頭髮還細，僅 19.5 微米的極細
物料製成蓬鬆柔軟的「特級羊仔

毛」。不易有刺痛感，帶來柔滑膚

觸。

素有纖維的寶石之稱，100% 高質
感的「茄士咩」物料，經由熟練的

專業職人之手進行嚴格的品質管

理。可自行在家清洗，更方便於日

常穿著。

超精紡
Merino

特級
羊仔毛

茄士咩

超精紡Merino 
V領針織外套 
[長袖]

特級羊仔毛
圓領針織衫 
[長袖]

茄士咩圓領
針織衫 [長袖]

茄士咩樽領針織衫 [長袖]
香港及澳門地區沒有此商品發售，建議商品: 
茄士咩圓領針織衫 [長袖] $699

特級羊仔毛V領針織外套 [長袖] 各$299

超精紡Merino圓領針織衫 [長袖] 各$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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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WOMEN
進化為符合當季潮流的高腰剪裁，提升時尚風格。 從經典丹寧到舒適彈性，可供您挑選的牛仔褲系列。

for MEN

Curated City Living

任何活動都毫無壓

力，舒適的彈性緊

身剪裁。

$299 $199

彈性材質，方便活

動。配以當季流行

色調的色彩牛仔褲。

$299
$299$299

重新設計為高腰剪

裁，兼具最佳的合

身感和美腿效果。

$299

以九分長度為重點

的緊身剪裁，膝下

線條更顯俐落。

腰部四周寬鬆舒適，

符合當季潮流的剪

裁，全新登場。

$299$299

跨越年代經典的直

筒牛仔褲。

Skinny Fit Skinny FitSlim Fit Regular Fit Relaxed Fit Regular FitSlim Fit

$299

時尚的合身剪裁，

搭配經典復古質感。

$299

JEANS
設計精緻且持續進化的牛仔褲

尋找最適合你的牛仔褲

能夠享受自然的褪

色感、經年變化的

牛仔褲和其伸縮性。

兼具復古質感和宛

如休閒般舒適的穿

著感受。

不拘時代或風格，

時尚有型的經典直

筒剪裁。

左起:
Slim Fit牛仔褲 $299
超彈性Skinny Fit牛仔褲 $299
赤耳Regular Fit直腳牛仔褲 $299

左起:
錐形高腰牛仔褲 $299
超彈性Skinny Fit高腰牛仔褲 $299
Skinny Fit高腰9分牛仔褲 $299

超彈性Skinny Fit
高腰牛仔褲

Skinny Fit高腰
9分牛仔褲

U Regular Fit
直腳高腰牛仔褲

Sl im Fit
高腰直腳牛仔褲

錐形高腰
牛仔褲

超彈性Skinny Fit
牛仔褲

Sl im Fit牛仔褲 EZY牛仔褲超彈性Skinny Fit
色彩牛仔褲

彈性赤耳Sl im Fit
牛仔褲

Regular Fit 直腳
牛仔褲

腰部位置較高，搭

配極致的直筒剪裁，

讓雙腿更顯筆直修

長。

香港及澳門地區沒有
此商品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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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各$20

$199

Curated City Living ESSENTIAL
設計講究的基本定番

讓人想要長久使用，極致的

標準必需品。

MEN / WOMEN

MEN

MEN / WOMEN

$249

WOMEN

$149

MEN

$249

MEN

$149

WOMEN

WOMEN

各$149

MEN

$299

MEN

$149

MEN

$199

WOMEN

從基本款顏色到季節色彩，豐富
多樣的商品陣容。講究的簡約羅
紋編織和立體襪型，同時具備除
臭機能。

輕盈、溫暖、柔軟的刷毛材質。
挺身的領口線條和質地細緻柔滑
的布料，帶給人清新俐落的印象。

緩衝性良好的立體鞋墊
以及採用防滑設計的鞋底
。講究穿著舒適性，可輕
鬆行走的防潑水棉質帆布
休閒鞋。

100%超精紡 Merino羊毛
獨有的細緻高雅質感。適
合各種場合穿著，剪裁優
美的開襟外套。

100% 採用 19.5 微米的極細 Merino羊毛。觸
感柔滑，色澤優美，帶有微微光澤感。無論單
穿或多層穿搭都很方便的基本款針織毛衣。

宛如真皮般的光澤感深具
魅力。簡約的設計適合搭
配各種穿搭風格。側邊的
背帶也可調整長度。

採用高品質且厚實的義大利製馬鞍皮，
隨著使用時間越長越合身，一針一線精
心手工縫製而成的單品。

會隨著使用時間增添韻味，以
追求經典風格為志向的單品。
與世界首屈一指的日本牛仔布
料製造商「KAIHARA (貝原 )」
共同開發的 100%純棉材質。

由柔軟有光澤感的嫘縈和容易保養的
聚酯纖維製成的複合材質。洗滌後不易
起皺也是令人開心的重點。

從標準格紋到摩登的單色調格
紋，備有豐富多樣的顏色與圖
案，可依據你的穿搭風格進行
挑選。

徹底講究高質感，光滑與柔軟
是魅力所在。100% 採用以纖
維較長，具有柔韌質感為特色
的超長棉，實現優美的色澤。由 Christophe Lemaire率領巴黎

的設計團隊所打造的 Uniqlo U。
打造出簡約精緻的時尚新經典。

擁有高雅光澤感和彈性的卡其材質，搭配
俐落的剪裁線條。即使將上衣紮進褲頭也
時尚有型，散發清新感的穿搭風格。

*清洗後，請將衣服平整後晾乾。

搖粒絨拉鏈外套 
[長袖] 

超精紡Merino
圓領針織外套 
[長袖] 

仿皮迷你
肩背包

超精紡Merino羅紋樽領
針織衫 [長袖]

赤耳Regular Fit
直腳牛仔褲

法蘭絨格紋恤衫 
[長袖]

超精紡棉質
印花恤衫 
[長袖]

嫘縈襯衫 [長袖]

U圓領T恤 
[長袖]

50色襪子

帆布休閒鞋

Slim Fit Chino長褲

$149

MEN

WOMEN

皮帶 $199

皮帶 $249

18 19



保持積極、健康活力。
重新照顧自己的身體與心靈。
從忙碌的生活中解放出來，

讓自己度過輕鬆的休閒時光。

戶外活動、運動鍛鍊或在家的休息時間。

這些都是能夠讓你調整心情，

積極面對明天的重要時光。

正式和休閒皆可靈活穿搭的風格。
防風搖粒絨外套 
[長袖]

AIRism抗UV網紋
連帽外套 [長袖] 

抗UV可攜式連帽
外套 [袋裝]
[3D 剪裁]

超彈性Dry運動
連帽衛衣

毯子

$99

採用AIRism物料，具備
DRY、清涼觸感，即使在運
動時也能維持舒適的穿著感

受。散發輕鬆感的寬鬆剪裁，

盡情享受舒服自在的時光。
$199

縱橫雙向皆可伸展的特級彈

性材質，讓您的動作充滿活

力，更加自由自在。輕盈柔軟，

不僅適合運動，也可作為日

常穿著，舒適自在。

防風

SPORTS & 
OUTDOOR

Reset &
 Recharge

充滿活力的功能服飾。

讓運動健身和戶外活動

更加貼近生活。

$299

輕盈柔軟的刷毛，亦具備防

風機能，更加溫暖舒適。具時

尚感的設計，不僅戶外活動，

也可當成外出服穿著。

$249

能為您抵擋小雨和阻隔紫外

線，可迅速外搭的輕量外套。

可放入於專用收納袋，無論

戶外活動或運動鍛鍊，適合

各種場合穿著的單品。

AIRism無縫V領T恤

$199

網眼材質的連帽外套可輕鬆外

搭，具備抗UV功能，可阻隔
超過90%的紫外線。採用
AIRism物料，維持乾爽舒適
的穿著感受。

表面是尼龍材質，另一面採

用刷毛材質的雙面毛毯。內

含填充物料，為你增添溫暖。

可輕巧收納，方便攜帶。

香港及澳門地區沒有此商品發售

跣水耐用

吸汗速乾

柔滑清涼感

吸汗速乾柔滑 清涼感

彈性 吸汗速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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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 of Print緞面
睡衣 [長袖]

搖粒絨休閒套裝 
[長袖]

燈芯絨輕鬆9分褲 

鞋墊可使用洗衣機清洗，

隨時保持清潔。

雙層結構的鞋墊，給您絕佳穿著感受的起居

拖鞋。從本季開始改變鞋型，鞋墊採用可拆式

設計，可以使用洗衣機清洗，更加方便。讓你

輕鬆保養整理，更容易保持清潔。

$249

絨毛較長的刷毛上衣，

搭配針織風的刷毛長

褲。由於上衣和長褲的

材質不同，也可以分開

個別穿搭。

$249

兼具棉質的質感和乾爽

觸感的女裝AIRism棉質
起居套裝 (長袖 )。給您
舒適的穿著感受，是輕鬆

時光的理想之選。

$249

採用柔滑舒適的嫘縈材質

製成的起居套裝。出自Cath 
Kidston帶領的「Joy of 
Print」之手，精緻的印花也
深具魅力。

Reset &
 Recharge LOUNGE

WEAR
舒適的起居服。

為心靈與身體的休息，

提供最佳的放鬆時光。

$149

採用燈芯絨材質，輕鬆舒適

的穿著感受。更顯俐落的錐

形剪裁搭配九分長度，也適

合外出時穿著的單品。

AIRism棉質睡衣 
[長袖] 

可機洗起居拖鞋 $99

香港及澳門地區沒有此商品

發售，建議商品 : 
絨面直腳長褲 $199

帶有光澤感的長褲，不僅適

合居家悠閒時光，在家附近

稍微外出時也可穿著。 

緞面垂墜長褲

香港及澳門地區沒有此商品

發售，建議商品 : 
燈芯絨輕鬆9分褲 $149

帶有光澤感的長褲，不僅適

合居家悠閒時光，在家附近

稍微外出時也可穿著。 

搖粒絨9分褲

香港及澳門地區沒有此商品

發售，建議商品 : 
厚搖粒絨休閒套裝 [長袖] 

$249

帶有光澤感的長褲，不僅適

合居家悠閒時光，在家附近

稍微外出時也可穿著。 

搖粒絨休閒套裝 
[長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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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縫羽絨連帽外套 無縫羽絨短身大衣

$899

肩部四周採用立體結構的 
「3D剪裁」，方便活動。

$999

修飾腰部線條的剪裁，展現

俐落的穿搭風格。

$899

三層結構的立體連帽部分， 
挺身有型。

因為無縫，寒風不易

滲入，溫暖舒適

無縫眼設計的無縫款式 *，
具備防風、跣水耐用的高功

能羽絨。少了羽絨的臃腫笨

重感，身形線條更顯俐落。

優美的剪裁和霧面質感，簡

約精緻。

$399

可單穿也可當成內搭的多用途

羽絨外套。

$499

只需一件，時尚有型，鑽石風菱

格紋設計，亮麗登場。

$299

具備蓬鬆份量感的休閒背心。

由科技所創造，時尚有型的溫暖冬季

Ultra Light 
Down

Seamless 
Down

MEN WOMEN WOMEN WOMEN MEN WOMEN WOMEN MEN

貼近生活，方便使用。
可供你選擇的UNIQLO羽絨。
適合各種場合穿著，符合時尚潮流，持續進化的UNIQLO羽絨。
羽絨系列包括三種類型，由包含可內搭穿著到適合野外活動的

款式一應俱全。

驚人的輕盈溫暖

採用保暖效果絕佳，膨脹系

數達 640FP的高品質羽絨。
儘可能不使用縫附內襯

(down pack)的雙層結構，
兼具令人驚豔的輕盈感和保

暖度。表面是高密度尼龍並

施以耐用防潑水加工，突遇

小雨也無需擔心。附有專用

收納袋，可隨身攜帶。

超輕型羽絨 無縫羽絨

$499

兼具輕盈和溫暖，是秋冬季節的

基本款羽絨。

*僅男裝提供 3D剪裁款式。

防風跣水耐用跣水耐用 輕量

*腋下、袖子下方、肩膀和連帽部分除外。

超輕型羽絨
休閒外套

超輕型羽絨背心超輕型薄羽絨外套 無縫羽絨連帽外套 
[3D剪裁]

超輕型羽絨外套 
[3D 剪裁]

無縫羽絨大衣
香港及澳門地區沒有此商品

發售，建議商品: 

Hybrid羽絨大衣 $799

連帽可拆式設計，取下後呈現

企領狀態。24 25



HEATTECH 超彈性
Slim Fit 牛仔褲

HEATTECH 9分
直腳褲

只需一件，確實感受溫暖。由科技所誕生的溫暖長褲。

將一般的長褲結合HEATTECH，就是最適合寒冷季節的「暖褲」。
再也不用忍耐腿部的寒冷。是冬季裡的可靠盟友。

$199

具備保暖功能的HEATTECH，
讓你確實感受溫暖的高腰緊

身褲。配有紐扣和皮帶扣，即

使單穿也時尚有型。

HEATTECH 超彈性
高腰緊身褲 

HEATTECH 超彈性 Skinny Fit
高腰牛仔褲

HEATTECH 保暖長褲

Hybrid Down

MEN WOMEN MEN WOMEN

革命性將羽絨及吸濕保溫纖維結合， 
舒適溫暖

身體部分採用保暖度良好的羽絨，手臂等經常活

動的部分則採用具備吸濕發熱功能的纖維，有效

地讓身體感受溫暖亦方便活動。設計俐落，展現

時尚風格的羽絨。

跣水耐用

$799

混紡羊毛，展現高雅質感，商務

場合也很實穿的單品。

$799

俐落的A字型剪裁和仿羊毛的
表面質感，散發高雅氣息。

$799

表面無壓紋的設計，更顯俐落

的剪裁。

$299

貼合身形的時尚剪裁，搭配HEATTECH的
保暖功能，即使單穿也能確實感受溫暖。此

外還採用彈性物料，給你絕佳的穿著感受。

香港及澳門地區沒有此商品

發售

商務場合也很實穿的 SMART長

褲也透過HEATTECH實現溫暖

感受。中央施以壓線工序，洗滌

後褶紋也不易消失，清洗保養非

常簡單。

香港及澳門地區沒有此商品

發售

在寒冷時期，能為你擴大穿

搭多樣性的HEATTECH牛仔
褲。採用特級彈性物料，給你

舒適的穿著感受。Slim-fit合
身剪裁，更顯修身。

$299

內裏採用柔軟溫暖的HEATTECH刷毛物
料。側邊的口袋以及即使戴著手套也能

輕鬆開關的輕便腰帶等，配備多項功能

性細節。

不顯臃腫笨重，展現時尚感

的防寒對策。

UNIQLO的暖褲採用具備阻隔寒風
的防風和保暖功能的HEATTECH。
看起來俐落且確實保暖，讓您在

寒冷的日子裡也能享受平日的穿搭

樂趣。

Hybrid羽絨連帽外套 Hybrid羽絨短款大衣 Hybrid羽絨大衣 超極暖Hybrid羽絨大衣

UNIQLO最溫暖的羽絨大衣。
連帽毛絨部分採用可拆式設計。

香港及澳門地區沒有此商品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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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TECH襪子 [2對裝]
$79

AIRism背心
$79

AIRism床笠 [單人]
$199

AIRism棉質圓領T恤 
[短袖]
$79

HEATTECH 將身體濕氣轉化為熱能
在平常穿著的衣物和使用的配件中加入 HEATTECH科技。
本季也推出豐富多樣的單品，為你的秋冬裝扮增添暖意。

MEN / WOMEN

KIDS

WOMEN

MEN

MEN / WOMEN

WOMEN MEN / WOMEN

HEATTECH Bra 
Sleeveless Top

WOMEN WOMEN

MEN

WOMEN

MEN

三種溫暖程度，以供選擇

內裡100%棉質物料，全新登場

輕薄溫暖，舒適自在。高功能內衣

HEATTECH。
HEATTECH保暖的祕密就在於能夠將身體
散發出的濕氣轉換成熱能的特殊纖維。材質

輕薄，單穿卻能確實感受溫暖。為你消除在

寒冷時期因為多層穿搭所造成的僵硬感和臃

腫笨拙的困擾。

嫘縈材質吸收從身體散發出的濕氣。

利用水分所發出的能量加以發熱。

內裏採用棉質素材的HEATTECH
棉質，溫和親膚。保暖程度為約一

般HEATTECH的1.5倍。

輕、薄、保暖。即使多層穿搭也不易顯得臃腫

笨拙。更具備DRY快乾機能，降低悶熱感和黏
膩感，維持舒適的穿著感受。

保暖程度為約一般HEATTECH的 2.25倍，是史上
最溫暖的HEATTECH。厚度適中，即使單穿也很合
適。也可應用在野外或極寒地區的防寒對策。

由於採用粗細度僅有頭髮十分之一的

極細纖維，不讓衣服內溫暖的空氣流

失，進而實現良好的保暖性。

因為物料本身會發熱，所以溫暖舒適。

具備優異保暖性的極細纖維。

發熱

防靜電

保濕保溫

不易變形

透氣

除臭 抗菌防臭 吸汗速乾 彈性

* 功能因商品而異。

*功能因商品而異。

另外還有豐富多樣的HEATTECH配件

HEATTECH超極暖圓領T恤 
[長袖] 各$199

最適合作為在秋冬季應對冷

熱溫度差異的AIRism。

身處在開著暖氣的室內或電車內，

難免會在意因流汗產生的黏膩感、

悶熱感和惱人異味。AIRism具備
吸汗速乾、抗菌防臭和除臭功能，

讓一整天維持乾爽舒適的穿著

感受。

HEATTECH
棉質極暖圓領T恤 
[長袖] $99

HEATTECH
棉質極暖圓領T恤 
[長袖] $149

HEATTECH圓領T恤 [長袖] $99

HEATTECH U領T恤 [長袖] $99

HEATTECH搖粒絨樽領T恤 [長袖]
$99

HEATTECH厚運動長褲
各$199

HEATTECH圍巾/手套
各$99 $149

WOMEN

U HEATTECH棉質高領T恤 
[長袖]

HEATTECH保暖頸套/針織帽
各$79

HEATTECH毛毯 [單人] 
$399

HEATTECH枕頭套
$99

香港及澳門地區沒有此商品發售

香港及澳門地區沒有此商品發售

柔滑

清涼感

透氣

吸汗速乾

HEATTECH 圖案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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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ism 塑身緊身褲

拉提腹部、臀部和腳踝，讓雙腿更顯

俐落的高功能內搭褲。採用AIRism 
材質，不易悶熱，給你柔滑的親膚感受。

香港及澳門地區沒有此商品發售

蕾絲內褲 [比堅尼]
$49

HEATTECH背心
[附胸墊]

內褲

$40

蕾絲內褲
[三角·低腰]
$49

AIRism超無縫內褲
[三角·低腰]
$49

修飾身形線條更顯優美的塑身內衣。

兼具吸水及防水，令人

安心的三層結構。

可吸收 30-40ml水分的吸水
布，在防潑水布料貼合防水

膜的防水布，具備DRY快乾
功能和抗菌防臭機能的三層

結構，讓人很安心。

能夠維持溫暖和優美胸型

線條的罩杯式內搭增加

DRY快乾功能，即使流汗
也快速乾透，舒適自在。

BRA TOP
罩杯式上衣

只需一件，讓胸部和背部更顯優美。

SHORTS
內褲

可從圖案、顏色和物料選擇的內褲系列。

一體成型罩杯結構

支撐力：輕度支撐力

修飾胸型：具安心的支撐力，打造自然的胸型。

依不同的穿著感受，三種類型供你選擇

WOMEN’S INNER

BODY SHAPER

WOMEN_21FW_27_AP_27112

B E F O R E A F T E R

美しく整える
高機能レギンス。
お腹、お尻、足首を
引き締めて、
すっきり見せる。

1. 幅広ウエストゴムの
　くびれ補整で、ウエストを
　ソフトにシェイプ。

2. お腹周りは、リブの
　編地で引き締め、
　下腹部をフラットに。

3. 下から上への編地変化で、
　ヒップアップ機能を
　高めています。

4. ふくらはぎは、段階的に
　締め付けて、すっきり
　見せる。

5. エアリズム素材で
　蒸れにくく、なめらかな
　肌触り。

エアリズムボディシェイパーレギンス（十分丈）

＊着用したシルエットには個人差があります。

舒適的合身感，同時展現優美身形。

$149

抑制罩杯外擴，維持胸部的立體感。無鋼圈

設計，給你輕鬆舒適的穿著感受，發揮集中

托高效果，打造迷人深V曲線。

$149

罩杯本身具伸縮性，依照每個人的尺寸和胸

型，溫和服貼。防止罩杯移位和浮起，塑造

自然的胸型線條。

$149

一體成型罩杯的胸罩，兼顧舒適的解放感和

安全感。除了乾爽舒適的AIRism款式之外，
還有蕾絲款式。

集中托高結構

支撐力：高度支撐力

修飾胸型：托高胸部，打造迷人深V曲線。

專利級彈性罩杯結構

支撐力：中度支撐力

修飾胸型：打造立體、自然的圓潤胸型。

中強度支撐 MEDIUM SUPPORT高強度支撐 HIGH SUPPORT 輕度支撐力 LIGHT SUPPORT

進化成更加舒適的 
穿著感受。

少了下方鬆緊帶，減輕束縛感。

內衣線條不易露出，背部線條

也平坦俐落。

沒有不舒服的束縛感， 
修飾身形線條。

藉由寬幅的腰部鬆緊帶和控制

穿著加壓感的羅紋編織，柔和

修飾腹部四周。確實收緊小腿

部分，雙腿更顯俐落。

WIRELESS 
BRA
無鋼線胸圍

讓每位女性的胸部更顯

優美。

SANITARY
SHORTS
生理褲

新世代吸水生理褲，全新登場。

無鋼線胸圍 [聚攏] 無鋼線胸圍 [3D貼合] 無鋼線胸圍 [舒適]

AIRism生理內褲
各$149

香港及澳門地區沒有此商品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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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商品發售日期或有不同。價格或作調整。部分產品只於指定店舖或國家發售，並有可能售罄。實際顏色或與本刊相片中之印刷效果有異。

$199

縱橫雙向皆可伸展的

2WAY彈性，舒適自在。
俐落剪裁，營造出清新感

的印象。

$99

伸展性良好的材質，溫和

包覆腹部，給您輕鬆舒適

的穿著感受。從懷孕初期

到後期，可長期使用的單

品。

$299

採用具備優異伸展性的特

級彈性材質。方便好動，

還具有美腿效果。

讓寶寶和媽媽都開心的巧思。

100% 棉質羅紋布料，持久耐穿。
因為具備良好的伸展性，舒適好穿。

按扣顏色會依位置而有所不同，

可防止扣錯。

可隨著懷孕月份調整合身度的

腰部設計。

在腹部四周採用柔軟的休閒材質，

包覆腹部卻無束縛感。腰部附有可

調整式鬆緊帶，可配合腹部大小調

整尺寸。

輕盈舒適的穿著感受，確實感受

溫暖。即使弄髒也能使用洗衣機

清洗。保養整理，輕鬆簡單。

絨毛較長的刷毛材質，蓬鬆

柔滑。採用 30%的再生聚酯
纖維。

$149

講究膚觸感和柔軟度的起居套裝。讓孩子毫無

束縛感，舒適自在的穿著感受。

2 3

KIDS BABY

MATERNITY

1

KIDS

KIDS KIDS

協助孩子度過自由舒適的每一天。 優先思考寶寶穿著感受的新生兒服。

懷孕期間也能享受無壓力的穿搭樂趣。

具備舒適的彈性，讓孩子自由自在、無拘無束。

觸感良好、溫暖舒適的刷毛。 輕盈蓬鬆，方便活動，溫暖的外套。

* 60-70cm的包臀衣為前開扣款式。70-90cm為套頭款。
*部分商品、顏色、及尺碼只限於指定店舖發售，詳情請參閱官方
網絡旗艦店或向店員查詢。

*尺寸範圍為70-110cm。
*部分商品、顏色、及尺碼只限於指定店舖發售，詳情請參閱官方
網絡旗艦店或向店員查詢。

*孕婦商品僅於部分店舖和網路商店販售。

新生兒 嬰幼兒

$49

親膚物料，柔軟舒適的

包臀衣。備齊豐富多樣的

顏色與圖案。

全線商品及
特別尺碼可供
選擇

查詢店內
商品庫存

APP會員特別
限定價格

多種配送方式
選擇

官方網絡旗艦店
簡單方便

一握在手

立即下載

超彈性工裝 
長褲

孕婦SMART 9分褲 孕婦緊身褲 [10分] 孕婦超彈性牛仔褲 

AIRism超彈性
休閒套裝
[長袖]

Joy of Print
連身衣 [長袖]

緊身褲

KIDS

長絨搖粒絨拉鏈外套

$99

$59

採用柔軟彈性材質的

緊身褲。後面有口袋

的設計，輕鬆分辨前

後，更換時也輕鬆簡

單。

$149

雙腿可輕鬆彎曲伸直的

彈性材質，全新登場。採

用俐落的錐形窄管剪裁。

GIRLS

超彈性休閒套裝
[長袖]
$149

*指定尺碼只限於指定店舖發售，詳情請參閱
官方網絡旗艦店或向店員查詢。

*依據不同的商品，所提供的尺碼也有所不同。

香港及澳門地區沒有此商品發售，

建議商品 : 
超輕型羽絨連帽外套 $399

輕型保暖連帽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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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了解我們的行動： https://www.uniqlo.com.hk/zh_HK/sustainability.html

UNIQLO
羽絨

回收再生
技術

*數據來自2017年至2018年間Regular Fit牛仔褲的研究。不同產品之間的節水情況略有不同。

從勞力到機械化。

減輕工廠工人們的負擔

使用砂紙，以手工方式對牛仔褲進行復古加

工，繁重的工序對工人來說是沉重的負擔。

新引進的激光打磨設備能大幅減輕手工作

業。即使利用機器設備，仍能成功呈現出與

以往相同的自然復古感覺。

最高可節省達 99%*的用水量  
(後處理加工時 )。

在過去 20多年間，UNIQLO一直致力於推行可持續發展。

作為創造負責任服裝的全球企業，我們一直致力於環境、社會及

人文的健康發展。如今，地球和人類都面臨著嚴重的問題。

以防為時已晚，我們認為現在是時候採取果斷的行動來解決這些問題了。

我們每人的一小步，聚集起來將造就未來的大改變。

令到世界變得更美好是驅使我們作出改變的原動力。

我們希望透過服裝的力量達到這目標。

我們相信，優質的服裝可以創造美好的世界。

與我們一起，攜手遂步改變未來。

UNIQLO的目標：
致力成為全球

最負責任的服裝品牌

大約 20%無法收回的捐贈衣物會被轉化為高熱量固體燃料 (RPF*)用來代替
煤炭等化石燃料，或重造成汽車隔音材料，以及降低汽車引擎的聲音和電動

汽車的高頻聲波。

*Refuse Paper and Plastic Fuel的簡稱

Changing our future through the power of clothing.

29,713,700

1,134,200

7,244,100

23,100

2,501,800

230,600

267,700

在歐洲捐贈
的衣物

在中東捐贈
的衣物

在非洲捐贈
的衣物 在大洋洲

捐贈的衣物

在亞洲捐贈
的衣物

在美國捐贈
的衣物

在南美洲
捐贈的衣物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Launching 

衣服可以為社會做出更多貢獻。

UNIQLO實施「RE.UNIQLO全商品回收計劃」，對所有商品進行 RECYCLE(回收 )和 REUSE(重用 )，

藉以支援 REDUCE(減碳減廢 )。其新的挑戰之一就是回收羽絨服。將沉睡在衣櫥裡的 UNIQLO羽絨

商品予以回收，再製成最新的商品。有效利用資源，減少對環境的負擔。你是否也願意加入這項行動，

透過「服裝的力量」創造更美好的明天？

服裝造成服裝 捐贈衣服予有需要的人

請你將衣櫃中任何不再需要的 UNIQLO羽絨
產品帶回我們的店舖進行回收。

對於 75個國家及地區，提供 4 ,111萬件服裝支援。
(累計至 2020年 8月為止 )

以UNIQLO於全球各地至今銷售過的羽絨商品
為收集目標，將羽絨及羽毛 100%回收重用，作
為原料製成全新的羽絨商品。

我們通過回收計劃，從顧客手中收集的不再需要的衣服，並捐贈給難民營等。

要確保捐贈滿足當地需求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與聯合國難民署、非牟利機構

和非政府組織合作，確定必要的數量，衣物類型和運送途徑，並確保合適的

人在合適的位置進行有效、適合需求的衣物支援計劃。

將你不需要的羽絨

類商品放入各店舖

的回收箱。

在工廠運用特殊的 
技術分離出羽絨和 
羽毛。

清除多餘的雜物碎

屑，加工成乾淨的羽

絨及羽毛。

製成全新羽絨類商品後出貨。
服裝造成燃料和材料 （只在日本進行）

將衣物回收重用，製成固形燃料 (RPF * )或

汽車隔音材料。

長絨搖粒絨拉鏈外套

[長袖 ]

再生
聚酯纖維

全部的溫暖及舒適感都是

來自於柔軟輕盈的長絨毛， 
而在布料當中，有 30%的 
原料是來自回收膠樽所製

成的聚酯纖維。收集膠樽

後，將其輾碎及清洗，製造

成再生聚酯纖維後再製作

成紗線。

以 服 裝 的 力 量 改 變 未 來 。

對地球友善，未來的牛仔褲「BLUE CYCLE」

以往為了讓牛仔褲呈現自然的褪色、磨損質感，必須耗費大量的水和人工作

業。以洛杉磯為據點的「牛仔服創新中心」，完成了「BLUE CYCLE」計畫，

大幅減少牛仔褲製作的過程中所需的水量。此外，使用激光打磨進行復古加

工，前所未有地減輕人工作業的負擔。對人們及環境都非常友好的次世代牛仔褲，往可持續發展邁進了一大步。

以往進行水洗的過程中使用天然浮石，現

改以耐用、耐磨、無粉的「ECO STONE 
(生態石 )」進行，成功解決加工時產生的
粉末問題並大幅減少清洗次數。此外，藉

由以少量的水就能進行清洗的洗衣機，實

現了在品質不變的情況下、僅使用約一個

茶杯的水量即可完成牛仔褲的工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