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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

即日起至05/11(一)

跟上時尚新腳步！ 
春夏新品搶先登場

天下的媽媽都一樣？ 
媽咪風格大解析

舊回憶×新感動

A.S.O 官方網站 A.S.O 粉絲團

阿瘦皮鞋LINE好友來囉!
加入立即拿優惠! 

好康1：即日起∼4/26，阿瘦指定襪款（原價$395）
          好友直購價只要99元！（每個帳號限購買一雙）
好康2：4/27∼5/11，LINE@好友上網填資料即可
          抽施巴「足部滋潤修護霜」正品一份
          回店還可領取體驗包一份！

好友
獨享

即日起∼5/11止
到全國阿瘦皮鞋門市專櫃

母親節

溫馨加碼送

時尚旅行箱
滿額免費送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市價$520
現在就到全國阿瘦門市專櫃掃瞄QRcode
或於LINE官方帳號搜尋「阿瘦皮鞋」
將離您最近的門市，加入為好友，隨時掌握好康訊息！

更多會員獨享
施巴優惠請看

(兩色擇一)

香檳金香檳紫

市價$2,280

貼心服務

宅配到府



陪媽媽出去走走吧
把回憶舊換新
記得小時候，媽媽總是帶我們到處去玩，去探索我們

從沒見過的精彩世界；但你有多久，沒帶媽媽出去走

走了呢？現在就出發吧，翻開舊相本，帶著你們的回

憶舊照片，和媽媽一起回到照片裡的老地方走走，為

你們的舊回憶，創造美好新感動吧！

拍下和媽媽的新舊對比合照
送你感動好禮
即日起至5月11日止，和媽咪拍下你們的新舊對比照片，

上活動網站分享，就有機會得到阿瘦購物金500元！

1985

2015

回憶舊換新 鞋子也可以！

觀看微電影
http://aso-2015mom.homakimi-digital.com/

舊鞋換新鞋

全面特價

詳細活動內容請洽門市。

10022000159

10029000400

10122000038

母親節明星主打款 輕旅氣墊鞋
美形輕量化×超舒適腳感，A.S.O輕旅氣墊鞋，讓媽咪越走越年輕！

EVA大底
行走間減輕雙腳負擔

輕量
舒適

上微笑穩定
下微笑推進

微笑
曲線

壓力均衡分散
穩定又平衡

動態
支撐

母親節 來　　　美麗舊換新



你的媽媽最像以下哪個角色？

A.穿著PRADA的惡魔總編輯—1分
B.聰明務實的甄嬛—2分
C.活力無限的千頌伊—3分

Q1

誰說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
加總測驗分數，看你的媽媽是哪種風格?

媽媽最愛做的活動？

A.手滑血拼，逛街逛網拍—1分
B.業餘理專，緊盯股票基金—2分
C.待不住家，戶外活動滿檔—3分

Q2

媽媽平時的打扮特色？

A.妖嬌氣質風，菜市場中的亮點—1分
B.精簡實用風，包包根本百寶箱—2分
C.輕便運動風，隨時可以百米衝刺—3分

Q3

1-3分
時尚潮媽
走在潮流尖端的潮媽
腳踩雙微笑曲線美型鞋
上微笑推進，下微笑穩定
無論走到哪都是目光焦點！

4-6分
聰明靚媽
務實精算的媽媽本色
動態支撐穩定舒適
聰明生活又賺到健康！

動態
支撐

推薦
鞋款 舒適系列

7-9分
陽光酷媽
熱愛自由的漾媽咪
穿上輕量好鞋享樂活
上山下海，健康隨行！

輕量
舒適

推薦
鞋款 休閒系列

1002200016410022000163

10029000400

微笑
曲線

推薦
鞋款 美型系列

10122000039

10029000344

1002200015810022000159

母親節 來　　　為媽咪挑好鞋



2015 SPRING & SUMMER

都會
漫遊

Travelling 
      In the city

10028000238 (上) 

10027000454 (下) 

隨時隨地  來個城市小旅行吧!

1002800023610128000316

10080300104

10036000005

女包 10080300104
女鞋  10027000449 (左)
          10026000247 (右)
女飾品 10036000001

女包 10080100024
女鞋 10128000315
女飾品 10036000006

女夾 10081100043
女鞋 10027000453

10013000363

10081100042

甜美繽紛
點綴我的春夏時尚!

小資女的聰明生活
上班、約會都適合的穿搭

10013000363 10013000359

窩心舒壓設計
減輕雙腳負擔，行走更省力

優雅而率性
我的時尚穿搭，散發自信與從容

走到哪，都是輕鬆自在

10027000468 10027000469

柔軟減壓設計
減少身體負擔，走路更輕鬆

領帶 10033000005 (藍)
 10033000006 (白)
男皮夾 10084120018

領帶夾 1003600008
 1003600007

女包 10081130039

女手鍊 10036000005

女鞋 10028000239

母親節 來　　　挑春夏新款



2015 SPRING & SUMMER

10129000134

舒適彈力、耐壓抗震
放心跟著俏皮與率性活力出遊

帶著我的完美穿搭
享受悠閒時光輕量讓我更敢動  時尚也能很舒適

10029000395

1311400000510129000141 13114000006

13129000010女鞋  10129000141

男鞋  10014000235

10129000133 女鞋 10027000458 (左) 
 10026000240 (右)
女夾 10081100044

女包 10080800025 (上)
 10081100041 (下)

10015000090 10126000405

10014000233 (上)
10014000229 (下)

10126000403

10022000156 10122000036

挑雙好鞋 出去走走  用旅行創造更多美麗故事

10080300102

10022000152

戶外
踏青

Go for an outing

渡假
樂活

Go on holiday

男包  10083800018男鞋  10014000234

女包  10080300102女鞋  10126000401

女鞋  10026000243
女包  10081130036

10022000148

母親節 來　　　挑春夏新款



新發售
NEW

讓媽咪更美麗
HAPPY MOTHER’S DAY

10011000014 1001100005310011000052
微汽泡清潔慕斯
10090000026

深層滋潤乳霜
10090000021

蜂蠟亮潤乳霜
10090000024

皮革基礎保養三件組

熱銷NO.1

中腰蕾絲三角褲 10092000025 中腰無痕三角褲 10092000026

阿瘦皮鞋網路旗艦館  讓媽媽穿好鞋開心出遊∼
A.S.O/effie 旗艦館

奇摩購物中心
A.S.O SHOP 旗艦館

奇摩超級商城

蜂潤採集  萃取自然

以自然的方式
守護回憶及生活的美好

beeauty will keep the story over thecourse of time

蜂 潤
系 列

頂級手工皮底鞋系列

連續四年榮獲台灣精品獎的肯定

純手工12道關鍵製鞋工序 造就經典完美

母親節 來　　　鞋保養再進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