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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The Standard

亞洲高端戶外品牌Active Intelligence一直以來以追求精湛工藝作為品牌宗旨，並獲得2016 iF d&i award

國際創新獎的肯定。為了提供使用者更完美的戶外體驗，Active Intelligence團隊持續專注在提升產品

品質，並不斷豐富設計細節。為了打造無可比擬的工藝精品，不斷的超越標準是Active Intelligence的

核心價值。





Backpack

Vito
World explorer
揹上後背包旅行，走過不同國家、城市及鄉間，無論是生活，或是

出國旅行至某個未知的探險地。此款後背包不只是裝載你生活的行

囊，更能伴你探索世界。

‧耐磨防水布料（600D）

‧捲口大開口設計

‧真皮LOGO烙印魔鬼氈固定帶

‧前側大口袋防潑水真皮拉片拉鍊和防水擋片設計

‧獨家側開全防水拉鍊

‧前側多孔置物設計，搭配質感霧面D型扣

‧獨家圓弧包邊設計

‧透氣舒適背袱

‧德國磁力瞬吸胸扣（可依體型調整）

‧揹帶波浪織帶置物設計／票卡夾層

‧瞬拆筆電袋，附提把可獨立使用（可容納15吋）

特色

AI18LBP5544
尺寸 46x31x10 CM

容量 18 L

重量 1000 G

顏色 海洋藍



Backpack

Vito
World explorer
揹上後背包旅行，走過不同國家、城市及鄉間，無論是生活，或是

出國旅行至某個未知的探險地。此款後背包不只是裝載你生活的行

囊，更能伴你探索世界。

‧耐磨防水布料（500D）

‧捲口大開口設計

‧真皮LOGO烙印魔鬼氈固定帶

‧前側大口袋防潑水真皮拉片拉鍊和防水擋片設計

‧獨家側開全防水拉鍊

‧前側多孔置物設計，搭配質感霧面D型扣

‧獨家圓弧包邊設計

‧透氣舒適背袱

‧德國磁力瞬吸胸扣（可依體型調整）

‧揹帶波浪織帶置物設計／票卡夾層

‧瞬拆筆電袋，附提把可獨立使用（可容納15吋）

特色

AI18LBP0544
尺寸 46x31x10 CM

容量 18 L

重量 1000 G

顏色 星空黑



Tote bag

Neil
Life Creator

此款托特包三用功能，讓你可以揹著它參與各種豐富多樣的生活體

驗。依照你出席各種場合的穿搭，調整成手提、肩揹或後揹，創造

出屬於自己的個人風格，你就是一位生活創造者。

‧耐磨防水布料（600D）

‧拉鍊開口設計

‧真皮LOGO烙印魔鬼氈固定帶

‧前側防潑水真皮拉片拉鍊大口袋和防水擋片設計

‧獨家側開全防水拉鍊

‧前側多孔置物設計

‧獨家圓弧包邊設計

‧手提、肩揹、後揹 三用設計

‧揹帶票卡夾層（位於雙肩之左揹帶）

‧瞬拆筆電袋，附提把可獨立使用（可容納15吋）

‧搭配質感霧面D型扣

特色

AI18LTT5544
尺寸 40x31x10 CM

容量 15 L

重量 840 G／雙肩揹帶180G

顏色 海洋藍



Tote bag

Neil
Life Creator

此款托特包三用功能，讓你可以揹著它參與各種豐富多樣的生活體

驗。依照你出席各種場合的穿搭，調整成手提、肩揹或後揹，創造

出屬於自己的個人風格，你就是一位生活創造者。

‧耐磨防水布料（500D）

‧拉鍊開口設計

‧真皮LOGO烙印魔鬼氈固定帶

‧前側防潑水真皮拉片拉鍊大口袋和防水擋片設計

‧獨家側開全防水拉鍊

‧前側多孔置物設計

‧獨家圓弧包邊設計

‧手提、肩揹、後揹 三用設計

‧揹帶票卡夾層（位於雙肩之左揹帶）

‧瞬拆筆電袋，附提把可獨立使用（可容納15吋）

‧搭配質感霧面D型扣

特色

AI18LTT0544
尺寸 40x31x10 CM

容量 15 L

重量 840 G／雙肩揹帶180G

顏色 星空黑





Max
Urban runner

Messenger bag

無論是開車、機車或單車通勤族，揹上郵差包，遊走於城市中，騎

乘於街道上，隨時能拿出筆電，不用擔心它遭受碰撞受損，整座城

市都能成為你的辦公室。

‧耐磨防水布料（600D）

‧真皮LOGO烙印魔鬼氈固定帶

‧前側防潑水真皮拉片拉鍊大口袋和防水擋片設計

‧內建筆電後墊隔層，可放入13/15吋筆電

‧可調整舒適網布軟墊肩揹帶

‧揹帶波浪織帶可掛物設計

‧另有可拆式腰部織帶可穩定背負系統

特色

AI18LMB5544
尺寸 40x32x13 CM

容量 10 L

重量 800 G

顏色 海洋藍



Max
Urban runner

Messenger bag

無論是開車、機車或單車通勤族，揹上郵差包，遊走於城市中，騎

乘於街道上，隨時能拿出筆電，不用擔心它遭受碰撞受損，整座城

市都能成為你的辦公室。

‧耐磨防水布料（500D）

‧真皮LOGO烙印魔鬼氈固定帶

‧前側防潑水真皮拉片拉鍊大口袋和防水擋片設計

‧內建筆電後墊隔層，可放入13/15吋筆電

‧可調整舒適網布軟墊肩揹帶

‧揹帶波浪織帶可掛物設計

‧另有可拆式腰部織帶可穩定背負系統

特色

AI18LMB0544
尺寸 40x32x13 CM

容量 10 L

重量 800 G

顏色 星空黑



Max
Urban runner

Messenger bag

無論是開車、機車或單車通勤族，揹上郵差包，遊走於城市中，騎

乘於街道上，隨時能拿出筆電，不用擔心它遭受碰撞受損，整座城

市都能成為你的辦公室。

‧耐磨防水布料（600D）

‧真皮LOGO烙印魔鬼氈固定帶

‧前側防潑水真皮拉片拉鍊大口袋和防水擋片設計

‧內建筆電後墊隔層，可放入13\15吋筆電

‧可調整舒適網布軟墊肩揹帶

‧揹帶波浪織帶可掛物設計

‧另有可拆式腰部織帶可穩定背負系統

特色

AI18LMB5533
尺寸 35x27x9 CM

容量 5 L

重量 600 G

顏色 海洋藍



Max
Urban runner

Messenger bag

無論是開車、機車或單車通勤族，揹上郵差包，遊走於城市中，騎

乘於街道上，隨時能拿出筆電，不用擔心它遭受碰撞受損，整座城

市都能成為你的辦公室。

‧耐磨防水布料（500D）

‧真皮LOGO烙印魔鬼氈固定帶

‧前側防潑水真皮拉片拉鍊大口袋和防水擋片設計

‧內建筆電後墊隔層，可放入13\15吋筆電

‧可調整舒適網布軟墊肩揹帶

‧揹帶波浪織帶可掛物設計

‧另有可拆式腰部織帶可穩定背負系統

特色

AI18LMB0533
尺寸 35x27x9 CM

容量 5 L

重量 600 G

顏色 星空黑



Kyle
City Surfer 

Sling bag

sling=讓你簡單（意：simple）+「拎」（音：ling）起你的斜背包，

依照你的習慣，無論揹左肩或右肩，包包都能順著肩膀的重心，讓

你自在穿梭城市，如同衝浪般帥氣前進的城市衝浪行者。

‧耐磨防水布料（600D）

‧拉鍊開口設計

‧真皮LOGO烙印魔鬼氈固定帶

‧前後側皆有防潑水真皮拉片拉鍊口帶設計

‧可調整長度之舒適揹帶

‧搭配質感霧面D型扣

特色

AI18LSL5544
尺寸 40x21x12 CM

容量 8 L

重量 420 G

顏色 海洋藍



Kyle
City Surfer 

Sling bag

sling=讓你簡單（意：simple）+「拎」（音：ling）起你的斜背包，

依照你的習慣，無論揹左肩或右肩，包包都能順著肩膀的重心，讓

你自在穿梭城市，如同衝浪般帥氣前進的城市衝浪行者。

‧耐磨防水布料（500D）

‧拉鍊開口設計

‧真皮LOGO烙印魔鬼氈固定帶

‧前後側皆有防潑水真皮拉片拉鍊口帶設計

‧可調整長度之舒適揹帶

‧搭配質感霧面D型扣

特色

AI18LSL0544
尺寸 40x21x12 CM

容量 8 L

重量 420 G

顏色 星空黑



Cody
Dreamer Catcher

Camera bag

當你正用快門一張張紀錄每個築夢的路徑，揹著擁有全方位防護的

防水相機包，讓你不受干擾，專心做一件事就夠了。

‧耐磨防水布料（藍600D）

‧防潑水真皮拉片拉鍊大開口設計

‧內層天鵝絨厚實軟墊防護

‧多功能相機配件收納空間(前側及頂部網袋/夾層)

‧內部天鵝絨軟墊隔層可自由分隔（四片）

‧可調整舒適透氣軟墊揹帶

特色

AI18LCB5544
尺寸 40x21x12 CM

重量  865 G

顏色 海洋藍



Cody
Dreamer Catcher

Camera bag

當你正用快門一張張紀錄每個築夢的路徑，揹著擁有全方位防護的

防水相機包，讓你不受干擾，專心做一件事就夠了。

‧耐磨防水布料（黑500D）

‧防潑水真皮拉片拉鍊大開口設計

‧內層天鵝絨厚實軟墊防護

‧多功能相機配件收納空間(前側及頂部網袋/夾層)

‧內部天鵝絨軟墊隔層可自由分隔（四片）

‧可調整舒適透氣軟墊揹帶

特色

AI18LCB0544
尺寸 40x21x12 CM

重量  865 G

顏色 星空黑



Beck
Life Supporter
Beck是一款隨行包，以高週波防水工藝打造，無論任何狀態，輕鬆

防護隨身貴重物品。輕巧、簡約的設計，無論任何場合，都能輕鬆

使用，隨身攜帶。

‧耐磨防水布料

‧防潑水拉鍊開口設計

‧隔層多元，可輕鬆收納卡片、鈔票零錢及隨身小物

‧三種使用方式，附可拆式肩揹帶、收提帶，可肩揹、手提或單純

   作為旅行證件包使用

特色

AI19LWA8900
尺寸 21x12x2 CM

重量 155 G

Carry-on wallet



Spacer Layer

Additional

選配隔層袋

簡單分類隨身物品，讓你閉著眼睛都能找到包中物。

‧魔鬼氈可調整隔層

‧適用於後背包和托特包

特色

AI19LCB0500
尺寸 31x29x11 CM

重量 200 G



Additional

Separate double shoulder straps

雙肩揹帶

可搭配托特包，增加雙肩後揹功能

‧透氣舒適材質

‧適用於托特包

特色

AI19LBE0500
尺寸 85x7 CM

重量 180 G



Active Intelligence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159號3樓之3

電話 02-2727-6327  傳真02-2727-8662



ai-outdo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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