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AJIYU
MADE IN ITALY

#脱下你的高跟鞋



全球免运费

您的VIAJIYU平底鞋通常需要6-8
周手工制作时间



只需简单五步
量身定制您的完美平底鞋

无需着急，这里是慢工出细活
的意大利

5



某一天我们将会为您制作运动鞋，靴子，乐福鞋，布洛
克皮鞋，拖鞋以及松糕鞋等更多样式
在不远的未来我们还将为您提供VIAJIYU工房体验，
打造只属于您的独一无二的鞋模

第一步：选择款式1
索伦托 (SORRENTO)

绑带凉鞋
最适合宽脚的您
坡跟高：4厘米

摩德纳 (MODENA)

十字交叉系带凉鞋
可定制单色或拼色

坡跟高：4厘米
     

凉鞋 灵感来源于《了不起的盖茨比》

的装饰艺术风格鞋型 沐浴在托斯卡纳阳光下漫

步而行的一天 坡跟高：4厘米

波西塔诺 (POSITANO)

单绑带凉鞋
脚趾处附有对称绑带

经典款，坡跟高：4厘米

萨沃纳 (SAVONA)



经典尖头平底鞋
时尚成熟，不露趾缝，可包裹住拇指外翻

分， VIAJIYU最畅销的一款

科莫 (COMO*) 米兰 (MILANO)
性感，尖头平底鞋

鞋端及鞋侧略低，露出趾缝

锡耶纳 (SIENA)
杏仁型尖头平底鞋

露出趾缝
我们最轻松随意的一款尖头鞋，

您周末早茶的最佳伴侣

特伦托 (TRENTO**)
尖头楔跟鞋

经典的微抬高感，坡跟高：4厘米
VIAJIYU的畅销款

蓬扎 (PONZA) 帕尔马 (PARMA)
最畅销平底鞋的性感升级

若影若现的性感切口搭配经典尖头平鞋
您可尽情大胆为同一双鞋选择两种颜色两种

面料

灵感来源于汉娜罗切尔的畅销书《为平底鞋
痴狂》封面的流苏平底皮鞭鞋

您有需求，我们便能满足您——打造你心意
的鞋



 坡跟圆头芭蕾舞鞋
我们的经典圆头更上一层楼 

坡跟高：4厘米

贝尔加莫 (BERGAMO)
鱼口坡跟

 遮盖拇指外翻部分
观看赛马或花园聚餐的最佳选择

坡跟高：4厘米

沙丁尼亚 (SARDINIA)

罗马 (ROMA)
 经典，圆头芭蕾舞鞋

立体的鞋头鞋跟以及鞋底 
城市之魂们的最佳选择，

可添加蝴蝶结

威尼斯 (VENEZIA)
 柔软的圆头芭蕾舞鞋，如居家鞋一般适

适合在城市中奔波的劳累的双足

都灵 (TORINO)
平头芭蕾舞鞋

孕妇及忙碌的空中飞人们再也不需要忍受双
足肿胀的痛苦。可添加脚踝一字扣带

波托菲诺 (PORTOFINO)
内藏坡跟的芭蕾舞鞋

柔软的鞋内藏2厘米坡跟能更好地支持您的腰背



塞莱尼 (SYRENE)

 奥尔比亚 (OLBIA)

弗尔泰 (FORTE)

热那亚 (GENOA)

拉维罗 (RAVELLO)

经典款尖头皮靴
设计理念基于畅销款式特伦托

适合搭配相同或截然相反色系条纹
坡跟高：4厘米

更适合温暖天气的尖头皮靴
设计理念基于畅销款式特伦托

适合经典绒面皮。坡跟高：4厘米

经典圆头皮靴。侧拉链以及松紧带的设计
适合略宽的脚踝

。您可以选择相同或相反色系的格罗斯条
纹与之搭配。坡跟高：4厘米

经典圆头皮靴
优雅的后跟拉链适合偏窄的脚踝。您可

以选择一种或多种的格罗斯条纹与之搭配  
坡跟高：4厘米

经典杏仁形尖头皮靴
灵感来源于自阿斯彭到西雅图的城

市牛仔们。可选择鞋底缝线
周末郊游的最佳选择



左右脚大小不同？买不到合脚的鞋？VIAJIYU 可以为
您制作左右脚码数不用的平低鞋：
如左38.5码，右39码 **无附加费用

第二步：您的尺码是多少？
我们鞋子尺码范围2

33-43 
同时提供半码



第三步：选择您的颜色3 斯特凡尼亚，世界知名的羊皮制皮厂创造
了二十种经典色
他们是VIAJIYU最具人气首选

纯黑

棕黄
068

焦茶色 
073

无烟煤色 
10425

浓咖啡色
078

灰
088

深绿
10410

波尔多酒红色
082

红
080

午夜蓝 
091

夏日海军蓝
10319

与此同时每年他们还发布两次四十五种限定色
这里是我们钟爱的2016春夏色

波斯玫瑰红
10488

深芙蓉红
10493

火烈鸟粉
10498

夕阳橙
 10483

哈密瓜橙
10484

兰花
10497

湖蓝
10473

柠檬黄
10478

黄绿
10513

蒂芙尼薄荷蓝
10506

钴蓝
10509



女性主导的制革厂，
盖伊艾拉所创的金属色系列也是极受欢迎的中性选择

 2017春夏最新的颜色也已问世
 我们的创始人对“阳光”爱不释手

缅甸无烟煤色
749-13

缅甸沙粉色
29334

缅甸新海军蓝
1711N

缅甸黑
900

缅甸银
921

缅甸白金
986N

缅甸玫瑰金
391SC

缅甸褐
29334

缅甸裸色
3330M

阳光
10572

深紫红
10588

郁金香粉
10580

金凤花黄 
10568

柑橘色 
10573

油灰
10601

芝麻色
10570

洋苏草绿
10603



第四步： 选择材料4 天然防水，不易刮伤，极其柔软的小
羊皮是最受欢迎的平底鞋材料

斯特凡尼亚在羊皮表面印制图案

萨凡纳：豹纹

水蛇：几何纹 绒面：经典纹 九头蛇：淡光纹

巨蜥：蜥蜴纹



金属羊皮 BY 盖伊艾拉

拉菲亚 （严格素食）

卡瓦里欧 BY ABIP 
 DOLMEN

想要感受异域风情？闪亮风？
又或者您是严格素食主义者？



这里还有更多人气选择

纳帕 BY 盖伊艾拉

异域风情 BY REQUEST

漆皮 BY SATURNIA



 第五步： 您的时尚标志是什么？5 蝴蝶结？铆钉？脚踝扣带？
为鞋的内衬选择一款秘密的颜色？
您也可以添加经典的细绳蝴蝶结
无论您想多大胆，我们都满足您的需要

罗缎蝴蝶结 
(GROSGRAIN BOW)

饰钉 (STUDS)
毋庸置疑，铆钉是我们最受欢迎的装饰。
无论是大是小，暗灰色，银色，哑光黑，

各式铆钉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谁说蝴蝶结是小女孩的专属装饰？蝴
蝶结是永恒的经典。越成熟越曼妙。



镶边 (TRIM)

细绳蝴蝶结 
(DRAWSTRING BOW)

脚踝扣环
 (ANKLE STRAP)

后跟条纹 
(BACK STRIPE)

总觉得您的平底鞋缺少了些什么？试
试镶边。可混合亦或是搭配颜色。与
罗马，威尼斯 ， 都灵，米兰，特伦托

以及贝尔加莫完美结合。

带罗缎镶边的经典芭蕾舞鞋蝴蝶结与
罗马，威尼斯款完美结合。

都灵，锡耶纳款风格搭上不同颜色的
脚踝扣环，再搭上阔腿裤，

引领时尚非你莫属。

只需在后跟加上一条简单的纹路，
便能大大增加鞋子的鲜亮感。

与都灵，罗马，
威尼斯或是科莫风格的平底鞋完美结合。



鞋头 (TOE CAP)
 VIAJIYU热爱鞋头部的一

点颜色，
互相搭配或截然不同。

施华洛世奇水晶 
(SWAROVSKI)

 与我们合作用施华洛世奇水晶
来创造您独一无二的一款鞋。

鞋跟盖 
(BACK CAP)
当您驾驶时，

保护您的平底鞋后跟。

内里/毛皮衬里
(LINING/ FODERA FUR)

住在寒冷的区域？想要一双保暖
的鞋子？

试试在鞋子内添加皮草。
当您拥有独一无二的鞋内色，

谁又还需要一双红底鞋？



全预约制，因为每一位时代开拓女性都需
要一双美妙的平底鞋。

我们只出售平底鞋。

我们生产的平底鞋都是意大利手工制作，

全为#时代开拓女性量身打造。

谁是
VIAJIYU



您 在 这 里

这里是我们唯一的精品店。
您可以在： http://viajiyu.setmore.com/  进行个人预约。

一般需要四十分钟：二十分钟试穿+二十分钟设计。

我们也欢迎您直接来店，但建议您事先预约。



 时 间 紧 迫 ？

如果您今天没有时间，
您也可以预约通过Skype

Facetime或是微信视频与我们沟通。



如果你正经历您的童话一瞬，天造一双，地设一对，
您也可以选择我们已经制作完成的成鞋。

您同样可以选择您喜爱的颜色款式和尺码，
我们会帮助你选择最适合你的鞋。

 灰姑娘 从没得到
如此多的选择



“优雅和舒适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任何一个持相反观点的人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 萨瓦托 菲拉格莫：

菲拉格莫创造了无数好莱坞明星的私人订制鞋模。
在创造美丽鞋子的同时也不牺牲舒适性。

VIAJIYU在未来也将提供这样的服务，
为我们的#时代开拓者们提供最终极的私人订制鞋体验。

追 随 菲 拉 格 莫 的
足 迹



JIYUVIA

VIA – 名词  [via] 
意大利语“路”的意思

名 字 的 故 事

日本谚语：
“不走已有的路，走没有路的地方，并留下足迹。”
启发了VIAJIYU的使命。

JIYU – 名词 
日语中“自由”的意思



我们的时尚风格是优雅而不仓促的。我们是时尚的未来。
您的平底鞋将会需要六到八周制作完成。
 
正所谓慢工出细活，这正是VIAJIYU手工鞋的真谛。

我们所用的所有材料都取自于意大利，制作也都在意大利本地完成。
与我们合作的都是意大利第二代第三代的工匠。

我们与每一位工匠保持紧密的联系，我们了解他们，
也了解他们的制作流程以及工作伦理。

我们使用每一片剩下的的材料。
无法使用的材料我们捐赠给大学生以帮助他们完成大学课题。

加 入 我 们 的
“ 慢 时 尚 ”

运 动



 
 重制，修理，
退款年中无休

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原因。
带着自信行走。

就如同恋爱一般，有时它就无法与您的完美般配。

如果您对您的鞋有任何不满意，
我们承诺为你重新定制，修改或退款，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florence@viajiyu.com



今 天 没 有找 到适合

您的那 一双？ 

 没关系，每个季度我们都发表新的款式。无论是拇指外翻还是矫正鞋，
未来某一天我们将能为您解决一切烦恼。

您还可以帮助启发我们的下一个新点子。

把您的旧平底，凉鞋，靴子或运动鞋寄来VIAJIYU。 

您的旧爱或将成为我们下一双畅销鞋的灵感源泉



捐赠旧鞋吧！

每当VIAJUYU的创始人购买一双新鞋，
她都会从鞋柜中拿出一双旧鞋捐赠出去。

加入我们的行列，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把旧鞋捐赠到：Soles4Souls.org 或是 DressforSuccesscom. 



我们
不是一家 鞋店

您是#时代开拓者，每一位女性都是。

我们的使命是创造开拓时代女性的运动并支持年轻的#时代开拓者。

如果您是女性创业者，我们欢迎您和VIAJIYU团队来探讨如何支持您
的事业。您还可以成为我们“常驻创业”项目的一份子。

我们不看年龄，无论您是年轻的创业者，实习生或者已经退休，
这里总有您的一席之地。无论您住在哪里，

我们都在 florence@viajiyu.com 期待与您交谈。
 



VIA宣言
挑战标签。
走自己的路。
只跟随自己独有的足迹。
独一无二。
您总能鼓起勇气。
您勇敢，坚强，独出心裁，
崇尚才能，欣赏工艺，充满好奇心。
您旅行，创造。
当人群向右时，您选择向左。
您制定自己的规则，然后有时再将他们打破。
对您来说，时间比金钱更重要。
您热爱您的事业。
您是新时代女性，在各处留下足迹。

您是#时代开拓者



您 的 V I A J I Y U 将

会 带 您 踏 上 怎 样

的 旅 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