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別戊戌喜迎己亥金豬年，對華人來說，過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自明朝開始確立
從除夕到初十五各自的民俗儀式後，我們開始有了「過年要做的事」，並代代傳承著。
在經過流傳千年後的今日，華人已遍及世界，融合各地文化讓「過年」這件事有了不同

吉祥年菜插畫展

讓我們圍在一起，吃年菜話家常

必吃年菜領銜擔當，年菜指南兼解密！
嚴選十二道鄉民必吃又富有吉祥寓意的年菜料理，並透

時間

2.01 Fri. – 3.05 Tue.

過《鄉民曆》圖文創作團隊的獨特畫風與詼諧吐槽，精闢

地點 ––––––

以往的嶄新面貌；但全家人圍爐享用美味年菜這件事，卻是任憑時光流轉、世代交替都

剖析每道年菜背後的故事；互動式的展覽形式，可以留言

◎ 信義店 B2 美食街高腳椅區、北側梯廳

未曾改變的，一起上桌吃飯是團圓的象徵，更是華人過新年必要且最慎重的儀式。

分享你的年菜趣事或最喜歡哪道年菜，就有機會免費將該

◎ 敦南店 1F 服務台旁、GF 藝賞牆

道年菜帶回家。
活動詳情

我們藉由吃下一道道賦予吉祥意義的年菜，祈求來年能夠平安順心也

◎ 松菸店 B2 東側牆面
◎ 站前店 K2 平台
◎ 中友店 環型書區柱面空間

互相祝福彼此，如吃一口紅燒獅子頭，祈求來年鴻運當頭﹔吃餃子除
而大家最熟悉的年年有魚，其實是東晉就有的習俗，民俗中除了「有
餘」，更講究魚頭需面對長輩與客人。
在金豬年前夕，誠品生活攜手《鄉民曆》創作團隊，推出一連串十足
飽意且趣味滿點的開春限定活動，用創意詼諧的角度，以圖文重新創
作一道道有著吉祥寓意的年菜，藉此也祝福每個人在新的一年都能如
金豬一般吃飽飽、睡飽飽，心靈豐盛、能量飽滿。

部份圖片授權 :《鄉民曆：國民必備偏方指南【生活篇】+【醫療篇】》
老祖宗也噗哧的實用偏方大全 解答近百種居家疑難雜症 圖文並茂的日常實用寶典。
作者│莊淳安、陳盈、蔡采媛、林子立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書 2017 年一舉入圍兩項金點新秀，2018 年更榮獲海峽兩岸十大最美圖書，書中
蒐羅諸多如「甜菜根戀曲」、「搖搖甜橘子」、「香蕉不老傳奇」等看似怪誕無邏
輯的民間偏方並諮詢專業且考證而獲得矚目，搭配參考 20 世紀上海風行的廣告畫
報、一筆一畫散發濃濃復古風情插畫、詼諧的文字註解，點到為止、後勁十足的笑
點，讓本書一出版便獲得熱烈討論，成為該年話題之作之一。
本書詳情

辦桌
相揪作伙呷

了代表「更歲交子」、更有「新年發大財，元寶滾進來」的象徵意義，

有得吃又有得拿，趣味美味一場搞定！
以《鄉民曆》圖文創作團隊嚴選之十二道鄉民必吃年菜

時間

2.16 Sat. 14:00 – 17:00

結合館內美食專櫃，最接地氣台式的辦桌氛圍加上精采可

地點 –––––––

期的舞台表演，除了品嚐美食、更能在老師的帶領下親自

◎ 信義店 星巴克前廣場

動手製作年節美食與元宵湯圓的趣味辦桌。

報名方式 活動採線上報名，名額有限，每位酌
收報名費，報名詳情請見迷誠品活動頁面。

報名詳情

穿搭
百飽盒

moshi｜台中大遠百店 南棟9F

Wristlet Clutch 手腕包

視覺新主張──

推薦價

1,290元

搭配出自己最喜歡的樣子

_a .

SOBDEALL｜中友店11F

蝴蝶結長夾

JULIUS｜中友店10F

3,220元｜原價4,600元

特價

_b .

星際漫遊_a .

1,280元｜原價1,490元

特價

經典美學_b .

1,999元｜原價2,380元

特價

揹上立即成為穿搭亮點──

Gram & Co.｜台中大遠百店 南棟9F

2/1-2/14 真皮燻邊紅側背包
特價2,950元｜原價4,920元

搶眼的紅色稱職的成為一身穿搭的亮點配件，將充分為你展
現女性獨特魅力。而簡單俐落的包身搭配簡約大方的釦環點
綴其中，獨特的燻邊設計更是為單品增添一絲復古色彩。

dienes silver｜園道店3F

月光珍珠戒

3,580元｜原價3,980元

特價

Gram & Co.｜台中大遠百店 南棟9F

耳環系列

8

6

單件 折｜兩件 折

質感轉鎖設計襯托簡約外型──
SOBDEALL｜中友店11F

時尚轉鎖後揹包

9,440元｜原價11,800元

粉色單品好感加分──

特價

SISJEANS｜中友店10F

皮革獨特的大地色，高調的散發出質感與時尚。其可拆式雙
調整背帶，具備手提、後背、單肩背、斜背等多種使用方
法。外觀小巧、容量足夠，集結現代生活之功能性。

玫瑰石英粉高領拼色長TEE

1,690元｜原價1,990元

特價

高雅氣質的交織設計──
dienes silver｜園道店3F

2/1-2/14 圓舞曲手鍊

2,380元 ｜原價2,680元

特價

療癒
百飽盒

單純配方拯救肌膚危機時刻 ──
expo｜中友店11F

23.5 °N 鳳梨角質淨化凍膜／東方美人茶平衡凍膜

85折

特價

嗅覺新體驗──
呵護身心靈的獨處時光

每天10分鐘的天然香氣 ──
expo｜中友店11F

hibi 薰香火柴│和風系列3盒裝

1,140元

推薦價

WANDER｜台中大遠百店 南棟9F

2/5-2/10 Maine Beach大禮盒組（大護手乳+身體乳霜）
特價1,304元｜原價1,630元

線香來自淡路島的老店-大発株式会社，火柴則是神
戶燐寸株式会社，兩者都是來自兵庫縣的傳統老牌。
hibi薰香火柴不只是一盒線香火柴，更是兩種日本傳
統工藝的結合。

針對肌膚彈性及細紋調理的高階精油 ──
嘉丹妮爾｜園道店3F

黃金海藻緊緻煥光油

1,088元｜原價1,280元

特價

以黃金海藻萃取為主軸，利用其優異的抗氧化特性，幫助肌
膚延緩老化，增加彈性，舒緩不適。擁有良好的親膚性，使
用後可感受到肌膚保濕度、滋潤度及光澤均提升，卻沒有過
於黏膩的感覺。

氣味新體驗 ──

SERENE HOUSE｜台中大遠百店 南棟9F

春暖膠囊機＋掌華膠囊

加贈香氛膠囊蠟禮盒組（任選3入）

1,580元｜原價2,330元

特價

香水等級複方調製 ，每款香氛膠囊都蘊含多種香味調性，香味
持久可達150-240小時，讓空間香氛更有層次感。而溫潤的陶
瓷材質可兼具居家擺設，帶給生活繽紛想像。

Fevrier｜中友店10F｜台中大遠百店 南棟9F

亞麻油黑肥皂（1000ml）＋精油系列

9

特價 折

YANKEE CANDLE｜台中大遠百店 南棟9F

2/1-2/14 迷你燭＋燭杯
特價858元｜原價998元

以橄欖油、亞麻油為主原料，製程中無添加任何香
精、色素及有害環境之物質，為法國南部普羅旺斯
地區農家傳統清潔品，適合用於各式汙漬、油汙清
潔，屬多功能型家庭清潔用品。

手作
百飽盒
觸覺新嘗試──
木匠工學─

由手開始 傳遞你溫暖的心

金工美學─

園道店3F

中友店10F

旺來錢座

木匠兄妹

1,500

元 ｜原價1,680元

特價

來自台灣台中后里的一對兄妹，為傳承父親29年來的木製工藝，將其注入設計與趣味、好玩的元素，
發展一系列創意的木製商品。同時開發許多體驗課程，期望透過實際木工課程，教導各年齡層的大小
朋友們珍惜身旁的物品、了解木頭溫潤質地的美好，並讓木頭之美豐富人們的生活。

9折優惠

中友店11F｜園道店3F

創意美術

新春單幅油畫3F尺寸

1,588

特價

元

再贈指定畫框乙個

金工美學─

園道店3F｜台中大遠百店 南棟9F

草山金工

經典座標戒指

2/1-2/14 第二件7折

（商品／課程可互相搭配）

專業工藝技術保留下世間萬物極美的一刻。在2-3小時的一日銀匠課程中，陪伴學員享受一個人的悠
遊、兩個人的約定、一群人的樂趣，在工藝的世界裡發現真實的自己，並將製成的珍貴作品送給珍視
的對方，每件手作銀飾都是帶著走的回憶，每件小事都值得在指間銘記。

單幅油畫／壓克力畫，兩人同行第二幅

即日起-2/14 一日銀匠「經典銀戒」課程，

6折優惠

（園道店限定）

買三堂加送1堂

（恕不併用其他優惠）

2,180元 ｜原價2,680元

特價

每樣金工商品的靈感來自於一個散發著閒適氣息的工作室。在展示主題首飾同時也提供銀飾手作體驗
課程。透過手工製作，打造出獨一無二的作品，傳遞獨特溫潤的手感。

客製化寵物吊牌
優惠價

致力於休閒美術推廣，期待每個人盡情發揮個人巧思與無限想像力，創作個人獨特手作生活美學。提
供現場油畫教學與DIY教學，藉由簡易的技巧與特製畫具，在需任何美術基礎下，就能輕鬆畫出一幅幅
的美麗油畫，讓美術融入生活中。

享

冬日小葉純銀項鍊

590元｜原價680元

檜木筷子體驗｜誠品會員享

繪畫體驗─

晒閒餘

皮革工藝─
中友店10F

Be two leather workshop

限量色湛藍小口金

2,680元 ｜原價2,880元

特價

（限量3個）

以天然皮革進行創作，藉由一支筆、一張紙、一雙手，縫製一個溫暖的作品。Be Two是指介於你和他
（她）之間的故事，希望透過手作來傳達屬於你們之間的故事，或開始你們的故事。

客製化車用晶片鑰匙皮套

980元 ｜原價1,080元

獨家價

（現場量測並製作，限量30個）

好年好物
提案

折扣訊息

SPECIAL
DISCOUNT

中友店

台中大遠百店 南棟

10F

年節送禮新推薦 ──

煥然一新 ──

expo｜中友店11F

嘉丹妮爾｜園道店3F

浪漫玫瑰組／有機玫瑰純露亮白面膜
限量100組

雷諾瓦｜園道店3F

任選兩件

54片指定款拼圖
拼圖正品滿3,000元 即贈108片指定款拼圖（2擇1）

延伸茶籽堂一貫的版畫意象，由臺灣新銳版畫藝術家沐冉打造
的金馬版畫禮盒，具有象徵深耕臺灣土地生生不息的精神，於
年節送禮非常合宜。

88折（330ml）

1/18-2/11

拼圖正品滿1,500元 即贈

由 60% 高濃度有機保加利亞玫瑰純露為主軸，具有提亮膚
色、全面提升保水度、增加肌膚緊緻度，同時舒緩泛紅不適
等功能。

（以上活動不累計累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中友店

元｜原價998元

任選2件88折

9F
台中大遠百店 南棟

800

特價

茶籽堂│金馬禮盒組（洗髮／沐浴露自由配 330ml）

橄欖木系列、普羅旺斯手工陶器系列

11F
單件9折

第二件8折

9F

復古格紋經典單品 ──

925純銀系列

NEWISM｜中友店11F

中友店

經典格紋復古雙隔層拉鍊包

2,600元｜原價3,600元

特價

（限量10個）

10F

玫瑰石系列
全面85折

NR192｜中友店11F

ㄇ型拉鍊長夾＋魔術零錢包

deya率真袋蓋束口背包
特價3,380元｜原價3,680元

大禾｜園道店3F

6,080

特價

元｜原價7,530元

一碗一筷

中友店

Feather Leather羽革｜中友店11F

11F

688元｜原價860元

特價

2/2-2/10 全面9折
滿3,000元現抵300元
（可累贈 ，恕不適用於其他優惠折扣）

SADOMAIN 仙德曼｜台中大遠百店 南棟9F

316咖啡直飲杯（360ml）
特價590元｜原價800元

採用316不鏽鋼材質，耐酸鹼抗腐蝕耐高溫堅固耐用，同
時具保冷保溫雙用途。方便攜帶的體積與時尚的造型，
不論在家中、上班、旅行，皆能隨時隨地享受飲用。

Pintoo｜台中大遠百店 南棟9F

即日起-1/31 凡單筆購買 2幅 368片迷你拼圖
即可以優惠價

280元 加購木製收納框 乙份｜原價680元

（尺寸：XS 368片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台中大遠百店 南棟

一款可以完全取代紙杯的直飲杯 ──

9F

story crafts co珠串飾品
任選兩件享9折優惠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SPECIAL
OFFER

1.16 Wed. - 2.04 Mon.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福氣滿滿
會員來店禮

即贈「福氣滿滿 豬年紅包袋」乙組

中友店 園道店 中遠百店

全館累計消費滿500元或扣誠品點20點

● 活動期間每人每卡滿額兌換限乙份；扣點兌換限兩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 扣點兌換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會員點數依當日持有之點數為準。

兌換地點│中友店 誠品書店11F服務台
園道店 誠品書店3F服務台
台中大遠百店 誠品書店9F服務台

1.16 Wed. - 3.05 Tue.

元氣飽滿
誠品人獨享抽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店累計消費滿1,000元，即可獲得抽獎機會乙次
滿2,000元兩次，依此類推…，有機會抽中：

「 關島六天五夜雙人自由行」(價值60,000元，1組)
「 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 城堡精緻客房」(價值35,200元，10組)
「 Vitamix S30 全食物調理機 輕饗型」(價值21,000元，12台)

本活動無需至顧客服務
中心登記或兌換

1.16 Wed. - 2.04 Mon.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呷飽寶
專區滿額禮

即贈「

關島6天5夜機加酒

●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兌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內容物：雙入碗；尺寸：口徑11*高6cm；材質：瓷土、無鉛釉

●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當日單筆消費滿1,000元可參加乙次，滿2,000元兩次，依此類推…，若不符合活動資格，或該筆消費辦理
退換貨則中獎無效；會員消費記錄以誠品會員卡系統紀錄為準，得獎者於公告當日需仍為有效卡方具領獎資格。●得獎名單將於2019.03.15
Fri.公布於迷誠品－最新消息，並由專人電話通知中獎與領獎，領獎時須持與中獎人相同姓名之身份證明文件至指定店別顧客服務中心進行
領獎作業，領獎資格將自中獎名單公佈起保留一個月，未於期限內於誠品指定店別報到，視同放棄兌獎資格。●根據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機
會中獎獎品市值超過1,001元(含)以上者，本國中獎人需填妥個人所得收據憑證，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始得以領獎，機會中獎獎項市值超過
20,000元(含)以上者，本國中獎人需填妥個人所得收據憑證，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並繳交10%之獎品稅金，方可領獎；外籍人士(含大陸
人士)不論機會中獎獎品市值，皆需填妥個人所得收據憑證，附上護照正反面影本，並繳交20%之獎品稅金，方可領獎。註：外籍人士(含大陸
人士)若在台居留達183天以上須檢附在台居留證，則視為本國中獎人。●關島雙人自由行及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城堡精緻客房住宿詳細使用
規則，使用日期及其他負擔費用等，皆以兌換憑證及迷誠品說明為主。●領獎期間:領獎期間：2019.03.15 Fri.-04.15 Mon.

中友店 園道店 中遠百店

當日全館累計消費滿6,000元

Mao' s 樂陶陶 飽寶吉字碗」乙組

2.11 Mon. - 3.05 Tue.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幸福米滿
好春滿額禮

即贈「米罐子香

中友店 中遠百店

當日累計消費滿3,200元

Q短梗米」乙瓶。

●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兌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1.16 Wed. - 2.28 Thu.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快印精彩的一年

即贈「

中友店

當日累計消費滿888元

Instagram沖印券」序號乙組

（乙組序號價值50元，可印2張照片）

●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兌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沖印券僅限中友店。

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

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 城堡精緻客房

Vitamix S30

全食物調理機 輕饗型

●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誠品酒窖及特賣活動●發票金額累計限活動店別當日消費發票，恕不跨日累計，每人每筆發票限兌換乙次，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 誠品人
專屬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 升等誠品人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且消費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APP累計消費方可列入活動計算。●兌換會員相關贈禮請出示台灣申辦之會員卡/累計卡實體
卡、有照身份證件，或誠品人APP及當日消費發票，活動不可跨會員累計。●所有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圖片僅供參考，兌出後除瑕疵品恕不接受退換，活動贈禮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
禮之權利。●如需辦理退貨，所兌換之活動贈禮需一併退還；退貨時如未攜帶活動贈禮辦理退貨程序，須無條件同意依誠品所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金。●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
保留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限時換
好年 好物

200 點

站前店｜MI PIACI

竹製好運聖筊
價值200元

中友店11F｜園道店3F｜台中大遠百9F

300 點

1.16 Wed. –
3.05 Tue.

500 點

站前店｜MI PIACI

方塊迷你經典吊飾零錢包

價值599元（共2色 款式依現場狀況兌換）

1000 點
400 點
100元
OR

＋

站前店｜MI PIACI

站前店｜MI PIACI

價值399元

價值1,000元（共4款 款式依現場狀況兌換 ）

積雪草修護 面膜（6入裝）

宇宙人經典系列小毛毯

注意事項｜扣點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點數兌換以會員當日持有點數為準，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商品兌換後，除瑕疵外，恕不接受退換貨服務。

閱讀，是趟醞釀奇思妙想的旅程；

翻著覓著，鑽進文字裡，

一段旅途隨時綻開。

交集在不同時空中，

我們相遇在︽小王子︾

與玫瑰的初戀；

在真實的生命裡，

就這麼半推半就地，

讀懂了相愛的幸福。

現在的你，正在讀哪些書呢?

每個年代的你，

都由不同的書頁沖積而成；

活動詳情

踏上月讀一冊旅程，

月讀一冊
從心旅程

讓文字吶喊出你的心，讀懂世界。

2019 誠品人

立即下載
誠品人APP

即日起─ 2019.12.31

每月一書77折優惠
每
月

連
續

每月限禮―月讀藏書票
每月使用77折電子券購書，即可蒐集藝術家當月限量
『月讀藏書票』合作插畫家─鄧彧 Teng Yu

APP好物抽獎

每季同樂―

連續1-3月皆使用77折電子券購書，即可抽
1-3 【德國LEICA- D-Lux 7相機】
（市價$43,000）
月

連
續

年度回饋―客製專屬會員卡
連續1-12月使用77折電子券購書，

1-12 即可獲專屬『2019年限定專屬會員卡』
個
月

1月

2月

3月

注意事項─ ●77折電子券將於每月1日自動匯入誠品人會員帳戶內，限當月有效誠品人於當月使用，逾期失效。 ●77折優惠僅限使用於單本書，且不得與其他優惠並用。 ●結帳時需出示有效會員卡或官
方APP電子券方可享77折優惠。 ●77折電子券適用於全台誠品書店(不含網路書店)。恕不適用於雜誌、教科書、字辭典、工具書、特價品、非書及不可再折商品，其他不適用項目詳見券面說明。 ●每月使
用77折電子券完成消費限兌換『月讀藏書票』乙張，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APP好物戳戳樂抽獎』獎項為「德國LEICA-D-Lux 7相機」乙名（市價$43,000）。預計於2019.4.11~4.30開放抽獎，以系統撈
取達成門檻之會員，透過簡訊及Email發送活動序號。符合抽獎資格者即可於【誠品人APP】>遊戲任務參與活動。 ●連續1-12月使用77折券購書，即可獲年度回饋禮-2019專屬會員卡，預計於2020.1.31前
通知符合資格會員於門市服務台領取。 ●誠品保留修改與調整活動之權利，並於「迷誠品」網站公告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