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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氛舒養 /

4.15 Thu.－4.25 Sun.

指定專櫃

會員滿3,000送300

 /

4.15 Thu.－5.12 Wed.

滿6,000元起即可兌換

CHARLES & KEITH春響美好獻禮

 /
自在任性的演員—
李沐

活出自己的模樣—
鄭湘穎（Yin）&鄭湘燁（Yei）

 xin yi store

2021 4.15 Thu. -5.12 Wed.

國際‧薈萃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Xin Yi
SPECIAL OFFER信義│滿額回饋│

兌換地點｜信義店B1顧客服務中心／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誠品會員於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即贈3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3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抵用券使用期限至2021.5.12 Wed.止，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抵用券為電子券型式，兌換後將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人 APP 查看抵用券明細，或於專櫃消費時出示會員卡、誠品人 APP 直接進行折抵。
●配合專櫃：1F-envie De neuf、Discover Japan、L'HERBOFLORE 蕾舒翠；2F-AVEDA、Voluspa、O'right 歐萊德、茶籽堂、ACCA KAPPA、綠藤生機、
Aesop；4F-薑心比心、南法香頌、愛創造、樟之物語、1902香氛選物店、iGzen愛居人、Pimary、 阿原肥皂、檜山坊；B1-L'HERBOFLORE 蕾舒翠、MIKO 
BEAUTY、乳油木之家、Vecs Gardenia 嘉丹妮爾、O.P.I、ALLOYA、DakiniDéesse 喜來芝、QUEEN OF SHEBA、九本草、歐法頌、PERTH'S KING 栢司
金、SIELE、BsaB、WHITENING NET、UNIcolor、ME5、奇蹟莊園。
●抵用券僅限信義店館內使用，不得使用於誠品講堂、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精品文具館、誠品兒童館、誠品知味市集、誠品酒窖、
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及下列專櫃：5F-靜思書軒、WAMU-OH、甜蜜約定(黃金)；4F-大師修；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 B2-7-ELEVEN、麥
當勞 McDonald's、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明德素食園。
●使用抵用券消費金額恕不加入其他消費活動累計、停車折抵。
●排除專櫃若有異動及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
●恕不得與全館其他促銷活動重複兌換（銀行刷卡禮除外）。

4.15 Thu. - 4.25 Sun.

春氛舒養
指定專櫃
滿3千送3百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信義店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計算。●兌換贈品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如使用發票載
具，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於活動核對。●所有贈品活動贈禮皆於活動開始當天上午11:00起至B1顧客服務中心兌換；依現場告示為準，贈品圖片僅供參考，兌出後除瑕疵品恕不接受退換。●誠品生
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活動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如需辦理退貨，所兌換之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退貨時如未攜帶活動贈品辦理退貨程序，須無條件同意依誠品生活所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
金。●兌換誠品會員相關贈禮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方可兌換。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主卡與附卡分開計算），方可進行贈品兌換。●誠品會員活動僅適用台灣
申辦白卡╱金卡╱黑卡╱小童學卡之會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恕不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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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卡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0元，即可兌換Fred Perry品牌包款
乙只（價值3,480元，限量24只）

黑卡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00元，即可兌換ST.MALO W. 幼羊
駝四季披肩乙件（價值13,800元，限量22件）

●各門檻每卡╱每日限換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單張發票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兌換過之發票消費
餘額不得再合併累計計算。
●Fred Perry 品牌包款（拼接色塊手提肩包╱輕量滾筒包）採隨機贈送，恕不挑選。
●ST.MALO W. 幼羊駝四季披肩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挑選。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B2-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
●恕不得與全館其他促銷活動重複兌換(銀行刷卡禮除外)。

4.15 Thu. -5.12 Wed. 

春暖愉心 
專屬禮

誠品會員於1F╱2F當日累計消費滿8,000元，
即可兌換PERFEPAN芬雪蛋糕兌換券（4入）乙張

（限量400張）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張，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
●使用規範及兌換期限依券上說明為主
●不可與「春氛舒養 指定專櫃滿3千送3百」、「春暖愉心 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誠品會員於B1╱4F╱5F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
即可兌換猿田彥珈琲商品兌換券乙張（價值200元，限量700張）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張，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靜思書軒、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B1-金色三麥。
●使用規範及兌換期限依券上說明為主
●不可與「春氛舒養 指定專櫃滿3千送3百」、「春暖愉心 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4.15 Thu. -5.12 Wed. 

春熙饗宴
專區禮

4.15 Thu. -5.12 Wed.  

春花爛漫
專區禮

300
本券適用於誠品信義店；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使用期間｜2021.4.15 Thu.-2021.5.12 Wed.止，逾期無效

抵用券

誠品信義店女人節



信義信義  主題活動
Xin Yi THEME EVENT

2021
April  - May

4月-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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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店專櫃商品限指定店別兌換，商品兌換後，除瑕疵外，恕不接受退換貨服務。●本活動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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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品項每卡每日限換乙次。

信義店5F｜Concern康生健康科技
緊實曲線瑜珈彈力帶╱拉力帶╱阻力帶╱皮拉提斯 
CON-YG062
價值1,680元│限量18個

1600 點

春暖花開好物同享

誠品人點數，

紀錄著構築美好生活的軌跡，

也為即將啟程的夢想，

整裝出發！

兌換地點│

B1顧客服務中心
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4.15 Thu. – 5.12 Wed. 

AMCA銀作工坊
4.01 Thu.-4.30 Fri.｜11:00 - 20:30

5F 安珂櫃位

超可愛小恐龍來了！！！

集滿4款，還可以得到老師親手作的隱藏版

一隻喔！

［小恐龍課程優惠套鍊］

限時販售：4.01 - 4.30
上課時間：4.01 - 4.30
買四送一：自己完成4款就可以得到老師親

手作的一款隱藏版恐龍

誠品信義店╳ 2021寶藏
巖光節：衛星展區

歷年寶藏巖光節作品，遍布起伏的山城場

域，本次增設衛星展區與常設展，試以多樣

性的觀看角度，豐富展覽樣貌。其中，衛星

展區於誠品信義店3F，將同步展出藝術家陳
家翊裝置作品〈未知記憶〉。

展期｜2021.3.19-5.09
地點｜誠品信義店3F北梯廳

夏日繽紛．
戶外樂遊趣    
4.17 Sat.

14:00 - 16:30｜5F 森活遊藝區

此堂課程教您如何自己手作檜木指緣油，讓

你遠離乾燥指甲，加強指緣保濕，增添舉手

投足之間的自信與魅力！

主辦單位｜檜山坊／報名方法｜ 網路報名／
報名費用｜450元／人，報名完成後現場收

款。◎注意事項｜凡參加課程即贈送珍愛

媽咪手作檜木香膏（價值390元）

活動詳情



獻給，
勇於嘗試新事物的你

❶｜agnès b.｜1F

b. logo純銀手鍊
特價3,500元｜原價5,280 元

❷｜ Isha Jewelry｜4F

客製化單字耳環

特價單只389元，一對730元
原價單只500元，一對930元
訂製約需5-7個工作天

mittag jewelry｜2F

[公平貿易商品] 
coffee bean necklace fm
咖啡豆項鍊

特價2,565元｜原價3,420元

有情門｜5F

羅德列克單人座-牛皮
特價15,960 元｜原價16,800元
訂製約需14個工作天

COWA｜B1

長形手拿包 3674TWJ-N
特價1,500元｜原價2,280元
肩提二用包 GAB0601QA
特價4,500元｜原價8,980元
兩件合購享優惠價5,700元

66折

49折

75折

Modigliani莫莉里安尼｜4F

星空棋盤手鍊

特價1,035元｜原價1,380元
誠品
獨家

CA4LA｜1F

台灣限定新品（黑／白）

推薦價3,680元

Timberland｜1F

女生皮革輕量便鞋

特價1,990元｜原價3,900元

❶

❷

信義
獨家 7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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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法香頌｜4F

玫瑰緊緻煥油50ml＋草本森朵欣生
精華液30ml
特價2,888 元｜原價4,760 元

阿原肥皂｜4F

梳活三件組

洗頭水任選+美髮素（新品）+
頭皮按摩刷（限量品）
特價1,330-1,560元
原價1,680-1,910元

hengstyle恆隆行｜5F

Ball經典隨鮮瓶果汁機（玫瑰金／曜石灰）
特價999元｜原價1,780元

高原木材｜5F

夢香檜木枕

特價3,600元｜原價4,500元

伊織｜2F

伊織 ╳ Spiral ╳ POTTENBURN TOHKII

聯名長巾組（長巾兩入）

特價1,500元｜原價1,760元

極淨pureness health｜2F

全品項75折

PERTH'S KING｜B1

O系列潔顏露220ml＋O系列化妝水

220ml 一組 加贈契機守護霜14ml
特價2,700元｜原價3,200元

歐法頌｜B1

Victoria 蛋白面膜皂六入禮
特價1,399 元｜原價2,400元
贈Ceano 絲瓜皂×2（任選）

61折

58折

56折

02

03

05



完整文章內容請掃
QRcode

不論是籃球、影像或者是時尚潮流，在各個領域
皆能看見Yin和Yei活力十足的身影。身為雙胞胎
的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互相扶持，在工作上一
起努力奮鬥！縱使有著相似的模樣，在他們身上
依然能看到許多不同的特質。他們積極讓夢想成
真，勇敢地展現自我，努力活出自己的模樣！

Yin﹕外冷內熱 ╳ 勇於挑戰 ╳ 開心果

Yin外表看似嚴肅卻能在熟識後展現他的活潑和熱情，是許多

人喜歡和他合作的原因之一。從籃球員到影像工作者、導演，

到現在成立了頻道身兼KOL的身分，下定決心要做的冒險跟挑
戰絕不只做皮毛，對他而言才有活著的樣子！

Yei ﹕不設限 ╳ 天生的表演者 ╳ 自信

Yei從小到大都不喜歡去自我設限，不管是在性別或是工作方面
也好。他深信任何領域只要不斷地去做，總有一天能把興趣變

成專業。Yei除了是Yin認為全世界最好笑的人，更是天生的表

演者!有他在的地方總是充滿歡笑，對自己也相當有自信的Yei
更說 :「當你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我相信所有人看到你都會

是一個很有自信的樣子！」

時常可以看到雙生一起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不難看出他們擁
有許多共同興趣。共享興趣的他們互相影響著，一起去發掘更
多的可能！

Yei：我們一起經歷各個成長的階段，接觸到都是一樣的事物。
還記得籃球是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加入籃球社後常拉著Yin
一起打，間接讓他發現自己對籃球的喜愛。大學就讀大眾傳播

系的我們同樣選擇製作影像，常常一起拍作品，一起寫腳本。

Yin：因為從小我們做什麼事情都膩在一起，一起玩耍、一起

搗蛋，一起打球。除了籃球之外我們最早的共同興趣便是街頭

流行、潮流服飾。以前cool跟Bang還有發行紙本雜誌的時候，
我們幾乎每個月都會去買。會徹底的往影像發展也是因為在網

路上看到有人把穿搭用影像拍出來，把流行影像更往上提升一

個層次。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致力於把影像實體化、流行實體

化呈現出來的，是我人生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工作上密切接觸的雙生難免會有想法上的牴觸，感情那麼好的
他們卻也曾長達三年沒有聯繫，在和好之後更加珍惜彼此的存
在。

焦點人物—

活出自己的模樣：
鄭湘穎         &鄭湘燁（Yin） （Yei）

採訪撰文｜林佩玗

攝影｜羅翊文

Yin：雖然說家人是最親密的，但卻也是我們最不客氣對待的

人。像是最近我們比較常一起工作，有時候會請經紀人去溝

通，減少不必要的衝突。我覺得姐妹吵架這件事情是絕對會有

的，比較值得一提是該如何合好，要懂得拉下面子主動去聯

繫，畢竟家人是最切割不了，也是最懂你的人。

Yei：現在經營頻道我們會用輪流主導的方式互相配合，可能這
集由Yin來主導，我會聽取他的意見，沒有什麼大問題就任由

他發揮。無論發生什麼，我們都同承擔互相幫忙，畢竟我們是

姊妹。

在展現自己的過程中有時會遇到來自他人的不理解，面對外界
質疑的聲音，他們選擇相信自己。即便經歷低潮也終將化為力
量，因為只有我們能決定自己的模樣！

Yei：活到30歲的現在，質疑和否定的聲音是一定有的，但千萬
不要因此否定自己。難過的時候可以發洩，但發洩完一定要再

站起來！

Yin：爸爸從小便要求我們要非常獨立，國中二年級時我們就

離開花蓮到高雄讀書打球。過程中雖然很艱辛，但因為彼此有

一種歸屬感，感覺沒那麼孤單。面對低潮時，看到條件比自己

差的人那麼努力，我便會停止萎靡下去。過於自滿時，想到那

些更有成就的人，也會想要更努力！

誠品在他們心中是很特別的存在，同時也為他們的生活帶來不
一樣的啟發，不僅是潮流時尚，更是他們的知識庫。

Yei：誠品在我的心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當我沒辦法及時從
父母那裡獲得所需的知識時，誠品成為了我的一個知識庫，一

個能夠學習和獲取知識的地方。

Yin：我們兩個平時就很喜歡潮流服飾，今天身上穿的也是在

一樓ARTIFACTS挑選的，平時需要找一些model的reference也
會來誠品參考一些國外的時尚雜誌。 



Annies Collection｜1F

指定品牌商品85折起

ASPORT｜1F

THE UPSIDE 圖騰印花運動內衣
推薦價2,980元
THE UPSIDE 圖騰印花運動短褲
推薦價3,680元

NewBalance｜1F

530復古休閒鞋
推薦價 2,980元 

Doughnut｜4F

MACAROON TINY
NATURE PALE SERIES-
晨光 ╳煙霞
推薦價1,280元

展現，
無人能取代的魅力

TOOT｜B1

LOVE nano
推薦價1,650 元

French Connection｜B1

紅色碎花長洋裝

特價4,700元｜原價5,980元

alto｜4F

alto 皮革輕便手機隨身包-森林綠
推薦價3,480元

Be yourself

MANGO｜B1

波森洋裝 
特價2,490元｜原價2,990元
MANGO 2021綠動新時尚：母親節獨家
活動-4.22-4.25：單筆2,500元現抵250
元；4.30-5.2、5.7-5.9單筆2,500元，贈
200元抵用券；單筆3,800元贈「永續樂
活環保袋」乙個。VIP 獨家單筆 8,800元
再加贈「綠意時光多肉植物盆栽」乙個
（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詳依店櫃公
告）



BE HAPPYBE HAPPY
BE BRIGHTBE BRIGHT
BE YOUB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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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dienes silver｜2F｜幸福喜鵲珠珠項鍊16吋，特價2,880元｜原價3,260元　❷｜CONINICO｜B1｜紅髮晶s925耳環，推薦價1,800元　❸｜
Moshi｜4F｜Lula＋Vegan 皮革拼接金鏈肩帶，特價3,600元｜原價4,490元　❹｜甜蜜約定｜5F｜NCV-126閃亮銀項鍊，特價2,700元｜原價3,280
元　❺｜The Way｜1F｜BOTTEGA VENETA╱GUCCI，推薦價 16,400╱17,000元　❻｜KJADE｜2F｜律動耳環，特價3,638元｜原價4,280元　
❼｜OLIVIA YAO JEWELLERY｜1F｜Pearl Drop Scallop，推薦價6,880元　❽｜Mondaine國鐵｜2F｜MONDAINE 瑞士國鐵設計系列腕錶-金╱38mm 
（xm-1L2211），特價8,800元｜原價12,000元　❾｜Vigor Life｜5F｜ILADO ZEN 天使手鍊（限定媽咪款 三色選一），特價2,250元｜原價3,180元



master-piece｜1F

日本製機能托特包（共三色）

推薦價9,000元

縫而｜4F

春裝上市-寬袖襯衫
特價2,780元｜原價4,280元

Gentle Armour｜5F

moody tiger-Cozy Leggings 
香港皇牌印花瑜珈褲

特價1,560元｜原價1,860元

WE ARE CAPABLE OF 
AMAZING THINGS.

Caspia Lili｜2F

Wedding Dress系列款式
單件85折，兩件以上8折
（4.27-5.6期間限定）

BAGMANIA｜1F

LM挖洞短袖上衣齊柏林飛船

特價5,480元｜原價6,680元

10MOOn｜1F

春夏新品粉色襯衫

推薦價 6,680元
春夏新品白色窄裙

推薦價 4,980元

Barbour｜1F

Brunswick 防水透氣風衣
推薦價16,800元

Gianni Chiarini｜1F

Gea編織手提包
特價13,200元｜原價16,500元

Fred Perry｜1F

波卡圓點POLO洋裝

推薦價5,480元

VESSEL｜2F

SKYLINE 托特包
特價3,600元｜原價4,500元

MANGO｜B1

芭布罩衫

特價 1,250元｜原價1,490元 



完整文章內容請掃
QRcode

焦點人物—

自在任性的演員：李沐

全台獨家首創

誠品信義店 B2誠品信義店 B2

採訪撰文｜林佩玗

攝影｜曾啟翔

我們總是能在每個人身上看見許多不同的特質，也許陰柔，也許陽剛，正是這些特質造
就了獨一無二的我們。此次誠品信義店女人節，我們邀請到金鐘獎最具潛力新人李沐。

古怪、衝突跟執著，李沐用這個三個詞形容自己。這些聽來些許嚴肅的詞卻也展現了

她的生活面貌，古怪為她帶來安全感，衝突讓她保持思考，執著則敦促著她將事情一

件件做好。

大學就讀實踐服裝設計，後來前往倫敦鑽研藝術，一直到現在成為了演員。她說自己

有種自在的任性，也因為一路以來的摸索，認識很多不一樣的人，造就了她在思考和

想像時多了許多面向。

說到影響她生命最深的女性存在，李沐說絕對是奶奶和媽媽形塑了現在的自己。強悍

的她們教會了她自我保護，不論是能力上或者是心理上，在好似投降的過程中便能將

心裡那股奇怪的一壓力釋放掉！

關於未來想嘗試的事情，在休學的那兩年發掘了對於研究事物的喜愛，研究的過程中

會覺得真的太讚了！如果有機會的話會想好好研究城市、羅丹或是nudity？

讓我們一起期待擁有如此多面向的李沐，未來還會有什麼不同樣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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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ACCA KAPPA｜2F

山毛櫸橢圓形按摩梳（小）＋白麝香防

護晶亮髮露50ml＋白麝香亮澤洗髮精

50ml＋白麝香深層潤髮乳50ml
特價2,200元｜原價3,100元

❷｜北歐櫥窗Nordic｜2F

Tom Dixon英倫香氛燭盃禮盒3入組
特價5,940元｜原價6,600元

❸｜expo BEAUTY｜4F

ANGELARIEL 純色╱
果凍系列指甲油

推薦價160元

❹｜VOLUSPA｜2F

玫瑰氣泡系列組合

（擴香192ml＋中型玻璃蠟燭312g＋
小錫罐蠟燭127g）

特價3,099元｜原價6,200元

噓，
我的梳妝台秘密



SIELE｜B1

經典縮時保養組

金萃迴齡精華（80ml）＋金萃迴齡賦
活水凝露（120ml）＋微導撫紋眼周
精華 （10ml）

特價5,800元｜原價11,100元

奇蹟莊園｜B1

豐盈固髮清潔露1000ml
加贈固髮清潔露380ml
特價1,980元｜ 原價3,179元

52折

阿原肥皂｜4F

透亮緊緻雙效組

（雙萃菁華＋極究水面膜）
特價1,688元｜原價1,980元

檜山坊｜4F

檜木抗菌滋潤護手霜禮盒

特價720元｜原價850元

OPI｜B1

人氣經典護手組

特價1,480元
原價2,120元

乳油木之家｜B1

artego呵護Ｔ人蔘健髮洗髮精（大）

1000ml×2＋artego呵護Ｔ人蔘健髮洗

髮精250ml＋Sairo角蛋白強效造型髮雕
200ml
特價4,700元｜原價6,820元

EDN｜1F

光燦輕感防曬隔離乳50ml×2瓶
特價999元｜原價3,960元

DakiniDéesse喜來芝｜B1

頂級保養組

（奇蹟抗老精華30ml＋7ml、
拉提亮膚霜30ml＋7ml）

特價7,680元｜原價8,700元

O'right 歐萊德｜2F

枸杞豐盈洗髮精1000ml＋
女用養髮液100ml
特價2,770元｜原價3,560元

Pethany+Larsen｜2F

天然植物乳液蠟居家Spa保養組
（天然植物身體乳液蠟獨享瓶120ml＋希臘地中海
生海綿-洗面用＋復古純棉麻束口袋S）

特價1,850元｜原價2,245元

69折

69折

83折

7折

7折

Aesop｜2F

限定組合-4.23首賣

撫育者

（賦活芳香護手霜75ml+玫瑰的名字身體
潔膚露500ml+雪松橙香護唇膏9ml）

推薦價2,500元

綠藤生機｜2F

公平貿易奇蹟保濕組   
（純粹保濕精華液30ml＋奇蹟辣木油30ml）

特價1,159元｜原價1,400元

25折

77折

WHITENING NET｜B1

淨白美齒首次體驗

特價999元｜原價1,980 元
品牌周年慶，VIP享6堂課程5折！

5折

UNIcolor｜B1

韓式髮根燙

燙瀏海

Fiole護
特價2,580元｜原價3,900元

66折

未來實驗室｜B1

NAMID1水離子吹風機
特價1,299元｜原價1,999元

65折
Vigor Life｜5F

ILADO 月神
香氛蠟燭 200g
特價2,250元
原價3,180元

Allietare愛˙創造｜4F

乾燥花香氛禮盒

特價1,490元｜原價2,100元



誠品信義店 1F誠品信義店 1F



科定KD｜5F

實木餐桌全系列64折

Yogibo｜5F

U型靠枕
特價3,860元
原價4,200元

Yamaha Music & Life｜6F

藍芽繞頸耳機EP-E50A
特價3,592元｜原價4,490元

北歐櫥窗Nordic｜2F

喬治傑生

Flora花瓶（中）
特價4,905元
原價5,450元

Vana Living｜2F

原木色實木暖燈＋

瑞典製蠟燭4入組
特價4,990元
原價6,450元

DESKER by iloom｜B1

Rema 1000型落地儲物架-收納款
推薦價16,840元

打造，
你的夢幻國度

77折



CN Flower｜1F

豔紅花園 恆星盆花
推薦價3,800元

JIA｜2F

粉紅色虹彩鋼系列88折

La boite樂盒｜2F

義大利Seletti心臟花器
特價3,420元｜原價3,800元

USERWATS｜4F

實木香氛融蠟燈-錵
特價3,600元｜原價4,250元

窩好｜4F

乾燥花長形含蓋收納盒

特價330 元｜原價420元

木雕森林｜4F

馬克杯（黑╱白）

特價299元
原價599元

BabyGarden｜5F

Panda甜夢成人枕＋甜夢舒眠眼罩
甜夢舒眠眼罩（四色任選）
特價3,485元｜原價5,100元

KOIZUMI｜5F

BEENO全系列88折

68折

79折



共饗，你我美好食光

❹｜猿田彥珈琲｜1F

凡購買飲品加點猿田彥

塔類糕點85折
（嘉麗寶巧克力塔、檸檬塔皆
可任選）

❶｜滿哥甜品坊｜B2

購買任四款甜品

贈限定口味糊類乙份

（芝麻、核桃、杏仁擇一）
特價400元｜原價500元起

❷｜大象山｜B2

雪玉御守禮盒╱四入組

（綜合堅果、原味胡桃、楓糖泡泡
腰果、美國蔓越莓）
特價999元｜原價1,250元

❸｜Mimi's Café 米米咖啡｜B2

手作甜點

買5送1



Valencia Cafe X Four Barrel coffee
四桶咖啡｜2F

憑消費飲品之發票＋追蹤粉絲團即贈四

桶咖啡T-shirt乙件（每張發票限兌換乙次）

Bonjour朋廚烘焙坊｜B2

玫瑰瑪德蓮

特價70元（2入）｜原價38元╱入

洋城義大利餐廳｜4F

雙人套餐

鮮翠綠沙拉（二選一）＋開胃輕食（三選一）＋主餐（十選二）＋歐式麵包、
手作甜點、風味飲品各二份
特價988元｜原價1,362元

默爾義大利餐廳｜5F

任選甜點搭配美式咖啡

（布朗尼╱起司蛋糕╱提拉米蘇）

推薦價200元
平日 15：00-17：00限定優惠
（外帶視同內用價）

NeNe Chicken｜B2

半半半炸雞套餐

半半半炸雞升級＋兩種口味薯條（初
雪、辣起士）＋特調飲料2杯（可挑口
味）
特價1,115元｜原價1,215元

于記杏仁｜B2

杏仁豆腐

買五送一

Supreme Salmon美威鮭魚｜B2

輕鬆料理系列組合包

特價1,257元｜原價1,693元
全六種口味各一，附保冷袋
（法式香蒜、義式香草、泰式酸辣鮮檸、
奶油檸檬、羅勒鹽麴、川香剁椒）

普利亞義大利麵｜B2

快樂分享餐

（咖哩魚排雞柳歐姆飯＋酥皮濃湯＋脆薯）

特價300元｜原價328元

1010湘｜6F

歡聚湘味4人套餐
（精選料理7道＋人氣飲品4杯＋神仙缽飯4人份無限續碗）
推薦價2,850元
燒椒皮蛋、神仙孜然肋排骨4支、臭豆腐肥腸阿干鍋、串燒蝦、
松子年糕牛肉、東安仔雞、湘西高麗菜、人氣飲品任選4杯
＊售價已享優惠，恕無法併用其他折扣優惠，10%服務費另計
＊套餐供應內容以餐廳實際供應菜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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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折
Concern康生健康科技｜5F

天空之揉揉捏按摩披肩CM-157
特價2,380元｜原價4,980元

唯你珠寶｜1F

天然緬甸翡翠耳環

特價62,800元｜原價92,000元

MIRROR｜1F

冰種勻淨雅致翡翠豆莢耳環

特價36,800元｜原價48,800 元

OSIM｜2F

V手天王【新色預購】
特價99,800元｜原價148,800元

培芝家電｜5F

SAMSUNG無風智慧清淨機
AX47T9080SS／TW光絲銀 
推薦價22,900元
AX47T9080WF／TW典雅白

買一送一 推薦價19,900元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68折

67折

75折寵，愛媽咪

PLAYSOUND｜2F

B&O Beolit 20 藍牙喇叭
特價18,900元｜原價19,990元

甜蜜約定｜5F

HC-M168黃金珠手鍊
工資特價3,100元｜原價3,700元

 To All The M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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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mekko｜2F

消費滿5,000元現抵500元
（可累計折抵）

ARTE WHITE｜2F

GISELLE春意花漾耳環
特價1,600元｜原價1,780元

iimono｜4F

橫濱馬油精華組

特價6,460元｜原價7,950元

茶籽堂｜2F

苦茶油寵愛保養優惠組

（2021臺灣大果苦茶油＋水芙蓉亮澤洗髮露330ml＋水芙蓉嫩白沐浴露
330ml＋荷葉保濕乳液330ml，加贈肖楠葉純淨洗手露330ml）

特價3,680元｜原價4,130元

金色三麥｜B1

母親節套餐  推薦價4,470元
握握手小農溫沙拉／海鮮水果沙拉（擇一）＋

現釀啤酒蝦／＋墨魚醉嗆烏魚子（擇一）＋

金色三麥經典大拼盤＋西班牙海鮮燉飯／松露野菇燉飯（擇一）

＋蝦皇暹邏浴鍋／娘娘萬福煲湯鍋 （擇一）
＊500c.c.啤酒 4杯（可換無酒精飲品）
＊送母親節蛋糕 6吋乙顆
＊套餐期限：2021.5.1（六）-5.9（日）
＊10%服務費另計

王大夫一條根｜B2

一條根御膳養生禮盒

特價1,080元｜原價1,250元

GNC｜B2

百立明粉末飲品（30包）×2
特價2,985元｜原價3,980元

德風健康館｜B2

雷博士蜂皇精（奧力神達／維他命蜂王精）

任選兩件8折
特價5,760元｜原價7,200元

ALLOYA｜B1

ALLOYA 居家光撩
奪目貓眼蜜糖三步膠套組

蜜糖底膠及封膠＋任選貓眼色膠＋磁石棒＋LED美甲燈
特價2,680元｜原價3,240元

75折

新品
上市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Xin Yi
NEW OPENING信義│新櫃登場│

ST. MALO W.｜1F

創立於1993年-專注結合世界級機能

與天然纖維時尚服飾品牌-打破機能

無時尚，時尚不機能的框架，致力

選用世界各國專利頂級布料，並獲

秘魯官方授權，與頂尖工匠合作推

出系列天然“羊駝”毛製品及高品

質手作工藝品。

10Moon｜1F

藉由原創設計組合搭配的強項，刺

激消費者的視覺感官，引導消費者

的購買慾望並進而引領流行風潮。

將原創時尚盡情釋放出來強調品牌

的原創性、組合的多樣化。著重於

服裝之上，並陸續加入搭配性質的

配件，多樣化的產品以豐富品牌面

相，提供消費者更完整的選擇。

mittag jewelry｜2F

台灣唯一使用公平貿易貴金屬的珠

寶品牌。藉由商品傳達獨特的意

涵，陪著您面對生活中的挑戰。

【開幕優惠】

全店消費享9折、K金商品95折

單筆消費滿10,000元即贈精緻好禮

BOY LONDON｜1F

BOY LONDON 是80年代在英國

崛起，堅定秉持著”年輕人”信念

的”老”品牌。大部分的設計都是

中性版型，除材質上選用最舒適的

面料，幾乎每一件都有在細節上加

入巧思，不用太刻意花心思，隨便

穿就很好看。經典的搖滾／金屬元

素，融合時事或當季設計主題。

檜山坊｜4F

提供最頂級的檜木香氛，讓您在家

中就能享受山林的芬多精。

【開幕優惠】

4.1-5.12來店即贈森林旅行組，滿千

再抽住宿券！

極淨pureness health｜2F

美國品牌、台灣製造。以糙米、梅

子等系列養身促出名，再以MOA
認證米推出手工皂、護膚洗顏及保

濕等產品，獻給勇於嘗試新事物的

你。

【開幕優惠】全品項75折

木雕森林｜4F

致力開發各式商品，如香氛精油、

原木手機殼、動物木雕筆、原木筆

記本、原木杯墊、檜木鑰匙圈等，

並提供專屬客製服務，打造獨一無

二的禮品！

Lucy's Mountain｜4F 

以品牌創辦夥伴「露西」命名，我

們崇尚自然健康的飼養理念。致力

於提供更多安全可靠的產品，讓毛

孩們的生活有如恣意在大山奔跑般

愉快自在。從日常用品到戶外活

動，從都市到森林，都希望為毛孩

提供有趣健康的生活方式，讓主人

和毛孩一起享受大自然。

Gentle Armour｜5F

將運動態度融入生活專為2-14歲兒童
設計的新型生活方式集合品牌，兼

具時尚與機能性，提供適合他們運

動探索以及日常穿著的運動服飾與

運動裝備。

李氏私飾 Lee's Jewelry｜4F

復古和華麗感官的手作飾品為主

打，融合了豐富的藝術經驗與靈

感，無論是日常穿搭、各種場合都

能輕鬆駕馭。



彩繪樹｜5F

彩繪樹期望能陪伴所有小朋友的童

年，有自己親手製作的DIY作品，

長大之後能回憶每一個美好的時

光，記錄每一個成長階段。

有情門｜5F

有情門的設計細膩融合多元東西方

文化，透過家具與室內設計服務，

引領您探索人與空間的互動。

【開幕優惠】消費滿萬享95折

高原木材｜5F

TAKAHARA是於1905年創立、主
要經營木材加工的百年公司。本公

司將客人的信任擺在第一位，為了

營造更好的環境而努力著。

【開幕優惠】消費滿3,000元

即贈檜木香圓柱乙包（限量50組）

樺達奶茶｜B1

樺達奶茶創立於1982年，白底黑字

的紙杯是陪伴許多高雄人的成長記

憶。  創辦人陳月枝老師鑽研茶藝

數十年，推出每一項健康與口感兼

具的特色飲品，針對不同需求的族

群，調配難以取代的好滋味！

GIFT Accessory｜B1

GIFT Accessory 提供優質的飾品配

件，讓女孩們有多樣化搭配選擇，

GIFT是禮物和天賦的意思，我們喜

歡大家收到禮物時那種歡樂喜悅，

同時也鼓勵每個人展現出自己的獨

一無二，讓GIFT飾品陪你一起發揮

天賦勇敢追逐夢想。

Beard Papa｜B2

［黃色招牌］、［鬍鬚爺爺］為全

世界Beard Papa的共通特點。
品牌由2002年引進台灣，提供現點

現做的服務，讓每位客人都能吃到

最新鮮美味的泡芙。

禾荳荳美術館｜5F

從美術、積木、圖文到結構美學，

陪伴孩子建立自信豐富美感生活。

可愛師資群歡迎闔家蒞臨體驗

5D兒童藝術教育！
◎兒童美術課程體驗

◎兒童積木課程體驗

◎臺灣文創美術商品

迪士尼美語世界｜5F

全台唯一專為嬰幼兒設計的英文學

習系統，打造居家英語學習環境，

啟發孩子與生俱來的語言學習能

力。

【開幕優惠】0~6歲小朋友限定！現

場至專櫃美語體驗30分鐘，立即送

迪士尼精美禮物乙份

Yuan｜5F

秉持著東方美學加乘西方藝術的精

神，以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密碼為

設計元素，打造出祝福意含與時尚

元素兼具的童裝。

【開幕優惠】4.1-4.28 全店單筆折扣

後滿2,500元贈20春夏 SIMPLE包乙

個；4.15-5.12 新品全面8折

KAWAPARA｜B1

KAWAPARA將韓系文創帶進誠品

啦！麵團娃DOWDOW、呆萌培根

Recorder factory即將攻佔你的心！
【開幕優惠】4.2-4.30消費滿千可

獲得「台灣限定」鑰匙圈乙個，

來店打卡也有限量的「真愛無誤

DowDow認養卡」在等著你呦！

德風健康館｜B2

專業醫學與生化科技為基礎，引進

德國高品質醫藥保健生技產品，深

獲消費者及德國知名藥廠及專業廠

商的肯定。

Bonjour朋廚烘焙坊｜B2

最自然健康的美味，產品皆遵循歐

美日正統技術，超人氣商品法式水

果布丁、海鹽法國等，嚐過便想立

刻回味！



NEW 
OPENING信義新櫃登場

2021/05/07

CHARLES & KEITH 2021春夏系列商品，

從幾何藝術與空間美學等多種元素中汲取靈

感描繪出現代、精緻、兼容並蓄的新時尚面

貌，無論是經典極簡主義者與高調街頭潮流

引領者，都能靈活運用的風格配件。

扭結提把肩背包

幾何粗跟涼鞋 

大型皺褶感托特包

誠品獨家

誠品信義店 1F誠品信義店 1F



銀行禮銀行禮

※ 分期禮恕不加贈

刷卡分期零利率 2021.4.02 Fri.- 2021.6.30 Wed.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見現場公告或詢問專櫃人員

單筆消費滿 3,000 元以上
享 3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 6,000 元以上
享 6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 12,000 元以上
享 12期零利率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使用 eslite Pay、街口支付及 LINE Pay 消費恕不得兌換刷卡滿額禮活動。如使用 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 刷卡消費則可兌換之，惟實體卡與行動支
付刷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計算；實體卡與行動支付為同一張卡片恕不得重複兌換。●本活動恕不得與「享樂誠品刷花旗」活動重複兌換。●須出示信用卡 ( 或手機
行動裝置畫面 )、同卡號簽單、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方可兌換贈禮；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於活動核對。●購買禮券、儲值卡
加值或儲值卡加值後之消費及紅利折抵恕不列入上述活動金額計算。●除外籍旅客刷卡滿額禮活動外，兌換僅適用於在台灣發行之信用卡，正附卡分開計算。同卡號
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限本人兌換不得代領。各銀行美國運通卡、大來卡、VISA 金融卡恕不得參加分期活動。花旗銀行金融卡及商務卡 / 聯邦銀行 VISA 金融卡、
公司商務卡及採購卡 / 滙豐銀行公司卡、商務金 / 普卡、VISA 金融卡 / 華南銀行 VISA 金融卡及 JCB 晶緻悠遊 DEBIT 卡 / 臺灣銀行 VISA 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 /
新光銀行 VISA 金融卡及商務卡恕不得參加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以上活動刷卡消費限於信義店全館刷卡消費累計，超過金額無法累計兌換，下述消費恕無法累計
兌換：誠品講堂、B2- 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當日消費限於當日消費館內指定地點兌換，逾期恕無法兌換。贈品顏色與規格以現場實物為準，贈品樣式採隨機
出貨，除瑕疵或故障品外，恕不接受換貨；各銀行保留修改、變更、取消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全台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上述活動辦法如有異動，以現場實
際公告為主，各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1.4.02 Fri.- 2021.6.30 Wed.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於館內刷卡消費滿額，憑信用卡、同卡號簽單及消費發票即可兌換指定贈禮，
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滿 1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5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9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單筆滿 3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200 份

滿 1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8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單筆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3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5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3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6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VISA 金融卡同享

滿 8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500元
乙份，限量 3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1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2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500元
乙份，限量 8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2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單筆分期滿 15,000元
贈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450 份
( 每月限量 150 份 )

單筆分期滿 30,000元
贈誠品禮券 400元
乙份，限量 270 份
( 每月限量 90 份 )

※ 限分期刷卡兌換

花旗銀行、玉山銀行、中國信託銀行、永豐銀行、第一銀行、新光銀行、
日盛銀行、兆豐銀行、遠東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台北富邦銀行、華南
銀行、元大銀行 ( 大眾信用卡適用 )、合作金庫、聯邦銀行、滙豐銀行、
台新銀行、凱基銀行、星展銀行 ( 澳盛信用卡適用 )、臺灣銀行、土地
銀行、臺灣企銀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200 份

分期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分期滿 2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4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 分期禮恕不加贈
※ 恕不與「享樂誠品
刷花旗」活動重複兌換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7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5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800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20 份

滿 1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 份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3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單筆分期滿 12,000元  
贈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單筆分期滿 20,000元  
贈誠品禮券 5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分期七卡恕不參加分
期加碼禮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3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3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330 份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 份

滿 1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滿 3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600元
乙份，限量 50 份



郵寄名條

黏貼處

忠孝東路五段 Sec. 5, Zhongxiao E. Rd.

松高路 Songgao Rd.

基
隆

路
地

下
道

捷運市政府站

臺北市政府
Taipei City Hall

新光三越
Shin Kong Mitsukoshi

Department Store

國父紀念館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仁愛路四段 Sec. 4, Renai Rd.

松
仁
路 Songren R

d.

市
府
路 Shifu R

d.

MRT Taipei City Hall Station

當日全館累計消費滿500元發票可免費停車半小時，每車每日最多優惠3小時，第一小時未滿以一小時

計算。誠品人會員每週一至週五，當日累計消費滿500元以上，可享會員優惠半小時（例假日、國定

假日及彈性放假日除外；每日每卡限優惠一次）。以上優惠每日每車最高上限為3小時（含會員優惠）。

免費停車優惠

誠品信義店 eslite xin yi store
台北市松高路11號│捷運板南線 市政府站2號出口
No.11, Songgao Rd., Taipei City 110, Taiwan (R.O.C) 
MRT: Exit 2, Taipei City Hall Station,Nangang-Banqiao-Tucheng Line
TEL: 02-8789-3388

商場　Department store / 11:00am - 11:00pm
書店　Bookstore / 00:00am - 24:00pm
5F     eslite Lifestyle & Children / 11:00am - 10:00pm

週五～週六
Fri. - Sat.

商場　Department store / 11:00am - 10:00pm
書店　Bookstore / 00:00am - 24:00pm

週日～週四
Sun. - �u.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meet.eslite.com
迷誠品網站  誠品人 eslite  APP

立即體驗！ www.eslite.com
誠品線上

●本活動僅限於信義店單店累計兌換。  ●各門檻滿額贈：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單張發票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兌換過之發票消費餘額不得再合併累計計算。  ●誠品講堂、誠品書店、
誠品音樂館、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精品文具館、誠品兒童館、誠品知味市集及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靜思書軒；B2-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Watsons。●兌換贈禮時，需出示實體會員卡／誠
品人APP行動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任一證明，即可兌換。  ●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主卡與附卡分開計算），恕不跨會員累計。  ●發票金額限誠品生活當店當日消費發票兌換，二聯或三聯式
之轉開發票，恕無法參加兌換，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於活動核對。  ●購買商品禮券之發票，恕不參加全館贈品、贈券活動。  ●使用
商品禮券、書店禮券於本公司兌換商品時，將無法開立統一發票，恕不可參加全館贈品、贈券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 ●贈品兌出恕不接受退換（瑕疵品或故障品除外）。  ●如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贈
禮至信義店B1顧客服務中心辦理，如贈禮已使用或遺失，須無條件同意依誠品生活所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金。  ●誠品會員活動，僅限適用台灣申辦白卡／金卡／黑卡／小童學卡之會員，台灣以外之
海外門市恕不適用。●本活動恕不得與部份全館促銷活動重複兌換，詳細活動內容以顧客服務中心公告為準或請上迷誠品網站查詢。

贈禮圖片僅供參考，不含拍攝道具，實際請以實品為主。

2021.4.15  - 5.12 
Wed.�u.

春響美好獻禮 

兌換地點— 信義店B1顧客服務中心／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

滿 6,000 元可兌換

CHARLES & KEITH 繽紛馬卡龍浴球 乙組
內含│浴球 : 40g x 3顆

材質│礦物海鹽、精油、小蘇打、甘油、檸檬酸、蘋果酸、食用色素

滿 12,000 元可兌換

CHARLES & KEITH 春沐佳人禮盒 乙個
內含│浴球 : 40g x 3顆、毛巾：材質│100%棉

誠品會員亦可選擇兌換誠品點｜滿 6,000元兌300點  ／  滿 12,000元兌600點

CHARLES & KEITH for 誠品信義店

CHARLES & KEITH為全球時尚女性提供新穎前衛的設
計及卓越的服務，時髦、簡約的風格兼具創新及實用
性，2021春夏系列，從幾何藝術與空間美學等多種元
素中汲取靈感，描繪出現代、精緻、兼容並蓄的新時
尚面貌，創造出無論是經典極簡主義者或前衛潮流引
領者都能靈活運用的風格配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