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5

有空5mins｜誠品R79
OneMoreTwoMore藍染T-Shirt
特價990元｜原價1,100元

01

Passion｜2F
Passion 白色小包包

推薦價3,980元

03

DOUCHANGLEE Lab｜2F
幾何線紋彈性筆管褲

特價4,545元｜原價5,980元

04 MARJORIE｜3F
天使心惡魔─baby摺彩虹車線露背洋裝 
推薦價4,200元

06Cotélac｜2F
黑白拼接印花洋裝 
特價9,200元｜原價11,680元

05

O'right｜1F
有頭有臉優惠組

特價8,040元｜原價9,840元

含：枸杞平衡淨顏露160ml＋枸杞賦活水
凝萃化妝水180ml＋十年黃金枸杞根菁華
液30ml乙瓶（枸杞晶透活顏菁露／枸杞恆
潤撫紋菁萃 二擇一）

贈歐萊德限定藍色氣墊梳＋芬恩環保帆布
提袋

02 南西
獨家

麗芙波特｜2F
千姬楔型涼鞋

推薦價3,680-4,280元

單雙折扣300元，第二雙現折500元

01

誠品書店｜5F
台灣地圖

會員特價315元｜原價350元

誠品書店30週年獨家書封

02

松本清｜B1F
廣源良-絲瓜籽修護精華 30ml
特價680元｜原價850元

贈5ml修護精華

03 PIQUADRO｜3F
經典牛皮後背包

特價11,880元｜原價13,210元

06

S'AIME 東京企劃｜3F
真皮袋口插卡手提公事包

特價2,980元｜原價3,180元

04

Viga Wang｜2F
壓摺造型圓領上衣

特價4,500元｜原價5,680元

05 南西
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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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台味最十足的紅藍綠白四色尼龍網袋為靈感，

搭配16個嚴選台灣在地品牌，

給你最出乎意料的台式時尚風格，來場最接地氣的視覺饗宴吧！

誠品書店｜5F
eslite X PEGACASA 紅皮件系列 
推薦價1,000-1,680元｜會員9折

02 JuliArt 覺亞｜2F
免沖洗護理組

特價2,800元｜原價3,300元

含：大馬士革玫瑰精萃護髮油150ml＋
大馬士革玫瑰精萃魔髮精靈150ml

04

目目設計｜5F
香氛白露小花耳環永生花系列

特價1,599元｜原價1,790元

花色依現場為準

06JUST BLOOM｜1F
質感春氛珠貝系列鎖骨鍊╱條

推薦價9,500元

05DYDASH｜4F
DYDASH 小嘖嘖包-草莓格子

特價1,938元｜原價2,280元

03about KUAN 關於寬庭｜2F
寬庭行旅 Tea to go 茶具雙人組

推薦價2,280元

01

yuer｜2F
y-u-e-r／前衩後口袋裙

特價5,856元｜原價6,580元

01

H THREE｜2F
方頭瑪莉珍跟鞋

推薦價5,840元

02

W.wear｜3F
W 3.0 小錶系列

特價2,860元｜原價3,660元

含：錶面＋鋼帶＋皮錶帶

03

皮兒吧｜4F
植鞣馬鞍皮小水桶包 
推薦價4,800元

04

CALVIN KLEIN WATCHES+JEWELRY｜1F
HIGH  NOON 巔峰系列

推薦價12,200元

05

GRACE GIFT｜1F
WEI x Grace gift 聯名透明跟設計涼鞋  
推薦價1,680元

06

CRY｜2F
格紋縮擺上衣 
特價6,700元｜原價9,580元

07

01

02

03

04

01

04

02 03



台灣的山嵐設色之妙
即是女子們
獨誌衣料的靈魂

採訪撰文│楊涵硯

攝　　影│張景堯

6ix pm｜4F
漫舞女伶真絲洋裝

特價5,202元｜原價5,780元

南西
獨家

Funboo Bag｜4F
夢幻編織草帽

特價1,480元｜原價1,980元

粉、米、藍 三色

whiple｜2F
黃色泡泡袖上衣

特價4,752元｜原價5,280元

VA Vendome Aoyama｜1F
10K繽紛彩寶手鍊

推薦價11,500元

KLASSE 14｜1F
Imperfect Angle 系列腕錶

推薦價7,980元

FRED PERRY｜3F
MINTDESIGNS 聯名POLO衫

特價2,980元｜原價4,280元

CHOiCE｜1F
魚口編織金絲涼鞋

特價2,180元｜原價3,680元

故 事
的

集　會

OLIVIA BURTON｜1F
Painterly Prints 玫瑰金蜂鳥腕錶

推薦價3,590元

iLOOK｜3F
Lash 漸層粉色貓眼墨鏡

特價6,640元｜原價8,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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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

蔡宜芬

if&n 設計總監，台灣新銳服裝設計師，擅長時裝

與婚紗設計，曾跨界參與書法大師董陽孜的「讀衣」

企劃，表現服裝的自然律動。

「我設計衣服的目的，就是要帶給女性自信與快樂」，

if&n 的主理人暨設計師蔡宜芬，在創立品牌的 6 年期

間，從未偏離代表她的設計初衷。從誠品生活獨創服

飾配件品牌 AXES 中的一桿衣服開始，憑藉善於提萃

與臨摹自然端景的元素，if&n 在台灣設計領域無疑是

一種對於山水風景的藝術轉化。

來自南投山林間關於設計的夢
在城市高樓之間流轉

「我是被南投山水餵養的孩子，對我來說看見一框風景，

自然就能勾勒出一件服飾的輪廓。」實踐服裝設計系畢

業的蔡宜芬，以專業技法融合獨到的眼中光景，營造

自然、舒服、令人倍感親近的獨特氣息為主，在台灣

小眾的設計市場，蔡宜芬依靠自己的力量維繫品牌運

作，同時額外投身訂製婚紗設計工作，皆以行雲流水

的線條轉折搭配多元布料，充滿著日常感的提鍊，裁

下陽春白雪的距離感、織上溫潤而澤的時裝調性。「對

我而言，任何布料都是極具可能性的」，蔡宜芬並未設

限自己對面料、材質的選擇，更樂於玩轉各種面料，

彰顯設計的韌度與不脫仙氣的斑斕創意。

小眾裡的偌大天空
關於台灣設計師服飾品牌的「獨誌」性

從 2013 年與男裝品牌 wisdom 聯名推出的秋冬系列，

到今年春夏 50 復古經典的鮮明色彩，  在近 15 個系列

中，可以看見每一季新對於線條延伸與自然元素的

嶄新詮釋，「最重要的課題就是，每次都是不一樣的

if&n，但每次依舊是 if&n」，蔡宜芬保持著一貫的「獨

特標誌」，將光影、漣漪、山稜與風經過的痕跡，悉心

化為實際，加諸在每一塊布料上。極為注重品質的蔡

宜芬，嚴選台灣與日本的各式布料，從訂製版型、車

線的精緻度，到樣衣的品質管理，每一個步驟都不願

鬆懈。「我曾因為一批已經完成的褲子會起毛球，而整

批作廢」，這對小眾獨立設計品牌而言，無疑是最勇敢

誠實的作為。

蔡宜芬指相信惟有透過不停的反省並堅持自我風格，

才能呈現最好的品牌樣貌，兼具設計感的實用時裝，

帶著溫柔堅毅的反差美，「屬於 if&n 的女孩們」於焉

誕生。

還在被刻板印象綑綁？

無論溫柔氣質還是個性潮搭，

我們本來就都是辣台妹，

一起在這個夏天盡情做自己！

MICHAEL KORS｜1F
Signature系列駝色腰包

推薦價13,500元

MIRROR皇宣緣｜1F
幸福青鳥琥珀耳環

推薦價8,800元

花見小路 手製鞋hanamikoji｜4F
菓菓日 | 黑白窗花布鞋

推薦價1,180元

贈台南意象明信片組

莫莉里安尼｜4F
珊瑚垂墜式耳環

推薦價1,380元

& by tan&luciana｜2F
不對稱褲管吊帶褲

特價4,670元｜原價5,500元

艸化工事｜4F
Mera 施華洛世奇絢彩水晶湛藍

紗花垂墜雙圈頸鏈

特價1,788元｜原價2,980元

MAUD FRIZON｜1F
蕾絲娃娃鞋

特價2,080元｜原價3,680元

BANNIES’PASHMERE｜3F
植萃手染系列圍巾

特價3,390元｜原價4,280元

HERLS｜3F
交叉寬帶真皮麻底拖鞋

特價1,380元｜原價1,980元

南西
獨家



de第一化粧品 ｜4F
熱銷玫瑰限量入門組 
特價2,800元｜原價4,000元

含：保加利亞玫瑰水500g*1＋醣蛋白青春機密
高效精華120g*1＋多肽水嫩緊緻眼膜*2

expo SELECT｜4F
馨心齋-手工香錐

特價220-775元｜原價250-880元

BEVY C.｜3F
抗油除粉刺痘痘拋光美肌組

特價3,350元｜原價3,800元

南西
獨家

理性跨越感性的歷程
發揚台灣的精品香氣

採訪撰文│楊涵硯

攝　　影│張景堯

故 事
的

集　會

誠品書店｜5F
香磚 Perfume Tiles-保濕修護香水膏

推薦價380元｜會員9折

PH shop｜4F
經典草本組 Burt’s Bees
特價699元｜原價800元

含：檸檬草防蚊液118.2ml＋
神奇紫草霜15g

YIRI LIVING｜2F
一日茶道全效防護霜50ml 
特價1,080元｜原價1,640元

贈一日茶道嫩白潔膚膠50ml＋
活泉面膜乙片

賽先生科學工廠｜5F
星際隕石皂

特價499元｜原價5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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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zen 愛居人｜4F
iGzen 愛居人 足旅香氛組

特價1,299元｜原價1,630元

含：足旅四件組＋SOiL有機檸檬茶樹精油乙罐

南西
獨家

AroMart｜2F
車用擴香器

特價1,080元｜原價1,580元

多附陶器乙片＋
Thursday_10ml／Monday_10ml

手舞作｜4F
紅龜粿擴香陶組

特價1,800元｜原價2,250元

含：紅龜粿擴香陶_誠品限定紅＋專用底座

「根本」二字，對執行長顏憶萍而言，蘊藏著「回歸本

質、發掘內在」的道理，她認為「植物的根是最少被

看見，但卻是支撐生命最重要的器官。植物向下扎根

滋潤生命的進程，即是啟發人們學習謙虛並激發能量

的本源。」

從理性跨越到感性
當工程師遇上芳香療法

不同於偏重美容或性靈提升的芳療流派，根本的精油

保養系列，立基於東方精粹的保健理論。從中國金木

水火土的五行循環原則，到印度阿育吠陀脈輪的七彩

元素，結合西方醫學研究，成為生活保健的輔助。科

技工程師出身的顏憶萍，16 年前受到德國芳療協會理

事長 Monika Werner 將芳香療法運用於醫學臨床的啟

發，萌生將精油帶進台灣醫院的意念，為推廣芳香療

法成為促進身心修復力量的輔助，顏憶萍秉持「有醫

有據」的中心思想，成立實驗室從事芳香分子結構的

分析，終而跨入高雄醫學大學醫療體系，成功推廣聞

香紙，實踐芳療的實用性。

精品芳療精油
讓台灣香氣展露國際

除了走出芳療格局，顏憶萍亦成為開創精油產品在地

化的先鋒，從電商平台起家，代理香氛精油品牌，更

透過進口原料在台研發，引起共鳴的在地情感，逐步

將芳療的話語權掌握在台灣。為了進一步扎根生產屬

於台灣特有的香氣，顏憶萍走訪國際各香草園並回到

家鄉高雄深耕、開闢農場。初期顏憶萍曾經歷一天營

業額僅有 500 元的日子，但她不畏銷售困境，「市場反

應不佳並不是最終結果，而是告訴我該如何調整」。她

採取關注台灣農業末端—「土地與農民」來調整腳步。

成立有機農場維護植物的天然與純粹；同時培養小農

夥伴，種植多樣高經濟價值的香氣植物，為在地農村

帶來轉型生機。除此之外，顏憶萍建置實驗室與工廠，

把最精要的技術與製程留在台灣。在 2019 年的上海芳

療展，根本獨家「茶香在地萃系列」，讓全球知名的香

水公司調香師將之為該品牌的調香原料，將台灣農業

價值以芳療形式推向世界。 

顏憶萍相信台灣品牌的精品力度，善用台灣多樣原生

植物與精緻農業轉型，逐漸在全球精油產業裡站穩腳

步，綻放屬於台灣的香氣。

Intro.

顏憶萍 Feyond

創立根本芳療企業 16 年，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研究所

畢業，將實驗室理性的分析帶入芳香療法產業，致

力扶植台灣在地農作。

抹胭脂

在閩南語裡代表著化妝的意思，

身為一個時髦的台灣人，

保養、香氛和化妝都一樣重要，

千萬不要馬虎。

誠品書店｜5F

創作浪漫花飾花禮、香氛蠟、擺設品 》
推薦價580元｜會員9折

《自己做不凋花：學會將鮮花變成不凋花，

AVEDA｜1F
幸福加倍純香推薦組

推薦價4,200元

含：純香洗髮菁1000ml＋純香潤髮乳
1000ml贈強效順髮乳25ml乙份（南西
獨家贈）

根本MUZEN｜3F
台灣薰芳療

特價3,250元｜原價3,680元

含：台灣檜木精油＋台灣茶芳繚系列菁露

南西
獨家

茶籽堂｜1F
涼夏推薦─洗髮優惠組

推薦價1,930-2,060元

含：紫草／錦葵洗髮露＋補充包
（贈小鹿版畫隨身禮）



創意美術｜4F
油畫單幅課程-台灣好繪

特價2,000元｜原價2,400元

尺寸20*20
一次報名兩幅以上享9折優惠

刻刻｜2F
手工無漆原木盤子／茶盤系列

推薦價390-3,800元

採訪撰文│楊涵硯

攝　　影│張景堯

簡單事情簡單做
用黑白灰翻轉台灣的
美學文化

故 事
的

集　會

誠品書店｜5F
大玩創意BigFun選書師桌上遊戲

推薦價790元｜會員9折

含：160張虛擬書＋真實書卡片

誠品書店｜5F
葉朵設計-yeduo design金鎖片書籤

推薦價單入120元／三入300元 ｜會員9折

神農生活｜4F
天然原色兒童圍裙

推薦價580元

誠品書店｜5F
TA+d 竹製系列文具 
原價880-1,880元｜會員9折

伊織｜2F
花瓣髮帶

特價620元｜原價720元

原創溫冷兩用敷臉布

特價799元｜原價9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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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洋｜4F
羊毛氈材料包 
推薦價380-680元｜任兩款9折

「我們不願受到拘束、也不求得到所有人的喜愛，才能

成就最獨特的商品」，從創辦人陳奕璋的言談之間，就

能一窺 Unipapa 認真做自己、不討好所有消費者的態

度。不接受大型投資，目的就是不願偏離專注提供「高

度注重生活品質商品」的初衷。單純的色調與永續的

設計理念，讓這個甫創立 2 年的生活品牌獲得高度關

注。

做自己的民生用品
創造舒服與安定的使命感

「舒服與安定感」是 Unipapa 的品牌宗旨，也是陳奕璋

選擇開發「民生用品」的原因，希望利用最簡單實際

的設計，提升整體居家風景的美學感受。「相較於讓商

品大鳴大放的傳統台式設計思維，我們傾向讓產品隱

形不刺眼，甚至低調到沒有存在感」，讓商品完美、時

尚的與現代居宅融合。陳奕璋有著與滿足大眾消費者

的路線相反的思維，認為 Unipapa 的商品市占率不超

過 20% 為佳，重要的是培養忠實且深厚的愛好者，從

一小群人慢慢擴張為獨特的市場型態。於是，Unipapa
找尋志同道合的台灣品牌，一同翻轉老牌子的全新樣

貌。

用質感、設計、永續等關鍵字
翻轉台灣美學思維

草創初期必沒有現在較為豐沛的設計品項，陳奕璋從

選物電商平台起家，並朝創新品牌的方向前進，與多

個台灣在地相當具影響力包含好神拖、鱷魚牌、昌駿

等 20 餘個品牌，以及陳奕璋的自創品牌 Roolen，目的

都是以簡單、聰明、質感高度十足的設計，為民生用

品帶來視覺與功能的絕對革新。從季節性的熱銷商品

到長期訂購的必需品，巧妙的建立在乎生活質感的客

群聲量。Unipapa 以 30% 的聯名商品搭配 70% 的開發

商品，除了為傳統品牌打造全新形象，更進一步奠定

自身品牌力。

可維持 130 天的防蚊卡匣、100% 再生衛生紙、可拆換

鞋墊的室內拖……環保、永續、富有設計感的概念，「透

過 15 % 的市場塑造品牌，影響 85％的大眾市場」就是

陳奕璋的設計力量。

Intro.

陳奕璋

工業設計系畢業， 2013 年成立 Roolen、2017 創

辦 Unipapa，以杜絕醜陋且操作複雜的商品為己任，

開發項目從生活用品囊括科技家電。

想要找用得紲手

又讓你備感搭心的設計商品，

從書桌、臥室到廚房，

創意總是滿分的台灣人，

給你新鮮的使用體驗！

expo SELECT｜4F
好玻-Square雙層杯

推薦價650元

expo SELECT｜4F
0416x1024 -西瓜萬用包

特價599元｜原價680元

艸頭黃｜誠品R79
小圓包

特價1,250元｜原價1,380元

expo SELECT｜4F
奧本電剪-男性三合一禮盒組

推薦價699元

JIA PLUS｜2F
月兔印-琺瑯手沖壺0.7L~1.2L
特價1,478-1,654元｜原價1,680-1,880元

expo SELECT｜4F
油夢招-吸油面紙 
推薦價100-120元

同價位買6送1



eslite café｜5F
茶滋味鐵觀音鬆餅套餐

特價299元｜原價400元

含：鬆餅＋精選冷泡茶

食習｜4F
漁夫日常有多好吃！電鍋蒸午仔魚

推薦價320元

太陽蕃茄拉麵｜B1F
太陽蕃茄起司拉麵

推薦價230元

about KUAN 關於寬庭｜2F
紅燒三寶牛肉麵

推薦價550元

10%服務費另計

聯名
商品

「帥哥，敖早！」
由台式早餐濃縮而成
的文化櫥窗

採訪撰文│楊涵硯

攝　　影│張景堯

誠品書店｜5F
陽光菓菓果乾系列

推薦價135-250元｜會員9折

故 事
的

集　會

猿田彥珈琲｜1F
猿田彥濾掛式咖啡禮盒

特價615元｜原價650元

誠一綜合（猿田彥台灣限定款）＋大吉綜合

誠品書店｜5F

世界認識台北的中英文風格旅遊書》 

會員特價342元｜原價380元

全新增訂版／附地圖

《Good Eye台北挑剔指南：第一本讓

Häagen-Dazs｜B1F
哈根達斯脆皮甜筒

推薦價120元

口味：香草焦糖、巧克力、抹茶
特價6支499元



5,000 500全館滿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送6.05－6.10

點心世界｜B1F
台灣美味雙雄

特價220元｜原價253元

含：筒仔米糕＋排骨酥湯＋
燙青菜＋鍋貼10個

真芳｜1F
台北必吃古早味早餐

推薦價180元

含：真芳三明治＋紅茶牛奶

快車肉乾｜4F
月件炙燒豬肉乾 
特價250元｜原價320元

Mikkeller｜1F
台味十足

特價369元｜原價380-420元

米凱樂台灣限定版台灣夢＋
任一啤酒頭釀造瓶裝

Intro.

張文哲

曾任導遊、熟悉觀光產業，更在澳洲農場工作時，受

當地完整產銷履歷鏈啟發，致力改變台灣食品安全。

神農生活｜4F
蜂蜜與桂花小禮盒 
推薦價810元

不二堂｜5F
不二堂／茶遊四季特惠組合

特價1,350元｜原價1596元

1970-80 年代台灣經濟蓬勃發展時期，中西合併的早餐

店如雨後春筍崛起，在 40 年間造就了台灣早餐飲食習

慣的市場轉移，同時開啟台灣人外食的習慣。真芳的

出現，不僅重現了與人們極度貼近、高信任度的台式

早餐樣貌，也將人們對中西早餐店頭家令人咋舌的記

憶力與人情滿載的帥哥美女招呼，細密編織成為日常

的劇場。

改善問題、提萃優勢
串連台式傳統早餐的聚合場域

「我希望利用現代的經營思維，讓早餐回歸台灣本質」，

來自屏東恆春的主理人張文哲，以軟式粉漿蛋餅、手

打肉餅佐自製美乃滋三明治與紅茶牛奶等單純品項，

搭配系統、模組化手法，並依據食材溯源觀念，重新

賦予台式早餐在現代社會截然不同的定位。「在食安焦

慮擴張的現況之下，我不希望只是進入他人既定的供

應體系，而是創造屬於自己能掌握的供應鏈。」張文哲

以「一間早餐店」的名義開始，從雞蛋牧場的場訪碰壁，

到肉品的運費高於材料本身，他逐漸扭轉原料端劇烈

的質疑目光，在 4 年間一步步透過嚴選與檢視，與肉、

蛋、吐司、牛奶、茶葉等原料商建立擁有食品溯源的

深厚鏈結，甚或達到每日客製、配貨的資格，為食品

安全嚴密把關，去除傳統早餐店在食材淨度上的疑慮，

留下味蕾足以評判的滋味。

販售體驗的美好過程
看見台式飲食的新風貌

導遊出身的張文哲，以推廣台灣文化的觀光角度切入

餐飲事業，極欲打造能提供給國際旅客的台灣印象，

這意味著，真芳並非僅以一間單純的蛋餅、三明治專

門店自居，而是儕身「台北市巷口」的早餐店，讓各

國人士藉由餐飲看見道地的文化面貌。「在早餐外食比

例超過 1100 萬人的情況下，真芳的理念並非大眾，卻

是飲食界的趨勢」，這正是張文哲對真芳的自信。

張文哲從未犧牲人員訓練與食材品質，堅持相信益發

重視生活品質的台灣人，其力度和結構足以撐起在乎

乾淨食源的消費。真芳挑戰傳統的供應體系，完成資

訊透明化的社會責任，達到傳統與現代兼容並蓄的

平衡。

南西風格商圈，

擁有融合中西古今的特殊飲食習慣，

構築了在地族群對於吃的注重，

看見食物，就能描繪這裡的台灣樣態。

未成年請勿飲酒



誠品30週年獨家聯名商品 經典鉅獻
邀集國內外品牌，與誠品一起將苒荏韶光化作不同想像，邁向下個理想之境！

歡迎蒞臨夢與想像之境
誠品30信義藝術計畫
2019.6.28 Fri.-7.28 Sun.
誠品信義店（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1號）

參與方式—全館自由探索

築夢踏實
藝術計畫紀念禮
2019.6.28 Fri. - 7.28 Sun.
販售地點｜誠品信義店B1F顧客服務中心

●每張發票限加購乙份，共3款花色可挑選，每款各限量300雙，
售完為止。●加價購僅接受現金／誠品禮券結帳，恕無法接受其
他結帳方式。●本贈禮為個人衛生用品，售出恕不提供退換貨。
●詳細活動辦法請見顧客服務中心公告，或上迷誠品網站查詢。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憑信義店當日不限金額消費發票

即可以199元加購
誠品30th×TwinSocks
藝術家聯名襪 乙雙（價值350元）

夢與想像之境 the Land of Dreams and Imagination
誠品30週年之際，我們創造揮灑創意想像與分享故事的機會，
邀請30代青年藝術家集體創作以及國內外品牌跨界聯乘，一同在夢與想像之境恣意展現。

參展藝術家—

戶外｜豪華朗機工

6F｜陳青琳．6F 展演廳｜發條鼻子
5F｜范承宗
5F 誠品畫廊｜夏陽、林彥瑋、
　　　　　　  鄭帛囪、張銀亮、張安
4F｜李霽
3F｜誠品團隊．電扶梯｜王宗欣
2F｜齊振涵．1F｜吳耿禎
B1｜姚仲涵．B2｜陳小曼

Moleskine ╳ 誠品
橫線筆記本／L 推薦價990元／本
邀請速寫畫家—B6速寫男，以誠品敦南
店內經典場景結合白天至黑夜的窗景變化，
捕捉敦南店24小時陪伴你我的迷人樣貌。

伊織 ╳ 誠品
今治認證手帕兩款各兩色 推薦價380元／條
來自日本愛媛縣的百年毛巾工藝，為誠品30th設計兩
款手帕：reading is dreaming with open eyes.／so 
many books, so little time. 

LUMIO ╳ 誠品
聯名款書燈 推薦價9,800元／盞
2015 reddot紅點設計獎Lumio經典商品，
以誠品30th的主題光芒元素，獨家燙金於書
封，獻上金光閃閃的祝福。

PADDYWAX ╳ 誠品
旅行蠟燭 推薦價355元／個
為誠品30週年打造三款「斜槓哲學家」
系列：培根、希帕提婭、笛卡兒。點上蠟
燭，品味哲學家們的話語和哲思吧！

6.24（一） 全台誠品書店同步上市6.18（二）誠品信義店、網路書店搶先販售

更多聯名商品，請至各店選購

特別企劃  Special Feature

如果說日本製造是與生活共存的和諧簡約、瑞士製造是品質保證的精確穩固，那台灣製

造應該要如何形容呢？跟著特別企劃的腳步認識指標人物的推介，在時裝、生活雜貨、

香氛保養及美食裡，望見台灣精采軟實力！

企劃─ 張家萁 │ 設計─ 傅文豪 │ 插畫─ 羅寗

台灣設計關鍵字

#生活化的日常實用

《小日 子》雜誌發行人
劉冠吟

別於其他國家較多天馬行空的創作，台灣設計的商品與生活相當

貼近，也貼近民眾注重日常實用性的消費喜好，將彼此共同的生

命經驗轉化成製作理念，成為能一眼辨識出的設計細節。

曾在媒體、金融等相關產業工作，最想做

的還是貼近台灣生活的事，喜歡不斷地嘗

試，喜歡停不下來的人生。

#遍地開花的獨到滋味

神農生活╳食習執行長

范姜群季
以「好好吃飯、好好生活」為核心，經營

House+Cafe since 1910、小山丘私廚火鍋等
文青熱點。

日治時期作工繁複的宴席菜，二戰後物資缺乏尋找地方食材，造

就大街講究鍋氣的台灣味，工商社會交通發達，加工產品大量製

造，迄今大眾市場逐漸裂解，開啟小眾的美好年代，餐廳遍佈在

小巷弄、舊式公寓，美味的溫度讓愛好者緊緊跟隨，像亞維儂藝

術節的表演在各個角落熱鬧上演！

#親切的土地風景

擁有超過二十年的美妝資歷，撰寫過數百

萬字美容相關報導與評論文字，亦曾深訪

25個台灣自創美妝保養品牌集結成書，展
現台灣美妝品隱形冠軍的能量。

近年台灣保養品牌發展，講求透明化成分，研發順應氣候和我們

的膚質，取材用料多來自日常可見、食用的植物例如民間熟悉養

顏的薏仁，讓肌膚除了涵養美麗，也飽含台灣的自然模樣。

#舒適無負擔的剪裁用料╳各種可能的
跨界創作

《ELLE》雜誌總編輯
盧淑芬
《ELLE》國際中文版創刊即加入編輯團
隊，從巴黎、米蘭時裝週… 繞著地球跑的
28年時尚採訪經驗，也長期關注報導台灣
時裝設計師，從編輯一路成為時尚雜誌總

編輯，可謂台灣時尚雜誌界最資深的時尚

編輯者！

因應台灣消費者常以舒適作為第一判斷，故台灣服裝設計師在剪

裁用料上多不造成穿衣者的負擔，帶點寬鬆自在的設計方向。而

台灣內需市場規模小，導致服裝設計師在地發展受限，但也刺激

出設計師們強大的適應力，「跨界」已經是他們理所當然的必

須，像是時尚與音樂藝術跨界的「嘻哈故宮」在故宮南院的精采

演出，甚至今年的屏東燈會，都有時尚設計師將專業的創意能量

灌注到不同領域的絕妙發揮。

精彩訪談 | 更多好物

1  厝內TZULAï│紅龜粿盤
2  茶籽堂│肖楠葉修護手霜
3  物外設計│黃銅筆
4  李倍Dleet
5  神農生活╳食習│蒸肉粉

我們的台灣好物清單：

1 2

3

5

4

FashionGuide內容編輯暨
評鑑處總監

盧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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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日本製造是與生活共存的和諧簡約、瑞士製造是品質保證的精確穩固，那台灣製

造應該要如何形容呢？跟著特別企劃的腳步認識指標人物的推介，在時裝、生活雜貨、

香氛保養及美食裡，望見台灣精采軟實力！

企劃─ 張家萁 │ 設計─ 傅文豪 │ 插畫─ 羅寗

台灣設計關鍵字

#生活化的日常實用

《小日 子》雜誌發行人
劉冠吟

別於其他國家較多天馬行空的創作，台灣設計的商品與生活相當

貼近，也貼近民眾注重日常實用性的消費喜好，將彼此共同的生

命經驗轉化成製作理念，成為能一眼辨識出的設計細節。

曾在媒體、金融等相關產業工作，最想做

的還是貼近台灣生活的事，喜歡不斷地嘗

試，喜歡停不下來的人生。

#遍地開花的獨到滋味

神農生活╳食習執行長

范姜群季
以「好好吃飯、好好生活」為核心，經營

House+Cafe since 1910、小山丘私廚火鍋等
文青熱點。

日治時期作工繁複的宴席菜，二戰後物資缺乏尋找地方食材，造

就大街講究鍋氣的台灣味，工商社會交通發達，加工產品大量製

造，迄今大眾市場逐漸裂解，開啟小眾的美好年代，餐廳遍佈在

小巷弄、舊式公寓，美味的溫度讓愛好者緊緊跟隨，像亞維儂藝

術節的表演在各個角落熱鬧上演！

#親切的土地風景

擁有超過二十年的美妝資歷，撰寫過數百

萬字美容相關報導與評論文字，亦曾深訪

25個台灣自創美妝保養品牌集結成書，展
現台灣美妝品隱形冠軍的能量。

近年台灣保養品牌發展，講求透明化成分，研發順應氣候和我們

的膚質，取材用料多來自日常可見、食用的植物例如民間熟悉養

顏的薏仁，讓肌膚除了涵養美麗，也飽含台灣的自然模樣。

#舒適無負擔的剪裁用料╳各種可能的
跨界創作

《ELLE》雜誌總編輯
盧淑芬
《ELLE》國際中文版創刊即加入編輯團
隊，從巴黎、米蘭時裝週… 繞著地球跑的
28年時尚採訪經驗，也長期關注報導台灣
時裝設計師，從編輯一路成為時尚雜誌總

編輯，可謂台灣時尚雜誌界最資深的時尚

編輯者！

因應台灣消費者常以舒適作為第一判斷，故台灣服裝設計師在剪

裁用料上多不造成穿衣者的負擔，帶點寬鬆自在的設計方向。而

台灣內需市場規模小，導致服裝設計師在地發展受限，但也刺激

出設計師們強大的適應力，「跨界」已經是他們理所當然的必

須，像是時尚與音樂藝術跨界的「嘻哈故宮」在故宮南院的精采

演出，甚至今年的屏東燈會，都有時尚設計師將專業的創意能量

灌注到不同領域的絕妙發揮。

精彩訪談 | 更多好物

1  厝內TZULAï│紅龜粿盤
2  茶籽堂│肖楠葉修護手霜
3  物外設計│黃銅筆
4  李倍Dleet
5  神農生活╳食習│蒸肉粉

我們的台灣好物清單：

1 2

3

5

4

FashionGuide內容編輯暨
評鑑處總監

盧介華

場次一│在臺移工的工作百樣

抹去外籍移工的刻板印象，本場講座將由丁安妮分享從在臺工作到入籍臺灣的心路歷程，同

時邀請作家廖雲章為座談人，共同剖析移工在臺工作的多元面貌。

主講│國立教育廣播電台主持人-丁安妮、知名作家-廖雲章
主辦單位│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聯絡電話│02-2311-5041
時間│6.08 Sat.／15:00-16:30　參加方式│自由參加

場次二│那些你沒注意到的，生活中的東南

由One-Forty共同創辦人陳凱翔，分享在臺從事NGO 工作多年，所觀察到的東南亞文化發

展；移工影展策展人陳炯志擔任與談人，從電影切入分享臺灣生活中的東南亞。

主講│One-Forty創辦人-陳凱翔、移工影展-陳炯志
主辦單位│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聯絡電話│02-2311-5041
時間│6.15 Sat.／15:00-16:30　參加方式│自由參加 

場次三│不只是移人，更是家人

「臺北，聽我說」詩集引言人兼知名作家李牧宜為聽眾導讀30篇詩文精選，並請賈娜以原文

朗讀分享他最愛的作品。透過他們的分享及互動，傳遞對「移人」與「家人」的深刻解讀。

主講│知名作家-李牧宜、印尼移工-賈娜
主辦單位│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聯絡電話│02-2311-5041
時間│6.22 Sat.／15:00-16:30　參加方式│自由參加

移工文學系列講座《臺北，聽我說 Listen to me,Taipei》

6.08Sat.-6.22Sat.

5F 誠品書店 Forum

FREE

誠品生活 AXES | 生活製造 A計畫

感受傳統工藝新生│回溯潮流風格│品嚐街頭小吃│啜飲台灣麥酒

A計劃製造你對生活的體驗，加乘感官想像，給剛好喜歡探索的你一點不一樣的選擇！

展出品牌│NOVESTA / 光山行 ANOUKS / 月見山沙威瑪 Moon Met Mountain / 禾餘麥酒 and More

6.05Wed.-6.16Sun.

4F Event Space

FREE

潤室研所 | Room Lab.
四個品牌．一個房間．跨界研究

潤 室 | 解 構  x重組房間的美好定義

無須擁有滿滿的物品，選擇真正適合自己的物件，生活自然組合成自己的輪廓。成立研所的

目的，在於用研究的角度探討美好居家生活的定義，藉由四個品牌的角度詮釋，給予大家更

多選擇，來潤飾/潤室您的生活。

潤室研究對象 |  Unipapa x走走家具x瑪黑家居選物 xBlachoice

6.17Mon.-7.01Mon.

4F Event Space

                          誠品點好好用 
熱門飲品、30週年獨家聯名商品超值兌！

6.01 7.17
sat. wed.

兌換再送誠品點1,000點  
活動期間每週參與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以下兌點活動，

即有機會抽中誠品點1,000點（共7名）

消暑飲品 100點輕鬆兌 直接取
6.01 sat.-6.30 sun. 

誠品30週年聯名商品 超值兌
6.16 sun.-7.16 tue. 

登  入  兌  換
注意事項：

●需先登入迷誠品網站方能參與點數兌換，首次登入請先註冊網路帳號。●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

之誠品人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飲品同店同品項每人每卡限兌換2杯。●兌換再送誠品點

1,000點活動每筆點數兌換視為一次抽獎機會，每人每卡不限抽獎機會；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抽出上

週兌換之會員，每週三（6.05、6.12、6.19、6.26、7.03、7.10、7.17）公佈得獎名單於迷誠品網站

─最新消息公告資訊頁面，並同步將點數匯入得獎會員帳號，恕不另行以電話通知。●凡取消點數

商品兌換，該筆抽獎資格將同步取消。●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網站或誠品人APP【會員專區】

中查詢。●誠品生活保留活動內容變更、修改及最後解釋之權利。

各式人氣飲品：天仁茗茶珍珠奶茶、樺達奶茶…
臨櫃扣誠品點100點／200點，馬上喝！

1,000點 + 3,280元
推薦價4,800元 (限量5個)

master-piece

日本製黑迷彩側背包1,000點 + 6,880元 
誠品優惠價 9,600元

原價13,800元 (限量4隻)

Mondaine 瑞士國鐵錶

褐色款／全黑款

傳遞不同背景的故事，翻開人
情扉頁啟發了共鳴；分享多元
風格的場域，互動間教織幕幕
美好。

Unipapa | Theta 斜打電蚊拍 走走家具 | 走走衣架 Blachoice | 316鈦黑不鏽鋼吸管禮盒

在夏天來臨之前，看一場不會流汗的表演

暑氣濕熱又黏膩，但渴望被音樂療癒的心情依然需要出口，誠品生活南西搶在夏天來臨之

前，為大家送上曲風有態度但很chill的禮物，就是看一場不會流汗的表演。

演出樂團│凹與山 / The Tic Tac
誠品人會員搶先報名：請掃QR code

FREE

6.15Sat.

Photo Credit by｜哲攝光

1F 大門廣場
14:00-16:00

FREE

瑪黑家居選物 | 琥珀燭杯十件組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誠品生活南西4F顧客服務中心/誠品R79書店服務台

共同活動注意事項 — ●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南西、誠品R79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乙項活動贈禮，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兌換後之發票剩餘金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
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所有贈禮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圖片僅供參考，兌出後除瑕庛品恕不接受退換。●誠品人會員相關活動，愛書人會員／通行證／生活卡亦可參加、不含累計卡卡友；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至4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點數相關活動僅限台灣申辦之誠品人會
員獨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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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辦理退貨，須持
該日消費發票及活動贈禮(包含抵用券 / 誠品點)至各店服務台／贈禮處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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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活動贈禮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
值贈禮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誠品人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須出示實體誠品人會員卡／累計卡、有照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方可兌換。

6.11 Tue. - 7.02 Tue.

體驗台灣好物
會員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即可以250元加價購、滿5,000元

即可兌換誠品生活×阿原經典肥皂禮盒（四入）乙組。

（內含：艾草皂100g、月桃皂100g、綠豆薏仁皂100g、紫草洛神皂100g）

一塊肥皂如風般悠悠安撫著城市焦躁的人心，阿原以台灣製造為榮，強調對土地自然環境的關懷，堅持台灣味的青草藥與繁體字的文創
包裝，融入生活經驗與天地對話，延續有溫度的感動良品，享譽國際。

●加價購：每張發票限加購乙份、滿額贈：每卡/每日單店限兌換乙份，全台限量5,020份，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生活南西│5F-
誠品書店、誠品文具、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誠品R79│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音樂館、誠品兒童館。●本活動恕不與
以下活動重複兌換：誠品生活南西『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好所在』、誠品生活南西『誠品會員回饋禮』、誠品生活南西『會員獨享 好運無限循環禮』●單張消費
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加價購僅接受現金／誠品禮券結帳，恕無法接受其他結帳方式。

designed by

6.05 Wed. - 7.02 Tue.

就愛LINE Pay
滿額享3%回饋！

於LINE Pay「我的條碼」付款，

單筆消費滿3,000元(LINE Points點數折抵金額不列入計算)，享LINE Points 3% 回饋

- 綁定任一發卡銀行卡片或註冊一卡通帳戶付款皆可參與，以每筆實際支付金額╳3%後四捨五入計算。
- 活動期間每LINE Pay帳號最高限得300點。
- 限量12萬點，贈完為止，額滿訊息將透過LINE Pay官方帳號通知，請務必加入LINE Pay官方帳號並解除封鎖。
- 回饋點數為付款成功24小時後陸續發放。
- 透過LINE Pay「我的條碼」使用一卡通帳戶餘額付款，單筆交易金額上限1萬元，單月交易金額最高3萬元。

提醒：必須同意行銷資訊提供政策，才可獲得活動回饋點數；使用LINE Pay消費恕不參與館內任何銀行活動。

●不適用LINE Pay之專櫃，以各店專櫃現場公告為主。●回饋點數為「一般點數」，由LINE Pay計算及入點，有效期限為最後一次獲得點數當日起算180日
止，一旦超過有效期限，將會立即失效。●以上活動僅限臺灣LINE帳號且已註冊LINE Pay的用戶參加，請務必於結帳前完成註冊LINE Pay。●本活動相關問
題請洽LINE Pay客服專線：02-6631-5166 (365天，09:00~18:00)或填寫問題反應表：https://contact-cc.line.me/serviceId/11399 。●如遇無法交易的狀
況，請務必於24小時內與LINE Pay客服中心聯繫，提供(1)消費日期及時間(2)櫃位名稱(3)服務人員姓氏(4)遭遇的狀況。LINE Pay客服中心：02-6631-5166 
(365天，09:00~18:00)或填寫問題反應表：https://contact-cc.line.me/serviceId/11399 。提醒您：若未符合資格仍不得要求補發實際交易金額計算後的
LINE Points點數。●一旦發現有用戶以任何方式違反活動公平原則之行為，LINE Pay有權取消該用戶活動資格。●其它未盡事宜請見LINE Pay活動訊息頁面
為主。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LINE Pay、誠品生活保留變更、終止本活動及對本活動所有事宜做出最終解釋、決定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信用卡循環信用利率、預借現金手續費用及其他費用資訊，請參閱各發卡銀行官網。 LINE Pay活動詳情

6.05 Wed. - 6.19 Wed.

LINE酷券
點點成金

活動期間內，於LINE酷券以LINE Points 200點
可兌換誠品生活年中慶300元購物金乙張！(活動期間每LINE帳號限兌換3張。)

●各店不適用購物金之專櫃請見https://lin.ee/ctgoG72/wprs，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專櫃現場公告為主。●抵用券使用期限：2019.6.05 Wed.-2019.7.02 
Tue.，逾期無效。●此商品為LINE Points純點兌換商品，購買完成後，恕無法更改或取消，亦無法退還。●本券不適用購買誠品禮券，亦無法兌換現金或找
零，請一次抵用完畢，不可重複使用，也不得零售或轉售。●本券可參加館內活動，惟不列入停車折抵計算。●本券為不記名，請自行妥善保管，如遭他人盜
用，恕不再補發。●本券所兌換之商品或折抵消費之金額不予開立統一發票。●請勿擅自偽造、變造，以免觸犯刑責。●本券任何未盡事宜依券面說明為主，
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之權利。本活動無需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活動詳情立即兌換

華信航空 國內線不限航點雙人來回機票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旅人客房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星光主題客房

6.05 Wed. - 7.02 Tue.

誠品人獨享
暢遊寶島滿額抽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店單筆消費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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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信航空 國內線不限航點雙人來回機票
（價值9,212元，共15組）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旅人客房住宿招待券
（價值10,560元，共12組）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星光主題客房住宿招待券
（價值15,180元，共5組）

瓏山林蘇澳冷熱泉度假飯店 西式套房住宿含早餐招待券
（價值19,990元，共12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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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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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屬機會中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請見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明。●獎項兌換詳細使用
規則，使用日期及其他負擔費用等，皆以迷誠品說明為主。●領獎期間：2019.07.12 Fri.-08.12 Mon.。●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瓏山林蘇澳冷熱泉度假飯店 西式套房

本活動無需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活動詳情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36,000元，即贈誠品行旅 雅緻客房住宿乙晚（價值20,196元）。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次。●本活動採系統計算消費金額後贈送APP電子兌換券，將統一於2019.7.15 Mon.以APP COUPON券型式匯入【誠品人APP】會
員帳戶內，並於匯入時同步以簡訊通知。●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體驗台灣好物
─會員滿額禮』、誠品生活南西『誠品會員回饋禮』、誠品生活南西『會員獨享 好運無限循環禮』。●消費時請出示誠品人會員卡或官方版行動APP累計消費
方可列入活動計算，活動不可跨會員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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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券使用期限至2019.12.29 Sun.，
本券限週日至週四入住，若欲週五或週六入住，每房需加價1,000元，使用規範詳見APP電子兌換券說明。

6.11 Tue.  - 7.02 Tue.

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好所在
本活動無需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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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地點│誠品生活南西4F顧客服務中心

6.11 Tue. - 7.02 Tue. 

誠品會員回饋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滿200,000元，

即贈美國Frigidaire富及第智慧洗碗機6人份
(價值$29,900元，限量5台)，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活動期間每人每卡限換乙台。●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南西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
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誠品生活南西『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好所在』、「體驗台灣好物─會員滿額禮」、誠品生
活南西『會員獨享 好運無限循環禮』。●本活動僅限台灣地區之誠品人會員獨享。●「美國FRIGIDAIRE FDW-6002TF桌上型智慧洗碗機 6人份(升級
款)」商品需進行專業安裝，無法於現場兌換領取，後續出貨(除離島外皆可配送)、安裝、維修、保固等將由台灣區總代理美第股份有限公司所指定之合
作廠商提供服務，相關兌獎辦法將於臨櫃兌獎時提供紙本說明，更多商品訊息請見品牌官方網站。●如需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活動贈禮(包含
抵用券 / 誠品點)至各店服務台／贈禮處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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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
退貨程序。●活動贈禮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禮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6.11 Tue. - 7.02 Tue. 

會員獨享
好運無限循環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積消費滿50,000元，

即贈XQS-D330 循環扇
(價值$2,618元，限量18台)。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活動期間每人每卡限換乙台。●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南西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
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誠品生活南西『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好所在』、『體驗台灣好物─會員滿額禮』、誠品生活
南西『誠品會員回饋禮』。●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至4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如需辦理退貨，須持
該日消費發票及活動贈禮(包含抵用券 / 誠品點)至各店服務台／贈禮處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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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活動贈禮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禮與調整變更活動
內容之權利。

6.11 Tue. - 7.02 Tue. 

2F衣視野
專區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指定專櫃當日單筆消費滿8,000元，

即贈杉之淬活煥極淬精華乙瓶。

(價值$2,580元，限量20瓶)，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活動期間每人每卡限換乙份，贈品恕不累贈與挑款，數量有限，贈完為主。●本活動僅限於誠品
生活南西2F專櫃消費金額兌換，惟不適用於以下專櫃：about KUAN關於寬庭餐飲消費。

6.11 Tue. - 7.02 Tue. 

3F蒐風格
專區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6,000元，

即贈綠藤生機純粹保濕精華液30ml乙瓶。

(價值$580元，限量32個)，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活動期間每人每卡限換乙份，贈品恕不累贈與挑款，數量有限，贈完為主。●指定專櫃：3F 
Garden by one way、Green Parks、FRED PERRY、Half half、INLook、MARJORIE。

『邱』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單筆消費滿3,600元，即可獲得「抽獎機會」乙次，

滿7,200元兩次，依此類推…機會抽中：

釜山航空 台北→大邱雙人來回機票。

●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當日單筆消費滿3,600元可參加乙次，滿7,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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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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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期限內於誠品生活南西報到，視同放棄兌獎資格。●活動屬機會中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請見活動共同注
意事項說明。●獎項兌換詳細使用規則，使用日期及其他負擔費用等，皆以迷誠品說明為主。●領獎期間：2019.07.12 Fri.-08.12 Mon.。●誠品生活
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票券使用注意事項：
●此免費機票限於指定航段使用(台北-大邱-台北)，不能適用於其他航線及共用航班。●此免費機票有效期為簽發日起6個月內使用。●機票效期為出發
日起3個月內需使用完畢。●此免費機票限於特定艙(N艙)情況下使用，旺季或其他日期根據航班銷售情況可能無法使用，使用前，請與釜山航空訂位中
心聯繫確認座位後預訂(02-25163355)。●開票後如需變更行程或退票，無需手續費。●燃油附加稅及機場稅需乘客自行付擔。●此免費機票不可兌換
現金，且開票後不可轉讓他人使用。●此免費機票需致電釜山航空台北分公司訂位中心(02-25163355)開票。●搭乘時除機票外，仍需出示本兌換券，
如兌換券遺失,機場可以拒絕搭乘。●本兌換券如經塗改視為無效，無法掛失，請妥善保存。●本券須具 韓商釜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戳章方
為有效。

6.05 Wed. - 7.02 Tue.

加碼抽
嗨嗨

6.11 Tue. - 7.02 Tue. 

4+5F淘創意
專區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2,000元，

即贈Chocola BB飲乙瓶(價值$79元，限量190瓶)，

或米塔黑糖100元現金抵用券(限量130張)，

贈禮隨機贈送恕不挑款，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活動期間每人每卡限換乙份，贈品恕不累贈與挑款，數量有限，贈完為主。●本活動僅限於誠品
生活南西4F、5F專櫃累計兌換，惟不適用於以下專櫃：4F-金品茶語、食習；5F-誠品咖啡、誠品書店、誠品文具、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

6.11 Tue. - 7.02 Tue. 

1F品生活
專區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指定專櫃當日單筆消費滿3,600元，

即贈AVEDA舒壓純香菁乙瓶。

(價值$680元，限量50個)。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活動期間每人每卡限換乙份，贈品恕不累贈與挑款，數量有限，贈完為主。●指定專櫃：1F AS 
Group、VIVENTY、MAUD FRIZON、jeffreycampbell、STEVE MADDEN、MELROSE、CHOiCE、da0108、Keeley Ann、GRACE GIF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