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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intuition is often superior to the pride of
knowledge that men are proud of.——Mahatma Gandhi
女人的直覺常勝過男人為之驕傲的知識。——聖雄甘地

南西限時加碼/

信義指定專櫃/

敦南3O天天抽/

松菸Fashion Show/

4.16 Tue. - 4.28 Sun.

4.17 Wed. - 5.14 Tue.

4.08 Mon. - 5.31 Fri.

5.03 Fri. - 5.04 Sat.

香氛美妝滿3,000贈300 誠品人滿3,000 不限金額消費
指定專櫃
鞋履服配滿6,000贈500 贈誠品點500點 天天抽BALMUDA 滿8,000送800

COVER STORY
給生活中「韌性」堅毅的妳一場短暫的小逃離，從頭到腳剝除對自己
的吝嗇心情，在這個季節，讓我們實現妳的小「任性」，生活裡的吉光
片羽，原來可以很輕鬆、隨手可得。

「弱者啊！妳的名字叫女人！ Frailty, thy name is woman !」
來自莎士比亞的一句呼告，早已被獨立而果敢的女子力量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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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洪流裡女人們以「韌性」改變世界的路徑，
當然也可以用「任性」保持自我的初衷，彰顯勇不妥協的堅強意念。

專屬妳的選書：
10個名女人們的任性格言
風格女人的韌性×任性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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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南：尋覓妳的專屬香調

理科太太：欸！幫別人貼標籤是一件很
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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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女子的質感生活筆記

風格甜點地圖

12個甜點紀事

名女人們的
格言
Those womens' willful mottos.
她們的面貌、吐出的話語，都倒映成妳的樣子，她們不過是妳內心的鏡射；
她們扮演文字的淘金者，字裡行間由她們引領妳，篩出最貼近自我的格言。

亦舒：「我要很多很多的愛。如果沒有愛，那麼就很多很多的錢，
如果兩件都沒有，有健康也是好的。」
推薦選書｜有限溫存

漢娜鄂蘭：「如果人不是平等的，他們就無法互相理解。」
推薦選書｜人的條件

張愛玲：「我要比林語堂還出風頭，我要穿最別緻的衣服，周遊世界，
在上海自己有房子，過一種乾脆俐落的生活。」
推薦選書｜華麗緣

夏洛蒂・博朗特：「我知道自己貧窮、不好看，但我也有權利愛人 !」
推薦選書｜簡愛

馬拉拉：「激進份子害怕書及筆，教育的力量使他們恐懼，他們也害怕女性。」
推薦選書｜我是馬拉拉 I am Malal

瑪格麗特・莒哈斯：「情人，微不足道。愛情是永存的，
哪怕沒有情人，重要的是，要有這種對愛情的癖好。」
推薦選書｜情人

莎岡：「除了愛情帶給我肉體和實際的享樂之外，思考愛情是什麼，
也可說讓我得到了精神上的享樂。」
推薦選書｜日安憂鬱

COCO 香奈兒

：「想要無可取代，就必須時刻與眾不同。」

推薦選書｜超越自我的時尚女王 : 可可．香奈兒

三毛：「我在想，飛蛾撲火時，一定是極快樂幸福的。」
推薦選書｜撒哈拉歲月 ( 三毛典藏新版 )

J.K 羅琳

：「我們不需要魔法來改變世界，我們自身就具有這種力量。」

推薦選書｜哈利波特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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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太太的

欸，幫別人貼標籤是一件很累的事！

從理科太太 8 個月前的首支影片內容觀察，其實不易將她與「任性」這個
詞彙連結，只有神似楊謹華的女子與清晰易懂得科學傳播內容。但隨著她
的嘗試與大量演藝、新媒體人士合作，更加入理科先生和理科嬰兒的生活
互動，觀眾看到的是理科太太的身分下，更加自在、真實的她。

韌性的她：「維持平靜是面對干擾最好的方式，希望
每個小改變都能讓未來女人的定位不一樣。」
成為媽媽後，全身上下被激發了前所未有的母性，「韌性」的元素也在理
科太太的身上有著顯著的成長，從只為了自己，到希望能為孩子做得更
多，也因此造就了理科太太的頻道出發點。本來就對情緒控管相當在行的
理科太太，更會為了理科嬰兒調整自己的情緒，因為「情緒是可以被嬰兒
察覺的」。
理科太太認為，在面對生活中的情緒，過於劇烈的起伏，並非面對情緒的
最好反饋。誠實面對自己的情緒雖然絕對比將情緒置之不理來得困難許
多，但比起問題的積累，正視情緒並以平靜的態度處理，是每個人的練習
課題。他形容達到目標就是場馬拉松，排除心理負擔才能跑得長久健康。
這正是理科太太面對生活中每一個起伏的「韌性」哲學。

對於女性未來發展的可能性，理科太太下了一個註解：「我從不會假裝男
女已經平等，只有現在的每個小改變，才能累積成未來的不一樣」，她指
出「無論在美國還是台灣，女性講述科學，相較男性會更加被批評或是放
大檢視」。教育才是改變的關鍵，「小時候我看到牆上的科學家、成功人
士，從來沒有女性的樣貌，小女生就不會認為，那會是我未來的樣子」，
理科太太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傑出的各方面女性專家，處於領導地位的女性
角色越多，女性的議題就能更被發聲。
採訪當天，理科先生陪著理科太太，坐在旁邊大口吃東西、滑手機，兩人
相處自然宜人，和影片中表現得如出一轍。和理科先生每一幕「充滿肢體
語言」的愛，無論是逼迫他鋸倒聖誕樹、打掃整個家，還是強制接受洗頭
服務，「對我來說，任性就是生活的情趣，和伴侶的默契，也是一種撒嬌
的方式，那是相愛對方的證明」。除了百萬網紅、科學家、妻子和人母的
身分之外，理科太太不吝展現可愛女子的一面，用她的獨特步調和管道，
試著給予既定觀念和刻板印像，一些帶著韌性與任性的衝撞與翻轉。

正因她對拍影片有濃厚興趣，才能有動力在家人、工作之間，再投入時間
與精力去製作想要傳達的內容。對於時間的控管，理科太太也發揮相當具
有理科人邏輯的「效益最佳化」，安排事件的優先性、了解自己個性後，
制訂出 Timeline 的 3 個步驟，在公私之間找到最舒服的方式，並讓自己享
受其中。「熱愛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無論粉絲是一百萬還是零，
都不會影響我的價值」，她平心靜氣的解釋。

任性的她：「我從未自稱是知識型 Youtuber，我只是做
我想做的事。」
理科太太最被廣為探討的就是她的學歷、背景以及創業歷程，大家只想知
道，為什麼她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宛如彗星一般為台灣影音社群平台
注入前所未見的鋒芒，更同時獲選 2018 ELLE STYLE AWARDS 風格人
物大賞的最具風格 YouTuber，甚至傳言她的背後有著強大的行銷團隊與金
主，但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忽略了一個關鍵－「拍影片只是理科太太單純想
做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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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一個知識型 Youtuber，甚至不是一個 Youtuber，我
只是一個上傳影片的媽媽。」最初只因理科太太想要錄製育兒相關影片與
家人朋友分享，後來卻因濃烈的個人風格而走紅，而她也持續應用這個管
道用自己最擅長的方式達到「科學傳播」的目的。
「我並不認為，科學的傳播只有高學歷人士才可以做到，而是應該專注在
正確性、傳播性與娛樂性三個原則」，並非只專注給予艱澀的理論，而是
成為調劑身心之餘，讓社會科學更廣為人接受，其實背後蘊藏著培養台灣
觀眾科學素養的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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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爵士樂名伶 艾拉‧費茲潔拉

帶著她的格鬥精神， 9m88 轉而申請爵士與現代音樂新學院（ The New
School for Jazz and Contemporary Music），更積極參加各種比賽與音樂營，
透過認識樂手、同好，跟著樂團在酒吧、街頭表演，「就算是一開始受到
很多的拒絕、有時也會遭遇些許的歧視與諷刺，我都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
的，正因我原本並非這個文化裡的人，花更久的時間熟悉這個領域也是相
當正常的」，9m88 認為熟悉自我的過程很長，過份心急並沒有任何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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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屬於她的日常韶光，重新轉化自己的主觀看法，借此解讀每一位獨特
女性在不同情況下的呢喃心境。「我的內心其實是某個程度上的女性主義
者，就算有時候並不那麼認同某些樣態，我還是會透過轉化心態，試著將
批評的思維變成尊重個體的創作呈現，因為每個人都是平等且有權力展現
自己的」。

七
×二聚場

實踐服裝設計系畢業的 9m88，其實就學期間就察覺到自己的天分與志向
並不在此，但或許肇因於性格、更加諸於亞洲社會框架，就算帶著勉強與
痛苦，也絕不輕言放棄。畢業後原定前往 The New School 帕森設計學院
（Parsons School of Design）進修，但浸淫在紐約豐富多元的音樂浪潮之
下，喚醒她長久以來渴求音樂的真摯靈魂，經過長考與掙扎，她毅然決定
從頭開始接受正規音樂教育，即便這意味她必須放下熟悉領域的人脈與朋
友，接受全然陌生的挑戰，她亦選擇相信自己的愛好。

9m88 許多創作的靈感都來自於自己與周邊人事物的經驗，透過眼睛與腦
袋內化，打開創作模式，透過不停的反芻文字與意象，絲縷編織成聽眾能
產生共鳴的故事，從<九頭身日奈>、<陪妳過假日>到<Air Doll>，都巧妙汲

楊涵硯／ Design_
陳映慈／ Photo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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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好室
Editor_

韌性的她：「若將所有逆境都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
目的就會由此變得清明。」

任性的她：「想做任何事都就應該去做，每個人都是
平等且有權力展現自己的。」

音樂之旅：

你是否曾經認真思考，那些被你視為「興趣」的事物，有可能只是為了服
從社會框架，再三忽略天分與夢想的結果？ 9m88 的音樂道路並非康莊，繞
了一圈卻更顯難能可貴，從服裝設計跨向當代音樂，在饒富藝術養分的紐
約重新發掘自己，讓她的女子力渲染台灣的獨立音樂圈。

的
9m88

「不是你來自哪裡；你要去哪裡才是重要的。」

尋找自己的過程很長，你需要的不過是耐心！

“It isn't where you came from;
it's where you're going that counts.— Ella Fitzgerald, Jazz singer

當代女性有著更加廣袤的發展性，「我希望女人能在不要傷害自己、勉強
自己的前提下，想做任何事就勇敢去達成」，9m88 認為保持心理素質的堅
強，甚或是認同自己，皆是一輩子的課題，透過不停與自己對話，永遠別
忘了提醒自己所擁有的優點，才能有保有自在、輕鬆的生活態度。「短期
我希望能完成自己的整張專輯，未來也希望能朝劇場、配樂以及戲劇等領
域發展，繼續做我最擅長的事，那就是音樂與表演。」9m88 展現了她面對
人生時區的耐心與溫柔，更從未輕易設定自己的極限所在，也不吝嗇展現
自己脆弱、負面的黑暗面，用誠實與堅定迎來擁抱畢生職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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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性女子的初夏日常

上班前的 Runway Show
A

HTHREE｜松菸店1F/南西店2F

8.5瑪莉珍高跟鞋
Valley Cube Shoulder Bag 單肩包
特價15,120元｜原價16,800元

FRED PERRY｜信義店1F/南西店3F

D

後方打褶設計襯衫洋裝

6,780元

推薦價

DOUCHANGLEE Lab｜南西店2F/松菸店1F

B

5,292

D

Whitney白色編織背帶鍊包

17,500元

推薦價

E

HTHREE｜南西店2F/松菸店1F

4.19~5.12購買Paul Hewitt滿3,000元，加贈質感大理石紋陶瓷杯墊

卡奇色長版外套

4,784元｜原價5,980元

特價

5,250元

推薦價

CRY｜南西店2F

特價

F

Méduse｜敦南店GF

ZUO｜南西店2F

流蘇樂福拖鞋

彩色襪

推薦價

推薦價

5,680元

PAUL HEWITT Miss Ocean Line 優雅摩登腕錶系列

in｜敦南店GF/松菸店1F/南西店2F

5,260元｜原價6,580元

元｜原價7,980元

特價

Tiimec｜信義店1F

蝴蝶結短褲

6,680

元｜原價5,880元

MICHAEL KORS｜南西店1F

C

ZUO春夏時尚風衣

格紋背心式襯衫
特價

ZUO｜南西店2F/敦南店GF

林雨葶
陳創
Model_
Styling_
Makup&hair_Sharon
赤 峰 貓 舌 菓、 about KUAN
關於寬庭
Special thanks to_

A

楊涵硯
Editor_
劉士華
Photo_

E

脫 下 過 分 矜 持 的 自 己、 套 上 平 常 不 曾 嘗 試 的 色 彩， 換 條

F

如 果 不 能 改 變 要 上 班 的 事 實， 那 就 改 變 上 班 的 心 情 吧！

上班的路線，赫然發現綠意盎然的小天地。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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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60元

推薦價

Darker Than Black Bags｜敦南店GF

380元

HANDOS｜松菸店1F

拋光亮面短靴Japlou款（沉穩黑／黑亮粉）

Marie 大理石紋皮革肩背小圓包
特價5,083元｜原價5,980元

特價

2,099元｜原價2,5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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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A
A

master - piece｜信義店1F

Mondaine國鐵｜信義店2F/敦南店1F

日本藝術插畫品牌nowartt

Mondaine Helvetica Light 瑞士國鐵字體設計系列
金框腕錶 – 1L1111
特價7,999元｜原價10,600元
B

聯名帆布包袋（日本製）

3,200元

推薦價
Dleet｜松菸店1F/南西店2F/敦南店GF

JULIUS｜敦南店GF

二分之一國民領洋裝

9,200元｜原價11,500元

JS-011系列錶款

特價

2,880元｜原價3,390元

特價

C

O season｜松菸店1F

Belle Époque耳環/耳勾耳環

3,200元

推薦價

D

D

奇比植作 X ISHA Jewelry｜信義店4F/ 誠品R79

施華洛世奇大珍珠耳環

680元｜原價799元

特價

jeffrey campbell｜南西店1F

Amarlee真皮珍珠跟鞋
特價3,280 元｜原價4,980元

YU-PENG SHIH｜信義店B1F

舞動刺繡蕾絲粉紗裙(粉)

5,580元｜原價6,980元

特價

French Connection｜信義店B1F/敦南店GF

長版襯衫洋裝

3,900元｜原價4,980元

特價

GIANNI CHIARINI｜信義店1F

PVC拼接皮革包

9,900元｜原價13,000元

特價

BLANCY｜信義店B1F

湛藍極光天然石耳環

590

特價

元｜原價690元

Ishan-13｜松菸店1F
HERLS｜南西店3F

全真皮復古滾邊方頭樂福鞋

2,952 元｜原價3,280元

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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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罌粟花項鍊／手鍊

8,600元／2,980元｜會員95折

推薦價

LEICA＋CDI｜敦南店1F

Leica 咖啡杯

950元

推薦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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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VIN KLEIN WATCHES+JEWELRY｜南西店1F

rise系列-晨曦

9,500元

推薦價

leBebe'｜信義店2F

SUONAMORE 聽愛 THE HEARTS 吊墜

3,270元

推薦價

BAGMANIA｜信義店1F

Botkier 條紋背帶信差斜背包-淺紫
特價10,800元｜原價13,800元

Dleet｜南西店2F/松菸店1F/敦南店GF

AS GROUP｜南西店1F

復古印花方鑽穆勒鞋

吊帶襯衫裙

2,980 元｜原價3,980元

特價

7,640 元｜原價9,550元

特價

YUWEN｜松菸店1F

手袖簍空軟料襯衫／飄逸開衩寬褲

4,580元／6,680元｜會員95折

推薦價

DOUNCHANGLEE｜松菸店1F

率性繫帶西裝背心

6,552元｜原價7,280元

特價

MAJORLIN｜敦南店1F

牛皮運動家 (棕)

3,222元｜原價3,580元

會員特價

Barbour｜信義店1F

Backwater Jacket

11,200元｜原價13,200元

特價

ZUO｜敦南店GF/南西店2F

知性後綁帶洋裝

4,008 元｜原價6,680元

特價

12

MAISON PROMAX｜信義店1F

ONIGIRI

4,720元｜原價5,900元

特價

誠品音樂館｜信義店3F

鐵三角藍牙耳罩式耳機(粉色)

4,500元

推薦價

13

中

場

的

午

餐

小

派

對
鬍鬚張｜信義店B2F

忙碌如妳，午休是段難能可貴的空白時
光，此時任何人都沒有資格打擾，讓我

黃金滷肉飯+紅燒肉

150元｜原價160元

特價

們為妳開場舌頭的迷你派對，一起跳場
美食圓舞曲。
Häagen-Dazs｜信義店B2F/南西店B1F

貝兒臻愛(7吋)

2,180元

推薦價
A
A

CRY｜南西店2F

壓格紋圓領衣(上衣)

儂特利｜信義店B2F

6,060元｜原價7,580元

特價

巧巴達三明治系列

襯衫領背心(內搭)

6,060元｜原價7,580元

(口味：起司烘蛋/火腿烘蛋)

特價
B

B

70元

推薦價

KLASSE 14｜南西店1F

Sky Collection-MIDDAY正午

7,280元

推薦價

G

食習｜南西店4F

F

很持家連湯汁都不放過的 宜蘭西魯獅子頭

350 元

推薦價

H

C

D

h
c
n
u
L
party
C

E

D

麥當勞｜南西店1F/B1F
真芳｜南西店1F

Kiki｜信義店4F

E

龍波斯特｜南西店1F

雙人和菜

F

I LOVE BOW｜南西店1F

已含10%服務費

G

Sweet Josun｜南西店1F

H

Mikkeller Nanxi｜南西店1F

1,529元

推薦價

猿田彥珈琲 ｜南西店1F

猿田彥初夏可可午茶

210元｜原價250元

特價

猿田彥法式烘焙手沖咖啡+提拉米蘇

繼光香香雞 ｜南西店B1F

香香雞麵線+粹釀酸梅湯

159 元｜原價170元

特價

14

15

原味千尋｜松菸店2F

A

出雲不昧流抹茶乳酪絲

耘享濃豆乳｜松菸店B2F

玫瑰豆乳

（8g x 7入）

120元｜原價150元

A

179元

特價

推薦價

B

18獨享鍋｜敦南店B1F

沙拉野餐｜松菸店B2F

青醬野餐沙拉

149元｜原價169元

特價

18原味鍋＋芒果綠茶
特價150元｜原價200元

C
C

Well Café 唯‧午茶記憶｜松菸店B2F

花蛋仔

144元｜原價160元

特價
B

大戶屋｜南西店B1F

牛肉壽喜燒定食

350元

推薦價

另加10%服務費

大象山｜敦南店B1F

雪玉御守禮合組

（美國蔓越莓+五香蒟蒻條+綜合堅果+野生藍莓）

888元｜原價1,100元

特價

咱們｜松菸店2F

愛加倍 Women+ (15入彩虹牛軋糖)

12入金鑽鳳梨酥 金鑽桂圓QQ酥 綜合酥三選一

加購價520元

770元｜原價800 - 830元

特價

Handbun手拿包刈包｜信義店B2F

小資餐(碎肉飯+紅茶450ml/奶茶450ml)

Mikkeller Nanxi｜南西店1F

68元｜原價76元

特價

啤酒狂的麗絲玲葡萄酒

1,099元

推薦價

未成年請勿飲酒

NENE CHICKEN｜信義店B2F

8塊原味炸雞餐

338元｜原價349元

特價

醃蘿蔔、薯條、特調飲料四選一

16

藝桐饗宴｜松菸店2F

Diva Life｜信義店B2F

金幻紫比利時純巧克力禮盒(27入)

590元｜原價750元

特價

桂花釀禮盒

（桂花釀X2，贈貓裏豆腐乳X1，口味七選一：
原味／辣味／桂花／紅麴／芋頭／紅棗／薑黃）

880元｜原價1,260元

特價

第8口鳳梨酥｜南西店4F

第8口堅果塔禮盒╳2盒

800 元｜原價1,000元

特價

17

動手玩烘焙DIY｜松菸店3F

C

金色三麥Lebledor｜信義店B1F

烘焙DIY

DIY「甜點類」任一份享89折優惠

B

平日商業午餐系列

180元

推薦價

Mon.義式墨魚麵/Tue.青醬海鮮麵/Wed.法式
干邑風味海鮮燉飯 /Thu. 泰式綠咖哩雞肉麵 /
Fri.紐奧良什錦飯

A

于記杏仁｜敦南店B1F

杏仁豆腐

買五送一｜原價70元
B

Bonjour朋廚｜敦南店B1F

法式焦糖布丁／伯爵茶布丁

180元｜原價200元

特價

A

米塔黑糖｜南西店B1F

C

黑糖珍珠泡芙+新鮮水果茶

珍珠鮮奶茶／綠(M)＋抹茶QQ鬆餅

丸作食茶｜敦南店B1F

99 元｜原價113元

特價

阿薩姆珍珠拿鐵

天仁茗茶｜敦南店B1F

90元｜原價100元

特價

9

原價(L)70元/(M)60元｜會員 折

上信饌玉｜松菸店2F

麻膳堂｜敦南店B1F

午茶禮盒

（夏威夷豆塔6入+太妃糖(M) 200g）

鮮肉煎餃

520元｜原價610元

90元

特價

推薦價

一0八抹茶茶廊｜信義店B2F

抹茶控聖代

170元｜原價188元

特價

新丼｜信義店B2F

首爾新丼(大)+紅茶/綠茶(360ml)

168元｜原價215元

特價

eslite café｜南西店5F

eslite café 輕食套餐
焗烤活力豬奶油螺旋麵 / 青蔬牛肉醬細扁麵

229元

推薦價

可加99元即可點花果香氛系列茶飲或冰/熱誠品精選咖啡

agnès b. CAFÉ｜信義店1F
遇見蝴蝶酥｜信義店B2F

曲奇蝴蝶酥雙喜禮盒(350g)

980元｜原價1,080元

特價
18

白桃香草慕斯蛋糕

7吋 優惠價1,250 元｜原價1,400元
9吋 優惠價1,600元｜原價1,800元

預購優惠期間：4.19 Fri. -5.05 Sun. 門市電話02-2722-6107

幼瀨明月和菓子茶屋｜南西店4F

特製套餐-妙賞＊桃

342 元｜原價380元

特價

19

A

B

家 庭、 工 作 總 令 妳 難 以 抽 身， 我 們 明 白 妳 要 的 不 過 是 短 暫 的 抽 離，

怎能讓妳虧待自己？來享受一場與美物、美食的約會吧！

女子的微逃家計劃

Buy for
Yourself

C

D

莫莉里安尼｜南西店4F

鑽球珍珠手環(左）

2,380

推薦價

元

莫莉里安尼｜南西店4F

星河光圈手鍊/冰河手鍊/
山茶花手鍊(右）

B

1,580-1,980元

推薦價

A

C

A

B

6ix pm｜信義店4F/松菸店1F/南西店4F

MYSTOCK｜敦南店GF

湖畔午後深V領洋裝

經典鑽飾條帶高跟鞋

特價

特價

C

D

3,762元｜原價4,180元

D

HANASHINJU｜信義店1F

WEST VILLAGE｜松菸店1F

純銀胸墜系列

ANTIQUE TASSEL包包
推薦價5,880元｜會員9折

8,800-27,920元｜原價11,000-34,900元

特價

2,490元｜原價4,980元

Isabelle Wen溫慶珠｜敦南店GF/松菸店1F

華麗復古手拿包

7,504元｜原價9,380元

特價

E

A

J&NINA ｜南西店2F

B

碎花洋裝

盒褶袖西裝外套

14,800元

8,352元｜原價9,280元

推薦價

D

BANNIES’
PASHMERE｜南西店3F/信義店2F

特價

C

PEPPER'S｜南西店3F

Norah牛皮方塊手提包-神秘藍
特價3,700元｜原價4,680元

COCOSHNIK｜南西店1F

Designer Link ｜南西店2F

Pipijudy x SameSame｜松菸店2F

時尚造型-歐風絲巾

CLAVE 泡泡糖珊瑚

微光小米粒珍珠耳環／硫化青晶石手鍊

特價

特價

特價

1,800元｜原價2,080元

20

yuer｜南西店2F/松菸店1F

E

4,300元｜原價4,500元

2,000元／1,246元｜原價2,360元／1,580元

dienes silver｜敦南店1F/信義店2F

雙環鑽墜鍊（18伊莉莎白鍊）

5,480元｜原價6,160元

特價

18K金圓鑽鑽戒

特價18,000元 | 原價21,080元
18K金微笑真鑽戒
特價18,000元 | 原價20,180元
21

STORY Leather ｜信義店B1F/敦南店GF

MIRROR皇宣緣｜敦南店GF/南西店1F

style 6943 後背包

微醺浪漫翡翠玉鐲

7,739元｜原價9,599元

27,500

特價

元｜原價138,000元

特價

Winnie Jewelry｜敦南店GF

天然紫羅蘭翡翠鍊

ILOOK｜南西店3F

39,000元｜原價56,000元

特價

BOLON輕薄工藝光學眼鏡
特價2,980元｜原價3,980元

PLAYSOUND｜信義店2F

法國 adopt'｜信義店1F

格拉斯花園/YUJ限量系列+任選3支淡香精

B&O E8 2.0 真無線耳機
特價11,600元｜原價12,250元

加贈30ml(價值890元)

2,960元｜原價3,850元

特價

Annie's Collection｜敦南店GF

金線亮片女神長洋裝

15,120元｜原價16,800元

特價
ELISA GEMS｜敦南店GF/南西店1F

OJO SALON｜南西店2F

德國ANY DI眼鏡包

Bee with you

3,650元

2,080元｜原價3,490元

推薦價

特價

MANGO｜信義店B1F

蜜黎洋裝-格紋

maison de beauté｜南西店1F

1,450｜原價1,790元

特價

BOUCHERON經典淡香精組合
(經典環戒女性淡香精50ml +經典環戒女性淡香精迷你瓶4.5ml+經典環戒女性淡香
精沐浴精30ml+經典環戒女性淡香精身體乳30ml)
特價1,980元｜原價4,800元

About KUAN｜南西店2F

日曬黑米番茄海鮮燉飯

380元

推薦價

10%服務費另計

Agaric Garden 艾格瑞│松菸店2F/南西店4F

幾何茶花珍珠耳環

1,280元│原價1,680元

特價

草山金工｜松菸店2F

植物標本玫瑰全系列

1,598-11,730元｜原價1,880-13,800元

特價
if&n｜南西店2F

連袖襯衫繭型洋裝

8,980元

推薦價
22

Nike Kicks Lounge｜信義店1F

ACCA KAPPA｜南西店2F

白麝香香水30ml+白麝香經典淡香精15ml

1,600元｜原價2,200元

特價

限量20組

Nike Rise React Flyknit女子跑鞋
4,400元｜原價6,300元

特價

23

Supreme Salmon 美威鮭魚｜信義店B2F

購買明太子烤鮭魚排套餐(附白飯)
即可10元加購法式焦糖烤布蕾

300元｜原價350元

特價
ASH｜信義店1F

IGGY

6,953元｜原價8,180元

特價

VA Vendome Aoyama｜南西店1F

Flipper's｜南西店3F

五月誕生石-18K金祖母綠項鍊

黑糖珍珠奶茶舒芙蕾鬆餅

18,900元

推薦價

320元

CLASSICO｜松菸店2F/南西店4F

18K金蛋白石項鍊

14,400元

推薦價

Winnie Jewelry｜信義店1F

10K金蛋白石項鍊

天然緬甸翡翠手鍊

推薦價

特價

11,900元

推薦價

期間限定

C系列-C17／前掛

4,280元／加購價1,680元

推薦價

31,800元｜原價45,000元

MARJORIE｜南西店3F

年華之鑰-華麗側鏤空印花壓褶長洋裝

4,200元 | 原價4,250元

特價

限量3件

JOURNAL STANDARD｜信義店1F

NEU碎花連身褲(黃/藍)

8,900元

推薦價

CHRAINYEH｜松菸店1F

綁帶設計條紋上衣

11,180元｜原價13,980元

特價

salad｜信義店B1F

MONDADA｜信義店B1F

粉色格紋後背包

含蓄花苞收腰洋裝

特價

特價

2,620元｜原價3,280元

830元｜原價980元

Silver twinkle｜南西店4F

14K Rose Gold Fairy Dust Ring |
14K玫瑰金仙塵戒
特價3,580元 ｜ 原價3,980元

光合箱子｜信義店6F

限量20組

法式脆皮女士+手工黑糖堅果優格

390

推薦價

元
艸化工事｜南西店4F/松菸店1F

Aurae 多層次紗花垂鏈耳環
特價1,512元 ｜ 原價1,680元

24

Henry & Eddy Jewelry｜松菸店1F

永恆線戒系列

28,000元

滿萬送千｜推薦價

25

廚房的偷閒食光

Kitchen time
A

expo-HEYSUN｜松菸店2F

注音符號絹印棉麻工作圍裙

1,280元

推薦價

榆果傢飾｜信義店2F

兔子三連碗

999元｜原價1,250元

特價

D

E

C

佐天光和廚房設計好物，讓妳慵懶的烹飪時光充

今天不為誰下廚，只想坐在窗邊啜飲一勺愜意，

滿自主個性。

A

隔熱墊

治器-日本製玻璃器皿

580

7

任選單件 折｜原價1,200-1,850元

元

F
B

JIA PLUS｜南西店2F/松菸店2F/信義店2F

B

兒童咖哩調理包-淡路洋蔥

190元

推薦價

C

1,750元｜會員9折

E

Février 菲芙利｜南西店4F

Février 頂級義大利橄欖木系列

3,900-6,500元
勺類 推薦價560-1,180元

砧板類 推薦價

兩件88折，可跨品項

神農市場｜南西店4F

老鍋米粉-台灣米粉炒/麻辣鮮蝦

45元

推薦價

推薦價

4,540元｜原價5,160元

特價

神農市場｜南西店4F

誠品文具｜南西店5F

Saikai Study Plate Set盤筷組/Draft Paper

折紙系列隔熱墊

26

upandcoming｜敦南店B1F

推薦價

JIA蒸鍋蒸籠24cm+ZONE

D

expo SELECT-Brut Cake｜南西店4F

F

about KUAN 關於寬庭｜南西店2F

席爾斯X SURFACE 紅酒高腳杯(4入/組)

1,800元｜原價2,080元

特價

贈送 穆妮薩-大理石紋桌墊

Mao's 樂陶陶｜松菸店2F

小人物蝴蝶結醬油彭派組

1,480

特價

元｜原價1,560元

賽先生科學工廠｜信義店4F/敦南店B1F/松菸店2F/南西店5F

骨科脊椎造型馬克杯

599元

推薦價

買二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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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南法香頌｜信義店4F/敦南店B1F

亞麻油黑肥皂1L+植物油洗碗精1L

999元｜原價1,460元

特價

A

C

B

Fuku Fuku｜信義店4F

織紋粉紅套裝(織紋粉紅雙層便當x 1 + 筷子套裝x1)

1,400元｜原價1,650元

特價
C

nest : ro 概念店｜敦南店GF

BORNN全系列商品

85折｜原價590-1,880元

任選兩件以上

JIA PLUS｜南西店2F/松菸店2F/信義店2F

JIA竹炭醒水瓶

999元｜原價1,280元

特價

B

與你｜信義店4F

疼惜盤

980元｜原價1,290元

特價

巢家居｜松菸店2F/信義店2F

TOAST DRIPDROP 咖啡玻璃沖泡壺組
特價2,880元｜原價3,500元

伊織｜南西店2F

伊織和風棉紗抗菌家事布三色組

Oliviers&CO｜信義店2F

特價

2019稀品限量橄欖油系列

950元｜原價1,200元

花朵&三箭，2種花色任選

森/CASA｜敦南店B1F

真空不鏽鋼冰淇淋杯

2,800元｜原價3,500元

特價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葛瑪諾莎橄欖油–草本清香

2,390元

推薦價

神農市場｜南西店4F

起士蕈菇粥/蒜香雞茸粥/極道冬菇粥

59元

推薦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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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玩具｜松菸店3F

單幅花卉油畫系列課程

2,300元｜原價2,700元

特價

SADOMAIN仙德曼｜敦南店B1F/信義店B2F

琺瑯餐盤組

7

任選單件 折｜原價600-1,100元

MERCI Design｜敦南店1F

仙人掌胡椒鹽罐研磨組

1,800元｜原價2,000元

特價

29

CNFlower西恩｜信義店1F/南西店1F

心花開- 鮮花禮盒

2,980元

推薦價

nest : ro 概念店｜敦南店GF

SACCO陶瓷造型花瓶260ml（粉）
特價990元｜原價1,140元
坤水晶｜松菸店2F

猿田彥珈琲｜南西店1F

水果碗

1,080

特價

元｜原價1,280元

RIVERS WALLMUG 雙層隨行杯
特價665元｜原價700元

五行創藝｜松菸店2F

靛然骨瓷系列

464-624元｜原價580-780元

特價

北歐櫥窗｜信義店2F

Eva Solo北國廚坊 缽碗系列
540-1,890元｜原價600-2,100元

特價
Hi dots｜松菸店2F

喜桃．桃喜杯

2,140元

推薦價

expo SELECT-SADOMAIN｜南西店4F

琺瑯單柄牛奶鍋-紅/藍/白

ç700元

nest : ro 概念店｜敦南店GF

波蘭陶Marrakesh瑪芬烤模

3,380元｜原價4,280元

特價

MERCI Design｜敦南店1F

醬料調味組

598元｜原價680元

特價

iGzen 愛居人｜信義店4F/南西店4F

COCO FRESCO有機椰子油 500ml
特價469元｜原價5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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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文具｜南西店5F

PADDYWAX Candle 美國大豆香氛蠟燭

275-3,150元｜會員9折

A

特價

每日忙亂的步伐還需靠自己收尾，獨處不代表寂寞，而是賦予自己一個更加充實、

飽滿的機會，透過香氣、書籍重新認識自己。

D

VITALSPA｜敦南店B1F

白麝香香水30ml＋白麝香香氛皂50g

王大夫一條根｜敦南店B1F

990元｜原價1,480元

特價

sport修護保濕噴霧

380元｜原價460元

特價

E

ADOLE｜信義店4F

設計本事系列9折

F

C

茶籽堂｜松菸店2F/南西店1F

護手霜＋護唇膏

380元-400元

推薦價

風味任選買四送一

Aesop｜信義店2F/南西店1F

深層保濕組合

4,660元｜原價5,300元

特價

澄瑩面部精華素60ml+藍甘菊保濕面膜60ml

誠品書店｜信義店3F

MORRIS & CO白金奢光沐浴保養三件組

B

A

expo SELECT-DAQICONCEPT｜南西店4F

2,080元｜會員9折

原價

B

iGzen 愛居人｜南西店2F/信義店4F

法式百年香氛-蘿丹緹香氛枕頭香水/

負離子精油擴香儀

推薦價

擴香瓶/補充瓶

特價

Pethany+Larsen｜南西店4F

百變鐘框系列

1,500元
1,980元

鐘芯推薦價

加框後推薦價
32

C

無線音響燈/櫻花鳥

9,250元

D

AroMart｜南西店2F

2,990元｜原價4,500元

880-2,580元

任選贈價值500元 精油乙罐

推薦價
E

誠品書店｜松菸店3F

《致我所愛的人》

280元│會員9折

推薦價

F

誠品書店｜敦南店2F

《孤獨夜裡的熱可可》

320元│會員9折

推薦價

薑心比心｜信義店4F

薑芬洗淨組 沐浴露500ml

特價買二送一｜原價680元/瓶

森林島嶼｜松菸店2F

島嶼四季Flora擴香瓶150ml

480元

推薦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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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TAI磊泰｜松菸店2F

SALT鹽晶王｜敦南店B1F

玫瑰鹽 洗髮精／沐浴乳（任一瓶）

展示滿滿正能量

推薦價

特價

2,125元｜原價2,500元

350元

EASE Apothecary｜南西店4F

手舞作｜南西店4F

Hollow Tree 精油香氛蠟燭

1,700元

情境精油蠟燭（陶杯版）

推薦價

＋專用擴香蓋＋擴香棒

les nez｜信義店2F

Chez Némo 尼莫家｜松菸店2F

午休時間的手作天地

500 -1,000元

3,140元｜原價3,880元

特價

Héloïsede V. 愛洛伊斯夏夜淡香精100ml
特價3,900元｜原價4,600元
URBAN LAZY｜信義店1F

推薦價

天然水晶能量按摩器

8

1,880元｜原價2,280元

每日11：00 - 14：00｜報名手作課程可享 折優惠

特價

PH SHOP｜南西店4F/敦南店B1F

Dr. Hauschka 再生修護精華液30ml *2入
4,560元｜原價5,400元

特價

限量30組，加贈 律動調理液10ml，再享現抵300元

松本清｜南西店B1F

BLANC WHITE

集中亮白高效精華 50ml
/skin regimen/｜信義店2F

舒緩潔顏乳150ml + 微藻前導露100ml

奇比植作｜R79

3,700

特價

1,680元

推薦價

dotfuns｜松菸店2F

元｜原價4,500元

乾燥小花束

加贈三肽面霜12ml(價值800元)

270元｜原價300元

特價

Fitsense air 輕香氛
紅玉甜香／雲夢之柚／浮香掠影

299元｜原價350元

特價

限量30組

OSIM｜信義店2F

誠品文具｜南西店5F

OSIM 8變小天后

59,800元｜原價79,800元

AUTHENTIC MODELS Trianon Letters

特價

復古書寫文具組

9

原價8,000元│會員 折

5色墨水/6枚筆尖/3入沾水筆/3入封蠟章/
1罐蠟粒/1入封蠟燈/ 1入蠟勺

STARBRANDS｜南西店1F

air專業負離子吹風機（彩虹限定版）

7,100元

推薦價

阿原YUAN｜信義店4F/敦南店B1F/松菸店2F

洗頭水系列

6

特價第二件 折│原價550-750元/瓶

天華沉香｜敦南店B1F

琺瑯香爐＋沉香

2,980元｜原價3,180元

特價

附贈ghd防塵收納袋＋方形板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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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NOTE

白頭翁日式點心攤車

about KUAN 關於寬庭

日本老闆的台式日常
生活即是選物、啤酒與紗布起司蛋糕

從日本佐茶盛品
到台灣的迷人街邊風景

生活美學的提煉
就從分享與體驗開始

好人好室×七二聚場

FLIPPER’S

實在好貴麵包製作所

在提拉米蘇、綠意與貓之間
窺見光影的悄然流動

奇蹟的舒芙蕾鬆餅
讓味蕾踏上雲端的第三波甜點浪潮

日本橫濱奇遇記
讓一人店裡的歐洲地圖完美發酵

時飴 Approprié

果昂甜品 illuminé

Hoto Café

拾一片美好的日常風景
嚐一口宜人的甜潤層次

味蕾上的四季更迭
就從清爽日系水果塔開始

小木屋裡的愜意食光
每日限量的手作溫柔

Hudson Coffee

Miss V Bakery

貨室甜品

咖啡師的無心插柳
圈出玻璃櫃裡的散步甜食

道地美式滋味
零距離的鄉村湯種肉桂捲

喚醒兒時記憶的中繼站
療癒身心靈的冰品專門店

完整甜點紀事請掃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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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店B1F

信義 Xin Yi

女子的質感生活筆記

Editor_柯之穎
Styling _ Journal Standard

Photo_張嘉輝
Venue_誠品行旅

在工作與生活中，要找到最舒適的平衡點，
再忙，都要感受屬於自己的療癒時刻，享受屬於自我的各種美好。

夢露早晨

慵懶地臨摹我的任性步調，營造舒適氛圍，用醒腦保養、
親膚彩妝、自信香氛，開啟晨間的美好心情

A

B

C

D

E

F

誠品信義店B1F香氛保養專櫃 全新改裝登場，推薦從早晨到週末的小資保養選品系列。

以最柔軟、韌性的姿態，實行有效保養，任性活出理想生活的每一天。

早晚都不能錯過的 保養小祕密
保養的第一個步驟一定是卸妝，我覺得卸妝如果沒卸乾淨，毛孔就無法打開，會很難吸

滿足一天的從早到晚、任何時刻的美麗需求，
每分每秒都完美任性、忠於自我！

跟著備受矚目的新生代女演員Ellen Wu 吳子霏的樂活態度，

1,350元｜原價1,800 元 B｜歐法頌｜德國DR.THEISS-玻尿酸-抗皺+保濕精華液，特價1,640元｜原價2,640元
15ml*3
55ml ，特價1,900元｜原價2,370元
C｜歐若莊園｜拉蒙火山珠光粉底+日霜，特價3,100元｜原價3,700元 D｜OPI｜花漾風采
E｜PERTH'S KEY｜聖巴克茉莉花精露 60g，特價499元｜原價780元 F｜ALLOYA｜快速造型美甲貼持久套組，特價1,700元｜原價2,439元
A｜SIELE｜微導撫紋眼周精華，特價

（指甲油

美好午間
A

瓶贈指甲油快乾噴霧劑

）

沐 浴 在 陽 光 空 氣 、 散 步 街 道 上 、 辦 公 室 內
實 行 屬 於 自 己 的 保 養 日 常 、 散 發 自 我 氣 息

B

D

C

收保養品的精華；第二個重點是眼周，卸妝和眼周是我自己保養中比較在意的地方，每
天工作長時間化妝，在不知不覺中容易長出很多小細紋或龜裂。
我的保養順序，卸妝完洗臉我會先輕按眼周，不斷按摩、搓熱後，在全臉塗上精華液，
同樣以按摩的方式導入，接著開始輕拍，讓肌膚放鬆吸收，最後記得擦上乳霜，就能形
成保護層，把先前所有營養精華包覆起來加快吸收速度，這三個步驟是我每天堅持會做
的基礎保養。
E

F

G

維持日常的水亮狀態
平常維持好狀態的小秘訣是多喝水，長時間上妝、工作的環境轉換，室內外溫濕度的變
化之大，導致水分容易流失，喝水是維持良好狀態的方法，很簡單就做得到。再來，
我一天會敷兩次臉，洗澡後敷一片面膜、早上上妝前也會敷，持續做這件事後真的有差
別，肌膚會漸漸水嫩明亮起來。

享受生活的可能性
保持生活質感與和諧步調，要盡量睡飽睡好，起床後沖泡一杯新鮮咖啡，瀏覽新聞雜誌等新資訊，便開始動
手做健康早午餐。如果有時間我會去健行，在城市散步或是山林中呼吸，會有新的感受跟新發現，很多小巷
弄中不試著走進去，你不會知道裡面有什麼店、什麼有趣的事會發生。
40

A ｜ 歐法頌 ｜ 義大利 Perlier 身體香氛噴霧，特價

430 元｜原價 760 元 B｜ AHAVA ｜ 愛與美麗限量禮盒組，特價 2,880 元｜原價 3,280 元
C｜PERTH'S KEY｜靈性能量噴霧20ML系列任選三入，特價1,480元｜原價1,950 -2,160元 D｜OPI｜解救乾荒肌-基礎修護版，特價950元｜原價
1,170元 E｜QUEEN OF SHEBA｜乳香香水油+手工香水瓶組合，特價2,880元｜原價3,880元 F｜乳油木之家｜乳油木滋潤組 ，推薦價2,700元
G｜嘉丹妮爾｜身體護理組，特價861元｜原價1,230元
41

信義店B1F

療癒自我的獨處時間

放鬆夜晚

感 受 自 我 療 癒 之 特 別 時 刻
讓 一 切 歸 零 ， 從 心 開 始 放 逐 夢 境

獨處時我最喜歡做家事，平常工作容易忽略周圍環境，只要一休
假或回家有空，就會停不下來地開始洗曬衣服、打掃、照料陽台
植栽...做家事的過程中，對我來說是舒適自在、抒發壓力、療癒

A

B

C

D

E

F

3,400 元｜原價5,440元

B｜歐若莊園 ｜玫瑰修護精華組（夜間奢華精華液10ml+玫瑰強效保養複方精油10ml+玫瑰嫩白

自我之道。
我個性容易適應外在環境，在人多熱鬧的地方，會開朗活潑起
來，也愛開玩笑，但私底下我屬於比較安靜內斂。發現獨處對我
來說是充電，可以實現各類喜歡或想做的事。我是偏向感性的
人，連看新聞、日常的事件都有細微感觸、思考。時常讓自己在
閱讀、電影中去感同身受不同的情感，這些美好體驗在冥冥之中
回饋到自己身上，就像一種注入能量的感覺。

完美主義──對自己負責的小任性
生活中一定有一些小任性，我私下的黑暗面大概就是懶惰時刻，
會盡情地懶惰，賴一下床、放放空；有時則是行動力過高，想做
什麼就馬上去做，不過這樣的任性是一種對自己負責的任性，將

「 所有的海闊天空都會有前面掙扎的過程，
接著又會看見新的風景。」

衝動性格發揮在工作上，跳脫舒適圈、適應挑戰，反而是一種更
好的幫助，導演要求做到100分的功課，我就會做到120分，充分
地衝刺準備且樂在其中。

A｜蕾舒翠 ｜酒粕面膜套組 買五送三，特價
精華液 10ml ），特價

7,200元｜原價8,600元

2,888元｜原價5,980-6,380元
15ml），特價2,180元｜原價2,600元

油，特價

擁抱韌性初心，用香氛定義大人味

C｜PERTH'S KEY｜水氧機（沙漠金球/森呼吸）/ 擴香儀（忘憂禪/放鬆禪）任一款+任選原價2,000元單、複方精

4,799元｜原價5,430元 E｜BsaB｜黑釉陶擴香組100ml（加贈精巧擴香組
F｜YANKEE CANDLE｜風尚燭L+瓶中燭L ，特價2,828元｜原價3,250元
D｜Mahoya｜助眠放鬆組，特價

繽紛週末

創 造 分 秒 間 的 理 想 生 活
忘 我 的 風 采 樣 貌 ， 盡 情 揮 灑

香氛可以調節心情，更是個人特色的一張名片，每個人也都能從
自我成長的歷程中，找到自我的個性香氛、獨特自信。我特別喜
歡樹枝的味道，覺得木質調的香氛很大人味，很能代表自己的香
氣，屬於我的味道，可能我有點老成(哈哈大笑)，木質味很純淨

A

B

E

C

舒服，閉上眼睛就像身處在大自然中。
自認性格是中性的，會有很女生的樣子，但不全然，也有男孩的
一面；如果我是花，會是巷弄間的花朵，不限於特定花種，每一
種花都值得欣賞。若不仔細注意，低調地不會發現她在巷弄間存
在，可是你會發現巷弄間的花是充滿韌性的，開花時她就像在擁

D

抱身邊經過的每一個人。

屬於我的眼前風景
最近剛拍完戲，在休息期間最想要落實運動計劃、平衡生活。然後是充實英文，在《HBO獵夢特工》這
部戲中，和來自各地的優秀團隊一起工作，期望與人交流中學習更多新事物。我喜歡寫下計劃，不過計劃
永遠趕不上變化，要隨時去應對、並享受變化的樂趣。
目前狀態正在回歸自我、調適中，工作與生活的轉換一開始會是疲累的。在途中總會重新認識一次自己，
所有的海闊天空都有前面掙扎的過程，越過了又會看見新的風景、以及更好的自己，別忘了在生活中，好

A｜奇蹟莊園｜奇蹟賦活油 ，特價

857元｜原價1,099元

2,000元｜原價3,800元 D｜OPI ｜女神狂想
KEY｜5% 保加利亞玫瑰精油 10ML，特價1,280元｜原價1,900元

活膚極潤課程，特價

1,200元 C｜MIKO BEAUTE｜電波300
，特價1,440元｜原價1,960元 E｜PERTH'S

B｜WHITENING NET ｜牙齒美白首次體驗，推薦價
（指甲油15ml*3瓶贈指甲油快乾噴霧劑55ml）

好享受當下、充實心靈，期待創造自我的每個理想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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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南 Dun Nan

敦南獻禮

4.19 Fri.— 4.22 Mon.

3,000 贈 300

指定美妝保養專櫃 滿

尋覓妳的專屬香調

絕對香癮 Perfume Addict

G

J
J

總有一種命定香能在妳的身上優雅釋放
依循著嗅覺的軌跡
閉上眼，也瀰漫著令人沉醉的經典芬芳

阿原YUAN｜敦南店B1F

保養品系列任選兩件82折

獨創生命樹植物學應用，以根莖葉花果仁對
照人體需求，複合植萃精華力量，賦活肌膚
喚醒肌底細胞對應自然環境的節奏，和諧究
竟還原肌膚原貌。

敦南
獨家

A

讓肌膚回歸純粹本質

A

晶亮光澤 重返年輕

D

GRATiAE｜敦南店GF
H

亮采逆齡組

K

亮采逆齡晶透眼霜 30ml ＋亮采逆齡晶透眼精華

K

30ml＋極效逆齡瞬提霜 10ml

26,350元｜原價31,000元

特價

裸裝販售$50加購量杯＋面膜錠

買三送三｜原價680-1,080元

以純淨阿爾卑斯山雪水蒸餾有機大地滋養的
植物取得，全系列多功能讓您療癒疲憊的肌
膚。

B
E

無時無刻寵愛自己

NA Captosan日常肌｜敦南店GF

I

敦南
獨家

鎖膚藍調

L

L

水潤賦活露120ml、水潤賦活精華30ml、水潤賦活

橫濱馬油萬能柑橘馬油霜＋馬油護

3,500元｜原價3,897元

特價

唇膏（日式防水和風袋送完為止）

用美好的氛圍幫身心充電一下，只專屬我的
時光，誰都不許來打擾，寵愛自己不需要任
何理由。

1,790元｜原價2,560元

特價

馬油萬能霜加入乳木果油、蜂蠟、蓖麻油，
添加橄欖油和荷荷巴籽油，帶有清爽和葡萄
柚柑橘香味的香脂 。
C

動人光彩的小幫手

F

M

EDN｜敦南店GF

富勒烯煥齡賦活美眼組

敦南
獨家

富勒烯煥齡賦活前導露140ml ＋ 微震瞬導美眼精

華筆10ml

M 美好的沐浴體驗

樟之物語｜敦南店B1F

水潤沐浴組

3,880元｜原價6,600元

沐浴皂三入盒X３ 加贈幻顏體驗皂

特價

3,999元｜原價5,820元

輕柔喚醒肌膚能量、開啟保養通道第一步，
完美引導後續保養成分直達肌底，肌膚即刻
感受潤澤保濕。

D

滋潤髮絲 閃亮誘人

VITALSPA｜敦南店B1F

白麝香髮香組

古堤木鬃毛整髮方梳（小）＋
白麝香香香髮噴霧30ml

1,990元｜原價2,900元

特價

有著與白麝香香水同樣香氣，白麝香香香髮噴
霧，能在髮絲上形成隱形隔離膜持續保持頭髮
香香，也能保護頭髮抵抗自外在環境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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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隨地都能保養肌膚

iimono｜敦南店B1F

乳60ml、藍調冥想香氛3oz

C

南法香頌｜敦南店B1F

南法蕾朵花草清濕敷純露200ml

快速淡化眼周浮腫及紋路與皺紋、抬頭紋等
問題，打擊歲月痕跡與疲憊，使肌膚回復柔
順平和的線條。

B

皇家貴族般的香氣

特價

牛樟芝精華入皂，啟動肌底活力；通過國際
認證，敏弱肌適用。

E

重現裸肌閃耀光芒

EDN｜敦南店GF

鑽光美肌潔顏淨膚組
鑽石光感潔膚乳100ml ＋金綻甦淨去角質膠100ml

2,000

特價

元｜原價4,000元

柔細豐盈泡沫中富含鑽石粉及珍珠蛋白，能
溫和洗淨老廢角質與堆積髒污，並淡化斑
點、改善暗沈、維持肌膚保護層的油脂平
衡。

F

量身訂製的花瓣美唇

PH天然有機保養專門店｜敦南店B1F

Dr.Hauschka經典絲緞唇膏
特價862元｜原價980元

鮮活濃郁的色彩，一抹超顯色；如絲緞滑過
雙唇，綿密細緻，平滑了惱人的唇紋；嚴選
有機花植細心澆灌，有效舒緩唇的乾燥。

G

整日的細心照料

PH天然有機保養專門店｜敦南店B1F

Burt's Bees玫瑰果活膚精華油15ml
特價899元｜原價1,050元

全效濃縮修護精華，替肌膚補充所需的必需
脂肪酸、維他命和抗老因子。輕油質地更容
易被肌膚吸收，持續全天候保溼，有效淡化
減少細紋。

H 保養不用再瓶瓶罐罐

綠藤生機｜敦南店B1F

純淨入門保養組

純粹保濕精華液 3ml X2 + 奇蹟辣木油 30ml X1

1,619元｜原價1,980元

特價

兩大明星商品 ─ 純粹保濕精華液、搭配奇
蹟辣木油，13 個成分為肌膚深入補水、鎖
水，專注做好保濕，讓肌膚回歸健康水潤、
保養更簡單純粹！

I

阿爾卑斯山泉水製造

KARITES乳油木之家｜敦南店B1F

馬賽系列液體皂

488元｜原價880元

特價

法國香皂大師取源草本椰子及橄欖油，依循
古傳統用釜鍋以馬賽皂化方法生產。含天然
甘油保濕與抗乾的特質，帶來舒適與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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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Tue.— 4.28 Sun.

南西 Nan Xi

單筆滿

3,000 贈 300

韌性女子的片刻奢華

限時滿千送百 Crazy Sale

innisfree ｜南西店1F

濟州石榴活膚美妍超值組

綠藤生機 ｜南西店1F

AVEDA｜南西店1F

活 萃 修 護 精 華 露 3 0 m l* 2 + 活 萃 修 護 精 華 油

推薦價

進階活萃保養組

濟州石榴活妍美膚精華50ml+濟州石榴活妍美膚
水25ml+濟州石榴活妍美膚霜10ml+濟州石榴活

30ml*1

妍美膚眼霜5ml

2,699元｜原價3,340元

特價

1,100元

推薦價

大容量復原配方修護精華200ml

2,000元

幸福粉紅能量，修護髮絲強韌健康
免沖洗的清爽質地，宛如頭髮的每日維他
命。來自藜麥的小分子氨基酸，可展現高
效修護力及防禦力，幫助髮絲告別毛燥，
迎向完美強韌秀髮。

萃取濟州島鮮榨紅石榴汁與石榴籽油，打
造健康、充滿活力肌膚的精華組。

無乳液保養的經典，12種具優秀保養效果
植物油調和成的精華油、遇上回購率持續
維持第一並登上倫敦時裝秀的精華露， 2
水1油有感修護、抗老，100%天然來源。

ioma｜南西店3F

根本 MUZEN｜南西店3F

de 第一化粧品｜南西店4F

胭脂玫瑰系列活齡精華液+皇后霜

推薦價

27秒無瑕上妝組

胭脂玫瑰系列

HD賴床粉底+輕采淨脂兩用粉餅

2,650

推薦價

5,980

元

推薦價

兼具隔離、蜜粉功能的賴床粉底加上可乾濕
兩用的粉餅，是快速出門的救星。

元

胭脂玫瑰具有法國古典玫瑰、末藥玫瑰及
大馬士革玫瑰的貴族血統，花苞蘊藏著獨
一無二的香氣密碼。
限量30組。

蝸牛黃金修護乳霜-150ml

2,800元

如絲絨質地打造匿齡再現奇蹟，珍稀黃金
胜肽、鍋牛黏液萃取及積雪草成份，深入
修護，再現年輕柔嫩膚觸。

BEVY.C ｜南西店3F

經典微醺柔霧光唇釉 5g（法式熱吻/性感海灘/柯夢波丹/呢喃天使 共4色）

680元

推薦價

一支專為亞洲偏黃膚色設計的超顯白口紅，比對1341色校對調出，女人一生中必須擁有的『經典四色』。獨家360°
柔霧光科技因子 x 六胜肽修護零唇紋 x 微晶纖維持色礦物粉體－BEVY C.Vintage collection是對此時尚經典永不滅
的顏色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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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之夢
AXES×ERBA跨界主題展
48

1. DAQICONCEPT
2. ERBA
3. fu yue
4 .ERBA
5. ERBA
6. NOUR
7. TZULI HSU
8. JOLIN WU
9. Eddie&Mi
10. LLAGUT

8

時尚就像是一場存在於虛實之間的夢境，雖充斥
於我們生活中的每一角落，卻又是如此難以捉
摸、無法定義。
誠品生活松菸店是創意者「夢與想像」的發生地，透過集體創作等各種形
式的跨界實演活動，邀請您來這裡一同築夢與逐夢。這一次誠品30週年─
夢與想像之境，就由誠品生活松菸店的時尚空間 AXES 為您揭開這繽紛的
帷幕。
誠品生活於 2013 年 8 月首次跨足時尚領域，於松菸店推出自營服裝平台

AXES，透過誠品生活獨特的選品觀點，與超過30位擁有豐沛創造力與作
品表現力的華人服裝設計師合作。誠品生活以不同的觀點，從華人設計出
發，讓華人設計及藝術有向外推廣、與國際對話的機會，培育更多華人優
秀設計人才。對於台灣時尚文化有極大貢獻的 AXES，於誠品生活松菸店
已立足超過五個年頭，相信 AXES 這次的內容絕對精彩可期。

10

向來重視空間與人之間互動，也常與不同品牌、藝術家合作打造有趣的
跨界展示空間的 AXES，呼應誠品 30 週年之色彩─ 夢與想像之境主題，
AXES 便有了攜手極具現代感、色彩絢麗、富創意與活潑設計的 ERBA 合
作之想法。ERBA 成立於 2007 年義大利北邊的 Brianza 區，該區域專精於精
品及沙發、扶手椅等傢俱的設計聞名於全世界。ERBA 對於品質的要求相
當高，除了親手打造每一款傢俱，更是透過先進技術為輔助，讓每個系列
都充滿其獨特的魅力與個性。此外，品牌也提供客製化服務，讓每一位用
心品味生活的朋友都能感受到頂級的服務以及高質感生活。

AXES 更將以 Pantone Color SS19 為主調將旗下品牌帶入本次合作，其中包
括了 DAQICONCEPT、Eddie & Mi、fu yue、JOLIN WU、LLAGUT、
NOUR以及TZULI HSU，而 ERBA 也同步祭出 SOLE LUNA 三人座沙
發、VIRGOLA 和 EGGS 與之搭配。
準備好和我們一起邂逅一場繽紛且瘋狂的夢了嗎？
邂逅之夢將在 4月16日～5月31 日於誠品生活松菸店 1F 的 AXES 展出
49

5.03

2019 SS Fashion Show

一同欣賞台灣設計師們的夢與想像之境

夢與想像之境

誠品生活松菸店×AXES
集結台灣最齊全的設計師品牌
在夢與想像之境的入口，生活與現實的出口
關於冒險的、挑戰的、未知的，
讓我們一起在夢與想像之境中─恣意展現

the Land of Dreams and Imagination

JAMEI CHEN

CHARINYEH

Dleet

JUST IN XX

JOLIN WU

vïga wang

DOUCHANGLEE

Isabelle Wen

服裝設計師陳季敏於 1987 年開創

1985年葉珈伶於台北創立自有服裝
品牌， 1987 年加入「中興百貨」

2011 年誕生，前衛、實驗卻高度

由周裕穎串起的跨界與連繫沒有極

以精緻作工服飾與結合傳統工藝為使

品牌成立於2013年，核心概念是對

由台灣著名設計師竇騰璜與張李玉

溫慶珠，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時尚首

同名品牌，風格優雅俐落、細緻簡

實穿的風格，以李倍慣有的極簡線

限，時裝美學緊緊環扣中西文化衝

命，作品叛逆優雅、童趣浪漫的設計

美的堅持，同時去重新思考生活方

菁於1995年共同創立，2014年重新

席設計師，有文學家族背景與東

約，強調細節做工，並擅長以簡淨

設計家名店，成為品牌萌芽成長的

條、黑色與白色的基本色調、版型

突中的幽默與反思。每一季發表的

巧思、媲美訂製服般的手工縫製細

式，不僅與國際服裝接軌，環保、

定位而成的獨立設計師品牌。去繁

西方融合的成長環境。對藝術及時

設計勾勒出藝術性的服裝表情。此

推手。經歷數十年的涵養與近年對

的解構與重組，注入在品牌基因

風格，看似迥然不同，實則以『古

節，以及如電影畫面般詩意的詮釋方

慢活、謙和、自我省思，融入自然

為簡，化具象符號為抽象概念為設

尚的熱愛，加上對流行高度靈敏的

外，陸續發展 JAMEI CHEN.Soft 家

文化藝術的揉合，走上文創時尚衣

裡，並以低調簡約的風格設計，在

今中外』等衝突元素，結合藝術文

式，其獨樹一幟的美學概念，總是帶

與原始素材的設計，也呼應了人們

計主軸，以剛柔並濟的輪廓傳遞當

觀察與講究，1989年自創同名服裝

居系列、at work企業制服系列、各

著，成為台灣設計師品牌領導角色

細節上添加許多可能性。

化貫穿品牌精神，融入符號學的設

來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對回歸純真以及樸實生活的嚮往。

代人文思潮聞名，風格簡潔並充滿

品牌，在頂尖時尚領域建立卓越成

式配件等綜合精品。

之一。

色彩張力。

就。

棉質混紡連袖大衣
沐著 - 影像細肩洋裝
價格請電洽 02-6638-6008

透膚包邊洋裝
元｜原價17,980 元
特價

14,380

計邏輯。

眼睛塗鴉襯衫

5,400 元｜原價6,750 元

特價

梯形裁片裙

7,800 元｜原價9,750 元

特價

修圖過後的條紋襯衫
元｜原價 11,800 元
特價

無袖襯衫洋裝
特價
元｜原價 12,900 元

藍染鬚邊造型上衣

珍珠鍊高腰長褲
特價
元｜原價 18,900 元

手繪牛骨印花大披巾
特價
元｜原價 12,900 元

後綁帶設計造型褲子

9,900

15,900

11,352
11,352

推薦價

推薦價

5,280

元

5,280 元

解構式層次條紋襯衫
元
推薦價

7,980

灰白條紋中性襯衫
推薦價
元

13,980

灰色棉麻緄邊風衣
推薦價
元

22,980

細百摺網紗長裙
推薦價

14,9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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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西主題活動
ＮanXi

THEME EVENT

2019
April - May

4月-5月

慶典。歡樂馬戲團商店
4.02 Tue.–5.23 Thu.｜1F 大門廣場

4.16 Tue.

4.17 Wed.

3:00pm-4:30pm

7:00pm-8:30pm

4F Event Space

4F Event Space

Elegant Blooms
韌性的花藝課

好吃沙龍！
舌尖上的食物之旅

綻放的前言：擁有獨立且優雅的珊瑚百合，大方且低調地展現新時代

誰說旅行一定得出國？花費好不容易攢下的存款？每個城市，都有屬

女人的「韌性」，以不同的視野欣賞粉橘色的成熟溫柔，作為學習大

於自己的精彩。若到臺中東協廣場，更像是去了四個不同的國家！讓

綱，搭配暖色鮮花與冷色葉材，親手綁出一束別緻又獨特的自己。

我們在台灣，開展出饒富趣味的生活圈。
活動費用｜149元 / 人

隨著迪士尼真人版電影《小飛象》上映，將電影情節
最具代表性的『馬戲團』為商店主題，集合夢幻與魔

活動費用｜499元 / 人 (現場繳費)

報名方式｜請掃QR Code

幻的總總、串接溫馨與歡樂的故事，為你呈上最獨特

報名方式｜請掃QR Code

備註說明｜現場可品嘗基隆、屏東、花蓮、台東、東協的在地特色食。

的夏日慶典『歡樂馬戲團商店』，不只有最齊全的小
飛象系列商品，還有多款迪士尼經典系列商品等你來
挖寶。

4.20 Sat.

4.21 Sun.

3:00pm-5:00pm

12:00am-11:30pm

5F 誠品書店 Forum

9:00pm-11:00pm

5F 誠品書店 Forum

一週限定 夢幻甜點店
4.18 Thu. – 4.24 Wed. ｜4F Event Space

送給喜愛甜蜜滋味的你，一場華麗的夢幻甜點享受。
辛苦工作的每一天，你需要一些小驚喜、品嚐一口最
好的甜點，放鬆心情的享受夢幻又美好的遊逛時光。
一週限定的特別企劃，誠品生活南西想任性的送給女
人們一連串意想不到的甜點概念聚落。
參展品牌：初訪/學堂洋菓子/Boka/Cup'o story bakery/

Meltingfinger and more......

夢想騎士的誠品之旅
【深夜電影院】
本片由陳懷恩導演親訪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企業家童子賢、藝術
家蔡國強、劉小東、建築師姚仁喜、作家龍應台、楊照、設計師陳瑞
憲…等數十位與吳清友好友，並藉由妻女、親友及員工，呈現吳清友
的堅毅、純真、敦厚與幽默的面貌。

4.25 Thu. – 5.13 Mon.｜4F Event Space
浪潮的波濤，從海的這端連結到另一端，牽起海島與
海港 - 神戶。維新開港以來和洋兼蓄的摩登設計 & 文
化傳承&在地美食&職人體驗，一次湧進誠品生活南

西，掀起異邦時髦的迷人潮流！

主講│編劇呂蒔媛、製作人林昱伶、製作人湯昇榮、演員代表《與惡》
播出的最後一日，讓我們回顧一至八集，和主創團隊共同迎接大結
局，與「我們」產生對話。
主辦單位｜大慕影藝、公共電視、CATCHPLAY、HBO Asia
協辦單位｜誠品書店；承辦單位│結果娛樂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

參加方式｜PART 1：12:00-19:00 自由入場

協辦單位｜Skyline Film
參加方式｜網路報名，限額三十名，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請掃QR Code或上「迷誠品」線上報名，免費入場

PART 2：20:00-23:30請見《我們與惡的距離》官方粉絲頁
聯絡電話｜02-8773-6880

4.27 Sat.

5.14 Tue.

3:00pm-4:30pm

7:30pm-9:00pm

5F 誠品書店 Forum

& KOBE ～ 異邦時髦．

神戶～

《我們與惡的距離》特別放映日

人生的「缺憾」，是為看見人生的
美好《我所受的傷》新書分享會

4F Event Space

Eye Candle

花草精油蠟燭體驗課

主講│本書作者葉揚

總覺得平時壓力大無處緩解，想在家徹底放鬆嗎？Eye Candle 這次準

獻給每一個，即便受了傷，還是懂得欣賞人生的美好片段，笑著往

備了花草精油按摩蠟燭，搭上精選芳香宜人的的四款香氛精油，加入

前；或者是，在每次噙著淚水時，卻仍舊不放棄希望，望著滿天星

數種乾燥花材，配上大豆蠟，回家點上它，在微微燭光下替另一半按

空，期盼找出口的妳。

摩，或是享受一個人沈澱的時光，生活，原來也可以如此愜意！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南西店、大塊文化

52

參加方式│免費入場

活動費用｜499元 / 人（現場繳費）

聯絡電話│02-87123-898轉68

報名方式｜請掃QR Code
53

轉動．夢想

很有感的韌性與任性

有感覺樂團

主唱陳怡安（安安）嗓音明亮溫暖，吉他手蔡婉怡（肥肥）滿溢創作天賦，
發跡於校園、街頭走唱經驗豐沛，風格清新自然，廣受歡迎！現場演唱精采可期等你一起來enjoy！

2019
4.01 Mon.-5.14 Tue.

【有感覺的祕密基地 初夏誠品巡迴音樂會】
日期｜5.11 Sat.

以二次元直線、

時間｜16:00 –17:00

地點｜誠品信義店1F五米大道

三次元方塊打造想像漩渦，
帶領我們進入夢與想像之境，

Q1. 睽違兩年半再發片心境上有什麼轉變?

開啟夢想旅程。

這兩年中間因為參與了音樂劇的製作，在整個音樂劇中做了二十
首歌，開始突破自己，例如:沒想過的戲劇演出、跳舞…等，都
是新的嘗試跟學習。心態則從比較天真的感覺，開始向內心去探
討，將自己的層次變得更深更廣。睽違兩年半，感覺對音樂的領
域更有期待更有自信!

Q2. 與大家分享新專輯的風格?

在製作人蕭煌奇老師的鼓勵下，從原本一主唱
一合音的設定下，突破變成了雙重唱，開始
了對話式的可能。新專輯「有感覺的秘密基
地」，就是過去兩年的生活濃縮版，與大家一
起分享，一起對話。因為很多新的嚐試漸漸的
跳脫原本的音樂風格，更多了Funk、Jazz 、
R&B…風格。

Q3. 從過去兩年多的成長，其實大家已經都看得出來有感覺樂團的韌性！
在私底下有沒有甚麼小任性可以和大家分享?
安安的企劃書式任性
念大學的時候決定休學唱歌，是目前有過最大的
任性！為了與爸爸溝通，把對於音樂的選擇寫成
了企劃書給爸爸!一直到第一場演唱會，爸爸來現
場聆聽時，相信家人心中都已經是默默的支持著
這份任性了！

肥肥的偷偷任性
高中時為了幾萬元的一把吉他，自己慢慢的存錢，
一直到有一天終於買到，知道這把吉他對爸爸來
說其實是很大的投資，但是肥肥直到今天，都還
是一直昰用著它!事過多年有天問爸爸，買這吉他
值得吧？！爸爸笑著說值得值得！
designed by

台灣設計師服裝品牌，以慣有的極簡線條搭配黑白色調，透過版型的解構與重組，呈現出低調簡約的設計風格。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指定金額，即可兌換指定贈禮乙份

信義
廣告頁

滿5,000 元，可兌換「防雨提袋 」乙只。 ◎ 材質：洗水料／尺寸：(W)29×(H)34×(D)8.5cm、提把長30cm
滿10,000 元，可兌換「晴雨傘 」乙支。 ◎ 材質：PG傘布／尺寸：展開直徑96.5cm／重量：300±20g

加購禮

憑當日不限金額消費發票，即可以

299元加購「旅行收納袋六件組」乙組。

◎ 材質：聚酯纖維／尺寸：網袋(大)48×37cm、(中)35.5×26.5cm、(小)30×27cm；收納袋(中) 27×25cm、(小)26×16cm；鞋袋30×21.5×14cm

誠品人會員亦可選擇兌換誠品點：滿

5,000元兌160點／滿10,000元兌320點

●本活動僅限於信義店／敦南店／松菸店／南西店單店累計兌換。●滿額贈：各門檻每卡每日限兌換1份／加購禮：每卡每日限加購2份，數量有限兌
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信義店│誠品講堂；B2F-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5F-誠品畫廊、靜思書軒；敦南店│

誠品講堂；B2F-藝文空間特賣活動；2F-誠品咖啡eslite Café；松菸店│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2-誠品表演廳、誠品電影院；1F-台灣大哥大門市。●兌
換贈禮、點數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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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不跨會
員累計。●誠品點兌換活動，點數統一於2019.5.24前入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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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詳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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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價購僅接受現金/誠品禮券結
帳，恕無法接受其它結帳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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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店顧客服務中心／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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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相關未盡事宜以顧客服務中心公告為準，詳細活
動內容請上迷誠品網站查詢。

兌換地點

● 信義店 B1F顧客服務中心／ 商場閉店後請至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
● 南西店 4F顧客服務中心

● 敦南店 1F顧客服務中心／22:00後請至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

● 松菸店 B2F顧客服務中心

滿額回饋

兌換地點│ 誠品生活南西4F顧客服務中心/5F 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

SPECIAL
OFFER

南西店

4.16 Thu. - 4.28 Sun.

女人節加碼禮
限時滿千贈百

4.29 Mon. - 5.23 Thu.
鞋履服配指定專櫃

女人節

當日單筆消費滿

香氛加碼禮

6,000元，即贈 500元電子抵用券 乙份。

香氛美妝指定專櫃

3,000元，即贈 300元電子抵用券 乙份。

當日單筆消費滿

B000001

抵用券

NT$

300

使用期間為：2019.

服飾加碼禮

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抵用券

NT$

500

使用期間為：2019.

Special offer for
Overseas visitors
4.16 Thu. - 5.23 Thu.

Gift+包裝
心意滿分

兌換地點│4F顧客服務中心/誠品R79書店服務台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80,000元，
即贈 粉紅限定版 正負零±0-Y010無線手持吸塵器

活動期間於誠品生活南西單日累計消費滿
乙台。（價值5,990 元，限量15 台）

●活動期間每人每卡限換乙台，數量有限，贈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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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至4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本活動僅限
台灣申辦之誠品人會員獨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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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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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券適用於誠品生活南西

4.16 Tue.—5.23 Thu.逾期無效

本券適用於誠品生活南西

4.16 Tue.—5.23 Thu.逾期無效
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抵用券使用期限間為4.16 Tue.—5.23 Thu.，抵用券使用方式，詳見票面說明。●鞋履服配指定專櫃：1F : CNFlower西恩、russet、AS GROUP、
VIVENTY、MAUD FRIZON、jeffreycampbell、STEVE MADDEN 、MICHAEL KORS、VA Vendome Aoyama、ete、COCOSHNIK、ELISA GEMS、
MIRROR皇宣緣、Just BLOOM、ANVI 、KLASSE 14、LANCASTER、MELROSE、CHOiCE、da0108、Keeley Ann、MONDAINE、CALVIN KLEIN
WATCHES+JEWELRY、GRACE GIFT、Olivia Burton 2F：DOUCHANGLEE Lab、Isabelle Wen溫慶珠、Dleet、J&NINA、Viga Wang、CRY、
whiple、Cotélac、if & n、yuer、& by tan & luciana、R&F、IN、ZUO + Woolland、HTHREE、麗芙波特、Designer Link、Blackyard、Passion、
OJO SALON、伊織今治、JIA PLUS、Yogibo 3F : Garden by one way、Green Parks、SOLOMAX、KNOMO、PIQUADRO、FRED PERRY、Half half、
INLook、MARJORIE、PEPPER‘S、HERLS、viina、Vacanza Accessory、S’aime東京企劃、Bannies’Pashmere、iLOOK、URBAN UNITS、
SUITSUIT、W.wear、iimono 4F：expo SELECT、皮兒吧、樂洋。羊毛氈、DYDASH、MAO'S DOLL 襪娃手創館、Agaric Garden艾格瑞、印花樂、
BUWU、花見小路、CLASSICO、艸化工事、Funboo bag、Ultrahard、Silver twinkle、Modigliani 莫莉里安尼、繭裹子、卓也藍染、6ix pm、百梳坊、
創意美術、木匠兄妹木工房、刻刻、Pethany+Larsen 5F：Alto、mine mine、白房子、ALLENBLUE、Berylliumetaleather 鈹工作室、自己印紙膠帶、
賽先生科學工廠、目目設計。●香氛美妝指定專櫃：1F : innisfree、O‘right、茶籽堂、綠藤生機Greenvines、maison de beauté 、STARBRANDS、
Aesop、AVEDA 2F：AroMart、ACCA KAPPA、YIRI伊日生活美學、JuliArt 覺亞 3F : BEVY C.、根本MUZEN、ioma、EDN 4F：LFP香料香水實驗室、de
第一化粧品、菲芙利、愛居人 iGzen、PH天然有機保養專門店、Ease Apothecary、e-nail、手舞作 5F：YANKEE CANDLE。●抵用券為電子券形式，誠品
人會員或累計卡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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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誠品人APP直接進行折抵，非會員將提供列印之
紙券。●電子抵用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部份商品不參與滿千抵百優惠，詳細活動限制以各專櫃為主。●除指定銀行加碼活
動外，每張發票消費金額限參加一種滿千送百活動，不得合併兌換。●使用抵用券消費之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之累計金額計算。●其它未盡事宜以現
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並於公告後施行，恕不另行通知。詳情請見「迷誠品」官網公告。

境外旅客限定
開運好禮

誠品人獨享
風格生活好禮

女人節

A000001

4.16 Thu. - 5.23 Thu.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4.16 Thu. - 5.23 Thu.

迪士尼
經典角色
系列會員禮

誠品人會員於誠品生活南西/誠品R79消費
憑單日不限金額消費發票，即可於該店
兌換 迪士尼經典角色系列書籤 乙款。
迪士尼經典角色系列書籤各款式兌換日期：
4.16-4.22 瑪莉貓；4.23-4.29 101忠狗；4.30-5.06 小鹿斑比；
5.07-5.13 桑普；5.14-5.23 小飛象
●活動期間每卡每日每款限兌換乙份，每日限量100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本活動僅限於誠品生活南西、誠品R79單店消費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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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R79│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音樂館、誠品兒童館。

8,000元，

境外旅客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贈 開運擲筊皂 乙盒。（價值260元）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份，贈禮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滿額贈活動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
累計：5F-誠品書店、誠品文具、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兌換贈禮時，請出示非中華民國國
籍實體護照，方可兌換。●發票金額兌換限誠品生活南西當日當店消費發票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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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禮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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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
南西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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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相關未盡事宜以顧客服務中心公告為準。●內容物：開運皂40g。

2,000元，

全館單日累積消費滿

即有機會獲得「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免費禮物包裝 服務一
次。（價值40元，每日限量20份）
●兌換地點│5F 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每張消費發票僅限兌換乙次，每日限量20份。●免
費禮物包裝服務限基礎矩形包裝（價值40元），包材費用需另外收費。●本活動其他未盡事
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書店保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

共同活動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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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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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額回饋

兌換地點│信義店B1F顧客服務中心/商場閉店後請至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

SPECIAL
OFFER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信義店

4.17 Wed. -5.14 Tue.

蓬鬆美麗日常
專屬禮

4.17 Wed. - 5.14 Tue.

享受自我的任
性時刻 加碼禮

4.17 Wed. - 5.14 Tue.

玩美風格體驗
專區滿額禮

4.17 Wed. - 5.14 Tue.

瞬間呵護
專區滿額禮

150,000元，
即可兌換 dyson Airwrap Volume + Shape 造型器豐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

盈組 乙台。

（價值16,600元）
●每卡/每日限換乙台，限量20台，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講
堂；5F-誠品畫廊、靜思書軒；B2F-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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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不得與全館其他促銷活動
重複兌換(銀行刷卡禮除外)。

3,000元，

誠品人會員於B1F任兩家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

500點 。

加碼贈 誠品點

●本活動將由系統自動贈獎，不需至顧客服務中心登記兌換。 ●活動期間每卡限贈乙次，贈
送點數統一於2019.5.31 Fri.前匯入。 ●活動專櫃：MIKO BEAUTE、AHAVA、奇蹟莊園、
WHITENING NET、歐若莊園、PERTH’s KEY、OPI、蕾舒翠、Mahoya、QUEEN OF
SHEBA、嘉丹妮爾、YANKEE CANDLE、ALLOYA、BsaB、SIELE、歐法頌、乳油木之家
Les Karit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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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元，
butter LONDON 時髦完美指尖組 乙組。

於1F/2F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可兌換

（價值1,300元）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組，限量230組，每組二入隨機出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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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不可與「專屬
禮」 活動重複兌換。

3,000元，

於B1F/4F/5F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可兌換

Dr.Bronner's 布朗博士 保濕護膚旅行組

乙份。
（價值150元）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份，限量980份，兌完為止。●內含：溫和嬰兒沐浴露10ml+有機橙橘
薰衣草嫩膚乳液5ml+有機柑橘潔膚皂1oz。●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誠品畫
廊、靜思書軒、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B1F-金色三麥。●不可與「專屬禮」 活
動重複兌換。

共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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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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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以領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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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身份憑證正反面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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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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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誠品人會員相關贈禮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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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進行贈品兌換。● 誠品人會員活動僅適用台
灣申辦之會員卡/累計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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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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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地點│B2 顧客服務中心

SPECIAL
OFFER

松菸店

敦南店

8,000元，

5.03 Fri. - 5.04 Sat.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 1F 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

Fashion Show

即贈

指定專櫃
滿8千送8百

4.17 Wed. - 5.14 Tue.

煥醒自我
誠品人專屬禮
4.17 Wed. - 5.14 Tue.

飛揚逐夢
全館滿額禮
4.17 Wed. - 5.14 Tue.

春漾粉彩
全館滿額禮

4.17 Wed. - 5.14 Tue.

部落獻禮
境外旅客限定

Special offer for
Overseas visitors

800 元電子抵用券 乙份。

內含│400元電子抵用券x2張

Fashion Show
滿 Fashion
千送Show
百

8

8

滿 8 千送8 百

F000001
F000001

抵用券

NT$

400
400
抵用券

NT$

本券適用於誠品生活松菸店指定專櫃
使用期限：2019.5.03 Fri.－2019.5.31 Fri.止
逾期無效，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本券適用於誠品生活松菸店指定專櫃
使用期限：2019.5.03 Fri.－2019.5.31 Fri.止
逾期無效，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累計消費指定專櫃若有異動，請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本抵用券僅限誠品生活松菸店館內指定專櫃使用，若有異動，請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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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31 Fri.止，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本活動恕不與「轉動‧夢想
系列禮」、「煥醒自我 誠品人專屬禮」、「飛揚逐夢 全館滿額禮」、「春漾粉彩 全館滿額禮」、「部落獻禮 境外旅客限定」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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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會員卡直接進行折抵。●使用抵用券消費之
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之累計金額及其它活動之累計消費金額。●指定專櫃│1F-AXES、ARTIFACTS、CHARINYEH、Dleet、DOUCHANGLEE、
Henry&Eddy Jewelry、IN、Isabelle Wen、JAMEI CHEN、SABRA ANDRE、Sisjeans、vïga wang、whiplë、yuer、YUWEN、Ysanne、6ix pm、
LIN SHIAO TUNG林曉同。

4.08 Mon. - 5.31 Fri.

5.01Wed.-5.31Fri. 獻媽咪 好食髦

即可獲得當日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抽中

Toaster 蒸氣式烤麵包機

●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不須至顧客服務中心辦理，當日不限金額消費，即可獲得抽獎機會乙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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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天天抽活動計算：誠品講堂
B2F-藝文空間任何活動 ●得獎名單將於隔日發出簡訊通知，如遇假日或國定假日，統一於上班日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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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敦南店1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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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期限內於誠品敦南店報到領獎，視同放
棄兌獎資格● 商品隨機出貨，恕不提供挑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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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卡每日限換乙只，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本活動恕不與「轉動‧夢想系列禮」、「Fashion Show
指定專櫃滿8千送8百」、「飛揚逐夢 全館滿額禮」、「春漾粉彩 全館滿額禮」、「部落獻禮 境外旅客限
定」重複兌換。●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實際規格及價值依官方公告為主。●以下專櫃消費恕
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 誠品講堂 B2F-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 1F-台灣大哥大門市。

（價值4,380元，限量2只）。
●每卡每日限換乙只，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本活動恕不與「轉動‧夢想系列禮」、「Fashion Show
指定專櫃滿8千送8百」、「煥醒自我 誠品人專屬禮」、「春漾粉彩 全館滿額禮」、「部落獻禮 境外旅客
限定」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 誠品講堂 B2F-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
1F-台灣大哥大門市。

BALMUDA The

（ 價值7,990元，每日限量 1 台，共計31台）

（價值16,500元，限量3只）。

30,000元，
即贈 OLIVIA YAO JEWELLERY｜AIGLE 項鍊 乙只。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於敦南店全館不限金額消費，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於敦南店全館不限金額消費，

150,000元，
即贈 Apple Watch Series 4 鋁金屬錶殼搭配運動型錶乙只。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

4.08Mon.-4.30Tue. 吹涼風 享清幽

敦南3O天天抽 即可獲得當日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抽中BALMUDA The
GreenFan 自然之風電扇
從心出發．
（價值13,990元，每日限量 1 台，共計23台）
心誠則靈

誠品人會員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

4.19 Fri. - 4.22 Mon.

髮膚美之選
指定美妝
保養專櫃
滿3,000送300

3,000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全館指定美妝保養專櫃

3,000元，即可獲得 300元電子抵用券。

單日累計消費滿

髮膚美之選
指定美妝保養專櫃

內含│全館150元電子抵用券x2張
A000001

150
抵用券

NT$

本券限於誠品敦南店使用

使用期間：4.19Fri.-5.14Tue. 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消費累計指定專櫃：GF-NA Captosan 日常肌、EDN、GRATiAE B1F- upandcoming、iimono、有機萃天然保養專門店、VITALSPA 、Senteur d'OC南法
香頌、阿原YUAN、PH天然有機保養專門店、KARITES、Pipper沛柏、綠藤生機、歐法頌、樟之物語、一日茶事。●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兌換，逾期發票恕不
接受兌換，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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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4Tue止，逾期無效。使
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本抵用券僅限誠品敦南店館內使用，不得使用於下列專櫃：誠品講堂 2F-誠品書店、eslite Café 1F-誠品精品文具館 GF-星巴克
B1F-誠品酒窖、明德素食 B2F-誠品風格文具館、音樂館、童書舖及藝文空間特賣活動。 ●參與本活動之消費金額不得兌換全館滿額贈禮。●使用抵用券消費
之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之累計金額及停車折抵。●如需辦理退貨，所兌換之抵用券需一併退還，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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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贈

Dr.Bronner's 布朗博士 保濕護膚旅行組 乙份。

（價值150元，限量1,000份）。
●每卡每日限換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本活動恕不與「轉動‧夢想系列禮」、「Fashion Show 指
定專櫃滿8千送8百」、「煥醒自我 誠品人專屬禮」、「飛揚逐夢 全館滿額禮」、「部落獻禮 境外旅客限定」
重複兌換。●彩盒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 誠品講堂
B2F-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 1F-台灣大哥大門市。●內容物：溫和嬰兒沐浴露10ml、有機橙橘薰衣草
嫩膚乳液5ml、有機柑橘潔膚皂1oz。

8,000元，

境外旅客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贈

Ayoi 足渡蘭手工香皂 乙只（價值180元）。

種類│檳榔／菸草／小米酒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只，贈禮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恕不與「轉動‧夢想系列禮」、「Fashion
Show 指定專櫃滿8千送8百」、「煥醒自我 誠品人專屬禮」、「飛揚逐夢 全館滿額禮」、「春漾粉彩 全館
滿額禮」重複兌換。●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 誠品講堂 B2F-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
1F-台灣大哥大門市。●手工香皂種類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實際規格及價值依官方公告為主。●
兌換贈禮時，請出示非中華民國國籍實體護照，方可兌換。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 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松菸店當日單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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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利
於活動核對。● 上述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會員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方可兌換。● 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乙項
活動贈禮。● 誠品講堂 誠品行旅 1F-台灣大哥大門市 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票券與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 所有贈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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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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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抵用券消費之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及其他活動之累計金額。●如需辦理退貨，
所兌換之抵用券、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退貨時如未攜帶抵用券、活動贈品辦理退貨程序，須無條件同意依本商場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金。● 活動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
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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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地點│1F 顧客服務中心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4.17 Wed. - 5.14 Tue.

80,000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於全館累計消費滿
贈

LE CREUSET 鑄鐵圓鍋 18cm 乙只。（ 價值9,200元，限量3只）

家有靚廚神
誠品人專屬選

●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 本活動各門檻恕不得與「髮膚美之選指定美妝保養專櫃滿3,000送300」重複兌換。
●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講堂 B1F-誠品酒窖 B2F-藝文空間特賣活動。● 本活動贈禮恕不
提供挑選，實際規格及價值依官方公告為主。

3.27 Wed. - 5.31 Fri.

活動期間於敦南店B1F指定餐飲專櫃當日消費每滿

FOODIE
POINTS

即可獲得乙點，累積滿指定點數可兌換指定贈禮：

食尚集點活動

100 元發票，

8點，丸作食茶飲品兌換券乙張（價值60元）
12點，朋廚烘焙坊150元抵用券乙份（價值150元）
16點，阿原肥皂經典草本皂乙個（價值280元）
20點，Merci造型飾品盤乙個（價值380元）
25點，綠藤生機頭皮淨化洗髮精乙瓶（價值550元）
30點，巢家居法國家事刷乙只（價值680元）
40點，南法香頌馬賽皂絲乙包（價值880元）

●活動指定專櫃：聚火鍋、麻膳堂、花月嵐、VEGE CREEK蔬河、18獨享
鍋、鬍鬚張魯肉飯、印度支那、金州韓式料理、七見櫻堂、丸作食茶、喫茶
趣、于記杏仁、京盛宇、朋廚烘焙坊。●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贈品
兌出恕不接受退換（瑕疵品或故障品除外）。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 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敦南店當日當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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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贈品
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贈品圖片僅供參考，兌出後除瑕疵品恕不接受退換。● 本活動贈禮恕不提供挑選，實際規格及價值依官方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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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
證件或官方版行動APP，方可兌換● 誠品人會員活動僅適用台灣申辦之會員卡/累計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恕不適用。●上述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 各項活動贈禮恕不
提供挑選。● 各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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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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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西店

4.16 Tue. - 5.23 Thu.

300 點

400 點

手舞作｜4F

ACCA KAPPA｜2F

價值290-330元︱限量100個

價值400元︱限量75條

冷製法手工皂（隨機出貨）

信義店

4.17 Wed. - 5.14 Tue.

100 點

玉波堂｜B2F

下午茶兌換券
咖椰吐司（蛋奶素）＋天然果乾巧克力

天然亮白牙膏100g

＋120元飲品（超過補差額）

你有多久沒有檢查自己的誠品點

一點點累積生活的溫度，打開誠

了？裡面蘊藏著寵愛自己的理

品點，給你每一點幸福的可能。

價值120元︱限量250張
本券使用期限至2019.08.31

由，打開會發現每一點都是驚
喜！

550 點
JuliArt｜2F

頭皮根源養護組(控油)

甘草次酸角質淨化液30ml

650 點

控油胺基酸洗髮精30ml
草本胺基酸頭皮養髮液15ml

iGzen 愛居人｜4F

價值 550 元︱限量60組

650 點
e-nail｜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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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ml ＋豐澤潤髮乳 50ml ＋野玫瑰身體乳
50ml＋保濕皂25g）
價值680元︱限量45組

780 點
PH SHOP｜4F

ECO NAIL

COOLA 不間斷運動

特效滋潤指緣油 15ml

防曬噴霧SPF50（無香味）100ml

價值650元︱限量50個

mythos 米索思旅行五件組
（米索思 豐盈洗髮精 50ml ＋月桂沐浴膠

價值780元︱限量39個

1300 點

松本清｜B1F

LITS 逆齡潤澤組

LITS 逆齡潤澤精華修護霜50ｇ
LITS 逆齡潤澤集中修護膜3枚入
價值1,349元︱限量22個

200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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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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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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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ma｜3F

六色遮瑕盤（刊物限定色）
價值2,000元︱限量15個

1500 點
DOUCHANGLEE Lab｜2F

夏日沁涼拼圖項鍊

價值1,580元︱限量20個

39999 點

MIRROR 皇宣緣｜1F

紫羅蘭玫瑰翡翠手環
價值39,999元︱限量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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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Olivia Burton｜南西店 1F

You & Mee｜南西店 3F

英國錶飾品牌 Olivia Burton 創立於 2012 年，受到復古風格與時尚舞台

台灣唯一2018米其林推薦殊榮的首家泰式餐廳~Thai&Thai秉持美食聖

的影響，品牌所設計的手錶兼備特色與當代性，其華美的印花圖案更

經重擊推出you&mee精緻傳統泰式麵食，開啟你舌尖上酸、辣、甜、

是 Olivia Burton 的標誌性風格。

鹹的美妙泰味首選，獨一無二就在you&mee。

這一小鍋｜南西店 3F

繭裹子｜南西店 4F

頭，承襲了「這一鍋皇室秘藏鍋物」的鍋物精神，創新概念揉合傳統

使用環境友善的材料及利用回收材料，透過現代與簡約的設計，讓工

滋味，新潮與舊浪包裝出屬於《這一小鍋》豐沛的鍋物文化內涵。

藝技術傳承，不僅提供更多工作機會，也降低環境汙染。

太陽蕃茄麵Express｜南西店 B1F

艸化工事｜南西店 4F

代潮流，這次除了好吃同時兼具「快速」概念，因此開創新品牌「太

艸化工事 Maison du Corsage，繽紛你的生活細節！

鮮講究、料考究，專注湯頭研發，品味香、麻、酸、鮮、清的美味湯

太陽蕃茄拉麵服務七年內堅持秉持著健康、美味、創新，為了順應時

公平貿易、Ｂ型企業認證、1 % for the Planet會員

古典工藝 × 純手作溫度 × 異材質混搭

陽蕃茄拉麵Express」嘗試挑戰「義大利和風拉麵」新市場。

Fevrier菲芙利｜南西店 4F

GIANNI CHIARINI｜信義店 1F

菲芙利，法文原文為二月。我們密切的與普羅旺斯在地大廠合作，希

天才設計師Gianni Chiarini創立的同名皮包品牌。時尚精緻、百分百佛

望創造一個屬於法式生活、屬於自然環保、屬於人文歷史的香草樂

羅倫斯設計與製造，成功擄獲都會女子芳心，為粉領族首選義大利真

園。

皮包。即日起至5/12單筆消費滿萬折千。

英格莉莉｜南西店 3F

CA4LA｜信義店 1F

融合英式人文與台灣當地特色的創新英倫甜品美食--英格莉莉，將帶來

發跡於1989年東京上野阿美橫町。除了引進世界各國設計師品牌，為

英倫經典必吃美味！專為女性打造的優雅店景，適合與三五好友一起

知名帽子選品店外，為了向世界傳遞日本獨有帽子文化，CA4LA創始

談心享受美食，感受悠閒時光。

至今秉持一貫的日本製精神，從設計到生產全都一手包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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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ZUO CRAFT｜信義店 1F

i LOOK eye wear｜信義店 B1F

O'right歐萊德｜信義店 2F

Little Collection｜信義店 4F

KAZUO CRAFT訂製鞋工作室於2014年成立於倫敦，承襲日式傳統

i LOOK eye wear 引進國際知名品牌豐富了您眼中的世界，讓框架上的每

秉持著「自然、純淨、環保」綠色理念，堅持企業的作為必須對人健

Little Collection 專注於日系古著風復古女包。復古元素結合現代設

製鞋技法，揉合創意素材與當代美學，重新詮釋經典英倫鞋款。秉持

一個故事無限延伸。不僅僅是一種時尚、一種潮流旋風，也是另一種生

康、對社會健康、亦對環境健康，從研發製程到生產，創新使用綠色

計，期待新舊風格能夠激盪出新的生命力，並傳達出穿戴者的獨特品

量腳訂製與客製化服務，透過自行挑選設計/皮革/配色/鞋底，搭配出

活中和諧式的態度。讓生活中的你、工作中的你、休閒中的你，不自覺

升級配方，以潔淨能源生產，為環境播下綠色種子，永續美好生活。

味與個性。

適合你個人品味與生活方式的獨特風格。

的充滿自信。

【開幕優惠】女鞋9折

【開幕活動】光學鏡框特價2,980元；BOLON 太陽眼鏡原價9,000元 特

【開幕優惠】品牌經典組-咖啡因系列（養髮液100ml+洗髮精1000ml+
護髮素1000m）原價7,340元，特價5,560元。

價4,500元；MOLSION太陽眼鏡特價3,980元。

6ix pm｜信義店 4F
雙鴻｜信義店 2F

HANASHINJU 華真珠｜信義店 1F

1967年創立的『華真珠』，是日本工藝師小松一男用鑽石切割技法，
將AAA級珍珠以360度刻面雕琢而成，使傳統珍珠呈現如花朵一般的
圖案，更散發獨特炫目的光芒！
【開幕優惠】胸墜系列85折

以陶瓷形塑富自然及人文底蘊的日常生活器物，獨特風格的工藝詮

MOBO｜信義店 B1F

釋，期望能夠營造使用者、使用空間的生活美學。曾獲「臺灣優良工

春日無人知曉的午後，從陽光穿透的指縫間，想要看見今年嶄新的、

【開幕優惠】逸II│Leisure II-白瓷旅行茶組原價6,000元，特價5,600元。

不一樣的自己！

6ix pm傍晚六點，是一天當中最美妙的時刻，代表一天忙碌的結束，也
代表生活的開始。台灣原生設計師呈現出原創的設計，嚴格選料、自
主生產，擁抱美好生活，珍惜生命裡一切美好的人事物。

藝品評鑑」、「臺灣工藝競賽」等獎項。

參樓 研製所Plant&Floral Studio｜信義店 4F

參樓研製所，是以「為都市人找回自然」發想延伸創作及植栽x花藝x
飾品三線整合的設計品牌，由一位藝術家與一位設計師創立，因熱愛
自然美學相遇踏入植栽與花藝的創作旅程。

VIGA WANG｜信義店 2F
AHAVA｜信義店 B1F
源自對Dead Sea以色列鹽海的珍視及環境保護。為以色列唯一獲得政

伊德生活｜信義店 B1F

viga wang 是全新的流行文化體驗，結合藝術與流行服飾，不僅為我們

府許可、座落於死海畔的實驗室，開採Dead Sea原礦的化妝品公司，

伊德是一個追求簡約、精緻、自然的居家寢具品牌。我們將【 Less

is
more簡單最美】作為品牌的核心理念，在富麗炫目的居家寢具業中創

將自然力量分享給世界，為肌膚提供新生能量。

造獨樹一格的簡約風格，賦予品牌崇尚自然的生活格調。

帶來豐富且多樣的選擇，更將藝術帶進生活。我們的核心概念是對美
的堅持，同時去重新思考我們的生活方式，不僅與國際服裝接軌，環
保、慢活、謙和、自我省思，融入自然與原始素材的設計、也呼應了
人們對回歸純真以及樸實生活的嚮往。

與你｜信義店 4F

禹的創作空間，創新品牌～與你 從生活周遭取材，連結每個人的記
憶，創造新的感受並激發每個人的創作魂。除了自身工作室創作品也
呈現其他極有創作魂作者的作品。

薑心比心｜信義店 4F

ALL BLACK｜信義店 B1F

D SHOWROOM｜信義店 B1F

ALL BLACK是由設計師Ms. Collin Lin 於1995年所創立於台灣，其設
計風格以簡約，低調樸實為其特色，堅持5公分以下低跟鞋、楔形鞋設

成立於 2018 年的台灣獨立設計師集合店 D

計，以高質感樸實的呈現。

合品類豐富、風格獨特的品牌與產品，為消費者提供全面性的造型選

海拔800公尺-純淨薑種，集結台灣在地芬芳，運用「薑」能活絡人體

SHOWROOM，由三位

風格迥異的設計師共同發起。以「時尚、品質、獨特性」為定位，集

的草本特性，溫暖每個人的身心。
【開幕優惠】紓壓經典組（按摩油 200ml 任 3 件）原價 2,070 元，特價

1,499元。

阿原肥皂｜信義店 4F

自然對應了人的身心靈，阿原肥皂以祂們為師,從花草根莖葉對應身體
各種所需成分,用心世事得以圓滿。

擇。

【開幕優惠】肥皂全系列商品買四送一

Mao's Doll｜信義店 4F

未來實驗室｜信義店 B1F

惟物之間xKJADE體驗空間｜信義店 2F

未來實驗室的品牌理念是走在所有人的最前面，擁有著不放棄也不退

新經典、輕時尚、好設計、微藝文，皆在《惟物之間x KJADE 體驗空間》，

一針一線來自手心的熱情，自2006年創立品牌至今，我們始終以手工

縮的精神，為了創造感動而實驗，為了突破而不斷的實驗，為了創造

一同發掘「思惟」與「物」的連結，用美好「惟物」豐富你的生活體驗。

感打造無可取代的感動。

iimono源自日文「好的東西」。自小在台灣長大的土山裕子，長大後
赴日本及歐洲留學,秉持台灣人對商品的堅持,融合日本人對時尚的敏銳

出更好的未來而實驗。

【開幕優惠】KJADE- 翡翠串飾買五送一（價格最低的1 顆免費）。

【開幕優惠】飾品任選兩件85折，單筆滿3,000元再贈春柔絲巾一條。

及歐洲所學設計的美感，嚴選各國優質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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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簡單樸實的毛襪、一份純真溫暖的心意、一段值得紀念的故事，

iimono｜信義店 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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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法香頌｜信義店 4F

expo 茶籽堂 ｜信義店 4F

精選法國天然、有機的居家生活用品，帶領身處都市叢林紛擾的您，

茶籽堂旨在尋找台灣土地的珍寶獻禮。苦茶籽在台灣已有百年歷史，

一同禮讚普羅旺斯純淨而樸實的生活。歐巴拉朵 亞麻油黑肥皂1L+植
物油洗碗精1L原價1,460元，特價880元。

老媽拌麵｜信義店 B2F

SABRA ANDRE｜松菸店 1F

『生活的美好，就該回歸對原味的感動；人的味、麵的味、生活的

設計風格天馬行空前衛相當，擅長跨題材於服裝上的運用，柔中帶剛

茶籽堂透過技術改良創新，研發溫和有效的產品，希望提供美好的生

味。』老媽拌麵，提供的不僅是一碗美味的麵，更是人與食物與生活

亦是其一慣的設計，個人的原創設計風格極強烈。品牌主旨為原住民

活質感，將台灣特有的苦茶籽文化永續留存。

之間，一種關係聯繫跟一種生活品嚐。

文化作根，藉由時尚傳遞原民的真善美，將原民時裝品牌精品化經

【開幕優惠】南法蕾朵真正薰衣草30ml/醒目薰衣草30ml/茶樹30ml/尤

營。

加利精油30ml 買1送1。

愛。創造 Allietare｜信義店 4F

好想吃冰 かき氷｜信義店 B2F

+10 加拾｜松菸店 1F

我們的設計不是要創造驚呼，而是平靜；就像品茶者喝到一口好茶，

『愛。創造Allietare』品牌成立於2014年，香氣能夠營造個人的空間品

心情不會有太大的波動，卻感到無比滿足，我們是unsimple，帶來質樸

味，展現獨特的靈魂，集結台灣在地與世界各地的香氛元素，打造全

冰，主打涼爽無負擔的日式減糖刨冰，使用日本上白糖手工熬煮糖漿，

豐富的變化度，從新銳設計師與傳統織襪產業不斷進行的實驗當中，

的生活美學。

新家居的空間概念，呈現獨樹一格的居家生活美學。

與嚴選食材，搭配在地化的台灣小農食材，給你最優質的吃冰享受。

打開隱藏在海島冒險精神當中的玩心，而航至世界。

alto｜信義店 4F

滿哥甜品｜信義店 B2F

GOLD MENCHI金葉名氣餅｜信義店 B2F

米塔手感烘焙｜松菸店 B2F

UNSIMPLE｜信義店 4F

選擇使用珍貴自然的義大利頭層苯染皮革，讓每個產品擁有獨特紋路

傳承四十餘年父輩手藝傳統港式甜品–秉持 <天然食材、石磨手藝、用

與色澤，經時間與使用產生的變化，都是獨一無二的樣貌。

料實在、專業且用心將最好的養生甜品提供給您。

Backers｜信義店 4F｜2019.5.04開幕，敬請期待

池先生｜信義店 B2F

Backers Experience於2015年成立，致力幫助這些創新產品項目進大眾
市場。如果您已經厭倦了大型連鎖店的單一購物體驗，可以到Backers
Experience一起體驗創新。

池先生以大馬家常菜回味老家，瓦煲雞飯蓋子掀開吱吱響，叻沙麵飄
著咖哩農鄉，芭蕉葉盛著椰漿飯，不管走到哪，食物永遠是最溫暖的

網路 IG 爆紅的打卡名店，前進誠品信義囉！成立於 2017 年的好想吃

常以大自然的現象和風景作為創作主題，品牌發展的主要特色為材質

This is Uma! 一吃上癮的日本炸物 ! 日本千葉憲二社長名店料理，由
UMAMist嚴謹掌握油溫、麵衣、食材；入油鍋如煙花綻放的名氣餅，
香脆麵衣包裹多汁內餡，口中迸出新食尚美味!

麵包，用「心」開始，溫暖感動您的味蕾。

in｜松菸店 1F

沙拉野餐｜松菸店 B2F

in在台灣流行文化經歷了20多年，記錄了當代的流行風貌，不斷的創
新與推演，是流行的常態更是in的驅動力。in服飾永遠在台灣流行界做

「堅持手感，傳遞溫暖」米塔集團30年餐飲經驗傳承，職人手作美味

水耕生菜＋健康米飯＝沙拉野餐
有飯的主食沙拉，配上香氣濃郁的自製醬汁，帶著沙拉去野餐，來一

故鄉，在池先生的kopitiam，遇見馬來風味飄香。

著，為開拓時尚美學的最前線。

場飲食革命吧！

Aykasa｜信義店 4F｜2019.5.04開幕，敬請期待

泰飽｜信義店 B2F

Ysanne｜松菸店 1F

Pipijudy x SameSame｜松菸店 2F

在為人作嫁的靈魂裹住了30年，以一種簡單自然，返樸歸真的心態來

Pipijudy希望以飾品來親切且俏皮的敘述人與外界的情感，以單純、發

彩美學融入產品設計，為收納籃注入更豐富的元素，Aykasa將顛覆收

能用美食來遊泰國皮酥肉嫩的巨無霸椒麻雞，無敵下飯的泰式打拋豬

面對30年的璀璨。於是Ysanne誕生了，沒有流行，只有風格，全部用

自內心喜歡的美好來創作，給配戴者一個真心的飾品體驗，並且以素

納籃的使用方式，他將會成為居家飾品的一部分。

想回憶泰國嗎?就來泰飽吃個泰式飯包吧~

自然纖維以一種極簡、藝術、知性的美學來回歸初心。

雅、無過多雕飾的風格來詮釋，因為簡單，所以永恆。

擁有多項設計使得Aykasa折疊收納籃更能廣泛運用在生活中，也將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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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吃泰飽了嗎?一個人也能獨享的泰式美味，不能出國的時候，我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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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印｜松菸店 2F

自己印紙膠帶是擁有三十多年印刷經驗的品牌，我們希望紙膠帶不只是
收藏、更能是貼近生活的風格小物。「一卷就能印！」是我們的核心精
神，少量客製化印刷服務，輕鬆擁有自己設計的作品。

CHEWPEOPLE CHOICE/潮人物商店｜敦南店 1F

MagStore結合Magazine與Store，一個嶄新的商場，從雜誌提倡的生活
風格，用編輯的概念，連結空間、品牌、事件，在誠品敦南以「辦公
室」為題，重現編輯現場，用期刊的方式，定期改變主題與陳設。

小室瓶栽｜敦南店 1F

2017來自美國的研發團隊利用『無菌組織培養技術』為基礎年在台灣
Pintoo｜松菸店 2F

建立全新品牌「小室瓶栽」。實驗室等級的製作環境，專業的全手工
製作方式，創造全新的無菌培養觀賞植物。

Pintoo以發現各種可能性、思考並創造新的拼圖產品為出發，不斷推出
技術與概念創新的各類拼圖產品，希望透過Pintoo的努力，讓拼圖樂趣
繼續傳承下去，重新界定拼圖的意義，創造無限延伸的拼圖樂趣！

NA Captosan 日常肌｜敦南店 GF

感謝來自造物主的恩典，賜予我們來自海洋的獻禮，日常肌透過專利
包覆技術，將植萃物鎖在﹝Na﹞ captosan裡，使有效成分不易氧化變
質，能讓每一次肌膚保養不打折。

Mao's樂陶陶｜松菸店 2F

早期以手工彩繪藝術陶瓷為主，藉由新一代的創意與設計，激發出更
多價值與樂趣，將傳統手工藝術的精神延續到你我手中的生活器皿，
以傳承與祝福為初衷，傳達出溫暖與快樂到每一個人心中。

PIPPER沛柏｜敦南店B1F

PIPPER STANDARD「沛柏 鳳梨酵素居家純淨系列」，經Dermscan
Asia認證為低過敏性、無刺激性，美國FDA測試不含已知過敏原。因
此沛柏的產品對全家人，包括嬰兒和敏感性肌膚者都十分安全。

動手玩烘焙DIY｜松菸店 3F

Dough 動手玩相信，每個人心裡都有甜點魂。從材料的量秤、製作、烘
烤與包裝，小到材料的秤取，大到設備的使用，所有的流程與動作、每
一步驟都是Dough動手玩的精心設計，讓你輕鬆完成一樣甜點！

樟之物語｜敦南店B1F

尊選台灣獨有森林紅寶石-牛樟芝，匯聚南僑65年製皂工藝，精萃牛樟
芝入皂，將源自山野森林的活力灌注肌膚，並針對各種膚質設計專屬
清潔配方，為你的肌膚打皂健康肌礎。

Chez Némo 尼莫家｜松菸店 2F

一日茶事 BY YIRI LIVING｜敦南店B1F

奉上的不只是友善大地的清香與健康，更是人與土地，人與自然的深

來尼莫家欣賞來自世界各地的印花布料、來尼莫家製作一個專屬於自己

情相待。以傳統奉茶的心意，奉上對在地小農的支持，對我們的生活

的物品來尼莫家，在手作的時光裡，一起尋找生活中一切的美好事物。

所在的這座島嶼的珍愛，以及對地球這顆美麗行星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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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03 Wed. - 7.02 Tue.

刷卡分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 3,000 元以上

享 3 期零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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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元以上

享 6 期零利率

銀行刷卡滿額禮

單筆消費滿 12,000 元以上

享 12 期零利率

※R79 恕不配合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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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小企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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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4.03 Wed. - 7.02 Tue.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當店刷卡消費累計滿額，憑信用卡、同卡號簽單及消費發票，即可兌換指定
滿額贈禮，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R79 恕不兌換分期加贈禮。

滿 35,0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乙份，限量 2,500 份

乙份，限量 200 份

乙份，限量 2,000 份

乙份，限量 1,0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700 份

誠品禮券 600 元
滿 18,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18,000 元贈

滿 13,000 元贈

乙份，限量 1,000 份

乙份，限量 45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滿 10,000 元贈

最高享

誠品禮券 200 元

※月
4 首筆消費

乙份，限量 300 份

回饋，詳見凱基官網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誠品禮券 400 元

10%

滿 18,000 元贈

乙份，限量 12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500 元

滿 6,5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乙份，限量 2,0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6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13,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乙份，限量 800 份

乙份，限量 2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12,000 元贈

分期滿 12,000 元贈

乙份，限量 3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300 元

※僅 限 分 期 刷 卡 兌 換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乙份，限量 400 份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 限信義店、南西、 R79 兌換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100 份

乙份，限量 700 份

乙份，限量 15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32,000 元贈

分期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單筆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600 元

滿 6,000 元贈

滿 20,0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38,0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6,500 元贈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乙份，限量 6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 V I S A金 融 卡 同 享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 6/05-7/02 限定兌換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4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5,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10,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注意事項：●使用街口支付及 Line Pay 消費恕不得兌換刷卡滿額禮活動；如使用手機綁定行動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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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時請出示信用卡 ( 或手機行動支付畫面 )、同卡號簽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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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聯邦銀行 VISA 金融卡、商務卡 / 滙豐銀行 VISA 金融卡、現金回饋御璽卡、公司卡及商務卡 / 華南銀行 VISA 金融卡、JCB 晶緻悠
遊 DEBIT 卡、超級現金回饋卡 ( 含 HappyCash 及 HappyGo 聯名卡 )/ 土地銀行 MasterCard 金融卡恕不得參加刷卡滿額禮活動。●以上活動刷卡消費除誠品生活南
西與誠品 R79 可當日跨店消費累計外，其餘限當日當店消費累計，超過金額無法累計兌換，下述消費恕無法累計兌換：信義店｜誠品畫廊、誠品講堂、B2F- 屈臣氏
Watsons；敦南店｜誠品講堂；松菸店｜誠品行旅、誠品講堂；1F- 台灣大哥大門市；B2F- 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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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lite spectrum, your spectrum.
郵寄名條

誠品生活 創造你的光譜生活！

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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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敦南店 eslite dun nan store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45號│捷運板南線 忠孝敦化站6號出口

No.245, Sec. 1, Dunhua S. Rd.,Taipei City 106, Taiwan (R.O.C)
MRT: Exit 6, Zhongxiao Dunhua Station, Nangang-Banqiao-Tucheng Line｜TEL : 02-2775-5977

誠品生活松菸店 eslite spectrum songyan store
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捷運板南線 市政府站1號出口，步行約400公尺

No.88, Yanchang Rd., Xinyi Dist.,Taipei 110, Taiwan (R.O.C.)

迷誠品網站

MRT: Exit 1, Taipei City Hall station, Line 5｜TEL : 02-6636-5888

meet.eslite.com/tw

誠品生活南西 eslite spectrum nanxi
誠品人 eslite APP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4號│捷運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 中山站1號出口

No.14, Nanjing W.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4, Taiwan (R.O.C.)

行動會員卡、藝文活動、店別資訊、書籍查找
四大功能隨身行，立即下載!

MRT: Exit 1, Zhongshan Station, Tamsui-Xinyi Line or Songshan-Xindian Line｜TEL : 02-2581-3358

迪士尼經典角色系列會員禮 4.16
2019

Tue.-5.23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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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活動期間於誠品生活南西/誠品R79，憑單店當日累計消費
滿1,200元，即可以399元加購或

滿1,200元，即可以599元加購或

透明時尚托特包」乙個。(價值990元)

典雅儲物罐」乙個。(價值1,680元)

滿8,000元，可兌換「小飛象款

滿15,000元，可兌換「小飛象款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本活動僅限於誠品生活南西／誠品R79單店累計兌換。●滿額贈：各門檻每卡每日限兌換1份／加購禮：每卡每日限加購1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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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贈禮、點數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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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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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價購僅接受現金/誠品禮券結帳，恕無法接受其它結帳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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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店顧客服務中心／贈品處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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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相關未盡事宜以顧客服務中心公告為準，詳細活動內容請上迷誠品網站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