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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We’re far from the
shallow now.

OS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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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聚焦奧斯卡年度盛事

Yeah. It’ll be an adventure
We need to fail down here so
we don’t fail up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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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takes courage
to change
people’s hearts
You never win
with violence.
You only win
when you
maintain your
dig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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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聞

以【大春煉皂】傳承三代的精神 ─ 對大地謙卑、

士比亞《暴風雨》和《羅密歐與茱麗葉》、歌德

迎新納福的心意。守護環境、精煉祝福、洗去舊

《浮士德》、貝特蘭《加斯巴之夜》及托爾斯泰

年煩憂並迎接新年福祿，祈求好年好景好「皂」

《克羅采奏鳴》。由楊照老師精選文本導讀，再由

頭！

音樂家現場演奏，體驗未曾有過的生命體會！

地點│2F expo 時間│1/18（五）
-2/28（四）

演出│楊照、鋼琴家 江恬儀

26

Thu.

大師雲集星光璀璨音樂會 I
臺灣名家講座

六

小試身手好采頭

過年試試自己的好手氣，將舉辦九宮格、套圈

麥，終於回到台灣。張國立與臥斧代表本土的創

圈、彈珠檯等童玩活動，活動期間只要憑不限金

斯：《詩化圓舞曲》、史克里亞賓：《幻想曲》、

作能量，「烹煮」文字，用料理撞上推理，給人

額發票一張，就有機會玩遊戲拿禮品，新年快來

希納斯特拉、舒伯特/李斯特、斯特拉汶斯基…

耳目一新的絕佳風味。

討個好兆頭！

主講│張國立、臥斧

地點│ B2誠品表演廳

等，精彩可期！
演出│李威龍、葉孟儒、廖皎含、蔣茉莉、鍾曉青、
鍾家瑋、顏華容

主辦單位│馬可波羅文化

參加方式│憑館內不限金額發票一張，即可免費玩遊戲拿

時間│1/26（六）15:00-16:30

好禮

購票│兩廳院售票系統 7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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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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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殿！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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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咖啡廳的日常
《台式印象 琴韻涵情》

六

Sat.

誠品親子
《叮叮的奇幻冒險》

咖啡廳的日常系列，特邀台灣優秀青年低音提琴

調皮愛玩的叮叮打瞌睡醒來後，發現自己竟然掉

演奏家許舒涵，將帶來一場古典結合台灣在地音

入神祕的童玩王國！不小心喝了讓身體變小的彈

樂，永悅藝術用古典音樂本土化之方式，運用創

珠汽水，足球巧克力卻又讓他變成大巨人……宮崎

意與巧思，結合音樂、影像、咖啡等跨界呈現，

駿動畫音樂改編，歡迎進入【4D超體感互動樂園】

帶給每位貴賓別於以往的音樂會。
演出│O劇團（臺北兒童藝術節首獎團隊）

演出│尚•喬法瓦Jean Geoffroy、阮明譚Minh-Tam

Nguyen、蓋德瑞克•蘇畢哈納Galdric Subirana、
那娜擊樂二重奏NanaFormosa Percussion Duo
地點│B2誠品表演廳

時間 │ 3/23（六）- 3/24（日）

地點│松菸店 3F Forum
詳情請洽│02-2500-7696#2769

地點│B2誠品表演廳 時間│1/22（六）19:30

教授與校友：尚•喬法瓦、阮明譚、蓋德瑞克•

02-6636-5888#7701、7708

Sat.

馬可波羅的推理世界，一路從英、美、德、丹

蘇畢哈納，以鍵盤擊樂演奏巴洛克音樂、詮釋

誠品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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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大師雲集星光璀璨音樂會I 集結臺灣鋼琴名家眾星

相關活動辦法及贈獎內容請參閱迷誠品網站及臉書
活動修改、變更與解釋之權利。)

套票1,920元）

輝映，加上各異其趣的多元曲風，包含葛拉那多

那娜擊樂二重奏與法國里昂國立高等音樂院擊樂

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0 號 B2 (誠品生活松菸店)

票價│兩廳院售票系統（單場400元

Sat.

《炒飯狙擊手》、《螞蟻上樹》
新書分享會

當代擊樂力作，展現理性建構感性奔放的音樂聖

(以上活動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電影院保留

用特別的形式詮釋六部經典─但丁《神曲》、莎

對生命尊重、堅持著愛為出發點，串起春節過年

時間│01/21（一）
-3/04（一）19:30

★ 春節獨家獻映－奧斯卡入圍最佳影片及其它入圍精選強片放映場
★ 迷影卡卡友新年滿額贈禮

Mon.

地點│B2誠品表演廳

繁花聖殿—
巴洛克與當代擊樂之夜
★ 奧斯卡預測好康抽獎－看電影就有機會抽中精美好禮！

一

《周一幻境之夜》
文學與音樂名作講座系列 首場

22
二

Fri.

豐年迎春
新年好運到

March

就在松菸誠品電影院

2
2/
/ 01

五

21

時間│2/15（五）19:30

票價│兩廳院售票系統1,000元

演出│低音提琴 許舒涵、鋼琴 陳昭惠

時間│ 3/23（六）- 3/24（日） 地點│B2誠品表演廳

地點│B2誠品表演廳 時間│3/03（日）14:30

票價│兩廳院售票系統 500元、800元、1,000元

票價│兩廳院售票系統 300元、500元、1,000元
洽詢電話│永悅藝術02-2286-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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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手禮界的
平價精品

Focus
╳
Delicacy

口述∣咱們

口述∣歐陽伶宜

整理∣Lei

整理∣Lei

歐陽伶宜◎提供

歐陽伶宜，一位來自高雄的大提琴音樂家，

伶宜一點都不覺得辛苦，而支持她至今的其

目前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專任大提琴

實是一種自我突破與實踐的意念。對於「學

農曆年節期間，拜訪親友時總免不了送上自

銷營運每個環節都親力親為，為的就是要感

己 的 心 意， 誠 品 生 活 松 菸 店 人 氣 伴 手 禮 品

受每一位工作人員的用心。就如同品牌精神

牌「咱們+ZAMEN 」，致力於傳承及發揚老

「 Two are better than one， 兩 個 人 總 比 一

教授。自有記憶以來便在家中聽姊姊彈奏鋼

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一說，歐陽伶宜則表

店新品牌的理念。美麗、年輕的品牌創辦人

個人好。」一樣，透過團隊合作與絕佳的品

琴，從此便對音樂產生相當大的興趣，對她

示「學音樂本身不會變壞，致使小孩變壞的

而言不僅是工作，更像是她生活的重心。

其實是周遭環境，特別是父母與老師。如果

Pallas，懷抱著創業夢想，希望能夠透過咱們

質，讓老店以精緻奢華、平價時尚的全新樣

點亮每位顧客的心，就如同咱們品牌標誌性

貌升級，仍然保有老店溫暖的氛圍，傳遞幸

的橘色一樣，溫暖且有活力。

褔的溫度給每一位朋友。

僅僅把音樂當成工具為了聲名與利益致生嫉

歐陽伶宜

歐陽伶宜引用了一段話來形容音樂，「音樂

妒、不斷算計，是有可能讓學齡孩子與成人

是一種道德律，它使宇宙有了魂魄、心靈有

音樂工作者變得短視近利、心胸狹隘。然

由於Pallas家族務農背景的關係，再加上長

咱們的多元產品中，最特別的莫過於由咱們

了翅膀、想像得以飛翔、使憂傷與歡樂有如

而，我並不認為把音樂當成謀生工具就是不

輩們的告誡，咱們堅持用最實在的用料打造

團隊獨創研發出的「不一樣的鳳梨酥」，內

醉如痴的力量，使一切事物有了生命；它是

好的事情。」

每 一 樣 產 品，Pallas也 堅 信， 唯 有 用 自 己 也

餡揉和整顆桂圓和麻糬，與帶有獨特糖香的

秩序的本質，引向真、善、美的一切；雖不

吃得安心的食材，顧客才能夠享受到最好的

金鑽鳳梨交織成不一樣的鳳梨酥，特別的口

可見但卻具備絢爛、熱情且永恆的形式。」

最後聊到了「會給予想學音樂的年輕人什麼

品質。即便經濟蕭條、食安問題嚴重，導致

味與口感，不僅口齒留香，更讓人久久無法

就她而言，音樂是創作者傳達訊息的媒介，

建議？」歐陽伶宜則表示應該先鑽研西方古

原物料價格上漲，咱們不但沒有因此漲價，

忘記這特別的口感。呼應了品牌所強調的創

也是閱聽者沉浸汲取養分的載體。音樂可以

典音樂傳統理論與技巧，作為自己立足的底

甚至反其道而行選用更好的食材。不僅每一

意，除了亞洲人會感到新奇之外，也絕對能

感人肺腑，也可以令人雀躍甚或驚悚；音樂

蘊基礎，而後可以嘗試音樂展演與教學的多

顆蛋都經過認證，製作過程中也堅持不加香

讓國外的朋友眼睛一亮。

可以正襟危坐在殿堂裡欣賞，也可以不經意

樣可能性。「創新、融合、跨界、善用數位

精、色素、防腐劑等人工化學物。對咱們而

地駐足看路邊藝人表演；音樂可以讓人穿越

科技、給予視聽大眾多元且美的體驗，或許

古今認識歷史文化，也可以成為強化效果或

是二十一世紀音樂工作者的出路。」歐陽伶

三年級就讀音樂實驗班時，聽

紓緩柔和的背景襯托；音樂可以讓上萬人聚

宜如是說。

從老師建議修習大提琴，經歷

集搖滾共鳴，也可以讓獨處心靈得到一絲慰

四 歲 於Yamaha音 樂 班 開 始 有

言，這點事稱不上苦，只要顧客能夠吃得安

Pallas謙虛表示咱們的力量有限，希望能夠透

系統地接觸音樂，而後在小學

心，才是最有價值的事。

過眾人的力量讓世界看到台灣品牌的好。她
說：「一個人走在路上或許輕鬆，但是能夠眾

陽光般的笑容，溫暖人心，就
像咱們選用溫暖的橘色，希望

結合年輕人的創意思維和老店的豐富經驗，

人攜手一起往前，咱們這個品牌才能走得更

國小、國中、高中與大學，再

藉。音樂變化萬千，與人類文明密不可分。

點亮每位顧客的心。

遠！」Pallas將這樣的理想帶到咱們之中，希

赴美取得大提琴演奏碩、博士

2019年三月份她將有Cello4大提琴四重奏與

咱們於市場上深受男女老少的愛戴，這不僅

對於歐陽伶宜而言，音樂不僅是她教學中的

聲樂首次合作演出「乘著歌聲」音樂會，四

是上一代的基石累積，Pallas更發揚這樣的

望在未來的路上能夠有更多夥伴加入咱們的

精神，並融入更年輕、有創意的思維經營這

團隊，一起為咱們、為台灣努力，進而回饋

支 品 牌。Pallas從 產 品 製 造、 顧 客 服 務、 行

這個社會。

學位，這一路上皆與音樂朝夕
相處，以大提琴為伴。自然而

專業、演出時的語言，更是生活中的樂趣。

然，音樂便融入了歐陽伶宜的
世界。

月底也將與《首席四重奏》成員第四度參與
「誠品室內樂節」，而2020年將有貝多芬計劃

音樂之路是辛苦的，但因為喜歡，因此歐陽

之演出，讓我們一同期待她的演出。

學習音樂固然辛苦，但是做自己喜歡的事，就不會苦。

當她談起創品牌之路時，臉上

╳

聚焦

發揚老店新品牌的理念精神。

音樂

年輕美麗的她，致力於傳承及

咱們人氣單品不一樣的鳳梨酥，特殊內餡贏得國內外饕客高度評價。

咱們◎提供

Pallas

音樂是專業、
興趣，更是生活。

Focus
╳
Music

聚焦

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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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身心靈
都飽足的男人
—
波波大叔

足，更是能夠與他人產生共鳴的方式。

的， 因 此， 吃 對 波 波 大 叔 而 言 不 僅 能 夠 讓 人 感 到 幸 福 與 飽

會 變 得 有 很 多 層 次， 因 為 你 們 之 間 的 交 流 是 愉 悅 的、 全 面

至，聊著聊著會有不同的話題產生。這麼一來，吃這件事情

對於這道料理的想法，或是怎麼樣讓一道料理變得更好，甚

家裡，做料理給對方吃又是另一件事。你們可以一起討論出

種和對方產生連結的方式，出去外面吃飯是一回事，但是在

得到滿足才是內心的飽。波波大叔認為，﹁吃﹂這件事是一

對你而言﹁飽﹂是什麼？肚子不會餓是生理上的飽，但心靈

計畫。

叔，與我們分享他對於飽和料理的定義，以及他在 2019
年的

聯想會是吃，今回，我們很榮幸能夠邀請到料理達人波波大

受。 呼 應 本 次 好 年 節 主 題﹁ 飽 bao
﹂， 我 們 對 於 飽 最 直 接 的

對於現代人而言，吃不僅是為了填飽肚子，同時也是一種享

飽的定義

採訪撰文 │Lei
照片提供 │RobinSe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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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們這個年紀已經不是這麼在乎填飽肚子這件事。
吃，不僅是一種享受更是一種交流。﹂

存在其中。

料理除了蘊含很多知識在裡頭，同時也是有許多歷史、故事

是一種知識上的突破，在這過程當中，透過不斷鑽研會發現

飪方式、保存、熟成、加工等等。﹂他認為事前的準備就像

花非常多時間在研究牛排，除了牛肉之外，更多的是它的烹

﹁男子漢都要學會煎牛排，因為它是很 Man
的一道料理，我

便不會太糟糕。波波大叔便以他最拿手的牛排舉例，他說：

的準備及作業，若烹飪前能做足功夫，那麼這道料理做出來

究，比方說西餐，西餐料理的時間其實不長，主要在於事前

了 要 填 飽 肚 子。 對 於 料 理 波 波 大 叔 最 重 視 的 則 是 事 前 的 研

否，而是，當料理者沒有用心做一道料理時，吃，就只是為

可能感受不到你的用心，但至少要問心無愧。這無關好吃與

料理的人而言，他必須要對他的料理負責，雖然有時候對方

他表示一頓好的料理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心做，對於一位熱愛

喜歡玩錶，同理，對我而言就是料理。﹂波波大叔如是說。

男人，總是會有一些特別的興趣。有些人喜歡玩車、有些人

﹁做料理是一種自我實現的感覺，你知道，男人，特別是老

04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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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的真諦
從小學二年級便有料理經驗的波波大叔，接觸料理的時間其實
己去做可能會餓肚子，便捲起袖子開始研究料理，他笑稱這是

相當長，由於年幼時是鑰匙兒童，冰箱裡有食材，若不學著自
一個面臨﹁生死抉擇﹂的情況。他表示：﹁從第一次把蛋煎熟，
到完成一道複雜的料理，每一次的經驗都可以從裡面學到一些
什麼，甚至是感到有趣，這是我做料理的經驗。﹂

把 簡 單 的 料 理 變 複 雜， 或 是 將 複 雜 的 料 理 變 容 易 都 是 很 難 的

從簡單的泡麵到複雜度較高的牛排料理，波波大叔認為不管是
事。把難的東西變簡單，必須參透這道料理的本質才有辦法簡
化多餘的手續。反之，把簡單的東西變難，則必須去了解為何
它做起來會這麼簡單，又或者是附加上某些元素之後，如何不
破壞這道料理原本的味道，又能夠讓它往更高的層次延伸。複
雜跟簡單都會有它們的理由，因此，兩件事情對他來說都有一
定的難度。

最後，在 2019
年之初波波大叔也為自己設下目標，一直以來都有健身習
慣的他希望在今年能有好的收穫。另外，一般人對於健身餐的印象往往

的生物，牠在游動的時候像在大海中翱

係，至於鯨魚，我覺得牠是一種很優雅

備限制、飲食習慣、氣候等方面都會有影響。各國不同的料

的飽，同時也能夠成為內心的飽。

﹁飽﹂，下回在吃之前，我們或許可以試著讓這道料理不僅能夠滿足生理

對於料理，我們所追求的或許不同，但透過料理，我們同樣的都能夠吃

﹁刀子跟香草和我做料理有很大的關

好吃又能夠符合健身朋友需求的料理。

是不好吃的，所以，他也希望能夠為健身這件事情做些什麼，創造出又

理其實可以反映出一個地方的文化，波波大叔想要多鑽研於

裡頭，他覺得這是人類心裡對食物最原始的渴望。
DNA

他 認 為 這 樣 的 料 理 方 式 是 最 原 始 的， 它 幾 乎 烙 印 在 人 類 的

此。另外，波波大叔也分享了他最喜歡以火烤的方式料理，

叔會先了解這道料理追求的是什麼，再朝那個方向把料理做
興趣，試想，我們在家裡吃的料理跟在餐廳吃的料理是不同

好。近日他則是對於地方料理或是所謂的﹁家鄉菜﹂相當感

鯨魚一樣，自在地往前行。﹂

翔、不斷前進，我自己希望我也能夠像

有些料理追求軟嫩，有些則是要酥香，在做料理之前波波大

的，所以，家常菜比較貼近人生活的本質，當地的食材、設

身心靈都飽足

﹁把簡單的東西變複雜，
或是把複雜的東西變簡單，
對我來說都一樣難。﹂

沒有太明顯的提升，那他也會選擇按照原本的方式去做。

式做真的比較好吃，他會試著改變，但若他覺得這道料理並

評價波波大叔會採納，但不太會往心裡去，若按照別人的方

﹃習不習慣﹄的問題，跟﹃好不好吃﹄無關。﹂面對他人的

台灣人做的料理一定會覺得沒味道，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是

自然不過。波波大叔又以近日的重慶之旅為例，﹁他們吃到

候會偏甜，或許有些人不太習慣這樣的味道，但對他來說再

個地方的口味不太一樣，波波大叔是台南人，做的料理有時

吃是一件相當主觀的事，或許，有時候只是﹁不習慣﹂，每

各有喜好，我無法去控制你喜不喜歡我做的菜。﹂而好不好

要對得起自己，別人覺得好不好吃，我其實沒所謂，畢竟人

滿足感，接下來就要把棒子交給吃的人去體會了。﹁做料理

一件隨心所欲的事情，他已經能從做料理這件事獲得足夠的

評價不高時，波波大叔會有什麼想法。波波大叔認為料理是

一定會先將刀子磨好。跟著，我們聊到了若他人對於料理的

﹁磨刀﹂，他認為刀子不利會非常難工作，因此，在工作前他

問到對於料理最大的堅持為何時，波波大叔毫不遲疑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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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venir
╳
Recommendation

口甲•食包—
呷：呼你呷尚飽

09

首度與台灣茶品牌的跨界合作
上信饌玉｜ 2F

花饌禮盒

特價625元｜原價710元
首次與知名台灣茶品牌京盛宇合作，上信饌玉超
人氣商品夏威夷豆塔與歐式小點心義式脆餅，搭
配京盛宇誠心推薦的阿里山金萱茶，最佳拜訪親
友客戶或出國必備的茶食伴手禮。

「呷尚飽」由閩南語發音而來，意旨吃得非常飽。
過年總少不了走春行程，誠品生活松菸店嚴選伴手禮、茶禮盒，讓你裡外都體面。

星級餐廳指定用茶

完美展現冷泡酒花工藝

精品界的平價傳奇

最受年輕朋友歡迎的伴手禮

如初戀般的幸福滋味

連續兩年舊金山烈酒大賽金牌得主

山山來茶｜ 3F

誠品書店｜ 3F

咱們｜ 2F

高級年節禮盒

COMEBUYTEA｜ 1F
精選茶包禮盒

吾榖茶糧SIIDCHA｜ 3F

誠品書店｜ 3F

推薦價450元－ 2,800元｜購買任單罐產品可免

特價315元｜原價350元

特價999元｜原價1,299元

推薦價980元

推薦價700元

特價90元｜原價100元
以高品質台灣高粱蒸餾而成，純淨的水質來自於

山山禮盒系列
費升級禮盒

綠川啤酒兩入禮盒組

草莓烏龍食茶禮盒

冷泉高粱酒58度（迷你瓶）

台中市政府水利局與打狗啤酒合作下的孩子，百

年節送禮首選咱們，以親民價格即可享有精品級

用心泡好茶的COMEBUYTEA今年祭出阿里山

具有草莓風味的台灣四季春烏龍茶，迷人的草莓

以友善土地的自然農法栽種，一同保衛富饒的台

草街作為靈感，入口微苦帶些啤酒花的草香氣

的包裝，咱們堅持使用最實在、安心的用料，四

高山烏龍茶、南投焙火烏龍茶、鮮摘茉莉綠茶、

果香蜜韻，展現初戀般的幸福感，是SIIDCHA

1940年高山上發現的冷泉，配合精準的品質把

灣自然風土，品茶的同時也能為環保盡一份心

息，頂級二次發酵的工法保留酵母層次風味。

重味蕾享受，讓咱們送禮送進心坎裡。

鮮摘高香紅茶，一組四盒980元的超低優惠，不

季節限量商品。另外，吾榖茶糧全系列商品單筆

關，這些自然的奇蹟賦予冷泉高粱無與倫比，順

僅送禮，也送心意。

消費滿3,000元即贈乙盒。

口、清新的口感，提升您的感官體驗。

力。星級餐廳指定，口感醇、淨、甘、潤，自然
回甜、餘韻清香。

特選台灣精品茶葉禮盒

禁止酒駕，未滿18歲禁止飲酒

禁止酒駕，未滿18歲禁止飲酒

香濃爽口的茗茶好夥伴

一盒八入幸福滿載

感受兩種不同的品茶體驗

超人氣暢銷茶禮

最具品味的年節伴手禮

誠品書店｜ 3F

海邊走走｜ 2F

有記名茶｜ 3F

百年長順｜ 3F

金長利｜ 2F

特價1,550元｜原價1,680元

推薦價270元｜三件商品88折

推薦價420元

特價1,280元｜原價1,600元

特價499元｜原價599元

任選4包特價500元｜原價120-150元

精選台灣阿里山高山烏龍茶、金萱烏龍及凍頂烏

醇厚芝麻香氣結合天然麥芽甘甜，爽口細緻不黏

使用超濃郁70%苦甜巧克力與手工蛋捲的完美結

奇種烏龍茶與冬選高山烏龍茶的完美組合，一次

品牌最暢銷茶款凍頂烏龍茶及桂花烏龍茶袋茶15

嘉義金長利新港飴是台灣鄉土特產，堅持百年老

龍手採原片原葉袋茶包，三種台灣代表性茶品組

牙，齒頰留香不膩口。無論是單吃或是搭配茗茶

合，一上市就爆棚的超限量美味，獻給最有品味

滿足喜歡飲茶的您，送禮自用兩相宜，帶您展開

入，是辦公室族群及企業送禮喜愛的首選，茶禮

店的手工技藝與獨家配方，全程品質管制，造就

合而成，是今年最佳的節日首選禮品！

都是享受，你絕不能錯過。

的您。

一段前所未有的品茗之旅。

榮獲南投縣十大伴手禮，買十盒再送一盒。

耐人尋味的精選點心。

淡然有味｜ 3F
《慢活》典茶禮盒

吉品養生無二芝麻糕

蛋捲巧克力8入

星悅禮盒

凍頂烏龍茶100g＋桂花烏龍袋茶15入

竹炭花生、新港飴、青豆酥、杏仁酥

1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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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景豬年的好選擇
快車肉乾｜ 2F

小豬真空六入組
特價750元｜原價900元
呼應農曆豬年，伴手禮熱銷單品快車肉乾絕對會
是你農曆拜年的最佳選擇，不僅讓你吃得開心，
同時也能送上滿滿心意。

去油解膩的最佳選擇

關於味蕾的三款私藏知遇

台灣經典茶特調 米其林三星御用

茶粒茶｜ 2F

原味千尋｜ 2F

黑狗市集｜B2

特價500元｜原價650元

特價599元｜原價750元

推薦價380元

茶粒茶嚴選南投好味梅子系列，秉持健康、自然

品牌經典白雪罐搭配獨家玻璃密封罐設計，自然

英國、日本米其林主廚每年固定來台採購，以茉

的理念，堅持不添加人工香料，讓您不只喝得安

馥郁的風味乳酪絲總讓人無比感動。原味乳酪

莉花熏製SGS特級紅玉、二次發酵特級紅玉以及

心，吃得也健康！

絲、清境蜂蜜乳酪絲、碳燒辣味乳酪絲，值得您

碧螺春，口感獨特、價格親民，您一定要品嚐看

來品嚐。

看。

喜慶台灣系列嚴選六種茶葉

極俱府城特色的茶點

品茗小酌的最佳夥伴

誠品書店｜ 3F

誠品書店｜ 3F

藝桐饗宴｜ 2F

特價756元｜原價840元

推薦價180元│三件商品享88折

推薦價1,140元 ｜買一組送一組（價高計費）

梅好禮盒組

喜慶台灣六入輕巧組

白雪銀光（限定版）

信裕軒黑糖杏仁荖

家茶薪傳台灣茶特調
盒 ｜買兩盒送小禮盒一個

小魚乾系列3入組

由金品茗茶資深品茶師及製茶師挑選每一批茶，

「杏仁荖」為極俱傳統風味的一項府城小點，配

小魚乾的濃郁海洋香氣搭上各種香料，激盪出前

分析每一段細節，並以口味、濃度、香氣、外觀

合獨特的低糖製程裡心香酥的口感加入健康的黑

所未有的口感，不管品茗或是小酌都是很好的選

做分級、力求標準化，好茶就像蘇格蘭威士忌一

糖提味，吃的出府城道地的風味哦。

擇，適合全家大小一同享用。

樣令人著迷。

Clothing
╳
Recommendation
A

穴牙‧食包——
穿：呼你穿尚燒

12

13

E
K
F

H

I

A

L

「穿尚燒」由閩南語發音而來，意旨穿得很暖。
吃飽喝足之後，不妨為自己的造型做些改變吧！

D
J

G
B

C

巧思隱藏在設計裡

隨著著用程度產生專屬質感

將愛鎖在心頭

圍巾的質量，棉被的溫暖

永不退流行的低調設計

保暖、造型一件搞定

A｜AXES｜ 1F

Coral Balcony欲望沼澤耳環

B｜AXES｜ 1F
NOUR淺棕短靴

C｜LIN SHIAO TUNG林曉同｜ 1F
如意熊（異國情懷版）

G｜expo｜ 2F
小芳日和棉被圍巾

I｜AXES｜ 1F

推薦價3,080元｜誠品人會員價9折

推薦價7,900元｜誠品人會員價9折

推薦價35,500元

推薦價780元

H｜YUER｜ 1F
針織門巾長毛大衣 圓弧腰頭細節褲
花邊高領背心

眼和手是最直接接收物欲的，當兩隻手掌合起來

義大利楦頭修飾調整成適合亞洲人的腳型，再利

靈感源自明清時代的如意鎖佩，也稱長命鎖，鎖

比一般圍巾厚一點點，圍一圈就有挺度，輕便、

推薦價23,880元

就變成了「愛心」，欲望戰勝了理智。使用無鎳

用義大利皮料本身的光澤度完美地呈現鞋楦的稜

住無形的事物，鎖住生命當中美好的傳承與記

好攜帶，是圍巾卻有棉被一般的保暖效果，一起

簡約的配色與俐落的剪裁就是永不退流行的設

衫，好搭又舒適。這款絕對是今春衣櫃裡不可或

9k金鍍膜與琺瑯塗裝，搭配天然淡水珍珠，俏皮

線，NOUR將義大利的美好在台灣手工呈現。

憶。熊的剪影圖像，具有異國情懷的紅寶石做為

被幸福的溫度圍繞吧。

計，可以隨心所欲搭配出專屬自己的風格，保

缺的一件！

4,980元

趣味的番茄緹花亮眼且別緻，緊密針織面料開襟

暖、造型一次搞定。

素材，將西方的守護力量注入東方吉祥靈氣，打

又充滿著個性。

6,980元

TZULI HSU番茄緹花針織開襟衫

推薦價8,250元｜誠品人會員價9折

造堅定不移的守護。

以100%義大利進口高級毛料打造

暖手也暖心

簡單的設計卻擁有滿滿質感

為寒冬添增暖意

讓妳在人群中輕鬆聚焦

不可或缺的經典單品

D｜expo｜ 2F
米犬日常暖手枕 阿瓦

E｜DOUCHANGLEE｜ 1F
大翻領羊毛針織外套

F｜living project｜ 2F

Mapoésie Nature Morte Roux 圍巾

J｜living project｜ 2F
Trebarrabi Claudia 小立領長袖衫

K｜溫慶珠｜ 1F
靛青繡花葉鋪棉襖外套

推薦價650元

特價5,837元｜原價8,980元（限量8件）

特價4,536元｜原價6,480元

特價3,710元｜原價5,300元

特價23,086元 ｜原價32,980元

紅色毛料短外套

粉紅毛料寬褲

7,880元｜誠品人會員價95折

L｜YUWEN｜ 1F
紅色毛料短外套

保護雙手寒流來襲也不「冷支支」，可愛的造型

溫暖、柔軟的羊毛材質是冬日造型最佳的選擇，

以鮮亮的色彩、大膽的幾何圖騰為主視覺風格，

為女性打造都市優雅休閒感，立體裁縫修飾線

古典的繡花東方襖，加入新式的外套剪裁與連帽

推薦價7,180元

不僅暖手，同時也暖心，趁著寒流來襲前做好準

俐落剪裁在搭配上相當好上手，簡單的設計卻藏

Nature Morte「靜物」系列，彷彿靜物油畫畫

條，由歐洲工作坊手工製成。帶有垂墜感的小立

的休閒率性設計，不僅適合農曆年節應景穿著也

沈穩的酒紅色，腰部織帶設計，打個蝴蝶結好適

備吧！

不住滿滿的質感。

面，搶眼的飽和色塊搭配些許的詼諧線條，藝術

領、側開式排扣、前後圓弧型收尾，讓妳在人群

可平日時髦穿搭。

合農曆過年的喜氣，無論造型或是拜年都適合。

作品帶著走。

中輕鬆聚焦。

Bedding
╳
Recommendation

目困‧食包——
睏：呼你睏尚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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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如天堂般的
宜人香氛空間

「睏尚熟」由閩南語發音而來，意旨睡得很熟。
用好夢迎接好彩頭，一起作個好夢吧！

15

living project｜ 2F

用音樂，最自然的原力，
紓解你深沉的壓力。

APOTHEKE French Lavender系列

特價595元-１,530元｜原價700元-1,800元
素食主義者的保養選擇，只選用植物性原料，

風潮音樂｜ 2F

簡單的商品滿足人們所需的基礎清潔及保養。
舒緩平靜身心的薰衣草與木質調檀香相結合，

音樂原力紓壓

營造出舒緩宜人的花香環境。

推薦價2,100元
最自然的音樂原力，調節自律神經的專業紓壓音
樂，達到身心平衡的最佳狀態，另外還贈送精美
花磚防水杯墊唷！內附USB隨身碟1支（7張專輯

松果手感｜ 1F

含57首樂曲，電子版說明手冊）、紙本說明手冊。

手感花束

推薦價750元

以結合生活中各種平凡無奇的素材，
並調配出意想不到的豐盛變化

品「味」首選單品

感受頂級的沐浴體驗

1,180元

以19種精油調製而成，
一夜好眠就靠它！

將暖意捧在手中

情人節可以天天都過，一起訂製約會的浪漫花束
吧！自己的禮物自己作，送給情人滿滿的愛，另
外，加價150元就能獲得情書試管卡片唷！

為情人送上最真摯的
祝福

living project｜ 2F
Lladró香氛蠟燭( 大自然 冬至)

living project｜ 2F

推薦價8,200元

推薦價2,040元｜任選三件特價1,500元

創於西元1953年，透過純手工、創新的工藝

來自法國的頂級手工皂，由摩洛哥堅果精油、

令人心情愉悅的海洋調，東方質感強烈的沉穩風

技巧，賦予東方瓷器新生命，大自然迴響系

亞麻芥油、澳洲堅果油三種珍貴的精油打造，

格，兩種截然不同卻又能搭配於任何居風格的家空

列蠟燭，靈感為自然界令人回味的香氣。

提供肌膚最溫柔的呵護。

巢家居｜ 2F

Botanica紙擴香器（仙人掌 洋蔥）＋
TOAST 擴香液（海洋 象牙白）

特價999元｜原價1,240元

間，搭配上BOTANICA 擴香瓶

cousu de fil blanc Nude Collection

whiple｜ 1F
100%羔羊毛造型手套

living project｜ 2F
NEOM舒緩恬睡精油

特價2,290元｜原價2,680元｜限量12件

推薦價950元

由100%羔 羊 毛 打 造， 質 地 柔 軟、 不 扎

有效提升睡眠品質的暢銷款，調和19種精油：純

手，讓你的雙手不再冷冰冰，造型可愛同

淨清甜的英國薰衣草、加上甜羅勒和美麗的茉莉

時也是搭配上相當好的點綴。

等，是一款如天堂般放鬆的香氣配方。

枝的延展性，

為您的居家空間的香氛變化帶來更多可能性。

緊繃的生活交給
阿原療癒

阿原YUAN｜ 2F

讓肌膚重新找回
自然的感動

阿原精油系列

柔軟、吸水力強、快乾，
讓擦澡也能變成一種享受。

佔最少的空間給
最棒的音質
ARTIFACTS｜ 1F

DEVIALET-gold phantom 音響

living project｜ 2F
伊織 HartWELL都會風格紋棉紗毛浴巾

神壓力、提高睡眠品質，身體和情緒找

推薦價109,990元

推薦價380元-1,880元

到和諧共鳴。好年節到，讓自己好好放

音樂不僅能夠使人放鬆，更能陶冶性情。在有限的生活空

以方格與人字織組合而成，是可融入各種風格的時尚設計。

鬆，再出發。

間裡，享受音樂其實並非難事。時尚的外觀，超小體積絕

表面為輕薄綿紗，背面為柔軟的無捻絲毛圈。經典格紋十分

不佔空間，帶給你前所未有的聽覺饗宴。

受到歡迎，快乾清爽，推薦做為每天清洗使用的毛巾。

推薦價1,100-13,670元｜任選兩件8折
用最天然的原料打造，能夠有效釋放精

雲林青瓜與與南投蜂蜜
萃取液滋養肌膚
誠品書店｜ 3F

艋舺肥皂大四喜禮盒
（苦瓜皂 珍珠皂 平安皂 洗腳皂）

茶籽堂｜ 2F

青蜜滋養沐浴露
推薦價480元

視覺及嗅覺都是
一大享受
JIA PLUS｜ 2F
藏香瓶（小 大）贈送Herbally單
方純精油
特價780元

1,080元
原價1,460元 1,760元

冬季保養、
保濕一次搞定
森林島嶼｜ 2F

按摩油和身體乳組合
推薦價880元

特價1,165元｜原價1,370元

苦茶籽萃取出的苦茶苷，搭配營養豐富的蜂蜜與

適用於小空間或辦公桌前，使用赤陶材

單獨使用效果好，搭配使用效果更棒,我

主打純淨、自然、原味的艋舺肥皂，堅持傳統、良心，五十年來

青瓜萃取液滋養肌膚、使肌膚有光澤。添加薰衣

質可天然擴香，自然揮發，底部藏香瓶

們使用非常好的基底油，搭配乳液使用吸

始終如一，渾然天成特有的樸質清香與溫潤的觸感，值得體驗。

草、橙花精油，能夠安撫忙亂一天的身心靈。

空間更可完好收納精油，不佔空間。

收力佳，不會造成黏膩感，保濕又清爽！

Happy Time
╳
Recommendation

王元‧食包——
玩：呼你玩尚嗨
「玩尚嗨」由閩南語發音而來，意旨玩得很開心。
走一走、動一動，讓身心靈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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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似錦的高雅擺設、亦是趣味
平衡遊戲
G｜木匠兄妹木工房｜ 2F
花玩益
特價1,788元｜原價2,100元
片片花瓣構成一朵美麗的花朵，將花瓣輪流放置
花苞底座，讓花翻倒的人為輸家；不使用時也是

G

A

H

從生活中接納工藝
H｜誠品書店｜ 3F
好日況味：9種生活工藝，看見餐廚美器

飛向宇宙浩瀚無垠

特價 357元│原價 420元

A｜賽先生科學工廠｜ 2F
衛星發射彈珠台
特價668元｜原價750元

一個漂亮的桌面裝飾。

I
B

J

生活也是藝術的一種展現，透過該本書籍讓我們
更容易從生活中輕鬆接納工藝，以家庭場域做分

C

界，介紹適合每天使用的工藝結晶。

神秘的宇宙或多或少讓人有些好奇，衛星發射彈
珠台適合闔家一同體驗，讓我們跟著賽先生科學

好看、環保、不撞包

工廠一起來場緊張刺激的太空探險吧！

I｜孩記得｜ 3F

rive droite PARIS兒童軟棉背包

最應景的年節禮品

特價2,071元｜原價2,180元

B｜誠品書店｜ 3F
大過豬年

孩子的第一個包包，傷眼的炫彩就免了，以溫柔

特價459元｜原價540元

低對環境的污染，環保再生純棉材質柔軟孩子的

的蠟筆色澤勾勒出可愛動物的樣貌，製作過程降
性情，讓寶貝不論是上學或是玩耍使用，時時美

大過豬年系列以海報型式出刊，可剪可貼，不僅

好零負擔！

被當作老古董欣賞，人們可以在生活中實際應
用，恢復民間藝術最初的意義。

享受親子同樂的時光

全世界唯一3D立體拼圖拼裝後
即可轉動的藝術品

D

J｜風物語｜ 3F
modelshop 摩托車探險隊

C｜風物語｜ 3F

MAGFORMERS 磁性建構片

L

特價6,980元｜原價8,980元（加贈市值4,380元

K

特價1,522元｜原價1,790元

3D DIY木質手工與電動模型，歐洲英、德大師

Neon迷你坦克）

原創設計，紐西蘭進口松木密集板，經過精密裁

不用連桿、不需技巧，以磁鐵為連接，透過孩子

切，完美地讓每個零件能精準結合，利用卡榫原

們的創意豐富遊戲的樂趣，不僅能激發孩童的腦

理，不需膠水剪刀之類的工具即可組裝完成！

力，也能帶給親子難忘的遊戲時光。

不僅可愛，保溫效果更是一流

讓自己與心愛的人感情升溫

K｜誠品書店｜ 3F

E

D｜草山金工｜ 2F
純銀手鐲｜絮語

INTERIOR COMPANY Yutanpo
Cushion Capyba

特價4,392元｜原價4,880元
年節不僅是家人團聚的節日，也是和心愛的人表

特價 1,258元│原價 1,480元

F

M

示心意的時刻，千萬不要錯過機會，讓自己與心

寒冬來襲，療癒的造型讓人看了暖心，此外，它
絕佳的保溫效果更是受到青睞，共有飛鼠、水豚

愛的人感情升溫吧！

兩種動物造型可以選擇。

不需任何能源即可運轉

創造屬於自己的歲月痕跡

享受親子同樂的年節時光

一針一線編織出最真誠的祝福

E｜五行創藝｜ 2F
手捏課程

F｜繡【 Xiu 】Crafts｜ 2F
十字繡 吉祥圖

特價800元-1,600元｜第二人8折

特價675元｜原價750元

要與您一起度過新春假期，全家一起創作的歡樂

將祝福捻成絲線，送長輩、朋友，甚至是作為居

或是任何特殊工具便能輕易組裝，而且除了靜止的展示收

採用歐美進口植鞣革，能呈現皮革自然質地，隨

時光；更要與您一起創造情人節，「你泥中有

家裝飾都很適合喔，雙蝶翩然群芳艷，牡丹富貴

藏之外，每個模型都有各自獨特的自我推進功能，不需任

著時間及使用程度的變化開始深並泛出光澤，讓

我，我泥中有你」的甜蜜回憶。

迎早春。

何電力便能夠利用各自的物理原理運轉。

人感受到時間的溫度。

L｜誠品書店｜ 3F
UGEARS自我推進模型

Locomotive蒸汽火車頭

特價2,278元｜原價2,680元
由環保的木頭材質製成，每一個 Ugear 模型不需要膠水

M｜HSU & DAUGHTER｜ 2F
書軸雙層隨身包
特價4,880元｜原價5,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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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親手創作的成就感
N｜爸爸的玩具｜ 3F
彩墨單幅課程（豬事大吉）
特價5,600元｜原價8,800元
在創造的過程中，除了能感受到親手製作的成就
感，也能夠讓身心靈放鬆，另外，前10名報名者
還贈送金色彩墨專用框一副唷。

古

為居家生活添增兒時趣味

典

N

O

Borodin

士

推薦價195元-890元

爵

O｜Pintoo｜ 3F
米奇九十周年限定優惠
購買米奇九十周年限定商品，2件可享九折優惠、

不

3件以上可享八折優惠，凡單筆購買2幅368片迷

設

你拼圖，即可以280元優惠價加購 XS 368片木

藝心

限

製收納框一份 (原價680元，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純

全台首座結合專業拍攝與暗房體
驗工作坊

粹
經
典

P｜莫泰藝術｜ 2F
拍好照 過好年-暗房體驗年節組（贈精美相框）
特價6,800元｜原價8,300元

P

Q

Novus

自

拍好照過好年，帶著底片機紀錄美好年節時刻，

由

學習專業攝影，體驗手工照片沖洗樂趣，用唯美

混

照開始新的一年！

Infinite

用「看」的麵包
Q｜expo｜ 2F
包手作羊毛氈材料包
推薦價390元
以食物題材為發想，透過製作，喚醒人們用心體
會台灣在地食材的美味，也將人文情感完美與作

傳奇經典 永恆不朽

亞洲勢力 銳不可擋

全球頂尖弦樂四重奏

齊聚國際級音樂饗宴

2019 誠品室內樂節

再攀顛峰奏新章

E NN CC O
E
O 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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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結合在一起。

牠們的一半，我們的一伴。
R｜expo｜ 2F
JAY WU伴系列拼圖

S

4/28 Sun. 14:30

T

推薦價680元

《首席‧璀璨》

《跨世代俄羅斯傳奇 ─
Borodin 弦樂四重奏》
5/11 Sat. 19:30 5/12 Sun. 14:30

eslite
chamber music
festival

鮑羅定四重奏 Borodin Quartet

Infinite首席四重奏

雖然我們的人生精彩，但寵物的一生只認一個主
人。透過JAY WU伴系列拼圖不僅能夠讓人動
腦，更能讓人思考更深層的意義。

極俱童趣的療癒生活用品
S｜誠品書店｜ 3F
SETO CRAFT造型面紙套

企鵝

記錄生活的同時也是在創造藝術
T｜誠品書店｜ 3F

OMOSHIROI BLOCK Shape/ Kyoto Tsuchi

《閃耀新勢力 ─
熾熱弦音》
5/25 Sat. 19:30
藝心弦樂四重奏

《琴迷歐巴 ─
Novus 弦樂四重奏》
6/22 Sat. 19:30
諾弗士弦樂四重奏 Novus String Quartet

特價2,533元｜原價2,980元

特價 978元│原價 1,150元

細緻的雷射加工與職人的手工作業，是日本才有

超逼真造型面紙套，不管放在桌上、床邊，還是

的纖細質感與設計，當作小卡片或是便條紙都很

辦公室座位旁，都能讓人莞爾一笑、實用且舒

適合。經過使用消耗後，卻產生新的事物，到最

壓，最適合玩心不滅的你。

後美麗的藝術品即會誕生。

【品樂‧重奏】套票

65 折起 購票請上兩廳院售票系統

● 曲目、票價及系列活動詳見官網 ● 主辦單位保留演出異動權

主辦暨
製作單位

搭

R

Travel
╳
Recommendation

辶狂•食包—
逛：呼你逛尚透

20

「逛尚透」由閩南語發音而來，意旨逛得很透徹。
旅行是讓自己充電的一個好方式，你有多久沒幫自己充電了呢？

A

透過建築師之眼帶你遊歷
歐洲

孤獨星球公佈2019年最佳
旅遊勝地

A｜誠品書店｜ 3F
走在歐洲小鎮的石板路上：歐洲建
築的三十個為什麼

B｜誠品書店｜ 3F

特價 553元│原價650元

特價 536元│原價 630元

Lonely Planet's Best in Travel
2019

C｜誠品書店｜ 3F
Tokyo Shop 東京選

D｜誠品書店｜ 3F
世界遺產全書

從設計名品、日常選物、潮流服飾、文

特價 1,020 元│原價 1,200元

化空間、風格書店、餐館與咖啡廳等等
事視覺化地展現給讀者，讓人一眼能知

H

I

J

K

內 容 一 次 網 羅 前10大 必 須 造 訪 的 國

鹹甜入口，讓幸福湧上心窩

中西合併的舌尖饗宴

顛覆你對車輪餅的想像

以三十個「為什麼」發問，深入淺出

家、地區、城市和最有價值的景點，若

地引導出藏在細節中的建築史與工藝知

有意規畫出國旅行的朋友，這本書將會

識，帶著大家慢慢進入歐洲建築的迷人

是你很好的選擇。

F｜豆夫人｜B2
一口肉圓（5粒）＋紅豆綜合湯

G｜Mr.雲創意料理食堂｜B2
義式青醬雞腿蛋套餐

H｜旺萊甜爆漿車輪餅｜B2
新春抽抽樂

特價100元｜原價120元

特價189元｜原價215元

推薦價58元│可抽取等值或超值的櫃上餐點

一口肉圓吃得輕巧、無負擔，紅豆綜合湯甜蜜的

義式青醬搭上香嫩的雞腿排，給你大大的飽足

滿滿的餡料一口咬下幸福滿溢，酥脆的餅皮搭配

滋味甜口又暖心。兩者的搭配簡單卻又洋溢著滿

感。配上爽口的小菜與一碗熱湯，將山間的美味

現代化內餡，將傳統小吃的回憶保留下來，並注

滿的幸福感，值得一試。

放入口中，幸福就是這麼簡單。

入更多創意，顛覆你對車輪餅的想像！

嘴饞、談天的最佳選擇

串出屬於自己的好味道

嚐盡「山」珍「海」味

I｜魯冰味｜B2
滷味拼盤

J｜四葉關東煮｜B2
關東煮串串系列任選五支

K｜師園鹽酥雞｜B2
海陸咖哩飯

推薦價100-120元│單價30元以下滷味商品任選

特價100元｜原價125元

特價169元｜原價189元

4樣100元

暖烘烘過冬天，你需要的是四葉關東煮，即日起

酥嫩多汁的鹽酥雞、Q彈的魷魚加上每日新鮮蔬

採用新鮮食材製作，滷出色香味俱全的家鄉小

新推出關東煮串串及單點，除了經典套餐外，讓

菜與飲料無限暢飲，不僅能享受到海陸食材的特

菜，口齒留香的美味，勾起出滿滿司鄉情懷，最

您也可以輕鬆搭出屬於自己的美好滋味。

色，飽足感更是100分！

D

台灣唯一由專業編採團隊
編撰的世界遺產導覽書

特價 323元│原價 380元

安憩城市各角落的去處，作者將店家故

G

以建築師之眼捕捉到的細節，在本書中

C

設計師眼中的東京

F

B

風情。

當下與未來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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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自然遺產、綜合遺產三大
類，本書特別企劃「世界遺產分類大解

適合三五好友及家人一同分享。

析」，透過地圖、表格、年表、圖片的
歸類分析，讓你深入了解每一座世界遺
產背後的意義。

雙倍堅果分量，健康營養滿分
L｜expo│2F

GYA WORKSHOP牛軋雪花餅

E

L

推薦價110元
最傳統的台灣零嘴之一，體積小、好收納，卻擁有雙倍堅果，
讓你邊逛邊吃，歡樂、健康一併帶著走。

可愛又實用的隨身小物

每日現烤，美味、新鮮帶著走

E｜expo｜ 2F
娜吉小物台灣小吃刺繡手巾

M｜康喜軒金牛角｜B2
滿漢禮盒（口味依現場為主）

推薦價160元

特價350元｜原價400元

將台灣最有特色的小吃、小物刺繡於本地製造的純棉手巾上，

九種不同口味的金牛角一次擁有，滿足你對甜點的挑剔。新春

希望通過精巧的刺繡讓大家把最美好的台灣回憶帶在身邊。

送禮第一名的康喜軒金牛角，當日現烤，好吃美味又健康！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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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品牌的必備之物
N｜誠品書店｜ 3F

GREGORY Easy Peasy Day山豬系列後背包

特價3,213元｜原價3,780元
講究背負性能的GREGORY 專注於背負系統的開發，
並獲得許多國際大獎的肯定，是相當講究機能的專業戶
外品牌，無論遠行或是作為隨身包款都相當適合。

背上山豬背包勇敢的大步向前吧！
O｜ 25TOGO｜ 2F
黑山豬後背包 迷彩（銀 黑）山豬後背包
特價3,500元

3,960元｜原價4,000

4,500

「 Ori 」是日文 Origami (折り紙) 的縮寫，直譯便是摺
紙；「 Bagu 」是日文發音的Bag。設計師採用布料、
人造皮、水洗牛皮紙，結合動物造型，發展成一系列

N

O

ORIBAGU摺紙包，好看又極具涵意。

P

Q

多一層保護玩得更有保障

靜謐靜藍、鏡圓壁合，無聲勝有聲

P｜INDULGENCE｜ 2F
Go Travel 旅行小物

Q｜ZuWATCH｜ 2F
ZuWATC 腕錶

任選兩件88折

特價5,980元｜原價6,560元

兩個拉鍊夾層，可放置多項物品TSA三位數字密碼鎖，多一層保護。高品

圓滑溫順的鏡面刻度，俐落大方體現簡約設計之美。沈穩的靜藍框住

質鋅合金製成符合美國運輸安全局（TSA）認證，多一層保護玩得更安心。

了現代美感，在寂靜無聲中，展現靜謐之美。

R

一物兩用經濟又實惠
R｜誠品書店｜ 3F

KIKKERLAND Zip & Flip Travel Pillow
Elephant

特價 1,148元｜原價1,350元
簡單操作，從大象變換成頸枕，一物兩用經濟又
實惠。柔軟、滑順的觸感絕對會讓你愛不釋手，
搭機、搭車都不是問題。

以極簡設計帶出絕佳的衣著品味
AXES｜ 1F
TRAN雙層鬚邊剪接夾克
推薦價4,280元｜誠品人會員價9折
簡單的黑外衣，因為在胸前與背後，刻意呈現
的拼接線而不簡單。品牌一貫的中性設計，展
現著百搭的時尚感。

輕巧、迷人的高質感包款

親自創作自己獨一無二的飾品

HANDOS｜ 1F
Harmonica 迷你真皮風琴包

艸化工事｜ 1F

約會價3,990元｜原價7,980元

推薦價1,850元｜誠品人會員9折

成對購入，好事成雙。

Beryl

Pipijudy x SameSame｜ 3F
經典圓波紋（大） 點點星情

特意命名「口琴」，即為取其輕巧迷人的出眾特性；靈動輕盈的 Harmonica，以

以充滿繽紛細節的手作飾品妝點你的造型，簡單的設計帶有高

約會價1,332元

其縮小版的多角風琴肩背包外型，搭配優質牛、羊皮革及繽紛復古的配色設計所打

度識別性，快跟我們一起到艸化工事打造專屬於你的獨特！

原價1,480元

造，自在譜出輕快又活潑的自在旋律，帶動飽富低調奢華優雅婉約的青春氣息。

1,062元
1,180元

世上沒有同樣的情感，更沒有同樣的愛戀，流光
似的光澤襯出最閃耀的妳，因為獨一無二，才是

攜手度過浪漫的雙人電影時光

最珍貴的！

雙人電影套票

兩種光源、三段燈光亮度，室內、室外皆可使用。

約會價649元｜原價930元

誠品書店｜ 3F

內含｜電影票×2＋米漢堡×１＋甜點×１

ideamonster療癒小兔USB充電夜燈

＋小餅乾×2＋現沖飲品×2

柔軟觸感，療癒外型、暖黃光與暖白光兩種光源切換、三段式燈光亮度調
整、連續使用可長達10小時，可攜帶外出或隨意變換夜燈位置。

手工法瑯上色的字母卡，
獻上滿滿心意

全台首度曝光
誠品書店｜ 3F

AXES｜ 1F

NICI 80cm爆竹小豬威比坐姿玩偶

PAPERSELF琺瑯字母徽章卡

應景豬年，誠品松菸書店全台獨家首次曝光NICI

約會價350元｜兩件85折

80cm爆竹小豬威比坐姿玩偶，新年到，讓我們一

銅壓徽章以手工法瑯上色，A-Z各自象徵的字母

起跟著爆竹小豬威比迎新春！

卡片，每一張都承載著祝福，每一款都別具意義。

可愛小豬威比陪伴豬年諸事順利

讓愛情、事業一併圓滿

享受美好的雙人用餐時光

誠品書店｜ 3F

Olivia Yao｜ 1F

誠品行旅 ─ The Chapter Café｜ 1F

約會價 646元｜原價 760元

推薦價5,600元｜誠品人會員9折

NICI 20cm天使小豬威比坐姿玩偶

「小豬威比」是根據英國作家米克．英克潘所繪製

Zeit Earrings

搭配不同晶石，能夠讓愛情、事業

無國界雙人分享餐

推薦價1,650元，贈送雞尾酒2杯
（ Cocktail品項任選2杯，價值380元-420元）

的兒童圖書所改編，他的名字叫作「威比」，是一

與健康一起圓滿，獨特的吸磁設計

● 限平日週一到週四適用，如遇特殊活動餐期恕不適用。

隻超級可愛的小豬。小豬威比住在一個和善的小世

能把幸運及好的能量都吸到身邊，

● 餐券消費、信用卡、誠品會員餐飲優惠恕不合併使用。

界，他的生活帶給了大小朋友無限的想像空間與樂

不需打耳洞也能輕鬆配戴。

● 消費可享誠品會員點數累積。

趣，跟著故事，就可以進入他的異想世界！

禁止酒駕，未滿18歲禁止飲酒

1.16Wed.-3.05Tue.
18:00-22:00

約會價509元│原價599元

●餐點口味依誠品電影院現場公告為主。

25

約會優惠為
週一至週四

誠品電影院｜B2

美麗的服飾、充滿愛意的小禮物，有時，情人節無需大費周章的準備，
滿滿的心意足以證明兩人之間的愛。

24

登場

新櫃
songyan
new
opening

耘享濃豆乳｜B2

26

27

堅持使用加拿大契作IP頂級官方認證的單一品種，
非基因改良黃豆，引進日本獨家熟成萃取技術，僅用
黃豆與水煮製，無消泡劑、無濃稠劑、無防腐劑，口
感濃郁滑順，讓您愛上豆漿的好滋味。

上信饌玉｜ 2F

唯-午茶記憶｜B2

上信饌玉嚴選頂級食材，堅持絕不使用色素、香料、防腐

生活是不平凡的，它是一趟精彩的旅程。享受美好

劑等人工食品添加物，褪去色彩繽紛的外表，用最樸實的

的午茶時光是體驗生活的一種方式，唯-午茶記憶

樣貌示人，希望能和您分享食材純粹的感動。

精緻且富創意的餐點，無論你要獨享，或是與三五

WANG der TEA｜ 2F

好友共享都是不錯的選擇。

WANG der TEA，是大稻埕百年茶行的實驗性品牌，
企圖打破茶的老派印象，以茶為核心，開展新的、無
限的可能，讓喝茶可以更方便、更好喝、更帥氣！

Lisa Bollène里沙貝蕾｜B2

2013年自駕旅行途經法國Bollène博冷訥，因
緣際會的吃到了民宿老奶奶在地的馬卡龍而為
之驚人，老奶奶也很大方的分享做法，不喜歡
甜食的外子形容說：咬一口腦海裡浮現電影食
神裏老男人拿著白紗在海邊跑的畫面。

Hi Dots｜ 2F

2004年以一卡皮箱在敦南誠品門口擺攤，開始的
台灣原創手工品牌。十年之中經歷了創意市集的盛
衰、攤主從學生變成社會人士、從台北擺地攤再擺
到東京、澳門。品牌擅長以插畫圖像、活潑配色，
做出不分老幼都能保有童心的可愛作品。

饕

誠品電影院

eslite
art house

01.11 [ 五 ]

01.25 [ 五 ]

之選

之選

光

28

29

selection
of
gourmet

奧斯卡前哨戰
誠品電影院每年於奧斯卡頒獎典禮前夕，為
滿足影迷希望於得獎前一覽所有可能角逐小
金人影片。不僅會特別商議已下檔電影重新
回到大銀幕，讓錯過感到遺憾的觀眾有機會
感受最直接的震撼；另外，透過有系統的節
目安排，更積極爭取還未上映電影的搶先全
台放映。2019年，誠品電影院「奧斯卡-特
別放映」企劃邁入第五年，將會延續優良的
傳統並開發更多元與豐富的觀影體驗。持續
期許成為「一個美好邂逅電影文化的生活場
域，台灣電影盛事的主要發生地」。

窒息

真寵

Suspiria

The Favourite

《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導演盧卡格達戈尼諾，翻拍

《單身動物園》希臘導演尤格藍西莫執導，以十八

義大利恐怖大師達利歐阿基多1977年的「邪典電

世紀安妮女王在位時期的大不列顛王國為背景，

影」代表作《坐立不安》，描述滿懷志向的美國

描述瑞秋懷茲所飾演的女王閨密，她的政治地位

女孩蘇西進入柏林頂尖舞蹈學校學習，沒想到住

因新來的宮廷女官艾瑪史東而受到動搖，為此展

校第一天就目睹謀殺慘案……

開一連串的權謀鬥爭。

最過癮的餐點組合

為肉食主義者打造

冷熱各有不同風味

丼匠 ｜B2
任選兩份丼飯，即贈雪碧或可樂擇二

二丁靚鍋 ｜B2

天仁茗茶｜B2

原價178-208元

特價888元｜原價1,034元

中杯特價70元，大杯特價90元

乙份

▌威尼斯影展-最佳女演員 ▌

滑順仙草與奶茶的搭配，兩者纏綿在一起激盪出

夠滿足所有肉食主義者的五臟廟，冬天到了，配

豐富的口感。濃郁茶香搭配上仙草與奶香，留於

上暖呼呼的鍋物最對味！

口齒之間讓人久久難忘。

每一口都是經典台灣味

吃一口便洋溢幸福氛圍

話題性最高的日系茶點

黑面蔡｜B2

吾榖茶糧SIIDCHA│3F

麻茶元 ｜B2

特價169元｜原價179元

套餐特價290元起（含一杯飲料）｜原價320元

購買抹茶拿鐵或140元以上飲品，加購水信玄餅

使用麻油爆香後的獨特三杯雞醬料，讓特選的雞

蛋黃和蛋白霜交錯烘焙而成的卡迪娜，輕盈的蛋

上飲料優惠，吃得經濟又實惠，現在就與三五好
友一同品嚐吧！

01.25 [ 五 ]

02.01 [ 五 ]

02.27 [ 三 ]

幸福綠皮書

愛•滿人間

為副不仁

Green Book

Mary Poppins Returns

Vice

知名非裔美籍鋼琴家唐準備前往南方保守地區巡

大蕭條時期的倫敦，三個孩子因為喪親之痛，鬱

克里斯汀貝爾、史提夫卡爾、艾美亞當斯和山姆

迴演出，為了人身安全，他雇用一名義裔美籍保

鬱寡歡，父親麥可班克斯束手無策。就在他幾乎

洛克威爾聯手飆戲。小布希當政任內時的副總統

鑣東尼當司機，原本互看不順眼的兩人，最後漸

失去所有希望的時候，麥可兒時的褓母瑪莉包萍

錢尼的傳記故事。迪克錢尼是小布希的副手，於

漸放下對彼此的偏見，發展出一段超越種族、膚

驚喜現身！讓低迷許久的麥可和三個孩子，有機

2001至2009年間擔任美國副總統，普遍被認為

色、階級和社會藩籬的動人友誼。

會走出陰霾傷痛，找回笑容重新去愛。

是美國歷史上最有實權的副總統之一。

▌多倫多國際影展最高殊榮「觀眾票選獎」 ▌

▌經典歌舞片《歡樂滿人間》的續集 ▌

▌《大賣空》亞當麥凱執導 ▌

杏鮑菇三杯雞套餐

草莓卡迪娜

水信玄餅加價購
享半價優惠

肉與杏胞菇被完美的包覆，每一口都充滿台灣經

糕體夾著細緻滑順的香濃草莓卡士達醬，外酥內

話題性最高的日系茶點水信玄餅，搭上特殊佐

典的美味，讓您唇齒留香無可抗拒！

軟的口感讓這道點心更添細膩優雅。

醬，入口就能夠感受前所未有的水潤口感，現在
只要用半價就能夠享用。

3/03

2/01

OSCAR SEASON
聚焦奧斯卡年度盛事

就在松菸誠品電影院

誠品電影院

Yeah. It’ll be an adventure
We need to fail down here so
we don’t fail up there

2019

黑鑽鮮奶茶（冰、熱）

不僅能夠享受到海陸限定食材，大份量肉品更能

以丼匠人氣餐點為主打，滿足你挑剔的味蕾，搭
▌威尼斯影展-正式競賽片 ▌

新年發發發雙人套餐

品嚐最道地的日式丼飯

品嚐最鮮甜的海味

風靡亞洲，日銷千杯的飲品

稻禾烏龍麵｜B2

野菜天丼

The Scent 小所在 ｜B2
新年好蝦味

COMEBUY TEA ｜ 1F
厚奶烏龍小芋Q

推薦價220元

特價250元｜原價280元

推薦價90元

以日本京都傳統油炸技法製做，黃金時間內酥炸

大量蝦頭、櫻花蝦與李錦記舊庄蠔油熬煮的醬汁

濃郁炭焙茶香與豐盈香醇厚奶再加上糯香軟Q小

完成，佐蘸秘傳醬汁，酥而不膩、微鹹微甜的滋

搭配台南關廟刀削麵的完美好滋味，The Scent

芋園，最道地的台灣味，無人工添加物，讓你喝

味，讓人難忘。

小所在邀您一起品嚐最鮮甜的新年好蝦味。

得健康又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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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祥年菜插畫展

讓我們圍在一起，吃年菜話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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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01 Fri. – 3.05 Tue.

過《鄉民曆》圖文創作團隊的獨特畫風與詼諧吐槽，精闢

地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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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析每道年菜背後的故事；互動式的展覽形式，可以留言

◎ 信義店 B2 美食街高腳椅區、北側梯廳

未曾改變的，一起上桌吃飯是團圓的象徵，更是華人過新年必要且最慎重的儀式。

分享你的年菜趣事或最喜歡哪道年菜，就有機會免費將該

◎ 敦南店 1F 服務台旁、GF 藝賞牆

道年菜帶回家。
我們藉由吃下一道道賦予吉祥意義的年菜，祈求來年能夠平安順心也

活動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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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祝福彼此，如吃一口紅燒獅子頭，祈求來年鴻運當頭﹔吃餃子除
了代表「更歲交子」、更有「新年發大財，元寶滾進來」的象徵意義，
餘」，更講究魚頭需面對長輩與客人。
在金豬年前夕，誠品生活攜手《鄉民曆》創作團隊，推出一連串十足
飽意且趣味滿點的開春限定活動，用創意詼諧的角度，以圖文重新創
作一道道有著吉祥寓意的年菜，藉此也祝福每個人在新的一年都能如
金豬一般吃飽飽、睡飽飽，心靈豐盛、能量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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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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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詳情

辦桌
相揪作伙呷

而大家最熟悉的年年有魚，其實是東晉就有的習俗，民俗中除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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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16 Sat. 14:00 – 17:00

結合館內美食專櫃，最接地氣台式的辦桌氛圍加上精采可

地點 –––––––

期的舞台表演，除了品嚐美食、更能在老師的帶領下親自

◎ 信義店 星巴克前廣場

動手製作年節美食與元宵湯圓的趣味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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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詳情

wed.

thu.

fri.

tue.

活

sat.

sun.

mon.

tue.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thu.
fri.
sat.
sun.
mon. tue.
wed.
thu.

wed.

活

1.19 Sat. 7:30pm-9:00pm｜ 3F Forum
《失物風景》新書分享會

DA
ILY

1.20 Sun. 3:00pm-4:00pm｜ 3F Forum
《找回自己：Chris Su的瑜珈之路，
你需要的正念陰瑜珈》新書分享會

活

02
03
04 05
06
sat.
sun. mon.
tue.
wed.
活 館內活動
events
販 特別販促
special campaign

1.30 Wed.—4.16 Tue.｜B2 高記對面牆面
親愛的你攝影展

1.26 Sat. 3:00pm-3:30pm｜ 3F 秘密基地
《說真話的卡羅素》薪展說故事

詳情請見
「全館消費資訊」
和「封底」

聯絡電話｜薪展02-2895-2479

過年暖呼呼 誠品人專屬禮│誠品人消費滿150,000元，贈「Dyson Airwrap 造型器豐盈組」
諸事大吉 豬年開運禮│會員消費滿6,000元，贈「賺飽飽撲滿」或「誠品點200點」
乎你就大心 專區滿額禮│會員於指定伴手禮 茶專櫃消費滿2,500元，贈「大心 美味招待券」
元氣飽滿 誠品人獨享抽│會員單筆消費滿1,000元，有機會抽中「關島六天五夜雙人自由行」
新春獻心意 境外旅客限定│境外旅客消費滿8,000元，贈「彩漾慶典 印花收納籃」

販

1.16 Wed.—2.4 Mon.
福氣滿滿 會員來店禮│會員消費滿500元或扣誠品點20點，贈「福氣滿滿 豬年紅包袋」

販

1.16 Wed.—1.20 Sun.
藝術饗宴 全館滿額禮│會員單筆消費滿2,000元，贈「 ONE ART Taipei 活動票券2張」
販

START!!

1.26 Sat. 3:00pm-4:30pm｜ 3F Forum
張國立《炒飯狙擊手》、臥斧《螞蟻上樹》新書發表會

活

主講│Chris Su
聯絡電話│好讀出版 04-2315-7795

1.16 Wed.—3.5 Tue.

農曆新年

說明

販

fri.

主講│張國立（作家）、臥斧（作家） 聯絡電話│凱特文化02-2263-3878#13

主講│陳夏民（本書作者）、張亦絢（作家）
聯絡電話│凱特文化02-2263-3878#13
活

2月 01

b.
Fe

n.
Ja

wed.

tue.

Y
EKL
SONGYANG WE

松菸日日手札

1.16
3.5

1月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活

1.27 Sun. 3:00pm-4:30pm｜ 3F Forum
我們與時間的距離：林予晞《時差意識》新書分享會
主講│林煜幃（本書作者） 聯絡電話│有鹿文化02-2772-7788#15

1.16 Wed.—3.5 Tue.
1.16 Wed.—2.4 Mon.

1.21 Mon.—3.2 Sat.
一起走春趣 全館歡慶禮│會員消費滿3,000元，贈「櫻桃小丸子の夢想世界主題展入場票」

1.21 Mon.—3.2 Sat.

你的TO DO
是什麼呢？翻起手札、日
DO LIST
LIST是什麼呢？翻起手札、日

2月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thu.

fri.

活

都是用心感受生活的證明。
都是用心感受生活的證明。
松菸日日手札，列出所有趣味、特別的手作
松菸日日手札，列出所有趣味、特別的手作
課，從金工、木工、燈具手作，任何想要的都
課，從金工、木工、燈具手作，任何想要的都
可以在這邊完成。
可以在這邊完成。

「松菸手作行程 Let ’s go！」一起感受生活、
享受生活。

販

sat.

sun.

mon.

tue.

wed.

thu.

2.9 Sat.｜B2 小食光市集遊戲區
小試身手好采頭│玩遊戲送好禮

活

72小時辦年貨 指定專櫃滿8,000送800│會員於指定專櫃消費滿8,000元，贈「800元電子抵用券」
販

松果手感

松菸日日手作課
來場療癒手作 ！

金邊永生花手作，每日14:00-20:00，
可至櫃上諮詢預約
2,880元 堂，兩人同行2,580元 人

02-6636-5888#1746

爸爸的玩具

教授造景模型，包含DIY
樹木，草叢，造型杯。
1,200元

02-6636-5667

活

教授傳統吹製玻璃技法，了解
玻璃藝術製程。
1,000元起

02-6636-5888#1643

繡[Xiu] Crafts

結合台灣、中國畫家作品，利用
十字繡技法，揣摩國畫水墨色彩。
450元─1,000元

02-6636-5888#1621

活

sat.

sun.

mon.

tue.

3.2 Sat.｜ 3F Forum
小小職人俱樂部
報名請上網搜尋

聯絡電話│帕斯頓出版02-2930-8032

2.17 Sun.｜ 3F Forum
小小職人俱樂部│報名請上網搜尋

活

2.11 Mon. —3.5 Tue.
開工大吉 百萬點數歡樂抽│誠品人單筆消費滿500元，有機會抽中「誠品點1萬點」

坤水晶

fri.

2.16 Sat. 3:00pm-4:30pm｜ 3F Forum
《一位腦血管醫師的告白：撐開血栓，探見手術間錯綜複雜的人生》
陳啟仁醫師新書發表會
主講│陳啟仁

2.6 Wed.—2.8 Fri.

3月 01 02 03 04 0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sat.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
ar
M

b.
Fe

誌，滿滿手寫字跡，添了許多生活的溫度，和
誌，滿滿手寫字跡，添了許多生活的溫度，和
朋友吃飯、情人紀念日、出遊休假日……
朋友吃飯、情人紀念日、出遊休假日……
今日的生活堆疊為明日的回憶，每一頁的紋路
今日的生活堆疊為明日的回憶，每一頁的紋路

五行創藝

教導捏陶、拉坯技術，
手作陶盤、湯匙、花器。
500元─2,000元

02-6636-5888#1624

2.23 Sat.｜B2 小食光市集遊戲區
小試身手好采頭│玩遊戲送好禮
2.11 Mon. —3.5 Tue.

木匠兄妹木工房

木製用品、木工手作體驗。

450元─2,280元
02-6636-5888#1631

The Escape Artist

HSU & DAUGHTER

提供顏料、各式筆具，
享受悠閒創作時光。
650元─1,200元

提供手縫皮件所需的專業
工具，製作出專屬製品。
780元─7,480元

02-6636-5888#1609

02-6636-5888#1608

草山金工

聽見幸福 musiKaffee

Hubox

傳授銀飾金工技法，手作
銀戒、墜飾、手鐲等。
1,980元─4,880元

音樂盒裝飾DIY，製作
個人專屬音樂盒。
1,500元─4,000元

打造專屬於您的桌燈，現場
客製化雷射雕刻。
350元─2,090元

莫泰藝術

佳墨

尼莫家 Chez Némo

02-6636-5888#1611

暗房中親手沖洗相片，
提供專業攝影服務。
1,500元─6,500元

02-6636-5888#1639

02-6636-5888#1610

春聯書寫或筆墨創作體驗，
體驗筆墨樂趣。
680元─1,400元

0965-211-606

02-6636-5888#1604

利用手縫、機縫製作成日常
小物，推薦親子參加。
500元─2,000元

02-6636-5888#1518

全館消費資訊

special
campaigns

兌換地點│B2 顧客服務中心

special
campaigns
for eslite members

誠品生活松菸店

2.06 Wed. - 2.08 Fri.
72小時辦年貨
指定專櫃滿8,000
送800

1.16 Wed. - 3.05 Tue.
過年暖呼呼
誠品人專屬禮

72小時辦年貨

8,000元，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於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贈

800

元電子抵用券 乙份。 內含│400元電子抵用券×2張

400 400
NT$

抵用券

誠品生活松菸店

72小時辦年貨

抵用券

NT$

本券適用於誠品生活松菸店

使用期限｜ 2019.2.06 Wed. – 2019.2.28 Thu. 止
逾期無效，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C000001

指定專櫃│1F-全樓層專櫃（惟台灣大哥大門市、project S - 自然食、Febbi不適用）

本券適用於誠品生活松菸店

C000001

使用期限｜ 2019.2.06 Wed. – 2019.2.28 Thu. 止
逾期無效，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2F-JIA PLUS、

CLASSICO、ZU WATCH、巢家居、莫泰藝術、草山金工、青石 3F-淡然有味、天華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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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28 Thu. 止，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
面說明。 ●本活動恕不與「過年暖呼呼 誠品人專屬禮」、「藝術饗宴 全館滿額禮」、「一起走春趣 全館滿額禮」、「新春獻心意 境外旅客
限定」、「乎你就大心 專區滿額禮」、「諸事大吉 豬年開運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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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Wed. - 3.05 Tue.
乎你就大心
專區滿額禮

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 城堡精緻客房
1.關島六天五夜雙人自由行（圖右上）
2.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 城堡精緻客房（圖右下）
3.Vitamix S30 全食物調理機 輕饗型（圖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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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5 Fri.公佈於迷誠品－最新消息公告資訊頁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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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島雙人自由行及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城堡精緻客房住宿詳細使用規則，使用日期及其他負擔費用等，皆以兌換憑證及迷誠品說明為主。●
領獎期間：2019.3.15 Fri.-4.15 Mon.。

滿

（價值7,690元，限量4台）。

●每卡每日限換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本活動各門檻恕不得重複兌換。 ●本活動恕不與「72小時辦年貨 指定專櫃滿8,000送
800」、「藝術饗宴 全館滿額禮」、「一起走春趣 全館滿額禮」、「乎你就大心 專區滿額禮」、「新春獻心意 境外旅客限定」、「諸事大吉
豬年開運禮」重複兌換。●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 誠品講堂 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 1F-台灣大哥大門市。

一起走春趣
全館滿額禮

有機會抽中關島六天五夜雙人自由行
（價值60,000元，1組）。

Vitamix S30 全食物調理機 輕饗型

150,000元，即贈 Dyson Airwrap 造型器豐盈組 乙組

（價值3,760元，限量38只）。

1.21 Mon. - 3.02 Sat.

即可獲得抽獎機會乙次，滿

（價值21,000元，12台）。

滿

66,000元，即贈 Airmate 對流式即熱加濕電暖器 乙台

1,000元，
2,000元兩次，依此類推，

誠品人會員全館當日單筆消費滿

（價值35,200元，10組）。

（價值16,600元，限量3組）。

26,000元，即贈 Kobenstyle 琺瑯木柄片手鍋 2qt -紅 乙只

藝術饗宴
全館滿額禮

元氣飽滿
誠品人獨享抽

誠品人會員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

1.16 Wed. - 1.20 Sun.

1.16 Wed. - 3.05 Tue.

2.11 Mon. - 3.05 Tue.
開工大吉
百萬點數歡樂抽

2,000元，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單筆消費滿
即贈

500元，
即可獲得 抽獎機會 乙次，滿1,000元兩次，依此類推，
有機會抽中 誠品點1萬點 ，共100名，總點數共100萬點。
誠品人會員全館當日單筆消費滿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誠品行旅 誠品講堂 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 1F-台灣大哥大門市 2F-living project
3F-誠品書店。●消費時請出示誠品人會員卡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累計消費方可列入活動計算，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
不需至贈品處做登記。●當日單筆消費滿500元可參加乙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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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友方具領獎資格。●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100名得獎者名單將於
2019.4.01Mon.公佈於迷誠品－最新消息公告資訊頁面，並於2019.4.01Mon.由系統自動匯入得獎者會員帳號，恕不另行以電話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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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點兌換，會員點數依當日持有之點數為準。

ONE ART Taipei 活動票券2張 乙份

（價值900元，限量165份）。

●每卡每日限換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本活動恕不與「72小時辦年貨 指定專櫃滿8,000送800」、「過年暖呼呼 誠品人專屬禮」、
「一起走春趣 全館滿額禮」、「乎你就大心 專區滿額禮」、「新春獻心意 境外旅客限定」、「諸事大吉 豬年開運禮」重複兌換。●以下專櫃
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 誠品講堂 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 1F-台灣大哥大門市。

3,000元，

1.16 Wed. - 2.04 Mon.
福氣滿滿
會員來店禮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

500元或扣誠品點20點，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

贈 福氣滿滿 豬年紅包袋 乙組（3入）。

●每人每卡活動期間滿額兌換限乙組；扣點兌換限兩組，全台數量有限，贈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
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誠品行旅 誠品講堂 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 1F-台灣大哥大門市
2F-living project 3F-誠品書店。●扣點兌換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會員點數依當日持
有之點數為準。

即贈 櫻桃小丸子の夢想世界主題展入場票 乙張。
（價值280元，限量200張）。
●每卡每日限換乙張，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本活動恕不與「72小時辦年貨 指定專櫃滿8,000送800」、「過
年暖呼呼 誠品人專屬禮」、「藝術饗宴 全館滿額禮」、「乎你就大心 專區滿額禮」、「新春獻心意 境外旅客限
定」、「諸事大吉 豬年開運禮」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 誠品講堂 B2-誠品電影院、
誠品表演廳 1F-台灣大哥大門市。

2,500元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於指定伴手禮 茶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贈 大心 美味招待券 乙張（價值250元，限量200張）。
指定專櫃│B2-古典玫瑰園、天仁茗茶、巧克哈克、黑狗市集

1F-COMEBUYTEA

2F-安心味覺、
藝桐饗宴、荷旺大眼蝦、海邊走走、快車肉乾、原味千尋、茶粒茶、辰熹商行、咱們、248農學市集、金長利、
上信饌玉、Wang der Tea 3F-長順名茶 Tea Struck、有記名茶、淡然有味、京盛宇、吾穀茶糧 SIID CHA、
山山來茶。
● 每卡每日限換乙張，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本活動恕不與「72小時辦年貨 指定專櫃滿8,000送800」、「過年暖呼呼 誠品人專屬禮」、
「藝術饗宴 全館滿額禮」、「一起走春趣 全館滿額禮」、「新春獻心意 境外旅客限定」、「諸事大吉 豬年開運禮」重複兌換。

1.16 Wed. - 3.05 Tue.
新春獻心意
境外旅客限定

8,000元

境外旅客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贈 彩漾慶典 印花收納籃 乙只
（價值650元，限量300只）。

●每卡每日限換乙只，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本活動恕不與「72小時辦年貨 指定專櫃滿8,000送800」、
「過年暖呼呼 誠品人專屬禮」、「藝術饗宴 全館滿額禮」、「一起走春趣 全館滿額禮」、「乎你就大心 專
區滿額禮」、「諸事大吉 豬年開運禮」重複兌換。●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 誠品講堂 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 1F-台灣大哥大門市。●兌換贈禮時，請出示非中華民國國籍實體護照，方可兌換。

全館消費資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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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卡分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 3,000 元以上

享 3 期零利率

2019.1.03 Thu.- 4.02 Tue.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洽詢專櫃人員

單筆消費滿 6,000 元以上

享 6 期零利率

銀行刷卡滿額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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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消費滿 12,000 元以上

享 12 期零利率

新銀行、凱基銀行、星展銀行 ( 澳盛信用卡適用 )

2019.1.03 Thu.- 4.02 Tue.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館內刷卡消費累計滿額，憑信用卡、同卡號簽單及消費發票即可兌換指定贈禮，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
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20,000 元贈

滿 18,000 元贈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誠品禮券 300 元

誠品禮券 300 元

單筆滿 6,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12,000 元
且分 12 期，加贈

滿 5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6,5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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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滿 20,000 元贈

分期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25,000 元
且分 6 期，加贈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指定餐廳單筆滿 1,5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10,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700 份

乙份，限量 350 份

乙份，限量 5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乙份，限量 7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8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8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6,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10,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6,500 元贈

分期滿 5,0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乙份，限量 600 份

乙份，限量 4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分期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380 份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乙份，限量 5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15,000 元贈

● 1/16-3/05 限定兌換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300 元

滿 18,000 元贈

乙份，限量 50 份

●指定餐廳：3F- 春水堂；2F-KIKI THAI CAFÉ 泰式家常料理；B2F- 高記。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80 份

滿 5,000 元贈
乙份，限量 150 份

乙份，限量 580 份

分期禮限擇一回饋
●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1,500 份

滿 6,500 元贈

分期禮與滿額禮限擇一回饋
●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金 融 卡同享
● VISA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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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Cash 及 Happy Go 聯名卡 )/
土地銀行 MasterCard 金融卡恕不得參加刷卡滿額禮活動。●以上活動刷卡消費限於誠品生活松菸店消費累計，超過金額無法累計兌換，下述消費恕無法累計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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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