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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Information

November

藝聞

December

日

Sun.

《消除緊張的體操》
新書分享會

三

Wed.

「秋聲」— 陸淯姿、汪雅婷
擊樂二重奏音樂會

童嘉最新角色小狗登場囉！睿智的小狗為了幫

十方樂集推出六首精心挑選的曲目，展現擊樂

助班上的同學消除緊張，1234，2234，3234，

作 品 之 豐 富 音 樂 性。 一 類 為 純 演 奏 曲， 包 括

4234，眼球動一動，手腳動一動，頭往右擺，

《 Zephyr 》、《 Two and Single Body 》以及《噩

再向左彎……。帶大家用最簡便的方法，增強體
魄，成為無敵的小孩！

夢之境》
；另一類為音樂劇場作品，包括《影子》、
《小麵餅》以及《秋聲》。

主講│童嘉（本書作者）主辦單位│聯經出版

演出│陸淯姿、汪雅婷

地點│3F Forum 時間│15:00-16:30

地點│B2誠品表演廳 時間│19:30

詳情請洽│02-8692-5588#5346

購票│兩廳院售票，票價300元、500元、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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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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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日

Sun.

五

Fri.

衝突與和諧—
蔡子安鋼琴獨奏會

張桀瑋歸國十年
小提琴之夜

肖年頭家
夢想嘉年華

蔡子安自幼即展露優異的音樂才華，六歲啟蒙於

小提琴家張桀瑋於紐約歸國十年的紀念音樂會。

誠品生活expo這次要讓夢想市集更大更精彩。集

劉美娟老師，曾向張素惠老師學習。於國立臺灣

節目分別用上下半場用樂曲描述自己的童年時

結百位肖年頭家一同登場，邀你感受台灣新創設

藝術大學畢業師事盧佳慧教授。並於大學就學期

光，以及成年人生。透過簡短的解說與演奏帶領

計的生命力。現場有數十種DIY手作課程，體驗

間學習理論作曲，曾師事林彥岑老師、宋婉華教

聽眾進入演奏者經過十年沉澱於心理的回憶。

“「逗陣做」創作教室”頭家創作的活力，還有現
場DJ秀讓你可以一邊逛街SHOPPING，一邊聽

授。目前就讀國立台南藝術大學研究所一年級，
師事鍾曉青教授。

演出│小提琴 張桀瑋、鋼琴 歐逸芹、手風琴 李承宗

音樂，感受“我們的追夢音樂吧”的音樂魅力，

地點│B2誠品表演廳

更有新生代歌手現場演唱和頭家追夢故事的分享。

演出│鋼琴 蔡子安Tsai Tz An

時間│19:30
購票│兩廳院售票，票價1000元、1500元、2000元

地點│B2誠品表演廳 時間│14:30
購票│年代售票，票價400元、500元

8

六

15

Sat.

小小職人俱樂部

六

地點│松菸文創園區 文創廣場
時間│11/30（五）
-12/02（日）

Sat.

誠品親子—
《歡迎光臨北極星大飯店》

22
六

Sat.

奏出福爾摩沙
年度音樂會

動動小手DIY、激發靈巧小腦袋，招募小小職人

聽說，在遙遠的北極，開了一家大飯店，不能提前

奏出福爾摩沙2018年年度音樂會，協會邀請到

們在松菸展創藝，各種客製化小朋友手作課程，

預約，也不能現場等候，只有受到邀請的人才能入

世界頂尖的新秀與本土年輕音樂家共同碰撞、合

讓小寶貝們從頭到尾化身專業小職人，此次聖誕

住……在聖誕節前夕，忽然颳起一場暴風雪，將所

作，希望將台灣音樂家推向國際，並擦出不同的

節，將教小朋友手作聖誕裝，化身俏皮的聖誕小

有房客困在裡面，一連串神秘的事件接踵而來……

火花，帶給聽眾更高品質的享受。

可愛！

這間飯店究竟藏有什麼不為人知秘密呢？

合作專櫃│尼莫家

演出│O劇團（臺北兒童藝術節首獎團隊）

演出│周穎、鄭恩麒、嚴子晴、汪奕聞、
地點│3F Forum 時間│15:00-16:00
參加方式│活動報名及詳情，請上網搜尋「小小職人俱樂部」

地點│B2誠品表演廳
時間│12/15（六）14:30、19:30；12/16（日）14:30
購票│兩廳院售票，票價500元、800元、1000元

Trio Zadig鋼琴三重奏
地點│B2誠品表演廳

時間│19:30

購票│兩廳院售票，票價500元、1000元、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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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用愛與熱情
調和出的香氣

Focus
╳
Design

Focus
╳
Island

口述｜游智穗

整理│周郁然

整理｜周郁然

品，不是國外進口的昂貴品牌，就是量販

道，東南亞或香港則偏向強烈奔放，而不

賣場所販售的合成香味。在這樣的現況之

同於這些國家，台灣更喜歡乾淨清爽的味

下，我們希望做出一個味道好聞、天然安

道，所以我們有比較多自然的草本調，以

全又價格平實的香氛品牌，而這就是「繆

及清新花香調。

香」的起點！

藝桐饗宴◎提供

日 治 時 代 開 始（1910年， 明 治43年 ）， 我

課長，他邀我們參加為期51天的三峽客家

們家就是從事製麵事業，從我的曾祖父到

博覽會。那時我就想，既然要來參加活動，

現在，我和我弟弟算是第四代。麵廠最早是

就不能只是把麵條擺出來販售這麼單調；我

在新竹市花園町，搬遷到關西後，因關西有

想到了客家傳統油蔥，把它帶到現場拌麵展

長壽村美稱而命名「長壽麵」；後來改名為

示「玉山麵」的香Q好吃，漸漸也串聯起麵

「玉山麵」，一方面呼應附近產煤礦的玉山

條週邊的商品，像是油蔥、醬油、手工筷。

社區，另一方面則希望可以像是玉山般屹立

市集人生就這麼維持了將近一年，到了後

不搖。我們的麵條就跟新竹最有名的米粉一

兩年前的創業初期，沒有知名度也沒有通

來我們進到「 expo 誠品生活文創平台」，

樣，九降風的冷熱交替讓麵條特別美味；後

沒想過，會參與這樣的大型展售活動。但正

路，我們不知道怎麼開展這個品牌，於是

從 一 開 始 的 松 菸 門 市， 到 目 前 在 十 二 家

來我們以機械乾燥工法取代戶外曬麵，也是

因為這次的偶然經驗，認識了很多客家小農

就從擺市集開始一步步的嘗試。每個週末

expo 都可以看到繆香。現在客人來到 expo

運用了九降風原理，每一根麵條都必需經過

和商家，我也發現客家有很多實在好用的東

不管晴天或颳風下雨，幾乎沒有間斷地到

可以吹著冷氣試聞蠟燭，但以前在市集如

八到十二小時、冷熱交替的烘乾製程。

西，卻不知道怎麼去包裝和推廣。這就是為

松菸和紅樓的市集擺攤。起初有段時間，

果遇到夏天，蠟燭因為需要燃燒看起來就

我們甚至不是全職經營這個品牌，變成平

熱熱的，其實沒有太多人有興趣。如果要

我們家從以前到現在就只有做麵，但來到

什麼我開始了「藝桐饗宴」這個品牌，並且

對 香 氣 抱 有 極 大 熱 情， 誤 打

日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開始測試、製作

比 較 在 戶 外 市 集 擺 攤 跟 在 expo 展 售 的 差

「藝桐饗宴」你可以看到，除了麵條之外，

誤 撞 投 入 了 香 氛 產 業。 創 立

擴香和蠟燭，然後週末再到市集擺攤。

異，我們會說在 expo 消費者可以更舒適地

我們也跟大家推薦了許多很棒的客家風土產

「 MEOWXIANG繆 香 」 至 今
約兩年，希望人們以繆香為入
門，讓香氛走進日常。

體驗繆香的氣味。
雖然當下並沒有覺得很辛苦，現在回想起

那是我的第一次登場，在那之前我更是完全

游智穗
藝桐饗宴創辦人。來自有長壽

後來進到松菸的原因—我希望能讓這些客
家好物，走入更多人的日常生活！

物。會有這樣的延伸，其實是因為一次的因

舉例來說，現代上班族都很忙碌，下班回家

緣際會。我和我弟弟原先都有別的工作，弟

如果可以用我們的麵條，簡單煮碗熱騰騰的

來還是很訝異自己怎麼撐過來的。不過我

聖誕季節到了，蠟燭和擴香也是表達心意

鄉之稱的新竹關西，出生在百

弟在科技業，而我是護理師。因為製麵工作

麵，然後拌入油蔥，或是無防腐劑的黑豆純

張恩睿

們很幸運，剛出來擺攤的時候正值十二月

很棒的方式，如果想挑一份討喜又不出錯

年老店「金瑞珍製麵廠」的大

相當辛苦，加上父母親年事漸大，他們曾有

釀醬油，不花時間又能吃得營養安心。而

的聖誕節前夕，是個很適合點薰香蠟燭，

的香氣，推薦大家我們的人氣香調「亞洲

家庭，從日治時代曾祖父開始

一度想把麵廠收掉；不過後來弟弟開始回家

且，就像玉山麵只有使用麵粉、水和鹽，非

喜歡旅行，也喜歡台灣的一切

或買小禮物給朋友們的時節。繆香的擴香

白 茶 」， 它 的 淡 雅 清 香 是 男 生 女 生 都 會 喜

製麵至今傳承第四代。原先從

幫忙，家裡收到客委會的參展邀約，我也主

常單純的三樣成份，「藝桐饗宴」的選物也

和蠟燭因為這樣被更多朋友認識到，我們

歡的味道。之前還有一位顧客從日本飛到

動回來一起幫忙行銷。

都是我使用過覺得好用而且放心的商品，再

也從市集大量接收到顧客們的直接回饋，

台灣來找這款香氛，我們也很感動自己的

讓我們更加了解到大家喜歡的香氣調性。

品牌可以被人這麼喜愛！

除了氣候。創立繆香前從事的
是飯店業，後來與陸為元共同
創辦「繆香」，致力把香氛的美
好與生活結合。

事護理事業，後來投入家族麵
廠的行銷管理與轉型，以藝桐

加上我之前的護理師背景，對我來說：能讓

饗宴為品牌推廣家傳玉山麵與
豐富客家好物。

記得是在關西仙草

鹹菜節遇到客委會一位

大家吃得、用得安心就是最好的體貼。

新竹九降風的吹拂，融合著客家人的真情體貼，讓玉山麵的美味綿延了百年。

喜歡使用像是焦糖、蘋果派的香甜食物味

╳

聚焦

歐美香氛品牌的味道通常比較強烈，或者

事。 但 放 眼 台 灣 市 面 常 見 的 家 居 香 氛 商

風土

當空間裡充滿著香氣，是一件非常美好的

繆香是由兩位溫柔大男生所創立，他們希望為台灣帶來氣味和價格都可愛的香氛品牌。

繆香◎提供

陸為元

客家味是一份體貼
從味蕾暖進心底

口述│張恩睿、陸為元

聚焦

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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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嚴正嵐：想要對別人好，
不只在聖誕節，
其實每天都可以！

採訪撰文│周郁然
照片提供｜海蝶音樂
美術設計｜姜莉敏

演員的嚴正嵐

05

「人跟人也許很靠近，可是因為很多情緒，
可能無法直接把心中的真正想法表達出來！」
歌手的嚴正嵐

「從十六歲開始，我就一直很想做一張自己創作的

夢想並不是空想，它是可以被實現的，只要懂得去

專輯，這個願望終於在今年實現了！」專輯以《告

醞釀與等待。先踏入戲劇圈再回頭出唱片，看似是

白》為名，英文標題是《 It ’
s Time to Tell You 》，

繞道而行，但演員的身分卻讓嚴正嵐遇見了不一樣

「人跟人也許很靠近，可是因為很多情緒，可能無

的人，自己的人生也有了不一樣的質地。嚴正嵐說

法直接把心中的真正想法表達出來！」嚴正嵐想講

這張專輯，就是一個圓夢的過程。「十六歲時寫的

的是不只情人的告白，還有對家人、朋友各種對象

歌，即將在這張專輯跟大家見面；十年前所遇見很

的告白。「很多朋友認識的是劇中角色的我，透過

欣賞的音樂人，也在這張專輯有了合作。」

這次專輯想讓大家認識『一直以來很想唱歌的我』
的樣子。」所以這張專輯其實也可以說是，嚴正嵐
對所有喜歡她的人的告白。

「我們想要給予的，
跟對方真正想要的可能並不一樣，
所以說理解身邊的人很重要！」

學著如何去理解

錄兒歌，加上可以培訓作曲，於是就簽下了我。」

2017年是個豐收年，嚴正嵐因為《花甲男孩轉大人》
得到了非常多肯定與鼓勵。2018年則是起伏很大的

他想要的是『理解』。就像入圍金鐘沒能讓爸爸

很湊巧的是，這位老師同時也是導演葉天倫當時學合

一年。「入圍金鐘帶給我極大的開心；父親過世是極

看到可能很遺憾，但其實爸爸並不在意這些，因

地談起在典禮遇見的一切，還有與宮崎葵、吉田鋼太

音的老師。某天葉導和嚴正嵐都同時出現在合音老師

大的悲傷，我想我從來沒有這麼傷心過；這一年也有

為他希望我開心就好，不需要被任何世俗眼光所

郎、田中圭等日本影劇圈大咖們的邂逅。

家，當時他正好在找一個童星的角色，一看到她就覺

極大的希望和願景，就是新專輯的展開。」

影響。」有時候我們想要給予對方的，跟對方真

回想自己怎麼走到這一步，嚴正嵐自己似乎也覺得不

得很合適。「我沒有面對過鏡頭，也從來沒想像過會

然而，這樣的變化也讓她學到很多。「我和我哥一直

正想要的，兩者可能並不一樣，嚴正嵐很有感觸

可思議。一開始，其實是想走音樂的路。「高中時，

當演員，結果就這樣去見了鄧安寧導演，很神奇地完

想賺錢幫家裡買一個更大的房子，我爸離開後我才開

地說：「所以，理解身邊的人，真的很重要！」

和嚴正嵐的訪談，是在一個晴朗藍天的秋日午後，那

的指導，他聽了我的聲音，覺得我的聲音也很適合去

時的她剛從東京國際電視節歸來，跟著《花甲男孩轉
大人》帶回了「最佳海外作品特別賞」。她眼睛發亮

參加了學校歌唱比賽，私底下也有創作一些歌，雖然

成了第一個戲劇作品《天使情人》。」這一年，她才

還是不成熟的作品，但因為那時的歌唱比賽老師正好

十七歲。接下來的路，也從音樂轉向了戲劇，直到今

是一位製作人，我就毛遂自薦想請老師給我作曲方面

年二十九歲的她……

始發現，每個人要的東西很不一樣，對我爸來說

為嚴正嵐帶來了同理心和換位思考的練習。她舉王小棣老
師說過的「觀察進而關懷」這句話跟我們分享，「我覺得
理解別人或是對別人好，你所得到的回饋，很多時候會比
你想像中的更驚喜！」
聖誕節也是一個需要觀察和關懷的節日，「就像送禮物這
件事，重點是買禮物的人背後的心情和心意，不然禮物自

機會，聖誕節也是在提醒我們，不要忘記對身旁的人好好

己去買就好了！」嚴正嵐說起某一年她送給公司老闆的生

表白心意！」

日禮物，竟然是一支柺杖！
「那是一支給老闆的媽媽，有特
殊設計造型的拐杖，而且還是在誠品松菸買的（笑）。因為

如果我們都能有更多的愛與分享，其實天天都可以是

我看到老闆一直都很孝順媽媽，所以我就想送他這樣的禮

聖誕節。「
『想要對別人好』的這種心情，可以不只是

物，本來以為他會覺得奇怪，沒想到他收到的時候非常開

在聖誕節，其實每天都可以。」嚴正嵐用溫暖言談告訴

心，還拍媽媽使用拐杖的照片給我。」

我們，不用害怕對方不接受而不敢給予，或者為了想要

講到聖誕節的意義，對嚴正嵐而言這是一個「國定開心

得到什麼而去給予，想要對別人好、想要表白自己的心

日」，很像是一個被定義地、大家都要很開心的一天。大家

意，不用想那麼多。禮物可以是一件東西、可以是一席

也可以趁這個時候，把內心的感謝和情感表達出來，「就

話，也可以是一段陪伴，在適合告白的聖誕節，一起打

像從小我們都會寫卡片給每個同學，這是一個表達心意的

開理解的心，跟身旁的人好好傾訴心意吧！

＊如果可以更早學吉他就好了，所以我想回到大概八歲，給那時候的我一把吉他，和六堂免費課程兌換券。

學習如何去「理解」，是堂一輩子的課。而演員的身分，更

＊另外我還想要回到過去錄我曾外祖母的聲音，然後再回來現在，因為我曾經跟她非常親，

但她過世一陣子了，最近我卻發現自己忘了她的聲音，好想再聽聽她的聲音喔！

如果天天都是聖誕

如果有台時光機可以帶你到未來或過去，你想送自己什麼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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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驚喜的聖誕老人
創立於2010年的Change Christmas x Strangers，期望藉由交換禮物與拿到禮物
瞬間的喜樂，讓陌生人間也能建立連結，從最初的60位參與者到目前橫跨世界20
個城市，累積超過上萬名參與者透過CCXS和來自遠方的陌生人交換禮物。
「印象最深刻是在公館場次，交換的是位軍人，當他拿到禮物時認出這是他女友挑
的禮物，我當下回想這份禮物是幾天前換到的，在7、8人後竟然還能換到男朋友

特實用小物

13:00-14:00 敦南店 戶外廣場

12.15 Sat.

17:00-18:00 板橋店 門口屋簷穿廊
18:00-19:00 敦南店 戶外廣場

12.16 Sun. 13:00-14:00 站前店 藝文東廣場

14:00-15:00 高雄大遠百店 17F 觀景空間
15:00-16:00 南西店 1F前廣場

手上！」，一位CCXS的志工開心的分享著透過禮物讓人與人建立連結時的喜悅。

小時候我們最期待聖誕老人的出現，他永遠了解每一個乖孩子的需求，因為他喜歡「給予」，

而今年他們則將與誠品生活一同帶來這個冬天最溫暖人心的交換禮物，有「特實

所以會設法了解對方想要什麼禮物，他絕對是這個世界上，最美好的存在。

用小物」、玩心不止的「大人味玩具」、親子同樂的「與孩子們童在一起」三大
主題，每個主題都有名人精選禮物隨機出現。現在一起來報名，並帶著你精心準

今年誠品生活將透過幾米創作的角色，與交換禮物公益團體 Change Christmas x Strangers (以下簡稱CCXS)

備價值300元以上的禮物與卡片，與上百位的陌生朋友一同來趟驚奇的交換禮物

延續這份美好的象徵與傳統，我們像是聖誕老人一樣付出，然後幸福。

之旅吧！

線上報名

● 活動12.03 Mon. 開放線上報名，名額有限。更多詳細活動內容，請見迷誠品網站。● 禮物內容 : 禁止為仍需支付費用的
折價劵、兌換券或餐券、有效期之食品、易碎材質之物品、需冷凍冷藏保存之物品、亦不得為活體、屍體等生命體；若為
組合商品需內含全部配件；食品以外之有效期商品，效期請勿短於一年內。● 禮物大小 : 為方便聖誕老人運送禮物，禮物
尺寸長寬高不得大於60cm。

傳遞愛的聖誕老人
作家王文華說 :「挫折時，我喜歡讀幾米的書，它們提醒我 :人是善良的。」幾米總是

17:00-18:00 西門店 昆明街騎樓

14:00-15:00 台南文化中心店

12.23 Sun.

1F中華東路入口處

大人味玩具

12.15 Sat.

15:00-16:00 新板店 1F植生牆

12.23 Sun.

15:00-16:00 園道店 3F電梯梯廳

19:00-20:00 武昌店 武昌街騎樓

19:00-20:00 信義店 1F 星巴克前廣場

與孩子們童在一起

12.15 Sat.
12.23 Sun.

16:00-17:00 松菸店 B2顧客服務中心
16:30-17:30 信義店 1F 星巴克前廣場

畫很多不同善良的角色，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小狗小貓，動物怪獸，他們常被命運
搞得七暈八素，但還是繼續努力地思考、用心的生活。

了解更多

對於讀者，他們就像是聖誕老人，給我們的禮物不是有形的，而是無形的人生頓悟、
生命養分。今年幾米20週年，誠品生活禮物節帶你走入10個幾米的繪本世界。在繽紛

點亮希望的聖誕老人

的顏色和童話場景中，享受歡慶佳節的愉悅﹔也在歲末年初，透過這些角色，感受這

等待禮物的盼望、拿到禮物的喜悅是聖誕節的重頭戲。

股安頓與向上的積極力量。

有沒有想過你我也有能成為他人聖誕老人的一天，誠品生活誠摯邀請您在參與交換禮物時，另外多準備一份禮物與卡片前來，我們將
集結這些禮物，並與 CCXS 一同贈予亞東紀念醫院兒童病房、伊甸基金會「象圈工程計畫」的弱勢學童們，讓孩子們也能歡度這屬於
禮物與驚喜的節日！
人人都可以是聖誕老人，一起讓這個冬天暖意十足。
伊甸基金會「象圈工程計畫」：在長時間的服務經驗中發現，社區發展最大困境為「失能家庭」，經濟弱勢、隔代教養、父母忙於工作疏忽孩子等，導
致孩童學習停滯、缺乏安全感與學習模範，而象圈工程計劃希望為他們圈起一個溫暖、有愛的空間，推動快樂早餐、課後照顧服務，發揮如象群的力
量，守護孩子健康成長！

高雄大遠百店—
1999《月亮忘記了》

台南文化中心店—
2000《森林唱遊》

站前店—
2001《地下鐵》

板橋店&新板店—
2001《照相本子》

敦南店—
2009《星空》

╳
松菸店—
2010《走向春天的下午》

西門店&武昌店—
2011《時光電影院》

亞東醫院店&高醫店—
2012《擁抱》

南西店—
信義店—
2012《如果我可以許一個願望》 2013《真的假的啊?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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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ie
╳

松菸
主題選物
A

Taiwanese Style For
Christmas

春水堂｜ 3F

歡慶聖誕套餐（小杯冰珍珠奶茶×2 ＋小杯熱招牌紅茶×1＋
小杯熱翡翠香柚茶×1＋功夫麵×2＋手工麻香麵線×1＋
牛肉醬拌麵×1＋招牌滷味豆干米血×1＋茶香高麗菜×1＋
泰式檸檬雞柳×1）
特價999元│原價1,030元

來點創意台式聖誕餐！酥脆香辣炸物、入口即化東坡肉、療

癒甜品……，色香味俱全，與愛人們相聚復古享食。

B

Mr.雲創意食堂｜B2
Mr.雲 起司蕃茄歐姆蛋碳烤饅頭 組合餐
（碳烤饅頭＋紅茶） 套餐（碳烤饅頭＋三樣小菜＋湯品）
單點 特價59元｜原價65元
組合餐 特價81元｜原價90元
套餐 特價140元｜原價155元

特選春水堂經典飲品，搭配美味麵食與迷人茶食，給您與親朋好友

復古碳烤香氣的碳烤饅頭，搭配色彩與滋味多層次的起司蕃茄

一場溫暖飽腹的台灣味聖誕節！11.11-12.31單筆消費滿999元，贈

歐姆蛋，口感軟嫩美味，搭配上層蔬菜，淡淡甜味，再加上火

珍珠奶茶買一送一券乙張（可累贈，限量30份）

Taiwanese Style For Christmas

相聚台式聖誕，復古享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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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

大心｜B2

推 薦 套 餐（ 酸 辣 番 茄 松 阪 豬 肉
麵、爽脆泡菜、泰式奶茶）

高記｜B2

富貴東坡肉（附手工荷葉夾）

推薦價338元│點用此套餐，即贈黑

推薦價600元

火山霜淇淋乙支，口味隨季節調整，
限外帶享用

高記推出的東坡肉肥瘦比例絕佳，上選五花肉經16小時久燉，

嚴選頂級松阪豬肉，嫩中帶脆獨特口

搭配高記手工荷葉夾，肉香麵香令人吮指回味。

感，搭配清爽酸甜的泰式酸辣番茄湯

D

頭，營養美味超好吃！

E

*10%服務費另計，不得與其他折扣優惠併用
*產品以實物為準

師園鹽酥雞｜B2

德淶寶精釀啤酒｜B2

特價200元｜原價260元｜蒜味鹽酥雞消費滿

特價120元｜原價150元

台式聖誕炸雞饗宴

德淶寶相思琥珀

330ml

200元，送2杯飲料無限暢飲
特別佐以桂花茶葉一起發酵，淡淡的桂花香氣搭配入口的甘甜，入口後口腔殘存的台
經典的台式蒜香鹹酥雞，給你不一樣的台式

灣茶特有的微澀口感，再加上最後尾韻帶回桂花的芬芳，整體風味起承轉合的表現是

聖誕大餐，一起來聖誕Happy吃雞！

德淶寶的得意新作。

腿鹹香，口感具多層次又富變化。一口咬下，元氣滿滿，絕配
聖誕選擇！

B

A

C
D

E

禁止酒駕，未滿18歲禁止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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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Chocoholic Café｜B2
聖誕微笑巧克力鍋
（60%黑巧克力醬＋薑餅麵包盤＋繽紛水果盤）

老日香餅舖｜B2

聖誕糕（綠豆潤糕×3、帕瑪森潤糕×3）
特價150元｜原價210元

推薦價500元｜兩人份

全台首創的中西合璧小點心，結合聖誕節做出超可愛的造型！
巧克哈客最經典的巧克力鍋，跟著新成員薑餅家族驚喜現身啦！動動你

廣受好評的「聖誕糕」今年再度登場！

的巧克力筆，為薑餅人繪上最燦爛的微笑，開心一整個冬天！

I

J

旺萊甜爆漿車輪餅｜B2

唯午茶記憶｜B2

特價99元｜原價110元

特價99元│原價119元

內湖最出名的車輪餅，給你香香滿滿內餡的大車輪，法式香草卡士達聽

雞蛋仔穿上節慶的外衣，點亮幸福生活。

踏雪尋莓車輪餅（草莓卡士達） 相思點點奶（紅豆鮮奶）

聖誕限定版 雞蛋捲

起來也太浪漫！

G

I

H

J

Taiwanese Style For Christmas

G

Innovation
╳
Recommendation
！出社會新鮮人的青澀與熱
情，帶上隨身香香，穿好鞋，
起步深呼吸 ！

Hi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總有什麼
都不順遂的階段，別愁眉苦臉，
來點療癒物解悶！

HSU & DAUGHTER｜ 2F
雙層零錢包
特價2,200元｜原價2,480元
採用歐美進口植鞣革，能呈現皮革
自然質地，隨著時間及使用程度的
變化，開始變深並泛出光澤，讓人
感受到時間的溫度。

6ix pm｜ 1F
靈光隨想畫畫包One Fine ReverieTote Bag
（三色：米白Rice 單寧Denim 中灰Grey ）

expo｜繆香MeowXiang｜ 2F
隨身淡香水（12ml ）

特價2,952元｜原價3,280元

推薦價380元｜兩件88折

expo｜南登機口｜ 2F
ANN-d京都紅
特價1,343元｜原價1,580元
穿著時腳型更加修長優雅，而螺紋

味道是一種習慣，待在習慣的味

松果手感｜ 1F

乾燥花畫布

商品推薦價1,280元｜課程推薦價1,580元
一點一點，在畫布上拼湊著那屬於你我的字
母代號，用著不同的色彩、拼著不同的花
草，這個獨一無二的圖案代號，只屬於你。

HTHREE｜ 1F
8.5樂福高跟鞋
推薦價7,850元

寬大實用的肩背包，選用手感紮實純樸的布料，

布包覆鬆緊帶，是方便穿脫的亮點

貼心設計了各種夾層與分隔，不僅能分門別類好

設 計， 也 是 加 強 舒 適 度 的 關 鍵 原

H THREE全 新 高 跟 鞋 系

道中會使人感到安心自在，簡約

好收藏各種畫畫好夥伴，大容量的布袋還能作為

因，偶爾搭配窄管牛仔褲或花樣長

列，經由鞋子線條展現女

的瓶身，如同精美的家居擺飾。

旅行包使用，是每個創作者都想收到的理想禮物。

裙，都能展現最優雅的自己。

性優雅魅力。

CLASSICO｜ 2F
賽璐珞眼鏡收藏盒 Celluloid Case
（黃琥珀、酒紅琥珀）

聖誕時光機

推薦價2,280元｜送「小眼鏡吊飾」一個

The Christmas Time Machine

1950年代常見的賽璐珞材質，通常都是運用在眼
鏡、鋼筆、文具鉛筆盒上；而賽璐珞沉穩的色澤、
光滑的觸感，是它的迷人之處。我們將過去美好的

聖誕任性許願：給我一台時光機吧∼穿梭現在未來，出發送自己禮物去！咻∼

理解自己愛什麼，懂得犒賞、懂得感受生活，
一件飾品、一趟旅行，值得成長後蛻變後的自我。

誠品書店｜
ウィナーズ株式会社Winner's Co., Ltd.｜ 3F

推薦價1,600元

推薦價1,380元

木質摩天輪，伴隨著輕巧動人的
樂音悄悄轉著，細膩輕巧的木作

Home Coffee Stand開 啟 早 晨 濃 香 醇， 享 受

品牌一貫的風格，包身幾乎看不到金屬

工藝增添生活美學，更達到身心

咖啡最原始的風味，日本設計，適合小家庭和

的蹤跡，採用打結方式調整背帶長度，
維持著真正的極簡。

誠品書店｜Bellroy｜ 3F

澳洲知名皮具品牌Bellroy以「便利、纖薄輕巧、全面保護」為創作靈

Jean摩天輪
音樂鈴─R 約會A05

經典咖啡機 質感黑

推薦價18,800元│誠品人會員9折

推薦價3,190元

誠品書店｜知音文創產業｜ 3F

recolte Home Coffee Stand

AXES｜Darker Than Black｜ 1F
簡約方型後背包

Bellroy每天系列四卡錢包
（可可 Wnsc Coa ）

賽璐珞收藏盒，以Classico的風格，重新呈現！

單身客層使用，可拆卸式注水濾網，花撒式注

靈的放鬆及紓壓，是最適合送自

水，口感媲美手沖。

己、送愛人、送親友的聖誕禮品。

誠品書店｜伊稻(上海)商業有限公司｜ 3F

ito PISTACHIO旅行箱（磨砂 磚紅

20吋）

I-Shan13蔡依珊｜ 1F
銀杏葉項鍊

AXES｜URNAVY｜ 1F
藝術家萊姆色透膚內搭 BOSS LADY 字母上衣

推薦價6,600元

推薦價2,680元

推薦價1,680元

來自上海的獨立設計品牌，致力「做一只更好的旅行

銀杏葉的花語為純情之情。透

箱」，商品曾獲得德國紅點設計獎。商品系列均以堅果

過設計師的呈現，生動地將銀

1,580元｜誠品人會員9折

感，為工作與玩樂日漸重疊的忙碌都市人帶來了一系列輕巧實用的錢
包。讓忙碌的都市人卸下生活重擔，享受輕鬆愉悅之感，以靈動的設

BOSS LADY標語TEE，配上萊姆色透膚內搭，看似

為名，有堅果堅固的外殼，簡約獨特的設計、創新的

杏的寓意幻化為飾品，在這個

計和高超的工藝為生活帶來改變。

簡單的穿搭，透過服裝細節，詮釋出幽默趣味。

功能性，給你自由、輕盈，與眾不同的旅行體驗。

冬日帶來銀白色的祝福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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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派對，風格居家

expo｜T-bone工作室｜ 2F
水泥盆 島嶼鯨魚

It's Party Time！

推薦價1,000元
圓潤的鯨魚造型水泥盆器，也可以當作
筆筒使用。底下無排水孔，適合放仙人

年末派對攻略—設計服飾、趣味配件，獨享風采；風格居家品妝點聖誕，嶄新樣貌。

掌、多肉植物、空氣鳳梨等。鯨魚噴出
來的水都變成了綠色的植物，衝突的感
覺好有趣呢！

誠品書店｜Authentic Models BV｜ 3F

AUTHENTIC MODELS Around the World
Mobile

living project｜MERRY
CREATOR｜ 2F
黑金聖誕樹

推薦價4,680元
懸掛吊飾方便打造居家裝飾。

推薦價120元-4,990元
神秘的黑色聖誕，正紛紛蓄
勢 待 發！ 一 身 黑 金 的 裝 扮，
在夜晚獨一無二、閃亮耀眼
的華麗出場。

DOUCHANGLEE｜ 1F
羅馬假期繫帶洋裝
特價10,144元｜原價12,680元
每個女人心中都有一位優雅的奧黛麗赫
本，柔美的珍珠光澤加上腰間繫帶設計，

AXES｜UUIN｜ 1F
斜裁蝴蝶結白上衣 肩部飾帶寬型洋裝
推薦價7,280元

8,280元｜

簡單剪裁帶出優雅的氛圍，讓您在各個場
合與年末派對中，都是讓人一眼難忘的目
光焦點。

AXES｜APUJAN｜ 1F
高領針織上衣
針織寬口長褲

水氧機

推薦價1,680元｜贈植萃精油

推薦價9,800元

可以當小夜燈，也可為空間

推薦價10,800元

增加香氣，讓你的每一天都

誠品人會員9折

充滿能量。

本 季 依 然 可 見APUJAN擅 長 的 針 織 技

巢家居｜ 2F

藝， 飽 和 如 星 河 的 藍， 成 套 的 針 織 搭
配，展現復古感與未來感的巧妙平衡。

誠品人會員9折

香草舖子｜ 2F

GOA藍柄不鏽鋼餐刀叉
匙三入一組

特價1,980元｜

2018秋 冬 以 禮 物 為 主 題 的UUIN， 加 入 蝴

原價2,290元

蝶結元素的上衣，洋裝上宛如條紋緞帶的肩

誠品書店｜Paddywax, LLC｜ 3F

PADDYWAX Apothecary Travel
Tin Candle 小

推薦價250元
居家香氛，為海鹽及鼠尾草的香氣，
清新舒爽。

expo｜hibi｜ 2F
聖誕限定禮盒 三入
特價1,004元｜原價1,140元
聖誕節期間限定，內含薰香火柴八入組002薰衣草、004依
蘭、007柚子和專用座墊各一組，在寒冷的冬夜也能輕鬆享
受日式和風的溫暖。

來自葡萄牙的Cutipol，專業

帶，舒適中帶有著俏皮優雅。

工藝技術，製作出現代美學
所期望的刀叉餐具，Cutipol

Goa優雅深藍色不銹鋼柄配上
銀色不繡鋼髮絲紋表面，對
比玫瑰金，顯得靜謐高雅！

VACAE｜ 1F
幾何拼接連衣裙

Sina & Mina兒童後背包 斜背包

特價2,660元｜

living project｜Mapoésie｜ 2F
Organique100%羊毛圍巾

特價1,680元｜原價1,960元

原價3,800元

推薦價7,200元

裸色金絲絨於光影下透著精緻色澤，更顯

藉由簡易入手的乾燥花藝、室內植栽等，將花草園藝帶入生

孩記得｜ 3F

expo｜花草練習生｜ 2F
盆栽小樹 大
推薦價990元

（後背包＋斜背包各乙個）

Sina & Mina！你和我的時光，一起郊遊時

肌膚白皙，細肩帶設計展現鎖骨線條，隨

2018秋冬新款，成立於法國，由設計師
Elsa Poux創辦，與印度工作坊合作，以

我就在一旁，跌倒時候有我呼呼，最喜歡的

著幾何圖形向下延伸不對稱裙襬剪裁，俐

鮮亮的色彩、大膽的幾何圖騰為主視覺

活中，讓繁忙的現代人學會如何放慢腳步，感受大自然的美

玩具我來幫你保管！陪伴你一起開心長大！

落中帶有溫柔特質的洋裝。

風格，展現於最受歡迎的個人配件中。

好及純淨，踏上花草植栽的療癒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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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Gif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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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t Exchange Ideas

相聚聖誕時光，將準備好的心意獻上，
拆禮物的剎那—搞怪的、趣味的、正經的，你喜歡哪一種禮物派別呢？

K〉
I〉

F〉

L〉

E〉

Ａ〉

M〉
C〉

B〉
D〉

G〉

A 〉25togo｜ 2F

威廉莎士比亞指甲油 五色組合（哈姆
雷 特 Hamlet、 馬 克 白 Macbeth、 奧 賽
羅 Othello、 仲 夏 夜 之 夢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羅密歐與茱麗葉 Romeo
and Juliet ）
特價1,350元｜原價1,750元

C 〉賽先生科學工廠｜ 2F

美國Lick-A-Bubble可以吃的泡泡 —
把所有飲料變泡泡
兩罐推薦價390元｜四罐推薦價750元

J〉

E 〉故宮精品｜ 2F

東漢玉辟邪萬年曆
推薦價600元｜誠品人九折
翻著即將汰換的桌曆倒數跨年的來臨；此木製東

選擇一款你喜好的飲料並將他加入泡泡水瓶中，

漢玉辟邪萬年曆，運用環境永續的概念，延續你

簡單攪拌和搖晃瓶身，加味的泡泡水誕生，來場

過聖誕節的快樂。

泡泡派對吧。吹出泡泡後不是只有觀賞玩耍了，
「瘋子、情人、詩人都是想像的產兒。」

快伸出你的舌頭舔看看，帶著飲料口味的泡泡，

嶄新篇章起始時，紅色布幕緩緩升起，那是一幕

無毒且安全，絕對是全新體驗；為生日派對和團

幕重複上演的驚奇，釋放奇幻妙想，傳奇永誌不

康活動帶來最吸睛的新潮玩物！

渝，因為那些珍貴的記憶，想像力將開啟一段又
一段的旅程。

B 〉安垛小姐｜ 2F

LilaRoze 95 玫瑰精華護手霜（75ml)

D 〉living project｜Playforever｜ 2F

F 〉誠品書店｜NICI｜ 3F

NICI貝德尼北極熊坐姿玩偶（35cm ）

推薦價1,050元

流線型賽車 Bruno Racing Car Red 紅

冬季新款玩偶，適合大人小孩的交換禮物。

特價2,399元｜原價2,680元

G 〉誠品書店｜LAMY｜ 3F

特價621元｜原價690元

英國製造，使用耐久材質不易氧化，因此非常堅
固耐用，是能陪伴你一生的經典玩具。此款是品

LAMY ALstar恆星鋼筆墨水禮盒
2018限量紫焰紅

玫瑰精華護手霜適用於每日滋潤與保養，富含

牌創立時的第一個產品，每台都是手工拋光，手

推薦價2,500元

20%乳木果油與玫瑰萃取物，可迅速滲透肌膚，

感重量更是帶出與其他市面上模型車無法比擬的

且讓雙手散發玫瑰馨香，95%成份來自天然。

質感。

H 〉原味千尋｜ 2F

白雪銀光 特別版（含原味乳酪絲85g、清
境蜂蜜乳酪絲85g、碳燒辣味乳酪絲70g ）
特價599元｜原價750元
冬日嚵。關於味蕾的三款私藏知遇，自然馥郁的

K 〉誠品書店｜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3F

Art Oracles： Creative and Life Inspiration
from the Great Artists

推薦價599元

M 〉living project｜dorothee lehnen｜ 2F

dorothee lehnen 手工羊毛氈熱水袋
湖水綠

推薦價1,980元
來自高品質的德國漢諾威，使用純美麗諾羊毛製

風味呈現，乳酪絲總讓人無比感動。

讓畢卡索、梵谷、草間彌生……50位藝術大師當

作，純羊毛材質使得熱水瓶有極好的保溫效果，

I 〉誠品書店｜NICI｜ 3F

你的心靈導師，你正遭遇的困頓苦楚，他們亦感

能使觸感溫度平均且不會過燙，並有持久的保溫

同身受過！50張卡片承載藝術家們的智慧，不論

功效，一覺醒來還有微溫感。

NICI塔塔企鵝坐姿玩偶（35cm ）

推薦價1,050元
冬季新款玩偶，適合大人小孩的交換禮物。

J 〉古典玫瑰園｜B2

特選台灣茶80g（內含四季青茶、高山烏龍
茶、金萱茶、鐵觀音茶）
每罐推薦價280元-350元｜兩入9折
特選自台灣阿里山、南投鹿谷茶園，經由製茶大

2018限定色墨水禮盒。

N〉

師細心焙茶，製作出令人感動的台灣好茶。

何時何處，隨手抽一張，求解心中疑難雜症，從
藝術家的神諭中重獲新生。

L 〉living project｜jack gomme｜ 2F

N 〉living project｜ 2016 ／Arita｜ 2F

推薦價 13,800元

推薦價450元-8,150元

小牛皮托特包

Shigeki Fujishiro 設計師聯名餐具

法國設計製造，皮革輕薄、柔軟，深受歐、美、

有田燒的色彩以藍和白為主，Shigeki Fujishiro

日市場設計圈、生活風格選品店喜愛。

大膽採用紅色，因「赤」跟有田燒上色製程的日
語同音外，亦為代表日本的主色，產品運用獨門
技術至製成，更強調物件的功能性。

Innovation
╳
Recommendation
理想品牌
樂享每刻

暖心設計小禮，經典品牌生活提案，

樂享生活每個時刻。

The Most Popular
Brands List

Popup Lighting
孔雀造型壁掛投射燈 金
推薦價6,800元
金屬替代了紙，精密工業切割，
優雅幾何幻化成孔雀，開屏如施

不倒不倒！手腕枕
（紅 黃）
特價308元｜原價385元

格外品有機果乾
推薦價250元

包｜

單筆消費滿600元送福袋乙入。

不倒！不倒∼打不倒！

使用整顆有機火龍果實製作，天

請堅持到底，你一定做得到！

然 甜 無 草 土 味。 留 下 來 的 小 種
籽，逼逼啵啵在舌尖上跳舞。

了魔法，給予了力量燃起生命。

Cinnamon Projects線香
8PM

好事花生！紅色款
窄版運動巾

推薦價1,280元

特價308元｜原價385元

日本客人最愛台灣伴手禮。每個

以每日「小時」為單位，烙印獨

好事發生＝好事花生。字義上是

餅乾內偷藏了一張幸運籤詩，帶

特性，時間軸中賦予生命不同含

個很棒的祝福！意謂遇到困境勇

來香香甜甜的幸運！

意，讓香氛變成激勵人心的對話。

敢的去面對，就是個好的開始∼

*使用食物調色，請放心享用。

Lola James Harper淡香水
推薦價2,980元

快說我比較甜
（紅 黃）

西瓜萬用包

麻將幸運餅乾
推薦價250元

盒

黃金水果舖
（小果醬兩入禮盒）

Lola James Harper以自身經歷創

特價544元｜原價680元

特價324元｜原價360元

出獨有香氛蠟燭及噴霧，帶領收

大容量的立體設計，防潑水雙層

亞洲地區廣受歡迎的混搭天然果

藏者進入秘密時空，創造放鬆與

材質∼快把生活快樂裝進去，送

醬品牌。其中以桑椹藍莓果醬最

對生活的幻想。

給內心的甜甜！

受喜愛。

ARTIFACTS｜ 1F

0416x1024 ｜ 2F

巧遇農情74%巧克力（包種
茶 四季春茶 冬片 蜜香紅
茶 金萱茶 石桌烏龍）
推薦價280元

NAVA Traveller Toilet Kit
Grey
推薦價2,160元

NEOM 聖誕限定商品
（香氛組合五組＋香氛機）
推薦價950元-3,800元
全新推出香氛機，亦能當迷你加

以74%巧克力為基底，融入台灣
茶葉香氣，產生口感上的層次，

NAVA Traveller Duffle Avio

甜而不膩，讓巧克力也能有茶葉

推薦價7,120元

的回甘。

濕器，搭配暢銷100%天然複方精
油，享受芳療的療癒效果。

ACORN STUDIO月球燈
NAVA Traveller Backpack
Black

無糖可可粉 玻璃罐
推薦價350元
厄瓜多爾嚴選Arriba Nacional可

推薦價7,120元

可豆，手工製作，烘焙中淬鍊可
可香氣，低溫精磨保留風味，口

設計團隊 1970年 成立於義大利

感濃郁。

米蘭，最初的「創意發想」、「研
究調查」到「產品的開發與生產

75%咖啡紅蔾巧克力

製造」，每一階段均講求「完美設

玻璃罐

計」與「優良品質」並進的策略

推薦價350元（25片裝

罐）

發展。

75%巧克力小磚，蜂粉紅茶巧

推薦價5,250元-28,250元

推薦價17,800元｜
誠品人會員95折
包身以「帶」為設計主軸，柔軟
輕盈的頂級牛皮，搭配超纖麂皮
內裡，西班牙手工製作的驚艷。

NIZA HUANG JEWELLERY

亮彩漸層扇形單只耳環

手工製第二代月球燈，配備智能

推薦價3,600元｜誠品人會員9折

燈 泡， 可 無 線 操 作 調 色 溫 及 光

粉紅漸層亮綠的色彩組合，俏皮的

暗，為居室營造最合適的氛圍。

強烈存在感，黃銅不規則的獨特痕
跡，推薦給獨一無二的妳。

伊織毛巾 雪舞系列

DAQICONCEPT

推薦價420元-2,280元

陶瓷櫻花鳥無線音響燈

珍貴匹馬棉製成吸水性佳、不需

推薦價9,250元｜誠品人會員9折

柔 軟 精， 也 能 維 持 剛 製 成 的 蓬

傳統工藝材料詮譯的東方鳥籠，

鬆，長時間用品質一樣好。

透過藍芽播音的無線燈飾，利用
光和聲音重現自然的幽美情境。

克力。

黑狗市集｜B2

LLAGUT薄荷與焦糖肩背包

expo｜ 2F

誠品書店｜ 3F

living project｜ 2F

AXES｜ 1F

22

L'EHRBOFLORE蕾舒翠｜ 1F
乳油木果手膜(20ml×2pcs)、
乳油木果足膜(20ml×2pcs) 任選15包。

Sale
╳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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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書店｜Liown

Electronics co., Ltd.｜ 3F

Matchless Candles LED

特價2,000元｜原價3,000元｜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玻璃球燈 曙光
推薦價790元

AXES｜nozzle quiz｜ 1F
LANDING深紫中筒襪

美肌佳人乳油木果手膜，提供一體兩面的護手套，內層為充滿精
華液手膜，外層則像戴上手套，保養同時仍可自由活動！美肌佳

適合裝飾聖誕氛圍。

人乳油木果足膜，特有「自由行腳」套裝設計，當您雙腳套上充

推薦價350元｜誠品人會員9折

滿精華液足膜後，以內附透明貼紙固定、調整大小，再穿上襪
子，一邊保養同時還可四處走動！

2018秋 冬LANDING系 列， 將 過
往nozzle quiz慣用的組織、結構變

購物風潮—黑色星期五

化，以更內斂的方式呈現，不只是
推出潮流配件，更強調的是其設計

Black Friday

每年11月第四個星期四過後的第一天，
稱之「黑色星期五」，眾多優惠設計禮品，燃燒你的購物魂！

特色以及穿著的舒適體驗。

原味千尋｜ 2F

長野蘋果脆片（每包14g，共8入）
特價兩入510元｜原價290元

包

從開始採收時便選擇外形完整的蘋果，即刻送進

JumpFromPaper｜ 2F
Black Stripe Tote黑色托特包

living project｜MAD et LEN ｜ 2F
火山岩擴香 蠟燭

低溫冷凍，接著就進入真空脫水的過程，為的就

特價1,800元｜原價2,290元

11.23-11.25 三日限定特價88折｜原價2,600元-6,300元

物，鮮甜酥脆的「長野蘋果脆片」，絕對要讓您

大容量個性托特包，能放下15吋筆電，

法國品牌，如同古代藥劑師製成，每樣產品完全純手工限量，以古法蒸餾方式提

吃得安心健康！

能為無聊的上班上課日帶來一點趣味。

煉精油、調配香氛，都交由老經驗工匠親手完成，成為一件件實用的藝術品。

是保留蘋果的鮮美甜度與自然風味。未添加化學

TEA STRUCK｜ 3F
馥郁伴手小茶禮
（桂花烏龍50G ＋ 茶花綠茶50G ）

古典玫瑰園｜B2

英式下午茶
（倫敦蜜桃茶、皇家茉莉茶、皇家伯爵茶、
玫瑰下午茶、玫瑰情人茶、大吉嶺茶）
推薦價380元

特價450元｜原價499元

盒｜買二送一

集結品牌超人氣原片桂花烏龍茶+茶花綠茶。
茉莉綠茶的清香、爽口茶性與新鮮桂花加烏龍

英國製茶大師，挑選最佳茶區精心調配，層次豐富，香氣獨特。

層層薰香烘製而成，是廣受女性消費者及辦公
室族群喜愛之花茶口味的爽賞茶禮。
快車肉乾｜ 2F

福弟禮盒（五入組、每份95g ）
特價700元｜原價810元
採先切條後烘烤的方式，每一面都均勻受熱，口

COMEBUYTEA｜ 1F
飲品優惠

感Q軟彈牙，肉汁鮮甜。

Palladium｜ 1F
打卡按讚享優惠
推薦商品折扣9折起

莫泰藝術｜ 2F

歡慶銀色耶誕—暗房體驗
特價6,500元｜原價8,000元
內含｜銀鹽膠卷拍攝服務＋暗房沖片與放相體
驗，歡慶銀色耶誕禮贈送精美相框乙件

推薦價60元-120元

黑色星期五打卡享折扣—

首創「原葉現磨 單杯鮮萃」，當代精品現萃茶專門店，COMEBUYTEA進駐誠

松菸店」按粉絲專頁讚，並給評論及星星，出

如果我是聖誕老人，將用膠卷紀錄瞬間，在暗

示給店員確認，即可享優惠！

房裡手工沖洗、顯影、放大然後裝裱，獻給你

品松菸！NEW OPEN飲品優惠正在進行，歡迎來享受品牌「樂在不同調」的獨
家混搖茶專屬魅力。一眼難忘的目光焦點。

只要於Facebook打卡於「 Palladium 誠品生活

一幅值得珍藏的手工相片！

唯午茶記憶｜B2

花蛋仔

換上最美麗的衣裳，
準備好約會小禮，共享一頓饗宴。
謝謝那些你愛我，我愛你，

約會價144元｜原價160元

推薦價1,590元

亦是我倆浪漫冬日約會綻放中—

柔美山茶花色系，若隱若現的溫

德淶寶鮮釀橘香龍眼蜜啤酒＋
舒肥牛肉套餐
約會價220元｜原價300元

viina｜ 1F
素面羊絨布內側簍空尖頭鞋 粉色

樸實美好的日子，

德淶寶精釀啤酒｜B2

Melt in yours mouth獻給最愛的他。

柔粉，展現女人魅力，拉近彼此

約會優惠為11.15 Thu.─1.2 Wed. 週一至週四18：00─22：00

距離！

草山金工｜ 2F
「造型無限」
銀戒手作課

德淶寶精選甜蜜蜜龍眼蜜啤酒配上特製舒肥牛
肉套餐一份，微醺的感覺加上跟喜歡的人在一
起的滿足感，小倆口雙雙對對到永遠。

單戒推薦價3,680元｜
對戒推薦價7,360元

指尖的信念與夢•無止境。

禁止酒駕，未滿18歲禁止飲酒

Oseason｜ 1F
小宇宙珍珠手鍊
推薦價5,000元｜誠品人會員95折
生活中難免有挫折，但每個女孩心中都有
一個很強的自我力量、自我的小宇宙，不
用盲目追逐別人認定的價值觀，因此以小
宇宙的概念貫穿設計這一系列。

alto｜ 1F

iPhone XS XR XS Max皮革手機殼

Jia Plus ｜ 2F
品香賞香儀 系列

推薦價1,680元

約會價3,582元-5,382元｜

推薦價1,680元

推薦價1,880元｜誠品人會員9折

推薦價3,980元-5,980元

有時只想輕鬆出門，手機上的口袋帶上一

從《石頭記》女媧鍊五色石補天故事說

張卡、紙鈔，方便隨時感應與使用，不需

起，以懸垂儀座，透過玻璃球與大理石

費心帶上厚重錢包，Metro新系列增加更

柱異材質的結合，圓缺互補詩意，一如

完善三邊保護，讓口袋更加耐用且維持輕

無境穹蒼的五行世界中靜觀香的靈動，

薄，提供完美手感與絕佳的保護性。

自有物外之趣。

誠品電影院｜B2

誠品行旅─The Chapter Café｜ 1F

雙人電影套票
內含│電影票×2＋米漢堡×1＋甜點×1 + 小餅乾×2
＋現沖飲品×2

無國界雙人分享餐

價值1,650元，贈送雞尾酒2杯

Agaric Garden 艾格瑞｜ 2F
ZODIAC 星座手環2只

●餐券消費、信用卡、誠品會員餐飲優惠恕不合併使用。

兩件原價2,560元

●消費可享誠品會員點數累積。

ZODIAC 系列以12星座符號為主題，搭配相對應的代表石，佩戴上精緻雋永，是特別的日

約會價649元｜原價775元
● 餐點口味依誠品電影院現場公告為主。

禁止酒駕，未滿18歲禁止飲酒
艸化工事｜ 1F

尼莫家｜ 3F

推薦價1,500元｜加大不加價

●限平日週一到週四適用，如遇特殊活動餐期恕不適用。

兩件約會價2,176元｜

子裡給心愛的他(她)最美好的選擇。

小情侶 姊妹掏 夫妻倆一起畫
（50cm×40cm ）

（ Cocktail 品項任選2杯，價值380-420元）

茶粒茶｜ 2F

聖誕禮盒組（茶粒50g 兩入裝 ）

Scarlet

推薦價1,850元

Henry & Eddy｜ 1F
微笑排鑽鎖骨鍊（14K金

0.13克拉天然真鑽）

約會價560元｜原價656元

攜著暗紅卻又奪目的她赴

濡以沫的老夫老妻們，一起來給尼莫老闆

充滿熱情活力的聖誕節，是最適合送禮的節日，茶粒茶為您準備最特別

連同著最深刻的祝福交換

一抹完美的圓弧，象徵最完美的微笑，用排鑽的方式，完美

畫一張圖吧！

的禮物，送給最特別的人！

給長伴的姊妹淘。

呈現鑽石的璀璨。

好感情的姊妹掏，愛意正濃的小情侶，相

約，在象徵平安的夜晚，

約會價27,200元｜原價32,000元

約會優惠為11.15 Thu.─1.2 Wed. 週一至週四18：00─22：00

約會消費資訊

親愛的你╳
松菸夜攝影

11.15 Thu. - 1.2 Wed.
片刻永恆
約會來店禮

「對於偉大的攝影作品，重要的是情深，而不是景深。
當我們都漸漸老去，是否還能相互攙扶一起去看海。」─皮特 · 亞當斯

兌換地點│B2 顧客服務中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每週一至週四18:00-22:00，
於全館當日消費，憑不限金額消費發票兩張，
即贈「

IG 相片列印券」乙組（價值100元，限量400份）。

內含｜IG 相片列印券×2張。

● 每兩張發票限換乙組，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 參與資格以發票開立時間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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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living project

3F-誠品書店。

最美的照片，莫非是把最自然、最有情緒的一面，拍下來，將彼此的模樣，
封存於一個視框中，每每翻起照片回味，彷彿能回到愛的當下，感受那甜蜜依偎。

11.15 Thu. - 1.2 Wed.

誠品生活松菸店，推出親愛的你夜攝影，邀請大家分享自己愛的視角，
只要於夜間拍攝，以松菸店為背景，每張照片檔案大小需至少為1MB以上，5MB以下，用你最創意的方式，

夜夜相伴
滿額贈抵用券

呈現夜攝影故事，經由松菸店的品牌設計師們擔任評審，選出得獎者獲得大獎；獲選的照片，將請參加者提供原檔，
預計於2019.1.30 Wed.-2019.4.16 Tue. 誠品生活松菸店展出。

松菸夜攝影活動，分兩種主題，徵件不同情感的愛之視角，於誠品

11.15 Thu. - 1.2 Wed.

並寫下對「親愛的你」一小段話或故事，即有機會獲得大獎！

徵件時間：2018.11.15 Thu.-2018.12.21 Fri.

1314

【主題一】情人間—#松菸愛視角，邀請相愛的情侶夫妻們、閨蜜檔，夜晚合影展現愛的模樣。
【主題二】家人間—#松菸暖視角，牽起親人的手，甚至是最親愛的毛小孩、陪伴自己長大的娃娃…，

約會滿額禮

任何如家人般的人或物皆可，拍張溫暖視角傳情意。

邀請情人或家人，
夜間至松菸店拍攝愛的照片。

於誠品生活+活動文底下留言、
附上照片、寫一段話，及hashtag，
#松菸愛視角 #松菸暖視角，
完成以上條件，即為成功報名。

Step3
完成報名後，分享並邀請朋友們於
你的照片留言按讚，等待評選結果
公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每週一至週四18:00-22:00，於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

1,314 元，即贈「氧顏森活 森果系列面膜」乙組

（價值204元，三款隨機贈送，限量80組）。
內含｜氧顏森活 森果系列面膜 ×2片。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每週一至週四18:00-22:00，於全館當日單筆消費，

1,000元，即可獲得抽獎機會乙次，滿2,000元兩次，依此類推……，
有機會抽中「誠品行旅 In Between 之間餐廳雙人海陸套餐」

滿

乙份。（價值6,380元）

● 參與資格以發票開立時間認定。● 得獎者由系統自動抽出，若該筆消費辦理退換貨則不具抽獎資格；會員消費記錄以誠品會員卡系統為
準，得獎者於領獎當日需仍為有效會員。● 2018.11.30 Fri、2019.1.2 Wed. 各抽出該月消費會員，未中獎者不續抽，總共抽兩份。● 得獎
名單將於 2018.12.11 Tue.、2019.1.15 Tue. 公布於迷誠品網站，並由專人電話通知領獎，領獎時須中獎者本人憑身分證正本至B2顧客服務
中心領獎，領獎資格自得獎名單公佈起保留一個月，未於期限內領獎，視同放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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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living project 3F-誠品書店。

約會消費資訊注意事項：●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當店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誠品行旅 誠品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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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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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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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抵用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抵用券使用期間：2018.10.11

預計於2019.1.11Fri.前公布獲獎名單，獲獎人選將於活動文中公告。

QR Code

活動詳情及參
加辦法請掃描

【第一名】iPhone XS 64G（市售35,900元）

【參加獎】FUJIFILM 富士 Instax square SQ6 數位拍立得（市售3,990元）

月月抽誠品行旅
雙人套餐
顧客服務中心登記兌換

最多按讚者、參加獎為參加人選中，隨機抽出各1位得獎者，每人僅限一個獎項，不重複兌獎。

【人氣獎】RICOH THETA S 360°夜拍神機（市售13,900元）

11.15 Thu. - 1.2 Wed.

本活動不需至

獎項：針對兩個主題（情人及家人）分別票選出前三名、人氣獎及參加獎，前三名為評選分數高低，人氣獎為該活動文中，照片

【第二名】GoPro HERO7 攝影機 CHDHX-701-RW（市售15,900元）

（限量80份）。內含｜平日夜間電子抵用券 100元×5張。

● 每卡每日限換乙組，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 參與資格以發票開立時間認定。● 本活動恕不與「夜夜相伴 滿額贈抵用券」、「時光小屋
夜燈 冬季暖心禮」、「全館消費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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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living project 3F-誠品書店。

評選標準：故事內容(30%)、拍攝技巧 (30%)、創意表現(40%)

【第三名】Leica徠卡Sofort拍立得相機（市售9,999元）

8,000元，即贈「500元平日夜間電子抵用券」

累計滿

● 每卡每日限換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各門檻恕不得重複兌換。● 參與資格以發票開立時間認定。● 使用每100元平日夜間抵用
券，消費金額需滿1,000元，方可使用乙張，以此類推。● 本活動恕不與「1314 約會滿額禮」、「時光小屋夜燈 冬季暖心禮」、「全館消費
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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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食雞蛋糕、千千虎掌燒
1F-台灣大哥大門市 2F-living project、Ki Give Tea、隆源餅行 3F-誠品書店。

生活+粉絲專頁活動文下方，hashtag規定文字、附上夜攝影照片，

Step2

（限量220份）。內含｜平日夜間電子抵用券 100元×2張。

週一至週四(國定假日除外)18:00-22:00，逾期無效。

松菸╳募集

Step1

3,600元，即贈「200元平日夜間電子抵用券」

平日夜間抵用券使用期限｜ 2018.10.11 Thu. - 2019.1.31 Thu.

親愛的你夜攝影—
專屬愛的視角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每週一至週四18:00-22:00，於全館當日消費
單筆滿

Thu. - 2019.1.31 Thu.週一至週四（國定假日除外）18:00-22:00止，逾期無效，抵用券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抵用券為電子券型式，兌換後將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人APP查看抵用券明
細，於專櫃消費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APP直接進行折抵。●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乙項活動贈禮，同品項贈禮每人每日限兌換1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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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會滿額活動之累計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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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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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耳窩

eslite songyang ╳ MyMusic

2007年以雙人組合棉花糖踏入歌壇，2013
年開始以個人名義參與舞台劇《聖誕快樂》
和魏德聖電影《52赫茲我愛你》演出，並
發行《星之所向》和《巴斯特耳朵》兩張
全創作專輯和繪本《真實世界》。她的歌

﹁我眼睛閉上，三分鐘就開始哭了。可能是沉浸在
大自然的關係，突然很感動原來有這麼多人愛我，
可以待在自己喜愛的產業，雖然一路起起伏伏，但
還是感謝自己所擁有的。 ﹂ —
小球 莊鵑瑛

「小球」莊鵑瑛

聲不高亢卻溫暖、文字不巧妙卻誠摯，平
實中滿載讓人念念不忘的魔力。

眼淚，是一種洗滌自己的方式

一首歌當禮物，
交換你的脆弱與孤單
撰文∣MyMusic編輯室
最新作品—

巴斯特耳朵Best Ear

「聽她唱歌，像從陌生人那裡得到一個擁
抱」。無以名狀的快樂與悲傷，都有一個
善解人意的存在。小球出道11年第二張

日前剛結束TICC個人首場大型演唱會的小

溪，「休息的時候，我眼睛閉上三分鐘就開

球莊鵑瑛，整個人看起來格外輕快，雖然音

始哭了。可能是沉浸在大自然的關係，突然

樂風格因新作《巴斯特耳朵》，調性跟過去

很感動原來有這麼多人愛我，可以待在自己

「棉花糖」時期有很大的差異，但仍開出完
售的票房佳績。不過最讓小球感動的倒不是

喜愛的產業，雖然一路起起伏伏，但還是感
謝自己所擁有的。」

創作專輯，加了點黑色、拌了點冰涼、

票房，反而是歌迷準備的手幅和排字應援，

曬了些月光，還有一點自嘲。當一個恰

因為一切都是歌迷自發組織的。對於親力親

看似嘻嘻哈哈的她，創作時其實特別感性。

如其分的樹洞，只願成為許多孤單失落

為之事毫無招架之力的小球，談到歲末交換

新專輯中有兩首歌以「離別」為主題，靈感

的同類，最堅定的耳朵、最安心的出口。

禮物的話題，最希望能換到對方的日記本，

來自於一對生死兩隔的夫妻朋友，「在平常

自己則打算準備手工蠟燭或肥皂。過去初戀

淡淡的日子裡，就可以想起跟對方共度的

男友送過薑餅屋和玫瑰花，反而被她打槍，

美好時光，」因而有了抒情曲風的〈何必記

「我不喜歡花、甜點、巧克力！」看來還是

念〉。至於〈私房景點〉則透過兩個不同視

小耳窩特搜動機
2018年開始，誠品生活松菸店特有刊物《時
光》與知名線上音樂平台「 MyMusic 」，聯

DIY最打動小球的心。

角來表達逝者與生者對彼此的溫暖祝福與無

手打造屬於音樂人的專欄〈特搜小耳窩〉。

除了歌迷應援，演唱會上播放歌迷預錄分享

認為，離別是每個人必經的過程，「我是滿

期待藉由深度的採訪內容，傳遞歌手們不同
的人生態度與音樂觀點。

盡想念，輕快節奏反而引人鼻酸。不過小球
的暗黑心事，也讓她印象深刻。小球大膽透

看淡這件事的。如果ㄧ生坦坦蕩蕩、活出自

過新作正視自己的黑暗面，也因此風格較上

己的話，就不會那麼害怕死亡。」如果那一

一張專輯更尖銳，「每個人都有不完美的地

天真的到來？「那我想開一場大的免費演唱

方，例如情緒化啊，只是大家不願意表現出

會，這樣可以溝通到最多人，也是我最拿

來，可是抒發情緒不是壞事，眼淚是一種洗

手、能做到最有價值的事。」

滌自己的方式。」前陣子她應朋友之邀去溯

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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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園鹽酥雞｜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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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肉！好菜！

「我的日常小事，

Story
songyan

「二丁靚鍋」提供超份量的肉品和精選的葉菜類

我的蒜皮小食！」

與丸漿類，肉品更是重達170公克，堪稱小火鍋

「 師 園 鹽 酥 雞 」 創 立 於1984年

之最，是無肉不歡族的首選。

師大夜市，不僅採用溫體電宰

new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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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丁靚鍋｜B2

雞肉、每日換新油，讓人能安
心 享 用 最 道 地 的 台 式 風 味！
陪你過一天，蒜一天！

旺萊甜爆漿車輪餅｜B2

Mr.雲創意食堂｜B2

最簡單幸福，最專業的紅豆餅！

手工老麵饅頭的碳烤香氣、滑

小時候總是看著阿公推著攤車到學校附近叫賣，

溜彈牙的麵疙瘩，「 Mr.雲」以

冬天賣紅豆餅；夏天賣鳳梨冰，所以學生們總愛

多層次又富變化的創意滋味，

戲稱阿公是旺萊伯。每每看到阿公把一顆顆熱騰

讓人走進 Mr. 雲，就彷彿走入

騰的紅豆餅或一碗碗消暑的鳳梨冰拿給學生時，

藍天白雲的舒適，嘴裡能品嚐著

學生臉上總是洋溢著滿足與歡樂的笑容∼我想這

如雲般夢幻多變又充滿創意的

就是一種簡單的幸福吧！現在就讓我們把這樣簡

料理！

單的幸福，用這台「希旺號」再次傳遞出去！
老日香餅舖｜B2

從新莊港碼頭到新月橋，從走街串巷的鐵馬到朱
紅招牌的店舖，祖孫三代傳承著「祈福、祭祖、
保平安」的米食文化。第三代將習得的技術注入
「老日香餅舖」，將記憶中先父的手藝摻入米中，
給潤糕帶來了多種風味。飄著果乾香的潤糕，成
為新一代的低脂健康點心，也成了我們問候父母
健康的懷舊美食。

四葉關東煮｜B2

「一口湯，溫暖你的胃，也溫暖你的心。」
夜裡透露出的溫暖光線、食材烹煮冒出
的炊煙，「四葉關東煮」以一貫日式屋
台風格的氛圍，希望能溫暖每個人的胃
和疲憊的心，讓吃東西也可以是一件簡
單而幸福的事情。

丼匠｜B2

德淶寶精釀啤酒｜B2

「丼匠」音同「丼醬」，秉持日本民族

「 DeLuxburg Beer 德淶寶精釀

的「匠」道的精神，利用獨特醬汁，堅

啤酒」的探索之旅，是從一口讓

持提供最道地的日式丼飯，讓人意猶未

身體由衷讚嘆的啤酒開始的。

盡、不可自拔。

口感滑順、自然回甘，麥香充

康喜軒金牛角｜B2

溢口頰之後，味蕾在微妙甜美

「 康 喜 軒 」 抱 持 著「 用 心 」、「 愛 心 」、

中逐漸甦醒，漸漸感受到分明

「專心」、「良心」生產每款產品，更將在

的層次。哇！啤酒的口感竟可

地的三峽老街文化融入到包裝禮盒中，讓

以如此豐饒！

人除了能品嚐到口感獨特的金牛角之外，
也能進而了解三峽老街的文化與故事。

「 Pipijudy 」由 pipi 和 judy 兩個字組成，靈感
來自於設計師對親人直接的稱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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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gyan
new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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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

之選

登場

新櫃

Pipijudy x SameSame｜ 3F

35

selection
of
gourmet

自內心喜歡的美好來創作，給配戴者一個真心的
飾品體驗，並且以素雅、無過多雕飾的風格來詮
釋，因為簡單，所以永恆。
「 SameSame 」品牌以「相同=不相同」為構想，
讓每個人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獨特，屬於你的飾
品。為了實現這樣的想法，講求配色的協調性及
配戴的舒適度，並選用了14K包金、925純銀結
合天然半寶石。我們並不一樣，但追求美，我們
卻是一樣的，只為了最好的自己。

SISJEANS｜ 1F

天仁茗茶｜B2

黑面蔡｜B2

特價100元│原價110元

加購價10元

炟客拿鐵

黃金鮮蔬湯滷 經典白玉蘿蔔
加購價40元

稻禾烏龍麵｜B2

烏龍麵套餐優惠
特價150元│原價210元

About SISJEANS

香濃鮮奶加上重焙火的烏龍喉韻，茶香奶香一飲

精緻化的方式，呈現傳統飲食美味，以多樣蔬

承襲丹寧布料多變的特質，SISJEANS保留牛仔

任一款烏龍麵加價150元即可升級套餐，套餐內

而下，絕對齒頰留香。

菜、新鮮食材，滿足對於健康與美味的需求。

容包含：野菜天婦羅、三種綜合小菜及飲品。

小確幸｜B2

正濃紅茶牛奶＋經典烤起司三明治

Akuma caca｜B2
起司蛋糕＋桂花拿鐵

德淶寶精釀啤酒｜B2

推薦價135元

特價260元│原價300元

麥嘎拉格大麥、海島小麥、寒冬暖暖、

台灣人最熟悉的紅茶牛奶，茶奶比例完美均衡，

紮實而綿密的起司蛋糕，在舌頭上慢慢地化開，

搭配外皮香酥、內餡濃厚，擁有起司瀑布的經典

再搭配檸檬扎片的酸甜香苦 ，融合在一口之中，

服裝所具有獨特陳舊的工藝特質，將以往被定
義為休閒風格的丹寧面料，進一步運用多變的
時裝款式，兼容時下流行的元素，創造出屬於

SISJEANS於流行女裝市場的獨特性。

烤起司三明治，這就是小確幸。

這時再來一杯桂花拿鐵，那就更完美了！
（桂花拿鐵冷熱皆可，服務費另計）

德淶寶精選酒款7選6禮盒
黑帽波特、桂花紅啤、IPA、橘香龍眼蜜啤酒
特價1,200元｜原價1,500元

100%純麥釀造，使用尊貴SAAZ啤酒花，德國
傳統啤酒純淨法，調和出完美的香氣和色澤，引
領精純鮮釀啤酒品飲文化。喝出健康，豐富歡沁
台灣這片土地！

禁止酒駕，未滿18歲禁止飲酒

Y2S｜ 1F

ZuWATCH｜ 2F

「 Y2S 」是台灣知名紡織家族南杰纖維自創的丹寧

自選錶殼、錶面、錶帶訂製自組腕錶，誠品生活

配件品牌，從高端丹寧布料的開發到商品設計、製

松菸店「 ZuWATCH 」形象櫃位即將開幕！凡

造，都在台灣完成。丹寧是時尚不可缺乏的經典元

11 月至櫃位購買任一錶款，即現場贈送背蓋或

素，「 Y2S 」讓丹寧變得更生活化，除了日常的各

錶扣客製化文字雷雕。能自己選擇的，才是專屬

式丹寧包款，漁夫帽外，只要是Life style，它就無

品味！

所不在。Whatever you want, we give you denim!

KIKI THAI｜ 2F
咖哩炒香蟹

明吉｜B2

碰咕食米漢堡｜B2

推薦價580元

推薦價150元

推薦價119元

秋蟹季節來臨，飄散著咖哩香氣的南洋風味炒

去骨醬烤雞腿肉搭配清爽凱薩沙拉，簡單又低熱

傳統道地韓式風泡菜湯麵，在秋冬季節裡，更顯

蟹，歡迎來品嚐。

量的美味新選擇。

溫暖與美味。

烤雞腿凱薩沙拉

韓國泡菜湯麵

之選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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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電影院

eslite
art house

11.15 [ 四 ]

11.30 [ 五 ]

坎城影展．殿堂
誠品電影院首創的坎城影展特別放映活動，今年
邁向第三屆之際，選片上更從以往鎖定於「正式
競賽片」單元，擴展至「特別放映」單元、「一
種注目」單元與會外平行單元「導演雙周」。本
年度片單包含奪下本屆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的《沒
有煙硝的愛情》
；榮獲最佳男演員的《狗奴人生》
；
睽違多年重返坎城的拉斯馮提爾爭議之作《傑克
蓋的房子》
；獲頒「一種注目」單元最高榮譽的
《邊境奇譚》
；奪下「導演雙周」最佳影片的《高
潮》等等……。更多坎城影展影片期待於大銀幕
於影迷相會。

怪獸與葛林戴華德的罪行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Fantastic Beasts: The Crimes of Grindelwald

More Than Blue

系列電影續集場景將從紐約發展至法國巴黎，由

張 哲 凱（ K ） 和 宋 媛 媛（ Cream ） 兩 人 自 高 中

J.K.羅琳繼續擔綱編劇重任。為了阻止葛林戴華

失去家人後就成為彼此最親密的朋友、唯一的家

德的陰謀，鄧不利多招來答應協助他的前任學生

人，他們相愛相依，卻不是戀人，只因 K 不定時

紐特斯卡曼德，然而紐特對任務的危險性卻一無

復發的疾病讓他不敢承諾！他決定隱瞞病情，擅

所知……

自為心愛的人找到其他可以託付一生的對象……

▌《怪獸與牠們的產地》續集 ▌

12.7 [ 五 ]

▎翻拍韓國賣座片《最悲傷的故事》▎

12.14 [ 五 ]

12.21 [ 五 ]

寡婦

美麗男孩

邊境奇譚

Widows

Beautiful Boy

Border
海關檢查員提娜擁有一項不尋常的「嗅覺天賦」
：

四個原先生命毫無交集的女人，唯一的共通點就

自從兒子尼克（提摩西夏勒梅 飾）因吸毒反覆

只有她們死去的無能丈夫都因犯罪行為而欠下了

進出勒戒所後，大衛（史提夫卡爾 飾）的家庭

她能嗅出人們內心的羞恥、害怕和罪惡感。提娜

一屁股債給她們。現在，她們決定必須要拿回人

也隨之崩解，他越是想把兒子從黑洞中拉出來，

因醜陋的面貌與充滿疤痕的身體，讓她充滿自卑

生主導權，打造一個自己能夠主宰的未來，親手

卻反而將他越推越遠，更讓妻子獨自陷入自責的

而離群索居，直到遇上一樣其貌不揚並擁有相同

了結丈夫們未完成的劫案……

悲傷中……

嗅覺天賦的沃爾……

▌《自由之心》導演史提夫麥昆新作 ▌

▌《愛的餘燼》導演又一感人作品 ▌

▌「一種注目」單元最佳影片 ▌

點亮日常生活
推薦商品

誠品點好好用

點亮日常生活 11.1
thu.

mon.

12.31
小米｜小米手環3

活動期間，使用誠品點兌換點數專區任一商品，
即可參加「跳脫日常─月月抽」抽獎活動。

市價$865／誠品點：500點 + 799元

立即
參加

11月夢幻大獎

「伊萊克斯─咖啡機」
12月夢幻大獎

「ATH-UN1耳罩式耳機」

注意事項 ─

FIZZICS Waytap｜智能啤酒機
市價$4,599／誠品點：990點 + 1,999元

此活動需先登入迷誠品方能參與點數兌換 (首次登入請先註冊網路帳號)。●每筆點數兌換筆次視為一次抽獎機會，每人每卡不限抽獎機會。●活動僅適用

●

於台灣申辦之誠品人或累計卡友，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商品兌換為誠品點即時扣抵，兌換完畢後，信箱收取點數兌換成功通知函才算兌換完畢。●若因不可抗拒因
素，取消點數商品兌換，該筆次的抽獎序號資格將同步取消。●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或誠品人APP【會員專區】中查詢。●誠品保留活動內容變更、修改及最後解
釋之權利。●活動詳情請見迷誠品網站https://meet.eslite.com/

全館消費資訊
11.15 Thu. - 11.22 Thu.
點點成金
誠品點換購物金

11.15 Thu. - 11.30 Fri.
肖年頭家
夢想嘉年華
購物金回饋

11.15 Thu. - 1.2 Wed.
冬季新旅程
誠品人獨享抽
本活動不需至
顧客服務中心登記兌換

special
campaigns

兌換地點│B2顧客服務中心

11.15 Thu. - 1.2 Wed.

500點，

誠品人會員扣誠品點

10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可累積兌換。

即可兌換「

【本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或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

生活美學
誠品人專屬禮

至B2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 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間：2018.11.15 Thu.－ 2018.12.16 Sun.止，逾期無效，抵用券詳細使
用方式請見券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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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後恕無法取消及退回。● 兌換會員相關贈禮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
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方可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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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誠品人APP行動
會員卡直接進行折抵。● 本券為無償發行之電子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 使
用電子抵用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及其它活動之累計消費金額。● 本券請自行保
管，恕不退換、找零、不另開立統一發票。● 本券限誠品生活松菸店使用，惟不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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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F-誠品書店。

500元，

11.15 Thu. - 1.2 Wed.

50元抵用券」乙張。

暖心回憶
全館滿額禮

● 抵用券使用期間：2018.11.30 Fri.- 2018.12.2 Sun. 止，逾期無效，抵用券詳細使用方
式請見券面說明。● 每人每日限贈乙張，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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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living project 3F-誠品書店。● 抵用券使用範圍：肖年頭家夢想嘉年華@松菸文創廣
場市集活動。● 單筆消費滿500元，方可使用抵用券乙張。● 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
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使用抵用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及其它活動之累
計消費金額。● 抵用券請自行保管，恕不退換、找零、不另開立統一發票。

250,000元，即贈「 iPhone XS Max 64GB 」乙台。

滿

（價值39,900元，限量2台）。

80,000元，即贈「宜蘭傳藝老爺行旅精緻客房住宿

滿

憑證」乙張。（價值8,580元，限量7張）。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消費累計

30,000元，即贈「莫泰藝術親拍與教學體驗
黑白軟片30組」兌換券 乙張（價值3,950元，限量18張）。

滿

內含｜ 1. 莫泰藝術劉秉儉老師親拍與教學體驗（135M/M ）黑白軟片30
組（底片全數提供）2. 從中挑選一張放大5X7製作絲絨面相紙及白色卡
紙裝裱（以上贈品不含黑白銀鹽沖洗放相體驗及電子數位掃描檔案）
● 每卡每日限換乙張，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請於 2019.2.28 Thu. 前憑兌換券
至 誠 品 生 活 松 菸 店 2F- 莫泰藝術兌換。● 本活動恕不與「夜夜相伴 滿額贈抵用券」、
「 1314 約會滿額禮」、「時光小屋夜燈 冬季暖心禮」、「境外旅客限定」、「生活美學 誠
品人專屬禮」、「星想事成 全館滿額禮」、「繽紛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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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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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元，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

11.23 Fri. - 11.30 Fri.

即有機會抽中「日本精品級航空公司星悅航空，台北

─北九州雙人來回機票」（價值36,000元，共15組）。

星想事成
全館滿額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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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1 Fri.公布於迷誠品，並由專人電話通知中獎與領獎，領獎時須持與中獎人相同姓
名之身份證明文件至指定店別顧客服務中心進行領獎作業，領獎資格將自中獎名單公佈起保
留一個月，未於期限內於誠品指定店別報到，視同放棄兌獎資格。● 根據中華民國稅法規
定，機會中獎獎品市值超過1,001元(含)以上者，本國中獎人需填妥個人所得收據憑證，附
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始得以領獎，機會中獎獎項市值超過20,000元(含)以上者，本國中獎人
需填妥個人所得收據憑證，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並繳交10%之獎品稅金，方可領獎；外
籍人士(含大陸人士)不論機會中獎獎品市值，皆需填妥個人所得收據憑證，附上護照正反面
影本，並繳交20%之獎品稅金，方可領獎。註：外籍人士(含大陸人士)若在台居留達183天
以上須檢附在台居留證，則視為本國中獎人。● 星悅航空來回機票之行程詳細使用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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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 Fri.2.11 Mon.。● 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誠品人會員全館當日消費累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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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夜相伴 滿額贈抵用券」、「1314 約會滿額禮」、「時光小屋夜燈 冬季暖心禮」、
「境外旅客限定」、「暖心回憶 全館滿額禮」、「星想事成 全館滿額禮」、
「繽紛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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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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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Phone
XS Max 64GB 」為公司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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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宜 蘭 傳 藝 老 爺 行 旅 精 緻 客 房 住 宿 憑 證 」， 憑 證 使 用 期 間：2018.12.1 Sat. 2019.5.31 Fri. 之平日，假日、連續假日及農曆春節期間恕不適用，憑證逾期無效。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贈「肖年頭家夢想嘉年華

special
campaigns
for eslite members

12.1 Sat. - 12.16 Sun.
活動詳情請掃QR CODE

繽紛聖誕
全館滿額禮

2,000元，

活動期間全館當日消費，單筆滿
即贈「

BUWU 三角收納袋｜夜幕」乙只。

（價值390元，限量100只）

● 每卡每日限換乙只，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 本活動恕不與「夜夜相伴 滿額贈抵用券」、「1314
約會滿額禮」、「時光小屋夜燈 冬季暖心禮」、「境外旅客限定」、「生活美學 誠品人專屬禮」、
「暖心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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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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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元，

活動期間全館當日消費，單筆滿

Kamill 聖誕幻彩限定套組（紅色款）」
」乙組。
或「 Kamill 聖誕自然限定套組（綠色款）
即贈「

（價值268元，總共限量200組）

● 每卡每日限換乙組，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 贈品採隨機贈送，恕不挑款。 ● 本活動恕不
與「夜夜相伴 滿額贈抵用券」、「1314 約會滿額禮」、「時光小屋夜燈 冬季暖心禮」、「境外
旅客限定」、「生活美學 誠品人專屬禮」、「暖心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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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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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 Tue. -1.2 Wed.

憑全館當日不限金額消費發票，

幾米插畫年曆組
加購禮

誠品獨家設計，讓幾米陪伴您度過2019年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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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含｜ 2019年單張年曆海報＋手帳貼紙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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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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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元加價購得「幾米插畫年曆組」乙份，

即可以

尺寸｜海報：(W)35×(H)50cm、貼紙：(W)15×(H)21cm
●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加價購僅接受現金 誠品禮券結帳，恕無法接受其他結帳方式。
● 圖像授權：墨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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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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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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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館消費資訊

special
campaigns

即日起 - 12.31 Mon.

境外旅客當日累計消費滿

境外旅客限定

贈禮內容請以B2顧客服務中心實際現場公告為準。

12.20

- 1.3

本活動不需至
顧客服務中心登記兌換

活動期間下載 Aligala APP 或列印紙本尋寶圖，至各大合作店家蒐

3款不同之配件或戳章，及誠品生活松菸店當日單筆300

集

「誠品生活限定版熊讚」乙隻。（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Thu.

凡於活動期間，尋找並拍下躲藏在誠品生活松菸店1F聖誕陳列點的

刷卡分期零利率
更多境外旅客優惠
請掃QR CODE

單筆消費滿 3,000 元以上

享 3 期零利率

2018.9.27 Thu - 2019.1.02 Wed.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見現場公告或詢問專櫃人員

單筆消費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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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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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9.27 Thu. - 2019.1.02 Wed.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當店刷卡消費累計滿額，需憑信用卡 ( 或手機行動支付畫面 )、同卡號簽單及消費
發票即可兌換指定滿額贈禮

滿 6,0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滿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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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80 份

滿 13,000 元贈

滿 13,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35 份

乙份，限量 3,000 份

滿 16,000 元贈

乙份，限量 1,0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滿 12,000 元

單筆滿 30,000 元

單筆滿 12,000 元

單筆滿 12,000 元

單筆滿 12,000 元

滿 12,000 元

且分 12 期，加贈

且分期，加贈

且分期，加贈

且分期，加贈

且分期，加贈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5,0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單筆滿 5,000 元
且分期，贈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乙份，限量 2,0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7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乙份，限量 2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50 份

「誠品生活限定版熊讚」，或與你蒐集到的派對熊合照，依「台北市商
業處-猴呷猴七淘 in Taipei 」臉書粉絲團指定貼文規則上傳照片參加抽

17款耶誕派對玩台北派對熊」！

獎，即有機會獲得「全套

● 詳細活動資訊請上「台北市商業處-猴呷猴七淘 in Taipei 」臉書粉絲團查詢。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12,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1,000 份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800 份

滿 25,000 元

單筆滿 12,000 元

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且分 6 期，加贈

單筆滿 30,000 元
且分期，贈

乙份，限量 5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單筆滿 12,000 元

滿 5,000 元贈

滿 20,000 元贈

簡約玻璃隨身瓶

誠品禮券 3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且分期，加贈
乙份，限量 500 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

尋找耶誕驚喜
抽獎活動

即可兌換「滿額好禮」乙份，

元消費滿額憑據，即可至店內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熊讚玩台北
集章活動
Thu.

8,000元，

●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本活動恕不與「夜夜相伴 滿額贈抵用
券」、「1314 約會滿額禮」、「時光小屋夜燈 冬季暖心禮」、「生活美學 誠品人專屬禮」、
「暖心回憶 全館滿額禮」、「星想事成 全館滿額禮」、「繽紛聖誕 全館滿額禮」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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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票金額兌換限誠品生活
當日單店消費發票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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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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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顧客服務
中心公告為準。

12.7 Fri. - 1.3 Thu.

兌換地點│B2顧客服務中心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20,000 元贈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贈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600 元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5,000 元贈

滿 20,000 元贈

折疊旅行包

誠品禮券 300 元 誠品禮券 6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乙份，限量 600 份

滿 40,000 元贈
乙份，限量 160 份

2018.4.12Thu. -2019.3.31Sun.

刷銀聯享優惠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持卡號『62』開頭之銀聯卡於指定通路消費享：
● 全台誠品書店及誠品生活專櫃當日當店累計消費滿NT$3,000元(含)以上,即贈『誠品抵用券150元』乙份。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 使用『銀聯IC卡閃付/手機閃付』當日當店累計消費滿NT$3,000元(含)以上,即贈『誠品抵用券200元』乙份。

注意事項：●此活動每卡每日限擇一回饋一次，符合回饋資格者，需于消費當日持銀聯卡、同卡號消費刷卡簽單及發票至收銀台或服務台登錄領取。●誠品行旅、誠品表演
廳、誠品電影院票券、購買禮券、紅利折抵及儲值卡加值恕不列入消費金額累計。●誠品及銀聯國際保留活動與贈品更改或終止權利，如有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準。

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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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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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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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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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it 金融卡 / 聯邦銀行
VISA 金融卡、商務卡 / 滙豐銀行 VISA 金融卡、公司卡及商務卡 / 華南銀行 VISA 金融卡、JCB 晶緻悠遊 DEBIT 卡恕不得參加刷卡滿額禮活動。●以上活動刷卡消費恕
不跨店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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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台灣大哥大；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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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街口支付及 Line Pay 消費恕不得兌換刷卡滿額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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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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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