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額回饋

6.05 Wed. - 7.02 Tue.

美好生活
專屬禮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SPECIAL
OFFER

50,000元，
±0正負零XQS-D330 循環扇 乙台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可兌換

（價值3,490元，限量50台，款式顏色隨機贈送）

200,000元，
美國FRIGIDAIRE FDW-6002TF桌上型智慧
洗碗機 6人份（升級款）乙台（價值29,900元，限量10台）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可兌換

●各門檻每卡/每日限換乙台，消費金額不得合併累計計算，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美國FRIGIDAIRE FDW-6002TF桌上型智慧洗碗機 6人份(升級款)」商品需進行專業安裝，無法於現場兌換領
取，後續出貨(除離島外皆可配送)、安裝、維修、保固等將由台灣區總代理美第股份有限公司所指定之合作廠商提供
服務，相關兌獎辦法將於臨櫃兌獎時提供紙本說明，更多商品訊息請見品牌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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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 Wed. - 7.02 Tue.

誠品人獨享
暢遊寶島滿額抽

1,000元，即可獲得 抽獎機會乙次，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

2,000

元兩次……有機會抽中：

滿

獎項內容：
「華信航空 國內線不限航點雙人來回機票」(價值9,212元，共15組)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旅人客房住宿招待券」(價值10,560元，共12組)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星光主題客房住宿招待券」(價值15,180元，共5組)
「瓏山林蘇澳冷熱泉度假飯店 住宿含早餐招待券」(價值19,990元，共12組)

●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不需至贈品處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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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12 Fri.公布於迷誠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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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屬機會中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請見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明。
●獎項兌換詳細使用規則，使用日期及其他負擔費用等，皆以迷誠品說明為主。
●領獎期間：2019.7.12 Fri.-8.12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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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活動詳情

6.11 Tue. - 7.02 Tue.

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好所在

華信航空
國內線不限航點雙人來回機票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星光主題客房

瓏山林蘇澳冷熱泉度假飯店
西式套房

旅人客房

36,000元，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可兌換

誠品行旅 雅緻客房住宿乙晚(價值20,196元)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次。
●本活動不需至贈品處登記兌換，採系統計算消費金額後贈送APP電子兌換券，將統一於2019.7.15 Mon.以
APP COUPON券型式匯入【誠品人APP】會員帳戶內，同步於匯入時以簡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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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與「美好生活 專屬禮」、「體驗台灣好物 會員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
●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 升等誠品人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
●兌換券使用期限至2019.12.29 Sun.，本券限週日至週四入住，若欲週五或週六入住，每房需加價1,000元，
使用規範詳見APP電子兌換券說明。

6.11 Tue. - 7.02 Tue.

體驗台灣好物
會員滿額禮

3,000元，即可以250元加價購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滿

5,000

或滿

元，即可兌換

誠品生活×阿原經典肥皂禮盒（四入）乙組

（價值1,280元，內含：艾草皂100g、月桃皂100g、綠豆薏仁皂100g、紫草洛神皂100g）
一塊肥皂如風般悠悠安撫著城市焦躁的人心，阿原以台灣製造為榮，
強調對土地自然環境的關懷，堅持台灣味的青草藥與繁體字的文創包裝，
融入生活經驗與天地對話，延續有溫度的感動良品，享譽國際。

●加價購：每張發票限加購乙份、滿額贈：每卡/每日限換乙份，全台限量5,020份，兌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講堂；5F-誠品畫廊、靜思書軒、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eslite TEA ROOM；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B2F-誠品
酒窖、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
●不可與「美好生活 專屬禮」、「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好所在 」活動重複兌換。
●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
●加價購僅接受現金 誠品禮券結帳，恕無法接受其他結帳方式。

designed by

兌換地點│信義店B1F贈品處/ 商場閉店後請至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

6.05 Wed. - 7.02 Tue.

幸福加倍
專區禮

10,000元，
即可兌換 SAHOLEA森歐黎漾淨平衡茶樹勁涼蓬鬆抗
屑洗髮精480ml乙瓶（價值780元）
於1F/2F當日累計消費滿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瓶，限量870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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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6日滿千送百活動」、「美好生活 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6.05 Wed. - 7.02 Tue.

藝賞生活
專區禮

3,000元，

於B1F/4F/5F當日累計消費滿

幻‧彩‧影 萬花筒特展貴賓票乙張（價值300元）
或 幾可亂真 ｜超寫實人體雕塑特展貴賓票乙張（價值350元）

即可兌換

5,000元贈兩張。

滿

●每人/每日限兌換兩張，各限量700張，隨機贈送恕不挑選，兌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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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6日滿千送百活動」、「美好生活 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信義店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計算。●兌換贈品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於活動核對。●所有贈品活動依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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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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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信義店 1F

200 點

6.05 Wed. - 7.02 Tue.

123手創館｜5F

限時換生活好物

手作課程現金抵用券200元

誠品人點數，一點一點成長，構築

價值200元︱限量150張

生活夢想，兌換累計幸福能量。

400 點

250 點

Aykasa | 4F
Aykasa摺疊籃 S （2入）

cubic cross｜5F
精選繡片

價值280元︱限量110組
（憑此商品包裝內紙卡至櫃上消費可享9折）

價值400元︱限量75個
（軍綠、橄欖綠、鮭魚粉、榛果可可，四種顏色

隨機出貨）

1000 點
650 點

沐時光｜5F

Jardin d'Aura歐若莊園｜B1F

價值650元︱限量50瓶

價值800元︱限量38張

無患子碗盤液體皂500ml

夏日調香體驗券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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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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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德生活-TENCEL60s雙人兩用被四件/卡門花園兌換券

價值1,600元︱限量19支 （顏色以現場實際狀況為主）

6.05 Wed. – 6.10 Mon.

價值1,100元︱限量28雙
(黑/紅兩款顏色隨機出貨)
代代相傳的【若狹塗箸】是全日最著名的漆筷, 傳
統工藝師使用貝殼花樣，象徵美好和幸福。

伊德生活 IDE'E LIVING｜B1F

一曲彎緹花布油桐花傘

6日

FUKU FUKU｜4F
若狹塗箸 – 貝砂金

5000 點

Prolla｜B1F

限時加碼活動

首

800 點

價值5,980元︱限量5張

10,000元現抵 1,000元；
2,000元，以此類推

單櫃單筆消費滿
元現抵
滿

20,000

1F

JOURNAL STANDARD｜Barbour｜Les100ciels｜BAGMANIA｜NIKE｜MIRROR｜Winnie Jewelry｜
ASH｜Urban Lazy｜Gianni Chiarini ｜Single｜Y-3｜HANASHINJU華真珠｜KAZUO｜Tiimec

2F

Bannies Pashmere｜Dienes Silver｜les nez香鼻子｜La boite樂盒｜SUMDEX

4F

humming ｜框框｜ Ultrahard 超硬｜ Février 菲芙利｜ Aykasa ｜賽先生科學工廠｜ Doughnut ｜ Beau
Jewelry｜白房子｜ I WANT SWEETS 愛望英國糖果屋

5F

拼圖總動員｜i Baby｜彩虹森林｜大地之愛｜AQmore｜CiPU｜Old Soles｜化石先生

B1F

AHAVA｜KARITES乳油木之家｜STORY皮套王｜Be*U｜PEPPER'S｜SIELE｜ALLOYA｜BsaB｜TOOT｜
傢作GAZO｜伊德生活｜奇蹟莊園｜嘉丹妮爾 Vecs Gardenia｜COWA｜歐若莊園｜UNIcolor

B2F

MagiPlanet 星球工坊爆米花｜茶粒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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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消費滿 6,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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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12,000 元贈

滿 18,000 元
且分期，加贈

乙份，限量 7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6,5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乙份，限量 2,000 份

乙份，限量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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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 V I S A金 融 卡 同 享

滿 3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600 元
滿 6,000 元贈

乙份，限量 200 份

享 12 期零利率

2019.4.03 Wed. - 7.02 Tue.

銀行刷卡滿額禮

誠品禮券 200 元

單筆消費滿 12,000 元以上

享 6 期零利率

乙份，限量 2,5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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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見現場公告或詢問專櫃人員

滿 6,5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15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13,000 元贈

滿 13,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乙份，限量 2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15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38,000 元贈

單筆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3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乙份，限量 600 份

誠品禮券 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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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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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份

乙份，限量 1,1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13,000 元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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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12,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乙份，限量 2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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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分期滿 5,000 元贈
※ 僅限分期刷卡兌換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8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分期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 6/05-7/02 限定兌換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700 份

誠品禮券 4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滿 1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400 元
乙份，限量 12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5,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即日起 -2020.3.31 Tue.

刷銀聯享優惠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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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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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每卡每日限擇一優惠兌換乙次。●符合回饋資格者，需於消費當日持銀聯卡、同卡號消費刷卡簽單及發票至服務台登錄領取。●此活動僅適用於卡片帶有
銀聯標誌，且卡號以62、81開頭之銀聯卡。●誠品行旅、誠品表演廳、誠品電影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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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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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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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店消費累計，超過金額無法累計兌換，下述消費恕無法累計兌換：誠品畫廊、誠品講堂、B2F- 屈臣氏 Wats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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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企劃 Special
Feature

如果說日本製造是與生活共存的和諧簡約、瑞士製造是品質保證的精確穩固，那台灣製
造應該要如何形容呢？曾替全球代工的MIT，從低廉粗糙華麗轉身，憑藉品牌主理人們
根植島嶼的敏銳與熱情，賦予各式商品新的特色與定義，跟著特別企劃的腳步認識指標
人物的推介，在時裝、生活雜貨、香氛保養及美食裡，望見台灣精采軟實力！

台灣設計關鍵字
企劃─ 張家萁 │ 設計─ 傅文豪 │ 插畫─ 羅寗

FashionGuide內容編輯暨
評鑑處總監

《小日 子》雜誌發行人

盧介華

劉冠吟
2

曾在媒體、金融等相關產業工作，最想做

擁有超過二十年的美妝資歷，撰寫過數百
萬字美容相關報導與評論文字，亦曾深訪

的還是貼近台灣生活的事，喜歡不斷地嘗

25個台灣自創美妝保養品牌集結成書，展

試，喜歡停不下來的人生。

現台灣美妝品隱形冠軍的能量。

#生活化的日常實用

#親切的土地風景

別於其他國家較多天馬行空的創作，台灣設計的商品與生活相當

近年台灣保養品牌發展，講求透明化成分，研發順應氣候和我們

貼近，也貼近民眾注重日常實用性的消費喜好，將彼此共同的生

的膚質，取材用料多來自日常可見、食用的植物例如民間熟悉養

命經驗轉化成製作理念，成為能一眼辨識出的設計細節。

顏的薏仁，讓肌膚除了涵養美麗，也飽含台灣的自然模樣。

我的台灣好物清單

1

我的台灣好物清單

1 印花樂│美味台灣餐墊

5 茶籽堂│肖楠葉修護手霜

台灣美食結合環保餐具，捲和收的設計易收納，展開即為餐墊，

添加12%苦茶油及台灣特有種肖楠葉萃取純露等，沈穩木質香兼

使用方便，亦能展現獨到品味。

帶花果清新氣息，是男女都適用的中性香調。

2 厝內TZULAï│紅龜粿盤

6 阿原│白鶴草皂

融入台灣老磁磚圖案還有小紅龜的陪伴，露營、野餐便於攜帶當

白鶴靈芝花形很美猶如白鶴展翅，葉子則是清熱降火青草茶中的

小砧板或盛器。

3

味清新悠揚。

4

精彩訪談 | 更多好物

一味，兼具觀賞及食療保健，這款皂還另添加廣藿香等精油，氣

精彩訪談 | 更多好物
厝內TZULAï│雙層泡麵碗

物外設計│黃銅筆

綠藤生機│活萃修護精華露

5

北緯23.5│紅薏仁白潤凍膜

《 ELLE 》雜誌總編輯

6

盧淑芬
《 ELLE 》國際中文版創刊即加入編輯團
隊，從巴黎、米蘭時裝週… 繞著地球跑的

28年時尚採訪經驗，也長期關注報導台灣
時裝設計師，從編輯一路成為時尚雜誌總

神農生活╳食習執行長

編輯，可謂台灣時尚雜誌界最資深的時尚

范姜群季

編輯者！

#舒適無負擔的剪裁用料╳各種可能的

以「好好吃飯、好好生活」為核心，經營

跨界創作

House+Cafe since 1910、小山丘私廚火鍋等
文青熱點。

因應台灣消費者常以舒適作為第一判斷，故台灣服裝設計師在剪

#遍地開花的獨到滋味

裁用料上多不造成穿衣者的負擔，帶點寬鬆自在的設計方向。而
台灣內需市場規模小，導致服裝設計師在地發展受限，但也刺激

日治時期作工繁複的宴席菜，二戰後物資缺乏尋找地方食材，造

出設計師們強大的適應力，「跨界」已經是他們理所當然的必

7

就大街講究鍋氣的台灣味，工商社會交通發達，加工產品大量製

須，像是時尚與音樂藝術跨界的「嘻哈故宮」在故宮南院的精采

造，迄今大眾市場逐漸裂解，開啟小眾的美好年代，餐廳遍佈在

演出，甚至今年的屏東燈會，都有時尚設計師將專業的創意能量

小巷弄、舊式公寓，美味的溫度讓愛好者緊緊跟隨，像亞維儂藝

灌注到不同領域的絕妙發揮。

術節的表演在各個角落熱鬧上演！

我的台灣好物清單

我的台灣好物清單

7 李倍Dleet

3 養牛耕田自然米

同時也是我的
夢幻品牌推薦

《 ELLE 》10年前首批報導的台灣新銳設計師，服裝的特色為男

與牛耕藝術家李春信合作，採用自然牛耕技術種植稻米，將藝術

女都可穿，在當時已是相當創新的設計方向。夏天到了，擁有一

量化，成為餐桌上的珍饈。

件立裁技巧強大的襯衫相當合適。

4 阿娟姐客家福菜

8 JOLIN WU
也是《 ELLE 》首批關注的服裝設計師，作品總能瞥見童趣浪漫

吃飽陽光的芥菜，漬上鹽巴醃成入湯後的味甜甘美。

的帥氣，擅長將男女裝的元素混搭，擁有獨樹一幟的美學特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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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農生活╳食習│極品干貝醬

神農生活╳食習│蒸肉粉

精彩訪談 | 更多好物

6.05－6.10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 全館滿

3,460元｜原價3,940元

特價

以清新海洋藍為主色，搭配不同材質的氣球款
式，給人心曠神怡的夏日氛圍。

B

LaBoite樂盒｜2F
Lumio 書本燈

6,600-9,800元

A

推薦價

闔上時是一本質感精裝書；翻開書本，隨即變成
一盞充滿設計感的造型燈，輕便實用帶著走。

C

Pato Pato ｜5F
馬卡龍益智軟積木

B

299元｜原價450元

特價

結合拼圖排列、積木堆疊的多功能的療癒色系組
合，外出也能隨身攜帶使用。

C

02

01

06

03

04

07
08

05

01

cubic cross｜5F
手提托特包 大/小

02

980元／380元｜原價1,300元／600元

599元｜原價1,080元

04

沐時光｜5F

賽先生科學工廠｜4F

After School－透明魚標本製作討組
特價
元｜原價850元

699

布花圖案靈感來自台灣城市的風景，像是鐵皮屋的線條、牆角被
雨水侵蝕的斑駁，都是生活的美感養成。

06

昇華純真時刻

炎熱夏日清爽藍、綠、黃色指甲水繽紛指尖，水性無毒不用去光
水，泡溫水即可剝除。

挑選繽紛配色，陪伴歡度悠閒周末。

Deco達開｜2F
JainJain減簡手制(綠方格系列)
特價483-1,176元｜原價690-1,680元

10
擁抱赤子之心，

特價

搭配限定刺繡燙片

03

AQmore｜5F
小鴨出遊去

特價

美好年代選物集

O!Balloon｜1F
THE OCEAN 海洋

刻畫生活想像，屬於不同世代的美好物件

從「台灣好物」出發，尋找「食、用、穿、享」四種美學觀點，帶領大家認識在地設計與生活品牌。

A

5,000送500

全台
最低價

05

我是貓／記錄亞洲之心－台灣景點照片（AJR300-107／300片拼圖）

459元｜原價690元

特價

透過本製作套組的步驟說明及內容，製作屬於你自己的透明魚標
本。

植物方塊｜5F

拼圖總動員｜5F

台灣畫家－我是貓，以貓咪為主角，旅行台灣必遊景點，留下難忘回憶。

豬造型植栽

JEKCA｜4F
JEKCA柴犬

溫泉茉莉皂+溫泉金盞花皂+溫泉橙花皂各乙個

特價

特價

特價

不需土壤也能種植物！無土栽培盆栽，此趣味植栽自己塑形上
色、搭配多肉植物。

JEKCA是一款積木玩具，以動物系列為主題，以真實動物等比例設計，組裝完
成栩栩如生，充滿療癒力。

沐時光溫泉花皂組

1,200元｜原價1,350元

沐時光手工皂堅持無添加香精、色素，在皂外型、設計呈現植物
原味本色，一起愛地球愛大自然！

07

880元｜原價980元

08

1,590元｜原價1,990元

信義
獨家

20

01
02

03

揮灑綺麗日常，

04

妝點花漾年華

01

Urban Lazy｜1F
RAW水晶原礦手鍊

2,480元｜原價2,880元

特價

Urban Lazy經典水晶原礦，保留水晶原始的紋理與結晶簇，每
一顆都是獨一無二的自然生成結晶狀，優雅不羈。

02

KAZUO CRAFT｜1F

06

9

女鞋訂製同款優惠 折
堅持全程手工製作，針對每位客戶作細節的變化與調整，達到完
成的客製化、結合個人生活風格的皮鞋。

03

05

07

TAIWANIZE｜B1F

08

鸚鵡博古圖花布

2,480元

推薦價

獨特彈性機能棉料，結合台灣文化設計，搭配專屬東方版型，讓
你穿得舒適有型!

04

D'SHOWROOM｜B1F
金屬提環鞍馬包

2,250元｜原價3,100元

特價

時尚必備包型，簡約設計卻蘊藏多處點睛細節，顛覆一般翻蓋
設計，以拉鍊呈現，可手提、單肩、側背，風格乾淨俐落。

05

YU-PENG SHIH｜B1F
率性優雅多層大擺紗裙

3,980元｜原價6,980元

09

19

信義
獨家

特價

06

SIELE｜B1F
SIELE 晶透皙白凝膠
送RG瓷肌光采DD霜(自然色)
特價999元｜原價1,960元

21

20

多層紗裙，擺度優雅，舉手投足散發出迷人風采。

新品

晶透皙白凝膠使肌膚煥然一新水嫩透亮，助於後續保養精華吸
收。搭配瓷肌光采DD霜給你自然裸妝與防護力，上妝保養一
次完成。

07

22

O'right歐萊德｜2F
茶花控油洗髮精1000ml+零度C沐浴乳1000ml
特價2,400元｜原價3,240元
6.5-6.28購買組合加贈枸杞抗老一日體驗組

茶花控油洗髮精，深入洗淨頭皮過多油脂，秀髮保濕柔潤，輕
盈無負擔；搭配零度C沐浴乳，有效去油、潔淨身體同時緊實
肌膚，清新洗感享受舒活沐浴體驗。

08

FUKUFUKU JEWELRY｜4F
Foterra

8

信義
獨家

19

來自夏威夷珠寶系列通過風景攝影和飾品設計來讚歎世界的美
麗，製成可穿戴攝影藝術品。

空氣鳳梨

425元｜原價500元

特價

空氣鳳梨的可愛模樣，讓人想把焦點放在他身上，紓解工作壓
力，帶他回家讓它在辦公室裡陪伴你度過工作疲累的心情吧！

2,560元｜原價2,860元

元 ｜原價19,800元

特價

如同氣球般逗趣可愛，細細的鍊子就像是手中那條線，承載著妳
最美好的想像力

20

JIA PLUS｜2F
JIA-日嚐鍋具組_炒鍋(贈鍋鏟&鍋蓋架)
特價3,150元｜原價3,580元

榆果傢飾｜2F

多肉植栽三段觸控式鏽鐵燈

13,800

特價

奇比植作 X ISHA Jewelry ｜ 4F

21

天然緬甸翡翠耳環

折

09

Winnie Jewelry｜1F

榆果為冰冷的人造花賦予盛開暖度，與空間共構出特有美好，
於虛實間訴說永恆，顛覆大眾對傳統花藝的刻板印象。

22

新品

深澤直人細膩觀察器具使用的直覺和慣性，以傳統材質打造經典
炒鍋，導熱快且均勻，適合中華料理大火快炒的烹煮手法。

與你｜4F

炭燒質感木盤

999元｜原價1,200元

特價

炭燒手感木盤火燒灼後的原木，呈現自然的紋理，沉靜樸拙之感

6.05－6.10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 全館滿

14
10
13

5,000送500

30
品 嚐 大 人 味
充實理想自我

10

17

15
11

16

OLIVIA YAO JEWELLERY｜1F
Pearl Fern
購買一對折300元｜單支販售2,500元

簡約線條，適合夏季時露出脖子與鎖骨的服裝搭配。

11

ALL BLACK｜B1F
Hi Scooped Shootie
特價2,580元｜原價3,980元

職場必備跟鞋，簡單俐落的無車縫設計，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
一天!

12

12

18

13

Les KARITÈS乳油木之家｜B1F
Lovea Nature可可&乳油木滋潤霜150mlx3
Lovea Nature純乳油木果仁脂 150ml
特價4,200元｜原價7,500元
BANNIES’ PASHMERE｜2F
漸層戒指絨方巾(夕暮黃)
特價2,280元｜原價2,980元

漸層橘黃色調如同夕暮下的驕陽，輕薄的戒指絨方巾，夏日穿
搭好單品。

14

肌因抗老修護微導膜能緊緻光滑肌膚，保濕修護；細白修護微
導膜給予肌膚深度細白亮采、淡斑提亮。

25

23

Nu+ derma｜1F
肌因抗老修護微導膜 &
肌因細白修護微導膜(任選50片)
特價5,999 元｜原價15,000元

26

15

Caspia lili｜2F
Donna曲線蕾絲魚尾洋裝
特價2,800元｜原價3,800元

品牌用經典簡約設計，組合出千萬種幸福的模樣，讓每個新娘
都有屬於自我風格的婚紗，演繹獨一無二的浪漫。

16
24

巢家居 Nest ｜2F

TRAVELER手提公事包 (依現場色為主 )
特價
元｜原價15,900元

11,800

ro x Milk Design再次聯手設計全新的─TRAVELER
Collection，以厚磅24oz帆布搭配柔軟的牛皮，帶來更優良的
質感及率性的都會風範。

40
沉浸每一刻，
享受愜意人生

17
23

卓也藍染｜5F

25

5,200元

5,200元｜原價5,900元

特價

「養身梅精系列-窈窕好氣色」，每天工作加班壓力大的你，最需要
適時補充元氣，在關鍵時刻幫助你恢復活力，順暢沒煩惱。

選用帶光澤的半透明面料，飄逸柔美浪漫氣息；領與腰點綴同
色系緞面布料，細膩光澤襯托出迷人的肩和腰，完美呈現神秘
迷人的女伶姿態。

特價

皮質背帶運用編織與復古五金搭配而成，可隨心出遊亦可出入
正式場合。

養生青梅精丸300g(大)+養生青梅精180g(大)

3,672元｜原價4,080元

26

天仁茗茶 ｜B2F
春之茶 225g / 罐

760元｜原價980元

特價

全台
首賣

特價

250元｜原價300元

推薦價

梅子世家｜B2F

優雅女伶削肩洋裝 Fair Lady Halter Neck Dress

黑糖涼糕禮盒(6入)

三層手提包（藍蠟染）－流螢

24

艾芝園米食手工場｜B2F

6ix pm｜4F

18

GNC｜B2F
回原膠原蛋白-胎盤飲品(8瓶/盒)
特價1,903元｜原價2,799元

信義
獨家

13000毫克紅鯛魚膠原蛋白+20毫克馬胎盤頂級雙元素，是維
持青春美麗、水潤光澤的秘訣。

美好生活實驗室

打 開 感 官 細 微 感 受 ， 找 尋 理 想 生 活

嚴 選 生 活 設 計 品 牌 、 時 尚 美 學 概 念 ， 落 實 日 常 美 感 的 理 想 秩 序 。

01

02

10

11

03

04

07

06

08
09

05

01

誠品書店｜3F

02

KiU成人雨衣斗篷-南國花鳥
誠品人會員 折｜原價1,860元

9

傘狀披肩斗篷設計，好穿脫、透氣、時尚，右側拉鍊口袋，零錢
鑰匙都有家。袖口反扣帶設計，騎車露營必備!

04

Y-3｜1F
亞洲限定系列 「YOHJI LOVE」

5,680元

07

新品

03

05

Maimeri Blu美利藍水彩12色

風格文具館｜4F

美利藍水彩運用色料、阿拉伯樹膠與蒸餾水以傳統手工方式製
作，顏色濃度飽和，不易褪色，創造無限可能的豐富色彩！

06

推薦價

此系列版本特別印上以山本耀司筆跡的LOVE YOHJI
YAMAMOTO，使用在運動衫、外套、洋裝、短袖TEE之中。

機身設計概念源自於泰勒絲於2017年發行的音樂專輯《舉世盛
名》。機身背面則印製了泰勒絲的親筆簽名，同時附贈專屬的
相機揹帶與照片盒。

HABU｜5F
餅乾親子鞋

5,925元

推薦價

傢作GAZO｜B1F

9

富士instax SQUARE SQ6馬上看相機/Taylor Swift

亞洲限定

響ART｜5F

創意自選鐵盒套組 折

大溪地梔子花，擁抱蔚藍的大海，香甜的椰香，彷彿置身於海島
一般，為家中營造出清新舒適度假風情。

1,280元｜原價1,580元
小孩款 特價1,100元｜原價1,380元
大人款 特價

採用素雅帆布，再加上硫化膠底獨特設計，富有質感與創意
性，特別採用彈性鞋帶，適合小朋友穿脫方便。

FIN SOFA

CLUB 1981｜1F
THOM BROWNE- 鯨魚皮革零錢包

特價

推薦價

特價

起命名含義為一個里程碑，重新出發。
從比例調整，材質挑選，利用布與皮革面做異材質搭配，也增加
透氣性與美觀。尺寸、材質、顏色均可客製化。

可愛的三角造型零錢包, 搭配鯨魚圖案與品牌經典的紅白藍條
紋, 必定是最吸睛的單品。

柔軟細緻，觸感舒適，不刺激嬌嫩的肌膚。尺寸大小適合寶
寶，可當作抓巾、擦巾、口水巾使用更顯耐用。

08

58,000元起│原價64,000元

10

LesNez香鼻子｜2F
aija 巴黎百嘉 海洋之子花系列香氛+保養組
特價2,280元｜原價2,800元

ARTIFACTS｜1F
BOYY_Deon系列PVC腰包

15,980元

09

瑞士安撫小方巾

30,580元

11

十二籃‧選｜4F

珠寶琉璃項鍊、耳環配套組

890元｜原價1,780元

信義
獨家

Little Kingdom｜5F

新品

推薦價

特價

以PVC 及皮革製成，腰帶長度可隨心調整，是一款時髦的腰
包，也是隨性的斜挎包。

可融合琉璃及美國進口高品質珠寶琉璃，吊墜及鍊子為925純
銀，透過加熱進行琉璃間相互作用產生出特殊的視覺效果，使
琉璃線條與色彩對撞、於交融幻化出無窮的美麗形態。

1,350元｜原價1,580元

6.05－6.10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 全館滿

5,000送500

極簡黑白 率性風
生 活 中 不 能 缺 少 的 簡 約 心 情

01

新品

6,980元

推薦價

02

01

ASPORT｜1F
UNITE HOODIE 連帽上衣

02

未來實驗室｜B1F

FREEZONE 零負重包
特價
元｜原價4,900元

1,299

03

北歐櫥窗｜2F

Tool Pen Mini 迷你工具筆
特價
元｜原價2,680元

2,412

「Tool Pen Mini迷你工具筆」顛覆傳統螺絲起子形象，博得全球關
注的「All-in-one」設計！刷新了台灣設計品牌募資紀錄，也再次
引起全球設計迷的收藏狂熱。

04

04

03

05

expo｜4F
Taiwan Bar 黑啤套組

1,198元

推薦價

Taiwan Bar 玻璃吸管(粗、細、清潔刷)+黑啤雙層玻璃杯，玻璃杯
為好玻工廠精心製作。

05

07

Baby Garden｜5F
Panda甜夢薄墊(單人)
特價4,999元｜原價8,500元

以最佳舒適度為設計理念，用最新第三代科技的記憶棉加上涼感
層，帶給您一個最放鬆舒適的睡眠品質。

06
06

08

風格文具館｜4F

AZIO Retro Classic Onyx小牛皮復古打字機鍵盤
誠品人會員 折｜原價6,990元

9

打字機為靈感打造的精品機械式鍵盤。有鋅鋁合金框架、真皮牛皮
表面、復古圓形鍵帽、可調式旋角和獨家設計的中心發光機械軸。

09

07

JOURNAL STANDARD｜1F
JOURNAL STANDARD x DELUXE TEE-黑/白

2,000元

推薦價

設計理念是向美國攝影大師 Robert Mapplethorpe 所致敬，邀請
白石真一郎攝影師拍攝此系列寫真，為了JOURNAL STANDARD台
北店，特地設計了此次台灣地區限定款。

08

moshi｜4F
iGlaze for Macbook系列 輕薄防刮保護殼

1,890元

推薦價

極簡設計保持機身優雅質感，一體成型開孔精準，輕薄、防刮防滑
的柔韌外殼，提供機身超薄貼合的全方位保護。

11

繽紛活力 暖心系
用 色 彩 大 膽 創 造 靈 感 趣 味

09

12

惟物之間xKJADE體驗空間｜2F
鏡頭在手-北約限定款2019不羈

8,888元起

推薦價

購買兩款新錶即多贈送替換錶帶一組

13

購買以戰地記者為設計意境的年度指定新錶款，即可免費獲贈同款
錶帶任選一組(2019灑脫、軍裝綠、戰地橘)

Yogibo｜5F
Yogibo Mini 沙發+ Support U型枕
特價9,900元｜原價11,100元

10

一起來悠式生活，打造美好生活空間，
讓Yogibo陪你過日子吧!

14

兒童館｜5F

14

Adopt｜1F
淡香精30ml 任選三支同色系
特價2,019元｜原價690-890元/支

信義
獨家

試管造型瓶身方便隨身攜帶，百種香味任你自由搭配。

13

HALFTOYS 恐龍系列商品劍龍、三角龍

11

9

誠品人會員 折｜原價650元
恐龍樂園系列將外型簡化， 3D 還原恐龍
的基本特徵。 每一款玩具附有一組完整的
骨骼模型。

10
12

YANKEE CANDLE｜B1F
指定Jar L 商品╳2+加熱燈罩(兩種)
特價4,399元｜原價5,400元
伊織毛巾｜2F

伊織土耳其萬用巾

1,380元｜原價1,880元

特價

優雅耐看的鑽石菱格，是土耳其織物中備受歡迎的經典織紋，伊織
以輕薄素材佐鮮艷異國色彩，提供毛巾織物應用的無限可能。

繽紛活力 暖心系
用 色 彩 大 膽 創 造 靈 感 趣 味
01

Tiimec｜1F
KNOT超輕量光動能腕錶

新品

8,650元

推薦價

02

Knot為女性設計的第一款太陽光動能手錶，日常光源蓄電驅動機芯，輕
量化設計的日系時尚風格為LADIES SOLAR帶來更多獨特的迷人魅力 。
02

01

奇蹟莊園｜B1F

時空整合有感療程30分鐘

660元｜原價1,250元

特價

來一場嗅覺與感覺的融合之宴，體驗獨家手法與精油的完美搭配。

03

Aykasa｜4F
折疊收納籃-M

279元｜原價430元

全台
最低價

特價

將色彩美學以及特殊結構融入產品設計，Aykasa顛覆收納籃的使用方式，收納
籃不再只是收納籃，更成為居家飾品的一部份。

04

03

精品文具館 ｜2F

GRAF VON FABER-CASTELL完美鉛筆/ 限定版/ 香檳金
誠品人會員 折｜原價16,800元

9

磨刀器與橡皮擦皆整合在保護蓋中，保護蓋也兼作鉛筆延伸器。書寫、
修正和削筆都結合在最小的空間中，使完美鉛筆成為兼顧效率、美感與
書寫的縮影。

04

舒心藍調 放鬆派
來 場 冷 色 調 的 沁 涼 想 像 吧

01

伊德生活 IDE’E LIVING｜B1F
高織埃及棉床組_虞美人(4件組)

4,980元｜原價9,960元

誠品
首賣

特價

高織密埃及棉的柔軟細緻觸感, 清新藍紫葉設計, 春夏入手必備!

02
01

愛。創造Allietare｜4F
木質草本調乾燥花禮盒組

1,360元｜原價1,700元

全台
首賣

特價
02

愛創造台灣木質草本調系列之噴霧與擴香，淡藍色的搭配，帶著放鬆與
安穩。

03

小莘星兒童商品 ｜5F
閃閃亮片獨角獸背包組

1,980元｜原價2,960元

特價

內含獨角獸後背包+大蝴蝶結，可再以580元加購精靈公主立體角髮夾。

04

03

LaBoite樂盒 ｜2F
法國The Nice Fleet水彩風泳圈
特價1,980元｜原價2,250元

在旅行的靈感中，優雅夏日艦隊誕生了！
邀請您與家人或朋友一起享受水上嬉戲的樂趣，精心挑選的顏色和水彩
圖案讓泳池充滿詩意和陽光。

04
05
05

TOOT｜B1F
反光LOGO Super nano

1,600元

推薦價

反光LOGO印字與褲身鮮豔配色上的強烈印象外，反光在暗黑中
能展現出不同的視覺效果。讓您五感都能滿足！

06

06

AVEDA｜2F
迷迭 / 薄荷洗髮精1000ml+迷迭 / 薄荷洗髮精潤髮乳1000ml

4,200元

推薦價

07

沁涼特製配方，微風吹拂般舒暢。
小麥萃取白醋淨化髮絲，去除造型品殘留，輕盈成分給秀髮清新光澤活力。

07

Tomali Boutique｜5F
比利時 Trixie多功能感統遊戲墊-逗趣小象
特價5,200元｜原價5,850元

遊戲墊內附彈力桿，方便組裝及拆卸，有機棉表布舒適防敏，寶寶可安
心在遊戲墊上翻滾玩耍。

6.05－6.10

戀戀粉色 療癒系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 全館滿

感 受 粉 嫩 夢 幻 的 時 尚 旋 風

01

5,000送500

FRED PERRY｜1F
經典復古LOGO T

2,380元

推薦價

經典90年代復古LOGO刺繡，
落肩寬鬆的版型，舒適度滿點。

02

01

02

HANASHINJU華真珠｜1F
繽紛彩珠項鍊

67,200元｜原價96,000元

特價

商品全面7折起
可移動式的南洋黑金珍珠及日本Akoya 粉白珍珠，搭配18K金球，自由
調整變化出繽紛流行時尚感！

03

03

Salad｜B1F
經典拉鍊造型小包

3,660元｜原價4,580元

特價

經典款式搭配拉鍊造型，垂墜式拉鍊頭為細節加分。

04

OSIM｜2F
4手天王

146,800元｜原價188,800元

04

特價

日本研發 獨家科技，2人4手按摩，雙倍放鬆，雙倍享受。

05

05

精品文具館｜2F

CARAN D'ACHE 849 Alexander Girard限定款原子筆-粉紅
誠品人會員 折｜原價1,700元

9

選自Vitra設計博物館的收藏品， 此設計是Alexander Girard為日常生
活中所使用的裝飾鑲板與織品，帶來一縷色彩的創作作品。

特別企劃

光影的美好旅程
按下快門的歸屬感，創造故事的起點
『生活即是一場不斷前進的旅行。』
創造旅行的秩序作為對理想生活的落實。
在旅行中捕捉關於「美」、「好」的想像與瞬間，
驚喜就存在當下的每個不同面向，帶來意想不到的感知體驗。
生活的美好，藏於纖毫之間，OPPO Reno 10倍變焦，為你開啟光與影之間的奇幻旅程。

余惟 ── 用鏡頭捕捉生活靈魂的次世代影像力攝影師
「每一個人在面對鏡頭時，無論是笑或是哭泣，擁有自己的情緒時，他的靈魂跟態度是獨一無二的。」
如何從旅行或日常生活中找到創作的靈感或
新想法？

不會加快工作效率。今年有一個非常感動的初次拍攝

我認為創作的靈感並不是曇花一現，是由過往所有經

就感。

合作，被攝者最後在記者會上提到拍攝過程如朋友般
的自在，讓我感到非常幸福，能在其中獲得巨大的成

驗建立而成的。日常裡的瑣事，我不會覺得理所當
然，反而想去感受那些小細節，忍不住觀察周圍人事
物、享受生活樂趣。敏銳且想要去探索世界的好奇心

分享拍攝誠品信義店的取景想法

與觀察力，造就我會將生活上的小事情放大到讓我覺

我趁著誠品信義店快要打烊前去逛逛，人潮散去的場

得它是一個靈感的起點，也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事物。

域中，可以看見很多不一樣、不同於白天的視角。其
中一張手扶梯的構圖很迷人，外面水牆映照建築的色

什麼樣的瞬間會想按下快門 ？
工作中我喜歡拍攝人物近距離的特寫，人在面對鏡頭

彩斑斕也很能反映誠品信義店的城市夜間感，也展現
OPPO Reno 手機在夜間拍攝的強大功能。

時，無論是笑或哭泣，擁有自己的情緒時，他的靈魂
跟態度是獨一無二的。前陣子經過雜貨店，有一個奶
奶在裡面整理雞蛋，充滿人情味與生活感的氛圍吸引
著我，遠遠地拍下她專注的背影，認真生活、緊扣日
常也是令我感動、會想留住的畫面。

與被攝者的微妙距離

余惟
拍攝工作觸及多元領域，如名車
精品、運動、時裝品牌，多次至
米蘭、巴黎拍攝時裝週，合作對
象包含知名女星與超模。

一個好企劃或是作品的完成，攝影師的角色中非常需
要去控制現場的拍攝氣氛，氣氛很戰戰兢兢，其實並

陳詠華 ── 尋找時間縫隙裡光與影的溫柔詩意
「拍攝需要自然地應對環境的光影變化，就如植物般，花受光會慢慢去移動其方向、改變其位置。」
強烈的影像風格作品想傳達的概念？
我想透過作品傳達人的溫度。當被攝者在我面前，我
會思考怎麼刻畫他的各種情狀、如何表現他的特色，
透過想像力和談話之間的互動，掌握他的每分情緒。
人於光線中，照映出各種明暗紋理，佈光或運用現場
光源，找出我覺得有趣、美好的角度。也許某些人已
有些既定的形象，但我仍會用第一次接觸他的眼光，
去發掘對方的每一處細膩。

記下那些時間和地點。光線好比水流，流淌於城市的
每一處角落，有它經流的地方，便是某種空間的創
造。透過光線，同時也看進影子濃密的層次，在某些
創作或工作上需求的時刻，你便更懂得如何去創造光
線、把握光線與動靜之間的均衡。

如何以美感的角度，拍出誠品信義店建築物
獨特的光影？
光影為建築創造出不同空間維度，也提供我不同的觀

分享關於旅行的紀錄與創作的過程
旅行中的拍攝倘若呼吸，是自然而然地發生，內心有
所感應的時刻，才會按下快門。來不及拿出相機的瞬
間，我會用雙眼好好專注於當下，感覺那些事物帶來
的領悟和感動。我透過各種材質觀看事物，運用不同
媒介重新理解本質。而自拍是對於自我的認識，並透

看方式。誠品信義店對我來說是一個很舒適且習慣的
空間，這次的拍攝，我來來回回繞著店內、店外，仔
細觀察我未曾注意過的細節。透過軟、硬、霧面、亮
面的不同材質，如積水反射、牆壁凹凸分散樹陰的層
次、以及人們來回走動的光影交錯，勾勒早晨至傍
晚，誠品信義店給予每位顧客的獨特氛圍。

過光源詮釋。閱讀、寫作和攝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都是生活中具有詩意的表達。影像上我嘗試從電影的
架構去思考光的呈現、描繪人物的視覺語彙、以類似
劇照的方式拍攝，和被攝者之間像是對話的形式，去
互相影響、給予靈感和想像空間。

陳詠華
畢業於台北實踐服裝設計學
系，目前專職攝影。
擅長以色彩平衡感知，勾勒光
線與女性的柔美，透過鏡頭捕

日常光影的美學觀察
我常會隨身帶著記事本，紀錄巧遇奇特的光影變化，

捉人們內在的情緒，轉化為視
覺語言。

｜

張逸帆 ── 著迷於人文樣貌的旅遊攝影家
「人跟人的關係是很微妙的，很多時候不一定要透過流利的語言，
瞬間眼神以及表情就可以賦予畫面一個故事、進行超乎想像的交流。」
當初是什麼契機讓你想開始旅遊拍照，並且
持續拍到現在？

會用什麼特別的拍照方式來呈現誠品信義
店？

退伍後前往北京工作，我利用假日到處旅行，體會到

我將誠品信義店附近的景色也帶進相片裡，以夜景為

旅遊的箇中樂趣，這些經驗讓我決定辭掉工作去紐西

拍攝主題。現今許多手機都有專業相機的調整功能，

蘭打工度假。旅行攝影記錄了過程的美好，除了風景

我透過慢速快門的功能，營造出光軌在畫面中的奔放

外，也體現各地的人文印象，笑容在畫面中就非常有

樣貌，呈現光影層次，比如車子經過的光影塗鴉，拍

渲染力，翻到照片時，會想起與對方的互動片段與當

下夜晚流動的獨特氛圍。

下的情感。

旅行中的光與影

張逸帆

我不會刻意去等待、追求某一個特別時刻的光，除非

為了邂逅未知新奇的人事物，

景色非常難得且必須在某個時間點捕捉。一張好看的

走過六大洲百餘國，成為旅遊

照片與旅行過程相比，我認為旅途中的體驗更重要，

攝影師，旅行是對內在自我及

進而拍下感動內心的畫面。旅行在外，如果你願意跟
當地人互動，過程會非常有趣難忘，成為旅程回憶中

生命意義的追尋。著有《用鏡
頭，和世界交朋友》、《沙發旅
攝，歐洲完美攝誘記》。

的「光」。

線上徵件攝影比賽 ── 在誠品信義店，尋找美好光影
於信義店租借手機，並使用手機攝影（參加照片必須有 OPPO 手機內建的
浮水印），捕捉信義店的光與影並上傳至本活動於誠品生活＋臉書粉絲頁
面的貼文下方，hashtag: #誠品信義店 #光與影的美好旅程 #OPPOReno。
【 第一名】OPPO Reno 10倍變焦版乙支（市價請依 OPPO 官網公告）。

評審陣容｜

6.11 Tue. – 6.30 Sun. │24:00

（一） 余惟（二） 張逸帆（三）陳詠華
評分標準｜

攝影技巧（佔40%）：參賽作品攝影技巧、光影及取景等優劣評分。

【 第二名】SHURE SE535 監聽級入耳式耳機乙支（價值15,990元）。

創意表現（佔30%）：參賽作品構圖的表現及手法。

【 第三名】SHURE SE215 可換線藍牙耳道式耳機乙支（價值4,790元）。

文字說明（佔30%）：依參賽作品的說明文字描述程度評分。
若遇同分，將依三位評審進入第二輪投票為準。

手機租借注意事項—●租借地點│B1F顧客服務中心。●租借時段│活動期間每日12:00-21:00，一人租用時間以1.5小時為。●租借憑證│須憑有效身分證件（身分證、駕照、健保卡、護照或外僑永久居留證），於手機歸還後
退回抵押之證件，並於租借時需先簽屬手機借用切結書。●預計將於2019.07.12 Fri.公佈前三名，獲獎人選將於活動貼文中公告，詳細活動辦法，請掃QRcode。●因手機數量有限，租借依現場實際情況為準，不採預約制。

旅行的無限想像

提起行李的瞬間，啟動未知的生活冒險

在生活旅行中，捕捉關於「美」、「好」的想像，

驚喜就存在於生活中每個不同面向，等待發現新的故事。

F

E

A

agnès b.｜1F
輕量材質後背包

6,500元｜原價8,580元

特價
A
B

bhome living｜2F
Baobab香氛蠟燭

3,440-7,000元｜原價4,300-14,000元

特價

18世紀，南非的Ndebele(恩德貝勒)族人創造了自己的房
屋繪畫風格，成為戰士與地主，符號表達出他們的歷史情
感， 點燃旅行香氛來場一場非洲藝術的異國想像吧!

C
C

/skin regimen/ ｜2F
品牌保養核心三步驟(舒緩潔顏乳150ml /
微藻前導露100ml / 三肽面霜50ml)
特價5,680元｜原價7,100元
加贈品牌手拿包 (限量20份)

D

風格文具館｜4F

KIKKERLAND 旅行靠枕/大象

9

誠品人會員 折｜原價1,350元
Kikkerland俏皮和設計聰明的精妙產品，十秒鐘大象變頸
枕。內填充微粒貼身舒適並附掛勾，可輕鬆隨身攜帶。

B

E
D

single｜1F
ACCRUE眼鏡

8,400元

推薦價

結合各領域設計師，將藝術化為靈感，打造本季富含美學
的全新系列。

F

JPV｜2F
RICOH THETA SC

7,000元｜原價13,500元

信義
獨家

特價

360度自拍機，輕鬆駕馭任何場景，捕捉每個瞬間，毫不
費力。

02
01

04

通勤日常

踏 上時尚輕盈的城市步調
期待每一天的自我實現

06

05

03

01

風格文具館｜4F

02

SQUIREME Water Bottle-Yellow(500ml)
誠品人會員 折｜原價1,390元

11,700元｜原價13,800元

特價

機能防水透氣薄夾克，甜甜的粉色讓你不怕突來大
雨，在灰階的城市中也能從容又優雅！

TOUGH｜B1F
不規折刷破牛仔褲

2,542

特價

2,856元｜原價4,080元

元｜原價3,070元

特價

(深藍、黑、焦糖棕三色)

來自瑞士的玻璃水瓶，使用實驗室等級的耐熱玻璃
手工製成，輕盈耐用。

Barbour｜1F
RETREAT 外套

03

鑰匙零錢包+掛繩

9

04

alto｜4F

經典LOGO皮帶

1,316元｜原價1,880元

特價

05

OBEIOBEI｜1F
義大利Delle Cose商旅兩用公事包(大)
特價41,400元｜原價46,000元

採用義大利高檔手工植物染馬皮革製作，質感細緻，
機能性適合商旅使用，展現自我個性與獨有自信！

06

PEPPER'S｜B1F
牛皮公事包

4,100元｜原價5,180元

特價

經典公事包優雅又顯專業度
雙色紋路皮革手感更細緻
多層夾設計可容納14吋筆電
附牛皮長肩帶(附肩片)

6.05－6.10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 全館滿

5,000送500

旅行出走

跳脫生活的繁瑣框架
規劃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

信義
獨家

南法香頌｜4F

[外出旅行組] 歐巴拉朵 忍冬洗髮精100ml+特級橄欖油沐
浴乳100ml+馬賽皂150g+Aroma 植物防護乳100ml
特價
元｜原價1,140元

899

萬用馬賽皂搭配清爽的忍冬洗髮精，及保濕不黏膩的特級橄欖油沐浴
乳，夏日外出精油成分，有效擺脫惱人蚊蟲干擾。

SUMDEX｜2F
拉桿箱旅行組20吋+26吋
特價6,900元｜原價12,160元

Aesop｜2F
納許維爾旅行組

2,300元

推薦價

9件必備旅行產品，適合在前往溫暖地區時使用，
針對中性至混合性肌膚設計。

SUPERDRY｜B1F
連帽風衣外套

4,116元｜原價5,880元

特價

K'space寬庭｜1F
斯堪地-黑白幾何隨身小包(二入/組)

680元

推薦價

一大一小的收納隨身包，讓旅行的每個時刻，都優雅自在！

特別時刻

旅途中生活靈感醞釀而生
紀念過程的每個重要片刻

Ultrahard超硬｜4F
Ultrahard Traveler手機袋(升級plus版)
特價600元｜原價780元

全台
最低價

6吋手機皆適用，觸控薄膜與分層收納，手機、零錢票卡等一包搞定，

LeBonheur｜2F

dienes silver ｜2F

輕輕耳環

復古錢幣項鍊

特價

特價

優雅的女孩輕輕訴說著我們的故事。

以法郎錢幣搭配船舵的設計,時尚也能復古

歐若莊園｜B1F

誠品書店｜3F

1,280元｜原價1,380元

有機礦物彩妝 燕麥金/蜜糖粉紅/晶礦銅

3,680

特價

元｜原價4,300元

成份來自珍貴以色列千年火山的礦物結晶，打造
自然偽素顏的妝感。

附頸繩出遊配戴更方便。

5,180元｜原價5,780元

MOLESKINE經典軟皮筆記本/
口袋型/ 橫線/ 珊瑚藍
誠品人會員 折｜原價550元

9

柔軟滑順的表皮封面，舒適輕便好觸感，
具彈性的束繩能防止內頁鬆散保護紙張。

風格文具館｜4F

Traveler's Notebook 迷你10周年限量紀念鐵盒組
特價
元｜原價1,120元

790

產自泰國清邁，以護照SIZE來設計，方便隨身攜帶，寫下旅行記事，上
方印有10周年復刻版字樣，經典浪漫。

週末休閒

打造度假愜意氛圍
搭配出自我的獨特風格

I LOOK｜B1F
MOLSION墨鏡

3,980元

推薦價

PIQUADRO｜2F
Urban牛皮郵差包

13,400元｜原價14,900元

全球
限量

特價

MAISON PROMAX｜1F
BA25B Cosette後背包

7,300元

推薦價

經典束口包型設計給你大容量收納，手工編織活
動鍊條、金屬扣環，極具風格。採高密度尼龍防
潑水面料，是內外兼具的入門包款首選。

PIQUADRO 參與一級方程式賽車與 Aston
Martin-Red Bull 車隊聯名的全新系列。

買一
送一

亞果元素｜4F

Wraps Core金屬鍍鈦皮革手環耳機
元｜原價2,290元

990

特價

鍍鈦震膜驅動 音質完美呈現

誠品書店｜3F

hellolulu Kasen輕旅戶外側背包-橄欖綠
誠品人會員 折｜原價1,690元

9

延續過往獨特的立體剪裁，從使用者角度思考設計
收納隔間，最適合崇尚簡潔整齊的你!

嘉丹妮爾Vecs Gardenia｜B1F
水感防曬 2件組

1,170元｜原價1,560元

特價

FUKU FUKU｜4F
HAKOYA飯桶餐盒
特價1,136元｜原價1,420元

馬卡龍色系，雙層設計可裝湯品與食材，可微波加熱!

嘉丹妮爾『水感輕透防曬凝乳』SPF50
★★★★ 高係數防曬完全水感，如同一般輕透
水凝乳，好推清爽不黏膩。

NIKE KICKS LOUNGE ｜1F
NIKE REACT ELEMENT 55 女子休閒鞋

4,000元

推薦價

復刻 Internationalist 等 Nike 跑鞋的經典設計線條，並加
上反光圖案，結合 Nike React 技術，打造驚喜新風貌。

PERTH'S KEY｜B1F
居家保健組(蘆薈舒緩膠20g+好想用青草霜12g)
特價390元｜原價600元

蘆薈舒緩膠一瓶解決99%肌膚問題；青草霜成分天然且
多功效。方便攜帶大人小孩都適用

BAGMANIA｜1F
Ateliers 流蘇縷空麻料開釦上衣
特價5,280元｜原價5,980元

適合炎夏穿著的白色亞麻開襟上衣，透氣舒適的材
質與袖口與衣襬的縷空流蘇細節點綴，更顯優雅。

Mahoya｜B1F
夏日呵護基礎件組
購買3支5ml滾珠精油加贈隨身手作滾珠布包

2,800元│原價3,400元

特價

「飄float」涼感去熱、防蚊消炎
「甦醒soothin」溫感減痠痛、消腫排毒
「快樂王子happy prince」舒緩焦慮、腸胃不適症狀

MTG｜2F
Style Drive 車用調整椅
特價4,300元｜原價4,780元

符合人體線條曲面減少腰部負擔，三點支撐系統讓
駕駛體驗倍感舒適，獨有支撐功能幫助身體保持正
確的坐姿。

6.05－6.10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 全館滿

5,000送500

Prolla｜B1F
60X6K輕量遮光素面大折傘
特價960元｜原價1,200元
限量50支

碳纖傘骨架減輕重量煩惱，兩個
人共撐也適合，遮光傘面讓你在
炎炎夏日中不怕熾熱陽光。

NU守護鍺｜B1F
抗UV防曬冰紗袖套

MANGO｜B1F

712-760元｜原價890-950元

特價

緹卡洋裝

玉石冰紗瞬間吸熱、散熱的效果，穿上後讓皮膚表面降溫2-3
度，特殊製程讓降溫功能永久有效!

1,590元｜原價1,990元

特價

i baby｜5F
Vacances親子輕旅行 野餐李箱
特價1,780元｜原價2,380元

日本知名戶外品牌，以仿藤編樣式營造度假風格，肩揹手拉皆
可，週末小旅行上飛機通通裝進來，實現輕旅行的夢想！

*備註：產品圖片僅供示意，實際請以實物為主。

VESSEL｜2F
西裝行李袋

6,700元｜原價7,900元

信義
獨家

限量
20件

特價

大容量收納功能與奢華外型的西裝行李袋，以超纖皮革材質打造成熟穩
重的商務品味，可收納三套西裝，不必擔心衣物留摺痕。配有兩個內部
獨立鞋袋及肩背帶，滿足需要經常從事商務旅行的您。

Beckmann｜5F
北歐護脊書包BECKMANN
兒童護脊書包22L+周末郊遊包12L
特價4,990元｜原價5,360元

北歐設計，創立於 1946 年，擁有 70 多年
歷史與研發經驗。

6.05－6.10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 全館滿

新鮮現做主食篇

5,000送500

旅途的共享食光

主廚精湛手藝，滿足你飢餓的胃

味覺特製點心篇
挑逗味蕾慾望，療癒每個日常片刻

慶祝每個好時光，創造療癒的味蕾天堂

精選各國美食、台灣在地好料、各式甜點組合，適合獨享、也與朋友家人共享的美味。

誠品
首賣

滿哥甜品｜B2F

温野菜｜4F

兩人餐組合

288元｜原價320元

特價

畢業季

任一糊類+鮮果仙草凍+任一班戟

409元起(午間)

推薦價

*另收10%服務費

又到鳳凰花開的離別季節了，温野菜獻上畢業季用餐優
惠，10-14位享95折 、15-20位一人免費以此類推。

好想吃冰｜B2F
誠品限定怪物冰

99元

推薦價

河童奇奇：酸甜的奇異果刨冰，搭配可愛河童造型
赤鬼莓莓：最瘦草莓刨冰搭配可愛赤鬼造型。

洋城義大利餐廳｜4F
歡邀派對組合-四人套餐

1,888元

推薦價

凡點四人套餐，贈128元以下輕食乙份。

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提供多款經典義式料理，義大利麵、燉飯、輕食、開胃沙拉
可供選擇。讓三五聚好友一同品嚐洋城義大利餐廳的美味。

福瑞麥斯｜B2F

2016年西班牙stylo紅酒

1,080元

推薦價

eslite TEA ROOM｜3F
飲酒佐樂 How FUN

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6.05-6.30凡點House Wine 單杯酒任2杯，
即贈送特製餐酒小點 Canapé 價值280元+10%乙份

卓也小屋｜4F

買6瓶9折，買12瓶85折優惠

來自西班牙東北部，冬寒夏熱嚴酷環境，由生長自老藤
Garnacha 的葡萄釀造，採用法國橡木桶熟成 8 個月後發
瓶，帶有迷人的烤土司太妃糖風味。

夏 • 創意蔬食套餐(單人)

678元(平日)／728元(假日)

推薦價

*另收10%服務費

Häagen-Dazs｜B2F
菠蘿酥冰淇淋泡芙

165元

推薦價

一0八抹茶茶廊｜B2F

蕨餅杯（口味任選）
＋中杯冰抹茶

橙香酥皮泡芙包裹著兩球冰淇淋，多重口感滿足你對甜蜜
的好奇心。

148元｜原價176元

特價

吉甜不辣｜B2F

購買大吉利獨享餐加贈酸梅湯

169元│原價230元

特價

金色三麥｜B1F

2人套餐

Diva Life｜B2F
尊尚禮盒-27入

1,399元｜原價1,600元

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特價

1,790元

雙層尊貴禮盒，上層12入比利時夾心巧
克力搭配下層15入比利時風味黑巧克力
片，在尊尚禮盒內發現各種驚喜!

推薦價

*另收10%服務費
凡點金色三麥2人套餐，即可用150元\杯加購500c.c.啤酒(最多兩
杯)，套餐內容請洽店內說明。

老媽拌麵｜B2F

池先生 kopitiam｜B2F

即可以39元加購老媽拌麵養生燙青菜一份

特價

特價

主餐+飲料並於臉書按讚追蹤即贈咖椰醬乙罐(價值180元)

凡於活動期間內至櫃上消費，

39元│原價59元

主餐+飲料送咖椰醬乙罐

210-300元｜原價390-480元

NENE CHICKEN｜B2F
NENE飽飽組合餐
特價1,199元｜原價1,305元

明星商品半半半炸雞 ( 三種口味可選 )+ 拳頭飯 ( 兩
份)+初雪薯條(一份)，加上特調飲料(任選兩杯)，
3-4人的餐點組合，不論聚餐Party都非常推薦。

agnès b. CAFÉ｜1F
芒果香草慕斯蛋糕/水果戚風蛋糕
推薦價160元／1,300元 (minicake/7 吋)

agnès b. CAFÉ以夏季水果為主題的「芒果香草慕斯蛋
糕」，選用法國進口果泥，以分子料理為製作概念，讓你
享受新鮮爽口好滋味!

Handbun手拿包刈包｜B2F
好食成雙餐

98-138元

推薦價

手拿包精選A ~E 套餐‧第二套8折‧以價低者折扣

活動詳情請上
迷誠品網站查詢

June

6

多項手作課程、藝文表演與學習活動體驗，和孩子一同歡笑、學習與成長，
歡迎來探索5F森活遊藝區!

揮別夏日油頭敏弱肌護
理講座 iGzen 愛居人×

快閃共讀活動
《梅姬姐姐說故事》

Decent Rossi

6.19 Wed.│16:00 - 16:40

6.08 Sat.│15:00-16:00

你有脂漏性皮膚炎、頭皮屑、異位性皮膚炎的困擾嗎? 還是洗髮精總感覺洗不乾淨? 或者接觸性

孩子透過閱讀的歷程，開啟未來的學習之旅。活動中，孩子享受趣味故事、大人學習說故事技

皮膚炎而脫皮搔癢的問題？藥師研發無負擔植萃潔髮蜜粉，從溫和清潔頭皮開始，揮別一般液

巧，適合大人小孩一起同樂、一起來聽故事喔！

態洗髮精，細緻的粉劑使用最少種類的植物原料調配出最適合人類、動物和環境的清潔用品，
體驗頭皮健康呼吸，歡迎愛好天然純粹的您一同體驗。
●報名限制 | 限額12人，額滿為止，免費入場。 ●報名方法 | 愛居人4F專櫃或網路LINE@報名，請掃QRcode。 ●注意事項 | 同意活
動現場主辦單位將有側拍需求，並於網路平台有活動紀錄曝光。

●主辦單位 | 臺灣麥克 ●報名限制 | 每場限額10人，額滿為止。 ●報名費用 | 免費 ●報名方法 | 網路報名，請掃QRcode。 ●注
意事項 | 活動適合年齡3歲~12歲兒童，需家長陪同。2~3歲幼童請家長斟酌報名。同意活動現場主辦單位將有側拍需求，並於網路平台
有活動紀錄曝光。

Beckmann 挪威

Beckmann × 安垛小姐

護脊書包體驗會
6.20 Thu.│13:30 - 15:00

兒童無毒指甲彩繪
6.09 Sun.│14:00 - 17:00

Beckmann 挪威護脊書包邀請到來自歐洲無毒兒童指甲油，凡當天購買1500元，即可為媽媽和
女兒寵愛指尖換上春裝！
●主辦單位 | Beckmann 挪威護脊書包 ●報名限制 | 每場次2組(約15-20分)額滿為止。 ●報名費用 | 當日於Beckmann專櫃消費滿
1500元即可免費預約登記制，額滿為止 ●報名方法 | 現場預約 ●注意事項 | 活動適合年齡3歲~12歲兒童，需家長陪同。2~3歲幼童請
家長斟酌報名。同意活動現場主辦單位將有側拍需求，並於網路平台有活動紀錄曝光。

Beckmann 邊學邊玩！讓寶貝自己挑選一款最適合自己的護脊書包！
加碼活動：只要預約登記來Beckmann櫃位現場試背、並且打卡，我們會贈送一份 Beckmann 特
地精心準備的神秘禮物！
●主辦單位 | Beckmann ●報名限制 | 每場次60人，額滿為止。 ●報名費用 | 免費，預約登記制，額滿為止。●報名方法 | 網路報
名，請掃QRcode。 ●注意事項 | 活動適合年齡3歲~12歲兒童，需家長陪同。2~3歲幼童請家長斟酌報名。同意活動現場主辦單位將
有側拍需求，並於網路平台有活動紀錄曝光。

亮亮炫光陀螺
親子體驗課

桂格×誠品媽媽教室營養媽咪打造健康Baby

6.22 Sat.│14:00 - 15:00

6.13 Thu.│14:00-16:00

會轉的不只有七彩霓虹燈，亮亮積木，也可以變成炫亮會轉動的陀螺，透過小朋友不斷的嘗
每個寶寶都是爸媽的心肝寶貝，對於將來與他見面時會遇到什麼事情，可能會有什麼狀況，是

試，從玩樂中學習，了解陀螺轉動與聲光的原理，趕快帶著小寶貝來挑戰極限，課程中帶領小

否一知半解，現在推出全新合作媽媽場次，由桂格×誠品媽媽教室特別邀請醫學中心-蕭琬亭營

朋友學習陀螺轉動及聲光原理，玩中學透過小朋友不斷的嘗試，從失敗中學習，讓學習也變的

養師，帶領孕媽咪們更瞭解自己也更瞭解寶寶的需要！下半場由桂格專業的營養師教導孕媽咪

有趣起來，挑戰極限我也可以是小小陀螺達人。

們從孕期開始攝取關鍵營養，讓寶寶頭好壯壯迎接世界。
●主辦單位 | 桂格媽媽教室 ●授課講師 | 蕭琬亭營養師 /顏敏恆營養師 ●報名限制 | 每場限額25人，額滿為止。 ●報名方法 | 網路
報名，請掃QRcode。 ●注意事項 | 預約報名者請先攜帶媽媽手冊於活動前30分鐘報到。 ●備註說明 | 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
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主辦單位 | 亮亮積木 ●報名限制 | 每場次12組家庭，額滿為止。 ●報名費用 | 10組免費體驗名額 (按報名的優先順序) 15組: 599
元(含炫光陀螺一組)，活動當天現場繳費並領取產品。●報名方法 | 網路報名，請掃QRcode。 ●注意事項 | 活動適合年齡3歲~12歲
兒童，需家長陪同。2~3歲幼童請家長斟酌報名。同意活動現場主辦單位將有側拍需求，並於網路平台有活動紀錄曝光。

跑跑小巴士TAYO
見面會

Ummmmm

波西米亞
手工編織掛飾工作坊

6.23 Sun.│16:00 - 17:00

6.15 Sat.│12:00-14:00

Macrame是源自拉丁美洲的古老編織藝術，Macrame技巧除了為生活增添裝飾及風格外，可以
結合於各式生活用品，如：植物吊籃.袋包.環保杯袋等。以溫和的米白色.交織纏繞成藝術品的
Macrame，讓生活增添一份異國風情。
●主辦單位 | Ummmmm 選擇障礙研究所 ●授課講師 | Carol Hsu ●報名限制 | 每場限額10人，額滿為止。 ●報名費用 | 800元(包
含：材料包裝教學及編織成品一組 ) ●報名方法 | 網路報名，請掃QRcode。 ●注意事項 | 預約報名者請先於活動前10分鐘報到。

小朋友最愛的TAYO即將來到誠品信義店與大家見面囉！生活在一座繁忙大城市中的TAYO與
他的夥伴們每天都會有新挑戰，不過因為有夥伴們的互相幫忙，這些難題都不是問題！今年夏
季就開啟一趟巴士之旅，讓可愛的TAYO一同陪伴小朋友度過歡樂夏日時光
●參加方式 | 免費入場 ●注意事項 | 活動適合年齡3歲~12歲兒童，需家長陪同，同意活動現場主辦單位將有側拍需求，並於網路平台
有活動紀錄曝光。

阿原肥皂 手做香包

安妮塔故事屋×發光故
事箱表演×新三隻小豬

6.16 Sun.│13:00 - 16:00

6.29 Sat.│13:30 - 14:30 、
16:00 - 17:00

濃濃青草甘醇香味，曬過了金山燦爛陽光，青草藥曬的酥酥香，還帶著阿原農場裏太陽的味

故事劇場×主題遊戲×小豬房屋夜燈DIY —

道～阿原藥草師特調了於夏季有效驅蚊的青草配方，我們希望您把這來自阿原農場滿室生香的

豬媽媽為了讓愛吵架的三隻小豬學會合作的重要，要求他們到外面一起合作蓋一間堅固的房

青草植物隨身攜帶，以植物的原生力量來淨化夏季的炎陽炙人。使用不織布製做阿力豬香包不

屋，沒想到遇到了好餓的大野狼。他們蓋的房屋能成功抵擋大野狼而不被吃掉嗎？只用磚頭蓋

僅顏色飽和且技巧簡單，即使是初學者也可以做出屬於自己特色的諸事圓滿青草藥香包。

的房子真的是最好的嗎?活動預告：7/20海盜尋寶故事主題活動

●主辦單位 | 阿原肥皂 ●報名限制 | 每場次20人，額滿為止。(加開依現場為主) ●報名費用 | 300元，當日消費滿$600元即可折抵
報名費 ●報名方法 | 請至4F阿原肥皂專櫃或來電報名(02)2722-7297。 ●注意事項 | 活動建議15歲以上成人參加(因製作過程使用剪
刀與針線)，一位兒童需由一位成人陪伴並以兩個名額計算，活動現場主辦單位會於一旁側拍紀錄，相關照片將於網路平台做曝光。

●主辦單位 | 安妮塔故事屋 ●報名限制 | 每場次20人，額滿為止。 ●報名費用 | 350元，匯款完成後算報名成功，繳費後不退費改
堂，但可轉讓。 ●報名方法 | 網路報名，請掃QRcode。 ●注意事項 | 活動適合年齡3歲~12歲兒童，需家長陪同。2~3歲幼童請家長
斟酌報名。同意活動現場主辦單位將有側拍需求，並於網路平台有活動紀錄曝光。

BIG-SALE SHOPPING LIST

歡慶年中慶，聰明消費趁打折，一次集滿所有優惠訊息！

無限美好 優惠選物

%

01

02

05

06

bauhuas｜1F
Desigual洋裝

02

05

les100ciels｜1F

03

FIONA｜1F

特價

特價

喇叭形夏日印花連衣裙和丹寧布的完美結
合，營造初夏氛圍。

商品全面3折起
100%亞麻織成，水藍色渲染搭配獨特的魚尾設計，帶給妳
悠遊汪洋般，清涼舒適的觸感。

商品全面85折(特價品除外)
滿4,000元送500元
專櫃禮券(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3,976元｜原價5,680元

Hunger Palace｜1F

7,803元｜原價9,180元

07

ALLOYA ｜B1F

Gianni Chiarini ｜1F
JACKIE水桶包
特價7,190元｜原價9,000元

08

BAGMANIA｜1F

7

項鍊

愛若雅水指彩繪貼套組

早春商品 折起

特價

特價

單筆滿10,000元贈品牌限定帆布袋

PERTH'S KEY｜B1F
山茶花露水160ml + 山茶花保濕精質乳60g
特價1,090元｜原價1,670元

10,800元｜原價12,800元

899元｜原價1,246元

商品全面85折(特價品除外)
滿4,000元送500元
專櫃禮券(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10

DOUBLE TAKE｜1F
ALO YOGA FIELD CROP JACKET

11

鏤空短版外套

3,648元｜原價6,080元

特價

WHITENING NET｜B1F
美齒口(BIHAKU)亮白牙膏
特價580 元｜原價800元

YU-PENG SHIH｜B1F
麂皮緞帶大蝴蝶結內增高軟墊布鞋

1,800

特價

元｜原價3,980元

14

ASH｜1F
LEVEL

6,076

特價

元｜原價8,680元

創新運動大底涼鞋，搭配纖細綁帶設計磨
合過於休閒的視覺效果，寵滿衝突美感。

12

Winnie Jewelry｜1F

30,000元贈繡球花珠寶盒，
單筆滿68,000元贈時尚手工訂製包
單筆滿

(每人限兌換乙次，送完為止)。
6/5-7/2 全面7折起

15

最低價

伊德生活 IDE’E LIVING｜B1F
厚磅埃及棉床組-PEACE

2,980元｜原價5,960元

特價

最低價

結合水餃包的閒適感和水桶包的實用性。帆布、皮革兩種
背帶，可根據使用場合變換不同風格。義大利設計製造。

特價

時尚瑜珈服飾品牌ALO YOGA來自美國洛杉磯，此款鏤空網
布材質短版設計，搭配運動內衣，展現俐落率性的時尚感。

13

04

刺繡白玫瑰二折傘

880元｜原價1,380元

09

15

特價

06

12

14

手環

Prolla｜B1F

08

11

亞麻洋裝

4,290元｜原價8,580元

04

07

10

09

13

01

03

6.05－6.10

01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 全館滿

03

02

04

07

06

05

08

11

10

09

13

12

01

5,000送500

MOBO｜B1F
可調節釦打褶斜口袋吊帶褲(深黃)

SIELE｜B1F
5D水感彈力霜

特價

特價

02

719元｜原價899元

03

2,450元｜原價3,500元

COWA｜B1F

04

humming｜4F

3,500元贈仿真大蝴蝶胸針(價值880元)
6,000元贈零錢包(價值490元)+大蝴蝶胸

植鞣革斜背包

單筆滿

特價

單筆滿

5,489元｜原價9,980元

針or黃銅耳環(價值880元）

10,000元 現折500元+純銀耳環or純銀

單筆滿

項鍊(價值1,380元)
05

Février 菲芙利｜4F

06

普羅旺斯香水全系列

7

任選第二件 折 (以低價為主)

09

阿原肥皂｜4F

洗頭水2瓶+月桃潤髮乳

07

信義
獨家

10

魔梳工坊｜4F

福袋(美髮全家套餐組)

999元｜原價2,460元

限量
10組

特價

利用天然耶子油萃取的起泡劑與植物來源胺基酸，每次
使用都像在替頭皮spa，每根髮絲重生般超越您的期待

福袋包含原木按摩梳、台灣樟木扁梳、專業鬃毛造型捲梳、
鬃毛順髮梳

折疊收納籃

65折起

全面

消費滿1,000元即贈S折疊藍；滿2,000元即贈M折疊藍

擁有多項特殊設計的折疊收納籃，讓你更能廣泛運用在日常生
活中，收納籃不再只是收納籃，它將會成為居家飾品的一部份。

08

80,000-100,000 元｜

7

全面 折(特殊款除外)

原價200,000-300,000元

石花質感，有著獨特紋理墨韻，純粹潤澤，
襯托神秘尊貴的靜謐氛圍，高雅獨特。

11

Doughnut｜4F
馬卡龍後背包-淺珊瑚/碧綠
特價1,488元｜原價2,480元

超大收納空間 擁有11個夾層

框框｜4F
太陽眼鏡

特價

特價

Aykasa｜4F

MIRROR皇宣緣｜1F
薰紫典雅翡翠手鍊系列

夏季配色的率性腰包，附加小型掛式拉鍊袋，不僅更好看、
機能性更強，分開使用也能添增更多的造型變化。

1,425-1,885元｜原價1,750-2,210元

13

TENDER.S｜1F
日本OKIRAKU側背小包組
特價2,980元｜原價3,480元

12

愛居人iGzen｜4F

童顏有機夏日熱銷精油面膜

*5片 ＋玫瑰天竺葵*5片)
特價
元｜原價2,100元

1,799

( 橙花

6.05－6.10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 全館滿

01

09

09

mamas&papas｜5F
六度星球-摺疊震動安撫躺椅
特價4,193元｜原價5,990元

02

11

MAISON PROMAX｜1F

彩虹森林｜5F

E.D.N｜1F

來自日本，不含香料色素，富含多重防護、撫紋、美白成
分，輕鬆擁有吹彈可破的完美素顏。

Toy World｜5F
TF世代SS巡弋戰將-05柯博文
特價699元｜原價1,299元

10

JOURNAL STANDARD｜1F
長裙

特價

特價

1,500元｜原價2,500元

1,596元

推薦價

加贈補充包兩份+PiPPER專用洗衣袋

04

07

牧莎記事｜5F

08

美國DCWV美編紙品、

7

14

KidsMall｜5F
Cutie Bella童趣印花防水圍兜/花邊防水圍兜
特價232-312元｜原價290-390元

使用100%精梳棉印花布，精選童趣印花，圖案活潑可愛。
背面縫製防水層，寶寶用餐不沾染衣物!

貝登堡｜5F

12

風物語｜5F

特價

可愛動物組

加贈主題刀模乙款 (價值1,450元)

特價

Barbour｜1F
6/5-6/15

新品

MAGFORMERS 磁性建構片

5,599元｜原價6,800元

15

K&K寶貝廚房｜5F
RICE午後休閒系列
創立於 1998 年，知名丹麥生活雜貨品牌，以「美好的時
光」為出發點，設計各式美耐皿餐具、手工藤編籃。

夢幻白9吋壓模機

最適合春夏穿的長裙！光澤感材質讓整體搭配增添氣質，腰
間鬆緊帶的設計無壓力感穿著，整體簡約大方散發知性美。

Happy Land｜5F
哈皮公主DIY材料包
2件95折

5折起

英國Chameleon 變色龍筆

11

16

購買10,000元課程贈禮品券2張； 購買20,000元課程即贈
4張，再加贈限量手工精美好禮。

背包也是小朋友在旅途上的好玩伴，使用高密
度防水尼龍及減壓肩背帶，質地輕盈，保護孩
子脊椎不受壓迫傷害。

3,990元｜原價5,700元

練習手的觸覺和對視覺的刺激，由手指末端神經動作
刺激左右腦的平衡協調。

任選純淨系列四瓶

Kalaskids｜5F
【Are We There Yet?】創意任意貼兒童背
包(太空狗)5-9y
特價1,360元｜原價1,599元

全面 折

彩虹工具組

PiPPER｜5F

03

1,980元｜原價3,960元

06

15

14

特價

8,000元即贈Henri(不含VS系列)
單筆滿12,000元即贈Alfie或JACQUES

13

08

10

煥顏無瑕素顏霜2瓶

單筆滿

09

07

12

4 首搖籃曲與震動安撫模式、仰躺角度 3 段調
整，舒適支撐寶寶頭部；可拆卸式吊桿玩偶，
促進小肌肉發展，可摺疊完美收納。

05

04

06

05

13

01

03

02

BIG-SALE SHOPPING LIST

歡慶年中慶，聰明消費趁打折，一次集滿所有優惠訊息！

無限美好 優惠選物

%

5,000送500

1,980元｜原價3,480元

16

送子鳥｜5F

7

4

當季服飾 折起，過季服飾商品 折起

85

早春商品

折

英倫百年服飾品牌，今年春夏經典品牌意象帶入
鮮亮色彩，推出多款男女輕薄防水透氣外套與各
式休閒服飾。

新品消費3,000元即贈動物造型錢包乙個。
新品消費5,000元即贈動物造型汽車座椅吊飾乙個。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K'space｜1F

UNI color｜B1F

K’space & Café 選品概念店全新開幕，呈獻給獨立、自主、追求自我風格的品味熱愛人士享受
K’space式幽默復古逸品玩樂體驗的Select shop。全新打造店內咖啡吧台，透過品嚐一杯咖啡的
時光，體驗20年代純粹豐富的美好時刻！

手造溫度是細緻的甜度，光影角度是細緻的弧度，髮型不只一種刻度，還兼容色彩與角度，

UNI Color 色彩的美學專家。

北歐護脊書包BECKMANN｜5F

HABU(Happiness Always BetweenUs)｜5F

想給孩子最好的！北歐設計，創立於1946年，擁有 70 多年歷史及研發經驗，被譽為挪威皇室

品牌名稱 HABU(Happiness

貴族御用書包。

9.5折滿3,000元抵300元。

【開幕優惠】6/1(六)－6/10(一)慶開幕，全面

Always BetweenUs) 讓歡樂永遠在你我之間，傳送給每一個穿
HABU 童鞋的孩子們可以永遠保持歡樂的心情，在成長的路上走好每一步。
【開幕優惠】第一雙 折，購買2雙以上 折

9

8

TrueStart Coffee｜B2F

Thai Cook 泰酷．泰式料理丼飯｜B2F

來自英國的得獎品牌，今夏最酷的氮氣冷萃咖啡，有酒香氣息，零卡路里、100%純天然，喝的

泰籍的廚師將道地泰國料理帶入台灣 ，採用十幾種天然辛香料，天然正宗泰式風味，讓人沉浸

到健康的天然能量飲，運動員指定飲品，一起來體驗這款大人味咖啡吧!
【開幕優惠】咖啡飲品全面買二送一

在酸甜辛香的南洋風情，佐以獨家醬料滿足挑剔味蕾！

389元│原價490元(包含2人份白飯、沙拉、熱湯)

【開幕優惠】泰式經典雙人組合餐特價

第一名店｜B2F

幸修園｜B2F

創立於2005年。以無毒、養生、醫食同源的概念，引進世界著名廠商產品，以水米油鹽醬醋茶

始於東京的一間茶屋，過長久經驗技術的累積，採用獨特的製茶法製作出美味的日本茶。將嚴

等日常用品，讓每餐吃得更安心、健康美味。

格精選的日本商品提供給世界各地的消費者。

270元│原價320元

【新櫃優惠】特級養身豬肉酥，特價

美國VESSEL BAG│2F

ELEGANT│4F

來自美國的VESSEL，源自於高爾夫時尚，專為名人和職業高爾夫選手客製球袋，本著高爾夫

銀飾&蕾絲，高貴優雅來自台灣製作的精品。相遇於蕾絲送日本參展的商品設計。輕珠寶的銀

球袋『實用』、『性能』、『設計』等元素，注入時尚的包袋設計，獨特立體剪裁打造實用兼

飾，多風情的蕾絲。

具都會風貌，為時尚愛好者帶來嶄新、不凡的精品體驗。
【開幕優惠】凡購買VESSEL商品並加入粉絲專頁按讚+打卡，即贈VESSEL專利多功能小包乙
份(限量100份)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憑信義店當日不限金額消費發票

199th元加購
誠品30 ×TwinSocks
即可以

藝術家聯名襪 乙雙（價值350元）

築夢踏實 藝術計畫紀念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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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28 Fri. - 7.28 Sun.

販售地點｜誠品信義店B1F顧客服務中心

誠品30週年獨家聯名商品 經典鉅獻

6.18（二）

邀集國內外品牌，與誠品一起將苒荏韶光化作不同想像，邁向下個理想之境！

LUMIO ╳ 誠品

PADDYWAX ╳ 誠品

誠品信義店、網路書店
搶先販售

全台誠品書店
同步上市

更多聯名商品請至各店選購

旅行蠟燭

Moleskine ╳ 誠品
橫線筆記本／L

推薦價

推薦價

推薦價

推薦價

推薦價

2015 reddot紅點設計獎Lumio經典商
品，以誠品 30th 的主題光芒元素，獨
家燙金於書封，獻上金光閃閃的祝福。

為誠品 30 週年打造三款「斜槓哲學家」
系列：培根、希帕提婭、笛卡兒。點上蠟
燭，品味哲學家們的話語和哲思吧！

邀請速寫畫家— B6 速寫男，以誠品敦南
店內經典場景結合白天至黑夜的窗景變化，
捕捉敦南店24小時陪伴你我的迷人樣貌。

來自日本愛媛縣的百年毛巾工藝，為誠品30th
設計兩款手帕：reading is dreaming with

NICI 和誠品聯袂邀請威比擔任誠品書店

聯名款書燈

9,800元／盞

sat.

355元／個

990元／本

wed.

6.01 7.17

誠品點好好用
熱門飲品、30週年獨家聯名商品超值兌！

兌換再送誠品點1,000點
活動期間每週參與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以下兌點活動，
即有機會抽中誠品點1,000點（共7名）

6.01 sat.-6.30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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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sun.-7.16 tue.

誠品30週年聯名商品 超值兌
Mondaine 瑞士國鐵錶
褐色款／全黑款

master-piece

1,000點 + 6,880元

日本製黑迷彩側背包

誠品優惠價 9,600元
原價13,800元 (限量4隻)

推薦價4,800元 (限量5個)

1,000點 + 3,280元

注意事項：
●需先登入迷誠品網站方能參與點數兌換，首次登入請先註冊網路帳號。●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
之誠品人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飲品同店同品項每人每卡限兌換2杯。●兌換再送誠品點
1,000點活動每筆點數兌換視為一次抽獎機會，每人每卡不限抽獎機會；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抽出上
週兌換之會員，每週三（6.05、6.12、6.19、6.26、7.03、7.10、7.17）公佈得獎名單於迷誠品網站
─最新消息公告資訊頁面，並同步將點數匯入得獎會員帳號，恕不另行以電話通知。●凡取消點數
商品兌換，該筆抽獎資格將同步取消。●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網站或誠品人APP【會員專區】
中查詢。●誠品生活保留活動內容變更、修改及最後解釋之權利。

登 入 兌 換

伊織 ╳ 誠品

6.24（一）

今治認證手帕兩款各兩色

380元／條

open eyes. so many books, so little time.

NICI ╳ 誠品

小豬威比坐姿玩偶／鑰匙圈

840元／380元／個

的「一日職人」，穿上誠品職人限定的小
黑背心，雙手為您獻上一包您的愛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