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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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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帶著你精心準備價值3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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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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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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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旅吧！

特實用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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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18:00 西門店 昆明街騎樓

12.23 Sun. 14:00-15:00 台南文化中心店

1F中華東路入口處

大人味玩具

12.15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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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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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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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14:00 敦南店 戶外廣場

12.15 Sat.

15:00-16:00 新板店 1F植生牆

19:00-20:00 武昌店 武昌街騎樓

12.23 Sun. 15:00-16:00 園道店 3F電梯梯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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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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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亮希望的聖誕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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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繽紛的顏

等待禮物的盼望、拿到禮物的喜悅是聖誕節的重頭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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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這股安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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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向上的積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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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文化中心店—

站前店—

板橋店&新板店—

敦南店—

1999《月亮忘記了》

2000《森林唱遊》

2001《地下鐵》

2001《照相本子》

2009《星空》

╳
松菸店—

西門店&武昌店—

亞東醫院店&高醫店—

南西店—

2010《走向春天的下午》

2011《時光電影院》

2012《擁抱》

2012《如果我可以許一個願望》 2013《真的假的啊?》

信義店—

2018

送禮理想品牌

前來嚴選品牌，找出最適合今年的聖誕禮物。
推口袋愛放錢包者
欸!派對｜高雄大遠百店

義大利牛皮手工短夾

2,533元｜原價2,980元

特價

推皮革喜好者
Moshi｜高雄大遠百店

推質感3C控

COWA｜高雄大遠百店

Otto Q 無線充電盤

95折｜推薦價1,390元

誠品人會員享

推圖像邏輯王

雷諾瓦拼圖文化坊｜高雄大遠百店｜屏東店

推包包永遠裝很滿者

植鞣皮革護照夾

Caltan Design｜高雄大遠百店

1,026元｜原價2,280元

特價

滑雪樂園拼圖1,000pcs

率性斜背後背包

1,300

5,200元｜原價6,500元

元｜原價1,399元

特價

特價

聖誕戀人 兩
♥ 兩配對

expo｜駁二店

欸!派對｜高雄大遠百店

繆香空間擴香瓶100ml 任選兩件

1,373元｜原價1,560元

珍藏圓圈耳環

特價

980

特價

元 ｜原價1,980元

習慣的味道使人感到安心自在，

送給心愛的對方一個值得紀念的氣味吧！

悠菓選品｜高雄大遠百店

小繁星長鏈耳墜

1,750元 ｜原價2,060元

特價

加贈珍珠水晶耳環乙副 限量9組
PERTH'S KEY｜高雄大遠百店

玫瑰香快樂按摩油50ml+桃花好人緣能量棒10ml

冬天有彼此，幸福百分百。

阿原YUAN｜駁二店

PERTH'S KEY｜高雄大遠百店

水嫩潔淨月桃皂100g+白鶴草皂100g

長效滋潤唇膜蜜15g 兩入

780元 ｜原價1,130元

特價

愛妤花店｜高雄大遠百店

聖誕迷你壁掛小花圈 兩入

770元 ｜原價878元

特價

加贈按摩菇乙支

限量10組

490元 ｜原價630元

特價

580元 ｜原價980元

特價

獻給愛人一個柔軟的吻。

Caltan Design｜高雄大遠百店

精選短夾系列

1,200元 ｜原價1,500-2,380元

特價

精選長夾系列

1,880元 ｜原價1,500-2,380元

特價

Himalaya｜屏東店

茉莉修護洗髮乳400ml+旱蓮草健髮護髮霜175ml

300元｜原價540元

特價

富含草本精華，能滋養髮根，使頭髮健康、
有光澤，充滿自信魅力。

欸!派對｜高雄大遠百店

麋鹿彩繪手機殼

300元 ｜原價500元

特價

點亮暖聚時分

創意美術 ｜高雄大遠百店

單堂黏土課程2F尺寸

小蝸童裝｜高雄大遠百店

1,000元｜原價2,250元

特價

寶寶精美禮盒系列

不包含畫框

9

特價 折｜原價2,980元起
奇可家居Chic Casa ｜高雄大遠百店

鈦金隨身環保餐具組 兩組(含防燙筷+叉勺+收納袋+吸管)

1,080元｜原價1,450元

特價

平安快樂，我們都是給愛的聖誕老人。

貓頭鷹森林｜高雄大遠百店

貓頭鷹馬克杯 兩入

770元 ｜原價780元

特價

twotwotogo｜駁二店

限量10組

宇治金時布里歐+可可歐蕾

300元｜原價 340元

特價

愛妤花店｜高雄大遠百店

奇可家居Chic Casa ｜高雄大遠百店

花漾溫馨音樂盒

1,650元｜原價1,900元

水轉聖誕樹燈/閃耀微笑小雪人燈

特價

推薦價

限量10組

1,500

元

2018限定款 限量30件

石尚探索屋｜高雄大遠百店

粉晶燈系列

9

特價 折｜原價2,790元起
Bidala貓在玩｜屏東店

寢具系列

7

特價 折｜原價1,690元起
Lab'遠百 ｜高雄大遠百店

聖誕雙人套餐組

1,080元｜原價1,250元

特價

含主廚例湯+手工麵包+精緻沙拉+主餐(牛肉蘑菇
燉飯/法式燻鮭魚義大利麵/肉醬義大利麵/白酒蛤
蠣義大利麵/白醬迷迭香雞腿燉飯)+布朗尼+90元
飲品各兩份。
主餐可任選兩項，恕無法選擇同一品項。

expo｜駁二店

聖誕限定浪漫開花茶組 (花茶包兩入+迷你花圈)

149元｜原價168元

特價

在這繽紛時節，一起喝口暖暖的開花茶，擺放季節限定乾
燥花，分享好心情。

單身聖誕人萬歲

欸!派對｜高雄大遠百店

COWA｜高雄大遠百店｜屏東店

黑色皮衣

捕夢網指定大款

15,400

特價

990元｜原價1,280元

元｜原價30,800元

特價

圓領及斜口袋突顯率性的街頭風格，
在肩部與肘部更加強保護，
讓喜愛皮衣的你，
在冬天多了不一樣的穿搭選擇。

噓，偷偷許個脫離單身的願望吧！

石尚探索屋｜高雄大遠百店

vensers｜高雄大遠百店

HANSA 貓狗系列
特價8折｜原價1,090元起

小牛皮風格後背包

2,680元｜原價3,980元

特價

一身帥勁參加

Moshi｜高雄大遠百店

Treya Lite 超輕量皮革三用劍橋包
誠品人會員享95折｜推薦價5,900元

nu健康守護鍺｜屏東店

黑色健康能量手/腳環

創意美術｜高雄大遠百店

特價買一送一｜原價1,200-1,400元

特價

單幅課程6P尺寸

2,400元｜原價3,150元

，被好看的自己療癒一下吧！
Party

W.wear｜高雄大遠百店｜駁二店
MUMU Life Style｜高雄大遠百店

經典不敗w2系列套組

2,860元｜原價3,360元

特價

香磚手作DIY體驗

Moshi｜高雄大遠百店

配件任選，套組可作升級

500元｜原價600元

特價

IGlaze for iPhone Xs Max、XR 風尚晶亮保護殼

95折
推薦價 XS MAX1,090元、XR990元

誠品人會員享

DIVOOM TIVOO｜誠品書店

光音舞動藍芽音響

2,232元｜原價2,480元

欸!派對 ｜高雄大遠百店

誠品人會員特價

獨享音樂時光，隨著節奏動一動。

Pomelo.Korea｜高雄大遠百店

精緻旋轉造型石耳環

1,380元｜原價1,980元

特價

白紅梅西鞋款

吸睛指數100%。

1,800元｜原價2,480元

特價

嘉丹妮爾Vecs Gardenia｜駁二店

新櫃活動│

12/01-12/09 正價商品85折。

7F

nu健康守護鍺

櫃上單筆消費滿12,000元，
即贈「負離子健康項鍊」乙條。

17F

悠菓選品

Caltan Design

櫃上單筆消費滿1,000元即可折抵100元，

櫃上單筆消費滿3,600元，即贈

滿2,000元折抵200元，以此類推

「經典皮件」乙只
vensers
包包/皮夾 全面8折

貓頭鷹森林

正價商品消費滿1,000元，享9折優惠

店
SOGO

自然是我們的最大訴求，堅持無添加化學刺激物、不含酒精、不
添加人工香精，每一吋肌膚都是我們至終捍衛的美麗理想！

SPECIAL
DISCOUNT
高雄大遠百店

折扣訊息
屏東店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PINTOO

12F

消費二件以上， 享95 折優惠

正價商品

滿額回饋

活動店別│高雄大遠百店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誠品書店服務台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12.06 Thu. - 12.16 Sun.

選禮獎運氣

250點，

12.06 Thu. - 12.13 Thu.

誠品人會員扣誠品點

點點成金
誠品點換購物金

【本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至書店服務台兌換】

5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可累計兌換。

即可兌換「

幾米插畫
年曆組加購禮

憑當日不限消費金額發票且末碼為 2 、 4 、 6 、 8 ，即可兌換

「粉紅點點包+馴鹿明信片兩張」乙份。

券面僅供示意參考

●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間：2018.12.06 Thu.-2018.12.31 M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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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 有照身分證件任一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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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專櫃消費時出示會員卡 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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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折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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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券限誠品生活高雄大遠百店使用，惟不適用於誠品書店。
●排除專櫃若有異動及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

2018.12.06 Thu. 2019.1.02 Wed.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次，限量100份，兌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發票不列入參加：誠品書店。

2018.12.06 Thu. 2019.1.02 Wed.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1,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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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新旅程
誠品人獨享抽

活動詳情請掃QR CODE

12.06 Thu. - 12.25 Tue.

週週驚喜
來店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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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11 Fri.公佈於迷誠品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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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說明為主。●領獎期間:2019.01.11 Fri.-02.11 Mon.。●誠
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1,000元，即可兌換

當日單筆消費滿

「當週限定聖誕禮」乙份。

12.06 - 12.12 兌換「交換好禮-白馬克杯」
12.13 - 12.19 兌換「手作心意-馴鹿拼圖」
12.20 - 12.25 兌換「綠色聖誕-好想用青草霜12g」

99元加價購得

憑全館當日不限金額消費發票，即可以

「幾米插畫年曆組」乙份。

●本活動恕不與「冬季暖心禮 時光小屋夜燈」、「冬季溫暖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
●每卡每項贈禮限兌換乙份，限量各90份，兌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

誠品獨家設計，讓幾米陪伴您度過2019年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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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快訊
12.16 Sun. 15:30 - 16:30
中央走道前

內含｜2019年單張年曆海報＋手帳貼紙
尺寸｜海報：(W)35×(H)50cm、貼紙：(W)15×(H)21cm

2018.12.06 Thu. 2019.1.02 Wed.
●發票金額累計限高雄大遠百店當店當日消費發票，恕不跨店跨日累計，每人每筆發票限兌換乙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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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會員相關贈禮請出示實體會員卡 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 有照身分證件任一證明及當日消費發票，僅適用台灣申辦之會員卡 累計卡，台
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消費恕不適用，愛書人會員 通行證 生活卡亦可參加。●誠品人專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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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消費時請出示誠品人會員卡或誠品人APP
累計消費方可列入活動計算，活動不可跨會員累計。●所有贈品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圖片僅供參考，贈品一經兌換恕不接受退換；活動贈品皆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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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且兌換後之發票剩餘金
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抽獎活動由誠品生活主辦，持卡人參加本活動即表示同意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得於辦理本活動之需要範圍內，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蒐集、處理、利用其個人資料。●抽獎活
動屬機會中獎，按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機會中獎獎項市值超過新台幣(以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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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獎。獎項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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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稅金，方可領獎；外籍人士(含大陸人士)不論機會中獎獎項市值，皆需填妥個人所得收據憑證，並繳交20%之稅金，方可領獎。註：
外籍人士(含大陸人士)若在台居留達183天以上需檢附在台居留證，則視為本國中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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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利。

冬季溫暖
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5,000元，即可兌換
「Dress Code暖冬室內拖」乙雙。
當日累計消費滿

●本活動恕不與「冬季暖心禮 時光小屋夜燈」、「週週驚喜來店禮」活動重複兌換。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限量40份，兌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

小精靈
祝福音樂會

NEWS

在平安夜前一個星期的週末下午，幫助聖誕老人準備禮物的小精靈都不見了！
當大家在尋找他們時，遠方傳來陣陣悅耳的四重奏樂曲，原來是來到了
誠品生活高雄大遠百店，準備用美好的旋律，為相互給愛的聖誕節日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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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Y｜奢華系列鋼筆
市價$2,600／誠品點：990點 + 1,9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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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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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小米手環3

市價$865／誠品點：500點 + 799元

注意事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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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