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1.16 Wed. - 3.05 Tue.

元氣飽滿
誠品人獨享抽

2.11 Mon.-3.05 Tue.

呷甜甜
滿額禮 

2.11 Mon.-3.05 Tue.

開工大吉
百萬點數
歡樂抽 

1.16 Wed. - 2.04 Mon.

福氣滿滿  
會員來店禮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店單筆消費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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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島六天五夜雙人自由行。(價值60,000元，1組)

◎ 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 城堡精緻客房。(價值35,200元，10組)

◎ Vitamix S30 全食物調理機 輕饗型。(價值21,000元，1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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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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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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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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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滿1,999元，

贈「上信饌玉   巧克力禮盒」乙份。 (價值150-160元，可挑選，限量170份）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屈臣氏 Watsons、
晶碩光學、特賣會。●本活動提供產品兌換券，詳細規範依券面說明為主。●本活動恕不與「諸事大吉
豬年開運禮」、「呷飽寳 加碼禮」活動重複兌換。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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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
特賣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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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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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卡卡友當日全館累計消費滿500元或扣誠品點20點，

贈「福氣滿滿   豬年紅包袋(3入)」乙組。

●每人每卡活動期間滿額兌換限乙份；扣點兌換限兩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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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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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生活中廣場服務台

1.16 Wed. - 2.10 Sun.

喵！吉祥 
開運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滿2,500元， 
即贈 「雷諾瓦   開運大吉拼圖」乙份。 (價值209元，限量95份）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屈臣氏 Watsons、
晶碩光學、特賣會。● 本活動恕不與「諸事大吉 豬年開運禮」、「除舊佈新 嶄新禮」、「呷飽寳 加碼禮」
活動重複兌換。

1.16 Wed. - 2.10 Sun.

新春好食
歡喜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站前店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888元， 
即贈「拾禾米香   綜合口味禮盒(5入組)」乙份(價值175元)。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限量400份，贈完為止。●指定專櫃：黑方巧克力、紅玉赤滿心雞蛋糕專
賣店、台中郭記、拾禾米香、那個市集、G SHOP、BELA、十二籃主題市集、聖瑪莉、樺達奶茶、
19NINETEEN、菘韓館、Q丸、菘麵坊、吉野家、老董牛肉麵、壽司元、上島咖啡店、平田壽司、頂
呱呱、翰林茶棧、鬍鬚張魯肉飯、摩斯漢堡、吉野家、Yamazaki、樂檸漢堡、MisterDonut、Krispy 
Kreme、阿默典藏蛋糕、萬金游、快車肉乾、德克士炸雞、香帥蛋糕、上信饌玉、小南門傳統豆花、
先喝道、黑面蔡、八方雲集、布萊恩紅茶、莫凡彼咖啡館、Caffe Bene 咖啡伴、仙草凍3兄弟、迷客
夏。●免費申辦誠品累計卡地點：生活中廣場服務台。●本活動提供產品兌換券，詳細規範依券面說
明為主。

品牌介紹
拾禾取自於「農人拾起稻穗，歡喜收成」之意，當您品嚐到拾禾米香時，也能感受到農夫豐收的喜悅。

「爆米香」多半停留在大家兒時的回憶，越來越少機會品嚐到古早的美味，這樣的念頭下創立「拾禾米
香」，希望將米香的美味延續下去。

1.16 Wed. - 2.10 Sun.

除舊佈新
嶄新禮

誠品人當日累計消費

滿30,000元，即贈「正負零±0 小陶瓷通風電暖器
(黃/粉紅兩色，可挑選)」乙台 (價值1,790元，限量6台)

滿60,000元，即贈「正負零±0 無線吸塵器(紅色)」

乙台 (價值5,990元，限量2份）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屈臣氏 Watsons、
晶碩光學、特賣會。●本活動恕不與「諸事大吉  豬年開運禮」、「呷飽寳  加碼禮」、「喵！吉祥  開運禮」
活動重複兌換。

2.04 Mon.-2.13 Wed.

呷飽寶
加碼禮 

單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贈「Mao's樂陶陶   飽寶吉字碗」乙個。

(價值380元)

關島六天五夜雙人自由行

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      城堡精緻客房

Vitamix S30 全食物調理機 輕饗型

1.16 Wed. -3.05 Tue.

好福氣
辦卡抽 

凡至誠品站前店申辦會員， 即可參加抽獎，即有機會抽中

「任天堂SWITCH主機電光藍紅」(價值9,780元，1名)、「茶籽
堂  純粹沐浴雙入組」 (價值900元，10名) 、「QB HOUSE 造型
剪髮抵用券100元」(100名）等限量贈禮。

●每人限抽乙次，贈完為止。●QB House抵用券詳細使用規則請見券面。●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
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1.16Wed.-2.04 Mon.

甘甜飲
好運禮 

憑全館當日消費發票至站前店，只要發票號碼包含「2 、0、1、9 」
任兩個數字，即贈「仙草凍3兄弟   仙草茶兌換券」乙份。(價值55元)

●每人每日限兌換2份，限量900份，兌完為止。●每張發票限兌換乙份贈禮。●本活動提供產品兌
換券，詳細規範依券面說明為主。

品牌介紹
成立於2014年，小孩的童言童語開啟的仙草凍三兄弟這條路，一天，三位就讀國小的兄弟利用假日請姑
姑做仙草凍，把賺到的錢部分拿來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真材實料的手工仙草凍獲得好評，秉持「不求
高營收，只求好品質」的經營態度，給顧客安全無虞的好滋味。

品牌介紹
嚴選頂級食材，不使用色素、香料、防腐劑等食品添加物，褪去色彩繽紛的外表，和大家分享食材純粹
的感動。夏威夷豆塔、金鑽鳳梨酥、夏威夷潛艇、綠豆冰糕，在上信饌玉一定能找到喜歡的點心，送禮
也會送到對方心坎裡。

●每人每日限兌換2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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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書店、誠
品風格文具館、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特賣會。●內容物：單只碗﹔尺寸：口徑11x高6cm﹔
材質：瓷土、無鉛釉●飽、寶二字隨機出貨，恕不挑款。● 本活動恕不與「除舊佈新 嶄新禮」、
「喵！吉祥 開運禮 」、「呷甜甜 滿額禮 」活動重複兌換。●本活動若與「諸事大吉  豬年開運禮」重
複兌換，僅可兌換乙份。



刷卡分期零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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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元以上

享 3 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 6,000 元以上

享 6 期零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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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6,500 元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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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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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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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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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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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01 Fri. – 3.05 Tue. 
地點 ––––––

◎ 信義店 B2美食街高腳椅區、北側梯廳

◎ 敦南店 1F服務台旁、GF藝賞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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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16 Sat.   14:00 – 17:00
地點 –––––––

◎ 信義店 星巴克前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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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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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鄉民曆》圖文創作團隊的獨特畫風與詼諧吐槽，精闢

剖析每道年菜背後的故事；互動式的展覽形式，可以留言

分享你的年菜趣事或最喜歡哪道年菜，就有機會免費將該

道年菜帶回家。

活動詳情

報名詳情

本書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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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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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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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
祥
年
菜
插
畫
展

相
揪
作
伙
呷
辦
桌

讓我們圍在一起，吃年菜話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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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館內美食專櫃，最接地氣台式的辦桌氛圍加上精采可

期的舞台表演，除了品嚐美食、更能在老師的帶領下親自

動手製作年節美食與元宵湯圓的趣味辦桌。



新春新氣象，增添巧思
讓周遭亮起來，歡喜過好年！

開運紅裳
喜氣迎新年

A.

誠品書店

招財玩偶裝飾品(單個)
(誠品會員9折)
推薦價290元

expo

T-bone 紅色斗篷擴香石

推薦價650元

東京企劃 S'AIME

YOSHSA — 
簡寫手提斜背馬鞍包

特價1,680元｜原價1,880元

expo

GOOMI —
掌上明珠系列童裝

(誠品會員9折)
推薦價699元

H. I. J. K.

那個市集

覓朵朵事 Follow Flowers —
香氛能量盆／瓶

特價450元｜原價500元

JINS 

KID系列墨鏡新品上市

(誠品會員9折)
推薦價1,480元

Train's 扭蛋玩具 

動物合掌系列扭蛋

推薦價60元

L. M. N.

D.

C.

F.
G.

B.

E.

H.

I.

L.

K.

M. N.

J.

誠品書店

正負零±0 — 
XHH-Y030 電暖器

(誠品會員9折)
推薦價2,490元

誠品書店

Recolte 格子三明治機-
Disney Micky Mouse系列

(誠品會員9折)
推薦價1,580元

十二籃‧選

M.G.皮革手作 — 
經典紅皮革口金包

特價3,688元｜原價4,280元

那個市集

花艾 Fleur d'amour—
全品項滿千送百

滿3千再贈指定款手鍊 
2件以上9折

A. B. C. D.

阿原 YUAN

諸事圓滿禮盒

（檜木手工皂150g＋艾草手工皂100g）

特價1,280元｜原價1,680元

expo

花見小路 — 
京都和風雨靴(朱紅色)
推薦價1,980元

東京企劃 S'AIME

真皮半月拉鍊小圓包 / 6色 
特價2,080元｜原價2,280元

E. F. G.



berji

燕窩高機能極潤化妝水120ml×2
全天候保濕凍膜50ml×1
特價3,280元｜原價6,560元

乳油木之家

貂寶芒果護唇膏 4.5g×2+
貂寶嫩白保濕香皂 3.5oz×2+
貂油（小） 1oz
特價4,480元｜原價6,900元

NU+ derma 新德曼

金采極緻晶凍凝露125ml×1+
金采賦活保濕精華霜100ml×1+
肌因抗老修護微導膜25ml×4（片）

特價6,800元｜原價9,800元

蕾舒翠

花神百花肌密精華液6ml（10入）×1+
花神賦活肌密水凝霜×1
特價10,000元｜原價13,500元

expo

女兒 — 
保濕菁華露120ml
(誠品會員9折)
推薦價880元

倍優

黃金胎盤極緻金露120ml+
黑玫瑰洗卸慕絲170ml+
玫瑰幼嫩金面膜淨（5片／盒）

特價999元｜原價2,200元

●此商品為1.16Wed.-2.10Sun.期間限定優惠

EDN

富勒烯煥齡賦活前導露+
微震瞬導美眼精華筆

特價3,880元｜原價6,600元

expo

綠藤生機 — 
純粹保濕精華液30ml
推薦價580元(誠品會員9折)

蕾舒翠

購買花神肌密水凝霜100ml×1，

贈水盈潤晶露120ml×2
特價5,500元｜原價8,500元

berji

嫩白水漾化妝水500ml×2+
全天候修護凍膜50ml×1
特價3,000元｜原價5,200元

當個美人兒，試試年度熱銷款，
隨時擁有漂亮好肌底。

超值必買
新春賺飽飽



人氣口碑最高評價—
布萊恩紅茶

觀音茶葉禮盒20入（大）乙盒；

伯爵茶葉禮盒20入（大）乙盒

特價850｜原價950元

養生零嘴一次滿足—
上信饌玉

春節限定禮盒

夏威夷豆塔（6入／盒）×2，夏威夷潛艇（280g）×1
特價888元｜原價1,010元

清心退火必買清單—
仙草凍3兄弟

仙草凍禮盒（6入／盒）

特價199元｜原價210元

A.

甜點之王午茶必備—
Mister Dount

甜甜圈或點心系列      
買6送2

B.

C.

D.

E.
F.

I.

J.

在地滋味經典推薦—
聖瑪莉

鳳梨酥3盒95折；5盒9折

滿3,500再送鳳梨娃娃

滿10,000送鳳梨娃娃（特大款）

K.

G.

H.

養生零嘴一次滿足—
黑方巧克力

原味生巧克力

推薦價580元

兒時記憶美味保證— 
拾禾米香

米香禮盒組（10入／盒），任選兩件88折

折扣後滿3,000元，贈綜合米香小盒（5入／盒）

折扣後滿5,600元，贈綜合米香大盒（10入／盒）

(擇一門檻兌換)

天然果乾年節首選—
萬金游

經典款任選4包

特價1,000元｜原價1,400元

K.J.

I.H.G.

過節團圓，準備好全家人都喜愛
的零嘴、糕點，幸福一整年！

回鄉拜年 
經典伴手禮

經典必嚐招牌點心—
台中郭記

小盒蛋糕(不限口味)     
任兩盒折20元

精選茶葉高級品味—
先喝道

精選禮盒      特選台灣茶（2罐／組）

特價554~680元｜原價610~750元

全家最愛零嘴之王— 
快車肉乾

特厚豬肉乾

（黑胡椒／蜜汁系列）

特價200元｜原價250元

A. B. C.

D. E. F.



春假很長，
記得與知心好友約約出門聚會囉！

過節團圓
作伙呷飽飽 樂檸漢堡

好樂鬧分享餐

（經典大俠牛堡×1 + 流金大俠牛堡×1 + 
花醬大俠牛堡×1 + 鄉村大俠雞堡×1 + 裹漿直刨薯條(L)×4 + 
經典脆炸雞塊×8 + 紐德雞翅×4 +指定55元飲品×4）

● 指定55元飲品，可加價更換其他飲品  ● 附餐節翅 / 翅小腿隨機出餐

特價888元｜原價1,099元

頂呱呱

美味香雞餐

(大雞腿×1＋辣味雞翅×3＋原味雞塊×2＋

地瓜薯條100g＋30元飲品×1)
特價199元｜原價232元

咖啡伴

四人歡聚餐

（韓式炸雞×1+230元指定款PIZZA×1+
韓式拉麵×1+170元指定款韓式拌飯×1+
茶飲×4）

特價820元｜原價1,240元

莫凡彼咖啡館

莫凡彼雙人分享餐

（湯品×2+開胃菜×1+主食×2+
冰淇淋甜點分享盤×1+特色飲品×2）

特價999元｜原價1,250元

德克士

咔滋雞柳堡+脆皮炸雞+輕檸檬(L)
特價149元｜原價182元

菘韓館

春川辣炒雞套餐

推薦價250元

菘麵坊

宮保雞丁丼套餐

推薦價165元

仙草凍3兄弟

購買兩杯凍凍仙草茶

贈仙草茶500ml(價值55元)
推薦價130元

●此商品為1.26Sat.、1.27Sun.、2.2Sat.、2.3Sun. 週末限定優惠

老董牛肉麵

紅燒牛肉麵+燙青菜

特價180元｜原價210元



甜蜜心意
讓她/他知道

初戀滋味酸澀清甜—
19 NINETEEN 精品茶飲

2.14Thu.情人節當日，

初戀     
買一送一    
特價75元｜原價150元

8顆心意甜到心坎—
紅玉滿赤心雞蛋糕

7顆愛心+1朵玫瑰    
推薦價65元

提前預訂她/他的愛情—
十二籃‧選

伊卡湯森情人節優惠—純銀編織戒指

買一送一
特價990元｜原價1,980元

愛情，只要我們一起—
Royal Damon 羅亞戴蒙

互動心（手環）

特價4,760元｜原價5,960元

攜手相伴，一起生活—
阿原 YUAN

極究水面膜+玫瑰皂

特價1,420元｜原價1,770元

一點驚喜她更愛你—
十二籃‧選

伊卡湯森情人節優惠— 幸福久久禮盒 
任選590元純銀耳環兩對

特價999元｜原價1,180元

重新拼合發現心意—
雷諾瓦拼圖文化坊

浪漫玫瑰拼圖 
特價1,239元｜原價1,299元

●此商品為2.01Fri.-2.28Thu.期間限定優惠

甜蜜蜜巧克力情意—
上信饌玉 

巧克力系列任選2件

（覆盆子生巧克力／百香果生巧克力／99%橘片黑巧克力）

特價250元｜原價320元

喜歡你，從穿搭開始—
JINS

初春時尚系列眼鏡新品上市(誠品會員9折)  
推薦價2,480元

親筆訴說完美告白—
那個市集

覓朵朵事 Follow Flowers—
乾燥花卡

特價261元｜原價290元

療癒代表暖男必送—
誠品書店

刺蝟熱敷袋

(誠品會員9折)
推薦價1,480元

天生一對定情禮物—
Royal Damon 羅亞戴蒙

愛的秘密（對鍊享免費刻字服務）

●詳情請依門市公告為準

特價3,980元｜原價7,200元



仙草凍3兄弟
秉持良善心意     提供最好的仙草凍 

迷客夏
為了每一位顧客，我們養了一群牛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2.11Mon. - 3.05 Tue.

超值好物推薦，

屬於你的誠品人點數，

給你驚喜美好生活！
 200 點

品茶集蜜香紅茶袋茶（12入／盒）

限量60份

 200 點

大象花白瓷圓盤

限量30份

 200 點

古布書籤

限量15個

 200 點

阿原Yuan 玫瑰皂20g
限量60個

迷客夏，「客」字擺中間，就是堅持將顧客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

置。創立初期，沒有品牌知名度，尚未流行鮮奶做為手搖飲的年

代，迷客夏就堅持使用鮮乳做為奶茶的原料，堅持推廣健康的鮮

乳飲品。堅持好的東西，相信好品牌一定會被看見。

成立於2014年，小孩的童言童語開啟的仙草凍三兄弟這條路，一

天，三位就讀國小的兄弟利用假日請姑姑做仙草凍，把賺到的錢

部分拿來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真材實料的手工仙草凍獲得好評，

秉持「不求高營收，只求好品質」的經營態度，給顧客安全無虞

的好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