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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說老故事
專屬好氏品牌研究室總監 —
陳易鶴 Van
的﹁喜新戀舊﹂

GATHERING of
Classic Retro

“ Branding ”，一個看似空闊，但其實蘊藏大
量精確計算的詞彙，是陳易鶴Van總監翻轉眾

代或西方設計概念，達成新舊比60：40的穠
纖合度。

多傳統的關鍵字，從品牌再造、視覺與空間
革新到創造活動與實驗，成功讓固有概念、
場域跳脫傳統框架，渲染耳目一新的視覺體
驗。

Intro
陳易鶴Van
為好氏品牌研究室的總監，致力於品
牌再造與視覺空間設計，曾與MONT

BLANC、ANNA SUI、D&D、 環
球唱片以及誠品等品牌合作。

info.
好氏研究室

「普遍存在的風格＋未來樣貌的
可能 ÷2＝新舊並重的設計」
這是Van最基本的設計公式，在他的設計迴

「對我來說，設計不是最重要的，
策略才是」
從設計人Van的口中吐出乍聽顛覆的一句話，
卻是品牌再造的靈魂所在，以科學數據搭配
理性設計，從一個品牌的經營TA、美感接
受度到企劃、營銷團隊大小以及既有通路的
盤點與分析，將策略→行銷→設計按照步驟

路中，將傳統色彩刷淺，融合輕盈優雅的氛

提出實際的變革，讓設計成為錦上添花的利

圍，進而創造符合城市生活與日常產生連結

器。對Van而言，聚合舊有概念再次創新，同

的樣態。經過長期中國及台灣百貨零售業的

時透過新舊的撞擊與融合，給予受眾飽滿的

市場淬鍊，Van對於美感的拿捏，便是找出品

品牌能量！

牌舊有的共同認知並保留其信賴感，注入現

一間印刷行 ×
活版印刷的﹁舊雨新知﹂

合興壹玖肆柒三代 年的
﹁舊食新味﹂

故 事
的
集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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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已逾70年的南門市場合興糕糰店，現由第三

在農曆年節的既定印象，讓鬆糕走進人們的

從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到隨身活版印刷

代夫妻在大稻埕的迪化街上再開設了合興壹

日常生活。

機與周邊產品的開發計畫負責人，一間印刷

發新型排版系統，以塑膠材質降低銷售價格

行的主理人顏宏霖Yellow，在研究所實習課

與損壞率，讓初學者能以更沒有壓力的方式

程期間，與保存活版印刷的日星鑄字行相

接觸傳統技藝。

玖肆柒，室內設計出身的女婿鄭匡佑與女兒
任佳倫最初並未懷抱承接家業的期待，直至

2人赴英進修，鄭匡佑在倫敦當地公司擔任
branding從業人員期間，激發了回國創業的
靈感，把老口味從市場攤位帶向文創街區，
達成了舊食新味的典範轉移。

從傳統市場，
攜手走向大稻埕文創街區

合興壹玖肆柒正是南門市場「上海合
興糕店」的三代店，鄭匡佑與任佳倫
以創新概念結合街區營造，讓傳統鬆

info.
合興壹玖肆柒

後賦予的深沉震撼，於此一步步為古老的活
版印刷技術走出嶄新的道路。

歲月中的活玩藝，
而非博物館裡的死保存

望，反映在店面的設計與商品的呈現。首
帶著濃厚的絳紅氛圍；接著，降低櫃檯的檯
面設計，並採用玻璃展示，讓點心直接和觀
者視覺產生互動，注入「蒸製」動作，將老

在思考如何將傳統食品呈現全新樣貌的過

遇，將鉛字握在手心的當下，感受到文化背

「聚集與互動」，是第三代主理人的最大想
先，保留大稻埕的復古風華，整體視覺鋪排

Intro
合興壹玖肆柒

糕翻玩新樣貌。

在裊裊清煙中，
為人們蒸出關於聚的記憶輪廓

片；在今年更因應推廣年齡降低，進一步開

景象帶回新時代。最後更以街區營造的觀念

程，年輕的夫妻看見了「台北唯一手敲單顆

出發，汲取當地元素，採用米糧行的原料、

鬆糕」的獨特性，因此在大稻埕店面保留在

點心的包裝車縫線與室內設計的布面，由此

南門市場眾多產品中最具特色的關鍵點心，

賦予商圈緊密的聚合效應，同時也餵飽了一

讓更多人認識木質鬆糕模敲擊的聲音與記憶

雙雙等待的眼睛。

中的上海老口味，破除了米食點心只能出現

老街廓的新日常，
當印刷文化開始蔓延

Intro
顏宏霖Yellow

「 如 何 推 廣 與 普 及 一 門 傳 統 的 技 藝 」， 是

Yellow一直以來思考的課題，他透過大量的
實際體驗活動，破除活版印刷與生活的隔閡

於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就讀期間創

為了不讓鉛版印刷在當代失去存在的可能

感，透過一張名片的大小，開始創造每一個

立「一間印刷行」，同時身兼「一張名

性，2016開發成功的隨身鉛字活版印刷機，

人在紙上的話語權，排版與符碼呈現了獨一

因為取得性高、機台操作容易且可壓印出媲

無二的個人色彩，撿拾鉛字版的過程，就像

美大機台的活版印刷品，為老傳統掀起一陣

由此緊密的將文字、人物與日子等……原本

新風潮。Yellow將名片版型結合現代科技雷

零散元素聚合在一起。

片 － 隨身活版印刷機」的設計者。

info.

射切割，維持精準的低誤差率，且可以快速
排版，讓初學者可以馬上印製屬於自己的名

一間印刷行

4F Event Space 1.16 wed. -1.31 Thu.

傳統新現・台式商行聯合展售
一間印刷行

什倆漉

大春煉皂

紙本作業

每一件商品的販售，竟也包含了

已逾百年的糕餅事業與品茶文化

帶著從日治時期延用至今的品牌

為小福印刷的文具紙品品牌，秉

背後的動作，從撿字、排版到呈

轉了一個彎，用全新的品牌定位

識別，打破了手工皂優於機械皂

持「以紙為本，以作為業」的精

現在手工紙上的雋印，用攜帶式

RoooRoo Tea和漢餅推廣概念，

的迷思，以台灣最驕傲的零汙染

神，擅長結合多元紙材與美麗的

活版印刷機，讓你隨心在新年賀

重新賦予台式傳統甜品與飲茶習

原料與嚴謹的製程，用60年老品

印刷工藝，創意與巧思就從舊日

卡上排出一句人生格言。

慣全新的靈魂。

牌創造嶄新的信任感。

的生活中跳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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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想要的東西都「包」起來，

chapter

有甚麼比這個字更讓人欣喜若狂？

「褒」獎辛苦整年的
自己與愛人
超商熱銷斷貨款

新潮時尚漢方飲
花見小路｜ 4F

福袋—待你不薄包

expo SELECT-Daylily｜ 4F
漢方Beginner組合
含：櫻桃四物飲（7入）＋龍眼＋環保袋

特價1,080元 ｜ 原價1,200元

特價299元 ｜ 原價499元

折

6

折

小甘菊經典護手霜，4款香味紀念禮盒限
定販售！

53

特價1,680元 ｜ 原價2,960-3,160元

最低

折

日本苯染豚皮鞋墊加上限定花布，更蘊含台灣師傅40年的手工經驗。

特價2,999元 ｜ 原價6,020-7,970元

小甘菊經典香氛紀念禮盒

9

隨機出貨，恕不挑款、不退換貨

超人氣
卓也藍染獨家

卓也藍染｜ 4F

松本清｜B1F

日系少女激推

豬年限定雙鞋福袋

限量

25袋

知名民宿卓也小屋旗下卓也藍染推出獨
家福袋，都是幸福的藍染工藝！

37

最低

折

設計師精品

時尚寵兒清單

中藥材遇上香甜的櫻桃煎煮成最創新的
時尚「四物飲」。

Cotélac｜ 2F
粗針石紋毛釦大衣

瑞士國寶級設計

南西
獨家

58

特價10,500元

MONDAINE｜ 1F
MONDAINE 瑞士國鐵
設計系列限量腕錶—金米蘭帶

超罕見組合

特價8,800元 ｜ 原價12,800元

手錶而是藝術品！

折

原價17,980元

波浪石紋粗針設計的棗紅外套，點綴高貴

68

內斂的奢華風格。

折

藍寶石水晶鏡面搭配金米蘭編織鋼鍊，彷彿不是

Keeley Ann｜ 1F
格紋短靴（共2色）
特價3,980元 ｜ 原價6,980元

57

折

格紋單品與絨布材質，無論是甚麼風格都
能穿搭自如。

旅行達人首推
PH SHOP｜ 4F
草本修護組
含：Burt's Bees神奇紫草霜15g×3入
＋神奇紫草霜8.5g×2入

特價999元 ｜ 原價1,450元

69

折

萬用紫草膏組合3大2小竟然不到1千元，
年節送禮絕對有誠意！

少女鞋櫃必備

限量

50組

SUITSUIT｜ 3F
隨身側包（共3色）

5

折

特價6,600元 ｜ 原價13,200元

限量
5件

冬日不敗首選

MAUD FRIZON｜ 1F
法式簡約蝴蝶結漆皮
平底娃娃鞋
特價兩雙4,000元 ｜原價4,280元

義大利經典地圖包，搭配防刮十字紋皮革，行動舒適、耐搭輕便。

雙

46

經典法式蝴蝶結娃娃鞋，飽和漆皮面料甜
美得讓人想咬一口！

折

AS Group｜ 1F
MODA時尚膝上靴
特價3,680元 ｜原價7,680元

47

折

硬挺麂皮高筒靴型，視覺直接激瘦10KG！

06

07

別忘了
對身體好一點！
限量
30套

比利時國寶級套書

南西書店｜ 5F

Tintin Complete Paperback Slipcase

（23冊英文書合售）
優惠至2/28截止

特價2,999元 ｜ 原價10,110元

29

Aesop｜ 1F
年度禮盒—熟悉的視野

折

推薦價2,700元

【丁丁歷險記】裡驚心動魄的史詩級冒險
旅程一次收藏！

SANTAXUS杉之淬｜ 2F
粉紅好氣色清潔修護組

熱銷的廁後點滴和漱口水加上伊斯特洛斯
芳香室內噴霧，打造必備家居產品組合。

含：活煥金純修護凝磚奢華刷具組100g＋
活煥水嫩修護面膜一盒

2/10前當日單筆消費金額滿3,000元，即贈驚喜福袋
乙個（每人限獲乙份，全台限量100個，贈完為止）

JuliArt｜ 2F
My JuliArt彩繪愛禮盒

送禮又能做公益

含：彩繪愛清爽洗髮精330ml、彩繪愛護髮油30ml、晚餐支持卡、
彩繪愛著色卡、12色色鉛筆JuliArt將捐50元予【花蓮谷若思全人關懷協會】

蜂蜜烏龍 檸檬綠茶 菊花普洱
任選兩款即贈柯木細針按摩梳

公益價499元 ｜ 價值1,130元

特價1,560元 ｜ 原價2,440元

JuliArt x谷若思【星光晚餐 彩繪愛】公益活動，讓偏鄉孩子翻轉生命。

44

折

特價2,800元 ｜ 原價3,630元

YIRI 伊日美學生活｜ 2F
一日茶道洗髮精600ml

根本MUZEN｜ 3F

胭脂金沙魅悅香霧50ml

目前全台唯一在全品項加入含有極致修護
力的「紅豆杉原素」，是讓肌膚保持活力
的秘密。

限量
30組

運用天然植物中豐富的兒茶素及維生素E，擁有極
佳抗氧化力，維持髮絲健康！

特價2,080元 ｜ 原價2,500元

AroMart艾樂曼市集｜ 2F
超音波香氛水氧機組（玫瑰金屬）

日常親膚專用

含：價值1,800元精油折價券
另可享精油全系列10ml/20ml加購價6折優惠，限購3瓶

南西
獨家

鋅合金外殼×啞光菱形表面，

伊織—蒲公英經典系列
特價720元｜原價1,000元

的享受。

特價1,140元 ｜ 原價1,520元

夢幻玫瑰金讓品味瞬間滿分！

72

限量

20組

買3
送1

以傳統低溫冷凍壓縮法製造，保留植物精

特價3,680元｜原價7,800元

伊織｜ 2F

含：長巾＋手帕各1，可挑色

橙淡香水中調入金箔，給你奢華氣派

ACCA KAPPA｜ 2F
ACCAKAPPA香氛皂150g

清新翠綠的北美雲杉與愉悅的加洲黃

華中的活性元素來清潔、調理並滋潤肌膚。

47

折

折

夢幻家飾用品

採用割絨與毛巾線圈，擁有柔滑、吸水佳2大優點！

innisfree｜ 1F
玩具總動員系列 胡迪組—
火山泥控油

玩具總動員鐵粉必收

含：超級火山泥毛孔潔淨面膜100ml＋無油無慮礦
物控油蜜粉5g＋濟州島火山泥調色面膜—淨白
10ml＋濟州島火山泥調色面膜—調理10ml＋玩
具總動員明星貼紙1張

2/1起販售

特價750元 ｜ 原價929元
©Disney / Pixar
©Hasbro. All Rights Reserved.
©POOF-Slinky,LCC

1/16起滿3,000元即贈
玩具總動員系列火腿豬撲滿乙個

8

innisfree×Disney 2019重磅聯名，
為第4集打頭陣！

折

©Disney / Pixar

BEVY C.｜ 3F
好命膨潤水感肌養成組

AVEDA｜ 1F
新春好蘊組
含：蘊活菁華洗髮精200ml＋蘊活菁華潤髮乳200ml＋
蘊活菁華滋養液30ml＋新春蘊活集福袋

活動至2/10

含：水潤肌保濕化妝水 130ml＋水潤肌保濕精華 30ml
水潤肌保濕霜 30g＋極淬美白精華 30ml＋
淨潤白潔顏慕斯 165ml＋植萃美白水導膜3pcs＋
抗老精華8ml

特價4,560元 ｜ 原價6,020元

特價3,900元 ｜ 原價4,880元

萃取自生命之樹之稱的巴西玫瑰果

新的一年給肌膚純淨簡單的保養，容光煥發四步

樹，深入髮絲深層滋潤，髮絲煥發極

曲：潔淨肌膚→潤澤保濕→打造肌膚透亮感→給肌

O'right｜ 1F
桃花豐盈組
含：桃花豐盈洗髮精1000ml×2入＋
玫瑰果精華油100ml ＋玫瑰果精華優油100ml

致亮澤！

膚一層防護罩！

1/4-3/28限量販售

推薦價2,980元
從髮根到髮尾都能徹底護理的髮品界龍頭，
在新春時節就讓人從頭開始好「蘊」連連、
魅力無限！

限量
3件

｜
DOUCHANGLEE Lab
廓形羊毛拼接帽

原價25,800元

CRY｜ 2F
毛料西裝外套

原價 7,680
元

特價12,900元

限量
5件

元
5,376

J & NINA｜ 2F
羽絨外套

，展現了設計師品牌俏皮

T

特價

限量
6件

與性感融合的全新面貌。

清新洋溢
日系少女

FRED PERRY｜ 3F
經典圓領大學T

在這個冷冽的季節，可別
「薄」待了自己

09

拼接材質與修身長版帽

走春放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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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F

特價11,180元 ｜原價15,980元

特價2,580元 ｜ 原價4,480元
雙面皆可穿搭的羽絨外

宛如泰迪熊般的毛茸感搭配小碎

品牌LOGO加上雙滾邊羅紋線條，袖

套，腰部和服細節與襯裡

花襯裡，加上率性西裝領，讓妳

口反摺也能見到經典細節的大學T。

迷彩富士山匠心獨具。

在今年冬天可愛中帶點帥氣。

如是著物｜R79

信用卡夾 超薄極簡版

限量
10個
鈹工作室｜ 5F

I MISS U SO BAG

特價4,930元
原價5,480元
手工製作包的皮革表面未
經過多處理，僅有少女般
的青春色彩與材質本身持
續變化的特性。

推薦價 780元

Half half｜ 3F
俏麗牛仔小花短裙

Isha Jewelry x 奇比植作｜R79
橄欖桂冠純銀戒

特價1,300元

KNOMO｜ 3F
10吋手拿包

原價2,780元

特價5,796元

以希臘文化中象徵成功的橄欖

原價8,280元

桂冠作主體，並鑲嵌三顆微小

清新碎花小短裙在

鋯石，讓成功在指間閃耀。
專為電子產品收納設計，兼具手拿與肩背功能，攤

子再適合不過！

開便能一目瞭然內容物，是旅行必備良品。

MARJORIE｜ 3F
女 公 爵， 帥 氣
兩穿毛料斗篷
背心外套

限量

Designer Link｜ 2F
CLAVE 秋冬撞色顯瘦V口短靴

限量
3件

推薦價5,450元

特價5,500元 ｜ 原價5,980元

撞款都困難！

特價760元 ｜ 原價950元

迎接冬春交際的日

10雙

獨家手染皮革配件，讓你連想要

氣勢十足的巧思兩穿外
深V開口延伸腳背線條，是女孩

套，披上斗篷時展現帥

的長腿小心機。

氣，單穿瞬間化身氣質
雙排釦背心裙。

Ultrahard｜ 4F
兩用托特包系列（酒紅）
特價1,390元 ｜ 原價1,880元
經典兩用托特包，以簡約設計
強調職人手作溫度。

Special Thanks 布物設計 BUWU

ITS jewelry｜R79
迷你天然寶石純銀 純銀鍍金戒指（兩入組合）

Miss Mos｜ 4F
LUNA項鍊＋LUNA耳環

特價1,000元 ｜ 原價1,180元

特價1,688元 ｜ 原價3,260元

天然石榴石、青金石、月光石、橄欖石、綠瑪瑙等多

採日本進口的精製棉珍珠，在外圈閃亮不規則的弧形

色寶石，搭配純銀花邊戒。

圓環包裹下，更具女性細緻的獨特美感。

限量

10組

走春放題

來這裡
把極具設計感
的冬衣
和良品
帶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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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ok｜ 3F
LASH 時尚CHEEKY墨鏡
特價6,160元 ｜ 原價8,800元
盧廣仲同款墨鏡，可別以為很難駕馭，每
個人戴上都是時尚新星！

設計師
獨家系列

VA Vendome Aoyama｜ 1F
10K 石榴系列（項鍊＋耳環＋戒指 ）

Dleet ｜ 2F
破袖子大衣

推薦價36 ,100元
一月誕生石-石榴石，象徵豐收、實現努力的成果，
一起迎接新的2019！

限量
5件
限量
3件
｜
yuer

元
9,800

戶外軍裝風衣外套
yuer

特價

2F

原價

2F

｜
JIA PLUS

元
3,980-5,980

品香 賞香儀系列
JIA Inc.

原價

優惠價 85
折

純 精 油 擴 香 儀， 觸 控 式 操

作、 體 積 小 攜 帶 方 便， 大 理

石底座打造現代感十足的香

氛器具。

元
10,880

經典的寬鬆長版風衣，簡約中性設計，搭配獨家電

鍍的金屬霧面四合釦。

熱 門Whitney信 封 鍊 帶

｜
& by tan&luciana
棉毛剪接長洋裝

推薦價20,000元

元
7,800

MICHAEL KORS｜ 1F
Whitney玫瑰粉
拼接色鍊包

原價

斗篷的時尚感，來雙跟
鞋就能擁有萬千氣場。

元
6,630

實用兩穿式大衣，宛如

特價

原價27,500元

懶美人的衣櫃首選，非長洋裝莫屬！拼接材質讓妳的冬季

穿搭更有層次卻不顯臃腫厚重。

特價19,250元

2F

包， 簡 潔 俐 落 的 線 條 輪
廓，透過稜角形狀翻蓋設
｜
if&n
針織毛料系列

單筆消費滿三萬贈送亮片托特包

元
8,980-13,450

&

原價

為全場焦點。

元
7,630-11,430

搭配時髦透明手拿包，將成

特價

人氣美女薛妞妞親自設計，

套 裝 是 高 雅 專 業 的 代 名 詞， 獨 特 的 針 織 毛 料， 同 時

推薦價1,680元

彰顯個性與時尚。

計，更添許多雅緻風采。

Grace gift｜ 1F
聯名美型高跟鞋＋
透明化妝包

Viga Wang｜ 2F
縮口造型寬褲

2F

特價3,900元 ｜ 原價5,680元
韓系風格首推的寬褲搭配縮口設計，
只要一點小細節，就能讓你在人群中
特別亮眼。

CNFlower｜ 1F
吉春花開
推薦價6,000元
年節花藝不再俗氣，紅色系花材也能
碰撞出豐富充滿生機的新春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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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祥年菜插畫展

讓我們圍在一起，吃年菜話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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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01 Fri. – 3.05 Tue.

過《鄉民曆》圖文創作團隊的獨特畫風與詼諧吐槽，精闢

地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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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析每道年菜背後的故事；互動式的展覽形式，可以留言

◎ 信義店 B2 美食街高腳椅區、北側梯廳

未曾改變的，一起上桌吃飯是團圓的象徵，更是華人過新年必要且最慎重的儀式。

分享你的年菜趣事或最喜歡哪道年菜，就有機會免費將該
道年菜帶回家。

我們藉由吃下一道道賦予吉祥意義的年菜，祈求來年能夠平安順心也

活動詳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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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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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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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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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詳情

辦桌
相揪作伙呷

而大家最熟悉的年年有魚，其實是東晉就有的習俗，民俗中除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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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16 Sat. 14:00 – 17:00

結合館內美食專櫃，最接地氣台式的辦桌氛圍加上精采可

地點 –––––––

期的舞台表演，除了品嚐美食、更能在老師的帶領下親自

◎ 信義店 星巴克前廣場

動手製作年節美食與元宵湯圓的趣味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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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詳情

珍惜那些能和在乎的人們﹁飽﹂餐、歡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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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瀨明月和菓子茶屋聯名禮盒

3

含：妙賞包種熟茶、吟賞包種清茶2選1＋2入羊羹

推薦價1,280元
歷史悠久、「食」力豐厚的幼瀨伍號和明
月堂找出最適合彼此的茶品與和菓子，呈
現最道地的台灣味。

猿田彥珈琲｜ 1F

大吉濾掛式咖啡禮盒
含：大吉濾掛式咖啡5入、低咖啡因濾掛式咖啡5入

特價520元 ｜ 原價570元
日本猿田彥珈琲最受歡迎的大吉/低咖啡因濾掛式咖啡，
嚴選瓜地馬拉、玻利維亞、宏都拉斯等精品咖啡豆烘焙。
神農生活｜ 4F

神農生活
罐罐海鮮飽滿的醬麵組（含禮盒）
含：神農好食 極品干貝×1＋
神農好食 海鮮干貝×1＋神農好食 御鮑瑤柱×1＋
神農好食 原味麵（隨手包）×1＋神農好食 糙米麵
（隨手包）×1

不二堂｜ 5F

推薦價990元

年的自己好好開胃。

B
C

E

南西書店｜ 5F

A

おとぎ話のモノクロームイラスト傑作選

精選台北綠茶與老欉紅茶組合，
清甜或濃郁任君選擇，體現「用
心不二、獨一無二」的宗旨。

B

推薦價1,440元 ｜會員9折

Harry Potter: A Pop-Up Guide to Hogwarts
優惠至2/28

特價1,299元｜原價2,625元
歐洲童話繪本插畫精選集，由日本知名藝評家海野弘監修，
介紹19世紀末歐美插畫藝術，紙間充滿黑白相間的魅力。

紐約時報「最暢銷立體書大師」Matthew Reinhart新作，讓哈利波
特霍格華茲魔法學院裡的經典場景在彈指間再現。

Vivian Maier: The Color Work

D

推薦價1,899元

特價888元 ｜ 原價930元

一個味蕾，一整罐滿滿的海鮮料，為新

D

C

典藏茶禮盒
精選優質海鮮特產，豐富的味道滿足每

閱讀的﹁寶﹂貴時光，身心靈都感到充實滿足。

ㄅ
ㄠˇ

幼瀨明月和菓子茶屋｜ 4F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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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蜷川実花: 虚構と現実の間に

E 己亥年福田瓦煎燒禮盒

推薦價1,255元｜會員9折

推薦價188元

Vivian Maier是美國當代最重要的街頭

以繽紛色彩為標誌的當代攝影家蜷川実

書法名家董陽孜點墨揮毫，將已亥年福

攝影師之一，跳脫熟悉的黑白攝影，以

花，推出最新作品集，收錄2018年在

字轉化為福氣之禮，在歲末年始之際，

大量全彩攝影集帶領讀者爬梳她少為人

全日本巡迴展出的新作。

與您一同品福、賞福，祈求好運延年、

知的故事！

福氣滿堂。

Mikkeller｜ 1F

快車肉乾 ｜ 4F

招牌特厚蜜汁豬肉乾
（小豬真空包裝版）95g
特價750元｜原價900元

Mikkeller Nanxi米凱樂年節禮盒

買5
送1

南西
獨家

特價1,199元｜原價1,599元
頂級甜白酒和專屬台灣味的啤酒禮盒，絕對是
過年最搶手的伴手禮盒之一！

厚切食感、全新享受，價格親民的
新年不敗伴手禮。

金品茶語 ｜

8

小籠ㄅㄠ吃飽ㄅㄠ

︻每週三品牌日︼小籠包全系列同口味買一送一
品牌日當天限量 100
組
1/16~2/27
︻ 非 活 動 時 間 ︼ 小 龍 包 第 二 件 折 優 惠 以( 價 高
者計 )

摺的小包拈餡

18

推薦價 120
元起

細膩的黃金工法和

熟悉記憶給你滿滿幸福。

3F

上 籠， 輕 咬 一 口 吸 吮 鮮 肉 湯 汁 精 髓，

元
320

｜
FLIPPER'S
厚切培根太陽蛋裸麥鬆餅

推薦價

嚴選厚切培根與台南六甲元氣太陽

元
260

蛋， 讓 鬆 餅 香 氣 濃 郁、 每 一 口 都 是

4F

新食感！

食習｜

原價

飽嚐客家鄉愁的
老酸菜炒松阪豬定食套餐

元
240

彈 的 松 阪 豬 肉， 搭 配 上 客 家 媽

Q

特價

肉甜

媽 手 工 釀 製 老 酸 菜， 酸 脆 爽 口， 讓 在

買一送一

｜
eslite café
西班牙金星精釀生啤

元
150

INEDIT Draft Beer

推薦價

西班牙三星米其林餐廳主廚研發，

細緻綿密的氣泡、入口滑順，在口

中就能感覺到濃濃的蜂蜜香氣！

5F

外遊子想起家鄉那一甕酸菜滋味。

未成年請勿飲酒

4F

ˇ

猿田彥珈琲 ｜ 1F

含大吉綜合手沖咖啡、布朗尼蛋糕乙份

expo SELECT-Mao ’s 樂陶陶 ｜ 4F
歡喜大飽碗

誠品人限定特價225元

特價600元 | 原價750元

大吉綜合布朗尼蛋糕午茶組

未成年請勿飲酒

有著巧克力醇度的大吉綜合咖啡，雖然為深烘焙咖啡，但口感平

用一個鑲嵌碗底的飽字，手工一筆一

衡、清爽，品嚐時搭配布朗尼蛋糕，帶出咖啡焦糖的餘韻甜味。

劃傳達濃濃的問候與暖意。

16

ㄅ 4
ˋ
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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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為自己的生活引「爆」

17

試著永遠對這個世界「抱」持

新鮮感與小確幸

期待與熱情吧！

木匠兄妹木工房｜ 4F

投石器攻城遊戲組＋吃人GOGO
贈木匠兄妹限量環保袋

expo SELECTKNOWS&GOODS｜ 4F
台灣阿嬤家花磚貼紙系列

每日
限量

特價1,550元 ｜ 原價1,920元

過年最適合闔家歡聚、沒有年齡限制的2款桌遊組合，

專屬台灣獨有特色的老花磚，有著
不可一世的復古美麗，更能呼應誠
品生活南西的台式美學。

特價282元 ｜ 原價320元

木感材質更能打造溫馨自然氛圍。
刻刻｜ 4F

iGzen 愛居人｜ 4F
有機椰子油雙入禮盒

當創作者與各式木材相遇，讓每個

手工無漆原木砧板系列

初榨冷萃有機椰子油 500ml *2 ＋
精緻木杓*1

作品演繹出台灣本土的食器體驗。

加任一餐具可享88折優惠與免費烙字服務

推薦價1,800-9,200元

特價999元 ｜ 原價1,260元

expo SELECT－日本茶 花千鳥｜ 4F
西陣織香袋 薰

南西書店｜ 5F

南西
獨家

限量
5組

好萊塢明星與超模保養的秘

限量
10組

方，美味料理到保健美容兼
俱的萬用椰子油！

Bannies ’Pashmere｜ 3F
限量超值福袋
含：純羊毛圍巾＋AGRARIA香氛
圖為示意，僅供參考

OMOSHIROI BLOCK Shape 紙雕模
型便條紙—Kyoto Hana

特價2,980元 ｜ 原價6,260元

特價531元 ｜ 原價590元

特價2,533元｜原價2,980元

使用京都西陣織布料製成的香袋，內含天然

誠品首發史上最狂便條紙，每張紙都經過精

傳奇香氛品牌AGRARIA，描繪冬季的暖

白 檀、 桂 皮、 丁 香、 龍 腦 等 香 料， 成 分 純

細的工法設計，使用到最後，美麗的建築藝

心輪廓。

粹、香氣濃厚。

術品即會驚喜誕生！

來自尼泊爾柔軟蓬鬆的羊毛，搭配舊金山

Alto｜ 5F

iPhone 7/8 Original 珊瑚紅

特價1,176元 ｜ 原價1,680元

南西書店｜ 5F

南西書店｜ 5F

KCG Piggy Bank 系列撲滿（多款）

皮革手機殼採用三邊保護，將義大利頭層苯染皮革手工

推薦價840元 ｜ 會員9折

推薦價450-990元 ｜ 會員9折

包覆於殼上，提供完整的手感紋路與絕佳的保護性。

NICI天使小豬威比連帽頸枕

來自英國作家米克英克的繪本作品，是你搭

來自德國的KCG Kawlath Creativ，設計靈

機、旅遊保暖不落枕的最佳良伴！

感來自德國喜好存錢的習俗。

about KUAN｜ 2F
東印度—豹造型羊毛桌墊

expo SELECT-大春煉皂｜ 4F
金元寶皂

expo SELECT-香度｜ 4F
mini石蓮

推薦價250元

推薦價1,000元

實用功能及可愛外型，讓新的一年擁"豹"青

調和沉靜檀香氛，呈現古藏元寶氛圍；金黃

圓潤造型的拋光陶瓷，搭配具知性感的潔白瓷花，

春，迎接新氣象！

色的元寶讓雙手招財進寶、財源滾滾！

將香味瀰漫整個房間，不經意地流露雅緻格調。

推薦價1,780元
全手工製的動物造型100%羊毛桌墊，兼具

限量

20份
布物設計 BUWU｜ 4F

以保鮮袋包裝「中筒襪、三角收納袋、

南西超值福袋（不挑款）

紅包袋、行李束帶」4件禮物，每個單

推薦價1,680元

品皆擁有獨特的繽紛圖騰。

全館消費資訊
1.25 Fri. - 1.27 Sun.
72小時辦年貨

指定專櫃
滿5,000送500

special
campaigns

凡於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元，

500元電子抵用券」乙份。

即贈「

●抵用券使用期限間為2019.1.25 Fri.—3.05Tue.止，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 指 定 專 櫃：1F：innisfree、O'right、 茶 籽 堂、 綠 藤 生 機greenvines、maison de beauté、
STARBRANDS、Aesop、AVEDA、VA Vendome Aoyama、ete、COCOSHNIK、ELISA
GEMS、MIRROR 皇宣緣、Just BLOOM、ANVI、Rebecca、CNFlower；2F：JIA PLUS、
about KUAN 關於寬庭（餐飲除外）、AroMart、ACCA KAPPA、YIRI伊日美學生活、杉之淬
SANTAXUS、JuliArt覺 亞、 伊 織；3F：Vacanza Accessory、Bannies' Pashmere、BEVY C.、
MUZEN 根本、ioma；4F：LFP香料香水實驗室、de 第一化粧品、Shan l 善、PH天然有機
保養專門店、EASE Apothecary、e-nail、Agaric Garden艾格瑞、愛居人 iGzen、手舞作、Miss
Mos Accessories 摩斯密碼小姐、Silver twinkle、Pethany＋Larsen、Modigliani 莫莉里安尼；
5F：YANKEE CANDLE、目目設計。●本抵用券僅限誠品生活南西使用，惟不適用於以下專
櫃：5F-誠品書店、誠品文具、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抵用券為電子券形式，誠品人會員或累
計卡卡友兌換後將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查看抵用券明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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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員將提供列印之紙券。●本券為無償發行

special
campaigns
for eslite members

誠品生活南西

72小時辦年貨

500
抵用券

NT$

本券適用於誠品生活南西

D000001

使用期限｜ 2019.1.25 Fri. - 2019.3.05 Tue. 止
逾期無效，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1.16 Wed. - 3.05 Tue.
歲末褒獎．誠品
會員回饋禮

兌換地點

4F顧客服務中心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當日於全館累計消費滿80,000元，
即贈「

Marshall Acton II無線藍芽喇叭」乙組。

（價值11,900 元，限量10 台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活動期間每人每卡限換乙台，贈禮顏色隨機出貨，恕不挑款。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 ●部份商品不參與滿千抵百優惠，詳細活動限制以各
專櫃為主。●除指定銀行加碼活動外，每張發票消費金額限參加一種滿千送百活動，不得合併兌
換。●使用抵用券消費之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之累計金額計算。●活動贈禮數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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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
權利，並於公告後施行，恕不另行通知。詳情請見「迷誠品」網站公告。

1.16 Wed. - 3.05 Tue.
呷飽寶
專區滿額禮

1.16 Wed. - 3.05 Tue.
境外旅客限定．
茶籽文化加碼禮

Special offer for
Overseas visitors

凡於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
即贈「

Mao's樂陶陶 飽寶吉字碗 」乙個。

（價值380元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本活動僅限於誠品生活南西4F、5F專櫃累計兌換，惟不適用於以下專櫃：4F-金品茶語、
食習；5F-eslite café、誠品書店、誠品文具、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每人每日限兌換兩個，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每張消費發票僅限兌換乙次，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兌換，逾期發票
恕不接受兌換。●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禮與調整
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並於公告後施行，恕不另行通知。詳情請見「迷誠品」網站公告。●
內容物：單只碗﹔尺寸：口徑 11cm×高 6cm﹔材質：瓷土、無鉛釉。●飽、寶二字隨機出
貨，恕不挑款。

境外旅客當日累計消費滿8,000元，
即贈「

cha tzu tang茶籽堂 小鹿版畫—雙入組」乙組。

（價值250元 贈禮內容請以實際現場公告為準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境外旅客贈禮恕不與『呷飽寶 專區滿額禮』重複兌換。●每人每日限兌換乙份，贈禮數量
有限，兌完為止。●滿額贈活動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誠品書店、誠品文具、
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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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西當日當店消費發票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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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禮兌出恕不接受退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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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南西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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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服務中心公告為準。●內容物：茶籽堂 小鹿版畫 - 雙入組，
內容物：洗髮 50ml ＋沐浴 50ml 。

1.16 Wed. - 2.04 Mon.
福氣滿滿
會員來店禮

2.11 Mon. - 3.05 Tue.
開工大吉
百萬點數歡樂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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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贈「福氣滿滿 豬年紅包袋」乙組。
（3入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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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
僅限於誠品生活南西，惟不適用於以下專櫃：5F-誠品書店、誠品文具、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
● 扣點兌換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會員點數依當日持有之點數為準。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500元，
即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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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僅限於誠品生活南西，惟不適用於以下專櫃：5F-誠品書店、誠品文具、Gift＋禮物包裝
專門店。●消費時請出示誠品人會員卡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累計消費方可列入活動計算，
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不需至贈禮處做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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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最新消息公告
資訊頁面，並於 2019.4.01 M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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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地點

4F顧客服務中心

1.16 Wed. - 3.05 Tue.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店單筆消費滿1,000元，

元氣飽滿
誠品人獨享抽

滿2,000元兩次，依此類推…，有機會抽中：

5F誠品書店

1.16 Wed. - 2.04 Mon.

即可獲得「抽獎機會」乙次。

R79專屬福氣滿滿

關島六天五夜雙人自由行。
（價值60,000元，1組）

誠品R79消費資訊

關島六天五夜雙人自由行

會員來店禮

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 城堡精緻客房。
（價值35,200元，10組）

special
campaigns

兌換地點
誠品 R79
書店服務台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當日R79全館累計消費滿500元
或扣誠品點20點，
即贈「福氣滿滿 豬年紅包袋」乙組。
（3入 限量65個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本活動僅限於誠品R79，惟不適用於以下專櫃：R79店│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
音樂館、誠品兒童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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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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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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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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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說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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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26 Wed.2019.2.28 Thu.
TOP 1OO
誠品書店2O18

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 城堡精緻客房

1.16 Wed. - 3.05 Tue.
Vitamix S30 全食物調理機 輕饗型

79折、三書75折起；
影音商品85折起；食品三件88折起

參展書籍單書

●實體門市與網路書店優惠活動、售價依通路不同而有差異，依現場公告為準。●會員
與特價品恕無重複折扣。●活動詳情洽書店服務台或店內文宣；誠品書店保留活動更改
與異動權利，並於「迷誠品」網站公告後實施。●書展地點： 5F 誠品書店南西店。

R79專區

呷飽寶滿額禮

2.02 Sat. - 2.10 Sun.
R79 限定

春藝嬉遊書街行春
滿額吉祥禮

凡於誠品 R79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
即贈「

Mao's樂陶陶 飽寶吉字碗」乙個。

（價值380元，限量100個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本活動僅限於誠品R79專櫃與書店累計兌換。●每人每日限兌換兩個，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每張消費發票僅限兌換乙次，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本活動
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禮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並
於公告後施行，恕不另行通知。詳情請見「迷誠品」網站公告。●內容物：單只碗﹔尺寸：
口徑11cm×高 6cm﹔材質：瓷土、無鉛釉。●飽、寶二字隨機出貨，恕不挑款。

凡於誠品R79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1,500元，
即贈「年節復古香氛皂」乙個。
（款式隨機贈送，恕不挑款 限量200個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本活動僅限於誠品R79專櫃與書店累計兌換。●每人每日限兌換1個，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 每 張 消 費 發 票 僅 限 兌 換 乙 次， 當 日 消 費 發 票 限 當 日 兌 換， 逾 期 發 票 恕 不 接 受 兌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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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暢銷書榜暨
「 Borderless 無界」
主題展
共同活動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南西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乙項活動贈禮，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兌換後
之發票剩餘金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所有贈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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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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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活動贈禮（包含抵用券 / 誠品點）至各店服務台 贈禮處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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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活動贈禮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
贈禮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誠品人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須出示實體誠品人會員卡 累計卡、有照證件或誠品人 APP行動會員卡，方可兌換。

共同活動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R79使用，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乙項活動贈禮，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兌換後之發票剩
餘金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所有贈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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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R79書店顧客服務中心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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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活動贈禮（包含抵用券 / 誠品
點）至各店服務台 贈禮處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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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活動贈禮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其它未盡
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禮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誠品人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須出示實體誠品人會員卡 累計卡、有照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
卡，方可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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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January

聚場

23

當新與舊的時空背景在這個場域交會，
傳統技藝中綻放新現可能，透過五感接收這迷人的總合。

4F Event Space

March

吉祥賀年
「 PAPERWORK紙本作業
紙感紅包袋印刷工作坊」

1.19 Sat.

1.12 Sat.

1.12 Sat. -1.26Sat.

5F Forum
15:00-16:00

5F Forum

FREE

FREE

過年前來體驗古董活版圓盤機印刷的樂趣吧！誠品生活南西邀請了小福印刷
的紙品品牌「 PAPERWORK紙本作業」，用「以紙為本，以作為業」的精
神，在8款材質不同的紅包袋上，以活版圓盤機印製吉祥賀年圖案，讓2019
的農曆新年既實用又別具意義！
時間｜ 16:00-18:00
傳統新現．台式商行聯合展售 1.16 Wed. -1.31 Thu.

費用｜ 350元 人
報名｜請依誠品生活＋ Facebook公佈為主

《釀電影》創刊分享：燃燒不盡的設計偏執

誠品書店南西店 × myVideo【深夜電影院】

何昀芳，曾任誠品美術設計師，現為平面設計與插畫自由工作者；陳逸洛，

1月份南西深夜電影院與myVideo共同策劃，精選曾獲得第55屆金馬獎最佳動

現為自由接案的平面設計及空間設計師，穿梭在各種不同領域的合作企劃

畫長片、台北電影獎最佳動畫的《幸福路上》，以及香港電影金像獎口碑爆棚

間。兩位設計師分享設計釀電影創刊號的心路歷程與美學思維，以及兩人對

的《骨妹》。

於設計的喜好與偏執。

報名方式與詳細片單請掃QR Code或

主講｜何昀芳（設計師）、陳逸洛（設計師）、張硯拓（釀電影主編）

上ACCUPASS活動通搜尋「深夜電影院」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南西店、釀電影

八字有一撇，印出專屬你的年味
「一間印刷行 活版印刷體驗」

1.23 Wed.

1.16Wed.-1.31Thu.

1.27 Sun.

4F Event Space

中山地下書
街第二廣場

15:00-16:00
FREE

一間印刷行致力推廣與保存傳統活版印刷技術，讓撿字、排版走進人們的日

FREE

常生活，成功創造每一個人在紙上的可能性，讓用簡短有力的一句話，為新
的一年用幽默、勵志的期許，製作自己與親朋好友的專屬賀年福卡吧！
●鉛字內容請於報名繳費後，於活動一週前私訊通知「一間印刷行」Facebook官網
（五號鉛字上限8字元，字體選擇：楷體/宋體/黑體，例：天增歲月我真瘦）●小卡
尺寸10Ｘ5.5cm，1人壓印上限10張
傳統新現．台式商行聯合展售 1.16 Wed. -1.31 Thu.

時間｜ 19:00-21:00

漉漉飢嚐 口口餅藝 食食文化「什倆漉Pop up Shop 」 【誠品R79春藝嬉遊 書街行春】絲竹爵士跨界演出
源自於鹿港的百年糕餅店「什倆漉」現已傳到第五代黃一栩手上，結合中式

聽舊樂玩新爵，國樂也可以很爵士！A Root同根生樂團以國樂器為主軸創作

糕餅輕質雅緻的口感與台灣烏龍茶的濃香回甘，重新賦予全新的品牌定位。

一系列爵士樂曲，在歲末年終之際帶領觀眾在自由即興與爵士音樂之間穿梭

費用｜ 350元 人

漫遊。

報名｜請依誠品生活＋ Facebook公佈為主

誠品書店南西店 × Good Well

2.01 Fri. - 2.10 Sun.

2.17 Sun.-2.24 Sun.

2.16 Sat.-2.23 Sat.

5F Forum

5F Forum

FREE

FREE

好年節特別企劃「風味市集」
誠品書店南西店在這個以「飽」為主軸的豬年，邀請樂於分享美味的「固德威

第六屆青年戲曲藝術節專題講座 悠遊文學與戲曲之間

誠品書店南西店×青年戲曲藝術節【深夜電影院】

配各式肉品、紅白酒以及現做三明治，更能品嚐嚴選伊比利火腿輕食料理，以

芥川的身體美學與轉化
時間｜ 2.17 Sun. 15:00-16:30 主講｜兆欣（京劇旦角、導演）、鍾伯淵（劇場編導）

放映場次｜ 2.16 Sat. 21:00-23:00

飽滿豐富的美妙味覺，給你在家享受烹調的靈感，開啟嶄新的一年！

美食生活家」（ GOODWELL CHEESE HOUSE ）共同規劃一場別出心裁
的「風味市集」，提供跳脫傳統的農曆新年體驗！現場以起司拼盤為原點，搭

與談｜林于竝（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副教授）
費用｜FREE
過年期間營業時間｜
除夕

2.04 Mon. 11:00-18:00

初一~初五 2.05 Tue.-2.09 Sat. 11:00-22:30

魔幻馬奎斯，魔幻歌舞台
時間｜ 2.24 Sun. 15:00-16:30 主講｜宋厚寬（臺北海鷗劇場編導）、Baboo（劇場導演）
與談｜紀慧玲（表演藝術評論台台長）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臺北市藝文推廣處—大稻埕戲苑

2.23 Sat. 21:00-23:00

報名方式與詳細片單請掃QR Code或
上ACCUPASS活動通搜尋「深夜電影院」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臺北市藝文推廣處－大稻埕戲苑
協辦單位：Skyline Film

誠品生活南西店 5F

滿 6,000 元贈

滿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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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6-3/05 限定兌換

滿 10,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1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