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元，即贈「500元電子抵用券」乙份。 
內含｜250元電子抵用券×2張

●抵用券使用期間：2019.1.25 Fri. - 2019.3.05 Tue.止，逾期無效。　

●本活動恕不與其他滿額禮重複兌換。●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亦不得使用抵用券：1F-
德誼數位；2F-NIKE、ROOKIE、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使用抵用券消費之金
額，恕不列入停車折抵。●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銷貨明細資料。●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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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於專櫃消費時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
卡直接進行折抵。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 ●發票金額累計限活動店別當店當日消費發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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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會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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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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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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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人會員

當日累計消費滿1,688元，即可參加「開運抽紅包」乙次，
滿2,688元兩次，有機會抽中：
英國Gtech Multi Plus 無線除蟎吸塵器(價值14,880元，共1名)、
Style蝶形調整椅(價值2,480元，共5名)、日本IONION超輕量
隨身空氣清淨機(價值1,980元，共3名)⋯等多項好年禮，人人有獎。

●本活動恕不與其他滿額禮重複兌換。●限量500份；每卡每日至多參加兩次，數量有限，抽完為止。
贈品款式、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1F-德誼數位；
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

2.01 Fri. - 2.10 Sun. 

金豬報喜
開運紅包抽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當日單筆消費滿688元，即贈「福餅好運袋」乙份。
黑糖古早味的糕點，裝入福袋中，給你帶來整年滿滿的好運氣！

design by 茚 Yin Taiwan
福印花故事｜嘴吐舌頭，我是福寶。
蝙蝠是我的小夥伴，我們帶著佛手柑和葫蘆，帶來整年滿滿的福氣。

●限量100份，活動期間每人每卡限兌乙次，恕不累贈，兌完為止。●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
計：1F-德誼數位；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

2.11 Mon. - 2.15 Fri. 

福氣納財
幸福飽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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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名)
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 城堡精緻客房。(價值35,200元，共10名)
Vitamix S30 全食物調理機輕饗型。(價值21,000元，共12名)

●活動店別：信義店、敦南店、松菸店、西門店、武昌店、板橋店、新板店、站前店、R79
店、南西店、南紡店、台南文化中心店、高雄大遠百店、高醫店、台中遠百店、中友店、園道
店、台中三井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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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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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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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Wed. - 3.05 Tue.

元氣飽滿
誠品人獨享抽

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並成功申辦累計卡，
即贈「喜樂吉字碗」乙只。 (價值380元)

●本活動恕不與其他滿額禮重複兌換。●限量150只，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不列入累計：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

1.16 Wed. - 3.05 Tue.

盛裝喜樂
新辦卡友禮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當日累計消費滿500元或扣誠品點20點，
即贈「福氣滿滿 豬年紅包袋三入」乙組。

●本活動僅限文化中心店、南紡店單店累計兌換。●活動期間每人每卡滿額贈限兌乙份；扣點兌
換限兌兩份，文化中心店限量360份、南紡店限量90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
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音樂及文化中心店1F-德誼數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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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Wed. - 2.04 Mon.    

福氣滿滿
會員來店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當日累計消費滿12,000元，
即贈「greenland美體呵護組」乙組。(價值1,380元)
內含｜葡萄柚生薑護手霜75ml、萊姆香草沐浴慕斯50ml、火龍果白茶去角質凝膠200ml 

●本活動恕不與其他滿額禮重複兌換。●每卡每日限兌乙次，限量30組，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

1.16 Wed. - 3.05 Tue.    

容光煥發
美麗升級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當日累計消費滿3,200元，
即贈「米罐子香Q短梗米800g」乙瓶。 (價值202元)

●本活動僅限文化中心店、南紡店單店累計兌換。●本活動恕不與其他滿額禮重複兌換。●每卡
每日限兌乙次，文化中心店限量380瓶、南紡店限量200瓶，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
費金額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音樂及文化中心店1F-德誼數位。

1.16 Wed. - 3.05 Tue.

幸福米滿
迎春伴手禮

1.25 Fri. - 1.27 Sun.

72小時辦年貨
限時滿千送百 

兌換地點

文化中心店｜2F誠品生活服務台
南紡店｜2F誠品書店服務台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券面僅供示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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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中心店文化中心店／南紡店

南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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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德誼數位；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
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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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01 Mon.公佈於迷誠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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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Mon. - 3.05 Tue.

開工大吉
百萬點數
歡樂抽 

72小時辦年貨 NT$抵用券

250
E000001

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

本券適用於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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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19.1.03 Thu.- 4.02 Tue.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於誠品生活文化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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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指定贈禮，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注意事項：●使用手機綁定行動支付 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刷卡消費可兌換刷卡滿額禮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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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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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禮券或儲值卡加值及
紅利折抵恕不列入上述活動金額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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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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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文化中心店消費累計，超過金額無法累計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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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活動現場公告為主。各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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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8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8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7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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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1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 1 / 1 6 - 3 / 0 5 限定兌換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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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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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1.16 Wed. - 3.05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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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兌換後，除瑕疵外，恕不接受退換貨服
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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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人點數，一點一點伴隨

我們構築夢想生活時而產生。

限時換
好年好物

 888 點 or 

296 點 +88 元
文化中心店

Anadou 餅乾杯墊三片入
價值1,200元｜限量10份

 66 點

文化中心店│Himalaya 

清爽小黃瓜香皂75g
價值70元｜限量170份

 1288 點 or 

428 點 +128 元
文化中心店

Melissa 絕色波士頓編織包
價值1,980元｜限量10份

 168 點

文化中心店

FECA小飛象掛勾
價值190元｜限量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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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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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搭性高觸感絕佳的澎澎感 —
Persephone｜文化中心店1F

皮太空手拿包 
特價11,970元｜原價39,900元

冬季必備經典單品 —
ZUO｜文化中心店1F

米色 羊毛圈領大衣｜推薦價16,980元
用親切又溫柔的奶茶色系，
在新的一年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流暢剪裁具修身效果 —
ZUO｜文化中心店1F

羊毛雙面穿搭外套(不含內搭)
推薦價13,980元
雙面設計倍增穿搭方式，不需其它多餘搭配，
就能快速出門又能掌握時髦重點。

戴上立即綻放迷人風采 —
敲敲金工 Choccy Metal｜南紡店2F

閃耀純銀項鍊

特價1,500元│原價2,080元

小體積輕質量攜帶方便 —
La Mode｜文化中心店1F

BURBERRY 折疊墨鏡
特價3,980元｜原價11,800元起

CILOCALA｜文化中心店1F

ROCKFISH 質感霧面長筒雨靴
推薦價3,480元

La Mode｜文化中心店1F

Anna Sui  墨鏡
特價2,980元｜原價9,800元起 

Pink New Girl｜文化中心店1F

毛氈圓帽

特價490元│原價1,680元

極簡約的輕時尚暖配件 —
Zentopia｜文化中心店1F

經典不敗100% A級窄版流蘇圍巾 
推薦價4,780元／條 (共六色)

CILOCALA｜文化中心店1F

AZIZA 玫瑰鍍金女錶
推薦價2,250元

提升靈性的青金石 —
敲敲金工 Choccy Metal｜南紡店2F

波光粼粼手鍊 
特價3,480元｜原價3,980元
選用靛藍色的青金石，勾勒出流動的姿
態，猶如海浪波動的生命力，不譁眾取
寵，低調地讓心靈平和安穩。

Rola dolls｜文化中心店1F

絨面細跟鞋

特價1,876元│原價2,680元

完美展現女性特質的輕珠寶 —
賞悅珠寶｜文化中心店3F

日本珍珠手鍊＋14K金鍊
組合價7,400元│原價9,970元 

賞悅珠寶｜文化中心店3F

拉長石戒指

特價5,900元│原價7,990元

以細節呈現腕錶工藝美學 —
Tiimec｜南紡店2F

義大利米蘭 D1 MILANO 36mm
推薦價 7,300元
超薄的錶殼設計，獨特的八角錶框與窄版錶
帶，不論男女均可搭配出與眾不同的風格。

誠品風格文具館｜南紡店2F

OLIVIA．BURTON Abstract Florals
玫瑰金色網狀錶帶／玫瑰金框花卉圖案 
推薦價4,390元｜誠品人會員享9折優惠



賞悅珠寶｜文化中心店3F

阿卡紅珊瑚戒指

特價21,000元│原價28,000元

古典美｜文化中心店1F

羊絨亮珠背心

特價2,996元│原價4,280元

4.-8. 耕雲｜文化中心店3F

4. 順成油廠—冷壓黑／白麻油 ｜推薦價180元
5. 御鼎興—米粒原燉醬油｜推薦價350元、古早味手工柴燒
醬油清｜推薦價150元、濁水琥珀醬油／常鹽｜推薦價320元
6. 唯果粒—法式綜合軟糖 ｜推薦價250元
7. 陳老爹腰果—蜜汁／原味杏仁腰果250g  特價240元｜原價280元

8. 勝利仙蜜果園—夢幻拉麵  特價100元｜原價120元

Pink New Girl｜文化中心店1F

口袋短裙

特價336元｜原價1,680元

簡約一片裙

特價790元│原價2,280元

賞悅珠寶｜文化中心店3F

紅虎眼耳環

特價1,500元│原價1,980元
被印度人視為聖石，能堅定人的信
念，增強運勢，適合每日佩戴的珠
寶小品，非常好搭配。

vensers｜文化中心店1F

小牛皮潮流後背包

特價2,680元｜原價3,980元

古典美｜文化中心店1F

手繡苗銀耳環

特價1,600元｜原價1,880元

CILOCALA｜文化中心店1F

仿兔毛斜背方包｜推薦價1,050元
 

SEVEN DAY｜文化中心店1F

人字紋針織外套

推薦價2,380元

1. 益生堂。凡吉力｜文化中心店1F

回甘禮盒  特價375元│原價660元

買五送一

2.-3. expo｜南紡店2F

2. Mao's 樂陶陶—
紅飽碗  特價600元│原價750元

招財進寶組｜推薦價1,950元
3. 無藏—

開花茶三入組禮｜推薦價327元

9. 小處茶作｜文化中心店1F

抹茶戚風｜推薦價90元
10. BOG TEA ROOM｜安平店1F

松露雞肉菌菇麵 
推薦價350元（附濃湯飲品）

大象山｜文化中心店1F

綜合隨手包福袋

特價999元│原價1,200元
一天一包堅果，不會過量又可
以補充到剛剛好的健康！ 

1. 

2. 

3. 

6. 

4. 
5. 

7. 8. 

9. 

10. 



讓身材比例瞬間加分的剪裁 —
i prefer｜文化中心店1F

格紋傘狀長襯衫｜推薦價4,880元

WALLABY｜文化中心店1F

幾何星芒系列PC材質旅行箱20吋
特價1,824元│原價2,280元

vensers｜文化中心店1F

棉麻流行後背包

特價1,180元｜原價1,680元

CILOCALA｜文化中心店1F

AZIZA 多夾層斜背包
推薦價2,980元 (共四色)

Rola dolls｜文化中心店1F

炫彩格紋休閒鞋

特價896元│原價1,280元

Mita｜文化中心店1F

Rite系列Mini包
推薦價880元
帆布鞋

特價999元│原價1,280元

凡購買1,580元以上包款，
即贈「帆布鞋」乙雙

時尚潮人抗寒必備款 —
Persephone｜文化中心店1F

亮面羽絨外套

特價8,970元│原價29,900元

城市輕遊款大容量極簡造型 —
CILOCALA｜文化中心店1F

tripose 尼龍輕量防潑水後背包(小)
特價2,592元│原價2,880元
微皺輕量尼龍，輕鬆活潑的線條中保有實在
的厚質手感，結合焦糖色牛皮革，讓生活更
有活力！

輕薄透氣與非凡彈性的鞋底 —
NIKE｜文化中心店2F

NIKE FREE RN MOTION FK 2017
特價3,490元｜原價5,000元

來自德國的戶外用品品牌 —
Kaimono 購好物｜文化中心店1F

ESBIT MAJORIS
水瓶1,000ml｜推薦價1,080元
真空杯450ml｜推薦價1,340元
堅固的單層不鏽鋼水瓶，僅211g的重量，放
在背包或拿在手上，幾乎感受不到他的存在；
真空杯則有長達24小時的保溫效果！

首席國際香水｜文化中心店1F

Karl Lagerfeld 卡爾・拉格斐
卡爾海灣戀人限量男性淡香水30ml
特價499元｜原價1,500元

女生衣櫃必備的一件單品 —
olivo｜文化中心店1F

經典格洋裝 ｜推薦價3,980元
經典不敗的格紋洋裝，是上班不失正式、
下班約會也不失格調的衣櫥必備款，隨意
搭也不會出錯。

兼顧品質與價格的超值選擇 —
WALLABY｜文化中心店1F

登山後背包

特價2,002元│原價3,080元
擁有符合人體工學的背負系統、綁帶
系統精簡實用，另有側袋、腰部置物
袋、防雨罩等細節設計。

限量
30



誠品風格文具館｜文化中心店2F

Jean DN 磁鐵夾／DN火腿 
推薦價380元

誠品風格文具館｜文化中心店2F

Jean 頭轉音樂鈴／DN小豬 
推薦價1,000元

NU｜文化中心店2F／南紡店2F

開運能量珠項鍊／手圈 
全系列7折

ZUO｜文化中心店1F

MERINO 羊毛帽DIY組
推薦價3,280元

SADOMAIN 仙德曼｜南紡店2F

汝窯方菱(一壺一杯)
特價550元│原價750元

創意美術｜南紡店 2F

小豬系列輕土課程75折起

Prodigy 波特鉅｜文化中心店3F

午休趴枕 
特價1,700元｜原價1,890元

Zentopia｜文化中心店1F

羊毛氈坐墊

推薦價1,680元

Pintoo｜南紡店2F

凡單筆購買二幅368片迷你拼圖 
即可以280元加購「XS 368片
木製收納框」乙份（價值680元）

雷諾瓦拼圖文化坊｜文化中心店3F

豬事大吉

推薦價1,359元

歡樂大合照

推薦價899元

→

↓

誠品風格文具館｜文化中心店2F

UGEARS 自我推進模型—
街頭小霸王Bike ｜推薦價1,080元
誠品人會員享9折優惠

SADOMAIN 仙德曼｜南紡店2F

山毛櫸密封罐(S-L)
特價290-380元｜原價400-500元

德誼數位｜文化中心店1F

iPhone XR｜推薦價26,900元起
Apple Watch Series 4｜推薦價12,900元起
Macbook｜推薦價41,900元起

→

↑

↓

林班道體驗工廠｜文化中心店3F

原木彈珠台   特價1,200元│原價1,500元

原木紙巾架   特價460元│原價580元

願望骰子   特價160元│原價200元

↓

←

↘



greenland｜南紡店2F

全系列商品85折

古典美｜文化中心店1F

亞麻上衣

特價2,772元│原價3,080元

Zentopia｜文化中心店1F

100% 純絲寬版長巾
推薦價3,680元

IMO｜南紡店2F

淨透防護霜50ml｜推薦價1,380元
加贈「海藻潔顏慕斯150ml」乙瓶 

(價值580元)

C.O.T.E｜2F

極暖保暖衣

二件特價1,000元｜原價1,899元／件

男性內褲

五件特價1,000元｜原價498元／件

加贈「指定款」乙件

SOBDEALL｜南紡店2F

限定款拉鍊長夾｜推薦價8,000元
另有客製化服務

expo｜南紡店2F

大春煉皂—金元寶皂 
推薦價250元

魔梳工坊 GLAMORSPELL｜南紡店2F

能量黃金梳｜推薦價2,180-2,980元
每天梳頭輕拍打，可有效刺激穴位，緩解頭
部壓力，有提神醒腦之效，讓人天天都神氣！

首席國際香水｜文化中心店1F

Amma Garden 艾瑪花園 
有機洗髮精／沐浴膠系列300ml＋750ml 
組合價480元｜原價1,220元

菲芙利 Février｜南紡店2F

禮盒組—

馬賽皂400g二入＋精油洗髮精500ml 
特價1,288元｜原價1,480元

Himalaya｜南紡店2F

阿育吠陀經典禮盒 —
牙膏二入＋香皂四入

特價498元｜原價650元

vensers｜文化中心店1F

小牛皮個性皮夾

特價990元│原價1,480元
Rola dolls｜文化中心店1F

毛料長大衣(不含內搭)
特價790元│原價1,190元

SOBDEALL｜南紡店2F

雅痞公事包

特價11,840元｜原價14,800元

BIOCHEM 倍優｜南紡店2F

1.15-2.10
玫瑰全效洗髮精950ml＋
玫瑰全效潤髮乳950ml＋
玫瑰魔法琥珀晶球30顆
特價999元｜原價1,550元

耕雲｜文化中心店3F

鵝寶手工皂兩入禮盒—

黃金鵝油蠶絲皂＋金盞花皂＋起泡網

特價500元｜原價560元
鵝油富含氨基酸，極易被肌膚所吸收，分子小滲透
力強，能保護皮膚，抗皺、緊緻、保濕，洗完不會
有乾澀、緊繃感，帶來煥然一新的感受。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Pink New Girl｜文化中心店1F

台灣原創設計服飾品牌，每一季引用不同主題的童話故事，來詮釋活

潑甜美的商品， 以日系、韓系潮流走向加上多層次穿搭，營造出自我
風格。無論是溫馨甜美、中性街頭亦或童趣俏皮，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專屬於妳的那一件。

新櫃活動│

1.16 - 1.24   當日單筆消費滿3,000元，現抵200元

耕雲｜文化中心店3F

一群來自雲林的少年頭家，為推廣在地豐饒的物產、友善安心的食

材，以耕雲作為平台，集結鵝寶手工皂、唯果粒、順成油廠、御鼎興

醬油、陳老爹腰果、勝利仙蜜果園等六家品牌，將用心的好產品分享

給更多人。

活動快訊
THEME
EVENT

詳 細 活 動 內 容
請 見 迷 誠 品 網 站
meet.eslite.com/tw

豐饒之島  四季之森
1.16 Wed. -  4.16 Tue. 11:00 - 22:00｜2F服務台旁藝廊道
正於世界遊牧的台灣插畫家Cinyee Chiu，
在2017年替桌遊《四季之森》畫了12組台灣水果與特有種動物的圖卡。
以台灣為背景，按不同季節的水果，搭配視覺上合適的台灣特有種動物，

像是木瓜的黑籽配上石虎的黑斑、球型的穿山甲搭配球型的西瓜等，

Cinyee運用溫暖鮮豔的色彩，豐沛了這片土地，也帶領大家重新看見寶島之美。
這組插畫更入圍了2018年第60屆紐約插畫家協會包裝類別。

吃飽喝足  迎新年
1.26 Sat.  16:00 - 18:00｜ 1F中島區
誠品生活特別邀請森の流浪小餐車，

帶來滿滿正能量的手作飯丸，邀您共享飽足的好食光！

當天除了體驗捏飯丸外，還有機會將「福氣飯丸」帶回家喔！

●「手作飯丸」活動於1.11 Fri. 起開放線上、2F服務台免費報名，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活動期間，完成指定打卡任務即可兌換「福氣飯丸」乙份，每人限兌乙份，限量50份。

健康新生活  每天就從堅果開始
1.27 Sun.  15:00 - 16:00｜ 1F中島區
怎麼吃不會胖？哪一種堅果最堅康、營養最豐富？

誠品生活特別邀請大象山堅果創辦人賴永相先生，從堅果的口味、

一日分量到食用時間，一次告訴你最健康的一天是什麼樣，

透過講座分享，設計出最適合自己的健康節拍。

●本活動免費入場，場地座位有限，敬請提早至現場排隊入座。
●參加講座並完成打卡留言者，即可兌換「綜合堅果隨手包」乙份，每人限兌乙份。
●當日限定優惠：大象山隨手包30入禮盒  特價960元｜原價1,200元

誠品書店  鬥陣遊樂趴
2.01 Fri. - 2.17 Sun.  11:00 - 22:00｜ 1F中島區
一個不插電的年節，放下手機、關掉電腦，

坐一圈，比誰的腦波最激盪瘋狂。

益智桌遊、兒童玩教具等嚴選品牌商品，熱鬧一起玩。

於派對內單筆消費滿888元，即獲「扭蛋機會」乙次。（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特價商品恕不提供退換貨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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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店別｜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

線 上 報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