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義指定樓層專區禮/

敦南獨家‧光譜漫遊聯名禮/

松菸帶你遨遊夏威夷/

南西誠品人獨家滿額贈/

7.23 Tue. - 8.27 Tue.

7.12 Fri. - 9.26 Thu.

7.23 Tue. - 8.27 Tue.

7.23 Tue. - 8.27 Tue.

滿3,500贈猿田彥 滿5,000贈
滿150,000贈
滿60,000贈大同電鍋
御年玉濾掛式咖啡 人氣奶油餅禮盒 夏威夷來回機票 SOU • SOU獨家版

「生活在他方」是十九世紀法國詩人韓波的名言。
要知道， 你的生活除了汲汲營營的當下， 還有一個名為解放自己的遠方。
今夏宣言：這次就走吧！大膽的走吧！
沒有人能夠羈絆著你，沒有人可以綑綁住你。
勇敢為自己出走一次，就在這個盛夏。

人物專訪
02

Emmanuelle Moureaux：
100 colors︱光譜漫遊

48

主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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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節特企－專訪《與惡》導演林君陽

56

新櫃登場

62

滿額回饋

夏季最Chill的必備選物
06
16
22
28

解鎖度假風LOOK！
走吧！探索私房秘境
追逐陽光的秘密武器！
喘口氣，避暑一夏！

盛夏狂歡 特別企劃
38
40
42
44

信義：親子共樂培養皿／森活遊藝樂
敦南：跳躍調色盤
松菸：大人的真心話／小孩的大冒險
南西：為親愛的潮爹一次「付清」！
一起來場溫馨不亂閃的情人節運動！

炎夏的尾巴，
抓住最後一個放鬆的機會
一杯啤酒、
一杯冰茶，
黏膩的暑氣一掃而空
南西酒水節希望能滿足你對
「飲」
的所有想像
五間品牌、
三個樓層，
一張闖關卡

Drink & Chill 冷靜又舒適的來南西喝三杯吧！

飲

酒

勿

開

車

， 未

滿

十

八

歲

者

禁

止

飲

酒

Editor : Tonia Photo credit : design_emmanuelle moureaux ｜photograph_Daisuke Shima

Emmanuelle Moureaux：
100 colors｜光譜漫遊
從 1996 年在日本定居的那一刻起，決定不間斷地以色彩創作來記住初來乍到東京時看到色彩繽紛景色感動的
她，2013 年展開 100 colors 系列企劃，不限使用媒材，以 3 維度詮釋色彩精神創作建築設計、裝置藝術。這次為
誠品敦南店設計的作品以手工剪裁 8000 張紙片、融合誠品二字中「品」字意象，承載著 1989 年至 2020 年敦南
時光 — 供人們駐足凝視、漫遊於光譜之中。在這趟跨界策展的旅程中，邀請 Emma 跟我們聊聊那些在色彩創
作中令人記憶深刻的種種時光，以及對於敦南的印象。
請與我們分享選擇從法國移居到日本的歷程
還是學生的時候，我第一次到東京旅行看到色彩繽紛的市景，上千個顏色一層一層地跨越經緯象限吸引我的
目光，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顏色，那種強烈的感受讓我回到法國取得建築師執照 2 個月後，直奔日本定
居。今年是我居住在東京第 23 個年頭，即使這麼多年，東京的都市樣貌還是我靈感的來源。
關於作品的創作概念「色切／ shikiri」以及 100 colors 的系列企劃起源
啟蒙我關於「色切／ shikiri」—以顏色劃分、創造空間的設計概念不外乎是因為在東京受到色彩的感召，對我
來說色彩是得以讓空間和情緒相互堆疊的媒介，所以會持續試著以色彩創作讓觀眾產生情感。
100 colors 則是 2013 年為了紀念我的工作室成立 10 周年而展開的系列計畫，為什麼是 100 呢？大概是因為 100
是常見的數字吧！（100%，100 個重點…等）其實人們在日常中是不太留心於色彩的，所以想以這個系列企劃
巡迴，以我調配的 100 種調色，讓人們能沉浸於色彩中，體驗獨一無二的感動，就像我第一次到達東京時感受
到的一樣。

100 colors 的實際創作過程有哪些？其中哪一個環節又是最困難的呢？
其實所有創作過程都蠻困難的，尤其是發展新概念的時候，需要因應環境的變化探索色彩表現的方式。我會先

a.
b.
c.
d.
02

a. " Forest of Numbers / The National Art Center, Tokyo " ( 2017 )
b. " 100 colors no.1 / Shinjuku Mitsui Building " ( Tokyo - 2013 )
c. " 100 colors no.3 / Shinjuku Central Park " ( Tokyo - 2014 )
d. " color mixing " ( 2016 )

熟悉場域，再書寫、描繪想要呈現的色彩概念
及形式。概念確定後，我會在工作室製作實體
模型，以各種角度感知創作，確保作品能修正
到最好。

量的方式呈現，讓參與者可以一次觀看、感受
到 100 種顏色的情緒，同時還可以藉由這些充
滿色彩、意象的年份數字，回顧過去美好的時
光，遙想未來的夢想！

請跟我們分享第一次見到誠品敦南店的感覺？

Emmanuelle Moureaux

對我來說誠品敦南店像是一座古老的圖書館，
比起商業空間，更偏向公共場域。在那裡可以
看到人們很滿足的坐在地上閱讀，是一個適合
長時間待著的地方！

是藝術家、是建築師，也是一位設計師，在法
國出生，至今定居於日本逾 23 年。

請分享本次在誠品敦南店的創作過程以及挑戰
因為這次是階梯，空間相較之下是有侷限的，
所以挑戰會在怎麼樣把作品以最佳、最具聲

emmanuelle moureaux architecture + design
https://www.emmanuellemoureaux.com/
展覽資訊

日期｜ 2019.07.12 Fri.
地點｜誠品敦南店 1F - 2F 樓梯間

7.12 Fri. - 7.31Wed.
大注目 500色鉛筆 敦南好運抽
活動期間持當日全館不限金額消費發票與光譜漫遊色彩階梯打卡上傳拍
照，即可至 1F 顧客服務中心兌換抽獎券，有機會抽中「 Felissimo 500 色鉛
筆」乙組。(價值 33,000 元，限量1組)

7.12 Fri. - 8.25 Sun.
Emmanuelle 100colors 光譜漫遊

會員打卡分享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誠品敦南店展場拍照打卡上傳 FB ／ IG ，並
hashtag #典藏敦南 #誠品敦南 #100colors 光譜漫遊 #emmanuellemoureaux，
即可持會員卡至 1F 服務台兌換光譜漫遊限量海報乙張（活動期間依以下期間
推出三款海報－7.12 - 7.25、7.26 - 8.08、8.09 - 8.25，兌完為止）。
上述兩則活動，詳細活動資訊請見1F 顧客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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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節特企 —
︽與惡︾導演林君陽：
給女兒最溫柔的支持，
即是為她建立與這個世界的羈絆。

Editor_楊涵硯 Photo credit_吳麟

關於賦予的旅途 從個人主義走向嶄新的羈絆世界
從只為了自己活著，進入到為別人而活的世界，開啟了林君陽另一個宇宙
的視野，這樣的依賴感與羈絆掩蓋了原先的疑懼心情。「人們面對可能會
剝奪自己原本生活的事物總會感到害怕，但我發現一旦跨越那道門檻，自
然會擁有嶄新的生命狀態，原本害怕的事物也就不復存在了。」在執導
《與惡》劇集時，正因為自己的育兒經歷，能在細節處展現引起觀者的共
鳴，包含了美媚和王赦溫柔的提到孩子王誓的生長曲線為50%；以及王誓早
產後，美媚與王赦以針筒蒐集初乳的畫面，都顯得非常細緻且真實。
「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比起培養與期許，林君陽認為女兒健康
才是最重要的，他更希望能透過給予引導，建立孩子足以面對世界的態

04

度，夠強壯能體驗和世界自己的關系。長期透過鏡頭解讀人性的林君陽，
歸納出一個溫柔的結論：「人都是寂寞且獨立的個體，如果夠幸運，會擁
有家人與朋友與愛你的人，我希望為讓孩子知道，我會為她打造結實的網
絡，成為她與這世界的羈絆」。
林君陽笑言，當孩子從一個肉團到能與之互動、張嘴言語的劇烈變化，每一
個畫面都是細緻的感動，在這個有趣且辛苦的進程，「百分之 70 的痛苦往
往會因為百分之 30 的快樂而煙消雲散」。若說《與惡》實踐了林君陽最理
想的創作狀態；那女兒的出生，也可說是引領他往更完滿的人生進程走去。

以實際行動延續感動與共鳴 成為創作者的使命
在第一堂北藝大電影創作研究所的編劇課堂上，林君陽與其他同學被當時
的老師易智言問到：「為什麼想要成為一名導演？」而這個問題的答案，
正是林君陽從 20 年前站在影視領域入口時，就一直延續至今的初衷—
「用屬於自己的創作途徑，今自身得到的共鳴與感動傳遞給觀影者。」他
的基本態度，即是希望能創作引導觀者擁有更多思考可能性的作品，並在
他人的人生道路上給予向前的線索，重新產生面對生活的力量。
「我並不是那麼樂意用夢想切入一個人的人生或職業進程，它或許可以代
表鼓舞、引領人心的角色，但大部分的的生活仍必須回歸現實面，然而現
實卻不一定代表夢想的反面啊！」長期擔任自由工作者的林君陽，實際如

他，總思忖若在一條路上走得夠遠，世界自然會給自己回報，正如在廣告
最盛行的 90 黃金年代，身受感召的他試圖從影像傳播進入廣告體系，最後
卻走上電影的旅途。
在導演與攝影的道路上，林君陽從未設限自己的任何嘗試，從偶像劇、愛
情喜劇到無差別殺人的社會議題探討，透過不同的形式積累了10年，由
此型塑擅長處理角色間細膩人際關係的林君陽。從鏡頭畫面到人生道路，
他抱持著「每個人生階段所專注的事物，皆有它的價值；凡經歷的每個細
節，都將成為未來養分」的態度，女兒的到來對林君陽而言正是如此。

講座資訊

導演與導演的同學會
08.24 Sat. 2:30p.m.-4:00p.m.
林君陽╳高炳權╳許富翔╳蕭力修
活動詳見P.55南西主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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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解鎖度假風
r

每到夏天，我要穿美美！

A

Botkier lennox 皮革迷你斜背包淺黃
8,880元│原價12,800元

e

不論是細肩洋裝，還是度假長裙，

s

我要我的夏季裡，都是愜意記憶。

BAGMANIA│信義店1F

特價

B

SISJEANS│松菸店1F

中藍立領腰綁帶牛仔洋裝

2,290元│原價2,490元

s

特價

y

C

Keds｜敦南店1F

o

Keds ╳ Rifle Paper Co.聯名款
2,472元｜原價3,090元

特價

u
u
p
!

！
LOOK

B

A

C
Project & Styling｜耿采維 Zora Keng Photo｜王晨熙 hellohenryboy Model｜小賀 Joanna Makeup & hair｜吳寇瑞

松菸
獨家

●

ILOOK│信義店B1

BOLON夏日炫彩眼鏡
特價3,980元│原價7,960元
06

●

印花樂｜南西店4F

●

＋10．加拾｜松菸店 1F

花瓣帽 / 晴天藍

船形襪款

推薦價

獨家

590元

9折｜推薦價220元

D

●

J&NINA｜南西店2F

●

多莉與尼莫戒指、布偶人魚貓項鍊、

地圖上衣

4,490

特價

yuniqueBackyard｜敦南店1F

元｜原價8,980元

E

蘊藏愛與故事的小貝殼項鍊

1,580元、2,580元、1,580元｜

特價

原價2,880元、3,580元、2,080元

限量
商品

F

●

Half half｜南西店3F

●

FEDE│信義店1F

OFF WHITE Saffiano迷你皮革單肩包（小）
22,000元│原價27,500元

夏日套裝

2,980元（上衣）、
3,180元（牛仔裙）
推薦價

特價

限量
商品

D

CHARINYEH｜松菸店1F

透膚設計背心

8,490元｜原價16,980元

特價

E

MOTHERHOUSE｜敦南店GF

Kazematou Backpack S 風盈系列皮革後背包
95折｜原價8,400元

誠品人

●

DOUCHANGLEE ｜松菸店1F
DOUCHANGLEE Lab｜南西店2F

立裁盒狀雙排釦背心

5,000元｜原價7,680元

●

ZUO｜敦南店GF 南西店2F

黑白點網紗裙

3,192元｜原價7,980元

特價

F

Isabelle Wen溫慶珠｜敦南店GF 松菸店1F

寬版不對稱剪裁絲質洋裝

15,744元｜原價19,680元

特價

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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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B

A

Ysanne｜松菸店1F

棉麻開衩背心、黑白原點棉質寬褲

5,680元、3,880元

推薦價

B

STORY Leather｜信義店B1 敦南店GF

style 6963 魔術收納包
特價3,888元｜原價5,888元
C

E

ASH│信義店1F

KIMONO 小貓跟涼鞋
特價4,068元│原價6,780元

D

Pipijudy ╳ SameSame｜松菸店2F

C

E

I-Shan13｜松菸店1F

閃耀的心墜鍊、柔和系珍珠石榴手鏈

平衡線圈耳環

特價

特價

1,780元、1,380元｜

3,582元｜原價3,980元

原價2,080元、1,580元

●

Zentopia｜敦南店GF

BANNIES' PASHMERE｜南西店3F

100% 純絲大方巾

豹紋蠶絲巾

特價

特價

3,492元｜原價3,8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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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6元｜原價3,280元

●

Silver Twinkle｜信義店4F 南西店4F

14K義大利線戒

1,980元｜原價2,180元

特價

F

G

F

Agaric Garden 艾格瑞｜南西店4F

方形星球飄浮礦石項鍊

640元｜原價1,280元

特價

G

COCOSHNIK｜南西店1F

宮廷藍色托帕石k10項鍊

7,800元｜原價8,700元

特價

H

I

信義
獨家

H

Oseason｜松菸店1F

初陽（Spring Sunlight）｜手環

95折｜推薦價3,600元

誠品人

I

Silver Twinkle│信義店4F

玫瑰金窗花戒指

4,280元│原價4,580元

特價

J

Annie's Collection｜敦南店GF

紅波點棉麻V領白洋裝
●

13,860元｜原價19,800元

特價

HERLS｜南西店3F

寬版雙橫帶真皮麻底涼鞋

1,824元｜原價2,280元

特價

K

J

MICHAEL KORS｜南西店1F

MERCER 白色 LOGO 壓紋提包

19,500元

推薦價

●

MAUD FRIZON｜南西店1F

K

流蘇涼鞋

2,568元｜原價4,280元

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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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信義店1F

Dior 藍色方框墨鏡

14,500元

推薦價

B

●

如是著物｜誠品R79

版師長夾

5,280元｜原價5,940元

特價

A

Tan & Luciana 陳探月&袁憶甄｜敦南店GF

藍白條紋洋裝

11,033元｜原價12,980元

特價

●

MONDAINE｜信義店2F 敦南店1F 南西店1F

Mondaine 瑞士國鐵essence系列腕錶
（共6款可選）
特價5,199元｜原價6,680元

A

●

OJO SALON｜南西店2F

Kozha Numbers抽繩小牛皮包
特價7,000元｜原價8,400元
10

A

C

B

D

A

JULIUS｜敦南店GF

松菸
獨家

C

森林精靈

1,090元｜原價1,290元

特價

B

OLIVIA BURTON｜南西店1F

Agaric Garden 艾格瑞｜松菸店2F

圖騰渡假風小洋裝

2,500元｜原價3,580元

特價

E

黃金海岸度假洋裝

（兩對一組）

特價

4,200元｜原價8,980元

990元｜原價1,980元

D

MIRROR皇宣緣｜信義店1F
敦南店GF 南西店1F

F

5,145元｜原價7,350元

特價

18,800

元

MONDADA│信義店B1

初戀回憶野菊綁帶洋裝

880元

推薦價

Dleet｜敦南店GF 松菸店1F 南西店2F

直條披風背心

皎潔玉蘭翡翠耳環

●

Cotélac｜南西店2F

太陽神白瑪瑙耳環、月桂葉白水晶耳環

推薦價

OR.f.｜敦南店GF

F

特價

Olivia Burton Animal Motif
特價5,000元｜原價6,150元

●

E

●

YU-PENG SHIN│信義店B1

法式蕾絲平肩縮腰上衣（粉）

3,280元│原價3,680元

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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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

CRY｜南西店2F

印字無袖洋裝

4,840元｜原價9,680元

特價

B

Asport│信義店1F

LANSTON運動內衣

3,980元

推薦價

LANSTON緊身褲

5,480元

推薦價

●

Superdry│信義店B1

●

Doughnut｜信義店4F

海灘褲（男）

馬卡龍後背包-可爾必思

特價

特價

2,086元│原價2,980元

●

寬袖襯衫

2,080元│原價2,480元

5,933元｜原價6,980元

特價

吊帶背心（男）

側毛邊直筒裙

特價

特價

1,316元│原價1,880元

●

CLUB 1981｜信義店1F

mastermind JAPAN ╳ SUICOKE 個性骷髏帆布草鞋

9,580

推薦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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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r｜松菸店1F 南西店2F

元

5,593元｜原價6,580元

●

NIKE KICKS LOUNGE│信義店1F

NIKE REACT PRESTO 慢跑鞋

4,500元

推薦價

●

TOOT│信義店B1

質感無袖帽T

5,500元

推薦價

DOUBLE TAKE│信義店1F

SAYLOR 度假連身褲

7,680元

推薦價
C

D

松菸
獨家

C

iLOOK｜南西店3F

Lash時尚太陽眼鏡

6,800元｜原價8,500元

特價

D

艸化工事│松菸店1F

Frederica彩虹花球細耳針垂墜耳環
1,344元｜原價1,680元

特價

ALL BLACK│信義店B1

舒適勃肯拖鞋（限量30雙）

1,480元｜原價3,480元

特價

●

master-piece│信義店1F

●

MAJORLIN｜敦南店1F

●

West village｜松菸店1F

復古撞色多用包（日本製）

牛皮軍帽

French Messenger

推薦價

特價

特價

3,200元

3,580元｜原價3,980元

5,652元｜原價6,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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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WEN｜松菸店1F

●

MACACA｜敦南店GF

●

viga wang｜松菸店1F

黑白點點兩件式上衣、白色開衩長褲

知性簡練微笑洋裝

V領質感背心洋裝

誠品人1件

推薦價

特價

9折、2件85折｜

2,380元

6,900元｜原價9,880元

原價6,280元、6,680元

●

MYSTOCK｜敦南店GF

Blackyard｜松菸店1F

甜美Lady條紋穆勒鞋

洗皺感羊皮肩背包

特價

特價

1,490元｜原價2,980元

●

●

6,100元｜原價12,199元

jeffreycampbell｜南西店1F

Beyond Dorsay平底鞋
2,580元｜原價3,680元

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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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CONNECTION｜信義店B1 敦南店GF

春夏商品全面五折

●

6ix pm｜信義店4F 松菸店1F 南西店4F

●

聖托里尼漸染上衣 + 聖托里尼波浪裙

MAISON PROMAX│信義店1F

HENRI MINI WOVEN

9,300元

推薦價

Barbour│信義店1F

帆船印花襯衫

4,500元

推薦價

Neuston棉質短褲

●

2,980元│原價4,980元

1,400元

特價

●

about KUAN 關於寬庭｜南西店2F

非藝 - Raffia非洲手工棕梠葉編織托特包

2,650元｜原價2,980元

特價

JOURNAL STANDARD│信義店1F

RUSSLE X JS LOGO-T

扭結洋裝

4,880元｜原價5,460元

特價

●

in｜信義店B1 松菸店1F

推薦價

●

PEPPER'S│信義店B1 南西店3F

牛皮馬鞍包

3,100元│原價3,980元

特價

6ix pm｜信義店4F 松菸店1F 南西店4F

夏日舒活後背綁帶洋裝

Breezy Summer Tie Back Midi Dress
特價3,672元｜原價4,080元

3,700元

推薦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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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走吧！探索私房秘境

e

擁有無限好天氣的夏季，怎麼捨得窩在家裡！

t

收好行囊、踏上旅途，沿途拍下那些美好風光。

'

若你準備好，我們就出發！

s
A

B

g

全球
限量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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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

D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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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A

GIANNI CHIARINI│信義店1F

F

C

Fiorenza 草編水桶包

8,960

B

賽先生科學工廠｜信義店4F 敦南店B1
松菸店2F 南西店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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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680元｜原價1,980元

折｜原價1,300元

GoPro｜松菸店3F

購買GoPro Hero 7 Black主機
加購兩個以上配件

推薦價

結帳金額

95折

nest: ro 巢．家居 概念店｜敦南店GF 松菸店2F

美國Stanley 冒險系列酒壺組

9

誠品人

星空劇場全系列

1,580-2,680元

E

立體雙聲道擴音器

元│原價12,800元

特價

CHEWPEOPLE CHOICE / 潮人物商店｜敦南店1F

特價

F

Mao's Doll 襪娃手創館 ｜信義店4F 松菸店
2F 南西店4F

拉菲草手工編織草帽

990-1,180元｜原價1,280-1,480元

特價

●

moshi｜信義店4F

Arcus 多功能攝影背包組 （黑/灰）
6,990元｜原價7,480元

特價

●

expo │信義店4F 松菸店2F

●

expo SELECT｜南西店4F

25TOGO｜松菸店2F

AIR 黑犀牛旅行後背包
88折｜原價3,800元

Filter017 - 後背包／Shuttle附防雨套（軍綠）

任選兩件

推薦價

（此活動不包含網狀包）

3,280元

●

INDULGENCE｜松菸店2F

水滴單肩側背包 - S 系列（四色）

2,023元｜原價2,380元

特價

POLER｜敦南店1F
Timbuk2｜松菸店1F

Enthusiast Camera Bag 30L
專業相機電腦後背包

6,188元｜原價7,280元

特價

●

未來實驗室│信義店B1

都市特工包

699元

推薦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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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I Design｜敦南店1F

20吋摩艾登機箱

4,233元｜原價5,880元

特價

●

Aesop｜信義店2F 南西店1F

納許維爾旅行組
元
推薦價

2,300

含：二重奏潔面露 15ml + 二重奏調理液 15ml +
二重奏保濕精華乳 15ml + 經典洗髮露 50ml +
滋潤潤髮乳 50ml + 天竺葵身體潔膚露 50ml +
天竺葵身體乳霜 50ml + 漱口水 50ml + 牙膏 10ml

●

AVEDA｜信義店2F 南西店1F

淨透無瑕推薦組

6,400元

推薦價

含：頭皮淨瑕潔膚凝膠（3件組）+ 蘊活菁華滋養液 150ml
+ 復原配方修護精華25ml + 蘊活菁華滋養液30ml

松菸
獨家

●

Classico｜松菸店2F

S12 / S12 雙槓 墨鏡

5,680元

推薦價

贈：經典蘭美達Lambretta 梳子（隨機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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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TH'S KEY│信義店B1

戶外旅行組（限量30組）

188元｜原價300元

特價

含：麻布旅行包 + 純棉小方巾 + 清涼薄荷洗髮沐浴體驗組

●

南法香頌｜信義店4F 敦南店B1

輕旅行清潔保養組

499元｜ 原價780元

特價

●

mine mine｜南西店5F

●

《麗莎和卡斯柏》行李箱套 - 喜歡檸檬.藍/綠

VESSEL BAG｜信義店2F

●

誠品書店｜松菸店3F 南西店5F

Signature 2.0 行李箱（限量20件）
7,800元｜原價8,850元

880元｜原價980元

特價

誠品風格文具館｜信義店4F 敦南店B2

ito系列旅行箱（6/1~7/31）

特價

5,610-16,150元｜

特價

原價6,600-19,000元

●

PIQUADRO｜信義店2F 敦南店1F 南西店3F

●

Feels 義大利牛皮腰包
特價3,610元｜原價7,220元

北歐櫥窗｜信義店2F

Georg Jensen 喬治傑生 旅行包袋
（款式以現場為主）

12,132-15,912元｜

特價

●

OBEIOBEI│信義店1F

義大利Borsalino - 雙色編織巴拿馬草帽

10,800元

推薦價

原價13,480-17,680元

●

Jump From Paper｜松菸店2F

天藍色喀嚓肩背包

2,241元｜原價2,490元

特價

●

BRISA｜松菸店3F

VW T1車頭造型單肩包 系列（6色）
特價1,980元｜原價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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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先生科學工廠｜敦南店B1
松菸店2F 南西店 5F

●

科學浴簾 - 手稿地圖浴簾

que 環保伸縮水瓶

推薦價

特價

880元

●

誠品書店｜信義店2F 敦南店2F

1,039元｜原價1,180元

●

松菸店3F 南西店5F

《OUTDOOR STYLE GO OUT 8月》

晴雨兩用傘

1,380元｜原價1,600元

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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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BUK2 - SACOCHE
CROSSBODY 2L斜背小物包
特價1,938元｜原價2,280元

往復內心與荒野的旅程》

9折｜原價450元

誠品人

●

印花樂｜南西店4F

小彎竹柄輕便折傘 / 果實粉紅

1,380元

推薦價

POLER｜敦南店1F
TIMBUK2｜松菸店1F

《折返：山徑、公路、鐵道，

9折｜原價284元

Prolla｜信義店B1 松菸店2F

誠品書店｜信義店3F 敦南店2F

松菸店3F 南西店5F

誠品人

●

MERCI Design｜敦南店1F

●

神農生活｜南西店4F

藺草爵士帽

1,250元

推薦價

●

Alto｜信義店4F 松菸店1F 南西店 5F

●

誠品風格文具館｜信義店4F 敦南店B2

●

誠品書店｜松菸店3F 南西店5F

皮革旅行手機收納包-焦糖棕

3,280元

手機觀星攝影鏡

999元

bitplay｜南西店3F

推薦價

未來實驗室│信義店B1

推薦價

bitplay通用鏡頭扣＋HD高階廣角組合

3,380元

推薦價

●

Pintoo｜松菸店2F

書衣拼圖系列（06/03~08/30）

95折，兩件以上9折

期間限定單件

49101 聽音樂的靈魂伴侶｜松菸店3F

●

iimono｜信義店4F 敦南店B1

LEICA + CDI｜敦南店1F

PRYNT即可拍

Leica C-Lux

特價

推薦價

4,999元｜原價7,980元

42,000元

活動期間凡購買Leica C-Lux，
即可享有免費專業攝影外拍課程

SUMDEX｜信義店2F

UX301高音質耳道式耳機

旅行拉桿箱 26吋

特價

特價

1,272元｜原價1,590元

●

3,800元｜原價6,5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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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陽光的秘密武器！

愛陽光，也要愛肌膚。

l

我們抵抗紫外線，但不抵擋馬甲線。

o

我們恣意流汗，卻也香得令人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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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阿原YUAN｜信義店4F 敦南店B1 松菸店2F

任選2支880元以上護手霜

1,760-1,960元｜原價2,210-2,410元

特價

贈：月桃或艾草護手霜 3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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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G

●

茶籽堂｜松菸店2F 南西店1F

肖楠葉髮身組

1,200元

推薦價

含：肖楠葉洗髮 + 肖楠葉沐浴
贈：乳液 33ml + 護髮素 33ml

●

王大夫一條根｜敦南店B1

滾珠精油任選一瓶（洋甘菊或抹草） +
躍動保濕噴霧 30ml *1

599元｜原價810元

特價

A

Pato Pato｜信義店5F

熊愛植萃超植四件組 + 離子導入儀

1,799元｜原價4,450元

特價

含：生命樹保濕嫩膚露 120ml + 生命樹賦活水精華
30ml + 生命樹水潤Q彈霜 30ml + 深海彈力修護精華油
30ml + 離子導入儀乙台

B

ARTIFATS｜松菸店1F

DS&DURGA香氛

6,080元

推薦價

C

PH有機天然保養專門店｜敦南店B1 南西店4F

有機戶外防曬組

1,619元｜原價1,980元

特價

含：COOLA經典戶外運動防曬乳SPF50（無香味）
148ml + 不間斷運動防曬噴霧SPF50（無香味）100ml

C

D

●

SUNCUT曬可皙 高效防曬噴霧

森林島嶼｜松菸店2F

（一般型 / 防水型）

298-388元

絲瓜皂100g、指緣修護油

推薦價

推薦價

（純淨皂香、松本清獨家限定橙花茉莉花、松本清獨家限定
桃子口味即將上市）
（全系列同價位第二件5折）

280元、260元

E

松本清｜南西店 B1

ACCA KAPPA｜南西店2F

地中海陽光饗宴淡香精50ml +
托斯卡尼護手霜75ml

2,380元｜原價3,100元

特價

F

ALLOYA｜信義店B1

蜜糖凝膠蘿莉粉貓眼系列套組

1,800元｜原價2,250元

特價

一組三瓶（含底膠﹑色膠﹑封膠)

G

樟之物語｜信義店4F 敦南店B1

●

iimono｜敦南店B1

沐浴皂三入盒 + 幻顏皂二件

高級生馬油保濕洗髮精 200ml or

特價

橫濱玫瑰馬鬃油胺基酸洗髮精 200ml +

3,299元｜原價4,400元

贈：限量洗沐旅行組及獨家輕旅行束口袋

黃金生馬油 50g

5,340元

推薦價

新品
上市

●

EASE Apothecary｜南西店4F

●

AHAVA｜信義店B1

●

maison de beaute｜南西店1F

椰玫瑰保濕系列三重奏

控油緊緻毛孔系列

花悅精靈淡香水50ml

特價

特價

特價

1,000元｜原價1,650元

2,380元｜原價2,660元

含：以色列鹽海鹽身體保水沐浴凝露 + 植萃緊緻身體霜

2,000元｜原價5,050元

贈：ANNA SUI 蜜桃絨晚宴包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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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isfree｜南西店1F

●

經典綠茶火山組

●

2,500

元｜原價1,800元

推薦價

含：超級火山泥慕斯面膜100ml +
綠茶籽保濕精華80ml + 綠茶早晨潔顏凝膠15ml +
綠茶保濕精華15ml + 綠茶保濕精華乳15ml

一日茶事｜敦南店B1

YIRI LIVING｜南西店2F

頭皮養護禮盒

1,610

特價

JuliArt｜南西店2F

元

薄荷烏龍茶洗髮沐浴組

2,040元

含：頭皮養護胺基酸洗髮精220ml + 頭皮養護胺基酸
養髮液115ml + 甘草次酸頭皮淨化液75ml*3

推薦價

含：一日茶道薄荷烏龍洗髮精600ml +
一日茶道琥珀紅玉沐浴液態皂600ml +
一日茶道嫩白潔膚膠50ml

買二
送一

●

乳油木之家｜信義店B1

敦南店B1

●

可可佳境洗髮露 250ml*6 + 乳油木因緣滋養乳 250ml

歐法頌｜信義店B1

瑞典-蛋白面膜皂 （6入）買二送一

1,680元｜原價6,080元

3,600元｜原價5,400元

特價

特價

（洗髮露可任選同系列同價格不同味道）

信義
獨家

●

LA TRINITÉ NATURELLE 璀莉緹｜信義店4F

纖纖玉體身體按摩油

1,785元｜原價2,380元

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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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zen愛居人｜信義店4F 南西店4F

●

VITALSPA｜敦南店B1

INNA ORGANIC
橙花光采嫩白精華 30ml

白麝香保濕沫浴乳 500 ml +

推薦價

特價

1,480

元

白麝香香體膏 75 g

1,500元｜原價2,080元

UNI color｜信義店B1

深層結構護髮
特價800元｜原價1,500元
全彩染髮
特價1,800元｜原價2,200元

（不分長短均一價，週一至週四11:00-15:00 歡迎預約）

A

C

A

O'right歐萊德│信義店2F 南西店1F

咖啡因洗髮精 1000ml + 咖啡因養髮液 50ml

3,880元｜原價4,760 元

特價

B

奇蹟莊園｜信義店B1

固髮清潔露 + 頭皮甦活調理液 + 護髮油

1,999元｜原價2,717元

特價

C

歐法頌｜信義店B1 敦南店B1

Physioderm - 保濕防護護唇膏
2件特價490元｜原價700元

D
D

STARBRAND｜南西店1F

摩洛哥優油組合

1,500元｜原價2,400元

特價

南西
獨家

含：摩洛哥優油 100ml + 玫瑰護手霜75 ml

E

B

乳油木之家｜信義店B1 敦南店B1

Eau Romantique玫瑰噴霧化妝水 150ml +
Lovea Nature 大溪地花BiO防曬抗老面霜
SPF50 + 50ml
特價1,350元｜原價2,160元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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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N｜信義店1F 敦南店GF 松菸店1F

●

蘋果光活妍系列（蘋果光活妍雪白乳霜

超水感清透防曬隔離乳 *1

50ml + 蘋果光活妍雪白精露 50ml）
特價19,800元｜原價22,000元

1,800元｜原價3,660元

expo│信義店4F 松菸店2F

expo SELECT｜南西店4F

GRANGE 璞草園-緩膚調理菁露 100ml
特價638元｜原價850元

榆果傢飾│信義店2F

香雪蒼蘭香氛

788

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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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煥顏無瑕素顏霜 *1 +
特價

●

GRATiAE｜敦南店GF

元｜原價888元

●

綠藤生機 Greenvines｜敦南店B1 南西店1F

意識夏天抗老精華組

2,509元｜原價2,960元

特價

含：活萃修護精華露 30ml + 綠色海洋精華油 30ml

蒂卡娜｜敦南店B1

有機橄欖 500ml 系列
任一瓶 + 旅行組

990元｜原價1,470元

特價

第一化粧品｜南西店4F

TOP1煥白皺效淨白組
特價4,500元｜原價5,280元

含：九胜肽煥白抗皺精質露250g + 藍銅胜肽1g +
水潤淨白防曬乳SPF50 50ml + 多肽水嫩緊緻眼膜
單片*2 + 限量-夏日輕巧手拿鏡

●

PH有機天然保養專門店｜敦南店B1 南西店4F

淨膚控油組

2,210元｜原價2,600元

特價

含：Dr. Hauschka油性肌特殊調理液 100ml +
律動淨化調理精華 30ml

信義
獨家

●

BANNIES' PASHMERE｜信義店2F

●

BANNIES’╳ AGRARIA
特價3,680元│原價4,280元

upandcoming ╳ PAZZO A' room
香遇美好系列限定花藝禮盒

2,280元｜原價2,580元

含：噴霧100ml + 乾燥花組合

●

南法香頌｜信義店4F 敦南店B1

特價

含：A' room 香遇美好沐浴乳 + 身體乳

●

南法蕾朵 胡椒薄荷純露200ml +

390元

推薦價

贈：艾草防蚊液 60ml 乙罐

含：護色洗髮精 1000ml + 蘊活菁華滋養液 150ml +
復原配方修護精華 25ml + 蘊活菁華 滋養液 30ml

●

expo│信義店4F 松菸店2F

expo SELECT｜南西店4F

特價

23.5 -鳳梨系列_鳳梨角質淨化凍膜
特價546元｜原價620元

阿原YUAN｜信義店4F 敦南店B1 松菸店2F

艾草防蚊液 95ml 乙罐

推薦價

地球香氛機 + 葡萄柚精油 15ml

3,500元｜原價4,760元

●

5,200元

ECO 清爽防曬乳75ml（SPF30 / SPF50）
1,432-1,586元｜原價1,860-2,060元

一日茶事｜敦南店B1

AVEDA｜信義店2F 南西店1F

亮麗無瑕推薦組

特價

●

upandcoming｜敦南店B1

●

蕾舒翠｜信義店B1 松菸店1F

米生麴酒粕面膜

買三送一、買五送三｜
原價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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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喘口氣︐避暑一夏！

a

不要隱藏夏天的食慾，無須擔憂體重的間距

k

想吃就咬，想喝就飲！

e

感受清涼的暢快，品味輕食的可口，
我不管，我就是要吃！

a
b
r
e
a
k
!

●

CHAFFEE天仁｜南西店B1

大吉嶺芒果冰沙

90元｜原價120元

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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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pace & Café│信義店1F

綜合莓果氣泡飲

180元

推薦價

●

STARBUCKS｜信義店1F 敦南店GF

●

Häagen-Dazs｜南西店B1

香檸蜜柚冷萃咖啡（大）

果漾巴菲聖代

推薦價

推薦價

155元

（每日限量銷售）
此為商品示意圖，詳細供應品項以門市限貨為準。

295元

●

吾榖茶糧 SIIDCHA｜松菸店3F

●

漂浮冰淇淋太妃糖紅茶

麻茶元｜松菸店B2

●

夏雪了！

200元｜原價220元

百香果小麥啤酒

170元（350ml）、230元（500ml）

特價350元｜原價390元

特價

金色三麥│信義店B1

推薦價

含：宇治金時刨冰+霜淇淋抹茶拿鐵 + 水信玄餅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松菸
獨家

●

小確幸紅茶牛奶合作社｜松菸店B2

14:00~16:00全飲品同品項同容量
限時第二杯半價

●

滿哥甜品坊｜信義店B2

●

冰沙一夏

冰炟客拿鐵

95元｜原價105元

80元(中)、100元(大)｜

特價

特價

原價90元(中)、110元(大)

（不同品項不同容量以較低價享半價）

京盛宇｜敦南店B1 松菸店3F

東方美人茶（冰）

150

推薦價

元

天仁茗茶｜松菸店B2

茶茶小王子｜敦南店B1

紅玉抹茶凍

第二杯半價｜原價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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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亀製麵｜松菸店B2

田園時蔬烏龍麵

119元（中）、149元（大）

推薦價

●

米塔手感烘焙│松菸店 B2

清爽夏日 蜜橘甜點『香橙橘皮起士』

79元

推薦價

（每日限量，售完為止）

GOLD MENCHI金葉名氣餅│信義店B2

名氣餅 + 氣泡飲

99元│原價120元

特價

●

Mr.雲｜松菸店B2

韓式風味炒豬肉飯（附小菜）

150元｜原價170元

特價

●

大心新泰式麵食｜松菸店B2 南西店B1

酸辣海陸麵

250元

推薦價

（10%服務費另計，產品以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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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享屋│松菸店B2

獨創飲品任購兩杯
贈送手工甜品一份

●

碰咕食米漢堡｜松菸店B2

炸豬排鮪魚美乃滋米漢堡 +
薯條 + 可樂/雪碧（擇一）

173元｜原價189元

特價

●

誠品書店｜信義店3F 敦南店2F

●

松菸店3F 南西店5F

萃綠檸檬多酚䊹檬飲 檸檬原味/ 蜂蜜檸檬

金品茶語｜南西店4F

夏日限定奶茶鬆餅組合

299元｜原價369元

特價

含：任選一款鬆餅 + 任選一杯奶茶
限量30組 天

誠品書店｜信義店3F 敦南店2F

●

松菸店3F 南西店5F

松菸店3F 南西店5F

一場更接近幸福的感恩之旅》

疾病、老化的救命營養新知》

誠品人

誠品人

《幸福，從謝謝這一杯咖啡開始：

999元｜原價1,380元

特價

●

誠品書店｜信義店3F 敦南店2F

《吃的科學：對抗肥肉、

9折｜原價280元

●

豆夫人｜松菸店B2

9折｜原價480元

于記杏仁｜敦南店B1

●

雪花五糧冰

抹茶雪花冰、芝麻雪花冰

150元｜原價170元

100元

特價

夏樹甜品｜南西店 B1

杏仁豆腐雪花冰

140元

推薦價

推薦價

七見櫻堂｜敦南店B1

冰點冰淇淋泡芙

45元｜原價50元

特價

（可任選兩種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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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

COMEBUYTEA｜松菸店1F

B

鳳梨茉莉寒天QQ

C

Bonjour 朋廚烘培坊｜敦南店B1

各種小麵包 or 6種口味佛卡茄

100元

95折、任五件9折｜原價28-35元

任二件

推薦價

買二
送一

●

GNC│信義店B2

蔬果酵素精華（60包／盒）

特價買二送一｜原價1,390元/盒

●

幸修園｜信義店B2

日本Brook's冠軍咖啡、煎茶禮盒

750元│原價1,000元

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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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詩太糖｜松菸店2F

●

499元｜原價560元

500元｜原價590元

特價2盒

特價

贈：熱門口味40g隨手包 *乙包

含：芒果乾 + 蜜蘋果

●

MagiPlanet 星球工坊｜信義店B2

任選巧克力系列商品 *2包

盛夏雙果慶

大象山｜敦南店B1

金象御守禮盒4入組

880元｜原價1,100元

特價

●

亮媚燕窩｜信義店B2

●

頂級手工代燉燕窩 200g

草莓花蛋仔

2,800

C

144元｜原價160元

元｜原價3,800元

特價

well café｜松菸店B2

特價

丸作食茶｜敦南店B1

丸仨冬瓜檸檬

60元（大）、50元（中）

推薦價

●

海邊走走｜松菸店2F

芝麻愛餡蛋捲

480元｜原價500元

特價

●

誠品書店｜信義店2F 敦南店2F

松菸店3F 南西店5F

誠品30th獨家聯名無二點心典藏盒

499元

推薦價

●

eslite café｜南西店5F

雙人甜點組合

520元｜原價880元

特價

含：經典蛋糕/法式馬卡龍/時令鮮果/手工餅乾/飲品兩份

南西
獨家

Mikkeller｜南西店 1F

GOSE NOSE WATERMELON
●

繽菓市｜松菸店B2

金馬獎冰淇淋4入禮盒

360元｜原價400元

特價

鼻子酸酸的 西瓜 酸啤酒

160元（150ml）、

推薦價

260元（300ml）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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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 Xin Yi
01

親子共樂培養皿
培養快樂因子、共創成長點滴回憶
大手牽小手，啟動今夏的舒適生活！

02

04
03

07
05

06

09

08

01｜Toy World Lego｜信義店5F｜CITY-北極移動勘探基地(60195)，特價3,499元｜原價3,999元 02｜be*U│信義店B1｜全家健走鞋（朵朵花開真皮
母女鞋），特價4,280元｜原價5,860元 03｜Baby Garden│信義店5F｜Shnuggle 洗澡玩具＋小小水瓢，特價699元│原價1,000元 04｜AQmore｜
信義店5F｜AQmore指甲水蓬蓬裙禮盒，特價1,299元│原價1,980元（內含6種可愛髮飾及任選3瓶漂亮久一點指甲水） 05｜大地之愛｜信義店5F｜
大地之愛蘆薈潔手凝膠100ml＋大地之愛USDA有機嬰兒防蚊液118ml，推薦價770元（買即贈大地之愛親子呵護膏，有機金盞花25g，價值560元）
06｜卓也藍染｜信義店5F｜親子－共遊甜蜜組，推薦價1,690元（親子共染，內含托特包和束口背包） 07｜拼圖總動員｜信義店5F｜兒童80片大拼片
﹣人體器官拼圖（BV80-005），特價600元｜原價750元 08｜cubic cross｜信義店5F｜親子出遊提袋兩件組，特價3,200元｜原價4,000元（親子手
作，內含大小托特包各乙個） 09｜Tomali Boutique｜信義店5F｜美國petitcollage旅行畫冊 特價616元｜原價700元 （全台獨家首賣，共3款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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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活遊藝樂
讓孩子在樂活中成長、學習、遊玩，
啟動身心小宇宙，所有童趣想像力在這裡都可以轉化為現實超能力！

AQmore夏季甜心指甲彩繪

7.23、7.30Tue.｜2:00pm-4:00pm｜5F 森活遊藝區
8.06、8.13、8.20、8.27Tue.｜2:00pm-4:00pm｜5F 森活遊藝區
活動內容：冰淇淋、馬卡龍、小熊、星空和愛心等指甲彩繪現場教學。消暑的冰淇淋，繽紛的馬卡龍，可愛的小
熊，閃閃亮亮的星空和愛心，一起來創造屬於自己的顏色樹。
●報名費用 | 799元/人。●報名方式 | 02-2729-9665。●注意事項│活動詳情請洽專櫃。

植物方塊－甜甜圈派對
7.26、8.02、8.09、8.16、8.23

Fri.｜6:00pm-9:30pm｜5F 植物方塊

植物方塊的介質取代土壤與塑膠盆栽，無毒無害亦無土無蟲，非常適合放置在家中與辦公室，輕鬆栽培，療癒可
愛，這次在信義誠品的限定活動，我們將帶來甜甜圈造型的植物方塊教學，可以讓你發揮創意，塑造屬於自己獨
一無二的環保多肉植栽，機會難得，錯過不再。
●報名費用 | 450元/人。●報名方式 | 02-8789-3388#1537。●注意事項│活動詳情請洽專櫃。

Ummmmm × 誠品
7.28

Sun.｜12:00pm-2:00pm 3:00pm-5:00pm｜5F 森活遊藝區

以樹酯、顏料、壓克力、金屬材料等異材質結合，運用你特有的藝術美感打造屬於你理想中的夢幻飾品，每個女
孩最重要的不外乎就是飾品的搭配，合適的飾品能襯托你的氣質及特色，期待你能在這趟創作旅程中發掘潛在的
藝術靈魂吧！
●主辦單位 | Ummmmm選擇障礙研究所。●報名限制 | 每場次10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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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歲以上兒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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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身體小宇宙，活力頑童動一夏!
8.07

Wed.｜2:30pm-3:30pm｜5F 森活遊藝區

手舞腳舞動世代！今年暑假，雲門教室攜手誠品信義店，一同陪伴孩子們在炎炎夏日動次動！
跳起來，轉個圈！讓跳躍喚醒身體，用旋轉尋找重心。邀請大家開心暢快動身體，玩出生活5力，
自信舞動大腦創意！
●主辦單位 | 雲門舞集舞蹈教室。●報名限制 | 每場次10人，採事先報名制，額滿為止。●報名方法 | 網路報名，請掃QRcode。●注意
事項 | 本活動設計教案適合年齡4~6歲幼兒，並需家長陪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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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佩豬讀書見面會

8.25 Sun.｜2:00pm-3:30pm｜5F 森活遊藝區
小朋友最愛的佩佩豬來到誠品信義店囉！今年夏天，不只要帶小朋友們聽中英文兩種故事，更要讓小朋友們動起
來，唱唱跳跳、活動筋骨！快到信義跟佩佩豬來場夏日大冒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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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南 Dun Nan

跳躍調色盤
我們日日沈浸於色彩間，被五顏六色包圍，享受著視覺上的繽紛。
這個夏季，藉著如此奔放的季節,，我們恣意做自己，為自己著上一層鮮豔。

OR.f.｜敦南店GF

普普色彩點點絲巾

2,682元｜原價2,980元

特價

創意美術｜敦南店B1

夏日調色盤油畫課程（含框）

1,500元｜原價2,000元

特價

雷諾瓦｜敦南店B1

甜蜜物語

1,069元｜原價1,299元

特價

Dr.Bronner's布朗博士｜敦南店1F

液態精油皂

449元｜原價499

特價

in｜敦南店GF

俐落剪裁洋裝

小室瓶栽｜敦南店1F

3,276元｜原價4,680元

特價

沾沾大福毛氈苔（工業風彩虹）

1,242元｜原價1,380元

特價

nest：ro 巢．家居 概念店｜敦南店GF

KINTO DAY OFF TUMBLER保溫瓶500ml（顏色依現場為主）
特價990元（08/01~08/31）｜原價1,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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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duse｜敦南店GF

拋光漸層短靴 JAPARIS款（島嶼藍）

2,299元｜原價2,599元

特價

CHEWPEOPLE CHOICE/潮人物商店｜敦南店 1F

CHEWPEOPLE CHOICE ╳ I bag u
特價780元｜原價899元

Darker Than Black Bags｜敦南店GF

Mini Valley Cube Shoulder Bag
特價12,420元｜原價13,800元

PIQUADRO｜敦南店1F

義大利小牛皮後背包

9,800元｜原價10,900元

特價

PALLADIUM｜敦南店1F

18鍋｜敦南店B1

彈性布舒適涼鞋款

椒香麻辣鍋

特價

推薦價

150元，期間加購19元可享冬瓜檸檬乙杯

1,786元｜原價1,880元

Gelattto｜敦南店B1

全店商品購買兩雙及以上即享75折

好迪家居｜敦南店1F

UROKI 髒衣收納包，贈環保袋乙個

1,730元

推薦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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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菸 Songyan

大人的真心話
我不善言辭，我老猜不透你的心思，但我要你知道，我永遠會是最愛你的木頭人阿！

02

01

05
04
03

06

07

01｜KINJO草山金工｜松菸店2F｜摩斯密碼純銀手鍊對鍊，特價6,624元｜原價7,360元 02｜松果手感｜松菸店 1F｜瓶中花（乾燥花），2人同行9折 |
手作課程1,780元 03｜Henry&Eddy｜松菸店1F｜鍊愛三色金男女對戒，特價16,500元（男）、12,000元(女) 04｜春水堂｜松菸店3F｜小杯冰
珍珠奶茶＋小杯冰檸檬紅茶＋功夫麵2碗＋茶香高麗菜＋招牌滷味豆干米血，特價520元｜原價570元 05｜The Scent｜松菸店B2F｜魚卵海膽奶油
寬扁麵╳1＋黑松露野菇燉飯╳1，均升級成＋150元套餐及紅酒兩杯，特價999元｜原價1,360元 06｜HUBOX｜松菸店 2F｜機器人造型桌燈，特價
2,781元｜原價3,090元 07｜莫泰藝術｜松菸店2F｜暗房體驗﹣放像，特價1,880元｜原價2,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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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小孩的大冒險
世界再大、再複雜，在我的保護下，我會讓你盡情地探索世界。

02

03

04

05

07

06

01｜Dscience｜松菸店3F｜透明生物標本製作組，推薦價850元 02｜五行創藝｜松菸店2F｜手感杯兩人同行9折（限每日時段18：00／3組），特
價2,160元｜原價2,400元 03｜Alto｜松菸店1F｜AirPods 皮革保護套，推薦價1,080元 04｜親子盟｜松菸店3F｜豆豆被玩偶禮盒組，特價1,380
元｜原價1,770元 05｜HANDOS｜松菸店1F｜牛皮薄長夾，特價3,980元｜原價4,680元 06｜Mao's 樂陶陶｜松菸店2F｜父親節禮盒組，特價1,050
元｜原價1,350元 07｜動手玩｜松菸店3F｜父親節蛋糕製作，贈89折優惠卷（限下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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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西 Nanxi

7.23 Tue.-8.08 Thu.

滿

8,000 贈猿田彥限定濾掛咖啡乙盒

為親愛的潮爹一次「付清」！
按摩器和刮鬍刀早已不是討喜首選，「生活品味」才是現在潮爸們的心頭好！從穿搭、通勤到興趣，讓爸爸們在實用美學的薰陶
下活得超帥氣！

03
01
02

05

06

04

01｜木匠兄妹木工房｜南西店 4F｜2分超省力雙棘輪板手 36 in 1套筒起子組，推薦價2,199元 02｜花見小路｜ 南西店 4F｜先生日﹣石苔綠／海松藍男
子帆布鞋，推薦價1,680元 03｜iGzen 愛居人｜南西店 4F｜LSG 法食香水 紳士經典男香（薰染沉香／淨黑沉香／琥珀沉香 100ml），特價1,496
元｜原價1,700元 04｜PIQUADRO｜南西店 3F｜Bae 輕薄時尚組合（含：15.6吋牛皮公事包＋名片夾），特價6,990元｜原價14,670元 05｜不二堂｜
南西店 5F｜癮茶茶調組，推薦價650元 06｜猿田彥珈琲｜南西店 1F｜猿田彥PAPA手沖組（含：DRIPPEN 咖啡濾杯＋原木咖啡沖壺＋誠一綜合咖
啡豆 250g），特價2,385元｜原價2,650元

88折起

父親節同
樂優惠-精選品牌系列

幼瀨明月｜南西店4F

Alto｜南西店5F

茶葉商品／幼瀨明月禮盒

Alto iPhone 皮革手機殼系列

任選兩件以上

單件

8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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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折

Häagen-Dazs｜南西店B1

「爸」氣寵愛訂製蛋糕（即日起～7/31）

1,888元｜原價2,480元

特價

五吋以上蛋糕，現購享原價9折優惠

8.05 Mon.-8.07 Wed.

指定專櫃單筆滿

520 贈 開運擲筊皂乙組

一起來場溫馨不亂閃的

情人節運動！
一二三四大家一起來！情人節不要怕！嚴選南西熱銷 TOP 6 送禮好物密技，讓每個人都能快樂度過這一天！
03

02

01

04

05

06

01｜ete｜南西店 1F｜經典K10蛋白石手鍊，特價6,000元｜原價6,600元 02｜JUST BLOOM｜南西店 1F｜恐龍項鍊，推薦價7,800元 03｜英格莉莉｜
南西店 3F｜雙人甜蜜套餐（含：剝皮辣椒燒烤芥末香草魷魚花園飯＋燒烤梅花豬蜂蜜甜菜醬英式早午餐＋鐵鍋鬆餅（檸檬清香）＋兩杯150元任選飲
料），特價899元｜原價1,080元 04｜莫莉里安尼｜南西店 4F｜英文姓名項鍊，推薦價790元起 05｜CNFlower西恩｜南西店 1F｜丹麥LeneBjerre 橙
片恆星綜合小杯花，推薦價2,480元 06｜CALVIN KLEIN WATCHES + JEWELRY｜南西店 1F｜ESTABLISHED系列，推薦價8,400元

雙優惠－精選品牌系列Dou
成
節
ble Lov
情人

e

LFP香料香水實驗室｜南西店4F

兩人同行客製化香水課程

（含兩瓶客製化香水100ml）

2,800

優惠價

元

這一小鍋｜南西店3F

JUST BLOOM｜南西店1F

8/1-8/8 海陸總匯雙人套餐

限定對戒、鍊款式

74

折&

53

折，另除限定對戒、鍊

8

款式，8/11前全櫃商品另享 折優惠

899元（內容：1983黑豚豬五花＋Choice1855板腱牛

優惠價

雙拼＋海鮮總匯乙份、湯底兩鍋、菜盤乙份、附餐兩份）
●這一鍋集團會員限定優惠，清潔費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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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信義店 4F∕誠品敦南店 B1∕誠品生活松菸店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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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 主題活動

2019
July - August

7月-8月

XinYi THEME EVENT

輕夏日的午後浪漫食光
8.06

Tue.｜2:00pm-3:30pm｜1F K'space & Café

冰涼順口的夏威夷豆藍莓冰沙，讓嘴角揚起一抹笑意，再來一片阿茲特克蛋糕，
紅酒醋、葡萄乾、橙皮的搭配讓巧克力的層次提升至全新境界，是一種大人的成
熟風味！
曾旅居紐約、專擅低醣烘焙料理，親身實踐27年的健康美食主義，田安石老師將
示範夏日輕食，讓每位學員都能在炎熱夏日，簡易上菜品味好食！
還有，國際品油師Nick傳授特級初搾橄欖油的奧妙之處，怎麼挑、怎麼品、怎麼
吃，現場完全體驗！
●活動報名好康：現場獲得1.誠品信義店300元抵用券(單櫃單筆滿2,000元即可使用)。
2.K'space 500元限定商品折抵優惠(以上優惠可同步使用)。

●報名人數：共35人，額滿為止。●報名方式：1.憑滿額發票預約-於7/23 Tue.~7/30 Tue.
憑信義店單筆消費滿1,000元發票，至B1顧客服務中心預約報名。2.線上報名-掃描QRcode
立即線上報名(報名費500元，可折購限定商品)。

我用愛情回答你－
詩文、音樂、咖啡之間的三角關係
7.26

Fri.｜8:00pm｜1F K'space & Café

拋開所有季節的開落，此刻只有你和我
一起讀詩、一起聽歌、一起喝杯咖啡 你說好不好
許含光 Lumi 音樂人，詩人。編輯說，也是冰山美人。自己說，希望修煉成仙女。
喜歡左臉勝於右臉，常為了晚餐吃什麼而苦惱。其餘更多，請參考《齒與骨》。
●報名人數：30人，額滿為止。●報名費用：300元/人 (包含飲品＋點心乙份)。●報名方
式：請掃描QRcode網路報名。

恣意揮灑華麗詩意
沉浸在美好年代的靈感時光
K'space & Café 複合旗艦店 全新開幕
7.29 Mon.- 8.11 Sun.｜11:00am-10:00pm｜1F K'space & Café

K'space & Café 「選品‧咖啡概念店」華麗變身，向美好年代致敬，融合"美術館咖
啡"情境美學，以及"宛如在家"自在氛圍，獻給喜歡K'space的生活家們，獨享或共享
生活記憶的靈感時光。
●活動期間於K'space & Café拍下你最喜歡的店內一角，上傳到個人Instagram打卡及@kspacetw，出示畫面即可
獲得「美式咖啡」乙杯。
●每人/每帳號限參與乙次。●每日限量3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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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寫實」親子雕塑DIY體驗
7.24

Wed.｜2:00pm-4:00pm｜5F 森活遊藝區

—超寫實╳台藝大╳雕塑DIY體驗—
雕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竟然邀請到台藝大師資來親自傳授給你！
跟著雕塑系教授一起，一邊認識超寫實、一邊動手體驗雕塑翻模魅力。
今年夏天最藝文的親子DIY體驗，趕快來朝聖最能悠游藝術的感官體驗！

●主辦單位：超寫實人體雕塑展。●活動詳情請上報名QR Code連結查詢。●主辦單位保
留活動更改與異動之權利，活動內容依主辦單位更新為準。

「超寫實」特殊化妝體驗
8.10

Sat.｜2:00pm-4:00pm｜2F 北梯廳前

—超寫實╳特效化妝╳體驗DIY—
超逼真超寫實的特效化妝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
電影裡面超寫實的特效傷口都是什麼構造？
就讓特效化妝大師來告訴你！
跟著專業特效化妝老師一起，體驗特效魔法師！
今年夏天最酷最刺激的特效化妝DIY，一起來挑戰真實的最新定義！
●主辦單位：超寫實人體雕塑展。●活動詳情請上報名QR Code連結查詢。●主辦單位保留
活動更改與異動之權利，活動內容依主辦單位更新為準。

蕩寇誌 英雄快閃信義店
8.31

Sat.｜1:00pm-1:20pm｜1F 五米大道

《水滸108III-蕩寇誌》由張大春編劇、周華健音樂設計、吳興國導／主演，於2014
年香港藝術節、上海國際藝術節聯合委約作品，中港台三地聯手，共創搖滾水滸顛
覆京劇視野。
今年再次重製，《水滸108III-蕩寇誌》 108條好漢身不由己行俠仗義，用盡生命，
共創水滸大業。 9/12至9/15將於國家戲劇院盛大演出。邀請您，在誠品生活搶先欣
賞《水滸108III-蕩寇誌》的武俠時尚，且看穿越時空的水滸英雄，展現血脈噴張、
華麗不凡的跨界新武俠。

理想的文具
8.2

IN MY LIFE

Fri. - 8.19 Mon.｜11:00am-10:00pm｜6F 展演廳

「找到你命中注定的理想文具！ 」
森林裡蘊釀著一場盛大的派對，派對的主題：「找到你命中注定的理想文具」
遇到對的文具，就像巫師拿到了對的魔杖，觸及瞬間絕對是一個心意相通、煙火燦
爛的片刻。來吧！一起跳進這個派對！聽聽人類說文具，也聽聽文具說人類，體驗
並感受彼此的Life。當然也要把那些與你心電感應的文具們帶回家，完整你的理想
生活！
更多活動詳情請至臉書搜尋：理想的文具 IN MY LIFE
●主辦單位 | 誠品書店。●活動方式 | 免費入場。●注意事項 | 首日營業時間 12: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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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南 主題活動
DunNan THEME EVENT

2019
July - August

7月-8月

城市小廚快餐車﹣嗝！滿food飽食
每週五六1:00pm-9:00pm｜1F 大廳

第一波：7/12-7/20
第二波：8/09-8/17
第三波：8/23-8/31

繽紛的色彩與週末假期總是能讓人愉悅，邁入第三屆的城市小廚餐車，將於週五、
週六帶來色香味美的甜點、飲品與小食來慰勞你一整禮拜的辛勞，這個夏天就用五
彩繽紛的美食來色誘你的味蕾吧！

定興茗茶「有一種香氣」品茶/手繪/乾
燥花藝課—（初階班）
7.30 Tue.｜B1upandcoming 花狂 ･ 狂花美術館櫃位

夏日炎炎的夜晚，需要「有一種香氣」來讓你定心平氣嗎？七夕情人節的到來你已
經準備好最暖心的禮物了嗎？

upandcoming 花狂 ･ 狂花美術館將舉辦手作乾燥花卡片課程，邀請頂樓畫畫工作室

負責人Rona以水粉彩為顏料，親自指導以植物、茶香為繆思主題，讓手作乾燥花卡
片添上更浪漫的色彩，課程中將會提供新式口感的茶品，同時也邀請定興茗茶的主
理人，從入門角度解說如何品味每一款茶香與風味，快來設計獨一無二的乾燥花卡
以及預約一個療癒自己的夜晚吧！
●費用：NT.1680元/人（含B5尺寸水粉彩乾燥花卡作品一張/定興茶葉禮盒30入）內容：色彩
搭配 | 筆觸技巧 | 花型構圖 | 品味茶香。●限額10人，滿3人開班，4人團體報名，每人贈送定
興茗茶5入試飲組（市價100元）。●報名請洽upandcoming FB粉絲團私訊報名。

upandcoming × PAZZO A'room 居家生

活系列快閃聯名合作

8.03 Sat.｜3:00pm-5:00pm｜B1upandcoming 花狂 ･ 狂花美術館櫃位
8.13 Tue.｜7:00pm-9:00pm｜B1upandcoming 花狂 ･ 狂花美術館櫃位
今年8月，upandcoming特別為A'room新品設計專屬的花藝課程，讓你享受香氛與花
藝的完美結合，名額有限，趕快報名吧!
香遇美好花束課 — 8/03 15:00-17:00 NT1780元/人（限量10名，額滿為止）
花束課程包含新品-A'room香遇美好居家織品噴霧*1/擴香乾燥花束作品 /飲品一杯
香氛蠟燭花圈課 — 8/13 19:00-21:00 NT1880元/人（限量10名，額滿為止）
花圈課程包含新品-A'room香氛蠟燭-LOVE MOOD*1/乾燥花圈作品/飲品一杯

●課程內容：乾燥花材介紹 | 色彩搭配 | 花型構圖 | 包裝緞帶。●上課地點：誠品敦南 B1
upandcoming專櫃。●報名請洽upandcoming FB粉絲團私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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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菸 主題活動

2019
July - August

7月-8月

SongYan THEME EVENT

尋找米奇大冒險

7.23 Tue.–8.19 Mon.｜誠品生活松菸店全館
可愛的米奇米妮來到誠品生活松菸店囉！
找到座落於全館9處的米奇米妮，並與任3隻在Facebook或Instagram公開拍照打卡

#誠品生活松菸店 #迪士尼美語世界，即可至3F兒童館米奇花車兌換精美小禮物
（限量500份）。
●本活動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

反思與超越：拓展人生新視野
8.11 Sun.｜2:00pm-3:30pm｜3F Forum

剛從亞馬遜森林回來，女性的柔韌韌性在謝宜蓉身上展露無疑，該如何透過體驗與
冒險看見更大的視野，以及如何重新認識自我，並開啟新的篇章。謝宜蓉將從自身
出發，分享自己的故事，燃燒每個人心中都有的勇於挑戰自我的靈魂。

●主講│謝宜蓉。●報名方式│免費入座，報名請掃QRCode。●報名人數│50人，額滿為止。

佩佩豬讀書見面會
8.24

Sat.｜2:00pm-3:30pm｜3F 兒童館

小朋友最愛的佩佩豬來到誠品生活松菸店囉！今年夏天，不只要帶小朋友們聽中英
文兩種故事，更要讓小朋友們動起來，唱唱跳跳、活動筋骨！快到松菸跟佩佩豬來
場夏日大冒險吧！

《水滸108III ─ 蕩寇誌》快閃表演
8.25

Sun.｜1:00pm-1:20pm｜B2 南側出入口

曾經造成兩岸三地大轟動2014「蕩寇誌」再次強檔回歸！ 吳興國、張大春、周華
健再度兄弟聯手，共創水滸大業，創新演繹水滸傳72回~120回的江湖文化「蕩寇
誌」。
「蕩寇誌」的美學力求京劇與電子搖滾混血合擊，劇情衝突矛盾，多重時空疊影並
行， 色彩瑰麗，唱、唸、作、打，樣樣鑽精，將創造全新視覺 聽覺，感官與心靈的
終極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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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職人暑期進階攻略！

爸爸媽媽千萬不能錯過的孩子自我探索黃金期！

誠品生活松菸店2019暑假一次準備兩種系列課程︐

要讓孩子們玩中做︑做中學︐挖掘自我興趣！ ｜本活動適合6 ︱
歲小朋友參加｜

12

8.17 小小藝術家

8.18 小小生活家

Mr.One Cajon木箱鼓教學+

尼莫家手作食物袋+

五行創藝蘋果水杯彩繪

動手玩餅乾製作

報名費用：700元

報名費用：600元

（課程原價：1000元）

（課程原價：900元）

活動費用包含：美味小點+結業證書+小小職人徽章+可愛米奇贈品
（報名兩天課程現折100元，加送可愛小屋夜燈）

8.17
8.18

SAT.

SUN.

13:00-18:30
誠品生活松菸店

3F Forum

報名請掃

QR Code

本活動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更變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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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西 主題活動

2019
July - September

7月-9月

NanXi THEME EVENT

《夏日繽紛．戶外樂遊》波樂快閃店
7.02 Tue. - 7.31 Wed.｜4F Event Space

迎接夏天來臨，波樂邀請你一起創造今夏美好回憶！多項休閒活動好物，包括
【Pendleton經典圖騰品牌】、【Mountainsmith美國登山用品先驅】、【DrinkTanks
爆冰啤酒機】、【瑞典戶外餐具Wildo】以及【Springbar春帳快搭透氣帳蓬】齊聚
一堂，即將帶給你一場繽紛夏日的戶外樂遊巡禮！

理想的文具 IN MY LIFE｜Moleskine
期間限定快閃店
8.02 Fri. - 8.19 Mon.｜4F Event Space

誕生於十九世紀的Moleskine是梵谷、畢卡索、海明威等偉大巨擘的必備品。如今，
代表著文化、回憶、及想像力的Moleskine是全球各地創意思想家的創作平台。秋冬
新品及2020限定版手帳全面登場，邀請你一同體驗百年傳奇品牌的魅力。

08/01(Thu)
09/15(Sun)

欸！換我說一夏

8.01 Thu. – 9.15 Sun.｜4F expo SELECT
《誠品生活文創平台expo》首度與《小日子》合作，以「一個人的生活哲學」結合
夏日旅行氛圍，展現清新自由的非主流風格；同時蒐羅「心內話系列」選品，帶你
享受盛夏、享受旅行時光、享受獨處。
一個人的旅行，少了一些對話，或許有些安靜，但卻是傾聽自己心內話的好時機。
欸！這次換我說一夏吧！

╳

南西酒水節Drink & Chill
8.28

Wed. – 9.09 Mon.｜4F Event Space

炎夏的尾巴，抓住最後一個放鬆的機會，一杯啤酒、一杯冰茶，黏膩的暑氣一掃而
空，南西酒水節希望能滿足你對「飲」的所有想像! 五間品牌、三個樓層，一張闖
關卡，Drink & Chill冷靜又舒適的來南西喝三杯吧!
歐洲嬉皮飲品｜Indie Drinkster

一杯台灣好茶｜CHAFFEE

誠品精選啤酒｜eslite café
飲 酒 勿 開 車 ， 未 滿 十 八 歲 者 禁 止 飲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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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限定中山意舍amba｜Mud Bar,Buttermilk...and more!
●活動期間於酒水節指定專櫃單日單店不限金額消費即可獲得一積點，集滿三點即可兌換誠品限定「來手啤酒吧 啤
酒杯」乙組。

7.27 Sat. - 8.24 Sat.

7.27 Sat. - 8.24 Sat.

5F Forum

5F Forum

誠品書店南西店×CATCHPLAY

ON DEMAND

【深夜電影院】夏日出走主題影展

南向知多少系列講座
對於位在台灣的南方的鄰居，我們到底了解多少？
本系列活動將由經典雜誌團隊多位不同領域的專家，用各方的角度帶
領各位一探東南亞議題。

鬱熱沉悶的夏日，讓人禁不住想出走躁動的心，去體驗未知的美好，

場次一

去尋找愛情。

主講│潘美玲（《經典》雜誌文稿召集人）

場次一
場次二
場次三

7.27 Sat. 9:00pm - 11:00pm《旅貓日記》
8.10 Sat. 9:00pm - 11:00pm《真愛收信中》
8.24 Sat. 9:00pm - 11:00pm《雞不可失》

7.27 Sat. 3:00pm - 4:30pm 【越南．茶與同情】

場次二 8.10 Sat. 3:00pm - 4:30pm 【原鄉/他鄉】
主講│黃世澤（《經典》雜誌主筆）
場次三 8.24 Sat. 3:00pm - 4:30pm 【命運共同體的緊縛與抵抗】
主講│楊昊（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長）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CATCHPLAY ON DEMAND。●協辦單位│Skyline Film●參加方式│網
路報名，限額三十名，額滿為止。●報名網址│請上ACCUPASS活動通搜尋「深夜電影院」。●備
註說明│入場觀影時，請依照電影分級制度出示年齡符合之證明文件，詳情請見報名網站。

●主辦單位│誠品書店南西店、經典雜誌。●參加方式│免費入場。●聯絡電話│02-2898-9990轉
2009。

8.21 Wed.

8.24 Sat.

7:30pm-9:00pm

2:30pm-4:00pm

4F Event Space

4F Event Space

成為愛生活會員

《藥舖年代：從內單、北京烤鴨到
紫雲膏，中藥房的時代故事與料理
配方》新書分享會

活動報名

導演與導演的同學會
導演與導演的同學會
林君陽 / 高炳權 / 許富翔 / 蕭力修
四位導演，四位同學，四位父親，導別人的故事，演父親的角色，誠

放在藥櫃子裡是中藥，拿到廚房就變香料了！

品生活南西盛夏出走特別企劃，來聊聊導演們下了戲之後的父親生

台灣第一本，從傳統中藥行角度，談時代人情與香料配方。

活，一起聽聽四位老同學種種趣事與演繹父親角色的心路歷程。

●費用：100元（誠品會員、愛生活會員免費，出示證明即可入場。非會員則現場報名繳費）。

8.25 Sun.

9.11 Wed.

3:00pm-4:30pm

7:30pm-9:00pm

4F Event Space

4F Event Space
成為愛生活會員

《大人的畫畫課》
作品示範&簽書會
超人氣速寫課講師─B6速寫男手繪全技巧首度公開！主婦、繪畫苦手
的小文青、熱愛筆記的手帳族，想打造生活中的紓壓時光，隨手一枝
筆，就能揮灑出心中想留下紀念，那幕溫暖又獨特的場景。

《療癒廚房3 家的進行式！今天也
有心愛的道具與靈魂好食相伴》
新書分享會
若將日子寫成一本書，頑固卻溫柔的大標就是—道具與靈魂好食。
關於暴躁兔女王的那些，撐起生活、留下過日子餘裕的道具與臥佛系
理家術。
●費用：100元（誠品會員、愛生活會員免費，出示證明即可入場。非會員則現場報名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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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FEDE Boutique│信義店1F

艸化工事│信義店2F

理歐美精品，受到潮流人士的喜愛與支持。品牌訴求年輕個性化，強

巧手和豐富的想像力，將延續了數十年的法式古典布花工藝，跳脫框

調材質、設計細節、色彩運用、剪裁線條、單品搭配。

架；因而成立品牌為「艸化工事 」，艸與化即為「花」之意。

以SELECT SHOP為經營模式，每月飛往歐洲各國精選時裝品牌、代

創作人Kathy是工藝達人，深深為造花工藝的美麗而著迷。憑藉著一雙

【開幕優惠】獨家商品7折起

USERWATS│信義店4F

樟之物語│信義店4F

計師合作外觀設計，輔以自有的結構工程師與優質製程，希望將好的

珍材牛樟芝，灌注肌膚自然山野精華，針對各種膚質設計專屬清潔配

商品帶給所有人。

方，為你的肌膚打皂健康肌礎。

推廣創意有趣、讓人意想不到且絕對安全的檯燈與小夜燈，與國外設

【開幕優惠】燈具任兩件9折，精油任三件8折。

【精萃牛樟芝入皂 啟動肌底原生活力】匯聚精湛製皂工藝，精萃台灣

【開幕優惠】即日起-7/31憑誠品信義店全館不限金額消費發票，歡迎
臨櫃體驗，贈限量洗沐體驗組乙份。

Hape x 木樂地│信義店5F

Tiger Family│信義店5F

毒、環保、多元的品牌理念，木樂地與你（妳）一起陪伴和成長。

孩子締造美好回憶作為理念。全球超過50個國家的兒童打造書包。精

木樂地，木製遊樂天地，營造親子互動的木製品牌，訴求安全、無

1972年在香港創立，今日已發展成領先全球的書包製造商之一，以幫
選用料、發想、執行設計，創造出陪伴孩子健康成長的書包!

【開幕優惠】Hape、木樂地等品牌玩具，全館全面6折起，消費滿額禮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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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草│信義店B1

Shiangers 香爵│信義店B1

和紅蔘等名貴的韓方藥材，以傳統的發酵技術增強產品吸收，不含過

含一滴水的澳洲芳療洗髮精。

2002年源於韓國首爾，最初以UGBang在海外聞名。加入人蔘、山蔘

最好用的香氛皂與蠟燭現身信義誠品8月快閃店！除了香氛品，還有不

敏源、防腐劑，打造適合所有膚質的精品級保養品。
【期間限定開幕慶】任選兩樣商品即可玩香爵抽抽樂乙次！有機會抽
【開幕優惠】全館8折! 7/15~7/31 來店體驗打卡分享即贈送精美小禮物

Pink and blue｜敦南店1F
「Pink and Blue」的品牌理念，便是讓父母能夠隨心所欲的挑選及搭

到９折、７折、５折、１折優惠！

好迪家居Gudee｜敦南店1F

使用天然環保的竹材設計有質感的家飾品，比起冰冷的金屬家具，自

配，為寶寶創作與眾不同的幼兒成長玩具，不只能滿足寶寶感知發展

然材質更能營造舒適放鬆的氛圍，讓家變得更有溫度。「獨特設計，

的需求，更能顯現每個孩子的獨特性。 就跟著品牌主理人一起進入這

享受純粹生活」是我們的生活宣言！

溫馨多彩的小天地吧。

KIKI•MASTINA｜敦南店GF

upandcoming｜敦南店B1

KiKi 1979年成立，2009年加入inlook家族。依隨當季流行，添入重點

擁有百萬粉絲的知名電商女裝品牌 PAZZO ，首次在實體通路進行

元素，運用深淺色彩轉化成獨特的印花，搭配不同的系列，為輕熟女

快閃活動，展售合一的方式呈現服裝之外的居家生活系列商品—

孩提供多元的服裝組合。

A'ROOM，推出全新的香氛蠟燭、噴霧、沐浴保養品、床包寢具等療
癒系用品。

茶茶小王子｜敦南店B1

Jamling café│松菸店B2

費者帶來更好的口感。為保留茶中最佳營養價值，沖泡嚴格使用人體

Jamling cafe擁有許多創新的口味組合，既經典又不失創意的厚鬆餅，

最佳口感63℃-98℃的水溫，採用45s萃茶。打造完美口感的同時，保留

等你來嘗試。

全部採用日本宇治抹茶以及南投特產茶結合臺灣100%新鮮水果，給消

茶的最佳價值。

時下流行的鬆軟日式厚鬆餅搭配手工烘焙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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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肉桂│松菸店B2

期間限定店

招牌甜點是承襲了經典德式手法的脆皮蘋果派，大塊多汁的新鮮蘋果

雞享屋│松菸店B2

TC.P.雞享屋品牌誕生於三個歷經手扒雞末代的大男孩們，細數著與

混入肉桂糖液與酒釀葡萄乾，值得親身品嚐。用最質樸的食材，做最

朋友大口吃肉的時光，期盼將這份喜悅與感動，再次呈現於沾醬雞當

療癒人心的甜點。有溫度的甜點咖啡餐車，蘋果肉桂。

中！藉由一份餐點、一杯咖啡，都能在都市的角落中，燃起不一樣的
火花。

不貳光│松菸店B2

期間限定店

台灣小吃車輪餅自創品牌，創立初衷是將台灣道地的食材結合新世代

DEYA│松菸店3F

deya是來自台灣的品牌，用純粹「袋子」的台語 deya 為命名，結合在

美學，堅持所有產品必須現點現做，讓愛好者可以品嚐到熱騰騰的美

地的頂級物料與精湛工藝，重視自然、保育概念、人文品味，融入質

味，同時兼顧製作的視覺饗宴。

感與機能性的手感溫度，期望從這土地出發，做在地的世界品牌。

THULE│松菸店3F

SLOO│松菸店3F

Thule 在 1942 年創立於瑞典。自那時起，讓您對人生投入熱情。這

堤麥策略行銷與設計公司，自 2013 年公司成立戶外商品設計製造以

裡所有人皆因自身的熱情而相聚，力求幫助行動家庭和戶外活動愛好

來，2015年連續三年獲得有設計界奧斯卡之稱的德國紅點產品設計大

者。

獎肯定，也是國內外唯一連續獲得此獎項的戶外品牌。

GoPro│松菸店3F

49101 聽音樂的靈魂伴侶│松菸店3F

外休閒活動，包括衝浪、旅行、爬山、潛水、親子、寵物、腳踏車、

體驗及服務。用做精品的執著，苛求著每一分毫的細膩。不只對聲音

重機、滑雪， 我們助您輕鬆分享享受生活 。

要求精益求精，更讓時尚成為你的生活基因。

GoPro 以激勵人心的全新方式，分享生活的精彩時刻。 無論是任何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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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01做最好的精品耳機，讓人們用不到49%的價格，享受101%的音樂

Mr. Fossil│松菸店3F

再來咖啡│松菸店3F

究的團隊。除了展售礦化石標本、半寶石飾品及科學教具，亦設計開

再來一次小旅行 再來一段新戀情

『Mr. Fossil』是一群熱愛自然科學，從事古生物挖掘、修復,並參與研

再來一杯咖啡 再來一場冒險

發自然科學文創商品。
『Mr. Fossil』 是科學，是藝術，更是生活。

淡然有味│松菸店3F

BRISA│松菸店3F

適當的發酵及烘焙度，使每一款茶做到最好。再依「事茶人」的專業

靡了所有福斯粉絲的心。Brisa獲得福斯原廠授權認證，以出產各種有

素養篩選出最優質的茶品，讓入口的每一杯茶皆能喝到會心的感動。

趣又富有創意的周邊，讓福斯不只是你的愛車，也能在更多層面入住

淡然有味致力於推動台灣茶文化，每年親訪茶山依當季氣候討論對茶

福斯汽車數十年一直廣受歡迎，從經典的T1、T2以及金龜車等，都風

你的生活。

林三益│松菸店1F

期間限定店

XWY Siblings│南西店3F

百年工藝製筆的林三益，透過毛筆筆尖成就過無數經典藝術品，如今

幸聞園源於對家中新生命的愛，以三姐弟為名，「幸福」為圓心構築

蛻變出的彩妝刷具品牌LSY，融合古典與現代，企圖再造下個世紀令

出的自然園地，將愛擴散，秉持愛與呵護，嚴選國際認證歐洲品牌，

人驚艷的經典美麗。

信守「有機、環保、友善」三原則，為家人盡心，也為我們生活環境
盡力。

加做食艷室│南西店1F

甘榜馳名海南雞飯│南西店B1

餘韻的上等花草茶，帶來原創新飲品的概念，顛覆以往飲品不健康的形

海南雞飯，全台獨家紅綠辣醬秘製醬料，十餘種獨家配方香料烹煮雞

象，一瓶香繽飲能讓你同時喝到美麗、魅力、健康、時尚的多元饗宴。

飯，雞肉鮮嫩多汁，米飯入味層次豐富，享受回味無窮。

原創．健康．環保，10 DRAW加做食豔室，以極富口感的氣泡水＋香氣

『Kampung甘榜』是馬來話家鄉的意思。在甘榜能嚐到最道地的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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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南西 1F

誠品敦南店 1F

61

滿額回饋
信義店

7.23 Tue. - 8.27 Tue.

探索私房秘境
專屬禮

兌換地點│信義店B1顧客服務中心/ 商場閉店後請至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

SPECIAL
OFFER

60,000元，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

SOU·SOU ×大同電鍋獨家聯名款（11人份）乙台

即贈

（價值4,680元，限量50台）

350,000元，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

-溫馨家庭房 平日住

即贈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 親子別墅

宿券乙張（價值57,200元，限量3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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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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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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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 Tue. - 8.27 Tue.

閃耀完美心機
誠品人獨享抽

7.23 Tue. - 8.27 Tue.

親子攜手共樂
專區加碼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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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PO R17 （價值15,990元，共2名）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

●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不需至B1F顧客服務中心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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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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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PPO R17 」為公司貨，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挑選，實際規格及價值依官方公告為主。●領獎期
間：2019.9.13 Fri.-10.13 S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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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4F/5F當日累計消費滿

Yamaha一曲體驗券 乙張（價值1,200元，限量120張）
20,000元，
加贈 3M Filtrete 兒童防蟎睡袋-汽車樂園 乙組

加贈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4F/5F當日累計消費滿

（價值5,490元，限量4組）
●各門檻每卡 每日限兌換乙次，消費金額不得合併累計計算，數量有限，兌完為止。●「Yamaha一曲體驗
券」適用現有樂器體驗課程，其他使用規範及注意事項依券上說明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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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與「探索私房秘境 專屬禮」 活動重複兌換。

7.23 Tue. - 8.27 Tue.

度假品味收納
專區禮
7.23 Tue. - 8.27 Tue.

品嚐休憩時光
專區禮

10,000元，
即贈K'space斯堪地-文華儷影金色流蘇拉鍊包 乙只（價值580元）

於1F/2F當日累計消費滿

●每人 每日限兌換乙只，限量 240 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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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私房秘境 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3,500元，

於B1/4F/5F當日累計消費滿

5入）乙盒（價值320元）

即贈猿田彥御年玉限定 濾掛式咖啡（

●每人 每日限兌換乙盒，限量 2,000 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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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金色三麥。●不可與「探索私房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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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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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兌換地點│1F 顧客服務中心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敦南店

7.12 Fri. - 9.26Thu.
｜敦南獨家｜

光譜漫遊滋味
誠品人專屬禮
7.23 Tue.-8.08 Thu.

大人の好物
お年玉
父親節滿額禮
7.23 Tue. - 8.27 Tue.

紅運大廚神
全館滿額禮
7.23 Tue. - 8.27 Tue.

樂食享出爐
誠品人專屬禮
7.23 Tue. - 8.27 Tue.

七彩保鮮味
誠品人專屬禮
7.23 Tue. - 8.27 Tue.

潔淨好能量
誠品人專區禮

5,000元，
即贈 誠品敦南店×BUT,We love butter 光譜漫遊奶油餅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於全館累計消費滿
乙盒（價值423元，限量1,000盒）

內含：Stand by me濃厚奶油餅乾 3入＋Hug me生乳酪蜂蜜海鹽3入。
●每卡 每日限換乙次。●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數不列入累積：誠品講堂、B2-藝文空間特賣活動、B1-誠品酒窖。
●本活動不可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紅運大廚神 全館滿額禮」、「七彩保鮮味誠品人專屬禮」、「 樂食享出爐
誠品人專屬禮」、「潔淨好能量 誠品人專區禮」、「植萃清新 夏日滿額禮」。

8,000元，
即贈猿田彥御年玉限定 濾掛式咖啡
（5入）乙盒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於全館累計消費滿
（價值320元，限量200盒）

●每卡 每日限換乙次。●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數不列入累積：誠品講堂、B2-藝文空間特賣活動、B1-誠品酒窖。
●本活動不可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紅運大廚神 全館滿額禮」、「七彩保鮮味 誠品人專屬禮」、「 樂食享出爐
誠品人專屬禮」、「潔淨好能量 誠品人專區禮」、「植萃清新 夏日滿額禮」。

100,000元 ，
即贈LE CREUSET典藏鑄鐵鍋
（24cm）乙只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於全館累計消費滿

（價值15,000元，限量5只）
●每卡 每日限換乙次。●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數不列入累積：誠品講堂、B2-藝文空間特賣活動、B1-誠品酒窖。
●本活動不可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光譜漫遊滋味 誠品人專屬禮」、「大人の好物 お年玉父親節滿額禮」、
「樂食享出爐 誠品人專屬禮」、「七彩保鮮味 誠品人專屬禮」、「潔淨好能量 誠品人專區禮」、「植萃清新 夏
日滿額禮」。

50,000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於全館累計消費滿
即贈

BALMUDA The Toaster 蒸氣式烤麵包機 乙台

（價值7,900元，限量5台）
●每卡 每日限換乙次。●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數不列入累積：誠品講堂、B2-藝文空間特賣活動、B1-誠品酒窖。
●本活動不可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光譜漫遊滋味 誠品人專屬禮」、「大人の好物 お年玉父親節滿額禮」、
「紅運大廚神 全館滿額禮」、「七彩保鮮味 誠品人專屬禮」、「潔淨好能量 誠品人專區禮」、「植萃清新 夏日
滿額禮」。

30,000元，
即贈 Foodsaver 輕巧型真空密鮮器 FM1200 乙只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於全館累計消費滿

（價值3,800元，限量14只）
●每卡 每日限換乙次。●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數不列入累積：誠品講堂、B2-藝文空間特賣活動、B1-誠品酒窖。
●本活動不可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光譜漫遊滋味 誠品人專屬禮」、「大人の好物 お年玉父親節滿額禮」、
「紅運大廚神 全館滿額禮」、「 樂食享出爐 誠品人專屬禮」、「潔淨好能量 誠品人專區禮」、「植萃清新 夏日
滿額禮」。

3,000元，
即贈 Dr.Bronner's尤加利潔膚露237ml 乙瓶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於1F累計消費滿

（價值499元，限量240瓶）
●每卡 每日限換乙次。●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數不列入累積：誠品講堂、1F-誠品精品文具館。●本活動不可與以
下活動重複兌換：「光譜漫遊滋味 誠品人專屬禮」、「大人の好物 お年玉父親節滿額禮」、「樂食享出爐 誠品
人專屬選」、「紅運大廚神 全館滿額禮」、「七彩旅行趣 誠品人專屬禮」、「植萃清新 夏日滿額禮」。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 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敦南店當日當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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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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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贈禮恕不提供挑選，實際規格及價值依官方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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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
證件或官方版行動APP，方可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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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 各項活動贈禮恕不
提供挑選。●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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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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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菸店

7.23 Tue. - 8.08 Thu.

大人の好物
お年玉
父親節滿額禮
7.23 Tue. - 8.27 Tue.

遨遊夏威夷
誠品人專屬禮

兌換地點│B2 顧客服務中心

8,000元，
5入）乙盒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贈猿田彥御年玉限定 濾掛式咖啡（
（價值320元，限量200組）

●每卡 每日限換乙盒，數量有限，贈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
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 1F-台灣大哥大門市。

誠品講堂

誠品人會員全館活動期間累計消費

350,000元，即贈中華航空-台北檀香山
來回機票-豪華經濟艙乙份（價值75,000元，限量3份）
當日累計消費滿150,000元，即贈中華航空-台北檀香山
來回機票-經濟艙乙份（價值40,000元，限量3份）
滿

●每卡 每日限換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本活動各門檻恕不得重複兌換。●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 誠品講堂 B2-誠品電影院、
誠品表演廳 1F-台灣大哥大門市。●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藝文行動 全館滿額禮」、「Aloha！全館滿額禮」、「出遊好日 境外旅客限定」。
●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升等誠品人會員的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機票詳細使用規則，使用日期及其他負擔費用等，皆以兌換憑證說明為主。

7.23 Tue. - 8.27 Tue.

藝文行動
全館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50,000元，即贈《水滸108III-蕩寇誌》貴賓票券2張乙份

滿

（價值4,000元，限量25份）

5,000元，即贈《聚膠行動 #TAPEART》展覽票券

滿

（兩人同行）乙份（價值500元，限量100份）

●每卡 每日限換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本活動各門檻恕不得重複兌換。●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
計：誠品行旅 誠品講堂 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 1F-台灣大哥大門市。●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
換：「遨遊夏威夷 誠品人專屬禮」、「Aloha！全館滿額禮」、「出遊好日 境外旅客限定」。

3,000元，

7.23 Tue. - 8.27 Tue.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

Aloha！

即贈

全館滿額禮

7.23 Tue. - 8.27 Tue.

隨光而行
專區獨享抽
本活動無需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7.23 Tue. - 8.27 Tue.

出遊好日
境外旅客限定

Aloha 熱帶風格帆布小包乙只（價值200元，限量1,000只）

●每卡 每日限換乙只，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贈品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
累計：誠品行旅 誠品講堂 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 1F-台灣大哥大門市。●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
複兌換：「遨遊夏威夷 誠品人專屬禮」、「藝文行動 全館滿額禮」、「出遊好日 境外旅客限定」。

2,000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指定專櫃當日單筆消費滿

即可獲得抽獎機會乙次，滿4,000元兩次，依此類推，有機會抽中

OPPO R17 手機乙台（價值15,990元，限量2台）

指定專櫃｜3F-GoPro、THULE、deya、SLO'O、49101 聽音樂的靈魂伴侶、Mr. Fossil、再來咖啡、淡然有味、
京盛宇、吾榖茶糧、山山來茶、長順茶行、誠品書店 2F-INDULGENCE、青石、廣富號、JumpFromPaper
1F-COMEBUYTEA / B2-天仁茗茶、古典玫瑰園。
●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當日單筆消費滿2,000元可參加乙次，滿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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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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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松菸店B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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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期限內於報到，視同放棄兌獎資格。 ●領獎期間： 2019.9.14 Sat. – 10.13 Sun.。 ● 「 OPPO R17 手機」為公司貨，顏色採隨機
贈送，恕不提供挑選，實際規格及價值依官方公告為主。

8,000元，

境外旅客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贈轉動‧夢想 防雨提袋乙只（價值299元，限量300只）
●每人 每日限換乙只，數量有限，贈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 誠品講堂
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 1F-台灣大哥大門市。●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遨遊夏威夷 誠品人
專屬禮」、「藝文行動 全館滿額禮」、「Aloha！全館滿額禮」。●兌換贈禮時，請出示非中華民國國籍實體
護照，方可兌換。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 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松菸店當日單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 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如使用發票載具，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利
於活動核對。● 上述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會員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方可兌換。● 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乙項
活動贈禮。● 誠品講堂 誠品行旅 1F-台灣大哥大門市 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票券與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 所有贈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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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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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兌換之抵用券、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退貨時如未攜帶抵用券、活動贈品
辦理退貨程序，須無條件同意依本商場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金。● 活動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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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西店

7.23 Tue. - 8.27 Tue.

蒸蒸日上
誠品人獨家禮
7.23 Tue. - 8.08 Thu.

大人の好物
お年玉
父親節滿額禮
8.05 Mon.-8.07 Wed.

「擲」出好桃花
七夕加碼禮

7.23 Tue. - 8.27 Tue.

南西限定
會員獨享禮

7.23 Tue. - 8.27 Tue.

境外旅客限定
好茶加碼禮

Special offer for
Overseas visitors

兌換地點│4F 顧客服務中心

60,000元，
SOU·SOU ×大同電鍋獨家聯名款（11人份） 乙台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贈

（價值4,680元，限量15台），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活動期間每卡 每日限換乙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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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
生活南西│5F-誠品書店、誠品文具、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

8,000元，
即贈 猿田彥 御年玉限定 濾掛式咖啡（5入）乙盒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
（價值320元，限量400組）

●活動期間每卡 每日限換乙盒，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境外旅客限定‧好
茶加碼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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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專櫃消費
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生活南西│5F-誠品書店、誠品文具、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

520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指定專櫃當日單筆消費滿

即贈 開運擲筊皂 乙盒，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
（價值260元，限量300盒）

●活動期間每卡限換乙盒，贈品恕不累贈與挑款，每日限量100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當日消費發票限當
日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指定專櫃：指定專櫃：B1：Häagen-Dazs；1F：CN Flower、innisfree、
O'right、茶籽堂、綠藤生機greenvines、maison de beauté、STARBRANDS、Aesop、AVEDA；2F : ARO
MART、ACCA KAPPA、伊日生活美學、JuliArt 覺亞、JIA PLUS、JOJA 糾結創作、HTHREE、blackyard、
麗芙波特、Passion、OJO SALON、關於寬庭about KUAN；3F：BEVY C.、根本MUZEN、ioma、VACANZA
ACCESSORY、BANNIES' PASHMERE、bitplay、iimono、Flipper's、英格莉莉、這一小鍋、YOU&MEE；
4F : LFP 香料香水實驗室、 de 第一化粧品、菲芙利、愛居人 iGzen 、 PH 天然有機保養專門店、 Ease
Apothecary、e-nail、DYDASH、Mao's Doll 襪娃手創館、Agaric Garden艾格瑞、印花樂、手舞作、艸化工
事、Pethany+Larsen、Ultrahard、Modigliani 莫莉里安尼、繭裹子、卓也藍染、6ix PM、食習、金品茶語；
5F : ALTO、YANKEE CANDLE、Berylliume taleather 鈹工作室、目目設計、賽先生科學工廠、自己印紙膠
帶、mine mine、eslite café。

3,600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指定專櫃當日單筆消費滿
即贈

WHOSMiNG

風格布杯提 乙個

（價值380元，限量150個）
●活動期間每卡 每日限換乙個，數量有限，贈完為止。●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
兌換。●指定專櫃：1F：russet、AS Group、VIVENTY、MAUD FRIZON、jeffreycampbell、STEVE
MADDEN、OLIVIA BURTON、KLASSE14、LANCASTER、MELROSE、CHOiCE、da0108、Keeley Ann、
MONDAINE、CALVIN KLEIN WATCHES + JEWELRY；2F ：CRY、Whiple、Cote'lac、THE LANE、
甫月 fu yue、IN、ZUO + Woolland、blackyard、麗芙波特、OJO SALON、伊日生活美學、JOJA 糾結創作；
3F：XWY Siblings、PIQUADRO、PEPPER'S、HERLS、viina、S'AIME東京企劃、SUIT SUIT、W.wear；
4F：幼瀨明月和菓子茶屋、第8口鳳梨酥、快車肉乾。

8,000元

境外旅客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贈不二堂 知味茶旅好茶禮盒乙盒，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
（價值250元，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境外旅客贈禮恕不與『大人の好物 お年玉 父親節滿額禮』重複兌換。●活動期間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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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兌換贈禮時請出示非中華民國國籍實體護照，方可兌換。●內容
物：阿里山翠玉(三入茶包組)、日月潭紅韻(三入茶包組)、木柵鐵觀音(三入茶包組)、台北綠茶(三入茶包組)。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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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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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銷貨明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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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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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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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信義店 4F

100 點

7.23 Tue. - 8.27 Tue.
你有多久沒有檢查自己的誠品點
了？裡面蘊藏著寵愛自己的理

洋城義大利餐廳│信義店4F

超人氣起司薯條兌換券
價值98元│限量200份
(限內用，以桌為單位兌換)

380 點

AroMart│南西店2F

百合花束植物皂 100g
價值380元│限量50份

由，打開會發現每一點都是驚
喜！

400 點

450 點

樟之物語│信義店4F

Ultrahard │南西店4F

價值420元│限量80個

價值450元│限量60份

幻顏旅行皂

600 點

maison de beauté│南西店1F

香氛隨身組

（探尋旅者淡香精 2ml＋卡布里風情淡
香水2ml＋菁英男性淡香精 2ml）
價值600元│限量50份

宇宙旅行印章組

900 點

les nez 香鼻子│信義店2F

Baija巴黎百嘉 巴黎旅人系列
海洋槴子花 精華身體乳液 75ML
價值900元| 限量156個

950 點

松本清 │南西店B1

ARGELAN超人氣洗潤髮組500ml X 2瓶
平衡保濕植萃無矽靈組
賦活滋養植萃無矽靈組
香氛植萃無矽靈柔順組

價值956元│限量30組(3款組合隨機，恕不挑款)

1,200

點

russet│南西店1F

實用袋中袋

價值1,480元│限量20件(2款隨機，恕不挑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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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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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 點

1300 點

STORY LEATHER │敦南店GF

汽車鑰匙皮套【訂製款】

價值1,388元｜限量30個※產品非現貨，
採客製訂作，訂製工作天數約為20天。

10,000 點

Yuer│南西店2F

MIRROR皇宣緣│南西店1F

價值5,280元│限量3份

價值10,800元│限量3份

夏日麻紗圍巾

比翼雙飛琥珀耳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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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ja 巴黎百嘉

les nez 香鼻子香氛保養，嚴選Baija 巴黎百嘉，法國巴黎香氛SPA品牌專門，
目前全歐洲超過52家護膚店選用Baija 巴黎百嘉保養品。
嚴選原物料，全巴黎生產，頂級格拉斯香氛研製，不含EDTA，不含化學色素，
且搭上目前歐洲最注重的RPAO認證(對環境無害的生產)。
給您，也給環境最完美的呵護。

獨享優惠
新客單筆滿3,500元，享 9 折優惠。
加贈海洋梔子花精華身體乳75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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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杯回收計劃
加入line@會員，享優惠價 599 元購買燭杯植栽。

巴黎百嘉空燭杯靠櫃回收，可獲得 100 元折價券。

誠品信義店 2F

單筆

2019.7.03 Wed. - 9.26 Thu.

刷卡分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 3,000 元以上

享 3 期零利率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見現場公告或詢問專櫃人員

單筆消費滿 6,000 元以上

享 6 期零利率

銀行刷卡滿額禮

單筆消費滿 12,000 元以上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館內刷卡消費累計滿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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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贈

滿 32,000 元贈

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8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7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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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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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份

誠品禮券 5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誠品禮券 1,2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6,5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13,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8,000 元
且分期，加贈

單筆滿 15,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滿 3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5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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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5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單筆分期
滿 15,000 元贈

威秀影城電影票
乙張，限量 300 份
單筆分期
滿 3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僅限分期刷卡兌換
※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0 份

金融卡同享
※VISA

滿 6,5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台灣銀行、土地銀行

2019.7.03 Wed. - 9.26 Thu.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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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享 12 期零利率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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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82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25 份

威秀影城電影票
兩張，限量 100 份

( 使用說明依券面為主）

分期滿 5,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分期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僅限分期刷卡兌換
※

滿 5,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滿 13,000 元贈

滿 18,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 限信義店、南西店
消費兌換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8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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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手機支付裝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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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Cash 及 Happy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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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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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講堂、誠品畫廊、誠品行旅、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信義店｜ B2F- 屈臣氏 Watsons、
松菸店｜ 1F- 台灣大哥大門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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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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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lite spectrum, your spectrum.
郵寄名條

誠品生活 創造你的光譜生活！

黏貼處

誠品信義店 eslite xin yi store
台北市松高路11號│捷運板南線 市政府站2號出口

No.11, Songgao Rd., Taipei City 110, Taiwan (R.O.C)
MRT: Exit 2, Taipei City Hall Station,Nangang-Banqiao-Tucheng Line｜TEL : 02-8789-3388

誠品敦南店 eslite dun nan store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45號│捷運板南線 忠孝敦化站6號出口

No.245, Sec. 1, Dunhua S. Rd.,Taipei City 106, Taiwan (R.O.C)
MRT: Exit 6, Zhongxiao Dunhua Station, Nangang-Banqiao-Tucheng Line｜TEL : 02-2775-5977

誠品生活松菸店 eslite spectrum songyan store
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捷運板南線 市政府站1號出口，步行約400公尺

No.88, Yanchang Rd., Xinyi Dist.,Taipei 110, Taiwan (R.O.C.)

MRT: Exit 1, Taipei City Hall station, Line 5｜TEL: 02-6636-5888

迷誠品網站

meet.eslite.com/tw

誠品生活南西 eslite spectrum nanxi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4號│捷運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 中山站1號出口

No.14, Nanjing W.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4, Taiwan (R.O.C.)
MRT: Exit 1, Zhongshan Station, Tamsui-Xinyi Line or Songshan-Xindian Line｜TEL : 02-2581-3358

誠品人 eslite APP

行動會員卡、藝文活動、店別資訊、書籍查找
四大功能隨身行，立即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