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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誠品室內樂節《琴迷歐巴─Novus弦樂四重奏》
來自韓國的Novus弦樂四重奏，近年橫掃歐陸多項國際音樂大
獎，成為當今超高人氣的亞洲音樂之星！四位帥勁風采的型

男，首次來台將以精湛的實力揮征服所有臺灣樂迷的耳朵！

演出｜諾弗士弦樂四重奏（Novus Strings Quartet）
地點｜B2 誠品表演廳　時間｜6.22（六）19:30
購票｜兩廳院售票，票價500、800、1,000、1,200元

22
六  Sat.

羅毓嘉《嬰兒涉過淺塘》新書分享會

羅毓嘉以從來無人書寫，也無人能複製的「羅氏語言」，字

字句句引領我們去凝視真實，看透事件的本質，而那是我們

一個人之所以成為一個人，從來不變的初衷與價值。

主講｜羅毓嘉（本書作者）
地點｜3F Forum
時間｜6.15（六）19:00 – 20:00

15
六  Sat.

陳雪《同婚十年：我們的靜靜生活》新書分享會

2008年，小說家陳雪臉書公開於花蓮海邊民宿結婚訊息，到
2019年5月24日登記婚姻，陳雪與伴侶早餐人一同分享走過

同婚十年的各種生活點滴。

主講│陳雪（本書作者）、早餐人
主持│陳栢青（作家）
地點｜3F Forum　時間｜6.14（五）19:30 – 21:30

14
五  Fri.

 【月．光．花】台語藝術歌曲聯合音樂會
旅美聲樂家陳麗嬋與師大音樂系楊瑞瑟主任弦樂四重奏合

作，匯集了台灣民謠曲目、中青輩作曲家、新生代編曲家創

作定名為【 月．光．花 】台語藝術歌曲聯合音樂會， 分3個
部份《月》月的暝想、《光》光輝慈母、《花》花之禮讚。

演出｜女高音/陳麗嬋；鋼琴/蘇維倫；弦樂四重奏/楊瑞瑟、孫小媚、
林一忻、胡庭瑄；詞曲創作/陳維斌；導聆/邢子青
地點｜B2誠品表演廳　時間｜6.11（二）19:30
購票｜兩廳院售票，票價400、600、900、1,200元

11
二  Tue.

MY JOY！周妤薩克斯風獨奏會
周妤就讀台北美國學校高二，擔任管樂團、爵士樂團薩克斯

風首席、Tri-M Music Honor Society會長、DRM音樂指揮，

並連續獲選參加IASAS校際音樂表演。2018北市音樂比賽高
中北區第一名、薩克幫重奏團最年輕團員。

演出│周妤、顧鈞豪、左順安、陳冠彣、蔡孟哲、葉庭宇
地點│B2 誠品表演廳
時間│6.13 （四） 19:00

13
四  Thu.

2019 （第二屆）台灣國際豎琴節—艾曼紐•賽頌
 【6/27 】 法國豎琴天王攜手NSO首席弦樂四重奏李宜錦、鄧浩

敦、陳猶白、連亦先，來一場法國VS台灣首席團的琴藝交鋒。
 【6/28 】獨奏場以大自然的鳥語花香為主題，華麗高超的琴藝搭
配攝影家許培鴻作品，呈現視覺與聽覺都極致浪漫的夜晚。

演出｜豎琴／艾曼紐•賽頌
地點｜B2 誠品表演廳　時間｜6.27（四）、28（五）19:30 
購票｜年代售票，票價500元 ~1,500元

27
四  Thu.

2019 （第二屆）台灣國際豎琴節
延續2015年台灣國際豎琴節的佳評口碑，本屆主題「豎光再
現」之節目設計概念取材自大自然場景與季節風情，透過豎

琴結合各種藝文展演形式；舞蹈、詩歌、繪本、管樂、打擊

樂…以別出心裁的舞台呈現出豎琴的多元風情。

演出｜豎琴
地點｜B2 誠品表演廳　時間｜6.25（二）– 6/30（日），每晚19:30
購票｜年代售票，票價500元 ~ 1,500元

25
二  Tue.

 《鑿刻家貌》新書分享會
作家鄭如晴，透過新書，分享在過去一次次的失落裡，在不

斷累積的傷痛記憶中，家的樣貌一再被鑿刻、修剪，依著我

的想像成形，家，應該是生命中最溫暖的地方。

主講│鄭如晴 〈本書作者〉
地點｜3F Forum
時間｜6.15（六）15:00 – 16:30

15
六  Sat.

從《教父》到《最後的教父》：柯波拉和普佐的賭徒生涯

今年是《教父》小說出版的五十週年，作家馬里奧．普佐和

導演法蘭西斯．柯波拉都是賭徒性格強烈的人物，甚至是在

賭場寫完三部電影劇本。沒有他們激進而任性的生涯豪賭，

很可能就沒有《教父》這部偉大的電影。葉郎這一回要大家

分享的是這兩名賭徒在教父前和教父後的賭徒生涯......

主講｜葉郎 （異聞筆記／Dr. Strangenote）
地點｜3F Forum　時間｜6.29（六）15:00 – 16:30

29
六  Sat.

5
三  Wed.

享FUN假，HEN可以
自駕飛機不是夢，只要到expo門市挑選最愛的景點一同拍照上
傳，即有機會免費獲得雙人輕航機體驗，與夥伴一起翱翔天

際，俯瞰台灣浩瀚無垠的美麗！

地點│2F expo 
時間│6.05（三）– 7.19（五）

跑跑小巴士TAYO見面會
小朋友最愛的TAYO即將來到誠品生活松菸店與大家見面

囉！生活在一座繁忙大城市中的TAYO與他的夥伴們每天都

會有新挑戰，不過因為有夥伴們的互相幫忙，這些難題都不

是問題！今年夏季就開啟一趟巴士小旅行，讓可愛的TAYO
一同陪伴小朋友度過歡樂夏日時光！

地點｜3F 誠品兒童館　時間｜6.23（日）14:00 – 15:00

23
日  Sun.

2019 （第六屆）台北華人國際鋼琴藝術節
特別邀請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韋丹文教授指揮、茱莉亞音樂學

院鋼琴家徐洪、星海音樂學院鋼琴家沈璐與台北國際聯合青

年交響樂團一同演出！北京中央音樂學院、深圳藝校、浙江

音樂學院、武漢音樂學院，將聯合帶來難得的音樂饗宴。

指揮｜韋丹文　鋼琴｜徐洪、沈璐與多位中國優秀青少年鋼琴家
樂團｜台北國際聯合青年交響樂團
地點｜B2 誠品表演廳　時間｜7.08（一）18:00、7.09（二）14:30 & 19:00
入場方式｜免費索票，請洽主辦單位kartaipei@gmail.com

8
一  Mon.

手繪電影看板大師顏振發的現場創作

1950年台灣電影產業蓬勃發展，手繪電影看板也隨之興盛。
18歲開始踏入藝術界，至今累積50多年的經驗，畫過數千幅
知名電影看板作品。透過國際級的手繪電影看板大師顏振發

的實地繪製展演，邀您一睹從無到有的創作過程。

地點│B2 Sunken Garden 戶外中庭
時間│6.15（六）13:00 – 18:00 

15
六  Sat.

nest你的廚房╳抽屜積水didi夏日手作便當講座
手作的便當就如同媽媽的魔法畫框，邀請到人氣部落客─抽

屜積水didi，以她365天上菜不停歇的功力，將她為三兄弟便
當秀，帶到現場與大家互動分享。

主講：抽屜積水didi
地點：3F Forum　時間：6.30（六）14：00 - 15：30
報名方式：於accupass線上報名，或電洽02-6639-9948
費用：1,100元（費用包含monbento水壺（S）330ml ＋
分隔方形餐盒（M）一組，如指定組合缺貨將提供替代組合）

30
日  Sun.

 《愛，使生命動聽》Alana 簽書會
Alana（鄭雅文）自幼發現天生重度聽損，在兩歲半時至澳

洲接受人工電子耳手術，學習聽覺口語課程。如今Alana已
是勇敢追尋夢想的代表，現為旅遊節目主持人。

主講｜Alana（本書作者）
地點｜3F Forum
時間｜6.22（六）14:30 – 15:30

22
六  Sat.

微縮世界的秘境探訪

在微縮模型的世界裡，該如何原汁原味的重現場景與營造氛

圍情境皆是門學問，由知名微縮模型藝術家鄭鴻展親身現場

傳授教學，透過手作講座讓您也有機會體驗微縮模型創作帶

來的美好。

地點｜3F Forum　時間 | 6.15（六）13:00 – 14:30
報名網址｜免費入座，報名請掃QRcode。 
報名人數｜20人，額滿為止。

15
六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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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手烘焙
甜點DIY
撰文∣耿采維 
攝影∣十月攝影工作室

陳信良、白紋如
「動手玩」是一間DIY烘焙教
室，品牌負責人是一對夫妻，

品牌初衷為「親手實做健康美

味」，因此材料大多數堅持採

用純天然、有機或選用全球認

證及產地直送！讓甜點的口味

更加分，能夠吃的健康又美味。

仔細地秤量著鮮奶，耐心地攪拌著麵粉，用雙手去感

受烘焙的美好，是在「動手玩」總能看見的的幸福畫

面，伴隨著剛出爐的奶油香氣，在這裡，是感官享受

的美妙總和。

「動手玩」是一間DIY烘焙教室，品牌負責人陳信良、
白紋如是一對夫妻，兩位本身並非餐飲背景出身，但

因為彼此對甜點都相當感興趣，因此一步步地開創了

自己的品牌。起初對於做甜點的熱愛，他們喜歡在家

享受烘焙的樂趣，製作完後也會分享給親友們品嚐，

因此在用料上都相當講究、不計成本，就是希望能夠

吃得健康、安心又美味。

隨著親友的鼓勵與讚賞下，夫妻倆開始經營網路商

店，起初賣的是乳酪蛋糕，後來常收到顧客的回饋說：

「吃了你們家的乳酪都不會有過敏的現象」，讓他們

更加秉持著對於原料的重視。剛好那年台灣適逢食安

風暴，因此夫妻倆決定自己創立一間烘焙教室「動手

玩」，要讓喜歡做甜點的人能體驗整個製作過程，從秤

料、製作、包裝，都可以透過雙手完成，也可以清楚

知道自己加了什麼材料，如此安心且踏實。

走進「動手玩」，從冰箱內的食材開始，就會相當佩服

夫妻倆對於食材的高規格要求，選用不施打藥劑的全

佑牧場動物福利雞蛋，以及被譽為鮮奶界精品LV的高
大鮮乳；而木架上的材料更是不馬虎，像是日本鳥越

製粉、英國唐寧茶、CACAO BARRY巧克力，各個
細節都展現出頂級用料的講究，縱使成本提高，他們

仍覺得這就是「動手玩」的品牌價值所在。

顧客來到這裡除了可以獲得他們製作的甜點外，夫妻

倆更覺得他們賣的是一種「成就感」。要做一份甜點其

實不簡單，從0到1更是難以跨越，但夫妻倆常說來到
這裡能夠「用兩小時的時間，得到十年大師的功力。」

因此只要你有顆願意嘗試的心，「動手玩」提供了完

備的設備和材料，讓這個場域能夠滿足對甜點有興

趣，或是是初學者的人，同時也相當歡迎親子一起來

同樂。

不論是親手做的心意，還是食材上的堅持，「動手玩」

最想傳遞的是「希望大家重視產地到餐桌的過程」，期

盼人們開始對食物產生感情與連結。

Focus
╳

Design

原民文化的
轉譯者－
拿鞘 Nature
撰文｜Tonia
圖片提供｜Ayoi阿優依進駐品牌：拿鞘 Nature

劉大衛
成長於都市裡的泰雅民族，是

位堅守理念的創業家。2016年
創辦拿鞘Nature，進駐Ayoi阿
優依、2017 年創立Hbun河文

原住民生活工場，持續以原住

民文化轉譯者的角色挖掘台灣

特色與故事。

「我不會說自己在顛覆社會對於原住民、檳榔文化的

既定印象，我會說我希望讓大家以更多的面向來看事

情。」拿鞘共同創辦人劉大衛語帶堅定地說。對於檳

榔文化日漸去脈絡化，大多與自然災害、健康議題緊

密連結，同時檳榔葉鞘沒能像月桃葉、樹皮、苧麻等

自然素材被各方工藝師熟練地處理與運用，這些未被

開發、尚待改變的議題在劉大衛眼中，都是創業的契

機。

以環保為考量，選擇自然掉落的葉鞘作為拿鞘開發產

品的材料，從前置作業逐一詢問部落族人、摸索工

法、研究泡水、彎折、風乾等程序，就是一門修了半

年才完成的學分，熟悉製成作業後，逐漸與不同設計

師合作鞘燈、鞘盒等各式工藝品，但產品開發只是起

點，他更重視品牌背後想說的原住民故事與形象轉化。

一開始，以藝術展覽的形式啟發大家的想像，在 
Home Hotel以「你好拿鞘」為主題，展示鞘燈、鞘
畫、葉鞘製成的器皿搭配部落食材作為開端，隨後帶

著燈飾到法國巴黎國際家飾展讓海外人士了解鞘葉姿

態與台灣原民特色，接著透過Ayoi阿優依原住民精品

平台，挹注不同可能，像是今年5月份串聯設計師與達
悟族合作於松菸店內展示搖搖椅及小南島之光等工藝

品，持續讓不同部落該被看見的設計元素加入，講述

族人在台灣土地上的故事，是劉大衛創業拿鞘後延伸

進行的計畫。 

創業過程中會不斷冒出點子與機會，但下一步能延伸

產生些什麼漣漪，是每往前走一步便會反思的大哉

問，「僅管很多時候發展是出乎你預料的」劉大衛笑

著說。像是2018年在華山遇見日本北海道愛努族的
工藝師，初次遇見便決定邀請來位於淡水的Hbun河
文原住民生活工場，跨國與達悟族的木雕、排灣族的

刀具、泰雅族的編織工藝師交流，然而結束後才是開

始，下次能做些什麼呢？他用身體行動，直飛愛努族

的家鄉北海道，與工藝師們落下之後的合作計畫。

劉大衛語帶感性地說：「以前的我會想一步到位，但經

過不斷摸索、嘗試，漸漸覺得要配合自己腳步、跟隨

生命流動，好的壞的遇到就去解決，才能走得長遠。」

他相信隨著時間的變化與發酵，將指引自己和夥伴走

出一條屬於拿鞘的路。

從阿美族傳統文化「石頭火鍋」為發想的鞘燈燈飾總是讓觀看者在現場驚豔，直呼「原來這不是木頭啊！」。

╳

Focus

Baking



╳

咖啡舞台
誠心相待
撰文∣耿采維 
圖片提供∣CAFE SOLÉ 日出印象咖啡館

Amis
一位台灣阿美族青年，從小開

始接觸咖啡，熱血的情懷，遇

上了日式咖啡老師傅，於是帶

著他的熱情，開始接受了長期

挑戰與磨練。現在的他不敢用

烘豆師來自稱，只有拿出他的

專業，讓大家認識何謂好的咖

啡。

「飲品有五大原則，第一甜感明亮、酸感柔和、香氣

上揚、口感乾淨、鮮甜鮮味」自信、堅定、流暢的語

調，走進吧台，站上臺階，Amis就是一位咖啡職人。

Amis喝的第一杯咖啡是藍山，那是他國小時家裡沖泡
的，他說道：「起初品嚐覺得有點苦，後來感受到甜味

跟鮮感，讓我相當驚艷且深刻，也發現自己對於味道

特別敏銳」，就此翻起了他咖啡之路的第一章節。

從小躲不掉的就是與別人比較的例行公事，為了讓家

人認同，也希望自己能感受自我價值，Amis開始尋找
一技之長。13歲那年，他翻著傳單、報紙，得知哪裡
有咖啡廳，就一一去詢問可否讓他當學徒。後來他跟

著一位日本師傅，也是改變他很大的貴人，Amis談到
那時吧台手即使在別人看不見的內場作業，依舊非常

尊敬所做的一切，不論是沖泡的剎那、每一出杯、每

一清潔，都帶有敬意，那是看了會被深深感動的誠心

態度。

Amis當時接觸咖啡只是想為自己找個附加價值，沒
想到學了一陣子後，發現興趣和熱愛都在這裡了，於

是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就一路做到現在，燃燒十幾年

對咖啡的執著。當然，過程中也有曾感到茫然、想放

棄，大學畢業時雖然已經在學咖啡，他仍然會對這樣

的選擇感到懷疑，因此出社會第一份工作是到建築公

司當文案，後來有個建案想在頂樓開咖啡廳，而在他

有咖啡背景下，就這樣因緣際會被引薦去當吧台手，

這時Amis笑著說：「可能就是逃不掉吧！」他曾試著
轉行，但沒想到緣份又讓他與咖啡密不可分，於是他

下定決心，要在咖啡這塊更上一層樓，並確定咖啡是

他一輩子要做的事情，不可能轉行更不可能放棄！

而Amis自己一直想要傳達的則是「台灣咖啡，台灣精
神」與「咖啡師的價值」，他也分享「技術好複製，職

人之心不可滅」的理念，招式、技法透過練習一定都

可習得，但那份意涵則是要深深領悟才會內化。Amis
認為身為職人首先要對自己所學專注、熱愛，第二點

則是視如己出，當作生命的全部，第三絕不能有自滿

心態，要不斷學習、提升。在他咖啡舞台底下，累積

的是無窮的咖啡故事。

Focus

Cafe

誠品生活松菸店 B2F



 JUST IN XX
周裕穎 ─ 
Be a Creator

閱讀改變生活，文字創造畫面

誠品生活AXES長期提供台灣設計師發展的舞台，其
中最叛逆、富饒台灣味的服裝設計師JUST IN XX周
裕穎，持續不斷地關心台灣這塊土地，將台灣在地特

有的傳統技藝與美感元素融入設計中。他透過閱讀找

到自己的創作精神，透過文字創造出自己獨有的想像

畫面，恰好與誠品生活的理念不謀而合。

Justin創立 JUST IN XX 服裝品牌後，以 Local is 
Global為設計初心，將台灣的美好樣貌靈活地呈現
在國際舞台。期間多次的參與許多推廣台灣文化的展

覽，透過服裝創作，向大眾宣示傳統文化的美以及發

展的無限可能性。

傳統技藝是兒時回憶，編織轉化設計精神

常常可以在廟會或傳統活動中看到像是立體鉤繡（神

明繡）、藺草編織，藍染、珠繡等民俗技藝，然而時代

的推進，這些傳統技藝逐漸被遺忘淘汰。從Justin的訪
談中，可以發現他透過服裝設計為媒介，致力去保存

這些精緻的技藝，也極力嘗試新的潮流概念，創造出

極富創意的傳統融入現代的衝突美，希望更多人看見

在地文化的美好，另一方面也希望這些技藝可以永續

傳承下去，不被時代的洪流吞噬。

「未來會將Local is Global這個概念放到展覽中。很多
技藝是無法被量產的，從展覽的角度切入，讓這些工

藝不被時裝受限，更靈活的發展呈現，使更多人看見

傳統文化的可能性。」

從解讀文字裡創造出無盡幻夢空間

系列作品中有許多關於歷史人物以及傳統文化的元

素，例如黃庭堅乃至於交流電之父尼古拉特斯拉，閱

讀在Justin的作品中有著不可忽視的重量。大量閱讀可
以培養「可視化(Visualization)」的能力，幫助想像
各種元素排列組合、創作後的最終樣貌，進而加快設

計的完成。

「我會買下所有感興趣的相關書籍，研究作者看世界、

議題的視角，想像從作者的思考方式、美學觀點，串

連融合於不同設計系列中。」他特別提到有一本書影

響他至深 ─ 村上春樹的《日出國的工場》，書中提到
多座位於日本的工廠，其中川久保玲的製衣廠特別吸

引他，描述川久保玲的衣服由一群老師傅們手工製作

的過程，從作者的採訪中可以發現這些師傅對於新事

物保持著好奇心以及願意去嘗試未知的事物，這樣的

精神值得我們去學習。」

用閱讀改變生活，進化品牌經營思維，平時也會閱讀

企管類的書籍，將管理學中的PDCA應用到品牌的操
作。當有了夢想之後去計劃(Plan)，計劃後開始試驗
(Do)，做了之後就要檢核(Check)成效，是否需要改
進。確認之後開始行動(Act)執行計劃。

透過興趣收藏經典，開啟靈感之旅。

Justin收藏了大量Margiela的設計，早期的Margiela
的設計多半是用回收的東西構成，製作的特別技術也

因大量生產漸漸消失，透過購買、研究這些手工訂做

的衣服，認識這些以前的技術，而且每一件都獨一無

二。尤其0號高訂系列是Justin收藏最多的一個系列，
這個系列都是圍繞在重製這個概念。

「Elsa Schiaparelli ─ 超現實主義的設計師，在1936
年發售的人形香水瓶也是非常具時代意義的東西。特

別的地方在於它的包裝顏色「Shocking pink」，當時
的技術用棉布染出非常飽和的粉紅色是非常困難的一

件事。以藍染為例，染色所用的白色棉布，染出來都

會如同水彩畫渲染般，很難非常鮮豔飽滿，因此染出

如此飽和的粉紅色是非常具有時代意義的，是一個時

尚史的轉捩點，而我擁有這個香水彷彿見證了這個歷

史的瞬間。」

「不只是服裝設計師，我是一個Creator，我
想做一個創造東西的人。」

「我想運用在地素材去解決生活中遇到的環保問題，其

中一個方式是回收飯店未被利用、過剩的肥皂，將它

們全部溶化，使用當地花材或水果結合肥皂，最後將

做好的花皂重新包裝詮釋，行銷在地文化。」

Fashion是從法文的Mode轉化過來的，Mode意指形
式，即生活的方式。先有生活的方式，才會引導人去

買需要的東西。

與Justin的對談中，可以感受到他對於創作源源不絕的
創新想法以及勇於嘗試的實驗精神，彷彿他天生就是

一個探險家，深入叢林冒險對他來說是生活的樂趣所

在，也因為如此他才能一次又一次的帶給我們令人驚

豔的視覺饗宴與概念衝擊，以JUST IN XX為一個國
際平台，呈現這片土地的各種美好。

周裕穎
JUST IN XX品牌設計師。義
大利 Domus Academy 設計學
院與英國 University of Wales 
(DA,Milan,Italy) 時尚設計雙
碩士。囊括各項服裝設計大獎。

撰文│陳暐柏

攝影│曾仁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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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Special Feature

如果說日本製造是與生活共存的和諧簡約、瑞士製造是品質保證的精確穩固，那台灣製

造應該要如何形容呢？曾替全球代工的MIT，從低廉粗糙華麗轉身，憑藉品牌主理人們

根植島嶼的敏銳與熱情，賦予各式商品新的特色與定義，跟著特別企劃的腳步認識指標

人物的推介，在時裝、生活雜貨、香氛保養及美食裡，望見台灣精采軟實力！

#生活化的日常實用 #親切的土地風景

#遍地開花的獨到滋味

#舒適無負擔的剪裁用料╳各種可能的
跨界創作

我的台灣好物清單

我的台灣好物清單
我的台灣好物清單

同時也是我的
夢幻品牌推薦

我的台灣好物清單

精彩訪談 | 更多好物

精彩訪談 | 更多好物 精彩訪談 | 更多好物

精彩訪談 | 更多好物

《小日 子》雜誌發行人
劉冠吟

FashionGuide內容編輯暨
評鑑處總監

盧介華

神農生活╳食習執行長

范姜群季

《ELLE》雜誌總編輯
盧淑芬

別於其他國家較多天馬行空的創作，台灣設計的商品與生活相當

貼近，也貼近民眾注重日常實用性的消費喜好，將彼此共同的生

命經驗轉化成製作理念，成為能一眼辨識出的設計細節。

曾在媒體、金融等相關產業工作，最想做

的還是貼近台灣生活的事，喜歡不斷地嘗

試，喜歡停不下來的人生。

以「好好吃飯、好好生活」為核心，經營

House+Cafe since 1910、小山丘私廚火鍋等
文青熱點。

《ELLE》國際中文版創刊即加入編輯團
隊，從巴黎、米蘭時裝週… 繞著地球跑的
28年時尚採訪經驗，也長期關注報導台灣
時裝設計師，從編輯一路成為時尚雜誌總

編輯，可謂台灣時尚雜誌界最資深的時尚

編輯者！

擁有超過二十年的美妝資歷，撰寫過數百

萬字美容相關報導與評論文字，亦曾深訪

25個台灣自創美妝保養品牌集結成書，展
現台灣美妝品隱形冠軍的能量。

近年台灣保養品牌發展，講求透明化成分，研發順應氣候和我們

的膚質，取材用料多來自日常可見、食用的植物例如民間熟悉養

顏的薏仁，讓肌膚除了涵養美麗，也飽含台灣的自然模樣。

日治時期作工繁複的宴席菜，二戰後物資缺乏尋找地方食材，造

就大街講究鍋氣的台灣味，工商社會交通發達，加工產品大量製

造，迄今大眾市場逐漸裂解，開啟小眾的美好年代，餐廳遍佈在

小巷弄、舊式公寓，美味的溫度讓愛好者緊緊跟隨，像亞維儂藝

術節的表演在各個角落熱鬧上演！

因應台灣消費者常以舒適作為第一判斷，故台灣服裝設計師在剪

裁用料上多不造成穿衣者的負擔，帶點寬鬆自在的設計方向。而

台灣內需市場規模小，導致服裝設計師在地發展受限，但也刺激

出設計師們強大的適應力，「跨界」已經是他們理所當然的必

須，像是時尚與音樂藝術跨界的「嘻哈故宮」在故宮南院的精采

演出，甚至今年的屏東燈會，都有時尚設計師將專業的創意能量

灌注到不同領域的絕妙發揮。

5  茶籽堂│肖楠葉修護手霜
添加12%苦茶油及台灣特有種肖楠葉萃取純露等，沈穩木質香兼
帶花果清新氣息，是男女都適用的中性香調。 

6  阿原│白鶴草皂
白鶴靈芝花形很美猶如白鶴展翅，葉子則是清熱降火青草茶中的

一味，兼具觀賞及食療保健，這款皂還另添加廣藿香等精油，氣

味清新悠揚。

1  印花樂│美味台灣餐墊
台灣美食結合環保餐具，捲和收的設計易收納，展開即為餐墊，

使用方便，亦能展現獨到品味。

2  厝內TZULAï│紅龜粿盤
融入台灣老磁磚圖案還有小紅龜的陪伴，露營、野餐便於攜帶當

小砧板或盛器。

3  養牛耕田自然米
與牛耕藝術家李春信合作，採用自然牛耕技術種植稻米，將藝術

量化，成為餐桌上的珍饈。

4  阿娟姐客家福菜
吃飽陽光的芥菜，漬上鹽巴醃成入湯後的味甜甘美。

7  李倍Dleet
《ELLE》10年前首批報導的台灣新銳設計師，服裝的特色為男
女都可穿，在當時已是相當創新的設計方向。夏天到了，擁有一

件立裁技巧強大的襯衫相當合適。

8  JOLIN WU
也是《ELLE》首批關注的服裝設計師，作品總能瞥見童趣浪漫
的帥氣，擅長將男女裝的元素混搭，擁有獨樹一幟的美學特色。

2  

1  

4

7

3  

8

台灣設計關鍵字

6

5  

企劃─ 張家萁 │ 設計─ 傅文豪 │ 插畫─ 羅寗

厝內TZULAï│雙層泡麵碗

神農生活╳食習│蒸肉粉

綠藤生機│活萃修護精華露

物外設計│黃銅筆

神農生活╳食習│極品干貝醬

北緯23.5│紅薏仁白潤凍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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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h動手玩 烘焙DIY｜3F
6吋蛋糕、甜點、餅乾DIY
製作4份甜點，1份甜點免費（以最低價折扣）
青青校樹∼芭樂蓮霧∼鳳梨西瓜攏有∼在畢業季的月份，來去動手玩七
桃！創造屬於你我學生時代的甜蜜回憶∼∼

viina｜1F
簡約感裸後低跟鞋

獨家特價1,990元｜原價2,690元

經典尖頭款式，輕鬆打造優雅造型。

誠品書店｜3F
台北爽爽走一走： 
跟著爽爸&爽爽貓一起旅行吧！

推薦價380元
透過本書無私地分享，讓無論是住在台北或是來
台北觀光的人，都可跟著爽爸按圖索驥體驗這些
不容錯過的美食、景點，一起在台北散散步，感
受在台北旅行的美好時光！

02

02

松果手感｜1F
松菸獨家優惠

乾燥花藝手作課程皆1,500元起
兩人同行９折，三人同行 第三人半價，可提前
至櫃上選擇花藝課程。

03

03

HSU & DAUGHTER｜2F
小樂手包（初階皮革課程）

特價3,580元｜原價3,980 元

伴隨古董包的歷史身影從音樂出發，尺寸調整成
女生們適用的隨身包款，可以收藏如樂譜之於手
一般，對自己最重要貼身的東西。

01 繡Xiu crafts｜2F
國畫6吋繡框課程
推薦價700元（含材料包費用360元）

6吋繡框搭配印刷背景與繡圖，是雅致清新的國
畫小品。共有黃鸝鳥／翠鳥／愛情鳥三款造型提
供選擇，材料包中包含十字繡繡布、繡框、圖樣
等。

01

0101

04

04

[D]science｜3F
鉍飾入門

特價1,200元｜原價1,500元

一小時的一對一教學課程，帶領學員從鉍金屬的科學面：如熔點／半衰
期／氧化後的薄膜干涉等性質，延伸到型態與色彩設計面的跨界課程。
活動對象：6 歲以上。

茶籽堂｜2F
洗髮優惠組

推薦價1,930元-2,060元
購買洗髮優惠組加贈小鹿版畫隨身禮。

Daddytoys｜3F
你我同舟 模型課程
特價3,000元｜原價3,878元

內含：中品模型2,980元全系列（任選一款）＋地形滴膠236ml＋高黏度
專用膠236ml。我倆的生活就像同舟在划船，你衝刺我加速，你累了我放
慢，重點是同心讓船隻向前走。

五行創藝｜2F
彩繪課程

全面9折優惠
新款式登場啦∼快來跟我們一起當個小藝術家吧！我們提供各式各樣的坏
體，給你一個立體的畫布，可以在上面揮灑創意，讓生活中多一點新意。 



5,000 500全館滿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送6.07－6.09

10

Pipijudy x SameSame｜2F
珍珠金手鍊

特價1,512元｜原價1,680元

不掉色14k包金材質搭配天然淡水珍珠，透過簡
單的配色呈現商品高雅質感。 

07
07

Pipijudy x SameSame｜2F
光的轉折

特價2,000元｜原價2,280元

925純銀鍍18K金，每一個波光粼粼的轉折所
堆疊出來的模樣，都是妳我不可缺少的人生風
景。

08

08

10 expo Project S-Febbi｜1F
經典商品-繡球花
推薦價780元
繡球花的花語-希望，帶給人希望、勇氣、堅
強，近看一小朵一小朵小小優雅的小花，遠看
就是一個綻放光芒的女王。

艸化工事｜1F
Aphrodite
獨家特價1,200元｜原價1,680元

阿芙羅黛蒂-垂墜於耳際的粉白漸層花球，讓你
彷彿徜徉於風和日麗的度假勝地。

06

06

OLIVIA YAO JEWELLERY｜1F
swirl sporkle drop
特價3,660元／對｜原價3,960元／對

Swirl Sparkle Drop搭配上透明水晶鍊，配戴
時在單耳創造彷彿雙耳洞的效果，優雅中展現
性格，14k合金的材質適合每日配戴。

09

09

誠品書店｜3F
 《24H台灣漫旅》

推薦價400元
讓我們用更親近這片土地的角度，融入充滿新奇事物與人情暖意的台灣
生活，24小時的全新旅遊思維，將引領各位在熟悉的情境中發掘新的世
界。

誠品書店｜3F
2019台北米其林指南
推薦價650元
台北米其林指南2019推薦，跟隨最新米其林指南，發掘台北高質美味佳
餚及酒店精選，台北米其林指南推薦逾120家餐廳及20家酒店。

誠品書店｜3F
有時出走：島嶼抒情手記

推薦價360元
感性的在地故事百景！看似荒蕪實質豐盛的島內旅行文學，感受內在與外
在風景共鳴的深邃台灣之美！

尼莫家｜2F
親子花裙DIY
推薦價2,480元（2件）

利用美好的午後時光，一起來尼莫家，選一塊喜歡的花布，在舒適的時間
與空間裏頭，做一件媽媽的、一件女兒的浪漫花裙吧！（10歲以上小孩
可自己嘗試製作唷！）

誠品書店｜3F
Love台南：在台灣的京都吃喝玩樂
推薦價480元
最愛台南的日本插畫家，用最親切零距離的文字，和超可愛的插畫，帶你
發掘台南無限魅力的全方位手繪深度導覽書！



01

01 Isabelle Wen溫慶珠｜1F
靄黃色刺繡花蕾絲洋裝

特價21,584元｜原價26,980元

清新的顏色與透視感的柔和美，穿出嶄新春夏
的高雅時尚氣質。

02 Isabelle Wen溫慶珠｜1F
霧銀色絲麻刺繡綁帶外套

特價21,584元｜原價26,980元

中性氣質與細膩精緻的融合，呈現極具品味的
幹練美。

02

01｜6ix pm｜1F｜俏佳人美背深V洋裝，特價3,942元｜原價4,380元　02｜JAMEI CHEN｜1F｜削袖打摺洋裝，特價26,000元｜原價32,800元　03｜YUER｜1F｜條紋麻質拼接背心／麻紗綁帶裙，

特價4,699元／5,856元｜原價5,280元／6,580元　04｜SISJEANS｜1F｜粉色後開岔休閒背心／ 拉鍊造型牛仔褲裙，特價790元／1,390元｜原價990元／1,590元　05｜IN｜1F｜前短後長背心

洋裝／9分灰色寬褲，推薦價4,580元／3,380元　06｜vïga wang｜1F｜小繡花洋裝，特價7,293元｜原價8,580元　07｜YUWEN｜1F｜披肩襯衫／開衩寬褲，誠品卡95折｜原價5,980元／6,680
元　08｜DOUCHANGLEE｜1F｜透視格紋領結襯衫／打摺織線格紋褲，特價5,024元／5,504元｜原價6,280元／6,880元　09｜Dleet｜1F｜眼睛塗鴉上衣／抽繩褲，特價5,080 元／5,880元｜
原價6,350元／7,350元　10｜Ysanne｜1F｜圓點外罩衫／麻長褲／膠印棉背心，推薦價5880元／5,680元／2,980元　11｜SABRA ANDRE｜1F｜光波印花紋百摺洋裝，獨家特價24,000元｜
原價2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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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ES-DYCTEAM｜1F
迷彩印花大口袋T-shirt
特價2,193元｜原價2,580元

設計靈感多從日常出發，結合台灣師傅的雙手打造，
以傳遞有溫度的台版衣著，滿足每個人多面向的生活
態度。

AXES-JOLIN WU｜1F
不對稱肩片風衣外套

特價14,175元｜原價18,900元

以特殊剪裁的輪廓線條，表現出藝術家獨有的細膩與
層次變化，再再貼近最迷人的創作靈魂。

03

03 whiplë lib｜1F
刺繡領襯衫／寬寬鬆鬆9分褲
推薦價5,580元／6,680元
寬鬆的線條搭配細膩刺繡，隨性搭配也能俐落有
型。

04

05

05 Palladium｜1F
PALLAPHOENIX
推薦價1,680元
以針織、帆布、皮革等各種材
質變化，提供兼具透氣舒適與
柔軟好穿的春夏休閒鞋履。

04 +10 加拾｜1F
阿美族多音性歌唱1：1襪
推薦價280元
用阿美族服飾中常見的亮色，
配出幽默明亮、線條跳出領唱
與答唱間即興的旋律。

Model_葛子楊／Makeup&hair_盧妙可

AXES-fu yue｜1F
藕粉傘袖襯衫／高腰九分褲

誠品人會員9折｜原價 6,800 元／6,000 元

以藕粉、駝灰、米白色交織於系列中，利用面料材質
堆疊出服裝的層次感，簡約沉靜的美好，只有穿過才
懂得。 

CHARINYEH｜1F
線條造型背心

特價9,080元｜原價12,980元

發想自電影導演常穿的背心，方形空間感剪裁、不貼
身也展現女性新高度。

06 ARTIFACTS｜1F
SJYP拼色修閒鞋／SJYP單寧連身褲／SJYP恐龍圖案上衣
推薦價8,980元／13,980元／7,980元
螢光色系的透明感搭配恐龍趣味圖踢，在初進夏季的季節裡，閃亮一番！

06

AXES-Eddie & Mi｜1F
泡泡條紋圓點綁帶長洋裝

特價7,633元｜原價8,980元（加贈小方巾）

以各式天然舒適的材質及特色交織的精緻布料呈現，
融合復古與現代、女性優雅與中性簡約。

AXES-URNAVY｜1F
燕麥色經典輕質西裝夾克

誠品人會員9折｜原價6,980元

結合法國女性對於穿搭和生活的隨性卻有態度的個人
風格。融入觸感柔軟又有光澤的布料與顏色暉映本季
的隨性自然。

AXES-SEANNUNG｜1F
W網布拼接短袖襯衫／灰色縮口西裝褲

誠品人會員9折｜原價 5,390 元／7,990 元

將正裝與運動裝做結合，運用優雅線條剪裁的方式，
達到男裝與女裝的平衡。



讓你無法抗拒的撲鼻香氣

Ayoi阿優依｜B2F
Ayoi 卡彿魯岸國宴指定咖啡豆
特價765元｜原價900元

 【2012總統府國慶晚宴指定咖啡用豆】
杉木香氣、獨特黑糖甜、水果酸、烏龍茶口感黃金比
例帶出豐富多層次的風味和口感，整體柔順高雅、醇
厚回甘。

暖身暖心新潮養生飲品

茶粒茶｜2F
薑紅茶暖心隨身包禮盒組（15入／盒 ╳ 2）
特價499元｜原價600元

喝一口就愛上的天然好滋味，採用台灣南投老薑粉搭
配嚴選紅茶窨製而成，無一般生薑辛辣嗆味，口感溫
潤並巧妙的融合茶湯風味，讓薑紅茶成了時下最時尚
的養身聖品！茶粒茶獨家推出隨身包系列，讓您隨時
都能泡杯薑紅茶，調整體質，好喝又健康！ 

用聞的茶香明信片

誠品書店｜3F
百二歲飄香明信片3入組
推薦價225 元

百二歲嚴選新鮮花蕊和高山烏龍茶，遵循傳統製法將
兩者合而為一，讓茶葉自然吸附花朵香氣，使單純圓
潤的的茶湯裡多了層次變化。

天然甘甜好滋味

山山來茶SHAN SHAN CHA｜3F
山山自然隨享茶

特價180元｜原價240元

隨時輕鬆享受一杯自然好茶。以日本進口玉米澱粉茶
袋裝填，百分百零污染的自然農法原片茶，輕鬆享受
純粹自然好茶。

多層次的碰撞茶香口感

長順名茶TEA STRUCK｜3F
春櫻伴手小茶禮

特價539元｜原價599元

阿里山春天的櫻花季，充滿花香、茶香與芬多精，細
細的品嚐阿里山茶特有的果香與奶香豐富的香氣成分
與豐富多層次的口感滋味，豐收富饒的喝茶感受。

大地穀香與茶香的完美結合

吾榖茶糧SIIDCHA｜3F
綜合窨香烏龍茶六入盒

特價160元｜原價180元

純天然無添加，具果香氣的台灣特色茶，傳統窨香工
法，將果香與台東四季春烏龍茶窨香１個月以上，可
反覆沖泡4次。（單筆商品滿$1,000贈綜合窨香烏龍
茶六入盒乙盒）

新鮮酥脆，停不了口

誠品書店｜3F
溪和三代目杏仁櫻花蝦

推薦價280 元

溪和食品在HACCP製作流程下把新鮮的櫻花蝦高溫水
煮熟後，採用冷風方式乾燥，再裹上薄薄的麥芽糖，
加上拌入炒香的杏仁條製成，口感酥脆海味十足。

餅乾也能營養滿分

歐詩太糖｜2F
蜂蜜蔓越莓曲奇

特價350元｜原價420元

純手工、無蛋、無香精、無添加物，濃郁蜂蜜香口感
層次豐富，將營養美味的燕麥添加蜂蜜及蔓越莓等材
料做成曲奇餅乾，讓人一吃就上癮。

大人小孩的最愛

誠品書店｜3F
高仰三有機岩燒小海苔禮盒

推薦價352 元

高仰三嚴選來自韓國的有機海苔原片，以輕烘焙製成
佐以法國的有機冷壓初榨芝麻油、冷壓初榨橄欖油、
及天然岩鹽，製成「高仰三有機岩燒小海苔」！

酸的最過癮、最純粹

誠品書店｜3F
萃綠檸檬

推薦價1,580 元

將整顆檸檬完整壓榨，將絕無調整的「原汁」，獨家
無水、無糖、無醋酸手法萃取出頂級檸檬精萃液，這
是農業與生技產業的美妙結合，讓檸檬的營養價值發
揮至最大，讓身體有效吸收。

微醺是最美好的悸動

Ayoi阿優依｜B2F
Ayoi 峰忠傳奇雨沐小米酒
特價300元｜原價400元

2014年國宴用酒，酒精度8度。
夜間微風輕拂，族人們酒後的笑聲，
喝吧！讓我再為你添上一杯小米酒。

   禁 止 酒 駕 ， 未 滿 1 8 歲 禁 止 飲 酒

頂級食材，「胃」你獨寵

上信饌玉｜2F
不知春茶（20包）、金鑽鳳梨酥（6入）、
夏威夷豆塔（6入）
特價830元｜原價940元

鳳梨酥100%使用「台農17號金鑽鳳梨」內餡，吃得
到微酸甘甜的果肉；夏威夷豆塔特選豆子與蔓越莓
乾，放置頂級法國鮮奶油製成的塔皮，紮實濃醇；搭
配源自南投名間茶區的頂級四季春，清新宜人。 

啜一口茶，品味感動

古典玫瑰園｜B2F
特選台灣茶禮盒

特價任選2罐9折｜原價300元-390元／罐

特選自台灣阿里山、鹿谷及南投茶園經由製茶大師細
心掌控焙茶的功力，製作出令人感動的台灣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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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水堂｜3F
小杯冰巧克力鮮奶茶95元 ╳ 2＋功夫麵85元 ╳ 2
＋塔香杏鮑菇80元 ╳ 1
特價399元｜原價440元
注意事項：●活動僅限春水堂-松菸店使用。●全時段供應。

四葉關東煮｜B2F
台灣艾爾精釀啤酒＋關東煮串串

 （任選台灣艾爾啤酒一瓶＋黑輪、貢丸、 米血各一份）
特價199元｜原價225元

米塔手感烘焙｜B2F
芋見泥盒子蛋糕

 （特製台灣芋泥、香草芋頭丁、香草湯種蛋糕、香草卡士達餡）
特價118元｜原價150元

The Scent｜B2F
招牌滿漢十全經典炒滷味

點一份炒滷味送小魚花生一盤｜原價450元

小確幸紅茶牛奶合作社｜B2F
雪鹽紅茶牛奶（6.05-6.19）／正濃紅茶牛奶（6.20-7.02）
免費升級大杯｜雪鹽 80元／正濃 65元

二丁靚鍋｜B2F
日式培根牛套餐

 （來店用餐，點用一份套餐贈送一支冰淇淋）
套餐推薦價258元

麻茶元｜B2F
夏季三寶（宇治金時刨冰＋抹茶拿鐵＋水信玄餅）

特價300元｜原價350元

沙拉野餐｜B2F
青醬野餐黑米沙拉＋芭樂果昔套餐

 （水耕生菜＋健康米飯＋芭樂果昔大杯）
套餐特價259元｜原價279元

耘享濃豆乳｜B2F
豆乳禮盒組（580ml ╳ 8）
購買指定豆乳8罐，運費99元送到家
 （微甜 ╳ 2＋原味 ╳ 2＋芝麻 ╳ 1＋杏仁 ╳ 1＋有機玫瑰 ╳ 1＋可可 ╳ 1）

饕之選
selection
of gourmet

一口接一口，越吃越涮嘴

快車肉乾｜2F
經典小禮盒

特價450元｜原價600元

杏仁香脆肉紙、特厚蜜汁豬肉乾兩種口味
任選兩大包（月見炙燒豬肉乾除外）。

吃甜甜，好心情

金長利｜2F
芭蕉飴+綜合水果飴（任選3包）
特價300元｜原價360元

嘴裡迸發的海洋滋味

荷旺｜2F
袋裝蝦餅

特價300元｜原價450元

原味、海苔、沙茶、咖哩、芥茉、蕃茄 六種口味買
二送一。

你我記憶中的老味道

誠品書店｜3F
九龍齋酵素橄欖

推薦價130 元

陳年老橄欖、無色素、添加物、蔬果酵素、天然綜合調味料。

美食佳餚不能少這味

248農學市集｜2F
248台灣黃豆小醬油組
特價299元｜原價320元

248台灣黃豆小醬油2入＋茄芷袋。

辦公室午茶嚴選

原味千尋｜2F
樂淘淘掏心包

特價499元｜原價630元

龍眼蜜乳酪絲、朵朵台灣香菇再加入頂級綜合堅果，嚐的到美味又營養滿
分，分享獨享都好愜意，嚴選 3 種人氣商品，讓你三個願望大大滿足。

經典宮廷點心奢華享受

誠品書店｜3F
吉品養生無二松子桂花糕

推薦價450 元

無二松子桂花糕桂花清香迷人彈口特選4A頂級養生松子與清香優雅的桂
花，加入古法麥芽糖，長時間細磨慢熬與獨家工法，拿捏出恰到好處的軟
硬度。



東拼西湊的藝術

Pintoo｜2F
迷你拼圖系列

期間限定特價95折
 （2019.5.31-6.27）

誠品書店｜3F
艋舺肥皂傳統藍花禮盒

推薦價750元
艋舺肥皂嚴－選用料實在，無化學添加；堅持40年傳
統冷製配方，嚴選用料實在，無化學添加；臺灣在地製
造。

05

誠品書店｜3F
Olife原生活天然手工竹牙刷
推薦價750元
透過一支竹牙刷鼓勵人們一點一滴更友善環境，讓生活
步調再次回到單純，讓塑膠不再過度使用，讓心情得到
暫時放鬆，感受50年代的緩慢步調！

07

誠品書店｜3F
油夢招吸油面紙

推薦價100元
吸油面紙散發出淡淡清雅的台灣味，除了鳳梨酥、烏龍
茶、果乾這些商品伴手禮外，現在還增加了一樣口味，
等你來發現！

08

阿原YUAN｜2F
肥皂任三88折
推薦價660-1,188元｜原價750-1,350元

阿原手工肥皂採用天然青草植物原料，也沒有多餘的包
裝與綴飾 ，外表樸實、內在誠懇的產品更能呼應現代人
追求身心靈純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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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你顧好男性臉面

expo-Urbaner奧本電剪｜2F
男性三合一禮盒組

推薦價699元
鼻毛刀、修鬍刀、修容刀三機一體，最有面子的貼心
禮品，一次就能擁有最完整的修容刀頭組合，全機防
水，不怕刮傷，絕不拉毛。



5,000 500全館滿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送6.07－6.09

特調一杯喝下肚

賽先生科學工廠｜2F
咖啡因理科燒杯

特價450元｜原價499元

充滿實驗魂的帶柄燒杯馬克杯，一手在握、職人之路
不遠！嘗試著調配一杯自己鍾愛的飲品，在下午三點
來一杯，讓好點子跟著源源不絕！（耐高溫150∼200 
度） 

狀元郎江山美人抱雙歸

誠品書店｜3F
中華筆莊銀錠江山筆筆雙銀

推薦價1,580元
 「銀錠江山-筆筆雙銀」以鋼筆型卡式毛筆及兩個銀元
寶為主做為諧音，意涵學業、事業、愛情筆筆雙贏。 

天馬行空的想像，漫步在月球

living project-ACORN STUDIO｜2F
LUNA月球燈
推薦價28,250元
LUNA（月球）為藝術家細心雕琢製成的人工月亮，
它不是一盞燈，而昰個有生命力的發光藝術品，藉由
擺設與放置方式的改變將演繹出不同的故事。

居家空氣的魔法師

nest巢．家居｜2F
RIDGE水氧機
特價3,580元｜原價6,000元

以每秒250萬次的超音波震盪，將珍貴的精油分子完整
的釋放於空氣之中，由台灣TOAST設計團隊操刀，以
純淨、體貼、感知的生活哲學為本。

黑色是不能說的秘密

0416x1024｜2F
秘密。中性寬版拼接T
特價1,242元｜原價1,380元

不該說的，放心裏就好，時間會再將它覆蓋好溫柔，
再談起時，也就不再尖銳刻薄。

expo-元泰竹藝社｜2F
凹豆杯

推薦價450元
把戶外活動的細節帶入產品之中，異材質的結合
運用大膽的色彩，復古的圖案設計，在工藝方面
則是突破了傳統的手法，運用材質本身的特性，
跳脫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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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WATCH｜2F
靜藍冰川

特價6,534元｜原價7,260元

特殊工法製成鏡面切割的錶盤，點綴施華洛世奇
水鑽，搭配亮藍錶框和皮質錶帶呈現冰河之美。

03

拓銀｜2F
綠蠵龜項鍊

特價2,500元｜原價2,700元

海邊三三兩兩的綠蠵龜，總讓我想起蘭嶼的家，
那是記憶中最後一塊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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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Truvii｜2F
木柄白鐵杯

推薦價495元-675元
內壁拉絲工藝，不易刮花，使用放心。磨砂烤
漆，質感呈現，搭配精緻雷雕圖案，滿足了親近
大自然的心。 

02

蘊含手感溫度的咖啡

living project-MOTOR DESIGN｜2F
O-mug職人手沖濾架
推薦價1,600元
榮獲2018年新加坡國際家具展（IFFS），年度最佳裝
飾工藝品及手工藝品類評審團大獎，原木為天然溫潤
材質，杯與壺與罐皆全瓷材質並高溫1200度釉燒，全
程台灣製造。

誠品30週年獨家聯名商品 經典鉅獻
邀集國內外品牌，與誠品一起將苒荏韶光化作不同想像，邁向下個理想之境！

歡迎蒞臨夢與想像之境
誠品30信義藝術計畫
2019.6.28 Fri.-7.28 Sun.
誠品信義店（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1號）

參與方式—全館自由探索

築夢踏實
藝術計畫紀念禮
2019.6.28 Fri. - 7.28 Sun.
販售地點｜誠品信義店B1F顧客服務中心

●每張發票限加購乙份，共3款花色可挑選，每款各限量300雙，
售完為止。●加價購僅接受現金／誠品禮券結帳，恕無法接受其
他結帳方式。●本贈禮為個人衛生用品，售出恕不提供退換貨。
●詳細活動辦法請見顧客服務中心公告，或上迷誠品網站查詢。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憑信義店當日不限金額消費發票

即可以199元加購
誠品30th×TwinSocks
藝術家聯名襪 乙雙（價值350元）

夢與想像之境 the Land of Dreams and Imagination
誠品30週年之際，我們創造揮灑創意想像與分享故事的機會，
邀請30代青年藝術家集體創作以及國內外品牌跨界聯乘，一同在夢與想像之境恣意展現。

參展藝術家—

戶外｜豪華朗機工

6F｜陳青琳．6F 展演廳｜發條鼻子
5F｜范承宗
5F 誠品畫廊｜夏陽、林彥瑋、
　　　　　　  鄭帛囪、張銀亮、張安
4F｜李霽
3F｜誠品團隊．電扶梯｜王宗欣
2F｜齊振涵．1F｜吳耿禎
B1｜姚仲涵．B2｜陳小曼

Moleskine ╳ 誠品
橫線筆記本／L 推薦價990元／本
邀請速寫畫家—B6速寫男，以誠品敦南
店內經典場景結合白天至黑夜的窗景變化，
捕捉敦南店24小時陪伴你我的迷人樣貌。

伊織 ╳ 誠品
今治認證手帕兩款各兩色 推薦價380元／條
來自日本愛媛縣的百年毛巾工藝，為誠品30th設計兩
款手帕：reading is dreaming with open eyes.／so 
many books, so little time. 

LUMIO ╳ 誠品
聯名款書燈 推薦價9,800元／盞
2015 reddot紅點設計獎Lumio經典商品，
以誠品30th的主題光芒元素，獨家燙金於書
封，獻上金光閃閃的祝福。

PADDYWAX ╳ 誠品
旅行蠟燭 推薦價355元／個
為誠品30週年打造三款「斜槓哲學家」
系列：培根、希帕提婭、笛卡兒。點上蠟
燭，品味哲學家們的話語和哲思吧！

6.24（一） 全台誠品書店同步上市6.18（二）誠品信義店、網路書店搶先販售

更多聯名商品，請至各店選購



藍色微光甜點工作室｜B2F

經營一間雅致的小店；揭示一則警世的箴言；來自一畝有機的

田地；保留一塊心中的藍天。藍色微光支持在地作物、有機農

業、公平貿易，減用一次性產品，讓顧客品嚐美味的咖啡與甜

點之際，亦能體會環境對我們的重要性。這是我們的理念，希

望大家一起支持我們、一起維護這個獨一無二的星球。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Urban Lazy｜1F

Urban Lazy關於慵懶有一說法，貴族氣質是臉上有慾望滿足後
的疲倦感。這種疲倦是歲月沈澱過後不費力的美，慵懶隨興中

透著優雅精緻，無關乎生存，又比普通生活更高一個層次，這

種感覺就是高級，Urban Lazy，屬於城市女子的慵懶哲學。

Ayoi阿優依｜B2F

Ayoi阿優依是原住民族委員會設立的通路品牌，蒐羅許多優秀
部落業者的特色商品，用文化和鮮豔色彩為您打造獨樹一格的

生活況味，希望從Ayoi帶出去的每件禮物，都是給親朋好友最
好的祝福。Ayoi！是蘭嶼雅美（達悟）族的代表感謝、分享的
問候語，也是一種生活態度，跟上阿優依，我們一起說Ayoi！

歐詩太糖｜2F

歐詩太糖—追求以天然、健康、充實的生活方式，譜出每個

人的美麗人生。我們堅持給顧客享受最優質的法式手工曲奇，

及天然美味堅果糖，在製作上更是堅持「100％無香精、少

油、少糖、低熱量」，讓簡單有不簡單的甜點美食增添你我生

活中的幸福滋味。

松果手感 pomme de pin｜1F

松果手感是一個「 跟人有關 」、「 傳遞訊息 」的品牌，對於
每位顧客，我們都會經由聊天來了解他們需求和個性，或者由

他所描述的送禮對象啟發我們的靈感，透過這些資訊來創造一

件滿足他們的花藝作品。

The Scent｜B2F

The Scent的初衷為做好吃的菜、調好喝的酒，因此我們的料理
風格不受侷限，以西餐為主軸，混搭日式、台式、泰式等亞洲

風味；只要告知濃淡酸甜，調酒師也能為您客製化調酒。

Alto｜1F

Alto打造優雅的Apple配件與生活皮件，選用歷經時間能展現

個人獨特色澤的義大利苯染皮革，與珍貴的手工技藝，希望個

人配件帶著故事美麗地舊化，在科技面前仍保有生活溫度，讓

人珍惜陪伴生活的物品。品味Alto，讓時間來告訴您。

Timbuk2｜1F

Timbuk2創立於1989年，在美國加州舊金山的車庫裡，生產出
第一個經典郵差包，以舊金山這個城市的生活風格為主體，為

Digital Nomad—數位遊牧民族，打造適合城市冒險探索的最

佳包款。

丸亀製麵｜B2F

源自於日本香川縣的讚岐烏龍麵，堅持每日於店內手作麵條，

將Q彈的烏龍麵呈現給客人是我們的特色。除此之外，我們也

提供炸天婦羅、飯糰，可搭配烏龍麵一同享受。從店內可以清

楚地看見我們的製麵、炸天婦羅、做飯糰的過程，讓消費者享

用美食更安心。

窩巢咖啡｜B2F

現代人為了工作、為了求學，經常會到陌生的城市生活，如同

候鳥般，不斷地在遷徙。窩巢咖啡WOCHAO希望能讓來自

各地的人，都可以找到一處休息之地。在壓力來臨時，為您提

供一杯好咖啡，建立一個臨時防護所，放鬆休息片刻後，重新

再出發！

預計於6月開幕，更多資訊請洽詢B2F顧客服務中心

期間限定店

期間限定店

期間限定店



台灣尚青！100點 喝兩杯飲料
6.01 Sat.-6.30 Sun.
預留2-3張圖

支持國貨！1,000點+金 享台灣設計
6.16 Sun.-7.31 Wed.
預留2-3張圖

登入兌換
QR code

注意事項：
●需先登入迷誠品方能參與點數兌換，首次登入請先註冊網路帳號。
●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誠品人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
●每筆點數兌換視為一次抽獎機會，每人每卡不限抽獎機會。
●週週抽贈點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抽出上週兌換之會員，每週三公佈得獎名單於迷誠品─最新消息公告資訊頁面，並同步將點數匯入得獎會員帳號，恕不另行以電話通知。
●若因不可抗拒因素，取消點數商品兌換，該筆抽獎資格將同步取消。
●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或誠品人APP【會員專區】中查詢。
●誠品生活保留活動內容變更、修改及最後解釋之權利。

兌換再送誠品點1,000點  

消暑飲品 100點輕鬆兌 直接取 誠品30週年聯名商品 超值兌

誠品點好好用  熱門飲品、30週年獨家聯名商品超值兌！

6.01 7.17
sat. wed.

登  入  兌  換注意事項：

●需先登入迷誠品網站方能參與點數兌換，首次登入請先註冊網路帳號。●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誠品人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飲品同店同品項每人每卡限

兌換2杯。●兌換再送誠品點1,000點活動每筆點數兌換視為一次抽獎機會，每人每卡不限抽獎機會；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抽出上週兌換之會員，每週三（6.05、6.12、

6.19、6.26、7.03、7.10、7.17）公佈得獎名單於迷誠品網站─最新消息公告資訊頁面，並同步將點數匯入得獎會員帳號，恕不另行以電話通知。●凡取消點數商品兌換

，該筆抽獎資格將同步取消。●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網站或誠品人APP【會員專區】中查詢。●誠品生活保留活動內容變更、修改及最後解釋之權利。

1,000點 + 6,880元 
誠品優惠價 9,600元 | 原價13,800元 (限量4隻)

Mondaine
瑞士國鐵錶  褐色款／全黑款

6.01 sat.-6.30 sun. 6.16 sun.-7.16 tue. 

各式人氣飲品：天仁茗茶珍珠奶茶、樺達奶茶…

臨櫃扣誠品點100點／200點，馬上喝！
1,000點 + 3,280元
推薦價 4,800元 (限量5個)

master-piece
日本製黑迷彩側背包

活動期間每週參與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以下兌點活動，即有機會抽中誠品點1,000點（共7名）



全館消費資訊
SPECIAL
CAMPAIGNS

6.05 Wed. - 7.02 Tue.

開好運
全館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3,800元，即贈 開好運 刮刮卡 乙張（限量1,000張）。
即有機會刮中 JAMEI  CHEN 牛皮手提包 （價值24,800元，限量5只） 、

bubblingplus Surprise 分子飲製作瓶 旗艦組 （價值7,500元，限量3組）、

CHARINYEN 雲狀印花披巾（價值3,580元，限量2件）等多項台灣設計好物。 

●每卡每日限換乙張，數量有限，贈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2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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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千送百」、「得好禮 全館滿額禮」、「喫好茶 全館滿額禮」、「呷好食 全館滿額禮」、「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好所
在」、「體驗台灣好物 會員滿額禮」、「品好味 境外旅客限定」。●「JAMEI  CHEN牛皮手提包」、「bubblingplus Surprise分子飲製作瓶 旗艦組
（本組合內附2組氣彈）」贈品皆隨機贈送，恕不挑色。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200,000元，即贈 美國 FRIGIDAIRE 桌上型智慧洗碗機 6人份 乙台
 （價值29,900元，限量2台）。

●每卡每日限換乙台，數量有限，贈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2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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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千送百」、「開好運 全館滿額禮」、「喫好茶 全館滿額禮」、「呷好食 全館滿額禮」、「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
好所在」、「體驗台灣好物 會員滿額禮」、「品好味 境外旅客限定」。●「美國FRIGIDAIRE FDW-6002TF桌上型智慧洗碗機 6人份（升級款）」，商
品需進行專業安裝，無法於現場兌換領取，後續出貨（除離島外皆可配送）、安裝、維修、保固等將由台灣區總代理美第股份有限公司所指定之合作廠
商提供服務，相關兌獎辦法將於臨櫃兌獎時提供紙本說明，更多商品訊息請見品牌官方網站。

6.05 Wed. - 7.02 Tue.

得好禮
全館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10,000元，即贈 JIA Plus 官帽貪杯瓷壺組 乙組（價值1,680元，限量110組）。

●每卡每日限換乙組，數量有限，贈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2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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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千送百」、「開好運 全館滿額禮」、「得好禮 全館滿額禮」、「呷好食 全館滿額禮」、「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好所
在」、「體驗台灣好物 會員滿額禮」、「品好味 境外旅客限定」。

6.05 Wed. - 7.02 Tue.

喫好茶
全館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單筆消費

滿2,000元，即贈 米塔100元現金抵用券2張 乙份（價值200元，限量350份）。

●每卡每日限換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2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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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千送百」、「開好運 全館滿額禮」、「得好禮 全館滿額禮」、「喫好茶 全館滿額禮」、「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好
所在」、「體驗台灣好物 會員滿額禮」、「品好味 境外旅客限定」。

6.05 Wed. - 7.02 Tue.

呷好食
全館滿額禮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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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信航空 國內不限航點雙人來回機票
（價值 9,212 元，共 15 名）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旅人客房住宿招待券
（價值 10,560 元，共 12 名）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星光主題客房住宿招待券
（價值 15,180 元，共 5 名）

瓏山林蘇澳冷熱泉度假飯店 西式套房住宿含早餐招待券
（價值 19,990 元，共 1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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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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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將於 2019.7.12 Fri.公布於迷誠品－最新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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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票與飯店住宿詳細使用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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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12 Fri.-8.12 Mon.。

6.05 Wed. - 7.02 Tue.

誠品人獨享
暢遊寶島滿額抽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旅人客房

瓏山林蘇澳冷熱泉度假飯店 西式套房

活動詳情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星光主題客房

華信航空 國內線不限航點雙人來回機票

本活動無需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誠品人會員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36,000元，即贈 誠品行旅 雅緻客房住宿 乙晚（價值20,196元）。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次。●本活動採系統計算消費金額後贈送APP電子兌換券，將統一於2019.7.15 Mon.以APP COUPON券型式匯入【誠品
人APP】會員帳戶內，並於匯入時同步以簡訊通知。●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2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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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好運 全館滿額禮」、「得好禮 全館滿額禮」、「喫好茶 全館滿額禮」、「呷好食 全館滿額禮」、
「體驗台灣好物 會員滿額禮」、「品好味 境外旅客限定」。●消費時請出示誠品人會員卡或官方版行動APP累計消費方可列入活動計算，活動不可跨會員
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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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券使用期限至2019.12.29 Sun.，本券限週日至週四入住，若
欲週五或週六入住，每房需加價1,000元，使用規範詳見APP電子兌換券說明。 

6.11 Tue. - 7.02 Tue.

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好所在
本活動無需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兌換地點│B2F 顧客服務中心

全館消費資訊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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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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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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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停車折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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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旅客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8,000元，即贈 上信饌玉 花磚禮盒 乙份（價值 1,170 元，限量 60 份）。
內含｜南棗核桃糕 350g、京盛宇不知春袋茶 3g ╳  20 入、鳳梨酥 6 入

●每人每日限換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2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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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千送百」、「開好運 全館滿額禮」、「得好禮 全館滿額禮」、「喫好茶 全館滿額禮」、「呷好食 全館滿額禮」、「專屬誠品人 住
進美好所在」、「體驗台灣好物 會員滿額禮」。●兌換贈禮時，請出示非中華民國國籍實體護照，方可兌換。

6.05 Wed. - 7.02 Tue.

品好味
境外旅客限定
SPECIAL OFFER FOR
OVERSEAS VISITORS

Step 1. 於誠品生活松菸店內拍下最喜歡的台灣好物
Step 2. 將照片上傳至社群網站並 #台灣好物在松菸 並將貼文設為公開
Step 3. 憑全館當日不限金額發票乙張

即贈 IG 列印券2張 乙份（價值200元，限量1,000份）。

●每人每日限換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2F-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1F-台灣大哥大門市。

6.05 Wed. - 7.02 Tue.

選好物
全館來店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即可以250元加價購、
滿5,000元即贈 誠品生活×阿原經典肥皂禮盒（四入） 乙組（價值1,280元）。
內含│艾草皂100g、月桃皂100g、綠豆薏仁皂100g、紫草洛神皂100g

品牌介紹：一塊肥皂如風般悠悠安撫著城市焦躁的人心，阿原以台灣製造為榮，強調對土地自然環境的關懷，
堅持台灣味的青草藥與繁體字的文創包裝，融入生活經驗與天地對話，延續有溫度的感動良品，享譽國際。

designed by 

●加價購：每張發票限加購乙份、滿額贈：每卡/每日單店限兌換乙份，全台限量5,020份，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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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living project／3F-誠品書店。●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開好運 全館
滿額禮」、「得好禮 全館滿額禮」、「喫好茶 全館滿額禮」、「呷好食 全館滿額禮」、「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好所在」、「品好味 境外旅客限定」。●
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加價購僅接受現金／誠品禮券結帳，恕無法接受其他結帳方式。 

6.11 Tue. - 7.02 Tue.

體驗台灣好物
會員滿額禮

活動期間內，於LINE酷券以LINE Points 200點
可兌換 誠品生活年中慶300元購物金 乙張！

-適用店別：信義店、敦南店、松菸店、南西店、R79店、西門店、武昌店、站前店、捷運店、板橋店、新板店、文化中心店、
高雄大遠百店、高醫店。
-使用期限：2019.6.05 Wed. - 2019.7.02 Tue.，逾期無效。
-活動期間每LINE帳號限兌換3張。

●各店不適用購物金之專櫃請見 https://lin.ee/ctgoG72/wprs，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專櫃現場公告為主。●此商品為 LINE Points純點兌換商品，
購買完成後，恕無法更改或取消，亦無法退還。●本券不適用購買誠品禮券，亦無法兌換現金或找零，請一次抵用完畢，不可重複使用，也不得零售或
轉售。●本券可參加館內活動。●本券為不記名，請自行妥善保管，如遭他人盜用，恕不再補發。●本券所兌換之商品或折抵消費之金額不予開立統一
發票。●請勿擅自偽造、變造，以免觸犯刑責。●本券任何未盡事宜依券面說明為主，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之權利。 

6.05 Wed. - 6.19 Wed.

LINE酷券
點點成金

活動詳情

本活動無需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立即兌換

於LINE Pay「我的條碼」付款，單筆消費滿3,000元（LINE Points點數折抵金額不列入計算），

享LINE Points 3%回饋。

- 綁定任一發卡銀行卡片或註冊一卡通帳戶付款皆可參與，以每筆實際支付金額╳3%後四捨五入計算。
- 活動期間每LINE Pay帳號最高限得300點。
- 限量12萬點，贈完為止，額滿訊息將透過LINE Pay官方帳號通知，請務必加入LINE Pay官方帳號並解除封鎖。
- 回饋點數為付款成功24小時後陸續發放。
- 透過LINE Pay「我的條碼」使用一卡通帳戶餘額付款，單筆交易金額上限1萬元，單月交易金額最高3萬元。
提醒：必須同意行銷資訊提供政策，才可獲得活動回饋點數；使用LINE Pay消費恕不參與館內任何銀行活動。

●不適用LINE Pay之專櫃，以各店專櫃現場公告為主。 ●回饋點數為「一般點數」，由LINE Pay計算及入點，有效期限為最後一次獲得點數當日起算
180日止，一旦超過有效期限，將會立即失效。●以上活動僅限臺灣LINE帳號且已註冊LINE Pay的用戶參加，請務必於結帳前完成註冊LINE Pay。●
本活動相關問題請洽LINE Pay客服專線：02-6631-5166（365天，09:00~18:00）或填寫問題反應表：https://contact-cc.line.me/serviceId/11399 。●
如遇無法交易的狀況，請務必於24小時內與LINE Pay客服中心聯繫，提供（1）消費日期及時間（2）櫃位名稱（3）服務人員姓氏（4）遭遇的狀況。
LINE Pay客服中心：02-6631-5166 （365天，09:00~18:00）或填寫問題反應表：https://contact-cc.line.me/serviceId/11399 。提醒您：若未符
合資格仍不得要求補發實際交易金額計算後的LINE Points點數。●一旦發現有用戶以任何方式違反活動公平原則之行為，LINE Pay有權取消該用戶活
動資格。●其它未盡事宜請見LINE Pay活動訊息頁面為主。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LINE Pay、誠品生活保留變更、終止本活動及對本活動
所有事宜做出最終解釋、決定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信用卡循環信用利率、預借現金手續費用及其他費用資訊，請參閱各發卡
銀行官網。

6.05 Wed. - 7.02 Tue.

就愛LINE Pay
滿額享3%回饋！

LINE Pay活動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