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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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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地點｜信義店B1顧客服務中心／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11.12 Fri. -11.30 Tue.  點點成金 誠品點換購物金

●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限至2021.12.31 Fri.止，逾期無效，抵用券詳細使用方式請見券面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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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後恕無法取消及退回。●本券為無償發行之電子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使用電子抵用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
動、停車折抵及其它活動之累計消費金額。●本券請自行保管，恕不退換、找零、不另開立統一發票。●本券限信義店使用，惟不適用於誠品講堂、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精品文具館、誠品兒童館、誠品知味市集、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誠品酒窖及以下專櫃：5F- 靜思書軒、培芝家電；
4F- 大師修；B2-7-ELEVEN、晶碩光學、麥當勞McDonald's、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屈臣氏 Watsons、明德素食園；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

券面僅供示意

11.12 Fri. -1.03 Mon. 

THE GIFT OF JOY  會員來店禮
11.22 Mon. -11.26 Fri. 

黑卡專屬回店禮

當日
累計滿500即可

兌換ART-ZOO口罩三入 
(三色乙組，恕不挑款)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組，全台數量有限，送完為止。●誠品講堂、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知味市集、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精品文具館、
誠品兒童館、誠品知味市集、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誠品酒窖及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 靜思書軒；B2-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
限量100份，兌完為止。

12.16 Thu. - 12.19 Sun. 四天限定 會員滿千送百 黑卡再享傳心禮

●誠品講堂、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知味市集、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精品文具館、誠品兒童館、誠品知味市集、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誠品酒窖及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靜思書軒、甜蜜約定(黃金)、培芝家電(小家電)；1F-schulzworks；B1-QUEEN SHOP、綠蓋茶．館、謙
碩修改室、特賣廠商；B2-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單筆消費滿5,000再加贈200活動，需使用紙本五倍券或出示數位綁定認證標章頁面，方符合兌換資格，每卡/每日限兌換乙次。●恕不得與「THE GIFT OF JOY會員滿額禮」、「THE GIFT OF JOY會員來店禮」、「會員專區禮」、「黑卡專
屬禮」重複兌換。●電子券適用方式請依券面說明為準。

當日
累計

使用五倍券紙本或數位綁定
單櫃
單筆滿5,000
再加贈200

黑卡
會員當日不限金額消費
即可
兌換茶籽堂小鹿版畫傳心禮
(價值360元，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每日限量125份）

活動詳情

扣誠品點600點即可
兌換 

限量加碼！兌換即享購物金3倍回饋！
【加碼3倍購物金回饋含原活動兌換的1倍，每位會員限兌換乙份，限量100份，兌完為止】

100元電子抵用券 （可累積兌換）

滿5,000送500

黑卡
會員出示APP會員卡
至1F大廳白色綠洲展售會免費

兌換

囍酒工藝feat williamandfeb.
聯名設計 百香烏龍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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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
累計  
滿60,000即可

兌換

康生筋鬆樂或肌肉按
摩槍 (價值5,980元，共限量24個)

滿250,000即可
兌換

iPhone 13 128GB
(價值25,900元 ，限量15台)

滿150,000即可
兌換

ST.MALO W.秘魯
頂規幼羊駝披肩
(價值19,800元，限量30件)

11.12 Fri. -1.03 Mon.  黑卡專屬禮

●各門檻每卡/每日限兌換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單張發票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兌換過之發票消費餘額不得再合併累計計算。●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B2-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上述贈品皆為公司貨，顏色款式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
選，實際規格及價值依官方公告為主。●恕不得與「THE GIFT OF JOY會員滿額禮」、「THE GIFT OF JOY會員來店禮」、「會員專區禮」、「四天限定會員滿千送百」重複兌換。

11.12 Fri. - 12.26 Sun. 會員專區禮

1F／2F指定專櫃當日
累計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上述贈品皆為公司貨，顏色款式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實際規格及價值依官方公告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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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與「四天限定會員滿千送百」、「黑卡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B1／4F／5F指定專櫃當日
累計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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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限定會員滿千送百」、「黑卡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ST.MALO W.秘魯手工
羊駝毛大頭吊飾 （價值1,100元，限量75個）

日本大幸加護靈櫻花版
祈願不倒翁 （含專用外殼乙個、胖胖瓶乙盒；價值800元，限量600份）

11.12-11.28 極淨米茉莉逆齡精粹
霜15ml (價值450元，限量400份)

11.29-12.26 檜山坊檜純潤膚按摩
油20ml (價值350元，限量600份)

10,000即可
兌換好禮二選一  

滿3,000即可
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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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地點｜信義店B1顧客服務中心／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11.12 Fri.-11.30 Tue.  會員滿額抽暖心禮

當日
單筆滿1,000即可

參加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乙次，
有機會抽中義大利SMEG義式咖啡機等多樣暖心
好禮！（本活動採系統自動兌換抽獎機會） 

●本活動刮刮樂僅限台灣誠品會員使用，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中獎獎品領獎方式，請依照活動專區【領取方式】說明，自選定門市服務台依APP兌領流程完成獎項領取，不提供運送服務。●中獎後請立即選定領取門市，選定後亦無法更改，選取前請務必確認。●中獎者未於活動期間選擇領取門市
者、獎項逾期領取者，皆視同放棄得獎資格與獎項，亦不補償。●本活動屬機會中獎，不保證中獎，參加前請確認參與意願，參加活動後抵扣之點數無法返還，並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見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明。●本活動於2022.1.10 Mon.公告於迷誠品網站【得獎公告】。●所有獎
項商品使用方式及維修保固提供，請以該商品出產之企業品牌提供之維修保固與售後服務規定為主，誠品概不負責承擔領取後後續產品維修保固服務。●本活動由誠品主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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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扣繳憑單將由誠品開立寄發。●本遊戲由誠品舉辦，誠品保留活動更改與異動之權利，完整活動詳情及異動公告請依本APP刮刮樂活動說明為準。

12.01 Wed. -12.31 Fri.  THE GIFT OF JOY 新年倒數月曆

誠品人APP遊戲任務專區  
新年倒數月曆活動抽獎，每人每日可享
免扣點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抽中31項
當日心好禮，第二次起每次憑誠品點10點
即可參加刮刮樂乙次 （不限參與次數）
❖ 每日11:00於APP【遊戲任務】專區公布「當日心好禮」，日日獎不同、日日傳心意，敬請鎖定誠品人APP

立即下載

●每卡/每日限參加抽獎乙次，獎項共限量1500份，抽完為止。●贈品圖片僅供參考，顏色款式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誠品講堂、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精品文具館、誠品知味市集、誠品兒童
館、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誠品酒窖及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靜思書軒；B2-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本活動信義店之消費方符合活動遊戲資格，並需至誠品人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
遊戲：打開誠品人APP→點選【我的】→進入【遊戲任務】活動列表頁面點 《信義店：滿額暖心禮》→開始遊戲。●請於活動期間內至信義店B1顧客服務中心兌換獎項，恕不提供運送服務。逾期領獎者，視同放棄得獎資格與獎
項，亦不補償。●本活動屬機會中獎，無保證中獎設定，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見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明。●本活動刮刮樂僅限台灣誠品會員使用，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 (價值23,800元)

誠品人APP點數兌換專區  
憑誠品點指定點數即可

兌換

誠品線上購物金及多樣APP限定好禮 
有阿原手工皂禮盒、個人手沖壺、香氛蠟燭暖燈、各式餐券、耶誕派對美食、小物、線上課程...等您來兌。

11.12 Fri. -12.31 Fri.  誠品人APP 專屬點數兌換

●此活動需先下載登入誠品人APP方能參與點數兌換。●扣點限同一位會員，點數兌換以會員當日持有點數為準，兌換後恕無法取消及退回。●E-coupon為電子券型式，兌換後將於10個工作天內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人APP查看抵用券明細，該抵用券僅限於誠品線上消費抵用；本券為無償發行之電子抵用券，不
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抵用金額亦不開立統一發票。●詳細兌換與領取方式請見兌換專區頁面說明，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圖片僅供示意參考圖片僅供示意參考

11.12 Fri.-11.30 Tue.

限時兌換憑誠品點600點
即可
兌換誠品線上購物金100元
（限量5,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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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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卡與附卡分開計算)，方可
進行贈品兌換。● 誠品會員活動僅適用台灣申辦白卡/金卡/黑卡/小童學卡之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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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Fri. -1.03 Mon.  誠品會員消費滿額抽 - 體驗在地生態饗宴

當日
單筆滿2,000即可

獲得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抽中：
南投｜緣 溪 行｜一泊一食 懶人露營（價值 2,180元／組，共10名）

基隆｜拉波波村｜一泊三食 輕奢露營（價值 8,000元／組，共5名）

新竹｜愛上喜翁｜一泊四食 豪華露營（價值 8,800元／組，共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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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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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誠品會員卡，海外會員帳號
恕不適用。●得獎名單將於2022.1.14 Fri.公佈於迷誠品最新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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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證明文件至指定店別顧客服務中心進行領獎作業，並於指定期間2022.1.14 Fri.-2022.2.1 Tue.辦理領獎，未於期限內於誠品指定店別報到，視同放棄兌獎資格。●
獎項為 KLOOK 優惠折扣碼，領獎後須於該獎項的 KLOOK 頁面預訂，並於結帳前輸入優惠碼可折抵該獎項全額消費。三項獎項優惠碼可於週一至週四全額使用，週五至週日無法使用，獎項兌換與詳細兌換後使用方式請參閱迷誠品網站說明。●活動屬機會中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見全
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明。●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圖片僅供示意參考圖片僅供示意參考

沐莎質感生活｜沐莎質感生活｜4F4F
INSIGHT敏感頭皮舒緩護髮素400mlINSIGHT敏感頭皮舒緩護髮素400ml
價值1,300元｜限量10份價值1,300元｜限量10份

900 點 300 點 1500 點

800 點 1900 點 

1300 點

沐莎質感生活｜沐莎質感生活｜4F4F
1902白茶古龍水50ml1902白茶古龍水50ml    價值380元｜限量45份價值380元｜限量45份

Allietare 愛創造｜Allietare 愛創造｜4F4F
乾燥花擴香500ml乾燥花擴香500ml    價值1,599元｜限量10份價值1,599元｜限量10份

100 PHANTOM Perfumer Taipei 百氛苑｜100 PHANTOM Perfumer Taipei 百氛苑｜2F2F
日落密林香氛蠟燭185g日落密林香氛蠟燭185g      價值1,960元｜限量16份價值1,960元｜限量16份

土屋鞄製造所｜土屋鞄製造所｜1F1F
Logo杯墊組(單色兩入乙組)Logo杯墊組(單色兩入乙組)    價值800元｜限量100份價值800元｜限量100份

兌換地點｜信義店B1顧客服務中心／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11.12 Fri. -1.03 Mon. 

PEHOM｜PEHOM｜B1B1
緩壓胸背帶-黑米/綠/橘緩壓胸背帶-黑米/綠/橘    價值1,300元｜限量24份價值1,300元｜限量24份

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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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緣溪行 基隆｜拉波波村 新竹｜愛上喜翁

全民瘋露營 活動詳情



O'right歐萊德｜2F
無油無慮舒爽淨化頭皮噴霧組
（歐萊德植萃乾洗髮60ml＋茶樹抗菌頭皮噴霧50ml＋沁涼清
新頭皮噴霧50ml＋輕巧束口袋＋禮盒）

特價899｜原價1,140

ZIPPO｜B1
金典斜切線條防風打火機
特價1,500｜原價1,800

海裡魚Hello Fish｜4F
聖誕白白（拼圖／含框）
推薦價1,080／1,770

賽先生科學工廠｜4F
﹝聖誕限定﹞
植物獵人-華德箱生態瓶（小）
推薦價850

LUCY’S MOUNTAIN｜4F
啤酒禮盒
（三款啤酒各2入）

特價1,080│原價1,200

Nordic北歐櫥窗｜2F
丹麥Rosendahl香檳對杯
推薦價1,000

亞果元素｜4F
OMNIA Q Hot 無線充電加熱杯貼
特價1,290｜原價1,590

TeamJoined｜B1
Joined® 翹臀圈™
特價380｜原價480

La boite樂盒｜2F
杯緣子
特價500｜原價580

英國糖果屋｜4F
Sara Miller2.0 彩球4入組
（含4包英國糖）

特價700｜原價1,000

Allietare 愛。創造｜4F
口罩香氛扣禮袋組 
（口罩扣＋香氛精油2ml×6＋小皮包）

特價800｜原價1,000

FRED PERRY｜1F
經典款襪子組（F19938＋F19805）
特價900｜原價1,060
※顏色尺寸可任意搭配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ARTIFACTS｜1F
TAMANOHADA - 鯛魚香皂禮品
（黑糖／石榴／百合）

推薦價880

500元↑
小預算也能送出
深刻好禮!

1,000元↑
精心準備的
質感選物

Pethany+Larsen｜2F
500元福袋
親親馬克杯+多項設計小物
特價500｜原價900-1,200

全台
獨家

誠品風格文具館｜4F
eslite×SOU‧SOU獨家聯名分趾襪
推薦價255
Legato Largo×SOU．SOU聯名／
短夾＆環保袋
特價1,190｜原價1,400

expo BEAUTY｜4F
溫室／水泥盆植栽
推薦價500

77折折

MERCI Design｜4F
迷你摩艾藍芽音響
（低調隕石灰／簡約水泥灰）

推薦價580

心意傳遞，交心也精心心意傳遞，交心也精心



Diva Life｜B2
獨角獸 包裝10入巧片
（限量版）
推薦價250

ACCA KAPPA｜2F
白麝香淡香精15ml×2＋白麝香
香氛皂50g×2
特價1,500｜原價2,160

木雕森林｜4F
神話系列香水
推薦價680

ToySelect拓伊生活｜4F
俏皮萌萌充電組
（卡通人物2A充電頭＋充電線＋耶誕賀卡組
＋耶誕麻布袋）

特價590｜原價880

雙雙選襪｜4F
插畫版復刻星球鐵盒組
（含月球燈乙顆）
特價880｜原價1,080

KAWAPARA｜B1
簡約提案文具組
推薦價950

未來實驗室｜B1
SOLOPOT 滿漢溫控瓶
特價1,599｜原價1,899

檜山坊｜4F
檜木沐浴酣睡聖誕禮盒
（檜純沐浴露250ml＋檜木香氛皂＋檜木球
＋檜木精油2ml＋去角質沐浴手套）

特價1,000｜原價1,350

mamas&papas｜5F
樂部落積木拖車（南瓜）＋蟲蟲捕手
特價1,000｜原價1,598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MERCI Design｜4F
聖誕雙層杯
特價458｜原價580

USERWATS｜4F
麻糬熊小夜燈兩件
特價1,000｜原價1,300

聖誕交換禮物挑選指南
為身邊每個重要的人，獻上暖心聖誕祝福

6363折折

7474折折

Vana Living｜2F
Vana candles2021
聖誕禮袋白色鈴鐺
（60g經典香氛蠟燭＋LED蠟燭＋燭具配件）

特價490｜原價840

新肌霓｜B1
御手計畫-完美修護禮盒組
特價1,240｜原價1,460

ST.MALO W.｜1F
ST.MALO秘魯工匠手工冬日戴帽
圍巾裝飾羊駝15cm（3色）
特價1,512｜原價1,680

6969折折

USERWATS｜4F
麋鹿小夜燈
特價850｜原價990

MERCI Design｜4F
摩艾系列面紙盒
特價1,500｜原價1,750

6767折折

5858折折



年末之際，獻上窩心好禮 壹零捌抹茶茶廊｜B2
大杯冰抹茶買一送一 
特價100｜原價2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拼圖總動員｜5F
咒術迴戰系列拼圖
（300片／500片／1000片）

特價499-999｜原價800-1,600

ZIPPO｜B1
購買任一款ZIPPO暖手爐（12H）系列
贈125ml專用油乙瓶
特價1,500｜原價1,800

好夢研究所 güdreams｜B1
Awake｜甦醒煥能石墨烯遠紅外線被
（含被套）
特價6,980｜原價29,800

PEHOM｜B1
可調節魔術氈雨衣（五色）
特價1,602-1,782
原價1,780-1,980

MIESTILO｜4F
甜言蜜語│珍珠鍊戒
特價1,000｜原價1,280

培芝｜5F
象印電子鍋微電腦 NL-GAF10
特價7,490｜原價10,000

Man & Kids 寵小孩生活家居｜5F
小王子開心學習成長桌椅
特價2,999｜原價3,688

SADOMAIN仙德曼｜B2
購買任一保溫瓶系列，享150元加購玻璃
吸管組乙個（價值300元）
（不包含直飲杯）

特價720-1,200｜原價900-1,500

55折折

7575折折

12.1-12.25 耶誕倒數
每日限定好物推薦，一起迎接令人期待的日子!

2323折折

Gianni Chiarini｜1F
Hermy雙夾層肩背包
特價5,700｜原價7,500

Isha Jewelry｜4F
點點繁星純銀項鍊加1元，贈耳環乙副
特價1,000｜原價1,529

6565折折

55折折

12.01

12.05

12.11

12.12 

12.18 

12.06

12.07

12.13

12.19

12.17

12.23

年末之際，獻上窩心好禮



艸化工事Maison du Corsage｜2F
艸化限量驚喜福袋 
特價999｜原價1,480-3,980

LAC｜B2
LAC 松樹皮菁華食品錠 175錠
特價5,299｜原價8,150

檜山坊｜4F
購買檜山坊任一聖誕限定禮盒
贈檜意人生禮盒乙個（價值480元）
特價1,000-1,500｜原價1,830-2,430

PIQUADRO｜2F
指定系列皮夾（W108, W110）
6折

mittag jewelry｜2F
horseshoe f necklace 馬蹄鐵f項鍊
特價1,500｜原價1,980

STORY Leather｜B1
Apple AirPod Pro 皮套
（鱷魚紋黑／羅蘭紫／橄欖綠）

特價1,088｜原價1,306

Gianni Chiarini｜1F
Ray撞色托特包
特價10,388｜原價13,800

南法香頌｜4F
24H特潤身體乳250ml
加1元多乙件
特價781｜原價1,560

ALLOYA Forever Aroma｜B1
旅行玩水轉印限量套組
（任選4色無毒水轉印甲油＋任選2款轉印鋼板＋印章＋刮板）

特價999｜原價1,299

信義
獨家

ST.MALO W.｜1F
祕魯手工Llama羊駝系列任選3件
（鑰匙圈／磁鐵／原子筆／鉛筆）
特價299｜原價447

OLIVIA YAO JEWELLERY｜1F
購買任一3,000以上商品
贈施華洛世奇珍珠耳環乙副
（價值2,200元）

Mimi's Café米米咖啡｜B2
 綜合水果塔三入組
（檸檬塔＋藍莓塔＋白玉葡萄塔）

特價350｜原價4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7575折折

6565折折

Hit Cat Brewing打貓酒廠｜B2
購買任一啤酒品項，加99元再贈乙罐
特價279-479｜原價360-760

信義
獨家

12.03 12.04

12.24

12.08

12.14

12.20

12.15

12.21

12.25

12.22

12.16

12.09 12.10

12.02

Lee's Jewelry｜4F
購買任一項鍊，贈銀飾乙個
（價值680-880元）
推薦價1,280-3,680
※隨機贈送，恕不挑款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信義
獨家

信義
獨家

6767折折55折折



時髦玩味，我就是風格！

KURA CHIKA by PORTER｜1FKURA CHIKA by PORTER｜1F
PORTER IDEA 錢包PORTER IDEA 錢包
特價特價2,5602,560｜原價3,200｜原價3,200

THE WAY｜1F
Alexander McQueen
推薦價13,200

mittag jewelry｜2F
super bracelet 超能手鍊
特價14,380｜原價16,380

VentureZac|｜4F
零錢袋長夾
特價2,980｜原價3,080

COWA｜B1
紳士皮帶
特價2,200｜原價2,480

Vanger｜B1
你就輕旅-雙色大底休閒鞋
推薦價3,780

VESSEL｜2F
SIGNATURE 2.0公事包
推薦價7,050

PIQUADRO｜2F
B2S系列經典牛皮後背包（14吋）
特價14,900｜原價17,350

Beckmann｜5F
街頭包
特價3,978｜原價4,680
※不得與其他優惠併行

全台
最低

透
過
服
裝
展
現
自
我
，
用
單
品
提
升
穿
搭
層
次

master-piece｜1F
防潑水機能側背包
（日本製／共四色）

推薦價5,100

Gianni Chiarini｜1F
Teresa肩背包
特價11,120｜原價13,900

Moshi｜4F
Vespo＋Dual-sided ID Badge Holder
特價5,290｜原價5,690
※包款、卡套顏色任選

PORTER INTERNATIONAL｜2F
CHAMP系列 造型水桶包
推薦價2,450

時髦玩味，我就是風格！



BAGMANIA｜1F
BD黑白方格毛絨連帽披肩
特價8,080｜原價9,280

Journal Standard｜1F
無領寬版雙排扣西裝
外套／長褲（格紋／灰／棕）
推薦價5,500／4,400
成套購買享8折

NEW BALANCE｜1F
NB男女款運動潮流休閒鞋  
特價3,290｜原價4,68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CHERNG DESIGN｜2F
凹凹曲線洋裝
特價6,000｜原價6,600

Caspia LiLi｜2F
Elaine八分膨袖襯衫
特價2,700｜原價3,200

Y-3｜1F
Y-3 ULTRABOOST 21
特價9,900｜原價13,8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Doughnut｜4F
Macaroon Tiny  Unicorn
特價1,152｜原價1,280

French Connection｜B1
印花拼接上衣
特價2,296｜原價3,280

TeamJoined｜B1
Joined® Marble 拉克蘭短袖上衣 
＋Joined® Marble 合身短版背心
＋Joined® Marble 高腰瑜珈短褲
特價2,599｜原價2,710

MANGO｜B1
伯琳針織毛衣（白／黃）
特價1,480｜原價1,790

ST.MALO W.｜1F
ST.MALO 秘魯國寶設計師
SUMYKUJON聯名手工斗篷
特價9,999｜原價12,900

ASPORT｜1F
Spiritual Gangster 
暈染運動短版背心／緊身褲
推薦價4,080／5,680

Barbour｜1F
Alness大菱格衍縫外套
推薦價11,800

Annie's  Collection｜1F
winter sale
7折起

TOOT｜B1
Vivid Camo Long Boxer
推薦價1,820

7575折折

7272折折 信義
獨家

Nike Kicks Lounge｜1F
AS M NSW CLUB HOODIE
特價1,600｜原價1,780待去背

待去背
77折折

R&F｜2F
羊毛混紡菱紋外套
特價19,620｜原價22,800

CHARLES & KEITH｜1F
Gabine 雙色馬鞍包 
推薦價2,490

CHARLES & KEITH｜1F
皮帶釦飾厚底樂福 
推薦價1,790

Sasa Bella｜B1
服飾
全面7折

可率性可優雅，輕鬆演繹各種風格！

土屋鞄製所｜1F
Tone Oilnume中型斜背包
﹝聖誕限定﹞星爍黃色
推薦價20,000 

Double Take｜1F
For Love & Lemons
粉色高領毛衣／格紋綁帶裙
推薦價6,180／5,980

伊織｜2F
工房織座100%羊毛
交織紋樣圍巾
特價4,100｜原價5,480

77折折



dienes silver｜2F
復古騎士手鍊
特價3,480-3,680｜原價3,880-4,080

Beau Jewelry|｜4F
生日石字母手鍊
特價1,150｜原價1,280

MIESTILO｜4F
無盡之愛│珍珠項鍊
特價1,422｜原價1,580

FicelleDesignJewelry｜4F
波麗露-手鍊
特價1,000｜原價1,590

YU-PENG SHIH｜B1
字母耳環
特價1,280｜原價2,680

ARTE WHITE｜2F
Cece金手環
特價495｜原價990

Alto｜4F
MagSafe 磁吸皮革卡套支架–
森林綠
推薦價1,880

Soda n' cream｜5F
氣質小香貴婦 Bow蝴蝶結
特價590｜原價690

怪獸包膜｜B1怪獸包膜｜B1
超抗摔終極防護者-手機殼
（iphone13／13pro／13pro max）

特價750｜原價990

55折折

MIRROR皇宣緣｜1F
海神赫瑞斯頸鍊
特價6,280｜原價6,880

OLIVIA YAO JEWELLERY｜1F
Moirae 海境金色珍珠手環（刻字免費）
特價5,004｜原價5,380

Winnie Jewelry｜1F
珍珠戒指
特價4,300｜原價7,200
榴石戒指
特價3,400｜原價5,800

為每一天的造型增添質感

Modigliani 莫莉里安尼｜4F
星火之光戒指（星星款）
特價1,246│原價1,780

6363折折

4848折折

66折折
77折折



Soda n' cream｜5F
氣質小香貴婦 Bow蝴蝶結
特價590｜原價690

誠品信義店 1F



GRATiAE｜1F
天然植萃多功能乳霜125ml
＋手工香皂（香草焦糖）
特價1,500｜原價1,84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極淨Pureness Health｜2F
手工皂100g×2＋化妝水50ml＋慕斯100ml 禮盒組
特價1,100｜原價1,500

檜山坊｜4F
檜木制菌滋潤護手霜禮盒﹝聖誕款﹞
特價750｜原價850

Vecs Gardenia 嘉丹妮爾｜B1
積雪草清爽修復組
特價1,900｜原價2,259

QUEEN OF SHEBA｜B1
乳香沒藥金粉純皂50g×2＋乳香純皂12g×1
特價1,000｜原價1,390

EDN茵蝶｜1F
酵素淨透洗顏慕斯180ml×2瓶
特價999｜原價5,600

綠藤生機｜2F
活萃緊緻亮澤組
（活萃修護精華露30ml＋綠色海洋精華油30ml）

特價2,450｜原價3,060
※12.07-12.22期間限定

SIELE｜B1
精油茶樹凝膠硬殼包組
特價999｜原價1,880

L'HERBOFLORE 蕾舒翠｜B1
水盈潤眼凍＋眼膜系列50入
特價1,600｜原價4,250

乳油木之家 ｜B1
AGRADO蘆薈嫩白霜50ml
贈AGRADO乾洗手凝露（小）80ml（價值300元）

特價580｜原價880

九本草 ｜B1
CC氣墊粉餅 買二送一
特價2,900｜原價4,350

樟之物語｜4F
基礎洗沐組
（活力幻顏精華皂105g＋活力沐浴精華皂35g）
特價999│原價1,200

7373折折

1818折折

66折折

3838折折

5353折折

UNI Color｜B1
Fiole 一日之計．洗護組
贈大地果油50g
特價1,480｜原價2,460

6666折折

6767折折

7272折折

舒氧潤澤，營造嫩光透感舒氧潤澤，營造嫩光透感



GRATiAE｜1F
天然植萃多功能乳霜125ml
＋手工香皂（香草焦糖）
特價1,500｜原價1,84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康生｜5F
魔法抓抓抓 
特價1,980｜原價5,980

PERTH'S KING 栢司金｜B1
深澤-導潤磁石60ml
贈聖巴克茉莉美顏露100g乙瓶
特價2,950｜原價3,830

未來實驗室｜B1
璀璨閃亮美容組
（冷光白齒刷＋水離子吹風機）

特價3,199｜原價4,789

WHITENING NET｜B1
BIHAKU 30 DAYS KIT 居家淨齒亮白組
特價2,480｜原價2,980

DakiniDéesse｜B1
透亮肌膚組
（魅力女神油10ml＋無瑕女神油10ml＋拉提亮膚霜30ml）

特價5,390｜原價5,680

O.P.I｜B1
冬季保養月
手部保濕服務課程
特價990│原價1,100

expo BEAUTY｜4F
SAWAA／潮汐之地／輕保養旅行組
推薦價1,280

BsaB｜B1
擴香精油組100ml 
贈精巧擴香組15ml乙個（價值420元）

推薦價1,780-2,280
※隨機贈送，贈完為止

奇蹟莊園 ｜B1
修賦喚膚禮盒
特價2,500｜原價4,435

AVEDA｜2F
賦活酪梨
（花植結構重鍵護髮膜200ml＋花植結構重鍵洗髮精200ml＋花植
結構重鍵精華100ml＋花植結構護髮帽）

推薦價4,850
※2021.11.19-2022.1.06 期間限定

Aesop｜2F
2021-2022 年度禮盒 The Mentor指導者
（香芹籽潔面露200ml＋香芹籽抗氧化活膚調理液200ml＋香芹籽
抗氧化高效精華60ml）

特價5,450｜原價6,200

茶籽堂｜2F
小鹿袋旅行組
（桑白皮修護洗髮露50ml＋金盞花護髮素50ml＋荷葉沐浴露50ml
＋青蜜滋養乳液50ml）

推薦價450
兩件享88折
※依現場實物為主

100 PHANTOM Perfumer Taipei 百氛苑｜2F
遇見妳的時尚香氛自由疊香組合
（任選30ml＋75ml淡香精）

特價4,200｜原價5,240

南法香頌｜4F
玫瑰緊緻煥采油50ml＋天竺葵純露
200ml＋羅馬洋甘菊純露200ml
特價2,999｜原價4,640

沐莎質感生活｜4F
購買SWISS IMAGE任一產品
加1元多乙件 
特價981-1,781｜原價1,960-3,560

薑心比心｜4F
薑潔洗髮精500ml×2＋薑潤養髮360ml
特價1,339｜原價1,690

阿原肥皂｜4F
送心禮系列
任2件8折

6565折折

信義
獨家

11.15
新品
上市

5656折折

3333折折

6767折折



ARTIFACTS｜1F
Donkey 招財貓水晶球 
推薦價1,780 ST.MALO W.｜1F

ST.MALO 秘魯工匠手工100% Baby Alpaca
道德環保羊駝皮草椅毯
特價19,999｜原價29,900

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2F、4F
2022五金行日曆Calendar Project
推薦價990
誠品會員享9折

誠品書店｜3F
小豬威比玩偶&鑰匙圈
推薦價340-1,000

Vigor life勁碩｜5F
ILADO
月神香氛蠟燭 200g
特價2,250｜原價3,180

TG｜5F
玻璃長形花瓶1150ml
特價1,350｜原價1,500
※商品全面9折；TG會員享8折

CONINICO｜B1
紫水晶洞、晶花 
全面8折

CNFlower西恩 ｜1F
鍾愛牡丹 
單朵黑金恆星禮盒
推薦價1,380

Vana Living｜2F
Vana candles復古金屬小暖燈禮盒_幻彩版
（黃銅／紅銅）

復古金屬小暖燈＋瑞典製天然香氛蠟燭60g
特價1,590｜原價2,040

能作Precious｜2F
曾呂利花瓶
（黃銅L／銀S）

推薦價4,200／3,800

LUCY'S MOUNTAIN｜4F
寵物大山帳
（黑／軍綠／沙色）

特價5,580│原價5,880

MERCI Design｜4F
鐵邊圓鏡40cm／50cm
特價1,654／2,534｜原價1,880／2,880

iGzen愛居人｜4F
Urban Rituelle／K.HALL STUDIO／LADN by LAND
特價1,255-1,775｜原價1,280-1,800
※蠟燭任選兩件再折50元

Craft Design 手創村｜4F
WENWENWORKS 鈦璽筷贈純鈦湯匙乙個
（價值380元） 

推薦價3,580

Pimary｜4F
Sora 瑜珈鋪巾
特價1,780｜原價2,080

BLUE STONE 青石｜4F
Mino＋袖珍藍芽喇叭-Qi無線充電版
特價1,280│原價1,480

邂逅迷人的生活空間

PURE LIFE｜5F
夏威夷天然香氛滾珠精油20ml
（No.5苦橙／No.6檸檬任選）

特價1,786｜原價2,350

77折折

6767折折

心神嚮往，打造理想烏托邦心神嚮往，打造理想烏托邦



培芝｜5F
LG 樂金 掃地機器人WIFI（濕拖地）
防毛髮糾結刷頭與居家監看掃地機器人 
VR6698TWAR
特價20,900｜原價25,900

DESKER by iloom｜B1
Paul高腳椅／Barstool高腳椅
推薦價4,980／4,299

有情門｜5F
小搖滾麋鹿
特價6,120｜原價6,800

恆隆行｜5F
Dr. Chair Plus 舒適立腰調整椅-加高款
（紅／棕）

特價13,880｜原價16,000

Man&Kids寵小孩 生活家居｜5F
小王子單人床組
特價20,888｜原價24,888

QSHION｜5F
舒柔釋壓枕（高）
特價2,670｜原價3,380

KOIZUM尚品｜5F
Heart心之谷多功能學童椅–
Made in Taiwan-3色
（粉紅／綠色／藍色）

特價3,700｜原價4,280
※箱裝宅配出貨
※組裝費用400

好夢研究所 güdreams ｜B1
Awake醫療級雙馬達電動床 
特價49,800｜原價99,000

OSIM｜2F
百變小天后
最聰明的智能沙發
贈時尚抱枕乙件（共五款，價值2,680元）

特價56,800｜原價72,8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Marimekko｜2F
單筆消費滿5,000元
贈70週年聖誕限定版Shopping bag乙個
※每人限贈乙次，恕不累贈

100 PHANTOM Perfumer Taipei 百氛苑｜2F
香薰蠟燭與金屬蓋套組
（香氛蠟燭185g＋特製蠟燭防塵蓋）

特價2,380｜原價2,640

55折折

3232折折
康生｜5F
寵i好時光 悠悠揉捏按摩椅墊
＋康生漾-捶捶肌肉按摩槍
特價6,980｜原價21,780

Nordic北歐櫥窗｜2F
日本Maruni廣島扶手椅
推薦價37,000起

KAWAPARA｜B1
大貝殼娃娃（粉）
特價891｜原價990

We shape our homes and then our homes shape us.
We shape our homes and then our homes shape us.
We shape our homes and then our homes shape us.

信義
獨家





mamas&papas｜5F
Tesla ModelY 聯名滑步車
特價3,190｜原價4,59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Toy World｜5F
LOL英雄驚喜遊戲機
特價699｜原價1,099

風物語｜5F
龍博士魔術金字塔紀念版1200題
贈SMART IQ變形大挑戰乙組
（價值450元）

特價1,880｜原價2,680
KOIZUM尚品｜5F
鬼滅之刃兒童桌墊YDS–818
特價1,280｜原價1,980

Kalaskids 卡樂司北歐童裝｜5F
Holly&Beau英國神奇變色兒童雨衣
特價2,592｜原價2,880

PEHOM｜B1
HART多功能牽繩（任一色） 
＋雙拼色項圈（任一色）
特價2,200｜原價2,480

誠品兒童館｜5F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豪華冰淇淋餐車／快餐車
特價1,899｜原價2,299

誠品兒童館｜5F
Janod小木匠創意玩／三合一機器人
特價1,148｜原價1,350

美日手藝館｜4F
豪華彩印套組
（基本燙金工具＋楓木印章＋印台＋打洞器＋印章清潔劑）
贈聖誕祝福卡片課程乙堂

特價4,800｜原價6,760
※課程預約時間 : 12.1-12.20

LUCY'S MOUNTAIN｜4F
購買Cloud7睡床系列，贈寵物毛毯乙件
（價值1,380元）

雷諾瓦拼圖文化坊｜4F
R-300-1832遇見初雪／幸運遇見你／幾米
推薦價699

禾荳荳美術館｜5F
蒙特梭利布書
第二本享8折
※折扣以價低者計

Tiger Family｜5F
TigerFamily Fun Time
幻彩多漾休閒後背包-魔幻小馬
特價1,680｜原價1,880

forever fun｜5F
MoonRock 補習袋系列
特價900｜原價1,180

Eye Level｜5F
樂高掛勾三入組
特價588｜原價650

I Love Sprinkle｜5F
Gia娃娃鞋
特價1,080｜原價1,380

共度歲末溫馨時光

解析度不足
請補圖

MUST BUY ★

77折折

6565折折

6464折折

Little Magic｜5F
長袖Tshirt系列
特價700｜原價780

7171折折

童心童趣，繽紛樂園童心童趣，繽紛樂園

77折折

全台
首發

土屋鞄製所｜1F
設計師款學生書包
推薦價17,9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11.16-11.30期間限定



優雅愜意，味蕾饗宴

❷｜普利亞義大利麵｜B2

暖心獨享餐
（雞排肉醬義大利麵＋酥皮濃湯＋麵包）

特價220｜原價273

Valencia Café X Four Barrel coffee roasters四桶咖啡｜2F
黑色托特包＋蜂蜜檸檬Mini
特價2,000｜原價2,230

誠品知味市集｜3F
New English Teas維多利亞紅茶迷你罐組
推薦價359

誠品知味市集｜3F
hapidae生薑紅茶水飴
推薦價180

OLIVIERS&CO｜2F
地中海饗宴耶誕歡樂抽月曆盒
推薦價2,550

❻｜于記杏仁｜B2

冬季限定熱食
第二件9折

❸｜凱林鐵板燒｜B2

板腱牛排
特價299｜原價370

❹｜Bonnie Sugar｜B2

草莓巧克力純粹米戚風4吋
特價380｜原價580
※需提前三天預訂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窩巢咖啡｜B2
窩巢私藏配方濾掛咖啡禮盒
義式／清爽／醇厚 配方

特價400｜原價500

❶｜美威鮭魚｜B2

雙人餐
（松露嫩鮭野菇燉飯＋香蒜鮭魚焗烤筆管
麵＋日式嫩烤雞腿塊＋香蒜花椰菇＋鮭魚
味噌湯×2＋柚香晶凍×2）

特價796｜原價936

❺｜HABIBI｜B2

18入馬卡龍禮盒＋3入馬卡龍
特價1,100｜原價1,32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6666折折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優雅愜意，味蕾饗宴優雅愜意，味蕾饗宴



朋廚烘焙坊｜B2
潘妮朵霓
第二件享8折
※12.01-12.25期間限定

滿哥甜品坊｜B2
任一品項買五送一
特價400｜原價500
※贈送以價低者計

Moshi Café｜4F
凡內用飲品＋點心（1＋1任選）
享9折

KIKI餐廳｜4F
海鮮拌拌醬2入禮盒組
特價399│原價460

Waku Waku Pasta｜4F
鮭魚親子明太子細扁麵
推薦價310

稻舍食館Rice&Shine｜4F
雙人套餐
（懷舊紅燒肉＋黑棗醬烤雞＋140元以下飲品任選兩杯）

特價888│原價1,010
※10%服務費另計
※優惠僅限週一至週四

翡冷翠文創｜4F
文藝復興藝術紅酒任選買一送一
特價1,500│原價3,000

默爾義大利餐廳｜5F
聖誕四人分享餐
特價2,700│原價3,500

雞湯大叔｜5F
人氣牛肝菌湯底搭配任一套餐不加價
推薦價298起
※10%服務費另計

樺達奶茶｜B1
美容奶茶
推薦價60

辛火相拌｜B2
任兩款魚片麵＋翡翠白肉
特價328｜原價397 果樹媽媽｜B2

鮮果綠茶任選2杯
特價100｜原價120

大啖美食，和親朋好友同享美好滋味！

1010湘｜6F
歡聚湘味4人套餐
推薦價2,850
精選料理7道（燒椒皮蛋+神仙孜然肋排骨4支＋臭豆腐肥腸阿干
鍋＋串燒蝦＋松子年糕牛肉＋東安仔雞＋湘西高麗菜）
＋人氣飲品任選4杯＋神仙缽飯4人份無限續碗
※恕無法併用其他折扣優惠
※10%服務費另計
※套餐供應內容以餐廳實際供應菜單為主推

55折折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金色三麥｜B1
4人歡聚套餐
推薦價3,800
可以150元加購500c.c.精釀啤酒乙杯（至多4杯）
※10%服務費另計



誠品信義店2F

誠品信義店1F 誠品信義店4F

誠品信義店4F 誠品信義店B1

Xin Yi
NEW OPENING信義│新櫃登場│

100 PHANTOM Perfumer 100 PHANTOM Perfumer 
Taipei 百氛苑Taipei 百氛苑｜2F｜2F

推開每一扇知覺之窗，鳥瞰、細觀台
北的文化風景，東西薈萃的未來風
情，領會包羅萬象的遼闊，讓感知美
好氣味，進入你的生活。讓氣息綻放
的瞬間，為你創造無限的驚喜 。
【開幕優惠】
11.01-11.30 商品全面9折

PEHOMPEHOM｜B1｜B1

PEHOM寵物時尚品牌，以質感養寵
為核心，將主人與寵物互動提升，
以獨特簡約風格，結合便利及創新
設計，展現品味，共創生活中美好
瞬間！
【開幕優惠】消費即贈100元抵用券

Kidz PlazaKidz Plaza｜5F｜5F

Mother Garden為日本CREATIVE 
Y O K O旗下經營品牌，以「母親
花園」的中心概念，希望在大自
然的環境下，孕育許多小小生命
的成長。秉持著這個理想，日本
CREATIVE YOKO用最天然的材
質，做出像母親的手一般撫慰、溫
暖又舒適的幼兒商品。

WELVNG 我們生活WELVNG 我們生活｜4F｜4F

用簡約質感的生活用品，透過設計提
供你最好的生活體驗。
【開幕優惠】追蹤品牌FB與LINE享
95折。
MuRose Crystal：天然水晶原創設
計後煥然一新，變得時尚且更有質
感。期待您與水晶的相遇，讓水晶輔
助自己有更美好的一天。

珍御 蚵仔煎 米粉湯珍御 蚵仔煎 米粉湯｜B2｜B2

珍御蚵仔煎秉持著味美、用料實
在、價格平實等原則，除了有夜市小
吃蚵仔煎、米粉湯、炒米粉等外，更
有香味撲鼻的臘肉炒飯、排骨蝦仁炒
飯等，另外還有精燉慢熬有媽媽味
道的腿庫、爌肉飯等，讓您齒頰留
香，回味無窮。

土屋鞄製所土屋鞄製所｜1F｜1F

1965年誕生於日本東京的小學生書
包品牌，傳承半世紀的職人技藝，精
湛演繹日常皮革製品，低調不失奢
華，是日本頂級手工皮革包袋品牌代
表。
【開幕優惠】11.16-11.30 
Plesoie 牛皮直式托特包 
推薦價16,9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CHERNG DESIGNCHERNG DESIGN｜2F｜2F

時尚是融於生活的態度，穿搭也是
城市的風景。用剪裁敘說著所觀察
到的事物，將所見所聞的文化氛圍
融合於設計中，打造簡約大方的中
性風格。
【開幕優惠】11.12-11.14 單筆消
費滿6,000現折300



誠品信義店2F

誠品信義店1F 誠品信義店4F

誠品信義店4F 誠品信義店B1



Q 「THE GIFT OF JOY」 對您來說的意義是什麼？「THE GIFT OF JOY」 對您來說的意義是什麼？
自去年起即遭遇疫情，整個社會瀰漫著不安的情緒，而今年疫情似乎愈趨嚴
峻，我們希望在這動盪的時刻，大家能更加珍惜我們所擁有的，THE GIFT 
OF JOY就是把握在歲末迎新之時，向心愛的家人、朋友送上祝福及感謝的
最佳時刻。

Q   請問您與團隊是因為什麼契機想將動物結合英文字母，進而創   請問您與團隊是因為什麼契機想將動物結合英文字母，進而創   
              作出ART-ZOO藝術動物園？作出ART-ZOO藝術動物園？

緣起2017 iLight Marina Bay藝術節受邀進行藝術創作，憶起童年和表兄
妹們在外婆家動物造型的國宅遊樂場遊玩的美好回憶，及小時候觀看芝蔴街
學習英文的經驗，因自己的母語其實是福建話，所以芝蔴街對我而且是極富
有啟發性及教育性的節目，也默默期許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打造出21世紀
的芝蔴街。
所以在受邀的當下，便將那個埋藏在腦海深處的點子挖了出來，並將這些在
腦袋裡架構許久的點子化為現實，成就了現在的ART-ZOO。

Q   有哪些動物是ART-ZOO的核心角色，或最具代表性呢？有哪些動物是ART-ZOO的核心角色，或最具代表性呢？
Bruno Bear，他充滿著想像力與好奇心。總是隨身攜帶一支Magic 
marker，可以把腦海裡所想的畫面，畫為現實。他常常用著他的超能力，
幫助ART-ZOO裡遇到困難的動物們。
Billie Bee是Bruno Bear的小夥伴，她小歸小，可是有著絕佳的方向感!和
Bruno踏上一次次追尋彩虹的旅程、並探索ART-ZOO WORLD裡各種的神
秘境地，認識並幫助每位動物朋友。

Q   創作這些動物角色過程中，遇過最艱鉅的挑戰？是否有瓶頸？創作這些動物角色過程中，遇過最艱鉅的挑戰？是否有瓶頸？
       如何克服？       如何克服？
從設計、藝術創作工作室踏入授權領域，過程中的每一步對團隊來說都是嶄
新、未知的體驗與考驗，驚喜與瓶頸不斷交織，尤其要將平面的角色設計，
化成立體的巨型氣墊，兼具藝術觀賞價值及安全有趣的玩樂體驗，是相當考
驗團隊成員的想像力及設計能力的!
每當面臨挑戰及瓶頸時，我們會暫時停下腳步，看本書、聽點音樂或看部電
影，以轉換心情。

Q   在創作了這些動物角色後，是否也有從這些角色中得到什麼樣在創作了這些動物角色後，是否也有從這些角色中得到什麼樣
       的啟發？       的啟發？
在創作整個ART-ZOO動物夥伴的過程中，我們也思索著ART-ZOO的模
樣，以及我們的社會責任，我們希望ART-ZOO能喚醒每個人心裡的小孩，
那個充滿想像力、好奇心及單純的小孩。我們也深信每個人都俱有Super 
Power，而真正的Super Power是創造力和同理心的結合。

Q  ART-ZOO是否有夢想中的跨界聯名對象？(品牌/角色) ART-ZOO是否有夢想中的跨界聯名對象？(品牌/角色)
1.我們一直以來最希望能和不同領域的工匠合作，結合ART-ZOO的角色及
傳統的工藝(Craftmanship)，復興、延續這些珍貴的傳統技藝。因為我們
相信，在越來越數位化的時代，唯有身體力行及手作的工藝更能傳遞溫暖。
2.LEGO，因為LEGO陪伴我成長，而且它將每個人的想像無限的延伸。

Q  ART-ZOO未來是否有什麼新作品或計劃？(新角色/展覽/商品) ART-ZOO未來是否有什麼新作品或計劃？(新角色/展覽/商品)
團隊致力於打造更新的體驗，所以並未侷限自己的發展。
新角色、展覽及商品都在計劃之中，我們可能會推出動畫、電影、遊樂
活動、表演、音樂、workshop等等，邀請大家一探有趣的ART-ZOO 
WORLD。

誠品生活禮物節
ART-ZOO藝術動物園

ABOUT
ART-ZOO的創作者Jackson Tan是一位新加坡人藝術家、設計
師，也是策展人。Jackson是新加坡BLACK設計公司的創意總
監，受到童年至動物園參觀並素描動物的兒時回憶啟發，因此與
他的團隊創造並設計了 「ART-ZOO藝術動物園」。

經歷了上半年充滿緊張情緒的氛圍後，2021年也悄悄的來到尾聲，經歷了上半年充滿緊張情緒的氛圍後，2021年也悄悄的來到尾聲，
今年我們邀請新加坡創作者Jackson將「ART-ZOO藝術動物園」今年我們邀請新加坡創作者Jackson將「ART-ZOO藝術動物園」
搬進誠品生活了，在可愛動植物角色們的帶領下，一個充滿豐富色搬進誠品生活了，在可愛動植物角色們的帶領下，一個充滿豐富色
彩又繽紛的誠品生活禮物節 「THE GIFT OF JOY」即將展開！彩又繽紛的誠品生活禮物節 「THE GIFT OF JOY」即將展開！

 「ART-ZOO 藝術動物園-氣墊樂園」是全世界最大結合動物及藝術的主題樂園，目前
已至9座城市巡迴並吸引超過49萬人次造訪。

ART-ZOO奇幻彩虹帆布袋及ART-ZOO 
Minis五個角色：企鵝、蜜蜂、瓢蟲、北
極熊 及仙人掌。 

和日本MIZUIRO聯名製作的醜醜蔬果蠟
筆，一套十色。及ART-ZOO精裝版ABC 
BOOK。

11.28 Sun. 15:00 – 16:30
誠品生活南西店 4F Event Space

12.04 Sat. 15:00 - 16:30
誠品西門店 3A樓

12.05 Sun. 15:00 - 16:30
誠品信義店 5F 森活遊藝區

報名連結

ART-ZOO     WOOPAPERS

打開充滿驚喜與生命力的創作感官
－繪畫與手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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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音樂會
eslite Celebration Fair

              15:30-16:00 甜約翰
16:15-16:45 溫室雜草
              17:00-17:30 春麵樂隊
17:30-18:00 王彙筑 
              18:15-18:45 wannasleep 

演出陣容 18:50-19:20 POPO J
              19:30-20:00 雷擎
20:00-20:30 LINION
              20:30-21:00 椅子樂團
21:15-21:45 怕胖團 
              22:00-22:30 宇宙人

1 2 /1 8 15:30 ► 22:30
猿田彥珈琲外廣場1F 

Sat. 

活 動 詳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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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

誠品信義店4F

繽紛耶誕玩台北 集章活動
活動期間至指定活動店家掃描QRcode集滿2
個電子戳章，取得電子兌換券後，憑電子兌換券
及誠品信義店期間單筆消費滿500元發票，即
可至B1顧客服務中心依波段兌換「台北城市包
或熊讚耶誕包」乙個。
兌換時間：
台北城市包─2021.11.19-2022.1.3
熊讚耶誕包─2021.12.3-2022.1.3

※每個帳號至多可兌換台北城市包和熊讚耶誕包款式各乙個，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Goodmans Ealing

英國手提箱黑膠唱機

誠品會員享85折優惠(原價$3,980)

hapidae

蜂蜜檸檬綠茶法式軟糖

推薦價$180
杜連魁

推薦價$1,600

■特價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請依參展店別實際展售為■誠品保留活動異動與修改之權利

誠品信義店1F大廳

誠品亞洲獨家首發

時尚設計美學的五感提案
策展精選  選 獨家設計師系列限定上市

11/22-12/05

白色綠洲 洲洲洲洲洲 洲洲洲洲洲洲洲



誠品信義店4F

繽紛耶誕玩台北 集章活動
活動期間至指定活動店家掃描QRcode集滿2
個電子戳章，取得電子兌換券後，憑電子兌換券
及誠品信義店期間單筆消費滿500元發票，即
可至B1顧客服務中心依波段兌換「台北城市包
或熊讚耶誕包」乙個。
兌換時間：
台北城市包─2021.11.19-2022.1.3
熊讚耶誕包─2021.12.3-2022.1.3

※每個帳號至多可兌換台北城市包和熊讚耶誕包款式各乙個，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Goodmans Ealing

英國手提箱黑膠唱機

誠品會員享85折優惠(原價$3,980)

hapidae

蜂蜜檸檬綠茶法式軟糖

推薦價$180
杜連魁

推薦價$1,600

■特價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請依參展店別實際展售為■誠品保留活動異動與修改之權利

誠品信義店1F大廳

誠品亞洲獨家首發

時尚設計美學的五感提案
策展精選  選 獨家設計師系列限定上市

11/22-12/05

白色綠洲 洲洲洲洲洲 洲洲洲洲洲洲洲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使用eslite Pay、街口支付、LINE Pay及台灣Pay消費恕不得兌換；如使用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刷卡消費則可兌換之，惟實體卡與行動支付若綁定同一張信用卡，二者刷卡消費金額恕
不得合併計算亦不得重複兌換。●須出示信用卡(或手機行動裝置畫面)、同卡號簽單、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方可兌換贈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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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金額計算。●除活動另有說明外，兌換僅適用於台灣發行之信用卡，正附卡分開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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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金融卡及商務卡/國泰世華銀行CUBE卡、商務卡/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公司商務卡及採購卡/滙豐銀行公司卡、商務金/普卡、VISA金融卡/華南銀行VISA
金融卡及JCB晶緻悠遊DEBIT卡/臺灣銀行達人VISA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新光銀行VISA金融卡及商務卡/ 兆豐銀行採購卡、商務卡及VISA 金融卡之消費恕不得兌換。●活動限於信義店全館刷卡消費累
計，超過金額恕不再累計，當日消費限於當日消費館內指定地點兌換，逾期恕不受理，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參加：誠品講堂、B2-屈臣氏 Wats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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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活動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各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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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庫、聯邦銀
行、滙豐銀行、台新銀行、凱基銀行、星展銀行、臺灣銀行、土地銀行、臺灣企銀、彰化銀行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1.9.24 Fri.- 2022.1.03 Mon.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於館內刷卡消費滿額，憑信用卡、同卡號簽單及消費發票
即可兌換指定贈禮，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單筆消費滿3,000以上
享3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6,000以上
享6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12,000以上
享12期零利率刷卡分期零利率 2021.9.24 Fri.- 2022.1.03 Mon.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洽詢專櫃人員

※分期七卡恕不兌換分期加碼禮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20份

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份

滿6,000
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8,000
贈 商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0份

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600份

滿15,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8,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0份

滿25,000
贈 誠品禮券400
乙份，限量1,000份

滿80,000
贈 誠品禮券1,200
乙份，限量500份

單筆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分期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分期滿25,000
贈 誠品禮券400
乙份，限量300份

分期滿50,000
贈 誠品禮券8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20,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分期滿50,000
贈 誠品禮券800
乙份，限量30份

滿14,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38,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58,000
贈 誠品禮券1,0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40份

滿100,000
贈 誠品禮券2,000
乙份，限量4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恕不與「享樂誠品刷花旗」
活動重複兌換

※限分期刷卡兌換 ※ 分期禮恕不加贈

※限分期刷卡兌換
※分期禮恕不加贈
※兌換至2021.12.31止

滿12,5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120份

※VISA金融卡同享 ※兌換至2021.12.31止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800份

單筆分期滿24,000
贈 誠品禮券4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60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6,500（已兌畢）
贈 旅狐保溫袋
乙份，限量3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5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7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已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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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Zoo」是個以動物為主題的奇幻世界，在富想像力的場景中，透過一系列造型簡潔和
色彩豐富的動植物訴說大自然的動人故事，引領大眾以藝術的眼光探索生態、啟發好奇心！

兌換地點   

B1顧客服務中心／
商場閉店後請至3F
讀者服務中心

2021
11.12 Fri. 

2022
1.03 Mon. 

另有會員來店禮

ART-ZOO 口罩 
詳請見內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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