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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滿額禮  12.01 Thu. - 1.03 Tue.

當日專櫃累計消費
滿3,600即可

兌換誠品獨家鬍子大叔造型枕
滿8,000即可

兌換誠品獨家鬍子大叔四季毯

誠品點換購物金  12.01 Thu. - 12.31 Sat.

誠品點300點即可
兌換$50電子抵用券

誠品點好好兌│聖誕倒數月曆  12.01 Thu. - 12.24 Sat.

誠品點10點  驚喜好物天天抽
參加抽獎加碼再抽 iPhone14 !

尋找聖誕鬍子大叔  12.01 Thu. - 1.03 Tue.

用誠品APP掃碼GO! 
限量貼紙立即兌換 



2022誠品生活禮物節特別企劃   

你所不知道的
UNCLE TOMMY鬍子大叔
╳
AUD林志恆
明亮的紅藍黃配色加上大大的絡腮鬍，捷運族最熟悉的身影，他就是「鬍子大叔」！
今年我們邀請藝術家AUD林志恆，將鬍子大叔變身為聖誕老人，帶著家族夥伴
們一起進入誠品生活，在濃厚的聖誕節慶氛圍下，亮眼又繽紛的誠品生活禮物節
「Cherish & Share」盛大展開！

在創作了鬍子大叔後，是否也有從角色中得到什麼樣的啟發？
最有感的是即使在別人眼裡不重要，也不能因此放棄自己的堅持！體悟來
自創作時，常常花大半天時間構思畫面裡的每個角落，雖然大多數人不會
特別注意到，但始終相信越在意細節的處理，越能讓作品成為經典。

通常會怎麼樣找尋靈感？沒靈感的話會怎麼辦？
以往都會說靈感來自生活，但隨著生活方式越趨規律，反而少了一些突如
其來的刺激，所以靈感缺乏時，第一件事就是打開網頁，到處搜尋元素激
發自己的想像力，並在吸收一堆資訊後，反芻轉換成自己的創作關鍵。

「Cherish & Share」 對您來說的意義是？簡單介紹本次視覺的設計理念
懂得分享自己的幽默，才能從中感受到自己有多幽默，什麼意思！？
這次是以過聖誕的感受系列發想，因應不同主題有相對應的視覺動線與
配色邏輯，內容分別為挑選禮物時的雀躍感、聖誕佈置的期待感、拆禮
物時的驚喜感，以及與家人團聚時的溫馨感！

這次與誠品合作，最期待能帶給誠品粉絲什麼樣的感受呢？
最想帶給誠品粉絲如同鬍子般濃厚的節慶氛圍，這是第一次用新風格進行
大規模合作，全新的鬍子大叔將陪伴粉絲一起渡過熱鬧的聖誕節，並一同
迎接新的一年。

因為什麼契機而創作出鬍子大叔的角色？
插畫家最愛幫自己創設虛擬分身了！鬍子大叔誕生的原因也是如此，初版
大叔的設定原是位身形肥短、充滿幽默感的怪怪大叔，後來因為參與了捷
運進站計劃，因此重新定位形象設計了新版幽默溫馨的大叔。

鬍子大叔跟插畫家本人的相似度有幾%？有什麼相似處？
初版怪大叔大概有80%，隨著角色的成長與人設上的調整，性格相似度則
越來越低，畢竟為了賺錢還是要圓滑些，但至始至終唯一保持的還是幽默
的態度。

幕後推手
藝術家AUD志恆

鬍子大叔的
TMI時間

3月21日，白羊混雙魚。

生日&星座？

三句話介紹自己的魅力點？

1.跟我相處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好笑就大聲笑，不好笑就不要笑啊。（莫名情
緒突然上來）
2.我有軟軟澎澎的鬍子跟肚子，摸起來跟躺起來都很舒服，你要來我家躺躺嗎？
3.第三個我留在心中好了。（就這樣許起了願望）

如何跟大叔一樣幽默感滿分？

可以練習拍照的時候，每張快門一下就閉眼睛，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其實
遺傳基因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的父親就是個充滿幽默感的人（包含長相），
從小耳濡目染的我，對於幽默就特別有感。

介紹這次一起來誠品玩的夥伴們吧！

接到誠品禮物節的邀請後，馬上揪我老婆柔伊、女兒查莉與口罩哥馬斯卡一同
變裝參與，除了由我本人變身聖誕老人外，大家有發現其他人各自扮演的角色
嗎？分別是馴鹿、雪人以及薑餅人喔。

今年聖誕節有什麼規劃？

肯定是去誠品大血拼啊∼只要有人敢破壞展場任何一處的視覺，我一定跟他拼
到底！開玩笑的啦∼以往聖誕節都是跟家人窩在家，今年特別跟朋友規劃兩天
一夜宜蘭之旅，包整棟民宿好好的笑一下。

對於這次變身聖誕老人的想法？

最後想跟誠品粉絲說的一句話

超級開心！終於有機會扮演聖誕老人啦！多麼夢寐以求的任務啊∼另外設計師
也在衣著上做了點變化，換成最愛的帽T，並捨棄皮帶等配件，讓整體造型更加
俐落簡潔，身形也放大了些，看起來更加飽滿，就如同棉被剛曬完太陽般，有
種蓬鬆暖和又帶點香氣的感覺。（拼命聞）

小檔案—AUD ╳ 鬍子大叔小檔案—AUD ╳ 鬍子大叔

鬍子大叔（UNCLE TOMMY），擅長運用獨特三原色，紅、鬍子大叔（UNCLE TOMMY），擅長運用獨特三原色，紅、
黃、藍進行創作， 以挖掘日常荒謬事件為樂，深信只要持續黃、藍進行創作， 以挖掘日常荒謬事件為樂，深信只要持續
保持幽默過生活，不管到哪都將自帶罐頭笑聲。保持幽默過生活，不管到哪都將自帶罐頭笑聲。



誠品APP／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  
憑誠品點10點即可

兌換抽獎機會乙次
天天抽聖誕倒數24項好禮，如：
Panasonic國際牌 - 負離子空氣清淨機
（價值 6,490 元，共乙台）

康生寵 i 美足 - 時尚舒壓按摩腳機
（價值 9,800 元，共乙台）

參加抽獎即有機會再抽中
iPhone14 128GB （價值27,900元，共乙份）

兌換地點｜2F誠品書店服務台

活動共同注意事項—●發票金額累計限活動店別當店當日消費發票，恕不跨店跨日累計，每人每筆發票限兌換乙次。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兌換會員相關贈禮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及當日消費電子發票證明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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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活動僅適用台灣申辦之會員卡／累計卡，台灣以外之海外會員卡恕不適用。●誠品人專屬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升等誠品人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且消費時請出示誠品人會員卡或誠品人APP行動會
員卡累計消費方可列入活動計算，活動不可跨會員累計。●所有贈品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圖片僅供參考，贈品一經兌換恕不接受退換；活動贈品皆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如需辦理退貨，所兌換之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退貨時如未攜帶活動贈品辦理退貨程
序，須無條件同意依誠品生活所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金。●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且兌換後之發票剩餘金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抽獎活動由誠品生活主辦，持卡人參加本活動即表示同意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得於辦理本活動之需要範圍內，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蒐集、處
理、利用其個人資料。●活動其他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調整變更活動之權利。

扣誠品點300點，即可
兌換$50電子抵用券 乙張（可累計兌換）

※誠品APP兌換方式：登入誠品APP → 誠品點數 → 點數兌換

扣誠品點300點，即可
兌換$50電子抵用券 乙張（可累計兌換）

※門市兌換需本人持會員卡至2F誠品書店服務台兌換          ※誠品APP兌換方式：登入誠品APP → 誠品點數 → 點數兌換

●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限至2023.1.07 Sat.止，逾期無效，抵用券詳細使用方式請見券面說明。●本券為電子券型式，兌換後將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APP查看抵用券明細，或於專櫃消費時出示會員卡或誠品
APP行動會員卡直接進行折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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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券限誠品生活南紡店使用，恕不適用於誠品書
店、誠品風格文具館●排除專櫃若有異動及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

●此活動需先登入誠品APP或迷誠品網站方能參與點數兌換，首次登入請先註冊帳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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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每筆點數兌換視為乙次抽獎機會，每卡
不限抽獎機會。●兌換為誠品點即時扣抵，信箱收取到點數兌換成功通知函即獲得抽獎資格。●若因不可抗拒因素，取消點數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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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會員
中心】中查詢。●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得獎者於公告當日需仍為有效卡友方具領獎資格，當日獎項於一個工作日後抽出並公佈(如遇假日則自動順延)，獎項於活動結束後統一期限領取並由專人電
話通知中獎與領獎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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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指定期間2023.1.09 Mon. － 2023.2.09 Thu.辦理領獎，未於期限內至誠品指定店別完成辦
理，視同放棄兌獎資格。●活動期間每卡(限同一身份ID)限一次「iPhone14(128GB)」抽獎機會。●活動屬機會中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細請見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明。● 每日抽獎獎
項之品項、型號以點數專區活動網頁說明為準。●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滿額回饋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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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數專區 誠品APP

找到館內隱藏圖示，並使用誠品APP           掃碼
即可憑兌換畫面及會員卡(或誠品APP行動會員卡)
至2F書店服務台兌換「鬍子大叔限量貼紙」
期間內每會員限兌換乙份

Th
u

2022.12.01 Thu. - 2022.12.31 Sat.

券面僅供示意

12.01 Thu. - 12.24 Sat.  誠品點好好兌 聖誕倒數月曆

12.01 Thu. - 12.31 Sat.  點點成金 誠品點換購物金



5151折折

8181折折

8383折折

7575折折

8787折折

5656折折

6363折折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Jellycat 趣味聖誕禮品
推薦價780-2,480

LYCORISLYCORIS
馬油護手霜套組
柑心有你30ml＋海洋情懷30ml＋
輕青草原30ml 
三組特價1,288｜原價680／組

敲敲金工 Choccy Metal敲敲金工 Choccy Metal
金色寬版留言手環體驗／訂製，特價1,980｜原價2,280

敲敲金工 Choccy Metal敲敲金工 Choccy Metal
小復古格紋天然珍珠純銀耳夾
特價3,380｜原價3,880

LUCY'S MOUNTAINLUCY'S MOUNTAIN
大骨頭玩具＋毛毯 
特價2,280｜原價2,800

hoi! 好好生活hoi! 好好生活
hoi! 水磨石款—香氛蠟燭暖燈
可調升降／可調光 

特價1,999｜原價2,480

hoi! 好好生活hoi! 好好生活
hoi! 北歐編織四季可用披毯，特價499｜原價890

hoi! 好好生活hoi! 好好生活
hoi! 台灣茶香氛限量提袋禮盒組
特價649｜原價1,280

Urban UnitsUrban Units
Marshall
Acton II 家用式藍牙喇叭，推薦價11,900

Urban UnitsUrban Units
Marshall
Willen 攜帶式藍牙喇叭
推薦價3,990LYCORISLYCORIS

Q版馬油禮盒套組
柑橘馬油滋養霜20ml＋
扁柏馬油滋養霜20ml＋
Q版馬油保濕皂80g
特價1,488｜原價1,980

BIOCHEM倍優BIOCHEM倍優
聖誕限定香氛組
玫瑰身體乳250ml＋玫瑰香水20ml
五款任選

特價500｜原價600



7878折折

6666折折

8585折折

LYCORISLYCORIS
馬油保濕特惠組—
馬油舒緩身體乳400ml＋馬油保濕沐浴乳400ml＋
馬油保濕洗面乳150ml
特價1,688｜原價2,540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HYDY時尚保溫水瓶16oz
寶石藍／水波紋亞德里亞海＋深藍泡茶器

推薦價1,380，黑／金卡會員9折

Urban UnitsUrban Units
Gaston Luga Pandlare 防潑水後背包
推薦價5,190

Urban UnitsUrban Units
Gaston Luga Halgen 旅行／公事兩用包
推薦價7,190

LUCY'S MOUNTAINLUCY'S MOUNTAIN
防燃機能夾克
特價4,280｜原價4,580

SOBDEALLSOBDEALL
經典化妝小箱包
特價10,030｜原價11,800

hoi! 好好生活hoi! 好好生活
hoi! LAB實驗室香氛體驗組
特價399｜原價699

hoi!好好生活hoi!好好生活
hoi! Lab實驗室香氛／台灣茶香氛／台灣百岳 任選二件85折

Urban UnitsUrban Units
Marshall Major IV 耳罩式藍牙耳機
推薦價4,990

BIOCHEM倍優BIOCHEM倍優
秋冬保濕首選—
蝸牛修護精華30ml＋
積雪草全效乳液120ml
特價1,990｜原價2,550

NUNU
能量純鈦項鍊女／男款
推薦價11,800起 

即贈能量純鈦手鍊乙只
價值7,680起

expoexpo
喔喔oooh—
膠囊瓶護手噴霧／森林，推薦價260
護手噴霧補充瓶／森林，推薦價280
膠囊瓶通用矽膠套／軍墨綠，推薦價140



PintooPintoo
聖誕花圈奇奇與蒂蒂56片
推薦價599
單筆消費滿500
即可399加購迪士尼限定
聖誕造型花圈乙盒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全球限量版

NICI經典棕熊坐姿玩偶80cm
推薦價1,980

hoi! 好好生活hoi! 好好生活
hoi! LAB富士水晶擴香燈
六款任選

特價799｜原價1,280

BIOCHEM倍優BIOCHEM倍優
聖誕亮顏彩妝—
玫瑰亮顏觸控氣墊霜15g＋
嘟嘟嘴豐唇精華6ml
特價800｜原價950

Long D AccessoryLong D Accessory
❶日本布手工髮箍／紅，推薦價980 
❷韓國髮箍／綠，推薦價490
❸韓國大腸髮圈，推薦價390

SADOMAIN仙德曼SADOMAIN仙德曼
露營餐具組
同色四入／附收納網袋

特價880｜原價1,000
SOBDEALLSOBDEALL
方型小水桶包
特價10,380｜原價11,800

SADOMAIN仙德曼SADOMAIN仙德曼
玻璃紅酒杯旅組250ml  附專屬收納套
特價880｜原價1,000

expoexpo
討酒吧！水果酒系列180ml，推薦價200-600

NUNU
健康雙面能量單人毯
推薦價13,800
即贈雙面健康能量枕巾乙只／價值4,980

LYCORISLYCORIS
LE PLEIN濟州島身體髮香噴霧
濟州島的春夏秋冬四入
特價1,600｜原價1,920

禁
止
酒
駕
，
未
滿
十
八
歲
禁
止
飲
酒

expoexpo
茶籽堂年度版畫禮盒三入組—
肖楠葉淨化洗髮露50ml＋肖楠葉平衡沐浴露 50ml＋
肖楠葉純淨洗手露 50ml
推薦價400

❶

❷

❸

6262折折

8383折折

8484折折

77折折



誠品線上一掃即購誠品線上一掃即購

Moleskine×Kaweco｜誠品線上Moleskine×Kaweco｜誠品線上
Moleskine×Kaweco 聯名鋼筆
特價1,088｜原價1,280

德國dorothee lehnen｜誠品線上德國dorothee lehnen｜誠品線上
手工羊毛氈愛心熱水袋
特價1,080｜原價1,280

ADERIA｜誠品線上ADERIA｜誠品線上
昭和復古系列深型點心碗
特價612｜原價720／入

美國PADDYWAX｜誠品線上美國PADDYWAX｜誠品線上
聖誕鐵盒系列—14小時蠟燭
五款插畫&香氣

特價490｜原價590

Wacaco｜誠品線上Wacaco｜誠品線上
Picopresso高階版隨身咖啡機禮盒組
推薦價3,314
11.11-12.25 WACACO全品項85折

TOBIcoBACO｜誠品線上TOBIcoBACO｜誠品線上
豐田產業跳箱收納盒
Punva堆疊式三層
特價1,683｜原價1,980

POST GENERAL｜誠品線上POST GENERAL｜誠品線上
便攜型戶外露營
LED掛燈／附罩LED掛燈
推薦價480／630
11.11-12.25 POST GENERAL全品項85折

誠品線上
    聖誕同慶



  

2022.12.02-2023.1.02  A1館5F夢想舞台

韓國SULWHASOO
潤燥養膚精華30ml
特價569元 原價1,440元 

韓國SULWHASOO
潤燥養膚精華30ml
特價569元 原價1,440元 

Dr's Formula
全系列升級版洗髮精
四瓶特價1,000元 原價349元／瓶AHC超能玻尿酸保濕肌亮明星禮盒

特價999元 原價2,533元 

消費滿2,000元贈品牌帆布袋乙只

任選兩盒300元以上盒玩現折50元
任選黃標商品限時特價
一盒300元  二盒520元  三盒700元

t.s.mall
SPECIAL DISCOUNT南紡│折扣訊息│

SOBDEALLSOBDEALL
全系列9折
消費滿2,500現折150
可累贈／部分商品不適用上述優惠

焦糖MIX聖誕精選皮夾6折
售完為止

12.17-18、12.24-25 聖誕加碼｜
購買任一包款
即贈皮革保養油15ml乙只

12.03-12.25 聖誕襪驚喜｜
結帳金額滿6,000元
即可參加抽獎活動
購物金獎項可直接現抵

12.03-12.26 傳情聖誕｜
活動期間不限金額消費
即贈聖誕皮飾乙只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2022.12.31-2023.1.02 跨年加碼｜
結帳金額滿7,000元
即贈品牌保溫杯乙只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部分商品不適用上述優惠

PintooPintoo
歡慶聖誕—Hello Kitty系列48片
推薦價280
甜蜜聖誕—曼蒂48片
推薦價260

即日起至12.31
書衣拼圖任選二件9折
小熊維尼系列—
維尼手繪風329片，推薦價499
KORIRI不可思議的貓世界—
上學去233片，推薦價359

 

LYCORISLYCORIS
凡購買LE PLEIN濟州島身體髮香噴霧 
春夏秋冬任一款，
即可以780加購馬油保濕皂盒組乙組

 

扭不庭扭不庭
盲盒任選二件現折50元

 



meet.eslite.com
迷誠品網站 誠品APP

立即體驗！ www.eslite.com
誠品線上

12.01 Thu. - 1.03 Tue.

2022 2023

誠品生活南紡店  eslite spectrum t.s. mall store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366號│南紡購物中心 A1館2F
No.366, Sec. 1, Zhonghua E. Rd., East Dist., Tainan City 701, Taiwan (R.O.C)
TEL：06-6025600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11:00am - 10:0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