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可尚│電影、紀錄片、廣告導演，現任台北電影節總監一職

曾以紀錄片《築巢人》獲【第15屆台北電影獎 最佳紀錄片 / 最佳剪接 / 百萬首獎】、
紀錄長片《野球孩子》獲【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台灣獎首獎、亞太影展最佳紀錄片】。

最新作品紀錄片《幸福定格》預計於2018年上映。

現實生活中，愛是要受過淬鍊的，愛的意義是複雜的

「我對於困難的愛，特別能夠感同身受。」專訪剛開始，沈可尚就說了這句話。年過30
歲，發現生活中有好多的愛，因現實因素變形，但當你開始接受這樣困難的愛，愛的輪

廓就會漸漸清晰，愛的本質就會出來。沈可尚的作品《遙遠星球的孩子》、《築巢人》到

《日日喃喃》都是在討論困難的愛，其中《築巢人》裡的爸爸面對自閉症的兒子，選擇將

兒子帶回家一起生活，經常痛苦到想逃，但心裡知道自己不會逃，這是身為父親給予孩子

的一切，這種愛真的很不容易。現實生活中，愛是要受過淬鍊的，愛的意義其實是複雜的。

共度的情感  人和人之間的愛是運轉出來的
聊到愛的能量，沈可尚說：「最微妙的是，人與人之間有雷達，可以感受彼此之間的善意，

善意累積久了，愛的能量就越來越大」在紀錄片《來得及說再見》其中一段描述失智獨居

老人的生活，偏鄉地區每天有志工送便當到獨居老人家中，送便當這件事，不只是滿足基

本生命所需，更深層的意義是，透過志工每日送便當時簡短的問候，幫助獨居老人建立與

世界的連結，志工也因這樣善意的行為，得以將情感投射出去，在需要與被需要的當下運

轉出愛的能量。對沈可尚來說，這是一種共度的情感，人和人之間的愛是運轉出來的，讓

你知道，你和世界的關連沒那麼模糊，你需要世界的很多人，同樣的世界也需要你。

蘇文聖 (三毛)│跨領域藝術家，作品包含廣告、動畫、  MV、電影。 
曾以《南方小羊牧場》入圍【第50屆金馬獎最佳視覺效果】、【2013年亞洲電影大獎最佳
視覺效果】，並且連續兩年獲得臺北電影節動畫類首獎。首部個人執導劇情長片《有五個

姊姊的我就註定要單身了啊！》預計2018年上映。

感謝電影帶我來到這裡，遇到這群人，看到這樣的風景，今天晚

上，我一定會夢見這裡。

生活需要暫停鍵，一個片刻停留，發現愛的美好存在。就像三毛前陣子正進行長片《有五個

姊姊的我就註定要單身了啊！》的拍攝，聊到過程中的一個片段，仍然覺得感動萬分。當時

劇組一行人浩浩蕩蕩來到北海岸，大家拍完日戲，三三兩兩裹著大衣，逆著海風站在浪邊等

待天黑，太陽下山前，天邊透出橘色的光，燈光組點亮吊車上的大燈，海岸線頓時被大燈染

成紫色，橘色的浪花滾上紫色的沙，讓人彷彿置身在夢裡。有一瞬間，沙灘上沒有一個人說

話，三毛突然瞥見這部電影完成的樣貌，腦中拂過溫暖的風，心中充滿感恩：「感謝電影帶

我來到這裡，遇到這群人，看到這樣的風景，今天晚上，我一定會夢見這裡。」

平凡日子裡的幸福流動

常常用盡全力想看清楚愛的模樣，原來這些情感早已在平凡生活中流動著。三毛有感而發

地聊到最近深深觸動他的那片風景。那天三毛走路回家時，一輛私營的垃圾車停在街角，

車上坐了一對中年夫妻。男人打開車門，拎起餐廳門口又大又沉的垃圾扔進後車廂，接著

又鑽進巷子裡，吃力地再拖出兩包。午夜的永康街一個人也沒有，車廂裡飄出刺鼻的惡

臭，壓縮機發出尖銳的噪音。汗如雨下的男人脫了外套回到車上，女人拿出手帕擦乾他臉

上的汗珠，並捧起他的臉頰親了他的側臉。男人聳了聳肩，催油打檔，表情藏不住羞澀。

車子駛過街角，閃著紅色的車尾燈揚長而去。那天萬里無雲，一彎新月掛在天上，真是春

天來臨前最美的風景。

   

楊雅喆│電影、舞台劇、單元劇、連續劇及紀錄片導演。

曾以電視劇《違章天堂》同時獲得單元劇導演及編劇獎、電影《女朋友。男朋友》獲多項

電影獎項，近期作品電影《血觀音》更獲得【第54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

愛可以是偉大的，愛也有可能是為了自己所愛，無所不用其極的

傷害別人。為了愛而傷害別人，就只剩下恨了

在楊雅喆的作品裡，經常可以看見各種愛的情感展現，青澀的、掙扎的、不安的等等，如

同他的電影《女朋友‧男朋友》帶出性別認同的愛的課題，而《血觀音》則深刻描繪現

實社會的權利與愛。聊到鏡頭下的愛，他特別提到，電視劇人生劇展《不愛練習曲》裡的

一幕，在故事的結局，社區裡「恐懼愛滋病兒童」的家長與愛滋中途之家的義工在遊行中

碰頭，一方唱著平安夜，一方叫囂著讓他們滾出社區，原本慈眉善目的兩方都成了大怒金

剛。其實雙方的人對自己的孩子都有著無比的愛，卻因為無知造成的恐懼，到頭來變成了

互相傷害的局面。「愛可以是偉大的，愛也有可能是為了自己所愛，無所不用其極的傷害

別人。為了愛而傷害別人，就只剩下恨了。」他說。

還有什麼比生過大病，卻又終於找回食慾的人更愛著人生呢？

每個人都擁有強大給予愛的力量，在付出愛之前，先從愛自己開始。楊雅喆與我們分享他

最近印象深刻的一個場景，某天他吃路邊攤，一起共桌的大叔也許因口腔做了極大的手

術，兩頰有長長的縫合疤痕，所以吃東西時，都必須一手拿著衛生紙抵住下巴，防止食物

湯水從唇邊漏出，但因為大叔食慾很好，即使不方便，還是將桌上的冬粉與小菜一掃而

空，然後滿意的結帳離開。這一幕讓楊雅喆從一開始的震驚轉而感到欣喜，因為他知道，

大叔是真心愉悅的享受那頓午餐，愛著自己的人生的。

採訪編輯│黃鈴芳   美術編輯│楊士慶

愛從來沒有絕對樣貌與標準定義，是親情、愛情、友情，或是來自一份關懷、一種救贖、

一個肯定等不同形式。當各種愛的能量聚集，將超越原有的認知，而轉化成新的意義與變

化，感受這份真實美好的存在，這是愛的進化論。

你心中的愛是什麼樣貌呢？ 誠品生活邀請楊雅喆、沈可尚、蘇文聖三位導演與我們聊聊
「鏡頭下的愛」。同時推出《祕密電影院》與《愛的樣貌‧攝影展》主題活動，跟著我們一

起在影像、對白、配樂裡感受各種愛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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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影片×未知的播放場所

有人說，在愛裡朦朧時即是最美，喜歡帶有秘密、窺探祕密是我們的天性。希區考克名作

《後窗 Rear Window》，攝影記者Je�eries由於在意外中摔斷腿，在輪椅上以望遠鏡偷窺鄰
居進而帶出一樁神秘的謀殺案，看似懸疑，但重新審視後會發現實為人與人之間的愛之深刻

描述。本片針對窺視欲的思考，正視且寫實，某種程度上，窺探是種欲望戰勝理性的第一階

段，而好奇心，亦是一種霧裡看花探索未知的浪漫。

誠品生活特別與 myVideo 合作，為喜歡電影的你帶來了最神秘的《秘密電影院》，在三位選
片導演 : 楊雅喆、沈可尚、蘇文聖的推薦下，一部未知的影片與一個未知的播放場所，可能是
你每每經過的一段走道，或也可能是你從未留意的角落，一段隨機且充滿驚奇的觀影過程，

正等你前來體驗。

紀錄鏡頭下愛的永恆

電影《星際效應 Interstellar》裡進入蟲洞中四維空間的父親Cooper，超越時空指引了女兒 
Murphy，最後改變了人類命運，記憶裡地球上的金色麥田，是他堅持下去的力量，一句
「愛，是唯一超越時間與空間的存在」成為貫通了整部影片的主旨。

親情、愛情、友情、世界上的愛千千萬萬種，對於愛的解釋也有千萬種，有些愛我們常常在

接受但卻不覺，有些愛我們時則忽略但卻又深刻，愛是種感受、是種付出、也讓我們會因為

對方付出而感到快樂、愛更是永不止息的力量。本次誠品生活《愛的樣貌．攝影展》將透過

三位導演 : 楊雅喆、沈可尚、蘇文聖的鏡頭引導下，領你我一起看見鏡頭下的愛。

楊雅喆攝影作品

《討愛》

沈可尚電影劇照

《兩個茱麗葉》 安可電影提供
蘇文聖攝影作品

《貓貓》

4.21 Sat. – 4.22 Sun.、4.28 Sat. – 4.29 Sun.、5.5 Sat. – 5.6 Sun.
誠品生活信義店、敦南店、松菸店、西門店、板橋店

●詳細活動報名方式請見誠品生活+臉書粉絲團。
●本活動僅限誠品人會員，每張會員卡可供兩名入場，  報名成功與否將以活動通知信為最後依據。

4.11 Wed. – 5.15 Tue.
信義店 1F 五米大道、敦南店 GF 藝賞牆、松菸店 3F 東側梯廳走道、
高醫店 B1F 商場服務台前

●詳細活動內容，請關注誠品生活+臉書粉絲團。

掃瞄 QR Code
立即加入誠品生活+

掃瞄 QR Code
立即加入誠品生活+

×

活動快訊
THEME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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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發聲練習｜Mom & Dad
4.28 Sat.｜14:00-15:00｜1F 藝樹區

誠品生活特別邀請親子網路創作者Mom & Dad和心心，

來分享生活中愛的每一刻。

透過現場音樂演出與歡樂的互動，

帶領大家一起感受愛的氛圍。

參加方式│免費入場。

愛的瞬間｜慢半拍小姐的影像情書
5.05 Sat.｜15:00-16:00｜1F 藝樹區

在愛的季節裡，誠品生活特別邀請知名街頭攝影師慢半拍小姐，

帶來充滿故事感與人情味的木造傳統相機，為您留下一張不需後製就富有層次的照片。

4.11 Wed. - 5.05 Sat. 活動期間，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3,000元或扣誠品點300點，即可至2F誠品生活
服務台兌換「影像情書」乙張，憑影像情書即可於5.05 Sat.當天讓慢半拍小姐為您留下一張「愛的瞬間拍立得」。

注意事項｜●請於活動時間內至現場報到參加，並出示「影像情書」提供工作人員確認。●活動當天依報到順序先後安排拍攝，請耐心等候。

愛的律動同樂會｜打開身體用心玩
5.06 Sun.｜15:00、16:00｜1F 藝樹區

誠品生活特別邀請雲門教室的老師，帶著大家一起玩出生活5力，

透過肢體的律動讓大家探索心靈、動腦思考，揮舞創意的五彩繽紛。

第一場  15:00-15:40   啟動身體探測器！(適合4-5歲)
第二場  16:00-16:40   身體帶領，勇敢出發！(適合6-8歲)

注意事項｜●憑誠品人會員或累計卡卡友即可免費報名參加，名額有限，額滿為止。●請於活動前至2F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服務台完成報名。
●本活動有年齡建議，請家長依據孩子的年齡報名參加。

親手縫製愛的溫度｜革格工坊
4.11 Wed. - 4.30 Mon.｜ 文化中心店3F 革格工坊專櫃

無論是工作或是出遊，托特包可說是必備基本款包包。

手工縫製專屬於自己的托特包，

簡約、輕便、耐用牛皮材質，讓你隨手一拎瀟灑上街。

現在報名加贈「手染鑰匙圈」乙只。

報名方式｜●報名費用：3,580元。(原價3,980元，含師資教學及材料費)。●活動詳情及報名，請洽文化中心店3F革格工坊專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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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品
攝
影 / N

ike 

許
啟
裕

德誼數位｜1F

Beats Studio3 Wireless 頭戴式耳機
推薦價11,900元
輕盈舒適，讓您全心貫注聆聽音樂，完美入門款耳機

波特鉅PRODIGY｜3F

舒足枕｜推薦價1,390元
全台熱銷！深層抒解日積月累的壓力

NU｜2F

3D能量足弓鞋墊(共五款)
任選二雙75折
五大獨家能量元素，
有效緩解各種久站、久走的不適感

CILOCALA｜1F

亮彩尼龍防潑水後背包(大) 
推薦價1,950元｜二件9折
背上紅色系的包包，
立刻有種亮眼熱情的氛圍

革格工坊｜3F

紅花手環

特價390元｜原價480元
在春暖花開的季節與百花相遇

BOG TEA ROOM｜安平店 1F

繽紛莓果蜜糖吐司｜推薦價220元
甜品控女孩們的奢華小甜點

鍾愛一生｜2F

playmobil 紅色指定系列
全面8折
微笑摩比讓小朋友發揮想像力，
創造自己的遊戲世界

La Mode｜1F 

ROYAL QUEEN系列偏光太陽眼鏡
特價3,380元 ｜原價9,800元
日本世界名牌精品眼鏡，亮麗水鑽襯托出典雅氣質

NIKE｜2F

男慢跑鞋 NIKE LUNARGLIDE 8 
特價2,390元｜原價4,100元
耐看的藏青色慢跑鞋，不僅百搭也充滿活力

革格工坊｜3F

星海浩瀚集線器

特價320元｜原價380元
彩繪與皮革的邂逅，完美收納耳機線和3C線材

i prefer｜1F　

感性與理性系列絲巾｜推薦價1,980元
絕美海洋藍漸層，彷彿美人魚悠遊其間

vensers｜1F

韓潮棉麻後背包

特價1,280元｜原價1,880元
簡約高質感的棉麻材質，實用、好搭又超值

CLAYWAY銀黏土製作所｜3F

共生瓣系列

特價4,590元｜原價4,990元
伸展、綻放、等待著屬於我的未來

Chez。公園參號｜3F

後背小姐

特價3,230元｜原價3,680元
為了規劃已久的小旅行，揹起屬於妳的後背包，
一起出發吧

NU｜2F

愛琴海愛戀項圈 ｜推薦價4,680元 

加贈「炫彩手環」乙入

 (價值1,200元，顏色以現場為主)
獨特風格的設計，讓您同時擁有健康、時尚並保持最佳狀態

Hi, my dear LIFE 
生活的意義在於生活本身的美好。──《小王子》

FAMILY：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如果你能過著簡單幸福的生活，

必定是身旁無數人用更大的代價守護而來的。──《小王子》



Love Yourself 
真正的問題不在長大，而是遺忘，

你忘了自己也曾經是個小孩。──《小王子》

COWA｜1F

恐龍鑰匙圈

特價950元｜原價980元
在忙碌的當下，忘卻煩惱及壓力，
為平凡的生活帶來樂趣

i prefer｜1F

信望愛系列絲巾｜推薦價1,980元
彷彿從春天中採擷一抹蔥鬱之綠，將綠意無限蔓延

olivo｜1F

寬版襯衫

特價1,980元｜原價2,480元
初夏晴朗舒服的好天氣，就穿這件出門吧

林班道體驗工廠｜3F

角斯插畫帆布包＋樂活12色彩色鉛筆組
特價680元｜原價1,200元
帆布袋下擺扣子打開還可以當書袋，一袋多用

創意美術｜文化中心店3F／南紡店2F

小王子輕黏土作品

特價450元｜原價1,350元
因為是親手製作的，所以成了世上獨一無二的，
就像盛放在小王子星球上的玫瑰花

大象山｜1F

綜合堅果醬二入

特價1,000元｜原價1,200元
養生的早餐、健康的宵夜
天然的好味道

Sinter 聖泉華｜1F

任選晶米系列商品滿3,000元，即贈「泡澡球」乙顆(價值199元)
用心的台南在地品牌，無可取代的自然美麗

小處茶作｜1F

新品推薦—

森半抹茶牛奶｜推薦價120元
品嚐抹茶的優雅溫潤風味，
每天都想來一杯 CILOCALA｜1F

tripose 漫遊系列—
岩紋輕巧兩用手提背包(小) 
特價1,692元｜原價1,880元
佐倉敬幸設計款，麻花棉與機能尼龍的撞色創新

COWA｜1F

信封開口斜背包  特價4,800元 ｜原價5,980元
信封式的設計，不著痕跡的時尚點綴

COWA｜1F

凱特斜背包

特價4,224元｜原價7,680元 
限量

Chez。公園參號｜3F

方圓七裡

特價1,120元｜原價1,280元
輕磅帆布與高密度麂皮絨
交乘出更輕鬆的生活質感

古典美｜1F

亞麻斜褶上衣

特價2,200元｜原價3,280元
素雅美、個性美
穿在身的中國風最美

CLAYWAY 銀黏土製作所｜3F

金工課程—寫一本書給你

特價1,690元｜原價2,280元
La Mode｜1F 

HORIEN系列偏光眼鏡
特價1,990元｜原價3,980元
獨特尊貴的形象，隨著世界的脈動一同呼吸

swatch｜1F

The Watch Vibe
推薦價2,350元

林班道體驗工廠｜3F

巧巧椅

特價840元｜原價1,120元

報名DIY體驗課程，即可以8 折加購「木蠟油」

If you want true LOVE - this is it. 
正因為你把時間投入在你的玫瑰身上，所以，她才會如此重要。──《小王子》



     

Give me a SMILE
當你在夜晚抬頭望向星空，我會在其中一顆星球上對你微笑，

對你而言，你便擁有了為你而笑的整片星空。──《小王子》

Persephone｜1F

蕾絲印花披肩

特價5,970元｜原價19,900元
柔美浪漫的薰衣草紫，
戀愛運、好感度大提升

NIKE｜2F

女子慢跑罩衫｜推薦價990元
舒適柔軟，稍微寬鬆的合身感讓跑步更加舒適

vensers｜1F

丹寧牛仔後背包

特價990元｜原價1,480元

誠品風格文具館｜文化中心店2F／南紡店2F

Breathe Sakura Season Diffuser 擴香
推薦價630元
誠品人會員再享9 折優惠

德誼數位｜1F

Apple Watch series3
推薦價10,900元起

NIKE｜2F

女慢跑鞋 WMNS NIKE FREE RN
特價2,290元｜原價4,000元
螢光撞色！快來體驗超凡的輕盈感與透氣性

雷諾瓦文化拼圖坊｜1F

甜蜜物語—Andrea Tilk 1000片
特價1,099元｜原價1,299元
時尚的構圖與飽滿的色彩，拼出獨特的美感

Persephone｜1F

蕾絲領絲洋裝

特價5,070元｜原價16,900元

swatch｜1F

超薄牡丹特殊包裝錶款

推薦價3,800元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WALLABY│文化中心店1F

旅行的好夥伴

WALLABY帶著熱情與活力，

製作設計行李箱、袋包類商品，

已有27年歷史。

為了延續MIT在地品牌的精神與品質，

我們不斷自我要求與挑戰。

期許讓消費者感受到品牌的堅持，

也享受到完美的使用體驗。

NU│文化中心店2F

享受科技心生活

NU健康守護鍺能量產品率全球風氣之先，

公開標示負離子含量，並且能量保固三年，

讓消費者買得透明、用得安心。

獨家負離子能量技術以奈米技術將鈦、鍺、

電氣石及陶瓷粉末溶入產品內，

釋放出負離子與遠紅外線。

適合各年齡層長期配帶。

Sun Flower│文化中心店2F

生產好產品的路是無止盡的

「三花棉業」成立於1969年，

秉持真誠負責的態度，

積極從日本導入新型織襪機器及最新技術，

陸續開發童襪、抗菌防臭棉襪、內衣褲等，

堅持給消費者最舒適、健康、優質的產品。

誠品風格文具館｜文化中心店2F／南紡店2F

J. Herbin Scented Ink Set with A Glass Pen／Purple　
推薦價1,080元
誠品人會員再享9 折優惠

誠品安平店 B1F



expo

ShockMAMA—微笑蛋寶

束口袋  特價238元｜原價280元

小提袋  特價357元｜原價420元

童心創意手創館

小王子系列拼豆作品

特價268元｜原價300元
大人小孩都愛玩，
小心不要拼上癮

Février 菲芙利

有機保養品系列

任選兩件88折

SADOMAIN 仙德曼

洋槐幾何缽(小)
特價450元｜原價600元
最天然無毒的餐具材質，一體成形無接縫

SADOMAIN 仙德曼

316風味手沖細口壺350ml
特價1,880元｜原價2,500元
人體工學鑄造手把設計，防滑好握，
壺內有標示刻度，方便實用

Style

Style AIR 空氣美姿調整墊
推薦價2,680元
誠品人會員再享95折優惠
利用空氣的力量去保持優美姿勢，
帶給您輕柔的舒適坐感

BIOCHEM 倍優

蝸牛修護精華原液50ml
特價1,250元｜原價2,500元

BIOCHEM 倍優

黑玫瑰超微導激活水潤霜120g＋
白藜蘆醇水精華250ml
特價2,500元｜原價3,150元

Himalaya

櫃上不限消費金額，

即可優惠加價購—

茉莉修護洗髮乳  
特價129元｜原價240元

喜馬拉雅養髮霜  
特價399元｜原價680元

SADOMAIN 仙德曼

法國少女悶燒罐提袋組—

悶燒罐600ml＋提袋
特價1,190元｜原價1,600元
美味料理輕鬆帶出門，衛生又實用

expo

南登機口—belle淺卡其
特價1,088元｜原價1,280元

SOBDEALL

休閒兩用包   特價10,240元｜原價12,800元

Pintoo

4.03 Tue. - 5.02 Wed.
單筆購買兩盒500片拼圖，
即可現折100元
限正價商品，拼圖框需另購

SOBDEALL

雅痞兩用後背包

特價9,440元｜原價11,800元
對生活有品味的男士，後背包不僅是一種包款，
更是一種生活態度

敲敲金工 Choccy Metal

指紋鈕扣課程(一組二入)
特價1,800元｜原價2,000元
需先來店親手印製指紋，後續可訂製或全程體驗製作，
也可更改為耳針飾品、項鍊或胸針樣式

Brad✕Sara Jewelry Art

純銀鏤空愛心墜飾—打開心窗

特價1,800元｜原價1,900元

加購項鍊可享95折優惠
手工純銀打造，結合台灣在地鐵花窗與愛心鏤空造型，
並內嵌小寶石戒。每人內心都深藏著珍貴的寶物，打開
心窗，看見屬於自己的光芒

Tiimec

新品上市—

Klasse14 OKTO WHITE ROSE
推薦價7,180元起
獨特的八角錶盤搭上切割線條展示現代感，
極具質感的時尚單品

Love is all around          星星發亮，是為了讓我們都能追尋到屬於自己的星星。──《小王子》



兌換地點│2F 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服務台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發票金額累計限活動店別當店當日消費發票，恕不跨店跨日累計，每人每筆發票限兌換乙次。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活動
消費金額累計：1F-STARBUCKS、精彩烘焙坊；2F-UNIQLO、春水堂；3F-小銅鍋義式餐酒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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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證明及當日消費發票，僅適用台灣
申辦之會員卡／累計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消費恕不適用，愛書人會員／通行證／生活卡亦可參加。●誠品人專屬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升等誠品人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且消費時請出示誠
品人會員卡或誠品人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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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金。●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且兌換
後之發票剩餘金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抽獎活動由誠品生活主辦，持卡人參加本活動即表示同意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得於辦理本活動之需要範圍內，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蒐集、處理、利用其個人資
料。●根據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機會中獎獎品市值超過1,001元(含)以上者，本國中獎人需填妥個人所得收據憑證，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始得以領獎，機會中獎獎項市值超過20,000元(含)以上者，本國中獎人
需填妥個人所得收據憑證，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並繳交10%之獎品稅金，方可領獎；外籍人士(含大陸人士)不論機會中獎獎品市值，皆需填妥個人所得收據憑證，附上護照正反面影本，並繳交20%之獎品
稅金，方可領獎。註：外籍人士(含大陸人士)若在台居留達183天以上須檢附在台居留證，則視為本國中獎人。●活動其他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調整變更活動之權利。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4.11 Wed. - 5.15 Tue.

●扣點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點數
兌換以會員當日持有點數為準，贈品數量有限，兌完
為止。●商品兌換後，除瑕疵外，恕不接受退換貨服
務。●活動其他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
保留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限時換 春日生活小物
誠品人點數，一點一點伴隨我們構築夢想生活時而產生。

隨著春日的到來，愛也悄然無聲的環繞我們！

 240 點

文化中心店｜Himalaya 

白達瑪脂淨白磨砂膏200ml
價值240元︱限量50份

●活動期間每人每卡限兌乙次，數量有限，贈完為止。贈品款式，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
●本活動恕不與「全館滿額贈森活晴雨傘」、「誠品人週末森活禮」活動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含音樂館)。

誠品人會員

當日單筆消費滿520元，

即贈「氧顏森活 森果系列面膜」乙片。

(價值102元)

自然系的保養專家《氧顏森活》嚴選高親膚性專利天絲羽翼布膜，
活性有效成份滲透肌底， 輕、薄、透的專利天絲羽翼布膜，
榮獲歐洲最高等級藥典醫學檢測標章，通過嚴格ISO10993檢測。

5.11 Fri. - 5.13 Sun.

寵愛媽咪
美顏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當日累計消費滿6,000元，

即贈「AROMA摩洛哥榛果修護洗髮乳」乙瓶。

(價值750元，限量65瓶)

●每卡每日限兌乙次，數量有限，恕不累贈，兌完為止。
●本活動恕不與「全館滿額贈森活晴雨傘」、「誠品人週末森活禮」、「愛的瞬間禮」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1F-DE DATA EXPRESS德誼數位；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含音樂館)。

4.11 Wed. - 5.15 Tue.

愛的重逢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或扣誠品點300點，
即可兌換「影像情書」乙張。

憑影像情書即可於 5.05 Sat. 當天，
讓慢半拍小姐為您留下一張「愛的瞬間拍立得」。

●每卡每日限兌兩張，數量有限，恕不累贈，兌完為止。
●本活動恕不與「全館滿額贈森活晴雨傘」、「誠品人週末森活禮」、「愛的重逢禮」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1F-DE DATA EXPRESS德誼數位；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含音樂館)。

4.11 Wed. - 5.05 Sat.

愛的瞬間禮

●活動日期：4.14 Sat.、4.15 Sun.、4.21 Sat.、4.22 Sun.、4.28 Sat.、4.29 Sun.、5.05 Sat.、5.06 Sun.、5.12 Sat.、5.13 Sun.。
●活動期間每人每卡各門檻贈禮限兌乙次，單張發票限兌換單一門檻贈禮，數量有限，贈完為止。贈品款式，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
●本活動恕不與「全館滿額贈森活晴雨傘」、「寵愛媽咪美顏禮」、「愛的重逢禮」、「愛的瞬間禮」活動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1F-DE DATA EXPRESS德誼數位；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含音樂館)。

誠品人會員

當日單筆消費

滿3,600元，即贈「氧顏森活 森果系列
面膜保養四入組」乙盒。(價值406元)

滿6,000元，即贈「氧顏森活 微金超導系列
面膜保養三入組」乙盒。(價值789元)

「士林紙業」一甲子品質保證，「日和士林」尖端生技研究室專業配方
設計。森果系列面膜嚴選高親膚性專利天絲羽翼布膜，活性有效成份
滲透肌底﹔微金超導系列特殊金銀超導膜，三層結構幫助微溫循環，
將面膜滿滿精華注入肌底。

4.14 Sat. - 5.13 Sun.

活動期間週六與週日

誠品人
週末森活禮

●活動店別：信義店、敦南店、松菸店、西門店、武昌店、板橋店、新板店、站前店、R79店、亞東醫院店、台南文化中心店、高雄大統店、高雄大遠百店、
高醫店。●關島來回機票之行程詳細使用規則，使用日期及其他負擔費用等，皆以兌換憑證說明為主，若有任何行程問題請與關島觀光局吳小姐連絡 (02) 
2325-9923。●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元可參加乙次，若不符合活動資格，或該筆消費辦理退換貨則中獎無效；會員消費記
錄以誠品會員卡系統紀錄為準，得獎者於公告當日需仍為有效卡方具領獎資格。得獎名單將於2018.5.25 Fri.公布於迷誠品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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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獎期間：2018.5.25 Fri.-6.25 Mon.。

誠品人會員

當日單店累計消費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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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旅行—台北—關島來回機票
(價值50,000元，共1名，1人中獎2人同行)

愛 攝影—CASIO FR100L 長腿美顏相機
(價值9,990元，共15名，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

4.11 Wed. - 5.15 Tue.

誠品人
LOVE獨享抽

• 氧顏森活 森果系列
  面膜保養四入組

• 氧顏森活 微金超導系列
 面膜保養三入組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18.4.3 Tue.- 7.3 Tue.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於當店刷卡消費累計滿額，憑信用卡、同卡號簽單及發票，
即可兌換指定滿額禮。

滿 17,000 元贈

誠品禮券300元
乙份，限量900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100元
乙份，限量1,500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100元
乙份，限量725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100元
乙份，限量500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100元
乙份，限量400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200元
乙份，限量100份

滿 5,500 元贈

誠品禮券100元
乙份，限量300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200元
乙份，限量300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100元
乙份，限量500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200元
乙份，限量300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200元
乙份，限量300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100元
乙份，限量600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200元
乙份，限量395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100元
乙份，限量150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200元
乙份，限量100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200元
乙份，限量200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100元
乙份，限量2,000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100元
乙份，限量600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200元
乙份，限量300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100元
乙份，限量100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200元
乙份，限量50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100元
乙份，限量300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200元
乙份，限量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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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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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卡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限本人兌換不得代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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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恕不得參加刷卡滿額禮活動。●以上活動刷卡消費恕不跨店累計，超過金額無法累計兌換，下述消費恕
無法累計兌換：1F-STARBUCKS、精彩烘焙坊；2F-UNIQLO、春水堂；3F-小銅鍋義式餐酒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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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街口支付消費恕不得兌換刷卡滿額禮；如使用行動支付Apple Pay / Samsung Pay / Android Pay(皆限手機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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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活動辦法如有異動，以活動現場公告為主。各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