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額回饋
6.05 Wed. - 7.02 Tue.

誠品人獨享
暢遊寶島滿額抽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SPECIAL
OFFER

1,000元，即可獲得「抽獎機會」乙次，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店單筆消費滿

2,000

元兩次，依此類推…，有機會抽中：

滿

（價值9,212元，共15名）
「華信航空 國內線不限航點雙人來回機票」
（價值10,560元，共12名）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旅人客房住宿招待券」
（價值15,180元，共5名）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星光主題客房住宿招待券」
（價值19,990元，共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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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信航空 國內線不限航點雙人來回機票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旅人客房

活動詳請

6.05 Wed. - 6.10 Mon.

寶島好物
清新禮

6.05 Wed. - 7.02 Tue.

禮遇會員
樂活禮

6.05 Wed. - 6.19 Wed.

LINE 酷券
點點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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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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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2 Fri.-08.12 Mon.。●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本活動無需至顧客服務中心
服務台登記兌換。

就愛LINE Pay
滿額享3%
回饋！

瓏山林蘇澳冷熱泉度假飯店 西式套房

1,500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站前店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滿

「阿原 土薄荷／苦瓜牙膏30g」乙份（限量200份，價值160元）。

即贈

●指定專櫃｜黑方巧克力、紅玉滿赤心雞蛋糕、台中郭記、聖瑪莉、樺達奶茶、19NINETEEN、菘韓館、Q丸和洋食堂、 菘麵坊、吉野家、老董牛肉
麵、壽司元、上島珈琲店、平田壽司、頂呱呱、翰林茶棧、鬍鬚張魯肉飯、摩斯漢堡、Yamazaki、樂檸漢堡、MisterDonut、KrispyKreme、阿默典
藏蛋糕、萬金游、快車肉乾、德克士、香帥蛋糕、上信饌玉、小南門傳統豆花、先喝道、黑面蔡、八方雲集、布萊恩紅茶、莫凡彼咖啡館、Caffe Bene
咖啡伴、迷客夏、STARBUCKS、麥當勞、肯德基、GOUTER、洪家三明治、西螺麻糬大王•冰上冰、火星猴子手工餅乾。●每卡限兌換乙份。●以下
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特賣會。●本活動提供產品兌換券，詳細規範依券面說明為主。

30,000元，即贈「日本IONION LX超輕量隨身空氣清
淨機」乙台（限量5台，價值4,980元），當日累計滿50,000元，即贈「美國FRIGIDAIRE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滿

倍效空氣清淨機」（限量6台，價值7,990元）。

●每卡各門檻限兌換乙份。●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特賣會。●本活動恕不與「全
館滿千送百」、「指定銀行加碼回饋」、「體驗台灣好物 會員滿額禮」、「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好所在」重複兌換。●美國FRIGIDAIRE倍效空氣清淨機
贈送型號為FAP-1154HI。●本活動提供產品兌換券，詳細規範依券面說明為主。

LINE Points200點
可兌換
「誠品生活年中慶300元購物金」乙張。

活動期間內，於LINE酷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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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05Wed. - 2019.7.02Tue.，逾期無效。◎活動期間每LINE帳號限兌換3張。◎本活動不需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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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不列入停車折抵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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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2 Tue.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星光主題客房

於LINE

Pay「我的條碼」付款，單筆消費滿

LINE Points 3%回饋。

活動詳情

立即兌換

3,000元(LINE Points點數折抵金額不列入計算)，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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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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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 Pay 活動網頁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活動限站前店當日發票當日(活動期間)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購買禮券、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累計金額兌換。●誠品人會員活動兌 換需出示會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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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限成功申辦會員後，持下筆消費發票方可兌換；愛書人會員 通行證 生活卡亦可參加；點數相關 活動僅限誠品人會員獨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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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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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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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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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之權利，詳細活動內容，請見迷誠品網站。

6.11 Tue. - 7.02 Tue.

體驗台灣好物
會員滿額禮

3,000元即可以250元加價購、滿5,000元，即可兌換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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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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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書店、
誠品風格文具館、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特賣會。●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好所在」、「禮遇會員 樂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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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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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元，即贈「JINS快速配鏡抵用券

6.11 Tue. - 7.02 Tue.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站前店期間單筆消費滿

潮流速配
加碼購物金

●每卡期間內限兌換2份，限量120份，贈完為止。●凡購買JINS乙副眼鏡，即可使用抵用券乙張。●本活動若與「禮遇會員 樂活禮」、「體驗台灣好
物 會員滿額禮」重複兌換，最多僅可兌換「JINS快速配鏡抵用券300元」乙張。●JINS抵用券，詳見券面使用規則。●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
誠品書店站前店、誠品書店台北捷運店、誠品風格文具館、特賣會。

300元」乙張，滿4,000元兩張，每卡限兌換2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品牌介紹｜

JINS要讓您的視野從此改變，世界看起來不再相同。使生活更加富裕充實，為您帶來從未經歷的體驗。創造「嶄新的理所當然」，開拓前所未見的世界。

6.11 Tue. - 7.02 Tue.

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好所在

36,000元，即贈「誠品行旅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
（ 價值20,196元 ）。

雅緻客房住宿」乙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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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特賣會。●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
動重複兌換：「體驗台灣好物─會員滿額禮」、「禮遇會員 樂活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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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無需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3,000元，即贈「berji 白毫玫瑰保濕身體乳120ml」乙瓶

6.05 Wed. - 7.02 Tue.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

站前加碼
芬芳美體禮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瓶，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
特賣會。●本活動提供產品兌換券，詳細規範依券面說明為主。

(價值250元／瓶)。

品牌介紹｜

berji 泊姿為各肌齡需求量身設計，極緻華麗尊寵，溫柔呵護每一吋肌膚。追求環保、健康、自然訴求，獨家專利系列保養品，讓妳全身上下的每一吋
肌膚，閃亮到讓人目眩讚嘆。

2019.4.03 Wed. - 7.02 Tue.

刷卡分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 3,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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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期零利率

享 6 期零利率

銀行刷卡滿額禮

單筆消費滿 12,000 元以上

享 12 期零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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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4.03 Wed. - 7.02 Tue.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於站前店刷卡消費累計滿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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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元贈

滿 35,0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乙份，限量 2,500 份

乙份，限量 200 份

乙份，限量 2,0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150 份

乙份，限量 2,0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12,000 元贈

滿 18,000 元
且分期，加贈

乙份，限量 7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6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18,000 元贈

滿 13,000 元贈

滿 13,000 元贈

滿 13,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乙份，限量 1,000 份

乙份，限量 2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800 份

乙份，限量 15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單筆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32,000 元贈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1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20 份

乙份，限量 600 份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500 元

誠品禮券 4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6,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分期滿 5,000 元贈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4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乙份，限量 4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12,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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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 6/05-7/02 限定兌換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12,000 元贈

分期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4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5,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300 元

僅限分期刷卡兌換
※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即日起 -2020.3.31 Tue.

刷銀聯享優惠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持銀聯卡於指定通路消費享：
● 全台誠品書店及誠品生活專櫃當日當店累計消費滿NT$3,000元(含)以上,即贈『誠品抵用券150元』乙份。
● 使用『銀聯IC卡閃付/手機閃付』當日當店累計消費滿NT$3,000元(含)以上,即贈『誠品抵用券200元』乙份。

注意事項：●本活動每卡每日限擇一優惠兌換乙次。●符合回饋資格者，需於消費當日持銀聯卡、同卡號消費刷卡簽單及發票至服務台登錄領取。●此活動僅適用於卡片帶有銀聯標誌，且卡號以62、81開頭之
銀聯卡。●誠品行旅、誠品表演廳、誠品電影院、購買禮券、紅利折抵及儲值卡加值恕不列入消費金額累計。●誠品及銀聯國際保留活動與贈品更改或終止權利，如有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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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動支付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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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Cash 及 Happ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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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誠品站前店消費累計，超過金額無法累計兌換，下述消費恕無法累計
兌換：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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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20 DIY麻糬 買三送一 再贈好麻吉購物袋（每日前30名）

炎炎夏日外出，常常逛街還未盡興，髮型就先ＮＧ，藏身在商場內的日式美
髮沙龍，絕對是你的巧幫手，以合理訂價聞名，擁有高品質的日本技術與日式
服務，在舒適宜人的空間，不論想要一日造型或髮型大改造都沒問題！

在誠品ㄟ好日子

品牌日最優惠，相揪作伙來誠品走走看看～

02

01

03

04

01

02

西螺麻糬大王•冰上冰

05

03

台中郭記

04

雅培米堤

摩斯漢堡

06

05

06

聖瑪莉

菘麵坊

6/5-6/20
DIY麻糬 買三送一

6/5-6/20

6/5-6/20

6/5-7/2

6/5-6/20

6/5-6/20

全系列盒裝產品

可頌

寶島水果冰茶／舒打

消費滿

蕉蔥牛肉拉麵

再贈好麻吉購物袋

任 件

第二杯半價

即贈

3 95 6 9

(每日前30名)

折， 件 折

買一送一

（買美味可頌，送原味可頌）

3,000元，

經典鳳梨玩偶(小)

一定愛哉 寶島美食就在這

220元｜原價230元

特價

套餐美食街

03

02
01

04

06

05
01

德克士
輕檸雞柳堡套餐

139元｜原價181元

特價

02

07
03

樂檸漢堡

04

頂呱呱

花醬大俠牛堡×1+鄉村大俠雞堡×1+裹漿直刨薯條(L)×2+

鮮嫩辣雞餐（辣味雞塊×1+黃金雞塊120g+

●飲品55元，可加價更換其他飲品

特價

經典脆炸雞塊×6+55元飲品×2

德式香腸捲×1+地瓜薯條100g+30元飲品×1）

204

399

元｜原價545元

特價
05

08

06

莫凡彼咖啡館
莫凡彼雙人分享餐 （內含：湯品×2+開胃菜×1+主食×2+甜點×2+

899元｜原價1,160元

特色飲品×2）*10%服務費另計 特價

菘韓館

07

元｜原價240元

老董牛肉麵

08

提拉米蘇鬆餅×1+韓式柚子茶×2

菘麵坊

番茄牛肉麵+紅燒牛肉麵

雞腿丼

推薦價

特價

推薦價

324元｜原價360元

韓式豬肉拌飯×1+韓式拉麵×1+

520元｜原價730元

特價

牛肉石鍋拌飯

250元

咖啡伴

185元

6.05－6.10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 全館滿

3,000送300

超人氣點心推薦

01

02
03

04
01

05
02

香帥蛋糕

黑方巧克力

03

07
04

阿默典藏蛋糕

08
05

快車肉乾

萬金游

雪藏蛋糕（任選一款）

原味生巧克力

綜合鳳梨酥 (8入)

原味杏仁香脆肉紙

經典款任選四包

特價

推薦價

特價

特價

特價

239元｜原價260元 每日限量30盒

06

06

580元

07

摩斯漢堡
當季水果冰茶×1+紫薯甜芋米派×1

99元｜原價120元

特價

香帥蛋糕

299元｜原價310元

08

200元｜原價250元

莫凡彼咖啡館

輕乳酪蛋糕

午茶新品組（黑糖珍珠麻糬鬆餅／比利時水果鬆餅+130元飲品）

特價

特價

199元｜原價220元

1,000元｜原價1,400元

328元｜原價380-410元

每日限量20盒

飲品推薦專區

01
03

02

04

01

05

迷客夏

02

冰萃檸檬／冰萃柳丁

45元｜原價50元

樺達奶茶
樺達珍珠奶茶

60元

推薦價

03

65元

08

黑面蔡
多瓜露系列

第二杯半價

●本品項優惠期間為6/01-6/30

小南門
推薦價

（限相同飲品）

07

07

招牌鮮奶茶+粉圓

第二杯半價

特價
06

19nineteen 精品茶飲
每月9、19、29號品牌日

06

04

京盛宇獨家包裝送禮茶包（7入）

170元

第二杯半價

（限相同飲品，品項依每日公告為主）

expo
推薦價

05

先喝道
明星好茶

08

布萊恩
台灣扁實香檬紅茶

59元｜原價65元

特價

Girl's Day 微正式質感著衣術

美女子
風格穿搭

01

東京企劃
真皮多格層功能托特包(共5色)

2,780元

推薦價

02

CACO
杏色休閒套裝

690元

推薦價

01

●系列款式以現場供應為主。

03

東京企劃
熱銷款長夾／短夾

1,380-1,980元

推薦價

04

02

JINS
春夏新品

CAM Combi Slim Airframe(Titanium)

3,480元

羅亞戴蒙

NK726閨蜜項鍊

03

04

推薦價

1,860元｜原價2,500元

特價

02

牛仔酷娃休閒Style
01

CACO

02

吊帶褲

牛仔布手工包款

690元

03

05

十二籃

1,680元

推薦價

推薦價

●系列款式以現場供應為主。

●手工包系列款式，優惠依現場為主。

iNA KATA走吧我們──

CACO
T恤

森林動物系列棒球帽

任選兩件

推薦價

●系列款式以現場供應為主。

04

邊緣工事

780

元

498元

01
05

03

邊緣工事

Little Oh！ ──
刺繡側背布包

1,090元

推薦價

04

青春洋溢約會必Buy系列
01

邊緣工事

02

那個市集

指定包款

手工髮帶

推薦價

推薦價

04

CACO

毛茸茸化妝包

粉紅休閒上衣

推薦價

推薦價

390元

04

390-490元

2,880元

邊緣工事

02

YUAN──

覓品 ALICE MARTHA──

03

01

590元

白色單寧褲裙

490元

推薦價

●系列款式以現場供應為主。

03

6.05－6.10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 全館滿

3,000送300
年中慶作伙買，
尚好ㄟ台灣貨！

在地出產尚實在

01

02

04

03

01

倍優 BIOCHEM

02

BC玻尿酸精液120ml+玫瑰氨基酸洗面皂150g
特價
元｜原價1,030元

牙膏×2（任選）贈阿原牙刷乙支

溫和的潔淨力，質地柔軟似水小分子玻尿酸幫助水分吸收。

多層次的植物纖維，全方位照顧口腔的健康。

850

03

阿原肥皂

560-760元｜原價700-900元

特價

expo

04

expo

女兒──

米糠手工皂──

卸妝水

米糠身體皂(三入)

推薦價

特價

溫和不刺激，有效乾淨肌膚，
還原肌膚最純淨的樣貌。

玉米澱粉盒裝皂(單件)

300元

528元｜原價600元
215元｜原價240元

特價

使用環保材質，維護地球質地單純，嬰兒也有適用款。

台灣咪呀尚蓋讚

01

expo
好日子 ──

Pockeat食物袋

640-690元

推薦價

時下最夯、環保又方便，
各種台灣特產花色，送禮也卡哇伊。

02

那個市集
寅珈琲 ──
各國咖啡豆

300-500元

推薦價

咖啡設計師精選來自各國咖啡豆，
獨家口味研發，期待來場美好際遇。

03

十二籃
隨心所遇──
手工拼布萬用袋

142-713元｜

特價

原價150-750元

從吸管組、飲料袋等等一應俱全拼布包，
花色獨特、種類多、極實用。

04

01

那個市集
覓朵朵事 ──

05

玻璃鍾罩藍芽喇叭

2,680元

推薦價

也可以當夜燈，永恆花材製成的小景，
與美妙音樂使人放鬆，還可客製專屬樣式。

05

雷諾瓦拼圖文化坊
寶島遊記 ──

859元

推薦價

身為正港台灣郎，這一幅絕對值得收藏，
下一次，就從地圖選擇喜愛城市出遊吧！

02

03

04

水噹噹，台灣女子保養術

阿原肥皂

倍優 BIOCHEM

阿原肥皂

沐浴手套

雙萃精華&極究面膜（透亮／緊緻）

購買任三肥皂，贈

特價

特價

1,680

元｜原價1,980元

蘊含植物草本精華，回到最初的無瑕簡單，
恢復自信透亮好膚質。

透亮光澤肌入門款

750-1,050元｜原價870-1,170元

不只去除髒汙，更能維持肌膚深層潔淨，
給你一整天的清新、純粹與自然。

超值面膜組 （30盒／片）

買一送一

1,500元｜原價3,000元

特價

忙碌熬夜、暗層乾肌，每日15分鐘，
美肌再現，挑戰CP值最高的精華液面膜。

倍優 BIOCHEM
新品頭皮護理組
（氨基酸雙效洗髮精250ml+頭皮調理精華

150ml+氨基酸雙效修護髮膜180ml，贈

木質紓壓髮梳）

1,980元｜原價2,720元

特價

頭皮肌膚與臉部一樣需要被呵護，
選擇合適產品，讓頭皮深呼吸，再次擁有烏黑麗髮。

蕾舒翠

蕾舒翠

EDN

EDN

購買花神安瓶

水盈潤潔面乳

贈水盈潤去角質×1+水盈潤晶露×1

買一送一

艾地苯蠶絲蛋白精華×1+

艾地苯蠶絲蛋白精華×1+

特價

特價

Q10酵母光漾潔顏慕絲×1
特價
元｜原價5,600元

溫和胺基酸配方，不含一般化工界面活性劑，綿密
細緻的泡沫能徹底潔淨肌膚。

含酵素萃取成分，有效清潔淡妝及汙垢，
洗後滋潤不緊繃，蠶絲精華幫助深層保養。

Nu Derma 新德曼
金采復活保濕精華×1+
金采極致晶凍凝露×2+
肌因抗老微導膜×4

CONI

CONI

極萃黑松露亮眼精華15ml +

無限肌緻極淨卸洗凝膠420ml +

8,000

元｜原價11,000元

深入根源，有效改善皮膚粗糙及黯沉問題，保水度
提升，使肌膚柔軟潤澤，充滿彈性。

1,000元｜原價2,000元

3,800

富勒烯極緻潤澤精華×1+

亮白水凝C粉（2入）×1+

10,000元｜原價13,400元

特價

含水解蠶絲精華、銀耳萃取與大豆蛋白，
增加肌膚對外防護力、讓肌膚持續散發光采。

彈嫩緊緻肌精選款

Nu Derma 新德曼
立體彈力撫紋筆10ml×1+
金采極緻晶凍凝露125ml×2
特價5,800元｜原價9,400元
結合音波導入，輕輕一抹立即緊緻，吸收更完整、
舒緩眼睛疲勞，有助眼周肌膚煥新。

Berlyetaga 柏麗塔嘉
有機全效純玫瑰果油，贈按摩儀×1

1,990元｜原價4,990元

特價

改善膚色斑駁不均、暗沉等問題，促進肌膚活
化，使肌膚緊緻透亮。

6,800元｜原價11,600元

特價

蘊含高貴成分黃金能防止細紋產生，長效為肌膚補
充水份，使肌膚立即擁有水嫩透亮。

Berlyetaga 柏麗塔嘉
全效百草水活晶露120ml×1+
全效百草去角質凝膠120ml×2
特價2,000元｜原價5,980元
含龍血萃取與植物精華，紓緩肌膚不適，為肌膚提
供保濕泉源，使肌膚飽滿透亮。

無限肌緻玻尿酸保濕緊緻眼膜（50入／盒）

3,800

特價

元｜原價9,800元

解決眼周問題，給予眼周最需要的北美聖草糖蛋白，
使肌膚柔嫩有光澤。

無限肌緻高保濕紓活潤膚水420ml +
無限肌緻玻尿酸保濕乳液60ml

2,500元｜原價5,780元

特價

全套保養，從清潔肌膚開始，凝膠型卸妝可深層
清潔毛孔髒汙，零油感、零摩擦。

berji

berji

燕窩高機能極潤化妝水120ml+

嫩白水漾化妝水500ml+雙效靚白潔顏蜜500ml+

全天候保濕凍膜50ml

特價

極潤水妍保濕凝膠50ml+

2,680

特價

元｜原價5,880元

精華液質地化妝水，內含燕窩萃取及玻尿酸胜肽精
華，使肌膚修護、亮白及緊緻。

全天候保濕凍膜 50ml+玻尿酸特級保濕精華液 50ml

4,980元｜原價8,180元

掌握全天候密集補水，提升肌膚水嫩保濕，
鎖住角質層水份，改善肌膚乾燥。

6.05－6.10

新櫃登場

誠品人會員 累計卡卡友 全館滿

NEW
OPENING

雅培米堤

洪家手作三明治

完美法式味蕾 創造經典美味

全家人的回憶 共同存在的好滋味

雅培米堤自

2002

3,000送300

年成立以來，始終秉持著「法國味、台灣情」的經營理念；「法國

為老字號「洪瑞珍三明治」後代經營，本店負責人為洪瑞珍老店女兒，秉持老字號精神

味」堅持使用世界頂級烘培原料與天然的味道，遵循法式手工古法來完成每一項產品，

用最好的食材做最好吃的三明治。招牌口味有藍莓起司、花生、滿漢、全麥火腿，無論

而「台灣情」則是基於對這片土地的熱愛，期望大家都能在沒有經濟負擔之下，享受雅

做早餐、午餐、下午茶或消夜都很適合，柔滑順口的美乃滋串起蛋和吐司，創造美好每

培米堤的甜點。

一天。

西螺麻糬大王•冰上冰

RITE

網路爆紅、西螺名物！正宗麻糬大王Q彈再現

永遠保有叛逆的心 不放棄挑戰的勇氣

經過多年努力，終於研發獨特口感、深受大家喜愛的麻糬。冰上冰專注在每個製作細

「One

節，堅持給客戶最天然的麻糬。 用濁水溪孕育的獻納米，及採用天然古法製作，用上等

more chance

」RITE 設計精神打破既有包包的刻板印象，以叛逆改造的概

念刻劃出RITE基本架構，結構的轉換、每環節的鑽研，最後賦予每款包體不同核心價

食材捏出一顆顆擄獲饕客味蕾的麻糬，創造讓人一吃就愛上的滋味，不只賣麻糬，而是

值，讓每個使用RITE包的顧客加入自己的風格，創造專屬自己的味道，不再一眛追求

傳承家鄉最純粹的美好回憶。

已存在的樣板，不盲從的創造自我風格。

●限定優惠

●限定優惠

6/5-6/20 DIY麻糬買三送一，再贈「好麻吉購物袋」
(每日前30名)

下載RITE APP，加入會員即可領取熱銷新品優惠券，

PIPPER

Berlyetaga 柏麗塔嘉

憑券最高現折520元

創造低敏的健康環境 從居家開始

追求質感生活 自然純淨是最好的選擇

利用鳳梨酵素製成PIPPER

STANDARD，系列天然居家清潔產品，不僅安全，且清

崇尚回歸自然的生活品質，正漸漸的成為我們追求完美生活的理念。為愛護自己及家人

潔力足以媲美化學品。具低敏認証，可生物分解。為消費者提供天然居家清潔產品，以

的每個人打造健康完美的護膚保養品聖地。精緻、安全、無負擔的承諾，期望給予每位

取代傳統的化學產品，降低了人們接觸有害化學物質的機會，且達成降低過敏比率、減

顧客更多愉悅感受。在這裡可以輕鬆地找到健康、自然、完美的保養品。

少環境污染。
●開幕優惠

499元｜原價798元

全品項任選二瓶特價

再贈高級PIPPER洗衣袋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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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設計關鍵字
企劃─ 張家萁 │ 設計─ 傅文豪 │ 插畫─ 羅寗

FashionGuide內容編輯暨
評鑑處總監

《小日 子》雜誌發行人

盧介華

劉冠吟
2

曾在媒體、金融等相關產業工作，最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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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還是貼近台灣生活的事，喜歡不斷地嘗

25個台灣自創美妝保養品牌集結成書，展

試，喜歡停不下來的人生。

現台灣美妝品隱形冠軍的能量。

#生活化的日常實用

#親切的土地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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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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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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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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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經驗轉化成製作理念，成為能一眼辨識出的設計細節。

顏的薏仁，讓肌膚除了涵養美麗，也飽含台灣的自然模樣。

我的台灣好物清單

1

我的台灣好物清單

1 印花樂│美味台灣餐墊

5 茶籽堂│肖楠葉修護手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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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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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方便，亦能展現獨到品味。

帶花果清新氣息，是男女都適用的中性香調。

2 厝內TZULAï│紅龜粿盤

6 阿原│白鶴草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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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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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砧板或盛器。

3

味清新悠揚。

4

精彩訪談 | 更多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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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訪談 | 更多好物
厝內TZULAï│雙層泡麵碗

物外設計│黃銅筆

綠藤生機│活萃修護精華露

5

北緯23.5│紅薏仁白潤凍膜

《 ELLE 》雜誌總編輯

6

盧淑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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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農生活╳食習執行長

編輯，可謂台灣時尚雜誌界最資深的時尚

范姜群季

編輯者！

#舒適無負擔的剪裁用料╳各種可能的

以「好好吃飯、好好生活」為核心，經營

跨界創作

House+Cafe since 1910、小山丘私廚火鍋等
文青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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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地開花的獨到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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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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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設計師們強大的適應力，「跨界」已經是他們理所當然的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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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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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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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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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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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注到不同領域的絕妙發揮。

術節的表演在各個角落熱鬧上演！

我的台灣好物清單

我的台灣好物清單

7 李倍Dleet

3 養牛耕田自然米

同時也是我的
夢幻品牌推薦

《 ELLE 》10年前首批報導的台灣新銳設計師，服裝的特色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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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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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成為餐桌上的珍饈。

件立裁技巧強大的襯衫相當合適。

4 阿娟姐客家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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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飽陽光的芥菜，漬上鹽巴醃成入湯後的味甜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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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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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農生活╳食習│極品干貝醬

神農生活╳食習│蒸肉粉

精彩訪談 | 更多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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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蒞臨夢與想像之境
誠品30信義藝術計畫

築夢踏實
藝術計畫紀念禮

2019.6.28 Fri.-7.28 Sun.

2019.6.28 Fri. - 7.28 Sun.

誠品信義店（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1號）

販售地點｜誠品信義店B1F顧客服務中心

參與方式—全館自由探索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參展藝術家—

憑信義店當日不限金額消費發票

戶外｜豪華朗機工

199th元加購
誠品30 ×TwinSocks
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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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家聯名襪 乙雙（價值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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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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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MIO ╳ 誠品

6.18（二）

Moleskine ╳ 誠品
橫線筆記本／L 推薦價990元／本

9,800元／盞

聯名款書燈 推薦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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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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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獻上金光閃閃的祝福。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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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信義店、網路書店
搶先販售

6.24（一）

全台誠品書店
同步上市

更多聯名商品，請至各店選購

PADDYWAX ╳ 誠品

伊織 ╳ 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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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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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元／個

旅行蠟燭 推薦價

380元／條

今治認證手帕兩款各兩色 推薦價

many books, so little time.

wed.

6.01 7.17
誠品點好好用 熱門飲品、30週年獨家聯名商品超值兌！
兌換再送誠品點1,0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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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sat.-6.30 sun.

6.16 sun.-7.16 tue.

消暑飲品 100點輕鬆兌 直接取

誠品30週年聯名商品 超值兌

各式人氣飲品：天仁茗茶珍珠奶茶、樺達奶茶…

master-piece
日本製黑迷彩側背包

Mondaine
瑞士國鐵錶 褐色款／全黑款

臨櫃扣誠品點100點／200點，馬上喝！

1,000點 + 3,280元

1,000點 + 6,880元

推薦價 4,800元 (限量5個)

誠品優惠價 9,600元 | 原價13,800元 (限量4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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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入 兌 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