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用卡、eslite Pay及行動支付滿額享回饋

刷指定銀行3%~5%／悠遊付最高10%回饋
會員日加碼   6.05 Sun.

來店好禮｜樂高積木體驗包

滿額加贈｜空氣循環扇／吸塵器

1F大廳零食大賞──────
單筆888抽誠品行旅住宿券

誠品獨家限定禮   6.07 Tue. - 7.05 Tue.

來店禮｜單筆滿500即可
兌換MASK BOY行李吊牌

滿額禮｜滿3,600起即可
兌換即刻出發 極輕兩用包

加碼禮｜消費滿額加碼
再送誠品行旅餐券／住宿券

指定樓層再加碼

滿 送
1F / 2F / 5F 滿20,000加贈700

6.01 Wed. - 6.06 Mon.

B1 / 4F 滿6,000加贈200

會員專屬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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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薈萃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信義店
 xinyi

6.01 Wed. - 7.05 Tue.

2022

郵寄名條
黏貼處

6.01 Wed. - 7.05 Tue.

2022

當日全館累計消費滿500元發票可免費停車半小時，每車每日最多優惠3小時，平日機車與汽車

第一小時未滿以一小時計算，假日汽車以半小時計算。誠品會員黑卡及金卡每週一至週五，當日

累計消費滿500元以上，可享會員優惠半小時（例假日、國定假日及彈性放假日除外；每日每卡

限優惠一次）。以上優惠每日每車最高上限為3小時（含會員優惠）。

免費停車
優惠

meet.eslite.com
迷誠品網站  誠品人 eslite  APP

立即體驗！ www.eslite.com
誠品線上

誠品信義店 eslite xin yi store
台北市松高路11號│捷運板南線 市政府站2號出口

No.11, Songgao Rd., Taipei City 110, Taiwan (R.O.C) 
MRT: Exit 2, Taipei City Hall Station,Nangang-Banqiao-Tucheng Line｜TEL: 02-8789-3388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商場　　 Department store  11:00am - 11:00pm
2F書店　2F Bookstore 　  11:00am - 11:00pm
3F書店　3F Bookstore 　  24Hours
5F　       eslite Lifestyle & Children 11:00am - 10:00pm

週五～週六
Fri. - Sat.

商場　　 Department store  11:00am - 10:00pm
2F書店　2F Bookstore 　  11:00am - 10:00pm
3F書店　3F Bookstore 　  24Hours

週日～週四 
Sun. - �u.

捷運市政府站

臺北市政府
Taipei City Hall

新光三越
Shin Kong Mitsukoshi

Department Store

國父紀念館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忠孝東路五段 Sec. 5, Zhongxiao E. Rd.

松高路 Songgao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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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6日滿千送百

●「全館$250電子抵用券」及「加碼$100電子抵用券」採當日消費後系統自動匯券，惟「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需於消費當日至6F視聽室／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兌換；活動金額認列以發票扣除所有折抵後之實際金額為
準，誠品會員結帳前請先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完成發票消費註記方符合自動贈券之資格；非當日消費補登者恕無法補贈。●購買禮券、三聯式發票或轉開發票恕不列入計算，會員兌換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
分證件／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電子發票證明聯、銷貨明細資料；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並出示紙本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於活動核對。●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本券為無償發行
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抵用券使用期間：2022.6.01 Wed.-2022.6.30 Thu.逾期無效，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抵用券為電子券型式，兌換後將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人APP查看抵用券明細，或於專櫃消費
時出示實體會員卡、誠品人APP直接進行折抵。●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千送百」及「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活動累計：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1F-Story Wear、schulzworks；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
碩修改室、YUE BEAUTY；B2-7-ELEVEN。●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指定樓層再加碼」活動累計：誠品講堂；6F-全樓層專櫃（YAMAHA可列入累計）；5F-靜思書軒、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
文具館；1F-Story Wear、schulzworks；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YUE BEAUTY；B2-全樓層專櫃（LAC、德風健康館、長庚生物科技可列入累計）。●「全館$250電子抵用券」、「銀行$300電子抵用券」僅限誠
品信義店館內使用，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4F-大師修、USERWATS；1F-Story Wear、schulzworks；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YUE BEAUTY；B2-7-ELEVEN、麥當勞 McDonald's、哈
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明德素食園、晶碩光學、Mimi's Cafe米米咖啡。●「加碼$100電子抵用券」僅限誠品信義店館內使用，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誠品兒童館；4F-大師修、USERWATS、誠品風
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知味市集、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1F-Story Wear、schulzworks；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YUE BEAUTY；B2-7-ELEVEN、麥當勞 
McDonald's、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明德素食園、晶碩光學、Mimi's Cafe米米咖啡、誠品酒窖。●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全館$250電子抵用券」乙張或「銀行$300電子抵用券」乙張，並以此類推：5F-
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知味市集；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須持台灣發行之指定銀行信用卡刷卡累計滿額，並須憑信用卡(或手機裝置支付畫面)、同卡
號簽單及消費發票(含明細)至指定地點兌換；儲值卡加值或儲值卡加值後之消費及紅利折抵不列入上述活動計算；花旗金融卡、商務卡／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公司商務卡及採購卡恕不得兌換。限量份數為各店同活動共同計算，各銀
行採限量贈完為止；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實體卡與行動支付(僅限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刷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計算，亦不得重複兌換。●「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不得與館內「第二季銀行刷
卡滿額禮」重複兌換。●「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若有未盡事宜依「銀行刷卡滿額禮」注意事項為準。●使用抵用券或誠品商品禮券消費之抵用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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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贈品(抵
用券/誠品禮券)需一併退還，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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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樓層再加碼活動各門檻每卡/每日限加贈乙次
●以上活動採自動匯券

●B2-LAC、德風健康館、長庚生物科技；
6F-YAMAHA可參加1F／2F／5F加碼活動

銀行活動兌換地點｜6F視聽室／商場閉店後請至
3F讀者服務中心
(誠品會員滿千送百活動採自動匯券)

抵用券使用期間｜

2022.6.01Wed.-2022.6.30Thu.止
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6.01Wed.-6.06Mon. 誠品會員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刷指定銀行最高享15%回饋

●eslite Pay、街口支付、LINE Pay、台灣Pay及悠遊付消費恕不參加銀行活動
●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
●陽信銀行贈品形式為誠品禮券

全館
5,000滿當日

累計 送500
內含│全館$250電子抵用券   2張

指定樓層再加碼 

內含│加碼$100電子抵用券   2張
2006,000滿當日

累計 加贈B1／4F

內含│加碼$100電子抵用券   7張
20,000滿當日

累計 加贈1F／2F／5F 700

刷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 

30,000滿當日
累計 送900

 共限量300份｜內含銀行$300電子抵用券   3張

10,000滿當日
累計 送300

 共限量500份｜內含銀行$300電子抵用券   1張



兌換地點｜信義店6F視聽室／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同享全館

滿5,000送500

6.056.056.05

黑卡不限金額
白卡、金卡當日

單筆滿1,000即可
兌換

樂高積木體驗包乙組（價值300元，限量1,500組）

6.05 Sun. 滿額加碼再回饋

●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樂高積木體驗包：30570 野生動物救援氣墊船╱30578 德國牧羊犬
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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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所有贈品活動贈禮皆於活動開始當天上午11:00起至6F視聽室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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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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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金額限誠品生活當店當日消費發票兌換，購買誠品禮券／商品禮券、轉開發票（含：電子、二聯式或三聯式）恕不列入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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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保留並出示紙本銷貨明細資
料，以利於活動核對。●使用抵用券、商品禮券、書店禮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得參加全館贈品、贈券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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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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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可與滿千送百重覆兌換

滿180,000即可
兌換好禮三選一  

誠品會員當日
累計  

滿30,000即可
兌換

IRIS PCF-HE15
空氣循環扇
乙台（價值799元，限量150台）

6.05 Sun. 會員專屬來店禮 ※本活動可與滿千送百重覆兌換

滿80,000即可
兌換

BRUNO BOE026
加大型多功能電烤盤
乙台（價值4,580元，限量40台）

BALMUDA
無線吸塵器
乙台（價值19,999元，限量6台）

●各門檻每卡限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單張發票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兌換過之發票消費餘額不得再合併累計計算。●贈禮款式及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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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M新絲舒眠
防蟎四件組
(雙人加大)
乙組（價值24,990元，限量40組）

義大利SMEG
復古美學義式
咖啡機
乙台（價值23,800元，限量6台）

單筆消費

滿$888 點數5倍送、再抽5萬點



指定樓層

滿20,000加贈700!

1F五米大道｜15:30-16:10

7F 空中花園｜19:00-21:00

5F 森活遊藝區｜14:30-15:30

5F 森活遊藝區｜19:00-20:00

5F 森活遊藝區｜16:00-17:00

3F COOKING STUDIO｜15:30-17:00 

書店裡的魚市場—
HOMEWORK料理俱樂部

歡笑製造所—世界小丑冠軍彥彥

熊仔《PRO》專輯「ZENFIRE能火公仔」
展覽快閃見面 ●詳情請鎖定熊仔、索尼音樂官方粉絲專頁

Across Skyline Magazine
職人的音樂旅行派對—
誠品音樂館×Skyline Film×民生電氣

偶偶偶劇團《野狼．兔子．AMIGO》

如果兒童劇團《布萊梅樂隊》

活動詳情

6.05 6.05 Sun.Sun.  精彩活動一覽精彩活動一覽6.05 6.05 Sun.Sun. 精彩 精彩活動一覽活動一覽

歪國零食嘴-Unique Yourself 星座零食箱｜1F大廳
推薦價899
贈【波蘭】Crispico皮可小糖餅50g乙份（價值99）
※口味隨機，恕不挑選

森小姐的茶店-果實酒禮盒｜1F五米大道 
特價1,200｜原價1,500  
贈草莓果乾棒棒糖乙隻（價值75）

INESSENCE伊森思洋芋片
（松露／蜂蜜芥末／喜馬拉雅粉紅
岩鹽風味）｜1F大廳
特價99｜原價119

綿菓子工坊-雙子星跳跳糖 ｜1F大廳 
特價買二送一｜原價100／盒

紅帽子牛奶巧克力／抹茶巧克力法蘭酥｜1F大廳
特價139｜原價209

專業農焦糖／蜂蜜／海鹽焦糖爆薏仁 ｜1F大廳
特價199｜原價250

Huatian花甜-韓式綜合水果
脆餅禮盒｜1F五米大道
特價買一送一｜原價585／盒

Cookie Master 軟餅乾｜1F胖卡
特價買四送一｜原價80-90
贈經典美式軟餅乾乙片（價值80）

eslite Pay綁指定銀行

最高享回饋19%

6.05 單日滿$888
加碼抽誠品行旅住宿券
【本活動請至1F大廳兌換】

信義
獨家

信義
獨家

信義
獨家

全台
最低

永恆選物-【經脆脆Crispy Ching】
豪華酥脆嚐鮮組｜1F大廳
特價649｜原價1,048 
贈洋蔥脆片乙包（價值99）

3F 琴藝空間｜14:30-15:00 

聲樂嘉年華—法式情懷組曲饗宴 全台
最低

全台
最低

全台
最低

歪國零食嘴、森小姐的茶店、
Huatian 花甜、Cookie Master、
綿菓子工坊...and more!

參與品牌參與品牌參與品牌

1F大廳、五米大道、胖卡



Gianni Chiarini｜1F
Asia編織托特包
特價13,860｜原價19,800

ONETEASPOON｜1F
粉色經典短褲
特價2,000｜原價4,000
6.02-6.19
單筆消費滿6,000現折600
※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55折折

英國奶奶 | B2
綜合經典英式司康
買三送一
特價240｜原價32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QSHION｜5F
小島成長床組
特價29,900｜原價37,500
商品全面85折
※特價品除外

Journal Standard｜1F
CALIFORNIA  短袖針織衫-FLOWER
特價4,800｜原價5,300

WHYNOTNOW｜B1
100%環保可降解日本草
黃色編織托特包 
特價2,000｜原價3,000 

PIQUADRO｜2F
OBIDOS系列限量後背包（15.6吋）
特價9,990｜原價17,38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ZIPPO｜B1
創辦人紀念日-鍍金限量款防風
打火機（加厚版）
特價6,888｜原價9,900

77折折

5757折折

6.05 6.05 一日限定一日限定 誠品會員 滿誠品會員 滿55,,000000送送500500

于記杏仁｜B2
杏仁豆腐
買二送一
特價180｜原價270

QUEEN OF SHEBA｜B1
乳香檀香純皂50g
買二送一
特價1,380｜原價2,070

Magi Planet星球工坊｜B2
紅烏龍煉乳
買二送二
特價258｜原價516

買二
送二

買二買二
送一送一 6767折折

買二買二
送一送一 6767折折

100 PHANTOM Perfumer Taipei 百氛苑｜2F
商品全面
買二送一
※贈送之商品以價低者計

買二
送一

77折折

全台最低

買三
送一

6767折折



Anomi_e｜2F
PROJECTbyH.╳ RIFARE
TABI義大利馬皮分趾鞋
特價21,600｜原價23,500
※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環安傢俱｜5F
好好坐桌椅組
剛剛好書桌（小）＋好好坐旋轉椅

特價15,900
原價28,800
贈書檔2入乙組（價值700）＋
木器保養液乙罐（價值380）

Double Take｜1F
Jen's Pirate Booty
針織女神套裝
推薦價13,380

FRED PERRY｜1F
印花圖騰POLO衫
推薦價4,780

dienes silver｜2F
14K璀璨星月耳環／14K北斗星耳環
特價2,880／2,480
原價3,280／2,780
※單支販售

RECLASSIFIED調香室｜2F
單筆消費滿899
贈迷你香氛蠟燭35g乙個
（價值250）

ST.MALO W｜1F
秘魯工匠手工原生羊駝毛
仿真羊駝家飾娃娃20cm
天然無染原色4入組（白╱駝╱淺棕╱深棕）
特價5,550｜原價7,400

GAGA monster 史萊姆怪獸星球｜5F
會員課程點數
宇航計畫A儲值5,000送1,500
星球計畫B儲值8,000送2,500
銀河計畫C儲值15,000送5,700
宇宙計畫D儲值20,000送10,000

Alto｜4F
正價商品
全面85折
※新品及特價品除外

7575折折

德風健康館｜B2
德國爛天氣養生液×2
特價1,560｜原價2,400

新肌霓｜B1
夏日洗沐套組
頭皮淨透洗髮露350ml＋淨痘平衡沐浴露
500ml＋純淨平衡慕斯150ml

特價1,499｜原價2,040
Perth's King｜B1
澳洲茶樹精油10ml／安谷薰衣草精油10ml
特價680-760｜原價850-950
不限金額消費贈蘆薈舒緩膠20g乙瓶（價值210）
※每人限贈乙次，恕不累贈

7373折折

6565折折仙德曼SADOMAIN｜B2
琺瑯雪平鍋18cm＋牛奶鍋12cm＋口杯400ml
特價1,599 ｜原價2,050

誠品會員 滿誠品會員 滿55,,000000送送500500 信義獨家

土屋鞄製造所｜1F
Travel 防水皮革登機箱
推薦價73,700

5555折折

CHARLES & KEITH｜1F
經典托特包
推薦價2,790

ASPORT｜1F
ELECTRIC & ROSE
粉色暈染削肩運動內衣／緊身褲
推薦價4,680／4,680

全台全台
首發首發

AirealLand年零&cozywhite｜2F
水潤修護組
艾地苯肌曜淨化雪露120ml＋以光之名南非復活草霜50ml

特價2,980｜原價3,160



長庚生物科技｜B2
寶島菁醇×3
特價21,600｜原價24,000
贈納豆紅麴乙盒（價值1,600）／葉黃素乙盒
（價值1,450）

ME5｜B1
五爪按摩組（2入）
特價500｜原價840

Just Grill｜6F
紐約客牛排10oz
黑卡／金卡會員享88折
※10%服務費另計

WHITENING NET淨白美齒SPA｜B1
日本原產獨立包裝30Day居家美白
特價1,999｜原價3,280

HABIBI｜B2
12入馬卡龍禮盒×2＋3入馬卡龍禮盒
特價1,560 ｜原價1,790

expo BEAUTY｜4F
SAWWA｜輕保養舒緩組
特價1,760｜原價2,000

MOSA 沐莎植感生活｜4F
NiaMh Be Pure蘆薈控油泥膜 
推薦價1,200
贈蘆薈控油洗髮露500ml乙瓶
（價值950）

有情門｜5F
小奔牛／大奔牛
推薦價11,600／14,600
※黑卡會員享9折

Barbour｜1F
限量白標-棉質西外套
推薦價14,300

Story Wear｜1F
Story Wear丹寧方型包
特價2,580｜原價2,880
贈Story Wear萬用袋乙個
（價值200）

inooknit｜1F
鉤針背心平底鞋（米白色／紅色／粉紅色）
特價2,182｜原價2,480

康生CONCERN｜5F
日式美腿機
特價1,180｜原價2,680

4444折折

Marimekko｜2F
MUSTA TAMMA系列
特價774-1,410｜原價1,290-2,35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66折折

7272折折

O.P.I｜B1
6.01-6.05
經典系列／如膠似漆系列指甲油15ml
任選3件65折
單筆消費滿1,500贈搓片乙個（價值250）
※新品除外，顏色依實體為主

MIRROR皇宣緣｜1F
銅錢翡翠項鍊
特價12,220｜原價18,800

6565折折

南法香頌｜4F
亞麻油黑肥皂1L＋茶樹精油10ml
特價1,099｜原價1,580

77折折

66折折

CONINICO｜B1
6.01-6.05
商品全面85折
6.05 不限金額消費
贈天然原礦乙個（價值688）
※款式隨機，恕不挑款

6.05 6.05 一日限定一日限定 誠品會員 滿誠品會員 滿55,,000000送送500500
商品商品

5折起5折起

北歐櫥窗Nordic｜2F
瑞士Vitra Physix工作椅
特價33,120｜原價36,8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TOY WORLD｜5F
12吋感應音效瑪利歐
特價2,099｜原價2,899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66折折





6.01 Wed. -6.15 Wed. 浪漫618．精明全天候 線上下同慶

●活動期間每位會員限領乙次，恕不得轉贈或累抵。●會員登入活動頁領取後，系統將自動發送電子抵用券至誠品人APP會員帳號內，可於誠品人APP【優惠券】中查詢。●本券限於指定門市之商場專櫃、誠品書店，單筆消費滿5,000元可抵用，使用期間為2022.6.18 Sat.- 2022.6.20 Mon.止，逾期無
效，詳細使用說明請見券面說明為準。●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 : 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4F-大師修、USERWATS；3F-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1F-Story Wear、schulzworks；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YUE BEAUTY；B2-誠品酒窖、7-ELEVEN、麥當勞 McDonald's、哈肯
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明德素食園、晶碩光學、Mimi's Café米米咖啡。●本活動贈送之抵用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使用抵用券、商品禮券、書店禮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得參加全館贈品、贈券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如需辦理退貨，活動贈品（抵用券／誠品點）需
一併退還，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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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Wed.─ 6.15 Wed.

登入誠品線上活動頁，即可
領取指定門市$618電子抵用券乙張

6.18 Sat.─ 6.20 Mon. 

當日單筆滿5,000即可抵用

誠品線上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信義店6F視聽室(6.01-6.06)、B1顧客服務中心(6.07-7.05)／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當日
單筆滿1,000，即享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抽中2021
全新開幕高雄洲際酒店豪華經典房住宿券（價值19,540元／組，共5組）／BL.T33大廳酒
吧英式下午茶組（價值880元／組，共5組）／誠品點1,000點

下午茶圖片僅供示意參考，實際需以現場供應為主下午茶圖片僅供示意參考，實際需以現場供應為主●本活動將於2022.7.15 Fri.公告中獎名單於迷誠品網站。
●活動詳情與其他未盡事宜，請見迷誠品網站以及誠品人APP遊戲任務公告為主。

6.01 Wed. -7.05 Tue. 會員滿額抽-即刻出發，度假趣！※本活動採系統自動兌換抽獎機會

特別合作 | 

6.01 Wed. -6.30 Thu. eslite Pay 輕鬆Pay！

●本活動消費可參加全館滿千送百活動，惟不得參加館內所有銀行活動。●結帳時請主動出示誠品人APP會員卡，且需使用eslite Pay綁定指定銀行信用卡成功完成支付後，系統將自動匯券至會員帳戶，可至誠品人APP「電子券」頁面查詢；使用陽信銀行信用卡之顧客請於當日持手機裝置畫面、電子發票（含
銷貨明細）至指定地點兌換，逾期或隔日補登恕不得兌換。●本活動各銀行限量份數為活動店別共同計算，花旗銀行金融卡、商務卡／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公司商務卡及採購卡恕不得兌換，活動期間內贈完即兌畢，恕不再另行公告。●電子抵用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抵用券使
用期間為發券日起 - 2022.6.30 Thu.止，逾期無效，其餘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1F-Story Wear、schulzworks；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YUE BEAUTY；B2-7-ELEVEN。●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200電子抵用
券」 : 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4F-大師修、USERWATS；1F-Story Wear、schulzworks；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YUE BEAUTY；B2-7-ELEVEN、麥當勞 McDonald's、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明德素食園、晶碩光學、Mimi's Café米米咖啡。●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
滿1,500元，方可使用「$200電子抵用券」乙張，並以此類推：5F-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知味市集；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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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與玉山銀行、花旗銀行、聯邦銀行、星展銀行及陽信銀行
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信用卡循環信用利率、預借現金手續費及其他費用資訊，請參閱各發卡銀行官網。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惟陽信銀行贈品形式為誠品禮券，需至本頁上方指定地
點兌換；會員每日各銀行限兌換乙次，恕不累贈，贈完為止

滿20,000即可兌換$1,000乙份（共限量200份）滿6,000即可兌換$200乙份（共限量400份） 

                綁定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累計消費最高享5%回饋！※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內含｜$200電子抵用券×1張 內含｜$200電子抵用券×5張



●各門檻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活動期間限各兌換六份；單張發票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兌換過之發票消費餘額不得再合併累計計算。
●本活動需至顧客服務中心進行登記兌換，活動結束後統一於2022.7.18 Mon.以電子券型式匯入【誠品人APP】會員帳戶內，匯入時同
步以簡訊通知。●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B2-7-ELEVEN。●不可與「黑卡專屬禮 」活動重複兌
換。●「誠品行旅 The Chapter Café饗樂套餐電子兌換券」使用期限至2022.11.30 Wed.，不分平假日皆可使用，其他使用規範詳見
APP電子兌換券說明，並依誠品行旅公告為主。●「誠品行旅 雅緻客房住宿電子兌換券」使用期限至2022.11.30 Wed.，限週日至週四
入住，如欲入住週五、週六或連續假期（含前一日），每房須加價1,500元，其他使用規範詳見APP電子兌換券說明，並依誠品行旅公告
為主。

當日
累計滿額即享指定回饋 
滿20,000即可

兌換

誠品行旅 The Chapter Café饗樂套餐
乙份（價值1,430元）

滿36,000即可
兌換

誠品行旅 雅緻客房住宿
乙晚（價值16,000元）

6.07 Tue. -7.05 Tue. 黑卡專屬禮

當日
累計滿200,000即可

兌換

iPhone13 128G 綠色
乙台（價值25,900元，限量10台）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贈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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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B2-7-ELEVEN。●不可與「城市探索 會員
滿額禮 」、「會員加碼禮 身心靈的漫遊饗宴」、「會員專區禮 」活動重複兌換。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6.07 Tue. -7.05 Tue. 會員加碼禮 身心靈的漫遊饗宴 ※本活動需至顧客服務中心進行登記兌換

圖片僅供示意參考圖片僅供示意參考

當日
單筆滿500即可

兌換

即刻出發！MASK BOY行李吊牌乙個（限量1,000個）

6.07 Tue. -7.05 Tue. 會員來店禮-MASK BOY 行李吊牌！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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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悠遊付付款筆筆皆享5%回饋，單筆滿1,000再享5%
回饋，總回饋上限30萬元，贈完即止！

●以下專櫃恕不配合，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準：明德素食園。●回饋資格：悠遊付付款成功之金額需排除各類行銷折抵或退貨之退款，始判定回饋資格。●悠遊付回饋金計算：依符合活動資格使用者扣款帳號之完成交易時間順序核算名額，回饋金額以「單筆實際消費額」計算回饋，四捨五
入計算至個位數。●回饋時程：悠遊付回饋金將於活動結束次月月底前回饋至悠遊付錢包，請於Easy Wallet APP點選「我的」→「交易紀錄」→「收入」內查詢，恕不另行通知。●其它活動詳細事項請見悠遊卡官網活動訊息頁面為主。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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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Wed. -7.05 Tue. 悠遊付 創造你的無現生活 ※每帳戶回饋上限200元，額滿將於
悠遊卡Facebook官方粉絲頁公告

悠遊付APP詳細活動訊息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兌換地點｜信義店6F視聽室(6.01-6.06)、B1顧客服務中心(6.07-7.05)／
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誠品人APP憑誠品點50點即可
兌換

飲品／冰品專櫃$50電子抵用券

●本活動需先下載並登入誠品人APP會員帳號方可進行兌換。兌換方式：登入誠品人APP →誠品點數→點數兌換。●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誠品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活動期間每位會員限兌換乙張電子抵用券，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扺用券限指定專櫃，不限消費金額抵用，單筆消費限使
用乙張，使用期限至 2022.7.11 Mon.止，逾期無效，詳細使用說明請見券面說明為準。●本券恕不退換、不找零亦不得折換現金，且須出示會員本人APP券核銷，恕不接受截圖。●兌換方式為誠品點即時扣抵，信箱收取到點數兌換成功通知函才算完成，系統將自動發送電子抵用券至誠品人APP會員帳
號內。●若因不可抗拒因素，取消點數商品兌換，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網站或誠品人APP【會員中心】中查詢。●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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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
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信義店｜Moshi Café、Fika Fika Café、綠蓋茶‧館、樺達奶茶、
Mimi's Café 米米咖啡、于記杏仁、果樹媽媽、窩巢咖啡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所有贈品活動贈禮皆於活動開始當天上午11:00起至B1顧客服務中心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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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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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金額限誠品生活當店當日消費發票兌換，購買誠品禮券／商品禮券、轉開發票（含：電子、二聯式或三聯式）恕不列入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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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保留並出示紙本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於活動核對。●使用
抵用券、商品禮券、書店禮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得參加全館贈品、贈券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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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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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 Tue. -7.05 Tue. 即刻出發，清涼一夏！
誠品人APP

B1／4F／5F
當日
累計滿3,000即可

兌換

茶籽堂小鹿版畫
緞帶雙入禮盒
乙個（價值240元，限量900個）

1F／2F
當日
累計滿10,000即可

兌換

百氛苑香水禮盒
30ml
乙個（價值1,920元，限量352個）

6.07 Tue. -7.05 Tue. 會員專區禮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小鹿版畫緞帶雙入禮盒內含：肖楠葉純淨洗手露50ml、青蜜滋養乳液50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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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卡專屬禮 」活動重複兌換。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贈品款式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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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卡專屬禮 」活動重複兌換。

6.07 Tue. -7.05 Tue. 誠品點好好用

7.04 Mon. -7.05 Tue. 5號會員日，與您共5！限時加碼回饋！
當日
單筆滿888點數5倍送，還可再抽5萬點、「您消費，誠品買單」
5名、誠品行旅住宿券再享當日累計滿5,000送500
內含│指定專櫃$200電子抵用券×1張＋書店$100電子抵用券×1張＋誠品線上$200電子抵用券×1張

會員獨享線上下眾多驚喜優惠商品，邀您一起共5！

活動詳情

●活動詳情請見迷誠品網站公告。●活動詳情請見迷誠品網站公告。

1950 點 1250 點 850 點 35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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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品項每卡／每日限換乙份。

※滿千送百採自動匯券

100 PHANTOM Perfumer Taipei百氛苑｜2F
月下夢遊香氛蠟燭185g
價值1,960｜限量16份

村山 TSUN SHAN｜4F
白露冰肌 滾珠精油10ml
價值1,280｜限量25份

Brigid Accessory｜4F
藍色水滴 項鍊-14k注金
價值850｜限量35份

DakiniDéesse｜B1
極致明肌洗面乳15ml＋隨身酒精噴霧
瓶10ml
價值380｜限量80份





打造獨特時尚
到哪都是風景中的風景

& by tan&luciana｜2F
出芽袖圈蕾絲棉質背心／配色布邊口袋休閒褲
特價3,960／4,950 
原價4,400／5,500 

Caspia Lili｜2F
Scott＋Steve西裝套裝
推薦價12,880

ONETEASPOON｜1F
經典連身短褲
特價7,000｜原價7,800

Anomi_e｜2F
PROJECTbyH.日本亞麻解構背心
PROJECTbyH.日本拼布打摺短褲
特價15,075／19,170
原價16,750／21,300

WHYNOTNOW｜B1
真皮小方包AVA-若草色
特價3,325｜原價3,500

YUPENG SHIH｜B1
羽毛疊紗繡花菲利斯紗裙
特價7,980｜原價8,800

10 MOOn｜1F 
時髦手工縫線綠色針織衫
特價3,680｜原價3,980 

MANGO｜B1
蒙緹洋裝
特價2,090
原價2,490

THE WAY眼鏡精品｜1F
Chloé 墨鏡
推薦價17,800

People's Market｜B1  商品全面買六送一 安妮的收藏 Annie's collection｜1F
拼布印花絲質長袖洋裝
特價22,240｜原價27,800 



Gianni Chiarini ｜ 1F
Marcella帆布編織托特包
特價13,440｜原價16,800

6.01- 6.06  誠品會員

滿5,000送500

OH！HER｜B1
造型感修身牛仔短褲
特價580｜原價680 

Story Wear｜1F
天絲棉立領洋裝
推薦價3,980

VCstyle｜B1
歐美風輕磅高腰運動五分短褲
特價880｜原價980

Barbour｜1F
Ally Capellino聯名短外套
推薦價13,600

ST.MALO W｜1F
秘魯頂級工藝羊駝蠶絲
夏日冰沁四色披肩
特價3,735｜原價4,150

MONDADA｜B1 
商品全面2件9折

French Connection｜B1
牛仔造型襯衫／及膝長裙
特價2,600／2,900
原價3,580／3,980

R&F｜1F
6.01-6.30
單筆消費折扣後
滿10,000現折1,000；
滿20,000現折2,200

agnès b.｜1F 
淡金b logo荔枝牛皮肩背包
推薦價10,580

CHARLES & KEITH ｜1F  
厚底羅馬涼鞋／經典手提水桶包
推薦價1,790／2,390

Double Take｜1F
For Love & Lemons 櫻花粉套裝 
推薦價10,480

7373折

ASPORT｜1F 
The Upside 灰色棉柔休閒背心／直筒裙
推薦價2,980／4,480



ARTE WHITE│2F
SADIE 白天鵝珍珠手鍊
推薦價8,900

Olivia Yao Jewellery｜1F
TYCHE 湧浪開口戒
推薦價4,890

❻｜Lee's Jewelry李氏私飾│4F
天然珍珠項鍊
特價2,800｜原價3,500

❼｜Isha Jewelry│4F
堇青石純銀項鍊耳勾組
特價1,599｜原價2,070

❽｜Winnie  Jewelry｜1F
童話切割天然水晶墜子（含方軟鍊）
特價8,900｜原價15,200

❾｜Eunice Kuo Metalwork｜2F
貓日光浴耳環
特價4,990｜原價5,900 
※單隻販售

MIRROR皇宣緣｜1F
心甜琥珀蠟線手鍊
特價1,300｜原價1,689 

艸化工事Maison du Corsage│2F艸化工事Maison du Corsage│2F
Pansy天使之翼優雅白蘭花水晶垂墜耳環Pansy天使之翼優雅白蘭花水晶垂墜耳環
特價特價2,080｜原價2,480 ｜原價2,480 

MIESTILO｜4FMIESTILO｜4F
秘密盼望｜白鋼項鍊
特價1,650｜原價1,880 

Brigid Accessory│4FBrigid Accessory│4F
Dynamene鋯石項鍊-14k注金Dynamene鋯石項鍊-14k注金
特價特價1,090｜原價1,290｜原價1,290 

Beau Jewelry│4FBeau Jewelry│4F
春 · 精靈-黃色藍寶石（剛玉）耳勾春 · 精靈-黃色藍寶石（剛玉）耳勾
推薦價推薦價2,180

Ficelle Design Jewelry│4FFicelle Design Jewelry│4F
憶念品彙-全系列（5色）憶念品彙-全系列（5色）
特價特價1,390｜原價1,590｜原價1,590 

信義
獨家

MuRose Crystal│4F
經典款水晶手鍊
特價1,480｜原價1,680
※可客製化挑選水晶

❻

❼

❽

❾

5959折

mittag jewelry｜2F
植物a項鍊
特價4,180｜原價4,750 



inooknit｜1F
野餐派對 紅格紋
推薦價2,580

PIQUADRO｜2F
URBAN限量牛皮胸包
特價8,300｜原價9,31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STORY Leather｜B1
獨家聯名授權-大甲鎮瀾宮
財鈴鑰匙圈
推薦價499
※顏色依現場為主

Yamaha Music & Life｜6F
TWE5B藍芽耳機
推薦價3,490

moshi│4F
全系列手機殼
推薦價890-1,690
加購SnapTo™Crossbody Wallet 
磁吸式斜背三用手機包乙個現折500（原價1,890）

VentureZac｜4F
磨砂證件零錢袋短夾
推薦價3,000

BAGMANIA｜1F
Jacksons手工
黃麻編織包獅子Roar
推薦價5,680 

Journal Standard ｜1F  
OUTDOOR PRODUCTS 
JS聯名 復古背包
推薦價2,100／3,700

6.01- 6.06  誠品會員

滿5,000送500

NEW BALANCE ｜1F  
5740復古休閒情侶鞋
特價2,990｜原價3,88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Y-3 ｜1F  
UTILITY BP
特價13,800｜原價18,8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master-piece｜1F
日本製防潑水經典格紋包袋（二色）
推薦價8,200

ToySelect 拓伊生活│4F
蠟筆小新歡樂派對
防摔手機殼-
iPhone X-iPhone 13 pro
特價790｜原價990 

COWA｜B1
男性紳士休閒鞋
特價999｜原價2,980 

PORTER INTERNATIONAL｜2F
LAPSE系列 休閒造型側背包
推薦價2,650
單筆消費滿6,000贈PORTER萬用零錢袋乙個
（價值1,350）；滿8,500贈FLATE系列袋包乙件
（價值2,650）

KEIZU Shoes│4F
走在清水坂 日系拚色流蘇真皮鞋
特價2,680│原價2,980

KURA CHIKA by PORTER｜1F  
ALOOF 零錢包
推薦價2,850

I Want Sweets 愛望英國糖果屋│4F
Thornback&Peel 帆布手提袋系列
推薦價950

3434折

7373折







保持身心最佳狀態
         醞釀質感心旅行

EDN茵蝶｜1F
緊緻抗皺彈力面膜30ml×50
特價3,000｜原價15,000

Perth's king｜B1
舒緩放鬆按摩霜110ml×3
特價2,970｜原價3,720-3,820
贈青質薰衣草手足霜60ml乙個（價值1,000）
／舒緩藍甘菊手足霜60ml乙個（價值1,000）

UNI Color｜B1
資生堂Fiole全系列通用護髮券×6
特價6,000｜原價9,000

乳油木之家｜B1
Athena's植物性薄荷控油洗髮精300ml×2
＋Sairo角蛋白順髮液200ml
特價2,240｜原價3,500

O'right歐萊德｜2F
咖啡因養髮液100ml＋
枸杞撫紋青春露100ml
特價4,980｜原價6,960

ACCA KAPPA｜2F 
白麝香香香髮噴霧30ml＋白麝香亮澤洗髮精250ml
＋白麝香深層潤髮乳50ml
特價2,050｜原價2,650

極淨 Pureness Health｜2F  
極淨潔顏保養組
極淨保濕洗顏慕絲30ml＋
米之精華保濕化妝水50ml

特價350｜原價500 77折

Aesop｜2F 
平衡：經典護膚組合
二重奏潔面露100ml＋二重奏調理液100ml
＋二重奏保濕精華乳60ml

推薦價3,450

7272折

6767折

6464折

DakiniDéesse｜B1
全天候返齡深潤化妝水100ml×2＋
全天候返齡深潤化妝水40ml
特價3,000｜原價3,300

誠品書店｜3F 
PARRS帕爾氏-麥蘆卡蜂蜜抗老身體修護 
麥蘆卡蜂蜜極潤身體乳霜175ml＋ 
麥蘆卡蜂蜜神奇修護霜50ml＋
麥蘆卡蜂蜜水潤護唇膏15g 

特價1,599｜原價1,950

22折

阿原肥皂│4F
艾草防蚊液95ml＋
艾草洗手水95ml＋艾草護手霜30g
特價820｜原價1,080

誠品
獨家

AVEDA｜2F
花植結構重鍵洗髮W200ml＋花植結構重鍵精華100ml
＋直感輕亮抗燥凝露200ml
推薦價4,030
贈花植結構重鍵洗髮精50ml乙個
＋直感輕亮抗燥凝露50ml乙個（價值1,000）
※6.01-6.30期間限定
※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OHANA MAHAALO｜4F
任一款指定香水（OHANA MAHAALO 輕香水30ml／
淡香水筆10ml／Kuschel J珂雪 輕香水85ml／淡香水
30ml/MOANA PAKIPIKA 輕香水28ml／SAVON & CO. 
輕香水30ml／願望蒲公英 女性淡香精30ml）
＋任一款OHANA MAHAALO 絲柔手工皂200g
特價1,000｜原價1,130

iGzen 愛居人｜4F
LSG法食香水-純摯夢境／新麝香／
醇韻咖啡100ml
特價1,350｜原價1,500

miimiiko｜4F
植萃精油噴霧30ml四入組
特價2,399｜原價2,720

愛創造 Allietare｜4F
乳液香氛蠟燭 買三送一
特價2,670│原價3,560

RECLASSIFIED調香室｜2F
香氛蠟燭全系列
任選2件88折；任選3件85折

檜山坊｜4F
夏日心靈綠洲組
超音波香氛水氧機＋台灣原生檜木精油10ml

特價1,580｜原價1,860

KOLY｜B1
CocodorBROWN&FRIENDS
造型系列擴香瓶50ml
熊大／熊美／兔兔／莎莉
推薦價399

歐法頌｜B1
西班牙Valquer冰川髮膜
贈拉脫維亞薄荷絲瓜手工皂乙個（價值300）
特價1,280｜原價1,600  

expo BEAUTY｜4F
實驗室擴香組-
香根草&VetiverDiffuser
推薦價1,380

茶籽堂｜2F  
手部潔淨雙入組
肖楠葉純淨洗手露330ml＋馬栗樹水潤洗手露330ml

特價990｜原價1,100

ARTIFACTS｜1F
Maison Louis Marie 
Le Bouquet 香氛蠟燭組
推薦價2,180

綠藤生機｜2F  
無乳液修護緊緻組
極境雙藻復原精華30ml＋綠色海洋精華油30ml＋活萃洗面乳15ml

特價3,665｜ 原價4,260

樟之物語｜4F
活力幻顏精華皂
油性膚質專屬清潔配方105g＋活力沐浴精華皂35g×2

特價980｜原價1,420

6969折

6.01- 6.06  誠品會員

滿5,000送500
信義
獨家

BsaB｜B1
指定款式擴香精油補充瓶200ml
特價2,180-2,380｜原價2,820-3,020

贈方形擴香瓶乙個（價值480）＋
擴香樹枝二束（中）乙個（價值160）

買三
送一 7575折





與 男子的日常生活

不尋常的日子邁入了第三個年頭，
即便如此我們對於旅行的渴望並未受到一絲動搖，
依舊嚮往著自由自在的探險，對於旅遊始終有著無限的憧憬。

這次我們從眾人朝思暮想的旅行出發，以「即刻起飛，請登機」為題，
邀請男子的日常生活透過他們獨特的視角、有溫度的文字和生活感十足的影像，
喚起讀者心中和旅行有關的美好悸動，一起發掘生活中總總迷人之處!

旅行是人生、是生活最好的陪伴，每一次出發都是最療癒的陪伴。
旅行最令我們著迷不已的原因是那種不期而遇吧！即使是舊地重遊，每次

出走都還是會發現新的世界，對我們來說，旅途中接觸到的人事物，都是很
有意思的。當你暫離日常途徑時，你會更願意去體驗、去嘗試、去思考，甚至

發現從未了解的自己，也是非常有趣的。   

在兩位豐富的旅行經驗中，想必有許多值得一提的趣事，其中有什
麼令你們難忘的故事可以和我們分享嗎？

有些人喜歡事先安排規劃，也有些人喜愛不預設目的地的探險，兩
位對於旅行的方式有什麼偏好嗎？在旅行途中什麼樣的人事物特別
吸引你們的目光呢？
我想我們都是比較偏向計畫型的自由派旅人！雖然都喜歡事先規
劃大致的行程；但也不排斥意外的驚喜邂逅，如果被吸引了，就
會順著心情走馬上變換行程，一種不想錯過當下的自由吧！
對於美的人事物總是會特別難忘！美不僅僅是眼睛所見，有時是接
觸後，你內心感受到的那份溫暖美好，不管是一句問候，或是一
個舉動都是。

也許是一段影像、一段音樂、又或是一縷香氣，旅行的途中
人們總會帶走一些東西，這些也將成為你憶起旅程的紀念
品。兩位喜歡透過什麼來記錄旅行呢？是否有什麼物件每
當你看到它，一望便能將你帶回那段美好的旅程呢？

那一定是食器餐盤和照片！我們喜歡逛當地的選品店，
若幸運能遇到自己投緣的物件就一定會帶回家，現在在
家喝著東京帶回來的玻璃杯，捧著來自首爾的陶碗，腦
海都會不經意喚起當時旅行的片段。除了食器，還有透
過照片紀錄旅行！電腦檔案夾裡一張張照片時常能帶領
我們回到旅行的那時那地，我想未來再次出發一定會拍
更多照片，或是影片存下來。

面對一切未知的環境，新奇的事物讓人為之振奮，卻也不免得帶來些不確定性，
旅途中曾遇過什麼讓你們措手不及的事件？又是如何解決的呢？
最措手不及也是發生在日本東北那次旅行，山上的藏王樹冰比預期中還冷，
眼看出發時是大太陽所以就輕忽了低溫，保暖做得不夠，結果一下山就身體
不適發高燒。當時我們趕緊求助一位移居日本的台灣好友，在她的推薦下吃

雖然說旅行的獨特之處難以取代，但在不能恣意旅
行的現在，兩位如何尋找／製造生活中的樂趣，讓日
常的生活過得不一般呢？
雖然無法恣意旅行，但有更多時間透過網路社群、
透過書本、透過戲劇去發掘與感受這個世界，這兩
年也在國外網站上採購了不少品牌選品家具，還有
廚藝也精進一些，都是意外的收穫與樂趣。

許多人都有畢生一定要造訪的旅遊清單，兩位是否也有此生一定要造訪的地
點呢？對於一切回復正常後的第一趟旅行，有什麼規劃嗎？
瑞士、西班牙和北歐都是我們心中此生想要（一定）造訪的地方，不過目前
只有瑞士算是達成心願。第一趟旅行先到我們最想念的首爾和東京，這兩個
地方都有好久不見的老朋友！

編輯｜林佩玗

設計｜陳怡濃

男子的日常生活｜
在台北長大的兩位男子，喜歡日子

裡的簡單美好，共同經營「男子的

日常生活」，曾著有《這時首爾》

《台北多謝》二書。 

最難忘是我們去日本東北追只見線！遠道而來只
為了拍下那一刻畫面。覺得當時的我們好熱血！
每天清晨就起床搭第一班車，再轉乘至拍攝點，
還記得在「滝谷站」時突然下起大雪，我們倆就
躲在只能簡單遮風避雪的小小等候室裡，當時好
冷好冷待了一個多小時才捕捉到列車駛過的畫
面。那幾日不停地在等待裡度過，等著車子來，
等著車子抵達，等著列車從鐵橋上駛過，聽起來
好像是在出任務有點克難，但現在回想起來是既
珍貴又難得的有趣回憶。

了藥妝店某款很有效的退燒藥，好在高燒一晚隔天
一早就神奇痊癒了，幾乎沒有影響到接下來規劃的
行程。 

LUCY'S MOUNTAIN｜4F
We Fishing T恤（雪白色）
推薦價1,350
13 Fishing日製T全面第2件5折USERWATS｜4F

實木融蠟燈（錵-簡約白）
特價3,600｜原價4,250

Aesop｜2F
啟程旅行組
推薦價1,750

每一個家都需要一台這樣防燙又能定
時的安心融蠟燈，透過香氣舒緩心
情，簡單營造居家的度假氛圍。

日本製100%純棉白短Ｔ，
百搭又吸濕排汗，
根本旅行必備款。

輕巧便攜
小容量包

裝七件組
，

從臉至口
到手都照

顧到，

讓旅行注
入清爽宜

人的氣味
。

男子的日常生活
選物指南



偽出國場景在我家,運用居家擺飾
輕鬆享有異國情調

ST.MALO W｜1F
秘魯工匠手工刺繡羊駝造型抱枕（30cm）
特價2,691 ｜原價2,990

Vana Candles｜2F
Vana Candles 幾何香氛禮盒
幾何香氛暖燈＋瑞典製純天然植物香氛蠟燭200g

特價2,480｜原價2,980

NU守護鍺｜B1
商品全面85折
※限正價商品

村山 TSUN SHAN ｜ 4F
陶瓷香氛機組
陶瓷香氛機＋複方精油20ml

特價2,980｜原價4,680

TG｜5F
傢飾／餐具
任選2件85折

化石先生｜5F
HANSA老虎系列
任兩件85折
單筆消費滿6,000贈小老虎鑰匙圈乙個
（價值1,000）

未來實驗室｜B1
F2直飲瞬熱機
特價2,980｜原價3,980

誠品書店｜3F
永遠的哥哥張國榮
附誠品獨家PET雋永珍藏卡組 
特價631｜原價799

USERWATS｜4F
USERWATS×金馬奇幻影展
奇幻人融蠟燈
推薦價2,750

伊織｜2F
瀨戶長巾兩件組
特價1,350｜原價1,560

NOUSAKU能作│2FNOUSAKU能作│2F
惜花吊掛式花瓶惜花吊掛式花瓶
線條線條／／布紋布紋／／冰紋冰紋
推薦價推薦價1,500

MERCI Design｜4F
簡約露營收納箱
特價880｜原價1,080

CNFlower西恩｜1F
夢幻驚喜 恆星花禮
推薦價3,000

6464折

誠品書店｜3F
HYDY 2022 VOGUE
時尚保溫水瓶360ml
推薦價1,280

7575折



KOIZUMI尚品│5F
Lovely兒童成長椅
粉紅／藍／粉紫
特價8,200｜原價9,380
※專人到府安裝

恆隆行hengstyle｜5F
Honeywell InsightTM 5150空氣清淨機
特價5,590｜原價6,990

贈淨味濾網乙片（價值1,000）

Yogibo│5F
Yogibo×Disney聯名系列商品
全面92折

DESKER by iloom｜B1
Glendale 沙發
推薦價58,790

TESORO｜B1
Aston Martin F1 Team
聯名款 Prime
推薦價11,900
贈Aston Martin F1 Polo 乙個
（價值3,000）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6.01- 6.06  誠品會員

滿5,000送500
OSIM│2F
減壓養身椅
特價149,800｜原價198,000

好夢研究所 güdreams｜B1
Awake藍鑽／雪鑽獨立筒床
特價21,800｜原價29,800

贈賴床被乙件（價值3,980）

有情門│5F
心適沙發-滿滿組合（A級布款）
特價66,800｜原價86,200

Yamaha Music & Life｜6F
YDPS35數位鋼琴
推薦價39,800
贈高音質耳機乙組（價值1,200）
＋ios手機連接線組乙個（價值1600）

全台
最低7373折

PLAYSOUND｜2F
Bowers & Wilkins Zeppelin 無線音樂系統
推薦價33,690







雷諾瓦拼圖文化坊｜4F
梵谷遇見巴黎｜羅伯‧林‧尼爾森
特價1,008｜原價1,599

拼圖總動員│5F
屁屁偵探與朋友兒童大拼片108片拼圖
特價640｜原價8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Forever Fun│5F
FLOSS and ROCK 系列商品
全面7折

TOY WORLD │5F
Cocomelon 可可瓜音樂電子琴
特價899｜原價1,099

高原木材 │5F
Diy杉木椅
特價1,800｜原價2,500

mamas&papas│5F
Radio Flyer 大熊座四合一折疊拖車
特價8,192｜原價9,990

6363折

禾荳荳美術館│5F
隨身水彩畫具組
特價999｜原價1,099

Lifistar│5F
我的第一瓶抗敏保濕露
特價882｜原價980

商品任選2件贈可愛限量收納包乙個

Vigor life│5F
美國Travel Buddies-兒童巴士行李箱
特價3,180｜原價3,880

誠品書店｜3F
anello×Disney
Legato Largo×Disney系列包款
全面69折

鍾愛一生│5F
Playmobil 1.2.3幼兒軌道火車
特價2,199｜原價2,967

KOIZUMI尚品│5F
桐趣小象君讀本實木收納活動櫃
特價5,900｜原價6,980
※免運宅配到府

風物語│ 5F
STICK-0 磁性棒創意遊樂園
特價2,980｜原價3,980

贈工程車乙個（價值1,980）

7474折

7575折

7272折

JUNBAI × MurMur Talk 毛毛頭寵物俱樂部│4F
🅐│doter寵愛物語 水滴睡窩貓跳台   
推薦價2,400
🅑│doter寵愛物語 童話魔菇貓抓柱 
特價850│原價980

🅐

🅑

趣玩鹿│5F
法國 Super Petit矽膠彩繪餐墊
特價950｜原價1,180



LUCY'S  MOUNTAIN｜4F
TallTails熊熊三角巾玩具
特價888｜原價1,080

I Love Sprinkle｜5F
Dada涼鞋
特價1,180｜原價1,48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Kalaskids卡樂司北歐童裝｜5F
春夏服飾、泳裝75折起

Old Soles│5F
Little Adventures 旋轉舞群
巴斯光年／唐老鴨款
特價999｜原價1,399

Aqmore│5F
夢想禮物箱
特價1,999｜原價3,000

QSHION│5F
Q芯枕
特價780｜原價980

Le Premier送子鳥│5F
可愛甜美動物帽子系列
特價882-1,152 
原價980-1,280

ALLOYA｜B1
無毒水指彩親子指尖組
純色任選2件＋亮粉＋025可剝及耐磨亮油
＋3D大貼紙任選1張＋鯊魚磨棒

特價1,480｜原價1,830

誠品風格文具館｜4F
LAMY Safari狩獵者鋼筆禮盒-2022限量色
特價1,658｜原價1,950

JellyMallow│5F
渡假風牛仔無袖背心
推薦價4,410
單筆消費滿5,000現折500
黑卡會員享95折

eYefans│5F
精選兒童造型墨鏡×2
特價399｜原價499

YUAN│5F
外出服系列商品
任2件66折；任3件6折

Tiger family│5F
學院風超輕量護脊書包
Pro 2草莓甜心
特價3,280｜原價3,680

QSHION│5F
樹懶懶推車坐墊
特價1,200
原價1,500

7171折

❸
❹

Soda n'cream│5F
亮粉閃閃筆＋亮絲鑰匙圈
特價585｜原價690

6.01- 6.06  誠品會員

滿5,000送500

信義
獨家 6767折



rice／potato | 由來自台灣的Etty(幼兒藝術創意教師／部落客／
自由撰稿者)和來自荷蘭的Chris(旅遊生活作家兼記者)共同經營生活
旅遊部落格「rice／potato」並於2019 出了第一本書曼谷旅遊書。

來到泰國也是拜旅行所賜，大學時放假我便會拿打工的收入到處出
國旅行，期間曾造訪泰國旅行多次，相當嚮往在這邊生活。畢業之
後我在台灣工作了一年，發掘自己非常想要嘗試在國外長住，便以
此為人生目標前來泰國攻讀碩士。

泰國因為發展相當兩極，導致貧富差距很大，不過也因此你在這裡可以
有很極端的生活體驗。無論是在文化、色彩或者是設計方面，都可以看
到許多極端的美，是平時在台灣比較不會看到的特色，也因此泰國對我
而言充滿了吸引力、非常有意思!

一趟是在疫情前，我們趁著兒子兩歲前機票比較便宜的時候，做了三十幾個小時
的飛機，去到不是一般人眼中最適合小孩旅行的國家—墨西哥和古巴。玩得不亦
樂乎，是一段相當很難忘的體驗!
另外一趟旅行則因為疫情的關係，讓我有機會更深入認識泰國。當時泰國的學校
停課，我老公決定帶小孩回荷蘭探親，我因為工作的關係沒辦法加入，卻因此有
機會獨自和朋友到龜島旅行。這趟旅程讓我重拾以前單身對於旅行的感動，原先
腦袋充斥了許多和工作、婚姻和育兒上的煩憂，因為旅行一切都豁然開朗了起來!

在曼谷生活偶爾不免會有不滿之處，即使如此，我仍舊覺得曼谷是一個充滿
新鮮事、永遠都不會膩的地方，厲害的酒吧、餐廳、咖啡廳和購物中心不停
地再開。而每當我我對曼谷很膩的時候，我便會前去曼谷的老城區，ถนน
เยาวราช曼谷中國城那帶。從那邊一直延伸到整個河岸區，都能感受到老曼
谷那股非常有魅力的氛圍!

旅行是我們全家都很喜歡的一樣活動，雖說旅行的總總難以被取代，也因為
疫情的關係更讓我們了解到旅行的可貴。我發現自己可以做到很多以前沒有
嘗試過的事，這種生活上的改變，我覺得也很有意思。可以慢慢地發自己不
同的潛能、找到自己內在的平靜，這就是一種簡單的幸福。

雖說因為網路的關係，大家多少都對泰國有一些了解，但我覺得其實不然，希望大家拋

開所有對泰國的刻板印象，抱持一顆很開放的心來玩，你會發現泰國跟你想的完全不一

樣!另一個筆記可以適用在世界各處，旅行不需上網搜尋必遊、必吃這些關鍵字，只要在

安全的範圍內，拋開這些框架，放開心胸地去旅行吧!一定會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體驗!

來自台灣的 Etty 和來自荷蘭的 Chris 以「放下曼谷必遊關鍵字，尋找一般旅客不會
去」為理念，共同經營生活旅遊部落格「rice ／ potato」，兩人從住在泰國曼谷九年
的經驗出發，分享曼谷旅遊的各種不同面向。
從手工藝品、特色小店到老式咖啡店巡禮，他們所到之處總是散發著迷人的氣息。
此次我們邀請到Etty分享她對於旅行和生活的獨到見解，在無法恣意旅行的現在，
就讓我們隨著他們步伐一窺泰國的奧妙吧!

編輯｜林佩玗  設計｜崔芸安

誠品書店｜3F
《偏執曼谷：曼谷在地設計生活導覽，咖啡店、

餐廳、酒吧、景點11區超主觀推薦。》 
推薦價 640

AVEDA｜2F
強韌柔順兼備組
花植結構重鍵精華 100ml＋直感輕亮抗燥凝露 200ml＋
花植結構重鍵洗髮精 50ml

推薦價2,730

雖然旅行時住的飯店通常都會提供沐浴用品，但我還是喜歡帶
自己習慣的產品，同時也為環保盡一分心力!

Anomi_e ｜2F
PROJECTbyH.日本亞麻一片式短衫
特價6,930｜原價7,700

旅行時，我會以簡單舒適的服飾為主。
尤其喜愛透氣清涼的棉麻材質，就算不是
旅行中，也非常適合居住在曼谷的我。

O.P.I｜B1
人氣指尖救援組
古布阿蘇指精華8.6ml ＋
指緣筆7.5ml

特價920｜原價1,140

Etty
The Rice

曼谷中國城 
Bangkok's Chinatown.／Yaowarat Road

自旅行中發掘心之所向，與泰國結下的美好緣份

愛上泰國的理由不勝枚舉，
最喜歡的原因卻也同時也是我最討厭的原因

生活近十年的日子，曼谷依舊是個讓我滿心期待的地方

不能恣意旅行的現在，在日常生活中注入那麼一點不同

談及令人難忘的旅行經驗

我和我老公不管是在曼谷或是在各個城市，都非常喜歡散步。
也因為這樣，我們總能在最普通不過的地方，找到一些令人驚
喜、特別有趣的發現。在各個城市我們都很喜歡逛超市
和雜貨店，也總會被最普通不過的事物所吸引。
像是這個藥膏包裝，老字號的牌子卻設計的
如此現代、時髦，就是這樣的小東西深深
吸引著我們!

在點到點之間，我們慢慢地散步，發掘有趣的事物

給泰國旅行初心者的筆記 : 給自己一些時間和一點迷路的勇氣!

JOURNAL STANDARD｜1F
JS╳MOONSTAR聯名雨鞋
推薦價2,800

雨季時的曼谷，午後雷雨總是
來得又急又暴，導致很多地區
容易淹水，讓人寸步難行。好
走的雨鞋絕對是在雨季時造
訪曼谷的必備單品之一。

Chris

當了媽媽的我非常容易雙
手乾燥，尤其是指緣的部
分，也因此保護指緣是我
在旅行時也絕不會忘記的
基礎保養課題。

年輕單身的時候，旅行是一個可以逃避現況的存在，對現在的我來
說，旅行則是和家人創作回憶的方式。旅行令我著迷是因為每一次
都有著不同的回憶和體驗，即便是舊地重遊，每一趟旅行中所認識
到的人和發生的事，都會帶給我不一樣的想法!

旅行的意義，隨著年紀增長和有了小孩後有所不同

泰國龜島 Koh Tao

The Potato

旅遊時常需要時不時提醒自己補充
水分，不論身體的水分，皮膚的水份
也常在旅遊奔波時流失，護唇組絕
對是為唇解渴的好幫手!

AirealLand年零&cozy white｜2F
一抹拋光護唇精華兩件組
特價720｜原價960



rice／potato | 由來自台灣的Etty(幼兒藝術創意教師／部落客／
自由撰稿者)和來自荷蘭的Chris(旅遊生活作家兼記者)共同經營生活
旅遊部落格「rice／potato」並於2019 出了第一本書曼谷旅遊書。

來到泰國也是拜旅行所賜，大學時放假我便會拿打工的收入到處出
國旅行，期間曾造訪泰國旅行多次，相當嚮往在這邊生活。畢業之
後我在台灣工作了一年，發掘自己非常想要嘗試在國外長住，便以
此為人生目標前來泰國攻讀碩士。

泰國因為發展相當兩極，導致貧富差距很大，不過也因此你在這裡可以
有很極端的生活體驗。無論是在文化、色彩或者是設計方面，都可以看
到許多極端的美，是平時在台灣比較不會看到的特色，也因此泰國對我
而言充滿了吸引力、非常有意思!

一趟是在疫情前，我們趁著兒子兩歲前機票比較便宜的時候，做了三十幾個小時
的飛機，去到不是一般人眼中最適合小孩旅行的國家—墨西哥和古巴。玩得不亦
樂乎，是一段相當很難忘的體驗!
另外一趟旅行則因為疫情的關係，讓我有機會更深入認識泰國。當時泰國的學校
停課，我老公決定帶小孩回荷蘭探親，我因為工作的關係沒辦法加入，卻因此有
機會獨自和朋友到龜島旅行。這趟旅程讓我重拾以前單身對於旅行的感動，原先
腦袋充斥了許多和工作、婚姻和育兒上的煩憂，因為旅行一切都豁然開朗了起來!

在曼谷生活偶爾不免會有不滿之處，即使如此，我仍舊覺得曼谷是一個充滿
新鮮事、永遠都不會膩的地方，厲害的酒吧、餐廳、咖啡廳和購物中心不停
地再開。而每當我我對曼谷很膩的時候，我便會前去曼谷的老城區，ถนน
เยาวราช曼谷中國城那帶。從那邊一直延伸到整個河岸區，都能感受到老曼
谷那股非常有魅力的氛圍!

旅行是我們全家都很喜歡的一樣活動，雖說旅行的總總難以被取代，也因為
疫情的關係更讓我們了解到旅行的可貴。我發現自己可以做到很多以前沒有
嘗試過的事，這種生活上的改變，我覺得也很有意思。可以慢慢地發自己不
同的潛能、找到自己內在的平靜，這就是一種簡單的幸福。

雖說因為網路的關係，大家多少都對泰國有一些了解，但我覺得其實不然，希望大家拋

開所有對泰國的刻板印象，抱持一顆很開放的心來玩，你會發現泰國跟你想的完全不一

樣!另一個筆記可以適用在世界各處，旅行不需上網搜尋必遊、必吃這些關鍵字，只要在

安全的範圍內，拋開這些框架，放開心胸地去旅行吧!一定會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體驗!

來自台灣的 Etty 和來自荷蘭的 Chris 以「放下曼谷必遊關鍵字，尋找一般旅客不會
去」為理念，共同經營生活旅遊部落格「rice ／ potato」，兩人從住在泰國曼谷九年
的經驗出發，分享曼谷旅遊的各種不同面向。
從手工藝品、特色小店到老式咖啡店巡禮，他們所到之處總是散發著迷人的氣息。
此次我們邀請到Etty分享她對於旅行和生活的獨到見解，在無法恣意旅行的現在，
就讓我們隨著他們步伐一窺泰國的奧妙吧!

編輯｜林佩玗  設計｜崔芸安

誠品書店｜3F
《偏執曼谷：曼谷在地設計生活導覽，咖啡店、

餐廳、酒吧、景點11區超主觀推薦。》 
推薦價 640

AVEDA｜2F
強韌柔順兼備組
花植結構重鍵精華 100ml＋直感輕亮抗燥凝露 200ml＋
花植結構重鍵洗髮精 50ml

推薦價2,730

雖然旅行時住的飯店通常都會提供沐浴用品，但我還是喜歡帶
自己習慣的產品，同時也為環保盡一分心力!

Anomi_e ｜2F
PROJECTbyH.日本亞麻一片式短衫
特價6,930｜原價7,700

旅行時，我會以簡單舒適的服飾為主。
尤其喜愛透氣清涼的棉麻材質，就算不是
旅行中，也非常適合居住在曼谷的我。

O.P.I｜B1
人氣指尖救援組
古布阿蘇指精華8.6ml ＋
指緣筆7.5ml

特價920｜原價1,140

Etty
The Rice

曼谷中國城 
Bangkok's Chinatown.／Yaowarat Road

自旅行中發掘心之所向，與泰國結下的美好緣份

愛上泰國的理由不勝枚舉，
最喜歡的原因卻也同時也是我最討厭的原因

生活近十年的日子，曼谷依舊是個讓我滿心期待的地方

不能恣意旅行的現在，在日常生活中注入那麼一點不同

談及令人難忘的旅行經驗

我和我老公不管是在曼谷或是在各個城市，都非常喜歡散步。
也因為這樣，我們總能在最普通不過的地方，找到一些令人驚
喜、特別有趣的發現。在各個城市我們都很喜歡逛超市
和雜貨店，也總會被最普通不過的事物所吸引。
像是這個藥膏包裝，老字號的牌子卻設計的
如此現代、時髦，就是這樣的小東西深深
吸引著我們!

在點到點之間，我們慢慢地散步，發掘有趣的事物

給泰國旅行初心者的筆記 : 給自己一些時間和一點迷路的勇氣!

JOURNAL STANDARD｜1F
JS╳MOONSTAR聯名雨鞋
推薦價2,800

雨季時的曼谷，午後雷雨總是
來得又急又暴，導致很多地區
容易淹水，讓人寸步難行。好
走的雨鞋絕對是在雨季時造
訪曼谷的必備單品之一。

Chris

當了媽媽的我非常容易雙
手乾燥，尤其是指緣的部
分，也因此保護指緣是我
在旅行時也絕不會忘記的
基礎保養課題。

年輕單身的時候，旅行是一個可以逃避現況的存在，對現在的我來
說，旅行則是和家人創作回憶的方式。旅行令我著迷是因為每一次
都有著不同的回憶和體驗，即便是舊地重遊，每一趟旅行中所認識
到的人和發生的事，都會帶給我不一樣的想法!

旅行的意義，隨著年紀增長和有了小孩後有所不同

泰國龜島 Koh Tao

The Potato

旅遊時常需要時不時提醒自己補充
水分，不論身體的水分，皮膚的水份
也常在旅遊奔波時流失，護唇組絕
對是為唇解渴的好幫手!

AirealLand年零&cozy white｜2F
一抹拋光護唇精華兩件組
特價720｜原價960



Fika Fika Café｜1F
薄荷冰拿鐵＋焦糖核桃可頌
推薦價319

Moshi café│ 4F
飲品／餐點
任選2件9折

I Want Sweets 愛望英國糖果屋│ 4F
藝術大方盒禮盒
清風雀兒喜英國糖×12＋F&M茶包×12

特價990｜原價1,230  

快車肉乾｜B2 
杏仁香脆肉紙
任選3包
特價618｜原價660

壹零捌抹茶茶廊｜B2
豪華聖代×2
特價300｜原價336

Diva Life｜B2 
紅寶石經典珠寶盒30入巧片＋黑巧草莓乾
特價1,099｜原價1,770

德風健康館｜B2
艾迪草本飲×2
特價590｜ 原價720

窩巢咖啡｜B2
豆子禮盒
瓜地馬拉花神＋巴西神木莊園

特價700｜原價890

誠品知味市集｜3F
優源好食原味杏仁奶（6入）
特價318｜原價380

誠品知味市集｜3F
Doritos 墨西哥脆餅／
起司原味（311.8g）

特價159｜原價180

與家人好友，
來一場餐桌上的味蕾小旅行

打貓酒廠 Hit Cat Brewing｜B2
澳洲BVB精釀啤酒375ml任選6入
特價999｜原價1,379

贈迷因貓帆布提袋乙個（價值299）
※袋鼠西打除外

福瑞麥斯 德國酒藏｜B2
2018德國麗絲玲遲摘白葡萄酒
Willi Haag Riesling Spätlese（6瓶／組）
特價5,480｜原價6,48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7272折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禁止飲酒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禁止飲酒

LAC｜B2 
益淨暢乳酸菌顆粒50包×2
特價1,190｜原價2,380
※6.01-6.30期間限定，每人限購乙組

稻舍食館Rice&Shine｜4F
雙人下午茶套餐
推薦價340起
任選點心2份＋任選飲品2杯現折60
※酒類除外
※限週一至週四，10%服務費另計

Bonjour朋廚｜B2
露營旅行好夥伴布丁6入組
特價300｜原價338

贈鹽可頌乙個（價值38）

6262折

55折

果樹媽媽｜B2
西瓜汁×2
特價115｜原價130

紐玩生活｜B1
紐西蘭KAPITI 
手工18個月煙燻切達起司
特價560｜ 原價660

贈Anchor安佳迷你奶油組乙份（價值500）
／Anchor安佳品牌環保袋乙個（價值500）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信義
獨家

 



OLIVIERS&CO｜2F
2022地中海橄欖季頂級精選橄欖油系列
推薦價1,690起

I Want Sweets 愛望英國糖果屋│ 4F
藝術大方盒禮盒
清風雀兒喜英國糖×12＋F&M茶包×12

特價990｜原價1,230  

默爾義大利餐廳│5F
海風餐
那不勒斯漁夫海鮮披薩＋辣炒野菇蝦仁＋聯名甜點＋80元飲品乙杯

特價715｜原價863

陸饗餐
羅勒青醬燻雞野菇披薩＋老奶奶燉番茄豬肉丸＋聯名甜點＋
80元飲品乙杯

特價659｜原價803

泰市場海鮮自助餐｜6F
黑／金卡會員享9折 
※10%服務費另計

1010湘｜6F
歡聚湘味五人套餐
精選料理9道（燒椒皮蛋＋神仙孜然肋排骨5支＋臭豆腐肥腸阿干鍋＋
松子年糕牛肉＋串燒蝦＋東安仔雞＋辣椒炒蛋＋鄉里小炒肉＋腐乳空心菜）
＋人氣飲品任選5杯＋神仙缽飯5人份無限續碗

推薦價3,860
※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10%服務費另計
※套餐內容以餐廳實際供應菜單為準

金色三麥 ｜B1
歡聚四人分享餐
海鮮水果沙拉／南洋松阪豬沙拉＋
現釀啤酒蝦／墨魚醉嗆烏魚子＋
蝦仁鮭魚披薩／德式香腸披薩＋
西班牙海鮮燉飯／松露野菇燉飯＋
金色三麥經典大拼盤

推薦價3,120
可以150元加購500c.c.精釀啤酒乙杯（原價230，至多4杯）
※10%服務費另計

Magi Planet星球工坊｜B2
極致系列-太妃焦糖／松露巧克力太妃／
特濃巧克力150g
推薦價260
單筆消費滿750贈經典系列爆米花乙包
（價值160）

凱林鐵板燒│B2
豪華雙人套餐
菲力牛排＋富貴雞排＋香煎鮮魚×2＋鮮甜大草蝦×2＋
原味大干貝×2＋乾煎澎湖小卷×2＋清炒豆芽×2＋應時鮮蔬×2

特價1,500｜原價1,680

餡老滿｜B2
雙醬禮盒
特價650｜原價700

贈Q彈生麵四份（價值60）

光合箱子｜6F
奶油蛋燻鮭魚
推薦價350
※10%服務費另計
※圖片僅供參考，餐點以實物為準

于記杏仁｜B2
杏仁豆腐
第2件8折
不限金額消費即可以49加購杏仁冰淇淋乙份
（價值80）

一面之緣 襄楚麵食館｜B2
酸豆角肉末酸辣粉
推薦價139

長庚生技｜B2
冬蟲夏草菌絲體純液30入×3
特價8,415｜原價10,800

Waku waku pasta│ 4F
松套餐
手做麵包＋開胃前菜任選乙份＋
甜點任選乙份＋90元飲品任選乙杯

特價266｜原價400
※可補差額更換其他飲品

6767折

6.01- 6.06  誠品會員

滿5,000送500

王大夫一條根｜B2
一條根舒活茶（10入）
特價300｜原價350



Xin Yi
NEW OPENING新櫃登場│

inooknit｜1F

綠時尚鞋履品牌 inooknit，臺灣在
地的永續環保鞋履品牌，以大幅減廢
的數位針織技術遇上針織藝術的方式
做為實踐綠色產業的開端，從材料來
源、製程到包裝皆謹守減廢低汙染的
標準。

趣玩鹿｜5F

「依年齡及嬰幼兒發展推薦玩具，
用益智玩具仔細刻劃出童年的美好
模樣」是趣玩鹿期望傳遞給各家庭
的美好願景。

【開幕優惠】單筆消費滿3,000贈法
國迷你矽膠彩繪餐墊（恐龍╱美人
魚）乙個

金名號雞肉飯｜B2

創始人阿銘師土生土長嘉義人，從
業20多年裡，經歷海內外幾家國際
飯店與各大連鎖餐飲，於2020年
8月落實自我所學，創立金名號雞
肉飯，落腳台北公館。嚴選台東鹿
野土雞（產銷履歷），以道地嘉義
雞肉飯真功夫，做出與市場區隔口
味、肉質、好食材，區別大衆化肉
雞產品。

GREAT LIVING 格蕾寢具｜B1

義大利La Belle採用天然純淨與雅
致的設計元素，體驗完美材質與肌膚
之間的零距離，享受自然清新的舒眠
生活。嚴選舒適素材、高品質的製
工，創造出最優質的生活品味。

WHYNOTNOW｜B1

品牌旨在「不管怎樣」的率性之
上，注入更多對生命和時間的哲學
思考，希望在徬徨無措和想要退縮
的時候，想起這句宣言「WHY NOT 
NOW？就現在！」並可以感受到力
量、勇氣和智慧。

SERENE HOUSE｜5F

秉持天然純淨理念與國際調香師合作
研究香氣的獨特配方，依不同機器屬
性，研發各種最佳效果之不同香氛系
列產品，可依照您的使用習慣，自由
選擇不同SERENE HOUSE香氛系列
產品。

捲捲人生｜B2

一生必嚐的美味饗宴!特別選用花香
味十足且不刺鼻的馬達加斯加肉桂
粉、紐西蘭天然奶油、日本日東麵
粉、美國核桃等精選食材，在烤過後
更能凸顯香氣，讓一個看似簡單的肉
桂捲，展現出多層次的華麗口感！

穎品茶業｜B2

一杯茶，喝出台灣茶的在地好味
道，喝出人與天地自然的連結。也
喝到百年製茶技藝與當代陶藝茶器
結合的內涵。一杯茶，就是一份
『傳承與分享』。

Story Wear｜1F

零廢棄時尚品牌，提倡不忘初衷的意
念．將環保、時尚、社企結合，原料
皆為回收布料、牛仔褲，產線由弱勢
團體組成。

【開幕優惠】Story Wear商品全面
9折；凡打卡即贈萬用袋乙個（價值
200）

Winnie Jewelry 唯你珠寶｜1F

承襲維多利亞時代細緻的珠寶鑲嵌
技法，來自英國老工匠的手藝，從
輝煌的過往中擷取時尚靈感。領您
一同穿越時空，宣示都會女性復古
情懷，演繹華麗浪漫的時尚新美
學。

【開幕優惠】商品全面7折，單筆消
費滿5,000現折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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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須出示實體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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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請出示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活動核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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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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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消費恕不得兌換。●以上活動限於誠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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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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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如
需辦理退貨，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活動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各銀行保留修改、變更、取消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中國信託銀行、花旗銀行、玉山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台新銀行、聯邦銀行、永豐銀行、第一銀行、新光銀行、日盛銀行、兆豐銀行、台北富邦銀行、華南銀行、合作金庫、滙豐銀行、
星展銀行、臺灣銀行、彰化銀行、凱基銀行、遠東銀行、台灣企銀、元大銀行、土地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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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4.01 Fri.- 2022.7.04 Mon.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洽詢專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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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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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期七卡恕不兌換分期加碼禮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5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5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50份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分期滿10,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300份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2.4.01 Fri.-202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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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殊說明外，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滿8,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30,000
贈 誠品禮券5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刷CUBE卡選樂饗購享小樹點
(信用卡)3%回饋無上限，
10點可折抵10元

以下活動限 4.16  - 6.30止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600份

滿40,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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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150份

單筆分期滿20,000
贈 誠品禮券500
乙份，限量100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單筆分期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5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38,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0
贈 誠品禮券1,000
乙份，限量100份

※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600份

滿20,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50,000 

贈 誠品禮券800
乙份，限量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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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每月限量150份

單筆分期滿24,000
贈 誠品禮券400
乙份，每月限量90份

※7月份數與6月份數採合併計算 ※VISA金融卡同享

滿7,500
贈 兩用背包
乙份，限量350份

滿12,5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信用卡、eslite Pay及行動支付滿額享回饋

刷指定銀行3%~5%／悠遊付最高10%回饋
會員日加碼   6.05 Sun.

來店好禮｜樂高積木體驗包

滿額加贈｜空氣循環扇／吸塵器

1F大廳零食大賞──────
單筆888抽誠品行旅住宿券

誠品獨家限定禮   6.07 Tue. - 7.05 Tue.

來店禮｜單筆滿500即可
兌換MASK BOY行李吊牌

滿額禮｜滿3,600起即可
兌換即刻出發 極輕兩用包

加碼禮｜消費滿額加碼
再送誠品行旅餐券／住宿券

指定樓層再加碼

滿 送
1F / 2F / 5F 滿20,000加贈700

6.01 Wed. - 6.06 Mon.

B1 / 4F 滿6,000加贈200

會員專屬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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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薈萃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信義店
 xinyi

6.01 Wed. - 7.05 Tue.

2022

郵寄名條
黏貼處

6.01 Wed. - 7.05 Tue.

2022

當日全館累計消費滿500元發票可免費停車半小時，每車每日最多優惠3小時，平日機車與汽車

第一小時未滿以一小時計算，假日汽車以半小時計算。誠品會員黑卡及金卡每週一至週五，當日

累計消費滿500元以上，可享會員優惠半小時（例假日、國定假日及彈性放假日除外；每日每卡

限優惠一次）。以上優惠每日每車最高上限為3小時（含會員優惠）。

免費停車
優惠

meet.eslite.com
迷誠品網站  誠品人 eslite  APP

立即體驗！ www.eslite.com
誠品線上

誠品信義店 eslite xin yi store
台北市松高路11號│捷運板南線 市政府站2號出口

No.11, Songgao Rd., Taipei City 110, Taiwan (R.O.C) 
MRT: Exit 2, Taipei City Hall Station,Nangang-Banqiao-Tucheng Line｜TEL: 02-8789-3388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商場　　 Department store  11:00am - 11:00pm
2F書店　2F Bookstore 　  11:00am - 11:00pm
3F書店　3F Bookstore 　  24Hours
5F　       eslite Lifestyle & Children 11:00am - 10:00pm

週五～週六
Fri. - Sat.

商場　　 Department store  11:00am - 10:00pm
2F書店　2F Bookstore 　  11:00am - 10:00pm
3F書店　3F Bookstore 　  24Hours

週日～週四 
Sun. - �u.

捷運市政府站

臺北市政府
Taipei City Hall

新光三越
Shin Kong Mitsukoshi

Department Store

國父紀念館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忠孝東路五段 Sec. 5, Zhongxiao E. Rd.

松高路 Songgao Rd.

基
隆

路
地

下
道

仁愛路四段 Sec. 4, Renai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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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T Taipei City Hall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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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6日滿千送百

●「全館$250電子抵用券」及「加碼$100電子抵用券」採當日消費後系統自動匯券，惟「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需於消費當日至6F視聽室／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兌換；活動金額認列以發票扣除所有折抵後之實際金額為
準，誠品會員結帳前請先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完成發票消費註記方符合自動贈券之資格；非當日消費補登者恕無法補贈。●購買禮券、三聯式發票或轉開發票恕不列入計算，會員兌換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
分證件／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電子發票證明聯、銷貨明細資料；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並出示紙本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於活動核對。●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本券為無償發行
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抵用券使用期間：2022.6.01 Wed.-2022.6.30 Thu.逾期無效，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抵用券為電子券型式，兌換後將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人APP查看抵用券明細，或於專櫃消費
時出示實體會員卡、誠品人APP直接進行折抵。●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千送百」及「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活動累計：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1F-Story Wear、schulzworks；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
碩修改室、YUE BEAUTY；B2-7-ELEVEN。●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指定樓層再加碼」活動累計：誠品講堂；6F-全樓層專櫃（YAMAHA可列入累計）；5F-靜思書軒、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
文具館；1F-Story Wear、schulzworks；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YUE BEAUTY；B2-全樓層專櫃（LAC、德風健康館、長庚生物科技可列入累計）。●「全館$250電子抵用券」、「銀行$300電子抵用券」僅限誠
品信義店館內使用，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4F-大師修、USERWATS；1F-Story Wear、schulzworks；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YUE BEAUTY；B2-7-ELEVEN、麥當勞 McDonald's、哈
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明德素食園、晶碩光學、Mimi's Cafe米米咖啡。●「加碼$100電子抵用券」僅限誠品信義店館內使用，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誠品兒童館；4F-大師修、USERWATS、誠品風
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知味市集、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1F-Story Wear、schulzworks；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YUE BEAUTY；B2-7-ELEVEN、麥當勞 
McDonald's、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明德素食園、晶碩光學、Mimi's Cafe米米咖啡、誠品酒窖。●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全館$250電子抵用券」乙張或「銀行$300電子抵用券」乙張，並以此類推：5F-
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知味市集；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須持台灣發行之指定銀行信用卡刷卡累計滿額，並須憑信用卡(或手機裝置支付畫面)、同卡
號簽單及消費發票(含明細)至指定地點兌換；儲值卡加值或儲值卡加值後之消費及紅利折抵不列入上述活動計算；花旗金融卡、商務卡／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公司商務卡及採購卡恕不得兌換。限量份數為各店同活動共同計算，各銀
行採限量贈完為止；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實體卡與行動支付(僅限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刷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計算，亦不得重複兌換。●「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不得與館內「第二季銀行刷
卡滿額禮」重複兌換。●「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若有未盡事宜依「銀行刷卡滿額禮」注意事項為準。●使用抵用券或誠品商品禮券消費之抵用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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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贈品(抵
用券/誠品禮券)需一併退還，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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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樓層再加碼活動各門檻每卡/每日限加贈乙次
●以上活動採自動匯券

●B2-LAC、德風健康館、長庚生物科技；
6F-YAMAHA可參加1F／2F／5F加碼活動

銀行活動兌換地點｜6F視聽室／商場閉店後請至
3F讀者服務中心
(誠品會員滿千送百活動採自動匯券)

抵用券使用期間｜

2022.6.01Wed.-2022.6.30Thu.止
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6.01Wed.-6.06Mon. 誠品會員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刷指定銀行最高享15%回饋

●eslite Pay、街口支付、LINE Pay、台灣Pay及悠遊付消費恕不參加銀行活動
●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
●陽信銀行贈品形式為誠品禮券

全館
5,000滿當日

累計 送500
內含│全館$250電子抵用券   2張

指定樓層再加碼 

內含│加碼$100電子抵用券   2張
2006,000滿當日

累計 加贈B1／4F

內含│加碼$100電子抵用券   7張
20,000滿當日

累計 加贈1F／2F／5F 700

刷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 

30,000滿當日
累計 送900

 共限量300份｜內含銀行$300電子抵用券   3張

10,000滿當日
累計 送300

 共限量500份｜內含銀行$300電子抵用券   1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