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日
累計滿5,000送500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1.21 Fri. -1.23 Sun. 會員限定72小時辦年貨

1.13 Thu. -2.06 Sun. 會員來店禮 1.13 Thu. -3.01 Tue. 黑卡專屬禮

2.13 Sun.-2.14 Mon. 黑卡甜蜜加碼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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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6F-泰市場 泰式海鮮自助餐Spice Market、1010 湘、光合箱子、Just Grill；5F-靜思書軒、甜蜜約定(黃金)、培芝家電(小家電) 、

默爾義大利餐廳、雞湯大叔；4F- KIKI餐廳、しゃぶしゃぶ温野菜日本涮涮鍋專門店、Waku Waku pasta、稻舍食館Rice&Shine；2F- Valencia Cafe X Four Barrel caffe roasters 四桶咖啡；1F- agnès b. café 、猿田彥珈琲、schulzworks；B1-QUEEN SHOP、綠蓋茶．館、金色三麥、樺達奶茶、謙碩
修改室、特賣會(ME5、伊德生活除外)；B2-全樓層專櫃。●不可與「全館滿額禮 」、「黑卡專屬禮 」、「會員專區禮 」重複兌換。●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限至2022.2.28 Mon.止，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兌換地點｜信義店B1贈品處(1.13-2.06)、B1顧客服務中心(2.07-3.01)／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活動期間每卡滿額限兌換乙份、扣點限兌換二份。黑卡會員加贈春聯組每卡限加贈乙組，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扣點兌換限同一位會
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會員點數依當日持有之點數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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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誠品點指定點數即可
兌換   

2.13-450點｜

當日
累計滿500或扣誠品點50點即可

兌換

福虎生豐紅包袋  三色乙組，恕不挑款

黑卡會員兌換再加贈
福虎招財春聯  二入乙組

當日
累計滿120,000即可

兌換

LAURASTAR IGGI
手持式蒸汽掛燙機
（價值 8,800元，限量35台）

當日
累計滿200,000即可

兌換

BALMUDA The Cleaner
雙刷頭懸浮式吸塵器
（價值 19,999元，限量10台）

●各門檻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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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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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與「會員限定72小時辦年貨」、
「全館滿額禮 」、「會員專區禮 」活動重複兌換。●贈品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
選，實際規格及價值依官方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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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誠品點及滿額活動，活動期間各品項每卡限兌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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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品款式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實際規格及價值依官方公告為主。

CN Flower
SAY LOVE
恆星戒盒（價值 480元，限量100個）

2.14-100點╱450點｜ 
Diva Life比利時進口
巧克力片單片╱四入裝
（價值100元，限量100個／價值450元，限量50個）

（價值2,760元，限量70個）

當日
累計滿15,000加

贈

百氛苑重逢擴香禮盒



使用任一面額
紙本五倍振興券
當日
單筆滿1,000即可

兌換

福虎生豐好運
帆布袋（限量1,500個）

1.13 Thu.-3.01 Tue. 會員滿額禮

1.13 Thu.-2.08 Tue. 會員限時兌點抽
好物在手，人生順手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1F/2F 當日累計滿10,000即可
兌換

B1/4F/5F 當日累計滿3,000即可
兌換

1.13-2.06樟之物語活力幻顏精華皂

1.13-2.06

2.07-3.01Perth's King純淨沐浴露

2.07-3.01

85ml (價值750元，限量500瓶)

105g(價值980元，限量600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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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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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限定72小時辦年貨」、「黑卡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本活動限使用紙本振興券。●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個，數量有限，兌
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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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人APP或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
憑誠品點20點即可

兌換抽獎機會乙次

有機會抽中

誠品人APP (本活動採系統自動兌換抽獎機會)

當日
累計滿2,000即可

參加APP遊戲
任務抽獎機會乙次

有機會抽中
iPad mini 6
64GB等數十
樣好年禮！

●每卡/每日限參加抽獎乙次，獎項共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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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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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中心】→進入【遊戲任務】活動列表頁面點 《信義店抽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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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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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20 女人迷
內在進化牌卡（價值1,020元，共10 組）

1.21–1.28 麒麟山告解室
財運補充蠟燭（價值1,380元，共6組） 

1.29–2.08 只是ZISHI Art
門神滑板（價值7,200元，共2組）

●此活動需先下載登入誠品人APP或登入迷誠品網站方能參與點數兌換，會員首次登入請參考誠品人APP及迷誠品網頁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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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筆兌點視為乙次抽獎機會，每卡不限抽獎機會。●兌換方式為誠品點即時扣抵，電子信箱收取到點數兌換成功通知函
才算兌換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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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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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將於2022.2.17 Thu. 公布於迷誠品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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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17 Thu. - 2022.3.21 Mon. 辦理領獎，未於期限內於誠品指
定店別完成辦理，視同放棄兌獎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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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請見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明。●獎項兌換
與詳細說明、規格請參閱迷誠品網站公告。●其他未盡事宜請見迷誠品網站查詢，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2.01 Tue.-2.05 Sat.初一-初五  
會員滿額抽好年禮

瘋癲‧夢境‧神
曲—天才達利展
貴賓券
（價值350元，限量450張）

茶籽堂生活體驗組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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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限定72小時辦
年貨」、「黑卡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價值356元，限量600份） ※圖片僅供參考，實品請以實物為主。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1.13 Thu. -2.15 Tue. 誠品點好好用 吃好送好過好年

誠品人APP或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 

●此活動需先下載登入誠品人APP或登入迷誠品網站方能參與點數兌換，會員首次登入請參考誠品人APP及迷誠品網頁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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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用券限指定專櫃滿額抵用，單筆消費限使用乙張，使用期限至2022.2.20 Sun. 止，逾期無效，詳細使用說明請
見券面說明為準。●活動期間同品項每卡限兌換乙張APP抵用券，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兌換方式為誠品點即時扣抵，電子信箱收取到點數兌換成功通知函才算兌換完成，系統將自動發送APP券至誠品人APP會員帳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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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

憑誠品點300點即可
兌換100送好禮購物金，

於指定專櫃單筆
消費滿300現折100

兌換地點｜信義店B1贈品處(1.13-2.06)、B1顧客服務中心(2.07-3.01) 
/ 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1.13 Thu.─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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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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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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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於活動核對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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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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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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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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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 點 1,250 點

檜山坊｜4F檜山坊｜4F
檜活舒壓禮盒檜活舒壓禮盒(台灣原生檜木精油5ml滾珠瓶+(台灣原生檜木精油5ml滾珠瓶+
檜純潤膚按摩油20mlx2)      價值1,150元│限量27份檜純潤膚按摩油20mlx2)      價值1,150元│限量27份

村山 TSUN SHAN｜4F村山 TSUN SHAN｜4F
春分五味滾珠精油 春分五味滾珠精油 
價值1,280元｜限量50份價值1,280元｜限量50份

點數專區

信義店│B2-德風健康館、于記杏仁、幸修園、福瑞麥斯 德國酒藏、LAC

憑誠品點500點即可
兌換200過好年美食券，

於指定餐廳單筆
消費滿1,000現折200

信義店│B2-美威鮭魚、凱林鐵板燒；B1-金色三麥；4F-稻舍食館 Rice & Shine

15:00 

17:30 

誠品生活西門店 誠品生活松菸店 

引 領

好 運

福虎添翼
人生
好運相談室

不是算命，也不是仙丹，而是讓你醍醐灌頂

報名請進

Faye觀人類圖

人類圖

麒麟山告解室

身心靈健檢

貓 子 放 空 中

易經斗數

庫 魯 不 塔 人

礦石占卜

1.15
Sat. 

15:00 

17:30 
1.16
Sun. 

授權製作



TG｜5F
耐熱手沖咖啡壺＋濾網組
特價1,440-1,600｜原價1,800-2,000

VESSEL｜2F
2021鳳凰城公開賽聯名VLX腳架袋
推薦價16,000
※全台限量3件

Vigor Life勁碩｜5F
ILADO -JOY喜悅孕鈴系列
送天使安撫娃娃-泰迪白
特價4,600｜原價6,700

有情門｜5F
滑翔吧椅-金馬聯名款
推薦價4,980

Winnie Jewelry｜1F
新春超值福袋
推薦價1,988

好夢研究所 güdreams ｜B1
Awake 甦醒微波被石墨烯瞬暖遠紅外線被組
特價6,980｜原價29,800

ST.MALO W.｜1F
ST.MALO 秘魯工匠手工原生羊駝毛
仿真羊駝家飾娃娃-舒芙蕾15cm／20cm／32cm

特價1,215／1,692／2,412
｜原價1,350／1,880／2,680

100 PHANTOM Perfumer 
Taipei百氛苑｜2F
月下夢遊如心願擴香組
(香薰水竹120ml
＋擴香補充液120ml
＋白色藤枝)
特價2,250｜原價2,650

康生｜5F
BOSS專用_氣壓揉捶全功能按摩椅墊
贈康生漾-捶捶肌肉按摩槍(價值5,980元)
特價12,800｜原價29,800

南法香頌｜4F
黛蕾克詩意香竹系列100ml
特價1,580｜原價3,160

JOURNAL STANDARD ｜1F
虎紋托特包系列
特價900｜原價1,800

Gianni Chiarini ｜1F
Dollie束口肩背包
特價10,920｜原價16,800

TESORO｜B1
Tokidoki聯名款
特價5,751｜原價6,390

6565折折

2323折折

4343折折 6969折折

Moshi｜4F
OttoQ無線盤＋Carta筆電郵差包
(黑／咖)＋水瓶袋
特價5,000｜原價7,080

7171折折

PIQUADRO｜2F
TALLIN系列牛皮公事包(14吋)
特價7,900｜原價13,29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66折折

歲末年終，犒賞辛勞的自己！
1.21 ─ 1.23  誠品會員 滿5,000 送500

55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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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äagen-Dazs｜B2
跳跳虎7吋冰淇淋蛋糕
推薦價2,180

極淨Pureness Health｜2F
米粕醋135ml＋
(紅麴／梅子)糙米醋135ml
特價360｜原價450

幸修園｜B2
日本BROOK'S濾掛咖啡24入禮盒
特價580｜原價680

德風健康館 ｜B2
美顏奇肌
特價3,150｜原價3,990

津吉栗｜B2
吉栗禮盒(剝栗6入)
特價380｜原價480

古典玫瑰園｜B2
大師英國茶禮盒(2入茶包/罐)
特價660｜原價722

expo BEAUTY｜4F
田月桑時禮盒[鹹檸檬＋甘梅]
推薦價445

猿田彥珈琲｜1F
2022新年御年玉
限定濾掛式咖啡 (5入／盒)
推薦價380

誠品知味市集｜3F
兔兔酒╳麥吉machi machi聯名雞尾酒禮盒
推薦價600

MagiPlanet星球工坊｜B2
2022 絢漾禮盒-門市限定繽紛極致款
(玉米濃湯＋莓好愛情＋特濃巧克力)
特價620｜原價720

樺達奶茶｜B1
樺達奶茶╳Open it 限量瑪德蓮禮盒
推薦價580
※每日限量，售完為止

Bonjour朋廚烘焙坊 ｜B2
Baby磅蛋糕6入禮盒
特價300｜原價336

打貓酒廠 Hit Cat Brewing｜B2
Chateau Tanunda Year Of The Tiger 
Edition Grand Barossa Shiraz 2019
塔努達城堡虎年限定2019希哈紅葡萄酒 1.5L
推薦價2,280

豐曜｜5F
豐曜紅玉紅茶禮盒-2021紅玉2入組
推薦價1,000

以禮相待，好運綿延不斷！以禮相待，好運綿延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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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IERS&CO｜2F
經典松露禮盒
(義大利黑松露風味橄欖油50ml＋義大利黑松
露&帕馬森醬90g＋義大利黑松露&牛肝菌醬
90g＋義大利白松露香鹽30g)
推薦價3,020



STORY Leather｜B1
大甲鎮瀾宮平安符 福虎生豐
推薦價399

SmileRocks 石麥｜5F
8888 迎財神 (發)髮晶球
特價8,888｜原價13,800

有情門｜5F
弄花鼓圓凳
推薦價2,680

恆隆行｜5F
LAURASTAR IGGI手持式蒸汽熨燙機(紅色)
贈輕便掛勾帶乙個(價值1,200元)
推薦價8,800奇蹟莊園｜B1

熱帶香氛組 [闊葉霧化機＋精油15ml]
特價2,580｜原價4,260

能作Precious｜2F
竹筒清酒器組
推薦價12,000

6565折折

Sasabella｜B1
COACH Airpods case
特價1,575｜原價1,750

R&F｜2F
橘紅菱格外套
特價16,920｜原價18,800

Gianni Chiarini｜1F
Bonnie尼龍手提肩背包
特價5,720｜原價8,800

PORTER INTERNATIONAL｜2F
虎年新春福袋
特價2,999｜原價8,500-11,000
※2.01大年初一開始販售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Diva Life｜B2
比利時臻選餅乾禮盒(巧克力餅乾400g)
推薦價1,600

美日手藝館｜4F
虎哩過好年印章組-限量典藏版
推薦價790
贈福虎紅包袋課程乙堂

德風健康館｜B2
德國爛天氣養生液╳2
特價1,560｜原價2,400

講究生活，老派賀年指南！講究生活，老派賀年指南！

LAC｜B2
頂級即食燕窩350g╳2
特價7,500｜原價11,580

1.13-1.31 期間限定

6565折折

大年初二
回娘家 送禮指南

MERCI Design｜4F
烏魚子肥皂
推薦價399

ARTIFACTS｜1F
ADER - 印花大學衫 
推薦價8,980

6565折折

6161折折

大年初一
走春拜年 穿搭特輯

大年初三
睡飽飽神清氣爽沒煩惱

大年初四
迎財神 招財納福不可少

大年初五

開工大吉
新年新氣象

6565折折



《華燈初上》還原 1988 年林森北路

歌舞昇平的歡場榮景，訴說媽媽桑小

姐們的人生故事。從角色間的情感糾

葛，寫實地呈現條通文化，並探討人

性的不同面向。此次讓我們從導演和

林心如的視角帶大家認識黃金年代的

條通!

除此之外，籌備的過程壓力也
非常大，好在參與的演員們各
個都專業成熟，讓拍攝推進的
非常順利！

心如在劇中飾演羅雨儂，是個講義氣、有擔當，面對愛情敢
愛又敢恨的女性。身為製作人的她當初在選擇角色時，有著
自己獨到的想法，和她特有的詮釋方式。

心如 : 我覺得雨儂和慶儀這兩個角色都非常的棒，當初想選擇一個和自己往常演出個性有所
不同的來演出。加上我非常欣賞雨儂的個性，她有著俠義的性格，像俠女般卻偶又流露出少
女惹人愛的樣貌，所以我想挑戰這個角色。
 
導演 : 心如有幾場戲，表演得非常出色！她望著江瀚時的眼神滿滿都是少女的光。明明都已
經是一個孩子的媽，還能有這樣充滿愛意的眼神，真的讓我非常地驚豔！

導演的作品橫跨電影與影集，心如身兼製作人和演員。不
同的媒材和多元的身分，提供兩人在影視創作上有別以往
的視角，也為他們帶來更多的養分。

導演：我認為戲劇相當依賴整個產業的運作，在拍劇時我學到最多的也是對產業的認知。因
為戲劇和電影的拍攝時間相比緊湊了許多，在這樣的情況下，各組的合作非常重要，這樣才
能在有限的時間內產出作品應有的水準。

心如：演員的呈現比較個人化，成就感大都來自把角色詮釋得好。但成功地製作一部戲帶給
你的成就感，遠遠大過於單純當個演員，那是一種重整、淬鍊再打造的滿足感。當了製作人
後，看的東西比較全面，不單單只是看自己的角色，也會從旁邊的支線去體會不同的意涵，
進而去發展出更完整的故事。

再次合作的導演和心如有著一定程度的默契，激發
出更多新意，兩人也發掘了彼此不同的特質。

心如 : 之前和導演拍過一部戲，可惜片長較短可以發揮得很有限。在那之後本
來還有一次合作的機會，卻陰錯陽差錯過了。所以當初在尋找合適的導演人選
時，我馬上想到要找小連導演合作，他也立刻就答應，真是太好了!

導演 : 心如這次在戲裡給我的感覺非常地放鬆，有時甚至鬆到比她下了戲都還
放鬆。我在拍的時候好幾次都覺得，她心情特別好，好似在這邊得到了更強大
的能量。

導演面對題材和籌備上的挑戰，除了過去豐富的經
驗外，良好的團隊也為他帶來有力的幫助，讓拍攝
的過程得以順利的推進。

導演 : 劇本把每個角色和故事線寫得很明確，因此這次最大的挑戰反而是類型
的掌握。一方面是懸疑追兇，另一方面是角色間的情感呈現，在兩個不同氛圍
的平衡上，攝影師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在影像風格的處理上有把握住懸疑追兇
的調性，當我在處理角色情感時，也不
忘提醒我注意懸疑氛圍的營造。

這次非常榮幸邀請導演和心如擔任誠品信義店的焦點人物，誠品在兩位心中扮演著特別的存在，是一個
當他們想要和文藝有連結時會前往的地方!

心如 : 誠品是一個很舒服地方，我常會帶我女兒去。除了有很多童書，還有許多文創相關的東西。

導演 : 我是誠品會員，自認為自己是個文青!所以誠品對我來說當然是一個特別的存在，我從求學的時候開始就常整天都泡在這邊。誠品給我很多的想像，是一
個當我想跟文藝有連結的時候會前往的地方!

圖片來源│Netflix、百聿數碼提供

總製作人暨
女主角
         林心如

圖片來源│Netflix、百聿數碼提供

導演
         連奕琦

焦點人物
Interview

   
   

《華燈初上》之於他們有著不同的意義，除了讓觀眾有好的
娛樂享受外，更期待大家能其中獲得不同的滿足和啟發。

心如 : 你不覺得戲裡面的人生真的很苦嗎？ 我覺得做人真的還蠻辛苦的，所以我們更應該要
活在當下、及時行樂！

導演 : 首先最主要的是要為觀眾帶來好的娛樂享受，無論看得開心或是悲傷，希望大家都能
從這部戲得到滿足。戲裡面的角色都有各自的委屈跟辛酸，期許大家在看了這齣戲後，可以
對身邊的人和社會有多一點共感。

《華燈初上》以條通的日式酒店為背景，講述紅男綠女間的風流韻事，
歷經四年漫長的創作過程，劇情的設定更是從原本溫馨的路線一路轉折
成推理懸疑的版本。

心如 : 當初希望從在地化的內容出發，因此選定日式酒店作為背景。時間則考量八零年代經濟各方面比較好，
大家比較有錢有閒去做這類型的消費，所以將故事設定在1988年。劇本則因創作的時間較長，編劇根據每一個
時期流行的劇種，不停地打破原先的設定，幾經斟酌後決定從推理懸疑的角度切入。

在日式酒店相當注重隱私的前提下，有關八零年代的條通的資料寥寥無
幾。製作團隊因而在田調方面費了許多心思，導演和心如也為前置作業
和角色揣摩付出很多的心力。

導演 : 日式酒店跟一般大眾的印象有很大的落差，他們主要是提供客人放鬆的氛圍。小姐涉獵相當廣泛，要能
和客人天南地北的聊，聊世界局勢、日本文學，平時更需要培養文藝相關的各種知識。田調的過程中真的是各
種衝擊，我也從中因此收穫良多。如果有機會的話很希望有更多的史料能被翻出來，讓我們對於那個時代的故
事有更多了解。

心如 : 開拍前，我們請真正日式酒店的媽媽桑幫所有飾演小姐的演員做訓練，包括一些規矩、應對進退，日文
和插花等很多層面都有深入地研究。日式酒店的客人多半是為了找人聊天談心，撫慰他們在異鄉的寂寞。因此
小姐要具備十八般武藝，能言善道、允文允武才有辦法打動客人。



Craft Design 手創村｜4F
公平交易喀什米爾羊絨手工圍巾
特價1,580｜原價2,180

ARTE WHITE｜2F
Rixo 拉丁雷鬼亮鑽手鍊
特價4,990｜原價5,880

Venture Zac｜4F
淵雀小馬鞍包
特價2,940｜原價4,200

master-piece｜1F
日本製高機能斜背包(五色)
推薦價9,300

COWA｜B1
淑女輕旅行斜背包
特價6,300｜原價7,980

PIQUADRO｜2F
B2V系列限量牛皮胸包
特價7,500｜原價8,85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THE WAY眼鏡精品｜1F
Chloé 
推薦價13,200

Y-3｜1F
U SQUARE LOGO HOODIE
／ORISAN
特價5,000／12,000
｜原價9,480／18,800

怪獸包膜｜B1
13全系列日式設計卡插
防摔手機殼(紅／藍／白)
特價990｜原價1,280-1,480

MIRROR皇宣緣｜1F
嶼灣隨型蜜蠟吊墜
特價14,800｜原價15,800

D’SHOWROOM｜1F
schulzworks 珠事福如 
特價2,380｜原價2,880

CONINICO｜B1
漸層色鹽源瑪瑙
特價3,192｜原價3,990

摩登演繹，穿出風格自信！
透過服裝展現自我，輕鬆駕馭各式場合！

Charles & Keith｜1F
Aurora 二合一圓釦斜背包
推薦價2,490

VESSEL｜2F
真皮Mini背包
推薦價13,800

77折折7272折折

77折折

5353折折



ST.MALO｜1F
秘魯原裝100% Royal Baby Alpaca
皇家素色幼羊駝披肩(棕／粉／綠)
特價6,291｜原價6,990

Doughnut｜4F
Macaroon  Mini  Earth 
Tone  Series-陶土
特價1,584｜原價1,980

People's Market｜B1

全面買六送一
※擇低價者贈送

MONDADA｜B1

全面2件9折

& by tan&luciana｜2F
立體口袋格紋長襯衫
特價6,460｜原價7,600

Barbour｜1F
House of Hackney 聯名雙面棉襖
推薦價12,600

FRED PERRY｜1F
經典球鞋
推薦價4,780

WELVNG我們生活 × MuRose Crystal｜4F
THE THERMOS秒開保溫瓶
推薦價1,680

Vanger｜B1
造型四季襪／質日紳雙針襪 禮盒
推薦價920／1,080

Alto｜4F
AirPods／AirPods Pro
收納包 – 海軍藍
推薦價1,880

KURA CHIKA by PORTER｜1F
RELAX DAYPACK後背包
特價12,640｜原價15,800

BLUE STONE 青石｜4F
LEXON Challenger
後背／側背雙用背包
特價3,900｜原價4,500

10Moon｜1F
時髦芭比粉美人魚尾裙
特價4,280｜原價5,980

Caspia LiLi｜2F
Bob 立領羊毛大衣外套
特價8,500｜原價9,500

7272折折



❿ YU-PENG SHIH｜B1
凱莉裙
特價8,888｜原價12,800

土屋鞄製造所｜1F
Tone Oilnume方形斜背包(四色)
推薦價15,700

MANGO｜B1
瑪莉塔針織外套
特價2,090｜原價2,490

Gianni Chiarini｜1F
Janet 梯形肩背包
特價7,540｜原價11,600

❼ Double Take｜1F
For Love & Lemons 格紋毛呢大衣
特價7,904｜原價9,880

❷  JOURNAL STANDARD｜1F
天國東京 虎斑迷彩衝鋒衣
特價18,800｜原價23,200

❾ New Balance｜1F
NB男款XC72復古風休閒鞋
特價2,990｜原價3,680

❶ BAGMANIA｜1F
LM落肩長袖上衣墨鏡招財貓
特價5,680｜原價6,580

❽ TeamJoined｜B1
Joined® 前扭結合身長袖上衣
特價680｜原價880

❻ CHERNG DESIGN｜2F
針織長版罩衫
特價6,930｜原價7,700

❺ Annie's collection｜1F
秋冬商品5折起
早春新品85折起

❹ French Connection｜B1
蕾絲拼接印花洋裝
特價3,490｜原價6,980

❸ ASPORT｜1F
MICHI 金色天鵝絨運動背心／
MICHI 金色天鵝絨休閒長褲
推薦價5,080／6,980

❹ ❺

❻ ❼

❽

❾

❶

❸

6969折折

55折折

NIKE｜1F
AS M J ESS STMT FLC PO 
特價2,590｜原價2,880

❿

6565折折

❷



①

誠品信義店4F



①

康生｜5F
i漂亮恆溫透醒膚儀
特價1,980｜原價4,980

O'right 歐萊德｜2F
咖啡因洗髮精1,000ml
＋咖啡因護髮素1,000ml 
贈枸杞美肌身體乳250ml
特價4,260｜原價5,44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SIELE ｜B1
全效煥顏舒緩精萃30ml＋5D水感彈力
霜50ml＋金萃迴齡賦活水凝露30ml 
特價5,000｜原價10,000

阿原肥皂YUAN｜4F
年度限量-福虎生豐禮盒
推薦價1,280

UNI Color｜B1
Fiole黑曜光護／資生堂髮絲
排毒護髮 三堂
特價5,000｜原價6,600

AVEDA｜2F
蘊活菁華更新洗髮精200ml
＋蘊活菁華潤髮乳200ml
＋蘊活菁華增量煥髮雲150ml
贈蘊活菁華髮根強韌膜40ml乙份
推薦價3,800
1.07-2.24 期間限定

薑心比心｜4F
薑芬保濕身體凝乳200ml╳2
特價1,157｜原價1,780

QUEEN OF SHEBA｜B1
精選阿曼乳香禮盒 
[乳香精油10ml＋乳香純皂
50g╳2＋土耳其絲巾]
特價3,388｜原價5,620

舒心養護，舒心養護，
迎接閃閃發亮的日子！迎接閃閃發亮的日子！

❶

❷ ❸

❹

❶ 100 PHANTOM Perfumer Taipei百氛苑｜2F
喜慶豐收轉好運 限量組合
(30ml淡香精＋185g香氛蠟燭)
特價3,104｜原價3,880

❷ 沐莎植感生活｜4F
千花系列加一元多一件

❹ Pimary｜4F
茉莉玫瑰精華油＋玫瑰紓壓浴鹽
特價1,586｜原價1,960

❸ DakiniDéesse｜B1
璀璨新年組 明眸璀璨眼周凍膜15ml╳2
贈眼周按摩棒乙個
特價3,390｜原價3,600

44折折

66折折

6565折折

BsaB ｜B1
指定限量款精油擴香組200ml 
特價2,094-2,534
｜原價2,380-2,880  
加贈BsaB 500元現金抵用券乙張

誠品信義店4F

55折折

綠藤生機｜2F
無乳液基礎保濕組 [純粹保濕精
華液30ml＋奇蹟辣木油30ml]
特價1,230｜原價1,400



新肌霓｜B1
美背計畫-淨痘平衡沐浴露
(500ml＋180ml)
特價960｜原價1,440

檜山坊｜4F
新春限定。皂皂有春禮盒 [檜木香氛皂100g╳4]
特價990｜原價1,320
贈檜木原生香氛球30g乙份(價值200元)

❽ 村山 TSUN SHAN｜4F
澄澈天香 精油護髮油
特價1,280｜原價1,800

❼ iGzen愛居人｜4F
U.S.Apothecary綠茶枸杞擴香枝
特價1,888｜原價2,180

⓫ 乳油木之家 ｜B1
貂寶貂油原液2oz(大)╳2＋貂寶貂油原液1oz(小)╳2
＋Athena's蘆薈Bio凍齡修護面霜50ml
特價16,800｜原價30,500

ALLOYA  ｜B1
DIY居家光撩心動組
特價1,880｜原價2,253

⓬ 歐法頌 ｜B1
玫瑰身體乳霜＋玫瑰海綿皂╳2
特價1,150｜原價1,630

❾ expo BEAUTY｜4F
Laboratory Scent
實驗室香氛-擴香系列
推薦價1,380

嘉丹妮爾｜B1
彈潤光澤修護組
特價3,180｜原價3,839

❿ EDN茵蝶｜1F
金綻甦淨去角質膠100ml買一送一
特價2,000｜原價4,000

WHITENING NET 淨白美齒SPA｜B1
BIHAKU 30 DAYS KIT 居家淨齒亮白組
特價2,980｜原價3,280

O.P.I ｜B1
新年開運 - 膠糖凝膠美甲服務 (單色／法式／雙色) 

推薦價1,200-1,500

極淨Pureness Health｜2F
慕斯禮盒組(幕斯100ml╳2)
特價800｜原價1,000

❸ YUE BEAUTY｜B1
Allyzona 艾莉柔娜私密保養組
(潔淨保養凝露120ml＋保養噴霧15ml)
特價880｜原價1,460

❹ ACCA KAPPA｜2F
白麝香室內擴香250ml＋白麝香淡香精15ml 
特價2,800｜原價3,700

❷ Aesop｜2F
2021-2022 年度禮盒
The Listener傾聽者
(天竺葵身體潔膚露100ml
＋天竺葵身體乳霜100ml
＋天竺葵身體去角質露180ml)
特價2,300｜原價2,600

❻ GRATiAE｜1F
柔嫩透亮護手霜120ml＋柔潤淨化
潔膚露200ml＋柔潤淨化卸妝乳
200ml＋AHA潔膚泡150ml
特價6,830｜原價7,850

❶ O'right歐萊德｜2F
【財源滾滾 養髮黃金組合】
咖啡因養髮液50ml
贈O'right經典氣墊梳乙個(價值1,200元)
特價3,280｜原價4,48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ARTIFACTS ｜1F
Maison Louis Marie - No.04 擴香
推薦價3,280

❶

❸

❻

❿ ⓫

⓬

❼ ❽

❾

❹

買一
送一

信義
獨家

6767折折

7373折折

66折折

7171折折

5555折折

7575折折

7171折折

❺ Perth's King ｜B1
放鬆禪擴香儀／忘憂禪擴香
＋king系列精油
特價2,899｜原價4,830

❺

66折折

誠品信義店4F誠品信義店4F

❷



誠品信義店4F誠品信義店4F



有情門｜5F
花田錯圓几(紅)-小／大
推薦價4,280／6,280

英國糖果屋｜4F
YVONNE ELLEN長頸鹿眼罩GIRAFFE EYE MASK
特價850｜原價92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❶ Vana Candles｜2F
大理石香氛暖燈
＋經典雙麋鹿香氛蠟燭(2顆)
特價3,850｜原價5,260

❷ PLAYSOUND｜2F
B&W Formation Wedge黑色
無線音樂系統
特價32,900｜原價43,2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❸ MERCI Design｜4F
文青創意地墊
特價480｜原價580

ST.MALO W.｜1F
ST.MALO 秘魯工匠手工100%
天然幼羊駝毛衛生紙盒套-
站姿／坐姿
特價2,691｜原價2,990

USERWATS｜4F
質感織布儲物櫃
特價1,990｜原價2,680

ZIPPO｜B1
招財進寶防風打火機
特價2,088｜原價2,600

❶ QSHION｜5F
透氣水洗雙人薄床墊
特價19,600｜原價22,800

❷ Toy select 拓伊生活｜4F
CO.ME Planet 經典人物抱枕
特價499｜原價690

❸ 好夢研究所 güdreams｜B1
解憂床墊＋解憂床架＋解憂寢具
特價49,800｜原價113,920

❶

❷ ❸

NU 守護鍺｜B1
新年福袋
推薦價5,888
※內含5件隨機商品，
總價值最高達20,900元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誠品風格文具館｜4F
知音文創 來去香港系列／香港風胸針
推薦價100

誠品風格文具館｜4F
日本藥師窯櫻花彩繪開運
達摩貓存錢筒(M／金)
推薦價675

Nordic北歐櫥窗｜2F
丹麥Lyngby Porcelæn彩色菱紋餐瓷系列
推薦價1,100 起

新的一年，找出生活中的怦然心動！新的一年，找出生活中的怦然心動！

❶

❷

❸

QSHION｜5F
舒弧透氣折疊坐墊
特價2,310｜原價3,500

6666折折

信義
獨家

信義
獨家

7474折折

7373折折

全台
最低

4444折折7272折折



樂澄｜5F
大容量四色旋轉書櫃
特價12,699｜原價16,390

伊織｜2F
伊織舒適條紋地墊
特價999｜原價1,280

CNFlower西恩｜1F
玫瑰皇后 恆星花禮
推薦價6,500

培芝家電｜5F
艾美特 手提式陶瓷PTC直立電暖器HP13108R
特價2,980｜原價3,980

Yogibo｜5F
Double＋Roll＋Puzzlepillow
特價23,442｜原價25,480

DESKER by iloom｜B1
Marvel聯名款電腦椅T50 - 黑豹Black Panther
推薦價19,900

OSIM｜2F
uDream Pro 5感養身椅
特價218,000｜原價258,000
※可享12期分期0利率

Pethany＋Larsen｜2F
團團圓圓親親馬克杯2＋2件組 
特價88折

KOIZUMI｜5F
Poppy波比兒童曲木多用途一桌二椅 
特價5,980｜原價6,880
※箱裝宅配出貨

未來實驗室｜B1
TechASleep睡眠管家
特價880｜原價1,680

恆隆行｜5F
COWAY AP-1019C綠淨力玩美雙禦空氣清淨機(粉)
特價8,490｜原價9,900
贈濾網乙個(價值880元)

KOIZUMI｜5F
韓國原裝Grandeur雙背透氣坐墊
人體工學椅-黑
特價4,880｜原價5,580
※箱裝宅配出貨

5252折折

7575折折



誠品信義店4F誠品信義店4F

KAWAPARA｜B1
兔子玩偶
特價650｜原價840

KAWAPARA｜B1
Estherbunny兔子絨毛大型抱枕
特價999｜原價1,290

MERCI Design｜4F
曲木寵物餵食碗
特價980｜原價1,280

Lucy's mountain｜4F
寵物防水風衣
推薦價3,580-5,680

誠品風格文具館｜4F
PLUS FS-660跑車削鉛筆機
特價842｜原價990

誠品兒童館｜5F
nido.nido玩轉軟傢俱／雷龍
特價2,980｜原價3,6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雷諾瓦拼圖文化坊｜4F
1.14-2.14單筆消費拼圖正品滿3,600
贈白茶虎年108pcs拼圖乙個(價值649元)

TOY WORLD｜5F
SQUEAKEE 恐龍
特價1,999｜原價2,499

Kidz Plaza｜5F
麵包超人柔軟兒童沙發
特價2,358｜原價2,680

Kidz Plaza｜5F
【日本Mother Garden】
木製家家酒玩具雪紡紗化妝台
特價3,854｜原價4,380I  Love  Sprinkle｜5F

Rosie 休閒鞋
特價1,180｜原價1,480

Cipu喜鋪｜5F
Airy空氣腰包(小)
特價999｜原價1,280

Tiger Family ｜5F
FunTime輕便迷你後背包
推薦價1,580

Mamas&Papas｜5F
砰砰砰打擊樂團
特價1,352｜原價1,690

Kalaskids 卡樂司北歐童裝｜5F
秋冬服飾65折起

拼圖總動員｜5F
Clementoni兒童拼圖
特價209-359｜原價349-599

YUAN｜5F
女嬰平織刺繡花朵洋裝-大紅色
特價2,140｜原價3,890

送子鳥｜5F
恐龍T-Shirt
特價1,380｜原價1,980 little magic｜5F

插圖長袖T-shirt＋滿版長袖包屁衣
特價1,500｜原價1,750

小手拉大手，童心冒險趣！小手拉大手，童心冒險趣！

全台
最低

5555折折

誠品兒童館｜5F
2Plus桌遊設計／估估劃劃
特價757｜原價89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誠品信義店4F誠品信義店4F

Kidz Plaza｜5F
【日本Mother Garden】
木製家家酒玩具雪紡紗化妝台
特價3,854｜原價4,380



Just Grill｜6F
頂級老饕雙人品味盤
午餐／晚餐 
推薦價4,200／4,600

Mimi's Café 米米咖啡｜B2
綜合千層四入組
特價580｜原價640

潮星州海南雞飯專賣｜B2
大器十足的大肚餐
(整隻海南雞＋燒雞腿╳1＋叻沙火鍋╳1
＋吐司╳2＋青菜╳2＋炸豆腐╳2＋湯╳4
＋飯╳4)
推薦價1,288

普利亞義大利麵｜B2
歡聚分享組合
(薯條＋雞米花＋檸檬雞柳條)
特價150｜原價170

NENE CHICKEN｜B2
虎虎生豐~團聚過好年「Happy Together ！」半半半炸雞
特價888｜原價960
※部分口味需另加價，請依現場菜單為主
※不得與其他優惠併行

辛火相拌｜B2
2022開運發財雙人優惠餐
雞腿蔥油拌麵＋番茄紅湯魚麵
推薦價368

大飽口福，享受美饌佳餚！

Supreme Salmon 美威鮭魚｜B2
香蒜鮭魚焗烤筆管麵套餐
特價298｜原價358

于記杏仁｜B2
冬季限定熱食 第2件9折



Waku Waku Pasta｜4F
松套餐
[手工麵包＋任選開胃前菜160元＋任選飲品90元
＋任選甜點110元]
特價266｜原價400

稻舍食館Rice&Shine｜4F
金色虎年套餐
(金沙蝦球＋素黃雀＋140元以下飲品任選兩杯)
特價888｜原價1,000
※ 10%服務費另計 ※ 僅限週一至週四

樺達奶茶｜B1
益壽奶茶
推薦價65

KIKI｜4F
十人合菜  
(老皮嫩肉╳2＋蒼蠅頭＋水煮牛肉／酸菜魚＋川味娃娃菜＋刀口椒炒水蓮＋雞
米粑粑＋山藥牛腩煲／燒蹄花＋椒麻雞(冷盤)／口水雞(冷盤)＋梅干扣肉＋紅
椒燒魚／豆酥魚＋豆鼓青蚵＋五更腸旺＋醬爆蝦＋砂鍋椰菜回鍋肉＋鳳梨苦
瓜雞湯(大)／腐竹魚頭鍋(大)＋白飯╳10＋烏梅汁╳2／烏梅汁＋每日果汁)
推薦價6,340
※ 10%服務費另計

凱林鐵板燒｜B2
經典雙人餐
(板腱牛排＋富貴雞排＋香煎鮮魚＋鮮蝦╳4＋原味
大干貝╳2＋杏鮑菇＋清炒豆芽╳2＋應時鮮蔬╳2)
特價1,080｜原價1,200

誠品知味市集｜3F
食創新煮鮑魚佛跳牆禮盒
特價986｜原價1,120

窩巢咖啡｜B2
衣索比亞古吉濾掛咖啡禮盒(15入)
特價666｜原價725

金色三麥｜B1
歡享桌宴10人份
 (凱薩沙拉＋涼拌墨魚＋帕瑪森南瓜打滾＋蝦仁鮭魚披薩＋金色三麥經典大拼盤＋
西班牙海鮮燉飯(L) or 松露野菇燉飯(L) 選1＋現釀啤酒海鮮鍋＋蜂蜜起司小太陽＋
精選季節鮮水果)
推薦價6,000
※ 10%服務費另計
※ 即日起至2.28期間限定
※ 預訂即贈開胃小點『辣拌長舌』每桌乙份；5桌以上每桌招待現榨果汁乙壺
※ 訂席即可享10公升現釀啤酒加購價3,888
※ 需預訂，請洽門市人員

6767折折



#談一場 永不分離的戀愛!

#談一場 永不分離的戀愛!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❶ MIESTILO｜4F
S-Line｜單鑽白鋼手環
特價1,680｜原價1,880

CONINICO｜B1
黑金超七情侶對鍊(男／女)
特價14,880／7,380｜原價18,600/9,290 

❸ Le Bonheur Design
豊泊荷·春花｜2F
美麗的愛情故事-耳環
特價1,960｜原價2,260

❹ Beau Jewelry｜4F
紅石榴珍珠鍊戒
特價1,062｜原價1,180

❷ Winnie Jewelry｜1F
心心相印耳環＋墜子
特價4,980｜原價9,800

❺ Ficelle Design Jewelry｜4F
克拉拉旋律-圓舞曲-手鍊
特價1,200｜原價1,590

❻ mittag jewelry｜2F
永恆對戒
特價6,075｜原價6,750
贈珍珠耳環乙副(價值1,680元)

艸化工事 Maison du Corsage｜2F
Ewa
推薦價2,480
凡購買任意耳環即可參加刮刮樂活
動乙次，有機會抽中艸化大禮包
(胸花＋手鍊＋項鍊＋耳環各一；
價值8,000-10,000元)

❸ KAWAPARA｜B1
DOWDOW聯名
T-shirt兩件
特價1,800
｜原價1,980

Allietare愛創造｜4F
情人節香水禮盒五入組
特價520｜原價899

OLIVIA YAO JEWELLERY｜1F
海境金色孔雀石雙指戒 
推薦價4,980

H a p p y  V a l e n t i n e ' s  d a y

誠品風格文具館｜4F
NICI天使小豬威比
坐姿玩偶／30cm
推薦價1,000

❼ dienes silver│2F
旅人手鍊＋勞倫斯手鍊
成對特價88折
│原價6,160-6,960

❼

Bonnie Sugar｜B2
草莓慕斯雙層
巴斯克蛋糕
推薦價580
※需提前五天預訂

7575折折

5151折折

5858折折



#談一場 永不分離的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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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合箱子｜6F
雙人套餐(法式脆皮女士＋義式紅酒豬小排
＋手工黑糖堅果優格乙杯＋加價飲料乙杯)
特價860｜原價1,050
※10%服務費另計

 A.C jewelry atelier｜1F
愛喜工坊2週年紀念款-小葉／銀杏／三葉草海藍寶石
特價6,000｜原價6,880
愛喜工坊2週年紀念款-素戒
特價3,000｜原價3,600

CNFlower 西恩｜1F
淡粉甜玫 甜筒花束
推薦價2,880

春日苔球手作體驗
2.12 Sat.｜14:00－16:00｜5F森活遊藝區

苔球植栽源自於日本，
以青苔包覆土壤的方式種植，
使植栽能夠融入生活空間。
過完農曆新年，同時迎接春天的到來！
誠品生活特別邀請綠色幽默植藝師Luke，
教導我們親手挑選植物、製作苔球，
一起感受植物療癒的神奇魔力。

主辦單位｜誠品信義店
活動費用｜600／人
（包含講師費、材料費及工具使用）

注意事項｜活動限額12人

新櫃
登場

Isha Jewelry｜4F
閃耀吻鑽純銀項鍊
特價1,080｜原價1,480

Diva life｜B2
粉櫻愛戀禮盒
特價1,200｜原價1,350

慢溫Men Wen│4F
千百次瞬間-碧璽茶晶黃銅手鍊
特價1,740｜原價1,980

新櫃
登場

7373折折

報名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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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本次是史博館首度與誠品生活的合作，期待帶給大眾什麼樣的
新感受呢？

誠品生活客層與史博館相似，知性且喜歡藝文，希望透過這次跨
界合作，讓文物進入商場、走入生活，打破與博物館間的距離，
帶給大眾新的體驗！

Q:「讓藝術走進生活」是很多現代博物館的目標，而史博館承載
了保存歷史文物的使命，如何在傳承與創新中持續發展及推廣？

博物館在當代的定義不斷擴大，從典藏、展覽、教育、研究場
域，到近年延伸的文創領域。透過活化文化資產，形塑當代博物
館形貌，期望讓文化傳遞突破疆域限制，例如進行跨界合作，讓
館藏得以延伸更多元的應用，這次與誠品在禮贈品和主視覺合作
的應用就是很好的範例。

Q:史博館近年來跨界規劃了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動，如「史博
浪漫大飯店」、「眾神潮」、「遇見常玉」等，可否分享這些創
意的由來？

「史博浪漫大飯店」是在真實營運的飯店中創造超現實空間，將
藏品經典紋飾、作品元素進行轉化設計，發掘藏品「令人著迷的
意外細節」，讓觀眾置身古典與當代融合的史博紋樣奇幻魅力。

「眾神潮」是以特展方式推廣圖像授權，9組傳統神祇版畫的數位
運用，不只重現傳統藝術之美，更透過設計師們的精細巧思， 讓

傳統連結現代生活物件，還原
信仰的立體想像。 

「遇見常玉」則是近年最大挑
戰，克服框架限制，與時尚界
合作首度將史博館搬上國際舞
台，周裕穎設計師融合傳統與
現代，運用常玉經典作品設計
出37套服裝，並於紐約時裝週
發表系列，讓圖像不只運用在

生活器皿，而是和藝術文化有更好的結合。

Q:可否分享史博館有哪些過年節慶相關，有趣的館
藏作品和典故？

史博館館藏《灶君》版畫，就是跟過年節慶的
民俗傳說有關，灶君又稱灶神，是中國神說中
掌管灶火與飲食之神，亦司監察人間善惡，並

在每年臘月二十四向玉帝稟報，每到當天，人們都在爐灶上張
貼灶君圖像，戒慎祭拜，希望灶君不要向玉帝講自家壞話，以
免受到上天責罰。民間版畫作坊每到臘月即印售灶君畫，是民
俗版畫中銷量極大，形式多樣的品類。

Q:本次與誠品合作的「金錢虎」、「六合同春」兩幅版畫作品，
可否介紹一下兩幅作品或有什麼典故由來呢？以及版畫對於過年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用意？

年節版畫常取材於過年習俗，題材可能有民間故事或神話傳
說，以前多是民間新年裝飾於門楣或門扇上之用。

《金錢虎》，虎身堆滿錢幣，腳踩珠寶珊瑚蕉葉等，嘴銜寶劍
抬頭望日，威猛中充滿財氣。民間視虎為神獸，借祂的威猛勇
武而鎮邪保安寧。這件版畫中的虎全身以舊時的銅錢佈滿全
身，尚有招財的味道。

《六合同春》，又名「鹿鶴同春」，六合同春便是天下皆春，
萬物欣欣向榮之意。畫作中鹿除了寓意「祿」之外，也代表數
字「六」；鶴則諧音「合」，意喻富貴的牡丹與畫中其他朵朵
盛開的花兒，象徵春天的來臨。

歷經了緊繃壓抑的牛年，2O22虎年到來，特別與
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合作，挑選鎮邪保安寧寓意的
《金錢虎》以及有吉祥富貴之意的《六合同春》，
透過現代感的改作設計，重新賦予文物新氣象，
期許帶給大眾具有文化深度且好運滿滿的新年！

《灶君圖》
(館藏編號07464)

史博浪漫大飯店

建於1955年，館藏品性質多元，文物樣貌古今兼備，穿越歷史
脈絡。進年來積極進行跨域合作，以館藏數位圖像作為底蘊，
讓文創成為公立博物館活化館藏、結合社會產業、拓展生活藝
術美學的平臺。

官網請上

張錦莉  國立歷史博物館文創行銷組組長

史博館致力推動的圖像授權加值應用是包含藝術教育、文化的理
解、創意的發展以及文創品味的養成，透過縱向典藏的延伸，進而
聯結為橫向的文化創意與行銷，建立臺灣文創共榮願景。

關
於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好年節
特別企劃

《六合同春》（館藏編號85-00417） 《金錢虎》（館藏編號85-00517）

授權製作





會員廣告

● eslite premium飲品APP招待券：即日-2022.12.31，黑卡升等次月起，每月5號前匯入會員帳戶；詳細使用規範，請以誠品人APP券面說

明為準；未出示APP招待券，恕無法提供兌換。（路徑｜誠品人APP→優惠券→兌換券）● 誠品保有修改誠品會員各項權益之權利，其

它未盡事宜，請以迷誠品或現場公告為準。

APP

88 3 02-6636-5888 66 3 02-6637-5366

歡迎蒞臨體驗
體驗

eslite premium

85

AP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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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碩光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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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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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4 Tue.- 2022.3.31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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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份

滿22,000
贈 商品禮券400
乙份，限量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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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份

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1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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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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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8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50份

※依現場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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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期禮恕不加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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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300份

※VISA金融卡同享

滿12,500
贈 保溫罐
乙份，限量420份

滿6,500
贈 旅狐保溫袋
乙份，限量650份

※恕不與享樂誠品刷花旗重複兌換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2.1.04 Tue.- 2022.3.31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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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1,000份

滿30,000
贈 誠品禮券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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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0份

分期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0份

分期滿25,000
贈 誠品禮券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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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
贈 誠品禮券4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55,000
贈 誠品禮券900
乙份，限量100份
※ 分期禮恕不加贈

分期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600份

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400份

分期滿35,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1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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