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迷誠品網站

meet.eslite.com/tw
誠品人

eslite APP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45號│捷運板南線 忠孝敦化站6號出口

No.245, Sec. 1, Dunhua S. Rd.,Taipei City 106, Taiwan (R.O.C)

MRT: Exit 6, Zhongxiao Dunhua Station, Nangang-Banqiao-Tucheng Line｜TEL: 02-2775-5977

�業時間

Opening
Hours

商場　　Department store / 11:00am - 10:30pm
音樂館　eslite music / 11:00am - 11:30pm
書店　　Bookstore / 24hours

明曜百貨
Ming Yao

Department Store

捷運忠孝敦化站
MRT Zhongxiao
Dunhua Station

復興中小學
Fushing

Private School

仁愛圓環
Renai Circle

SOGO敦化館
SOGO

Department Store

敦
化
南
路
一
段  Sec. 1, D

unhua S. R
d.

忠孝東路四段 Sec. 4, Zhongxiao E. Rd.

仁愛路四段 Sec. 4, Renai Rd.

安和路一段 Sec. 1, Anhe Rd.

郵寄名條

黏貼處

06666誠

品

敦

南

店

經

典

人

文

風

格

誌

04.11

05.15

2018
WED

TUE

封面故事 ‧ 專訪導演 陳宏一

愛的萬千繪影
設計他她‧相愛的∞種設

獻媽咪．春季保養大賞

指定美妝與親子專櫃 滿3,000送300

誠品人LOVE獨享抽

4.11 Wed.-5.15 Tue.
消費滿千抽關島來回機票等大禮



新櫃登場   1F
from a friend of mine
from a friend of mine 是一個以限量時尚絲巾
為主的配件品牌，2015年在巴黎創立。透過義
大利負以盛名的絲巾製作技藝詮釋兼具浪漫與

前衛的設計風格，印花從具象的景色到抽象的

圖樣拼合都有，從一塊方巾上可以感受到時間

堆砌起來的人文情調與大自然的層層律動。

新櫃登場   GF
SENSE 4｜ 5.01 Tue. 登場

SENSE 4是一個著重暖度的品牌，賦予日常生
活中更多精緻的手工設計及趣味的感受。 對生
活充滿了熱情渴望，我們旅行世界各地尋找充

滿天分的設計師品牌, 希望帶給大家在居家裝
飾、個人飾品、日常文具及禮品等各方面，能

有更多與眾不同的新美感溫度。

新櫃登場   GF
JULIUS
來自韓國設計的時尚腕錶與銀飾品牌，用現代

人的感官去詮釋時間與歲月的厚重感，再用各

種色彩賦予元素生命力，品牌有多種特製開發

材質，如會因為光線產生色變的錶面，提供了

別於日常的驚喜選擇。

[ We, together. 我們，一起 ]

「穿上一雙新的舒適耐看的皮鞋，我會想要走去一

間新的咖啡廳買杯咖啡，因為牛皮香跟咖啡香這

麼的搭配。」

一雙鞋與穿者之間原來藏有這麼親密的互動關

係，那麼你和皮鞋一起共處的故事會是什麼？由

NOUR所策劃的鞋履概念展覽，讓我們從日常行
為去挖掘與腳上鞋履更細膩的連結。

--
We,together 我們，一起

活動時間｜ 3.17 Sat.-5.15 Tue.
地點｜誠品敦南店 GF．藝束光廊 
策展品牌｜NOUR

展覽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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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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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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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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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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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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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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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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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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院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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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貌
．

攝
影
展

無名影片×未知的播放場所

誠品生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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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三毛的推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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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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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三毛的鏡頭引導下，領你我一起看見鏡頭下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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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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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一座
自己的後花園
受 訪 人│陳麗文　

文字整理│梁孟娟　

圖片提供│yunique Backyard

現下市場中，首飾設計商品玲瑯滿目，許多人的

頸間和指間，似乎都得有個表徵去訴說他自己。

然而，在這樣飽和的環境裡，我們也更難找到有

別於「簡約、鑽飾、素面」等慣性印象的飾品，

如果真有什麼獨樹一幟的設計，鐵定會讓人思

索，這背後是否藏著某份矜持，以致品牌要走不

一樣的路？──我對品牌「yunique Backyard」
的第一印象即是如此，幾年前初次在南部逛到展

櫃，眼睛隨之一亮，遂買了一枚戒指回家，至今

依舊時常佩戴──宛若新的一樣。

想 不 到 下 次 見 面， 就 是 今 年。「yunique 
Backyard」擴大花園版圖，以獨特路線一路攻
北，進駐誠品敦南店。你可曾逛覽過這座花園？

於內的自然精靈、舒活氧氣，使人一腳踩入後，

便滋生「打造花園」的意念，探尋另一個自己。

從大自然出發 以花園為世界縮影

時間來到下午三點，見到創辦人麗文，發現她散

發出的氛圍跟品牌很像：有自信及主見，卻也瀰漫

著一股陽光和爽朗。身為嫁到南部的台北人，南

北往返已是家常便飯──而「yunique Backyard」
的公司設立在高雄、顧客卻遍及各地，這樣的生

態當然也就就難不倒她。在品牌初於網路起步之

際，她會特地為了面交商品而搭車移遷卻不嫌勞

累，每一次的面交，都像是赴朋友的約。

「我希望大家能透過我們的品牌，去建構一個屬

╳遊
藝

金
工

於自己的後花園。」麗文接著談到，「yunique 
Backyard」之所以取名為此，由來是「you、
unique、backyard」三個意涵，即「你的獨特
後花園」。從小就對大自然抱有熱情的她，把花

園作為世界的縮影，裡頭存在的無非便離不開動

物、花卉等主題；近年來生態迫害的報導越加頻

繁，她於焉期盼每個客人能在打造花園的同時，

激發出環境保護之意識：「我們必須跟自然共

生，才能永續經營。」

堅持手繪上色 運用琺瑯點綴生命

訪談進行到一半，麗文拿出一袋半完工的戒指，

以殷勤的態度、柔和的眼神，開始細說每一件商

品從無到有的過程。「其實這些尚未上色的鑄

模，精緻程度已經可以拿到市面上去賣了，但我

沒有這麼做。」麗文解釋，當放眼望去，飾品都

是金銀銅等單純的色澤時，她希望能有所突破：

「我始終相信，我們的雙眼是要用來看繽紛的事

物。」是的，有別於大多數品牌，麗文選擇了少

見的暖色調，然而這也意指，她必須比別人多加

考量上色之程序與售後的維修狀況⋯⋯

對此該如何解決？麗文言道，當初選擇以低溫琺

瑯色料來增添飾品風采，最重要的原因即為琺瑯

壽命長，敵著過光陰淬煉，可永遠飽和。只是，

即使克服了耐久度的問題，人工上色依然存在絕

對的難度──「每個顏色都需要先以白色打底，

再層層堆疊；下筆太輕或太重，都無法準確表現

出商品的生命力。」麗文耐心說明，品牌從出產

到維修，之所以皆堅持手工上色，是因為其表現

出的「自然」和「獨一無二」無法取代；以前甚

至遇過客人不接受「直接換新品」的服務，因為

已和原本買下的動物戒指產生情感。

發揮日常陪伴 延續品牌的社會責任

談了這麼多，今年「yunique Backyard」又有
什麼想達成的目標呢？麗文堅定地說，品牌陸續

有在找公益團體洽談合作，如綠色和平組織、流

浪動物中途之家等等，她希望藉由相異平台的結

合，更清楚地傳遞出品牌精神。「2018我們將推
出海洋生態系列，且一併在構思『感謝狀』的機

制，即撥出顧客消費金額的部分拿去捐款，讓消

費者共同為地球付出」，在麗文心中，所謂企業

的社會責任無比重要，她篤信賺錢不是唯一，找

到支持品牌走下去的理念才是王道。

最後，麗文也與我們談論了近來吵得沸沸揚揚的

流浪貓狗議題。身為一個喜愛動物的人，她更能

體會人與動物之間的微妙情誼：「我認為人的互

動中難免遇及衝突或低潮，但動物不會，牠們可

以純粹地陪伴我們。」品牌中諸多動物主題的飾

品，似乎也呼應了麗文的價值觀，她誠心期盼，

在忙碌的城市步調裡，「yunique Backyard」的
每一件飾品都能發揮力量，促使人的心靈更加自

由──發呆時看一眼指尖、頸間的生命，瞬間就

得以飛往大自然，恣意翱翔。

有幸深度採訪到品牌「yunique Backyard」，才曉得「生態永續」的環保意識，是藏在精緻的琺瑯飾品背後，恆久的核心精神。

Y-UNIQUE BACKYARD 為
自 創 字，Y意 指YOU、UNI-
QUE則代表獨一無二。自然萬
物是Y.B設計的靈感來源，相
信飾品不僅是妝點的配件，得

以透過手工傳遞溫度並注入情

感，喚起人們對自然萬物的關

懷，以及與地球永續共生的意

識。我們以琺瑯為最主要的素

材，結合金工工藝，並跳脫既

往飾品框架，讓它們不僅僅是

飾品，也能是藝品，透過佩戴

人自身賦予它獨特的意義，創

造屬於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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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F /PH天然有機保養專門店
玫瑰滋養組

特價1,750元｜原價1,980元
內含：Dr.Hauschka玫瑰日霜30ml（清爽型／滋潤型）
+律動卸妝洗面乳30ml

B1F /歐法頌

瑞典蛋白皂禮盒（6入裝）
特價1,390元｜原價1,800元

春季霓樣保養賞

Spring Beauty Awards 

B1F /有機荟萃天然保養專門店
KORRES 野玫瑰系列滋潤保濕套組
特價1,700元｜原價2,000元
內含：控油保濕全日霜40ml+修護晚霜16ml

GF /GRATiAE
極致再生眼部保養組

特價13,000元｜原價15,200元
極效再生眼部精萃 30ml + 極效再生眼霜30ml +
火山按摩石

B1F /綠藤生機Greenvines
綠藤生機明星保養組

特價1,750元｜原價1,980元
內含：純粹保濕精華液30ml+活萃修護精華露30ml+
奇蹟辣木油30ml+活萃修護精華油30ml  

B1F /歐法頌

德國RAU保養品二件組
特價3,500元｜原價4,700元
內含：RAU 白茶蘆薈抗老臉霜 50ml +幹細胞
極緻安瓿10ml x 2

B1F /Senteur d'OC南法香頌
護媽咪滋潤組

特價1,180元｜原價1,720元
內含：頭皮複方精油10ml+歐巴拉朵2in1忍冬／特級
橄欖(擇一)250ml+ECO荷荷芭潤髮乳

B1F /mr.hair
靚媽咪柔順護髮組

特價999元｜原價1,670元
誘光保水迷彩洗髮精200ml+彈力躍髮乳(花舞
森林)400ml+海洋甜心抗熱塑型霜60ml

B1F /VITALSPA
白麝香洗沐組

特價1,900元｜原價3,200元
內含：白麝香經典淡香精15ml+白麝香雙效乳300ml+
白麝香美體保濕乳300ml+白麝香亮澤洗髮精10ml+白
麝香深層潤髮乳1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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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t
我們都希望能擁有如春神般的和煦光彩，於是悉心呵護，

肌膚得以透出一股美好盎然。

女人是辛勤採集的蜜蜂，不停蒐羅合適自己的花蜜，

願得滿滿一罐，完美滋養身心。

B1F /NICE GREEN
萊萃莉冰金植萃保養組

特價3,999元｜原價5,740元
單次購買2組再送面膜乙盒內含：冰金肌源修護白露+冰金
肌源修護淨白乳+冰金肌源修護卸妝乳+超涵水淨白面膜

B1F /KARITES乳油木之家
KARITES護手保養組
特價1,580元｜原價2,630元
內含：護手霜150ml+玫瑰保濕
乳液250ml

B1F /阿原YUAN
苦橙茶護手組

特價1,060元｜原價1,300元
內含：苦橙葉護手霜75ml+苦橙
葉護唇油10g

GF /GRATiAE
手部全效修護組

特價2,200元｜原價2,790元
內含：手部全效修護組 + 奇肌特調手工礦物皂

B1F /PH天然有機保養專門店
Dr. Hauschka手足修護組
特價1,150元｜原價1,360元
內含：Dr. Hauschka超保濕護手霜
50ml+足部制汗修護霜30ml

獻媽咪人氣保養禮組

品牌祭出人氣商品，不僅超值還乘載十足心意

從頭到腳細膩寵愛

向每個女人獻上最溫柔的致敬。

抵用券   NT$

150
本券適用於誠品敦南店

使用期間：2018.5.03Thu.-2018.5.15 Tue.，
逾期無效 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抵用券   NT$

150
本券適用於誠品敦南店

使用期間：2018.5.03Thu.-2018.5.15 Tue.，
逾期無效 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5.3 �u. - 5.7 Mon.   
指定美妝親子專櫃

獻給聰明媽咪們

精打細算的美麗超值保養

滿3,000送300

詳細辦法請見P.15全館消費資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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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保養大賞

手是柔軟與堅毅的化身

她能柔軟的書寫著愛也能堅毅的創造各種新的可能

勇敢女人的美麗雙手，我們為妳好好呵護。

#hands

6折

6折

獨家

7折 6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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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導演的作品裡面，關於愛情的題材佔了最大筆數，

正是因為他認為，所有人跟人之間的情感之中，愛情

是屬最複雜的也最有趣的。與情人伴侶相處的過程每

分每秒都是未知數，一句話或是一個眼神都會讓劇情

產生不可控的變化，讓人玩味。相愛是經過好幾種元

素的結合，兩人個性、時間、存在年代、價值觀或是

社會對於愛情的教育，都會讓結果有所不同。對他而

言，愛情不只有一種前進方式，人跟人的相愛到相處

就像神經元系統有好幾億種細胞在牽引，所以不需要

刻意鋪陳甚至一昧向美好面追捧，在他的影像中不會

有迎合普世的劇情，反而是希望透過抽象又內斂的隱

喻結構，留以伏筆保留給觀者更多思考的空間。

他她・相愛的∞ 種設計
﹁
所
有
人
跟
人
之
間
的
情
感

愛
情
是
屬
最
複
雜
但
也
最

有
趣
的
。
﹂

專
訪—

導
演  

陳
宏
一

不可預知最為玩味 
愛情是被設計的

每次我們都會好奇，導演如何把一首歌轉化成一部光

影交織的都會戀曲，導演告訴了我們在每首歌拍攝的

過程中，他會透過和歌手討論劇本時，安靜觀察歌手

對愛情的看法，並把這份感受所得加諸在影片裡面，

默默和歌手共譜出最後的劇本。在這麼多愛情範本裡

打轉，導演認為愛情最美好的狀態是像村上春樹的短篇

小說《遇見100%的女孩》所道及的，將完美女孩放置
在內心用一個安全的距離保存，儘管美好僅是一瞬間，

但已經永恆般的擁有，曾經保留過幸福的時刻已是滿

足，不具雜質的柏拉圖式心靈愛情似乎就是答案。

彼此相問 
什麼樣的愛情不會消失

我們持續在愛情的旅途上前駛，浪漫於是絕對必要，雖然導演個性本質上是理性的腦袋，但因為

生日在情人節，還是被賦予了需要學習浪漫的先天指令，務實的個性讓他不會用赤裸喧嘩的方法

釋出愛的訊息，隱隱的關心與陪伴便是他自成一格的浪漫攻勢，就像他很羨慕那對會在工作室附

近公園天天牽手散步的老夫妻，始終的彼此陪伴相知相惜，就是一種最紮實的設計方程式。其實

我們也有發現導演手上的刺青印記，「0214」這三個數字符碼有著適切的存在感，靜謐守護傳
播出愛的訊號。其實愛情就是一本互動式劇本，我們都知道非到最後一刻，故事便未完待續。

愛的萬千繪影 
未完待續

・

畢業於台灣大學哲學系既是思考型水瓶座的鬼才導演陳宏一，腦袋乘載

的絕對不是一般大眾套路，他習慣深入淺意識挖掘靈感找到題材。影像

是他用以表達對這個世界的細膩觀察，每部探討愛情關係的作品，都

不是典型的愛情童話，而是各擁真實世界裡愛的不同面貌，有的璞真純

粹、有的斑斕紊亂，這些無非都是愛情中彌足珍貴的真實肌理。

He 
him

She 
herChen 

Hung
i

to be
continued

文字｜陳芷新    攝影｜楊雅淳    設計｜童怡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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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 /WINNIE Jewelry
冰種黑翡翠墜飾 
特價38,800元｜原價48,000元

天然冰種黑翡翠，如潑墨般的色彩，搭配栩栩如生

紅寶金魚，呈現顏色對比跳脫傳統之作品。

GF /JSL
JSL Skeleton Warrior 925純銀
黃銅Logo紅鋯石戒
特價4,886元｜原價6,980元

採用鋯石及獨創45度角寶石鑲嵌技法，以及賦予銀飾
品生命力的硫化手續，使之風格出眾兼具精品質感。

GF /MYSTOCK
歐美羊絨條帶造型跟鞋

特價3,120元｜原價3,680元

嚴選質感細膩的羊絲絨，側邊微微挖空設計，獨具

成熟魅力，搭配半身窄裙，延伸出修長的視覺比例。

B1F /賽先生科學工廠

手工編織飛盤

特價590元｜原價792元

一個無意間編織不平整的桌巾，演變成可以丟擲玩

甩的獨特飛盤，設計師更致力於公平貿易，每一個

飛盤都是來自瓜地馬拉手工編織、百分之百純棉。

1F /BAKER STREET
無線藍芽耳機

特價2,980元｜原價6,980元

機身以一體成型的金屬拉絲為主，這是一個精緻的

金屬處理手法，整體像是金屬霧光中泛出細密的如

髮絲的光澤，不易有刮毀問題。

GF /JULIUS
逆光之戀瞬色腕錶

特價1,522元｜原價1,790元

此錶款的錶盤會隨著太陽光紫外線的照射變換為另一

顏色，搭配著俐落復古的米蘭帶，以色彩的變換擁抱

溫暖的陽光。

1F /PlaySound
GRADO 桃花心木耳機
特價21,850元｜原價23,000元

美國 GRADO 1954年至今專注內在的經典品牌，
使用與樂器材料相同的桃花心木木料，並且只在發

源地紐約布魯克林手工打造，匠心獨具帶來了美妙

的音色，值得您聆聽收藏。

B1F /森／CASA
開化堂—銅製茶罐

推薦價5,400元(400g)尚有其他款式，詳情請洽專櫃

來自京都的開化堂，是最悠久歷史的純手工製作茶筒

老鋪。其銅茶筒皆需經過一百多項純手工手續製作，

每項縝密的細節，都是為了妥善保存茶筒裡的美味。

1F /PALLADIUM
Crushion UNCGD粉系休閒鞋 
特價2,232元｜原價2,480元

以潛水布面拼接彈尼龍材質的襪套式設計；內裡材

質採用吸濕排汗布料有效減緩足部悶熱感並避免異

味產生。

1F /MERCI Design
六角黃銅系列文具

推薦價250-1,080元（價格區間）

黃銅色的表面搭配俐落的外型，大大提升了桌上文

具的質感，簡單擺放在辦公桌，不僅好看實用，也

能帶給你愉悅的上班心情。

1F /NOUR
全素面拖鞋 Silver（銀） 
特價5,400元｜原價6,000元

此款使用高品質的真皮和舒適的真皮內裡製作。鞋

墊使用植鞣皮，隨著穿著的時間、溫度產生特別的

色變感，銀色也是能突顯氣質的好搭配色系。

1F /Tiimec
KLASSE14 MISS VOLARE 雕花皮革腕錶
推薦價7,180元

在圖騰設計上運用慧星雕花，讓皮革錶帶增添柔軟

的質地，腕錶呈現獨特、活潑的氛圍，其嶄新風格

成為女生穿搭的必備時尚單品。

1F /PIQUADRO
義大利小牛皮女手提包

特價12,600元｜原價14,050元

PIQUADRO再度推出令人驚豔的系列- MUSE，
採用天然托斯卡納製革區的皮革，簡約俐落的輪廓

設計，注入拼接的時尚元素，營造率性的義式優雅。

GF /nest：ro 概念店
BUCKLE UP CUBE包/迷你
特價6,390元｜原價7,100元

方稜的造型配上無襯裡可觸摸到柔軟的全皮革結

構，兩側具多種變化性的活動式扣環，能隨著不同

造型而調整揹法。

我們彼此都是純粹個體，

有著獨特的肌理。

各種不同程度的軟硬和光澤都是獨具的特性，

在相遇之前，

儘管感受自我真實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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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親相愛—
愛的拼接組合

F  GF /Zentopia
紗麗多次方絲巾

特價2,880元｜原價5,680元

「紗麗」為印度婦人的衣著用布，色彩繽紛絢麗，本季

Zentopia 設計多款以各色紗麗拼接的絲巾，拼接方式
及尺寸各有不同，代表儘管每個人愛的方式及深淺不

一，但能可將多人的一小段愛，拼接成一個完整的愛。

J  GF /Méduse
拋光亮面短靴Japlou款（深海軍藍/紅） 
特價2,287元｜原價2,599元

大面積以有光澤的鞋面為主，兩側拼接個性圖案襯

布，鞋底配上明顯撞色效果，十足的設計效果讓下雨

天的穿搭選擇變得跳躍。

M  B1F /Gelattto
Gelattto軟膠拖鞋
特價810元｜原價1,080元

不管是單色或是撞色設計，Gelattto軟膠拖鞋都希望能
夠以不咬腳的軟膠材質讓穿者感到透氣舒適，並與腳

板吻合服貼。

L  GF /MOTHERHOUSE
Block Check Silk Stole 棋盤格紋絲質圍巾
推薦價4,900元 ｜誠品人會員享有95折優惠

使用6種顏色，彼此交錯編織在一起，呈現協調的色
調。繽紛的色彩款式，搭配簡約穿著，不管休閒或優

雅都非常適合。使用100%天然的絲綢材質，質感舒適
柔和，且具有光澤感。

K  B1F /仙德曼

316細口咖啡壺（350ml）
特價1,750元｜原價2,500元

鑄造不鏽鋼+黑檀木手柄，強調高級質感。
鶴嘴出水設計可控制出水的強弱粗細。

I  B1F /森／CASA
Embrace Chair 擁抱椅
休閒椅 NT.120,750起；腳凳 NT.40,600起

知名奧地利三人組設計師EOOS和Carl Hansen & 
Søn合作，以餐椅類別發掘不同的類型和表現方式，創
造出一張全新結構，簡單具有美感且融合木頭以及柔

軟坐墊：擁抱椅。

N  1F /Jérôme Dreyfuss
Gilles 之字拼接購物包
特價26,800元｜原價29,800元

在黑色的基礎上，將多彩絨面山羊皮進行之字拼接,透
過多重皮革與色彩紋路營造出現代感。

H  GF /MOTHERHOUSE
Kanade S 協奏系列皮革肩背包
推薦價12,250元｜誠品人會員享95折

「Kanade協奏」是一款跨越國界將兩位職人專業想法
互相交流「調和」出的精緻包款，另一個特別「調和」

出的風格，是使用了漸層色皮革與柚木做的設計，兩

樣素材皆來自孟加拉當地生產的原始材料。

G  1F /yunique Backyard
黃銅琺瑯戒

特價1,880元｜原價2,080元

材質黃銅鍍金/黃銅鍍銀，狐狸尾巴部份為琺瑯材質，
採用電鍍工法，讓產品光澤更勝黃金。

O  1F /POLER
Tuck Pack
特價2,703元｜原價3,180元

水桶包容量大，耐撕裂材質，獨立筆電隔間，兩側口

袋及前方拉鍊口帶拉繩可反光，車燈固定帶，隱藏式

筆電拉鍊開口。

E  GF /STORY Leather
鑰匙收納包

特價1,960元｜原價2,188元

一般鑰匙包幾乎以機能為主，常常失去花樣的選擇，

此款鑰匙包在拉鏈與包體之間選擇特別的萊姆黃和泥

灰藍做搭配，映襯耐看好氣質。

D  1F /Mondaine
MONDAINE 瑞士國鐵Classic限量腕錶
36mm/銀灰
特價6,080元｜原價7,600元

俐落的工業直線平面錶殼，搭配今年秋冬限量的環保纖維

與牛皮縫製的全新錶帶，表面營造出毛呢氈的特殊質感。

B  GF /Dleet
幾何解構裙

特價6,975元｜原價7,750元

像是從當代建築擷取出靈感的裙身，結構明確與精

準，能修飾腿部線條創造無比氣勢，為全身造型帶來

最強烈的點綴。

A  GF /R&F
人字紋針織上衣

特價7,992元｜原價8,880元

透過針織設計將紗線排列成人字圖案，與撞色飾品搭

配或是素色內襯，都能更加襯托圖形的個性視覺。

C  GF /French Connection
條紋印花拼接洋裝

特價3,184元｜原價3,980元

設計師將花卉寫真印製在布料上，讓長板襯衫多了一幅

美好風景，理性與感性的平衡搭配，更加讓人印象深刻。

有了拼接跟相乘以後，不同個體有了新的樣貌，

美好的結合需要一點生活之道和品味哲學，

因為對的相遇，於是開始豐富彼此的故事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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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ber 
× fabric

  A   knitting 
   × pattern

 L    silk 
×   silk

 M    

rubber
×
plastic

 I     wood × fabric

 K     stainless steel ×   
                    wood

 G    brass × enamel

canvas
×
polyester

  B   cotton × cotton    

  C   cotton × cotton    

 leather × steel

 F   silk × silk

    ricycle fibre × 
    stainless steel

 D

 E

 J

 H    

leather × teakwood

 N   leather × leather  O



 520 點

誠品敦南店｜mr.hair
頭皮舒活調理(150ml)
價值520元｜限量40組

 1500點
誠品敦南店｜
from a friend of mine 
La Trace du Pinceau絲巾
價值1,600元｜限量5組

special
campaigns

兌換地點∣

1F顧客服務中心／
22：30後請至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全館消費資訊

special
campaigns
for eslite members

4.11 Wed. - 5.15 Tue.

聽覺盛宴 
誠品人專屬禮 

5.3 �u. - 5.7 Mon.

春季保養大賞
指定美妝親子專櫃
滿3,000送300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於全館累計消費滿100,000元，即可獲
得「Marshell音響」乙台。（價值11,500元，限量10台）

●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 本活動恕不得與「居家風格妝點專區滿額禮 」、「料理新主義專區滿額禮 
」、「春季保養大賞滿3,000送300」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講堂／ 2F-誠
品書店、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1F-誠品精品文具館／B1F-誠品酒窖／B2F-誠品風格文具館、音樂館、
兒童館及藝文空間特賣活動。

全館指定美妝保養與親子專櫃單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即可獲得300
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150元電子抵用券×2張

●消費累計指定專櫃：GF-EDN、GRATiAE／B1F- mr.hair、Senteur d'OC南法香頌、VITALSPA、
PH有機天然保養專門店、阿原YUAN、有機 萃天然保養專門店、乳油木之家、歐法頌、綠藤生機。

●指定親子專櫃：B1F- PLAY-UP、創意美術、親子盟／B2F-Micia美日手藝館。●本券為無償發行之
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抵用券使用期限至2018.5.15�u止，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
券面說明。● 本活動恕不得與「聽覺盛宴誠品人專屬禮」、「居家風格妝點專區滿額禮」、「料理新主
義專區滿額禮」、「全館滿額贈森活晴雨傘」重複兌換。 ●本抵用券僅限誠品敦南店館內使用，不得
使用於下列專櫃：誠品講堂／ 2F-誠品書店、eslite Café／ 1F-誠品精品文具館／GF-STARBUCKS／
B1F-誠品酒窖／B2F-誠品風格文具館、音樂館、童書舖及藝文空間特賣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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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辦理退貨，所兌換之抵用券需一併退還，且

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 

4.11 Wed. - 5.15 Tue.

誠品人
LOVE獨享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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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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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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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獎期間:領獎期間:2018.5.25 Fri.-6.25 Mon.。●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外籍旅客當日累計消費滿8,000元，即贈「茶籽堂旅行組」乙份。
（內含：隨身拉鍊包×1＋桑白皮茶苷洗髮露×33ml＋荷葉茶苷沐浴露×33ml＋馬栗樹茶
乾洗手露×33ml）

●外籍旅客贈禮恕不與「全館滿額贈森活晴雨傘」相關活動重複兌換。●每人每日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

有限，兌完為止。 ●滿額贈活動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講堂；B2F-藝文空間特賣活動；
2F-誠品咖啡eslite Café。●兌換贈禮時，請出示非中華民國國籍實體護照，方可兌換。 ●發票金額兌換限
誠品生活當日當店消費發票兌換，二聯或三聯式之轉開發票，恕無法參加兌換，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

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 ●贈品兌出恕不接受退換(瑕疵品或故障品除外)。 ●如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
票及贈禮至各店服務台／贈品處辦理，如贈禮已使用或遺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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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相關未盡事宜以顧客服務中心公告為準。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店單筆消費滿520元贈「氧顏森活 森果系列面
膜」乙片（價值102元，四款隨機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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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期間每人每卡限換乙片，數量有限，贈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誠品講

堂／ 2F-誠品書店、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 1F-誠品精品文具館／B1F-誠品酒窖／B2F-誠品風格文具館、
音樂館、兒童館及藝文空間特賣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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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於1F累計消費滿5,000元，即可獲得
「白瓷鳳梨收納盤」乙份。（價值380元，限量100份）

●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 本活動恕不得與「聽覺盛宴誠品人專屬選」、「春季保養大賞滿3,000送
300」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講堂／ 1F-誠品精品文具館。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於GF、B1F累計消費滿20,000元，即可獲
得「仙德曼琺瑯方鍋」乙份。（價值2,000元，限量125份）

●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 本活動恕不得與「聽覺盛宴誠品人專屬禮」、「春季保養大賞滿3,000送
300」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講堂／1F-誠品精品文具館／B1F-誠品酒窖。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筆消費達指定門檻即可兌換指定贈禮：

滿3,600元贈「氧顏森活 森果系列面膜保養四入組」乙盒
（價值406元）。
滿6,000元贈「氧顏森活 微金超導系列面膜保養三入組」乙盒
（價值789元，共四款隨機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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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日期：4.14 Sat.、4.15 Sun.、4.21 Sat.、4.22 Sun.、4.28 Sat.、4.29 Sun.、5.5 Sat.、5.6 Sun.、5.12 
Sat.、5.13 Sun.。●每人每卡活動期間各門檻限換乙盒，單張發票限換單ㄧ門檻贈禮，數量有限，贈完
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誠品講堂／ 2F-誠品書店、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 1F-
誠品精品文具館／B1F-誠品酒窖／B2F-誠品風格文具館、音樂館、兒童館及藝文空間特賣活動。●本活
動恕不與「全館滿額贈森活晴雨傘」、「寵愛媽咪美顏禮」活動重複兌換。

即日起 - 12.31 Mon.

外籍旅客限定

5.11 Fri. - 5.13 Sun.

寵愛媽咪美顏禮

4.11 Wed. - 5.15 Tue.

居家風格妝點
專區滿額禮 

4.11 Wed. - 5.15 Tue.

料理新主義
專區滿額禮 

4.14 Sat. - 5.13 Sun.

活動期間之週六與週日

誠品人
週末森活禮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 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敦南店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計算。● 兌換贈品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 所
有贈品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贈品圖片僅供參考，兌出後除瑕疵品恕不接受退換。● 本活動贈禮恕不提供挑選，實際規格及價值依官方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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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
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證件或官方版行動APP，方可兌換● 誠品人會員活動僅適用台灣申辦之會員卡/累計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恕不適用。● 各項活動贈禮恕不提供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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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Wed. - 5.15 Tue.

 250 點

誠品敦南店｜歐法頌 
德國LINDESA護手霜(50ml)
價值250元｜限量60組

 250點
誠品敦南店｜歐法頌 
瑞典《嚕嚕米聯名款》
多功能萬用巾

價值250元｜限量60組

抵用券   NT$

150
本券適用於誠品敦南店

使用期間：2018.5.03Thu.-2018.5.15 Tue.，
逾期無效 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抵用券   NT$

150
本券適用於誠品敦南店

使用期間：2018.5.03Thu.-2018.5.15 Tue.，
逾期無效 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刷卡分期零利率 2018.4.3 Tue.- 7.3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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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元以上

享 3 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 6,000 元以上

享 6 期零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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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18.4.3 Tue.- 7.3 Tue..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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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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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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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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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滿 3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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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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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35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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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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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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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銀行美國運通卡、大來卡、VISA金融卡恕不得參加分期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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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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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單筆滿 18,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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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滿 5,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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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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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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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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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誠品網站

meet.eslite.com/tw
誠品人

eslite APP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45號│捷運板南線 忠孝敦化站6號出口

No.245, Sec. 1, Dunhua S. Rd.,Taipei City 106, Taiwan (R.O.C)

MRT: Exit 6, Zhongxiao Dunhua Station, Nangang-Banqiao-Tucheng Line｜TEL: 02-2775-5977

�業時間

Opening
Hours

商場　　Department store / 11:00am - 10:30pm
音樂館　eslite music / 11:00am - 11:30pm
書店　　Bookstore / 24hours

明曜百貨
Ming Yao

Department Store

捷運忠孝敦化站
MRT Zhongxiao
Dunhua Station

復興中小學
Fushing

Private School

仁愛圓環
Renai Circle

SOGO敦化館
SOGO

Department Store

敦
化
南
路
一
段  Sec. 1, D

unhua S. R
d.

忠孝東路四段 Sec. 4, Zhongxiao E. Rd.

仁愛路四段 Sec. 4, Renai Rd.

安和路一段 Sec. 1, Anhe Rd.

郵寄名條

黏貼處

06666誠

品

敦

南

店

經

典

人

文

風

格

誌

04.11

05.15

2018
WED

TUE

封面故事 ‧ 專訪導演 陳宏一

愛的萬千繪影
設計他她‧相愛的∞種設

獻媽咪．春季保養大賞

指定美妝與親子專櫃 滿3,000送300

誠品人LOVE獨享抽

4.11 Wed.-5.15 Tue.
消費滿千抽關島來回機票等大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