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共同注意事項—●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計算發票消費累計金額。●兌換贈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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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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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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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誠品人會員相關贈禮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方可兌換。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
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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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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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Sat. - 2.05 Wed.

跨店漫遊 
限時五天
專屬禮

1.09 Thu. - 1.29 Wed.

會員攏來
來店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至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憑誠品點500點，

即可兌換精選品牌指定伴手禮100元折價券乙張。

兌換地點｜信義店B1贈品處(1.09-2.02)、B1顧客服務中心(2.03-3.02)／商場閉店後請至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

松菸店B2顧客服務中心；南西店4F顧客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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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累計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活動期間，同
品項每卡限兌換乙張折價券。●折價券使用期間：1.09 Thu.─1.29 Wed.止，逾期無效，詳細使用方式請見券面說明。●兌換為誠品點即時扣抵，信箱收取到點
數兌換成功通知函才算兌換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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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Thu. - 1.29 Wed.

誠品點
歡喜禮尚往來

前往點數專區 about KUAN 關於寬庭｜南西店2F
法國頂級Beurre Échiré 艾許奶油酥餅禮盒

海邊走走│松菸店2F
綠金海派綜合蛋捲禮盒

快車肉乾｜信義店B2、松菸店2F
經典大禮盒

春聯尺寸：
(W)15×(H)15cm

紅包袋尺寸：
(W)9×(H)18.5cm

誠品人會員於信義店／松菸店／南西店，

活動期間跨店累計消費滿120,000元，

即可兌換 Marshall Acton II藍牙喇叭乙台 （價值11,900元）

●活動期間每卡限換乙台，共限量17台，數量有限，兌完為止。●「Marshall Acton II 藍牙喇叭」
黑 白兩色隨機贈送，恕不挑選。●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信義店｜誠品講堂；5F-誠品
畫廊、靜思書軒；B2-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松菸店｜誠品行旅；誠品講堂；
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1F-台灣大哥大門市。南西店｜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本活動
恕不與「作伙團圓 新春滿額禮」；信義店：「共聚辰光 專屬禮」、「詩情化怡 加碼禮」、「年節好
體面 專區禮」、「晴風送暖 專區禮」；松菸店：「厝內換新裝 誠品人專屬禮」、「阮來穿燒燒 全
館滿額禮」、「阮來乾一杯 全館滿額禮」、「阮來去品茗 境外旅客限定」；南西店：「春萃煥然 摩
洛哥加碼禮」、「迎新除穢 好運加碼禮」、「境外旅客限定禮」、「誠品人暖冬限定 科技禦寒神
器」活動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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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信義店／松菸店／南西店

當日單店累計消費滿500元或扣誠品點20點，

即可兌換豐收年年 鼠年紅包袋3入＋小春聯2入乙組。

●活動期間每卡兌換限乙份；扣點兌換限兩份，全台數量有限，送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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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信義店 南西
店 松菸店當日單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
計：誠品講堂、誠品畫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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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eslite TEA ROOM、誠品酒窖、誠品行旅、誠品表演廳、誠品電影院及 
以下專櫃：信義店│5F-靜思書軒；B2-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松菸店｜1F-台 
灣大哥大門市; 2F-living project。南西店│5F-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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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g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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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ㄟ客廳
用 伴手禮相聚，一起過個好年

心 暖滿溢，挑個好禮許個好年

團 聚而坐，溫一杯好茶聊新年

聚 起美好，讓2020從今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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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共天下臣民永享昇平…」這是乾隆元年於開

筆儀式寫下的祈文，簡單的ㄧ句話，流露出以天

下為己任的心願。而每年元旦子時在養心殿舉行

的開筆儀式，均是以金甌永固杯飲用屠蘇酒、點

燃玉燭長調燭臺的蠟燭，再以萬年青筆寫下祈文

來迎接新年的到來。

年獸的傳說已不可考，這個僅靠口耳相 傳便貫穿千

年的民族記憶在古時除熟悉的鞭炮外，焚

燒松枝、芝麻秸也能發出具有       啪啪的

聲響，是祈求來年旺氣通天、興隆繁盛的

方法之ㄧ。

史學博士、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副研究員兼珍玩科科長。

早年研究北宋書畫鑑藏、唐五代節文；近年從事珍玩類器物研

究。最新著有（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之百什件收藏—以乾隆八年

(1743)重裝百什件為例），曾策劃多場特色鮮明的主題展覽。 

祈求平安的火爐

宋代開始流行的「歲朝圖」即係指過年前開始繪製、帶有期

許來年寓意的繪畫創作，而〈清．姚文瀚 歲朝歡慶〉則是其

中代表性作品，細緻描繪民間過年時的情境。

宋代開始流行的「歲朝圖」即係指過年前開始繪製、帶有期許來年寓意的繪畫創作，

內容包涵有吉祥寓意叢豔疊石為主題的創作，也有以闔家歡慶、孩童嬉戲等團圓場景。

揮別金豬、喜迎錢鼠，在這帶有「初始」象徵的庚子年，誠品生活借古鑑今，以歲朝圖

為題，並特邀國立故宮博物院侯怡利科長進行解析，羅列你所不知道的年節習俗典故。

侯 怡 利

線上鑑賞 故宮典藏

源自華佗藥方的屠蘇酒，其

配方帶有椒麻口感，由少至

老為飲酒順序為其特色，意在 遠

離疾病強健體魄，文化東傳日本後，

蘇酒 (とそ) 的習俗。

           清．姚文瀚 歲朝歡慶圖

時至今日仍保有 1 月 1 日元旦飲用屠

           清．姚文瀚 歲朝歡慶圖、清．汪承霈 春祺集錦

「歲朝圖」是從宋代開始流行於文人間的畫作，在新年第一個早晨精

神抖擻畫下對來年的期許，高潔的梅花、多子的石榴、或象徵穩固的

奇石，生活中可見的事物都成了古代文青們抒發情感且富有吉祥寓意

的畫作主題；翻越歷史洪流來到 2020，走過漫長的 12 個年頭重回生

肖之首，古人的歲朝精神已成民族的共同記憶，時至今日的我們仍喜

於在ㄧ年之始為來年立下期許並且盡力實踐著。

即日起至指定店點，我們誠摯邀請您在金鼠開春之際一同來到店內，

以古代的歲朝精神為本，在現代科技的幫助下，許下你的歲朝心願，

讓心的開始由此初發！

有著卷軸般的裝置外型是我們為你舖墊好的圖紙，捨筆墨取而代之的

是現代語音辨識，敬請對著話筒大聲說出你的新年期許吧！無論是回

歸初心或是展望未來，將話語轉化為文字投射在圖紙上完成屬於你的

新年「歲朝圖」，並有機會獲得我們為您準備的精心年節好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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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荷旺味百選 ｜2F｜綜合堅果罐禮盒，推薦價500元 (單罐)｜優惠價900元 (兩罐)　❷｜金長利｜2F｜松子擂茶禮盒+任選三包120元新港

貽，特價760元 ｜原價 850元　❸｜藝桐饗宴｜2F｜玉山麵+黑豆醬油+客家桔醬，特價500元｜原價600元　❹｜安心味覺｜2F｜雞蛋沙琪瑪+
黑糖沙琪瑪，特價300元 ｜原價 320元　❺｜248農學市集｜2F｜黃豆醬油220ml+蒜蓉油膏260g，推薦價270元　❻｜辰熹｜2F｜買10送3  (凡
購買10包蜜餞類，即贈1包橄欖其餘2包任選)　❼｜原味千尋｜2F｜丹紅晴雪，特價980元｜原價1,280元 (原味乳酪絲、田園蔬菜脆片、熊本
秀珍菇脆片、藍海章魚花 )　❽｜海邊走走｜2F｜綠金海派綜合蛋捲禮盒 ，特價1,120元｜原價1,160元 (花生愛餡蛋捲x4包入、芝麻愛餡蛋捲
x4包入、芝麻激厚蛋捲x6支入、蛋捲黑巧克力x6支入)　❾｜快車肉乾｜2F｜經典大禮盒，推薦價870元　❿｜米塔手感烘培｜B2｜古典冰心酥

禮盒，推薦價520元 (土鳳梨酥5個、金磚鳳梨酥5個、咖啡冰心酥1罐、蔓越莓冰心酥1罐)　⓫｜上信饌玉｜2F｜錦璨禮盒，特價780元│原價
970元 (鳳梨酥6入+夏威夷潛艇)　⓬｜咱們｜2F｜愛咱們年節禮盒，特價699元｜原價800元 (鑽鳳梨酥3入/鑽桂圓QQ酥2入/彩虹牛軋糖12入/
紅烏龍茶5入/黑糖薑母茶2入/桂圓紅棗茶2入)　

⓭｜吾穀茶糧SIIDCHA｜3F｜食茶禮盒(健康果仁+水蜜桃窨香烏龍茶)兩盒特價1,062元｜單盒原價590元　⓮｜茶粒茶｜2F｜小茶禮盒組，特

價380元｜原價470元（任選三種小茶口味，每日限量20組）　⓯｜Ki Give Tea｜B2｜金箔獻禮，推薦價1,200元(金箔翠玉/罐+黑糖桂圓牛軋
餅/4入+Espresso可可牛軋餅/4入)　⓰｜有記茶行｜2F｜新氣象禮盒，特價950元｜原價1,100元 (高山烏龍茶150g+奇種烏龍茶60g)　⓱｜長順名
茶｜3F｜花慶茶禮(流金歲月40年老茶+福壽梨山袋茶10入)，特價1,188元｜原價1,449元　⓲｜京盛宇｜ 3F｜相聚時光禮盒，推薦價1,310元　
⓳｜春水堂人文茶館｜3F｜好年節春節禮盒， 豐收烏龍推薦價999元/盒(阿里山熟香烏龍、阿里山清香烏龍，任擇兩支自行搭配)｜豐收茗茶推
薦價599元/盒 (阿里山手工紅茶/支+極品茉莉花茶/支)　⓴｜淡然有味｜3F｜《雨晴》典茶禮盒 (阿里山金萱+凍頂烏龍+阿里山高山茶)，特價

2,322元｜原價2,580元

❶ ❷ ❸

❹

❻

❿
⓫

⓭

⓬

⓯

❼

❺

❽

❾

⓮
⓰

⓱ ⓲
⓳ ⓴

❸

❶

❷

❹

❺

❶｜十二籃｜2F｜花藏蜜蜂蜜禮盒，特價620元｜原價750元　❷｜再來咖啡｜3F｜帶著咖啡禮盒，推薦價690元 (濾掛咖啡+手工餅乾)　❸｜古典
玫瑰園｜B2｜英式奶茶(伯爵/玫瑰)，特價兩罐899元｜原價1,180元　❹｜麻茶元｜B2｜精選手刷抹茶四件組，特價950元 ｜原價1,200元(限量2組)
加碼超值組合手刷抹茶2+1 推薦價870元，詳情請至櫃上參考　❺｜金長利｜2F｜松子擂茶禮盒+任選三包120元新港貽，特價760元｜ 原價 850元

松菸│Song Yan│阮ㄟ客廳 ‧ 歡迎來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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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明吉 Cuisine Minji｜B2

麻婆豆腐燴飯+小菜
推薦價149元

❷｜吾穀茶糧SIIDCHA｜3F

客家封肉套餐 (客家封肉+水蜜桃

窨香烏龍茶 or 阿里山烏龍茶)
特價420元｜原價460元

❸｜雞享屋｜B2

紅醬雞腿燉飯(麵)套餐
特價220元｜原價250元

❹｜The Scent｜B2

11吋Pizza任一口味搭配海尼根，
推薦價490元

❺｜鼓豆咖啡｜B2

熟食新品推薦

熟食米漢堡/熱狗堡+任選飲品，

現折30元(手沖系列除外)

❻｜The Scent 小所在｜B2

點餐送茶碗蒸或貢丸湯

(小碗一顆貢丸)
單點價40元

❼｜唯．午茶記憶｜B2

凡購買花蛋仔即贈原味雞蛋仔

乙份(價值70元)

❽｜溫叨 Cafe & Dining｜2F

我發發套餐(小上海紅燒獅子頭
餐+下酒小點三杯菇菇香腸)
特價588元｜原價618元

❾｜醋頭家｜2F

頂級瓶裝 極品酵醋
特價1,080元｜原價1,280元

❿｜繽菓市｜B2

任選80元手工義式冰淇淋12杯
推薦價800元 ｜原價960元

⓫｜麻茶元｜B2

潛艇堡＋飲品＋指定甜點，套餐

折扣50元指定甜點 (鮮乳霜淇淋/
甘味盛合/水信玄餅)
特價169元｜原價219元

⓬｜四葉關東煮｜B2

新春雙人套餐

（主食三選二+關東煮任選九樣）
特價299元│原價345元

⓭｜老鍋底｜B2

任選單一主餐享9折優惠

⓮｜天仁茗茶 喫茶趣 To Go｜B2

大杯炟客拿鐵

特價100元｜原價110元

⓯｜恆之茶居｜B2

港式蘿蔔糕禮盒(兩入)
推薦價250元

⓰｜春水堂人文茶館｜3F

好年節-春節年菜
檔期時間內，單筆消費滿888元，
即贈「雪白菇芥藍」乙份

⓱｜JC Sushi｜ B2

延年益壽壽司捲拼盤 
特價680元 ｜ 原價880元
(鮭魚起司卷、比目魚星鰻卷、火

山卷（干貝+旗魚）、辣鮪魚卷、

鮭魚花卷)以及三種小菜

⓲｜Ayoi 原住民文創館｜B2

年節酒類優惠價

兩瓶900元，三瓶1350元
即可以150元加購任選茶葉乙盒

⓳｜米塔手感烘焙｜B2

草莓盒子蛋糕

推薦價128元

❶

❷

❾

❿

⓬

⓮

❺

❻

❸

⓫

❹

⓭

⓰

⓯

❽

⓱

⓲
⓳

❼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松菸│Song Yan│阮ㄟ飯廳 ‧ 一起來吃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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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WEST VILLAGE｜1F｜醫生包，特價3,852元｜原價4,280元　❷｜JAMEI CHEN｜1F｜手提肩背包，推薦價29,800元　❸｜HANDOS｜1F｜ 

Lil’Brodie真皮腰包，特價4,500元｜原價4,980元　❹｜AXES｜1F｜WEAVIS M 卡其高領連貌軍外套，特價4,784元｜原價5,980
元　❺｜IN ｜1F｜兩穿風衣洋裝， 特價3,500元｜ 原價5,880元　❻｜Isabelle Wen｜1F｜黑色繡花披肩式棉襖，特價23,984元｜原價29,980
元　❼｜AXES｜1F｜if&n 藍色領綁帶長洋裝，推薦價10,800元　❽｜AXES｜1F｜VATI 淺軍綠CTHE I 帆布鞋Light Army，推薦價2,380元　
❾｜+10‧加拾 ｜1F｜+10‧加拾福袋，特價990元｜原價約1,500元

❿｜Ysanne｜紅色限量圍巾小羊毛，特價2,880元｜原價3,980元　⓫｜6ix pm｜藝文感知格紋披巾，特價1,060元｜原價1,190元　
⓬｜AXES｜1F｜UUIN 卡其立體袖型短版上衣，特價4,816元｜原價$6,880元　⓭｜YUWEN｜幾何拼接外套，推薦價7,470元　⓮｜vïga 

wang｜1F｜緹花質感圓領上衣，特價5,380元 / 荷葉腰頭造型寬褲，特價5,680元　⓯｜雨兒YUER｜1F｜不收邊毛料外套，特價12,236元｜原
價12,880元　⓰｜DOUCHANGLEE｜1F｜雙面料羊毛大衣，特價22,350元｜原價29,800元　⓱｜CHARINYEH｜1F｜排扣絨布裙，特價9,490
元｜原價18,980元　⓲｜SISJEANS ｜1F｜大紅色排釦造型襯衫洋裝(附腰帶)，特價2,290元｜原價2,490元

❶

❷
❸

❹

❺

❼

❽ ❾

❿
⓫ ⓬

⓭

⓮

⓯

⓰

⓲

⓱

❻

松菸│Song Yan│阮ㄟ衣櫃 ‧ 穿新衣戴新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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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Eddy Jewelry
蛋白石垂墜耳環

推薦價5,800元

MIESTILO｜2F

心想事成純銀細戒

特價680元｜原價980元

Agaric Garden 艾格瑞｜2F

幻鏡玫瑰金飛馬星球耳環

特價1,580元｜原價1,980元

AXES｜1F

AURORA CHI - 
金色Capricorn水晶墜飾耳環
特價4,200元｜原價6,000元

艸化工事｜1F

Monroe
都會性感紅花垂墜金鏈耳環

特價1,880元｜原價2,080元

AXES｜1F 
NIZA HUANG JEWELLERY - 
Moments 3 stones ring
特價4,160元｜原價5,200元

AXES｜1F

AURORA CHI - 
銀色變形DNA戒指
特價2,163元｜原價3,090元

本島舍｜3F

糖果印花耳環

推薦價480元一對 / 買二送一

Pipijudy X SameSame｜2F

圖騰珍珠耳環 
特價1,980元｜原價2,360元

AXES｜1F 
NIZA HUANG JEWELLERY 
- Curved pearl earrings
特價4,480元｜原價5,600元

拓銀｜2F

旋轉木馬戒

特價3,500元｜原價3,700元

林曉同｜1F

翎雀(不含鍊)
推薦價90,250元

❶｜Olivia Yao Jewellery｜1F｜Violet Solar，推薦價3,680元　❷｜Olivia Yao Jewellery｜1F｜Violet Lariat，推薦價8,600元 　❸｜Olivia Yao 

Jewellery｜1F｜Violet Lunar Opticks，推薦價4,980元　❹｜I-Shan13 ｜1F｜珍珠小魚項鍊，特價2,680元｜原價3,280元　❺｜O season｜1F｜光

陰(Time)/鋯石雙圈手鍊，特價3,360元｜原價3,600元　❻｜O season｜1F｜光陰(Time)/鋯石項鍊，特價3,360元｜原價3,600元　❼｜O 

season｜1F｜光陰(Time)/圈式耳環，特價2,660元｜原價2,880元　❽｜Urban Lazy｜1F｜探險旅程項鍊，特價4,118元｜原價4,680元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❼

❽

松菸│Song Yan│阮ㄟ厝 ‧ 雜某人ㄟ私密珠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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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XX｜XXXXXX

誠品生活松菸店 3F

誠品生活松菸店 2F誠品信義店 2F｜誠品生活松菸店 1F｜誠品生活南西 4F



❶｜Dleet｜1F｜短版背心，特價4,445元｜原價6,350元/長短版襯衫，特價5,845元｜原價8,350元/亂褶長褲，特價5,425元｜原
價7,750元　❷｜49101 聽音樂的靈魂伴侶｜3F｜Handy Box 真無線藍牙耳機  (贈長型皮革收納包，價值790元)，特價2,990元│原

價3,780元　❸｜expo｜2F｜MPO方袋，推薦價1,580元　❹｜Jia Plus｜2F｜手沖咖啡工具禮盒，推薦價2,280元(黑/白擇一)　
❺｜GoPro｜3F｜GoProHERO8 Black 推薦價15,900元(加購相關配件第一件95折第二件9折)(不含記憶卡)　❻｜Alto｜1F｜RFID 防盜輕薄
皮夾-渡鴉黑，推薦價2,980元　❼｜expo｜2F｜觀音帽子，推薦價1,350元　❽｜25TOGO｜2F｜丹寧布動物造型包， 推薦價2,800-4,200
元　❾｜Brisa｜3F｜Brisa BS-BUTA16，特價540元｜原價600元　❿｜CLASSICO｜2F｜C13，推薦價4,280元　⓫｜THULE｜3F｜THULE 
TCAM-5116，特價2,450元｜原價3,500元　⓬｜誠品書店｜3F｜川本三郎的日本小鎮紀行，推薦價360元│會員9折　⓭｜Prolla｜2F｜遮光

素面男仕折傘，特價980元｜原價1,200元　⓮｜COMEBUYTEA｜1F｜分享盒，冷泡茶‧四季春 500元 / 冷泡茶‧鐵觀音 750元 / 檸檬+碳焙烏
龍 750元 / 桂花釀烏龍 800元 / 鮮奶+錫蘭紅茶 900元 / 芭樂+清香烏龍 900元　⓯｜誠品書店｜3F｜NIID Fino槍包(D1第三代型男防盜槍包/ 黑色/ 
右手款)，推薦價1,580元｜會員9折　

❶ ❷ ❸

❹ ❺

❼

❻

❿

❽

❾

⓫ ⓬

⓭

⓮

⓯

LEATAI磊泰｜3F

手作製筆體驗課

特價1,275-3,400元
原價1,500-4,000元

Liho｜2F

多層次輕便包(七色)
推薦價1,280元

LSY林三益｜2F

攜帶式蜜粉.粉餅刷
(Love yourself 款)
特價780元｜原價900元

living project｜2F

宮崎製作所 單杯茶壺 
(銀黑兩色任選)
特價1,598元｜原價1,880元

0416x1024｜2F

小可愛。高級羊絨帽 (多色可選)
特價882元｜原價980元

living project｜2F

SOU．SOU X 大同電鍋 
獨家聯名 微笑知性綠
特價3,490元｜原價4,680元

仙德曼｜B2

冷泡咖啡壺1.0L
特價1.090元｜原價1,500元

華家國際｜B2

上掀式蒸氣烤箱

烤箱、燒烤二合一，一機完

成多種料理

特價3,980元 l 原價5,000元 

賽先生科學工廠｜2F

吃不完的巧克力拼圖

特價436元｜原價490元

DAVID&MAISIE Select ｜3F

CLAUS PORTO 馬卡龍香氛皂禮
盒(IRIS彩虹鳶尾)
推薦價950元

MERCI Design｜3F

摩艾造型Airpods保護套
特價246元｜原價280元

幸聞園XWYSiblings｜3F

Meduse靴類
特價1,499-3,999元｜任兩款88折

創意美術｜3F

鼠來寶(限定模型)
特價780-1,299元
原價1,000-1,800元

Mao's樂陶陶 ｜2F

一舉鼠得 
招財進寶彭派組

特價1,499元
原價1,660元

Pintoo｜2F

單筆滿1,000元，即可以優惠價
加購限定商品(共6款)

天華沉香｜3F

點好香，過好年

特價13,000元│原價19,000元

禾荳荳美術館｜3F

微笑福神在誠品

特價999元｜原價1,298元

誠品書店｜3F

藝術家的一日廚房: 學校沒教的
藝術史, 家常菜向26位藝壇大師
推薦價690元｜會員9折

誠品書店｜3F

若沖百年巡禮: 在真實與想像

之間, 走進江戶天才畫家的奇

想世界 (完全保存版)
推薦價800元｜會員9折

松菸│Song Yan│阮ㄟ厝 ‧ 男子漢ㄟ選物提案 阮ㄟ厝 ‧ 囝仔作伙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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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周信宏

木匠兄妹木工房｜2F

益智遊戲-小小建築師

木匠兄妹選擇在台灣在地加工製

造，改變了這項日落產業，使木作

不僅充滿樂趣，也更加豐富、貼近

我們的生活。

Q1：一個年的開始，對自己與品牌
有什麼樣的展望？
A：我們會持續發展更多手作課

程，並結合更多機動結構以及聲光

功能在木頭材質上，專注客戶體

驗，並持續研發更多有趣的生活文

具用品豐富人們的生活。

Q2：可以簡單分享「職人精神」
對你來說是什麼樣的價值嗎？
A：職人精神對我來說就是專注把

一件事情做到最好，就像木匠兄妹

15年來只專注一件事情，就是將

木頭的材質發回到淋漓盡致，融入

了文創，設計、趣味，功能，更貼

近人們生活，讓木頭真正能夠生活

化。

品牌顧問｜林靖蓉LynnLin 

坤水晶｜2F

林靖蓉LynnLin-台灣首位以玻璃藝

術類別作品獲得國際競賽獎項的玻

璃藝術家。

是少數以「吹製」及「鑄造」並重

的玻璃創作者。

Q1：一個年的開始，對自己與品牌
有什麼樣的展望？
A：坤水晶玻璃工房創立於誠品生

活松菸店6年多來已成為國內外遊

客造訪松菸店時的必朝聖熱門景

點，除了希望繼續成為松菸店的代

表特色之外，更希望透過在玻璃藝

術家林靖蓉LynnLin的帶領之下能

持續將玻璃工藝的美與職人精神傳

達給更多的人們。

Q2：可以簡單分享「職人精神」
對你來說是什麼樣的價值嗎？
A：「職人精神」對我來說就是執

著與堅持。

不管面對多少失敗，只要目標堅

定，希望永遠都在。

草山金工創辦人｜劉冠伶

草山金工｜2F

經典赫茲對戒

特價4,980元
原價5,760元

2006 年，KINJO 開啟一段
追尋工藝夢想的旅程。我們

創立了首間金工工作室，並

於 2013 年獲得國家文化部

專案計畫首獎肯定。

Q1：一個年的開始，對自
己與品牌有什麼樣的展望？
A：期待在連續的動盪裡，
成為能鼓舞生命熱情與充滿

感謝的基地。 
Q2：「年」對您來說代表
著什麼意思？什麼涵義？
A：年，是持續增加的責

任，與檢視自身是否能為臺

灣付出的起算點。

創辦人兼總店長 ｜Wendy

Dough 動手玩烘焙DIY｜3F

DOUGH是DO It Urself Good & 
Healthy的英文縮寫；也是生麵團的
意思，代表由麵團開始、由食材開

始!
Dough 動手玩烘焙DIY相信成就感
是快樂的來源，在這裡你可以是甜

點大師、是帥氣的主廚!

Q1：一個年的開始，對自己與品牌
有什麼樣的展望？
A： 新的一年，也是動手玩品牌邁
入第五年，希望自己能帶領品牌與

員工有更佳的成績，也希望提供客

人有更創新的體驗、並持續維護產

品品質。

Q2：「年」對您來說代表著什麼
意思？什麼涵義？
A：反省、歸零、再出發，處在目

前變化頻率那麼快的社會，唯有不

斷修正自己、心態歸零(回到創造

品牌的初衷)、修正方向重新出發

才能長久的走下去。

五行創藝店長｜許雅婷

五行創藝｜2F

彩繪課程第2人同行，其中

1人享85折優惠 (以低價者

為折扣)

以工藝設計與創作，藉由工

藝美學重新思維；在發展工

藝生活中，尋找工藝精神。

Q1：一個年的開始，對自
己與品牌有什麼樣的展望？ 
A：「陶藝」不只是五行創
藝的專業，更期望大眾可

以透過五行創藝提升生活

美學養成，享受手作對於

生活所帶來的樂趣。 
Q2：「年」對您來說代表
著什麼意思？什麼涵義？
A：  在新舊年的交替中，

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也

讓我們學習享受每一個當

下，一起把生活變得更有

色彩。 

共同創辦人｜彭忠駿

HUBOX｜2F

工業風造型桌燈 

Hubox為一手作燈飾體驗品牌，由
專業工業風職人設計，帶所有朋友

從挑選木頭開始，切鉅、雷刻、

組裝管件，製作一盞經典工業風燈

具，用一盞燈說一個故事，親手妝

點生活中的每段時光。

Q1：一個年的開始，對自己與品牌
有什麼樣的展望？
A：能夠繼續本著自己做的精神、

讓所有來到Hubox的朋友知道生活
的美學是很簡單就可以透過自己的

雙手所創造的。

Q2：「年」對您來說代表著什麼
意思？什麼涵義？
A：年是個機會去回顧自己所創造

的結果、這個結果是否有跟我們的

願景一致、有什麼好的可以留著、

有什麼地方可以調整。

莫泰藝術店長｜劉國瑩

莫泰藝術｜2F

銀鹽攝影(黑白)
推薦價5,850元
這是富有詩意的生活方式，

當你全心攝影時，將傳遞最

經典的感動。

Q1：一個年的開始，對自
己與品牌有什麼樣的展望？
A：莫泰藝術期望創造更好
的 影像體驗、培養創造力

以及創新能力，傳遞藝術 
攝影的 感動 。
Q2：「年」對您來說代表
著什麼意思？什麼涵義？
A：全家人圍爐的美好時

光，與親人、愛人、友人分

享過去的一年，並為來年設

定目標。

馨心齋香品創辦人｜陳冠彣

馨心齋香品｜2F

馨心齋精選手工香組合 
推薦價1,688元
(松菸獨家)

尊崇古法在地製作，堅持以

100%天然原料，製成100%
無害香品。

Q1：一個年的開始，對自
己與品牌有什麼樣的展望？
A：希望馨心齋能夠有機會
走出台灣。透過馨心齋，

讓國外更多人認識台灣傳

統手工製香，體會天然香

氣的美好。

Q2：「年」對您來說代表
著什麼意思？什麼涵義？
A：「年」對我來說是代表
著時間軸的記量單位，每

一個新年度都要比過往更

精進，更提升！

創辦人兼店小二｜黃怡嘉

尼莫家｜2F

家裡用的布類小物(抱枕套/
面紙盒/圍裙/兩用布盒/窗
簾門簾等)

用來自世界的印花布料妝點

每個人的美好日常。

Q1：一個年的開始，對自
己與品牌有什麼樣的展望？
A： 希望能夠更著重在創作
創新上，持續製作出讓人驚

豔回味無窮的作品。

Q2：這次推薦商品主要的
方向是？為什麼會推薦這
個商品？
A： 想要趁著年節的時刻，
與有需要的人一起討論，將

美好的花布應用在居家生活

裏頭．於是歡迎帶著任何天

馬行空的想法來跟尼莫討

論，一起創造出獨一無二又

美麗的物品來妝點日常生

活。

松菸│Song Yan│跟著職人養成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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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TAI磊泰｜3F

為台灣傳統工藝注入文創共鳴，木質筆讓手帳擁有了手寫的溫度。

課程主題：

❶｜木質圓珠筆｜1,500元      ❷｜木質小鋼筆｜2,650元      ❸｜木質大鋼筆｜4,000元  

自己印｜2F

核心精神：一卷就能印! 以客製化紙膠帶印刷，滿足自己的文具控。

課程主題：

❶｜風格書籤拼貼列｜200元      ❷｜撕貼畫創作｜499元      ❸｜手作離型紙本｜600元

叫我文具控

松菸主題活動—

，從一無所知到略有所聞，透過親
自參與體驗，細味職人們堅守的高品質。

Shokunin School
1.21Tue.~12.31Thu.

1. ， 。

2. 。

1 ， ：

  → ；   → 

B2

P.16-P.18 QRCODE

創意美術｜3F

由繁化簡的作畫技巧，藉由老師們悉心教學，引導探索休閒油畫領域。

課程主題：

❶｜單把烤皿模型（黃、綠）｜878元      ❷｜夏之星｜1,350元       ❸｜冬之雪｜2,250元  

草山金工｜2F

打造出帶著走的回憶，由銀絲線交織，點綴甜美指環，慶祝生命中的重要時刻。 

課程主題：

❶｜雅緻款銀戒｜1,980元      ❷｜經典款銀戒｜2,880元       ❸｜純銀手鐲｜4,880元  

HSU&DAUGHTER｜2F

手縫皮革小物課程，讓你為自己或喜歡的人，親手做個可以使用一輩子的禮物吧！

課程主題：

❶｜指定鑰匙圈｜980元      ❷｜隨手錢包｜1,480元       ❸｜隨手卡夾｜1,980元  

禾荳荳美術館｜3F

以「藝術教育」為出發，透過「手繪創作」引導，幫助每個人發現自己的畫畫潛能。

課程主題：

❶｜心中畢卡索｜600元      ❷｜浩瀚大宇宙｜750元      ❸｜神祕海洋趣｜900元  

[D]science｜3F

當科學遇上設計實作，親自操作稀有金屬的結晶與塑造，從科學面延伸色彩設計。

課程主題：

❶｜鉍晶之路｜1,500元      ❷｜鉍飾定理｜1,500元      ❸｜植入彩樣｜1,500元  

莫泰藝術｜2F

 「銀鹽黑白暗房」實現由拍攝到沖放的完整過程，創造出令人驚艷的好照片。

課程主題：

❶｜放相｜1,200元      ❷｜初階組合：沖片＋放相｜1,800元
❸｜進階組合：攝影實拍＋沖片＋放相｜2,450元 

The Escape Artist｜2F

提供各式繪畫用具，無需準備零零雜雜的物品，只要將腦中的想法繪出述說。

課程主題：

❶｜TINY畫布創作｜650元      ❷｜GIFT S/R畫布創作｜990元 
❸｜MINI S/R畫布創作｜1,200元  

揮灑藝術

配件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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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兄妹木工房｜2F

以體驗活動、設計思維發展「木」光，讓木製的溫暖成為生活中重要的部分。 

課程主題：

❶｜檜木筷子｜530元      ❷｜原木餐盤｜1,280元      ❸｜曼尼機器人小夜燈｜1,480 元  

Hubox｜2F

以復古的鎢絲燈泡為主體，動手組裝成淡淡木香的夜燈，溫暖每個夜晚。

課程主題：

❶｜木作燈飾｜990元      ❷｜原木造型小樹燈｜1,290元      ❸｜機器人造型桌燈｜3,090元   

Mao's樂陶陶｜2F

家，是樂陶陶兩姊妹的開始，以手工彩繪陶瓷為主，將傳統工藝延續到你我手中。 

課程主題：

❶｜手繪自己專屬的碗｜450元      ❷｜妝點自己的餐盤｜750元
❸｜為寶寶留下拓印印記｜750 元  

Dough 動手玩烘焙 DIY｜3F

提供舒適烘焙DIY空間，即便新手都能GET住最完美夢幻的法式甜點。 

課程主題：

❶｜圓胖胖餅乾系列｜330元 - 490元      ❷｜經典派塔系列｜560元 - 580元
❸｜六吋蛋糕系列｜480元 - 680元 

坤水晶｜2F

以琉璃工藝起家，透過近距離接觸，偷窺一場 1200°C 吹製玻璃的火熱魅力。 

課程主題：

❶｜漂浮玻璃球｜1,000元 - 1,400 元      ❷｜純淨玻璃杯｜1,200元 - 1,600 元 
❸｜手感玻璃盤｜1,300元 - 1,700 元  

馨心齋香品｜2F

承襲傳統製香工法，選用天然原料呈現木頭原始味道，依喜好挑選空間香氣調和。 

課程主題：

❶｜漢方合香香囊｜500元      ❷｜香錐手作｜500元      ❸｜靜心凝香打篆｜800元   

五行創藝｜2F

在揉、捏、拍、壓過程中認識陶土特性，包含工具使用與燒成都令人著迷其中。

課程主題：

❶｜陶土彩繪｜400元      ❷｜手捏陶碗｜900元      ❸｜手感杯｜1,200 元  

居家擺飾

新手當大廚

國內室內樂專業品牌
 《2020誠品室內樂節》
4.12 Sun. - 6.13 Sat.｜B2 誠品表演廳 

【2020誠品室內樂節】邀請到5組國內外頂

尖音樂家，引領樂迷聆聽品味室內樂迷人的

音樂風景。

演出｜Emerson String Quartet、Arod 

Quartet、 Infinite首席四重奏 、五度音弦樂四
重奏、藝心弦樂四重奏
購票｜兩廳院售票，套票65折起！

《首席‧超樂之巔》
4.12 Sun.｜B2 誠品表演廳 14:30-16:00 

Infinte首席四重奏近年來以挑戰巴爾托克的
六首弦樂四重奏為目標，不斷堅持精進自我

的精神，為國內弦樂四重奏樹立全新的音樂

典範！他們將帶來多首重量級經典曲目，絕

對是所有樂迷不容錯過的音樂饗宴。

演出｜Infinite首席四重奏（李宜錦、鄧皓敦、陳
猶白、歐陽伶宜）
票價｜兩廳院售票  500/800/1000

《幻彩‧光影‧德布西》
5.16 Sat.｜B2 誠品表演廳 19:30-21:00

五度音弦樂四重奏由小提琴家盧佳君與國內

中生代的優秀音樂家所組成，追求呈現合奏

的極致與觀眾聆賞的美好共鳴。本次將透過

截然不同風格卻皆為經典之大作，創造多彩

絢麗音樂氛圍，與樂迷一同聆賞室內樂之美。

演出｜五度音弦樂四重奏（盧佳君、張恆碩、余
道昌、潘怡慈）
票價｜兩廳院售票  500/800/1000

《法式浪漫狂潮》
4.25 Sat.｜B2 誠品表演廳 19:30-21:00 

來自法國的Arod四重奏，顏值與樂技兼具

的樂壇新星，以層次豐富而細緻的音色與質

感無懈可擊的演奏技巧，狂放熱情的琴弦爆

發力，透過精湛演奏，傳遞其迷人不凡的魅

力風格，帶給樂迷們精采絕倫的浪漫之夜!
演出｜ 阿羅德四重奏 Arod Quartet

票價｜ 兩廳院售票 800/1000/1200/1500

《世紀天團再現》
5.27 Wed. - 5.28 Thu.｜

B2 誠品表演廳 20:00-21:30 

當今全球最頂尖、最具傳奇性的室內樂團 ─ 
艾默森弦樂四重奏 ，暌違3年再度來台，精

心挑選演繹貝多芬晚期5首經典弦樂四重奏

作品，以嶄新的音樂觀點重現貝多芬音樂中

的光彩輝煌！

演出｜艾默森弦樂四重奏 Emerson Quartet 

票價｜兩廳院售票  1200/1600/2200/2600

買買氏《親愛的！我回
地球一下》
1.19 Sun.｜松菸店 3F Forum 15:00-16:30 

暢銷書《棄業日記》作者買買氏這次竟然離

島出走，在飛彈當頭的以色列農場工作、在

風沙漫天的大漠尋找駱駝，她要用最衝擊的

地球居遊帶你重新學習做一個地球人！

主辦單位｜天下雜誌出版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閃耀新勢力─
弓弦狂舞》
6.13 Sat.｜B2 誠品表演廳 19:30-21:00 

被譽為「臺灣新世代最佳室內樂組合」的藝

心弦樂四重奏，今年將為聽眾展現時光交

錯，觸動心靈的聽覺盛宴！

演出｜藝心弦樂四重奏（林一忻、胡庭瑄、蔡弦

修、張琪翊）
票價｜ 兩廳院售票  400/600/800

林黛羚《在家CEO，賺
進後半輩子從家開始》
1.18 Sat.｜松菸店 3F Forum 15:00-16:00  

又住又賺，人生下半場要收入也要自在！林

黛羚老師告訴你，如何從35歲準備迎接人生
下半場，看各領域人士如何把家當作起點、

結合自身專長，尋得更開展的獲利模式。

主辦單位｜原點出版

參加方式｜免費入場

松菸  
主題活動
Song Yan  THEME EVENT

2020
January  - June

1月-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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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Yan
NEW OPENING松菸│新櫃登場│

Story Wear｜1F

有感於時尚產業為「全世界第二大

污染源」，Story Wear 零廢棄時尚品
牌，希望透過展覽、品牌演繹達到

最具廣度的溝通。生產線由二度就

業婦女所組成，100%手工製作原料

皆來自回收布料及衣物。

VIIART｜1F

VIIART用飾品訴說世界的風景；

我們摸索著歲月痕跡，將歷史、文

化、古典不朽的精神，融入設計。

透過寶石的色彩與能量，支持你在

未知的旅程中，開啟心扉，一路前

行。

華家國際｜B2F

嚴選日本知名品牌小家電，生活小

物，堅持品質、極簡、體貼、微小

細節都講究完美的浪漫態度，訴求

「生活中無所不在設計美感」。讓

每位客人家裡都能擁有完全屬於自

己的小空間。

JC SUSHI｜B2

JC壽司卷丼飯專門店，最新鮮的食

材與真摯的手藝，充滿異國風情的

壽司卷，新鮮澎拜的刺身丼飯，和

每日限量供應的熟食特餐，絕對是

您不能錯過的松菸美食。

MERCI Design｜3F

MERCI Design = 謝謝。自家團隊開
發獨創商品，也精心挑選異國設計

的實用傢飾品，凝聚不同設計師的

巧思，讓生活更加美好。

DAVID&MAISIE Select｜3F

引進葡萄牙百年皇室香氛皂品

牌C L AU S  P O RT O與韓國口腔

醫學專家共同研發的牙膏品牌

O’PRECARE。

誠品信義店 4F｜誠品敦南店 B1｜誠品生活松菸店 2F



500
本券適用於誠品生活松菸店；限下一筆消費使用使用期間｜ 2020.2.07 Fri. - 2019.2.27 Thu.止，逾期無效

抵用券

誠品生活松菸店 72小時限時優惠
指定專櫃滿萬送千

500
本券適用於誠品生活松菸店；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使用期間｜ 2020.2.07 Fri. - 2019.2.27 Thu.止，逾期無效

抵用券

誠品生活松菸店 72小時限時優惠

指定專櫃滿萬送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2,000元，
即可兌換大心 美味招待券乙張（價值250元，限量235張）。

●每卡／每日限換乙張，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2-
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1F-台灣大哥大門市。●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作伙團圓 新春滿額
禮」、「厝內換新裝 誠品人專屬禮」、「阮來穿燒燒 全館滿額禮」、「阮來去品茗 境外旅客限定」。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2,000元，即可兌換溫叨
Cafe & Dining 18天台灣生啤酒乙杯 (500ml) 兌換券乙張

（價值260元，限量570張）。

●每卡／每日限換乙張，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2-
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1F-台灣大哥大門市。●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作伙團圓 新春滿額
禮」、「跨店漫遊 限時五天專屬禮」、「72小時限時優惠 指定專櫃滿萬送千」、「厝內換新裝 誠品人專屬
禮」、「阮來穿燒燒 全館滿額禮」、「阮來去品茗 境外旅客限定」、「阮來春越森林 境外旅客限定」。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3F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
即可兌換京盛宇隨行包袋茶7入兩袋乙份（價值340元，限量80份）。

3F指定專櫃│淡然有味、再來咖啡、京盛宇、SIID CHA、長順茶行、山山來茶、49101聽音樂的靈魂伴侶、
DAVID&MAISIE Select、deya、GoPro、MERCI Design、THULE、化石先生、天華沉香、創意美術、本
島舍、LEATAI磊泰、動手玩。

●每卡／每日限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3F-
誠品書店。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60,000元，
即可兌換Dleet I'm White 羊毛圍巾乙件（價值6,750元，限量15件）。 

●每卡／每日限換乙件，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2-
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1F-台灣大哥大門市。●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作伙團圓 新春滿額
禮」、「跨店漫遊 限時五天專屬禮」、「72小時限時優惠 指定專櫃滿萬送千」、「厝內換新裝 誠品人專屬
禮」、「阮來呷一頓 全館滿額禮」、「阮來乾一杯 全館滿額禮」、「阮來去品茗 境外旅客限定」、「阮來
春越森林 境外旅客限定」。

誠品人會員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200,000元，即可兌換Dyson Pure 
Hot+Cool 三合一涼暖空氣清淨機 HP04乙台（價值26,900
元， 限量2台）或 Dyson 無線吸塵器 V10 fluffy+乙台（價值

25,900，限量2台）或美國FRIGIDAIRE 桌上型智慧洗碗機 
6人份乙台（價值29,900，限量2台）三擇一。滿100,000元，即可兌換
3M保暖纖維秋冬被（雙人尺寸）乙件（價值9,900元，限量6件） 

●每卡／每日限換乙台／件，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各門檻恕不得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消費恕不
列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1F-台灣大哥大門市。●本活動恕不與以下
活動重複兌換：「作伙團圓 新春滿額禮」、「跨店漫遊 限時五天專屬禮」、「72小時限時優惠 指定專櫃滿
萬送千」、「阮來穿燒燒 全館滿額禮」、「阮來呷一頓 全館滿額禮」、「阮來乾一杯 全館滿額禮」、「阮
來去品茗 境外旅客限定」、「阮來春越森林 境外旅客限定」。●「美國FRIGIDAIRE FDW-6002TF桌上型
智慧洗碗機 6人份（升級款）」，商品需進行專業安裝，無法於現場兌換領取，後續出貨（除離島外皆可配
送）、安裝、維修、保固等將由台灣區總代理美第股份有限公司所指定之合作廠商提供服務，相關兌獎辦法
將於臨櫃兌獎時提供紙本說明，更多商品訊息請見品牌官方網站。

2.07 Fri. -  2.09 Sun.

72小時限時優惠
指定專櫃
滿萬送千

1.09 Thu. - 3.02 Mon.

厝內換新裝 
誠品人專屬禮

1.09 Thu. - 3.02 Mon.

阮來穿燒燒 
全館滿額禮

1.09 Thu. - 1.28 Tue. 

阮來呷一頓 
全館滿額禮

1.29 Wed. - 3.02 Mon.

阮來乾一杯 
全館滿額禮

1.09 Thu. - 3.02 Mon.

阮來去飲茶 
專區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指定專櫃 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0元，
即可兌換1,000元電子抵用券乙份。內含│500元電子抵用券 X 2張 

●本活動累計消費指定專櫃：1F-全樓層專櫃（惟台灣大哥大門市、URBANER奧本電剪、SHOCK MAMA
不適用）／2F-BLUE STONE 青石、CLASSICO、JIA PLUS、 Zu WATCH、草山金工、莫泰藝術、巢家
居、賽先生科學工廠、0416X1024、25TOGO／3F-allenblue、DAVID&MAISIE Select、deya、GoPro、
LEATAI磊泰、MERCI Design、THULE、化石先生、本島舍、淡然有味、天華沈香、自在古美術、49101
聽音樂的靈魂伴侶，指定專櫃若有異動，請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 ● 抵用券使用期限：2020.2.07 Fri. 
-2020.2.29 Sat.止，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抵用券限於誠品生活松菸店使用，惟不適用於以
下專櫃：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丸亀製麵／1F-台灣大哥大門市／2F-living 
project／3F-誠品書店，排除專櫃若有異動，請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
「作伙團圓 新春滿額禮」、「厝內換新裝 誠品人專屬禮」、「阮來穿燒燒 全館滿額禮」、「阮來乾一杯 全
館滿額禮」、「阮來春越森林 境外旅客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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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卡、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直接進行折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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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折抵及其它活動之累計消費金額。

禁止酒駕，
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兌換地點│B2 顧客服務中心Song Yan
SPECIAL OFFER松菸│滿額回饋│

誠品信義店 B2｜誠品生活松菸店 2F｜誠品生活南西 B1
25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松菸店當日單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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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利
於活動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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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方可兌換。● 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乙項
活動贈禮。● 誠品講堂／誠品行旅／1F-台灣大哥大門市／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票券與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 所有贈品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圖片僅供參考，兌出後
除瑕庛品恕不接受退換。● 誠品人會員相關活動，愛書人會員／通行證／生活卡亦可參加、不含累計卡卡友；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至B2顧客服務中心兌換；點數相關活動僅限台灣申辦之誠品人會員獨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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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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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退貨時如未攜帶抵用券、活動贈品辦理退貨程序，須無條件同意依本商場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金。● 活動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
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境外旅客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8,000元，即可兌換茶粒茶繽紛花茶禮
盒乙盒 （價值730元，限量96盒）或茶粒茶黑鐵罐雙入禮盒乙盒 
（價值710元，限量98盒）二擇一。
●每卡／每日限換乙盒，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贈品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 ●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
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1F-台灣大哥大門市。●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
動重複兌換：「作伙團圓 新春滿額禮」、「跨店漫遊 限時五天專屬禮」、「厝內換新裝 誠品人專屬禮」、
「阮來穿燒燒 全館滿額禮」、「阮來呷一頓 全館滿額禮」、「阮來乾一杯 全館滿額禮」。●兌換贈禮時，
請出示非中華民國國籍實體護照，方可兌換。

境外旅客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8,000元，即可兌換大春煉皂 70週年
禮盒（春越森林─初生之果或朝露之葉或雪巖之木）乙

盒 （價值380元，限量120盒）。
●每卡／每日限換乙盒，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贈品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
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1F-台灣大哥大門市。●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
動重複兌換：「作伙團圓 新春滿額禮」、「72小時限時優惠 指定專櫃滿萬送千」、「厝內換新裝 誠品人專
屬禮」、「阮來穿燒燒 全館滿額禮」、「阮來乾一杯 全館滿額禮」。●兌換贈禮時，請出示非中華民國國
籍實體護照，方可兌換。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3F兒童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即可兌換
OKAPPA 狐狸造型斜背小袋乙只（價值720元，限量40只）。

3F兒童專櫃│[D]science、goomi、KidsMall親子盟、幸聞園XWYSiblings、禾荳荳美術館、風物語。

●每卡／每日限換乙只，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贈品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 ●以下專櫃消費恕不
列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3F-誠品書店。

1.09 Thu. - 3.02 Mon.

阮來去走春 
專區滿額禮

1.09 Thu. - 2.06 Thu.

阮來去品茗 
境外旅客限定

2.07 Fri. - 3.02 Mon.

阮來春越森林 
境外旅客限定



總部
銀行禮
p68

滿 18,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 僅限信義店消費兌換
※ 分期禮恕不加贈

※ 分期禮恕不加贈

刷卡分期零利率 2020.1.03 Fri. - 202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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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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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銀行、土地
銀行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0.1.03 Fri. - 2020.3.31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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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單筆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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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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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卡與行動支付為同一張卡片恕不得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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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卡及採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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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Cash及 HappyGo聯名卡 )/臺灣銀行達人 VISA金融卡、商務卡及
採購卡 /永豐銀行公司卡、配銷卡、儲值卡及Debit Card恕不得參加刷卡滿額禮活動。●以上活動刷卡消費除有特別說明外，限當日於誠品信義店、敦南店、松菸店、
南西店單店消費累計，恕不得跨店累計，超過金額無法累計兌換，下述消費恕無法累計兌換：誠品畫廊；誠品講堂；誠品行旅；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信義店｜
B2 -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松菸店｜ 1F-台灣大哥大門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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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8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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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720 份

分期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2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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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3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5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750 份

滿 3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5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VISA 金融卡同享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使用說明依券面為主）

單筆分期滿 12,000 元

贈威秀影城電影票
乙張，限量 300 份

單筆分期滿 24,000 元

贈威秀影城電影票
二張，限量 100 份

※ 僅限分期刷卡兌換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分期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分期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分期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 僅限分期刷卡兌換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80 份

滿 2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500 元
乙份，限量 60 份

滿 5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0 元
乙份，限量 3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3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90 份

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