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西門店B1 顧客服務中心、武昌店4F 顧客服務中心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00元，贈 OPPO R17 手機 乙支。 (價值15,990元) 

● 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換乙支，恕不可累積兌換。● 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
計：西門店│B1F-SHTICK、MOOD；1F-VACANZA ACCESSORY、Kick Back 俬旅生活；2F-丸龜製麵、76；3F-誠品書店、N2-Coffee BIKE；
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與鑽石類商品、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STARBUCKS 、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全館臨時櫃
及特賣會。● 本活動恕不與「首六日滿千送百」、「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境外旅客限定滿額禮」、「體驗台灣好物 會員滿額禮」、「專屬誠品
人 住進美好所在」活動重複兌換。● OPPO R17 手機西門店、武昌店各限量2支，贈禮款式以現場實際為主，恕不提供挑選，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6.05 Wed. - 7.02 Tue.

誠品人
限定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即可以250元加價購、

滿5,000元即可兌換 誠品生活×阿原經典肥皂禮盒 四入乙組（價值1,280元）

（內含：艾草皂100g、月桃皂100g、綠豆薏仁皂100g、紫草洛神皂100g）

● 加價購：每張發票限加購乙份、滿額贈：每卡/每日單店限兌換乙份，全台限量5,020份，兌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
計：西門店｜3F-誠品書店；全館臨時櫃與特賣會。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STARBUCKS、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全館臨時
櫃與特賣會。● 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境外旅客限定滿額禮」、「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好所在」、「誠品人限定滿額禮」。
● 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 加價購僅接受現金／誠品禮券結帳，恕無法接受其他結帳方式。

6.11 Tue. - 7.02 Tue.

體驗台灣好物
會員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於指定店別樓層專櫃消費滿額，即贈以下好禮：

於西門店1F指定專櫃或2F消費滿3,300元，贈 氧顏森活 森果系列面膜三片 乙份。

於武昌店2F或3F消費滿4,000元，贈 輕飲瓷杯 乙個。

● 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換乙個，恕不可累積兌換。● 「氧顏森活 森果系列面膜」限量109份；「輕飲瓷杯」限量170個；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 西門店1F指定專櫃：海邊走走、自然主意、KAWNI、ME5、IJEALOUS、VACANZA ACCESSORY。

6.11 Tue. - 7.02 Tue.

指定樓層專區
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於活動期間每週四當日單筆消費，誠品點點數4倍回饋（含原本1倍）。

● 活動日期：6.13 Thu.、6.20 Thu.、6.27 Thu.● 消費時請出示誠品人會員卡或官方版行動APP累計消費方可列入活動計算，活動不可跨會員累計。
● 本活動不需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點數回饋僅限當日單張消費發票金額計算，回饋之點數於2019.7.12 Fri.由系統自動匯入會員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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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點數回饋累計：西門店│1F-喫茶趣To Go、扶旺
號；2F-丸龜製麵；3F-誠品書店、N2-Coffee BIKE；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與鑽石類商品、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武昌店│B1-遊戲玩家；
1F-STARBUCKS 、甜吧；2F-樺達奶茶；5F-吃吧；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

6.13 Thu. - 6.27 Thu.

誠品點
週四4倍贈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36,000元，

即贈 誠品行旅 雅緻客房住宿 乙晚（價值20,196元）。

● 活動期間每卡兌換乙次。● 本活動採系統計算消費金額後贈送APP電子兌換券，將統一於2019.7.15 Mon.以APP COUPON券型式
匯入【誠品人APP】會員帳戶內，並於匯入時同步以簡訊通知。●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西門店│B1F-SHTICK、MOOD；
1F-VACANZA ACCESSORY、Kick Back 俬旅生活；2F-丸龜製麵、76；3F-N2-Coffee BIKE；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與鑽石類商
品、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STARBUCKS 、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 本活動恕
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體驗台灣好物─會員滿額禮」、「境外旅客限定滿額禮」、「誠品人限定滿額禮」。● 消費時請出示誠品人會
員卡或官方版行動APP累計消費方可列入活動計算，活動不可跨會員累計。● 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升等誠品人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
可列入計算。● 兌換券使用期限至2019.12.29 Sun.，本券限週日至週四入住，若欲週五或週六入住，每房需加價1,000元，使用規範詳見
APP電子兌換券說明。

6.11 Tue. - 7.02 Tue.

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好所在
本活動無需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店單筆消費滿1,000元，即可獲得 抽獎機會 乙次

消費滿2,000元享2次抽獎機會……依此類推，有機會抽中：

獎項內容：
「華信航空 國內線不限航點雙人來回機票」（價值9,212元，共15組）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旅人客房住宿招待券」（價值10,560元，共12組）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星光主題客房住宿招待券」（價值15,180元，共5組）
「瓏山林蘇澳冷熱泉度假飯店 西式套房住宿含早餐招待券」（價值19,990元，共12組）

● 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當日單筆消費滿1,000元可參加乙次，滿2,000元兩次，依此類推⋯，若不符合活動資格，或該筆消
費辦理退換貨則中獎無效；會員消費記錄以誠品會員卡系統紀錄為準，得獎者於公告當日需仍為有效卡方具領獎資格。● 得獎名單將於
2019.07.12 Fri.公布於迷誠品－最新消息，並由專人電話通知中獎與領獎，領獎時須持與中獎人相同姓名之身份證明文件至指定店別顧
客服務中心進行領獎作業，領獎資格將自中獎名單公佈起保留一個月，未於期限內於誠品指定店別報到，視同放棄兌獎資格。● 活動屬
機會中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請見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明。● 獎項兌換詳細使用規則，使用日期及其他負擔費用等，
皆以迷誠品說明為主。● 領獎期間：2019.07.12 Fri.-08.12 Mon.。● 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6.05 Wed. - 7.02 Tue.

誠品人獨享 
暢遊寶島滿額抽
本活動無需至顧客服務中心登記

活動詳情

華信航空國內線不限航點
雙人來回機票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旅人客房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星光主題客房

瓏山林蘇澳冷熱泉度假飯店 
西式套房

活動期間內，於LINE酷券以LINE Points 200點

可兌換 誠品生活年中慶300元購物金 乙張！

- 適用店別：信義店、敦南店、松菸店、南西店、R79店、西門店、武昌店、站前店、捷運店、板橋店、新板店、文化中心店、
   高雄大遠百店、高醫店。
- 使用期限：2019.6.05 Wed. - 2019.7.02 Tue.，逾期無效。
- 活動期間每LINE帳號限兌換3張。

● 各店不適用購物金之專櫃請見https://lin.ee/ctgoG72/wprs ，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專櫃現場公告為主。● 此商品為LINE Points純點兌換商品，
購買完成後，恕無法更改或取消，亦無法退還。● 本券不適用購買誠品禮券，亦無法兌換現金或找零，請一次抵用完畢，不可重複使用，也不得零售或
轉售。● 本券可參加館內活動，惟不列入停車折抵計算。● 本券為不記名，請自行妥善保管，如遭他人盜用，恕不再補發。● 本券所兌換之商品或折
抵消費之金額不予開立統一發票。● 請勿擅自偽造、變造，以免觸犯刑責。● 本券任何未盡事宜依券面說明為主，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之權利。 

6.05 Wed. - 6.19 Wed.

LINE酷券
點點成金

立即兌換活動詳情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 贈品兌換限西門店、武昌店當日消費發票，二店可跨店累計，境外旅客限定滿額禮、指定樓層專區滿額禮、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好所在除外，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計算。● 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兌換後之發
票剩餘金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 誠品人會員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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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恕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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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贈品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圖片僅供參考，贈品一經兌換恕不
接受退換；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如需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活動贈品(包含抵用券 / 誠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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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條件同意誠品
生活退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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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人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須出示實體誠品人會員卡／累計卡、有照證件或官方版行動APP，方可兌換。

當日單店累計消費滿8,000元，即贈 開運擲筊皂 乙盒。

Spend over NT$8,000 at one store to receive a free Moon Blocks Soap . 

● 開運擲筊皂共三款，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 乙張發票僅能兌換
乙種滿額贈級距贈品。 ● 活動僅限於2店各自累計計算，請恕無法跨店累計消費及兌換贈禮。● 本活動恕不與「首六日滿千送
百」、「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誠品人限定滿額禮」、「體驗台灣好物 會員滿額禮」、「專屬誠品人 住進美好所在」活動
重複兌換。● 滿額贈活動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西門店｜3F-誠品書店；全館臨時櫃與特賣會。武昌店｜B1-遊戲玩
家；1F-STARBUCKS 、甜吧；5F-吃吧；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 兌換贈禮時，請出示非中華民國國籍實體護照，方可兌換。

3.01 Fri. - 6.30 Sun.

境外旅客
限定滿額禮
Special offer for 
overseas visitors.

於LINE Pay「我的條碼」付款，單筆消費滿3,000元（LINE Points點數折抵金額不列入計算），

享 LINE Points 3%回饋
- 綁定任一發卡銀行卡片或註冊一卡通帳戶付款皆可參與，以每筆實際支付金額╳3%後四捨五入計算。
- 活動期間每LINE Pay帳號最高限得300點。
- 限量12萬點，贈完為止，額滿訊息將透過LINE Pay官方帳號通知，請務必加入LINE Pay官方帳號並解除封鎖。
- 回饋點數為付款成功24小時後陸續發放。
- 透過LINE Pay「我的條碼」使用一卡通帳戶餘額付款，單筆交易金額上限1萬元，單月交易金額最高3萬元。

提醒：必須同意行銷資訊提供政策，才可獲得活動回饋點數；使用LINE Pay消費恕不參與館內任何銀行活動。

● 不適用LINE Pay之專櫃，以各店專櫃現場公告為主。 ● 回饋點數為「一般點數」，由LINE Pay計算及入點，有效期限為最後一次獲得點數當
日起算180日止，一旦超過有效期限，將會立即失效。● 以上活動僅限臺灣LINE帳號且已註冊LINE Pay的用戶參加，請務必於結帳前完成註冊
LINE Pay。● 本活動相關問題請洽LINE Pay客服專線：02-6631-5166 (365天，09:00~18:00)或填寫問題反應表：https://contact-cc.line.me/
serviceId/11399 。● 如遇無法交易的狀況，請務必於24小時內與LINE Pay客服中心聯繫，提供(1)消費日期及時間(2)櫃位名稱(3)服務人員姓氏(4)遭
遇的狀況。LINE Pay客服中心：02-6631-5166 (365天，09:00~18:00)或填寫問題反應表：https://contact-cc.line.me/serviceId/11399 。提醒您：
若未符合資格仍不得要求補發實際交易金額計算後的LINE Points點數。● 一旦發現有用戶以任何方式違反活動公平原則之行為，LINE Pay有權取消
該用戶活動資格。● 其它未盡事宜請見LINE Pay活動訊息頁面為主。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LINE Pay、誠品生活保留變更、終止本活動及
對本活動所有事宜做出最終解釋、決定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信用卡循環信用利率、預借現金手續費用及其他費用資訊，請參閱各發卡銀行官網。

6.05 Wed. - 7.02 Tue.

就愛LINE Pay
滿額享3%回饋！

LINE Pay 活動詳情

台灣尚青！100點 喝兩杯飲料
6.01 Sat.-6.30 Sun.
預留2-3張圖

支持國貨！1,000點+金 享台灣設計
6.16 Sun.-7.31 Wed.
預留2-3張圖

登入兌換
QR code

注意事項：
●需先登入迷誠品方能參與點數兌換，首次登入請先註冊網路帳號。
●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誠品人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
●每筆點數兌換視為一次抽獎機會，每人每卡不限抽獎機會。
●週週抽贈點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抽出上週兌換之會員，每週三公佈得獎名單於迷誠品─最新消息公告資訊頁面，並同步將點數匯入得獎會員帳號，恕不另行以電話通知。
●若因不可抗拒因素，取消點數商品兌換，該筆抽獎資格將同步取消。
●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或誠品人APP【會員專區】中查詢。
●誠品生活保留活動內容變更、修改及最後解釋之權利。

兌換再送誠品點1,000點  

消暑飲品 100點輕鬆兌 直接取 誠品30週年聯名商品 超值兌

誠品點好好用  熱門飲品、30週年獨家聯名商品超值兌！

6.01 7.17
sat. wed.

登  入  兌  換注意事項：

●需先登入迷誠品網站方能參與點數兌換，首次登入請先註冊網路帳號。●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誠品人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飲品同店同品項每人每卡限

兌換2杯。●兌換再送誠品點1,000點活動每筆點數兌換視為一次抽獎機會，每人每卡不限抽獎機會；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抽出上週兌換之會員，每週三（6.05、6.12、

6.19、6.26、7.03、7.10、7.17）公佈得獎名單於迷誠品網站─最新消息公告資訊頁面，並同步將點數匯入得獎會員帳號，恕不另行以電話通知。●凡取消點數商品兌換

，該筆抽獎資格將同步取消。●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網站或誠品人APP【會員專區】中查詢。●誠品生活保留活動內容變更、修改及最後解釋之權利。

1,000點 + 6,880元 
誠品優惠價 9,600元 | 原價13,800元 (限量4隻)

Mondaine
瑞士國鐵錶  褐色款／全黑款

6.01 sat.-6.30 sun. 6.16 sun.-7.16 tue. 

各式人氣飲品：天仁茗茶珍珠奶茶、樺達奶茶…

臨櫃扣誠品點100點／200點，馬上喝！
1,000點 + 3,280元
推薦價 4,800元 (限量5個)

master-piece
日本製黑迷彩側背包

活動期間每週參與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以下兌點活動，即有機會抽中誠品點1,000點（共7名）



特別企劃  Special Feature

如果說日本製造是與生活共存的和諧簡約、瑞士製造是品質保證的精確穩固，那台灣製

造應該要如何形容呢？曾替全球代工的MIT，從低廉粗糙華麗轉身，憑藉品牌主理人們

根植島嶼的敏銳與熱情，賦予各式商品新的特色與定義，跟著特別企劃的腳步認識指標

人物的推介，在時裝、生活雜貨、香氛保養及美食裡，望見台灣精采軟實力！

#生活化的日常實用 #親切的土地風景

#遍地開花的獨到滋味

#舒適無負擔的剪裁用料╳各種可能的
跨界創作

我的台灣好物清單

我的台灣好物清單
我的台灣好物清單

同時也是我的
夢幻品牌推薦

我的台灣好物清單

精彩訪談 | 更多好物

精彩訪談 | 更多好物 精彩訪談 | 更多好物

精彩訪談 | 更多好物

《小日 子》雜誌發行人
劉冠吟

FashionGuide內容編輯暨
評鑑處總監

盧介華

神農生活╳食習執行長

范姜群季

《ELLE》雜誌總編輯
盧淑芬

別於其他國家較多天馬行空的創作，台灣設計的商品與生活相當

貼近，也貼近民眾注重日常實用性的消費喜好，將彼此共同的生

命經驗轉化成製作理念，成為能一眼辨識出的設計細節。

曾在媒體、金融等相關產業工作，最想做

的還是貼近台灣生活的事，喜歡不斷地嘗

試，喜歡停不下來的人生。

以「好好吃飯、好好生活」為核心，經營

House+Cafe since 1910、小山丘私廚火鍋等
文青熱點。

《ELLE》國際中文版創刊即加入編輯團
隊，從巴黎、米蘭時裝週… 繞著地球跑的
28年時尚採訪經驗，也長期關注報導台灣
時裝設計師，從編輯一路成為時尚雜誌總

編輯，可謂台灣時尚雜誌界最資深的時尚

編輯者！

擁有超過二十年的美妝資歷，撰寫過數百

萬字美容相關報導與評論文字，亦曾深訪

25個台灣自創美妝保養品牌集結成書，展
現台灣美妝品隱形冠軍的能量。

近年台灣保養品牌發展，講求透明化成分，研發順應氣候和我們

的膚質，取材用料多來自日常可見、食用的植物例如民間熟悉養

顏的薏仁，讓肌膚除了涵養美麗，也飽含台灣的自然模樣。

日治時期作工繁複的宴席菜，二戰後物資缺乏尋找地方食材，造

就大街講究鍋氣的台灣味，工商社會交通發達，加工產品大量製

造，迄今大眾市場逐漸裂解，開啟小眾的美好年代，餐廳遍佈在

小巷弄、舊式公寓，美味的溫度讓愛好者緊緊跟隨，像亞維儂藝

術節的表演在各個角落熱鬧上演！

因應台灣消費者常以舒適作為第一判斷，故台灣服裝設計師在剪

裁用料上多不造成穿衣者的負擔，帶點寬鬆自在的設計方向。而

台灣內需市場規模小，導致服裝設計師在地發展受限，但也刺激

出設計師們強大的適應力，「跨界」已經是他們理所當然的必

須，像是時尚與音樂藝術跨界的「嘻哈故宮」在故宮南院的精采

演出，甚至今年的屏東燈會，都有時尚設計師將專業的創意能量

灌注到不同領域的絕妙發揮。

5  茶籽堂│肖楠葉修護手霜
添加12%苦茶油及台灣特有種肖楠葉萃取純露等，沈穩木質香兼
帶花果清新氣息，是男女都適用的中性香調。 

6  阿原│白鶴草皂
白鶴靈芝花形很美猶如白鶴展翅，葉子則是清熱降火青草茶中的

一味，兼具觀賞及食療保健，這款皂還另添加廣藿香等精油，氣

味清新悠揚。

1  印花樂│美味台灣餐墊
台灣美食結合環保餐具，捲和收的設計易收納，展開即為餐墊，

使用方便，亦能展現獨到品味。

2  厝內TZULAï│紅龜粿盤
融入台灣老磁磚圖案還有小紅龜的陪伴，露營、野餐便於攜帶當

小砧板或盛器。

3  養牛耕田自然米
與牛耕藝術家李春信合作，採用自然牛耕技術種植稻米，將藝術

量化，成為餐桌上的珍饈。

4  阿娟姐客家福菜
吃飽陽光的芥菜，漬上鹽巴醃成入湯後的味甜甘美。

7  李倍Dleet
《ELLE》10年前首批報導的台灣新銳設計師，服裝的特色為男
女都可穿，在當時已是相當創新的設計方向。夏天到了，擁有一

件立裁技巧強大的襯衫相當合適。

8  JOLIN WU
也是《ELLE》首批關注的服裝設計師，作品總能瞥見童趣浪漫
的帥氣，擅長將男女裝的元素混搭，擁有獨樹一幟的美學特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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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台灣設計關鍵字

6

5  

企劃─ 張家萁 │ 設計─ 傅文豪 │ 插畫─ 羅寗

厝內TZULAï│雙層泡麵碗

神農生活╳食習│蒸肉粉

綠藤生機│活萃修護精華露

物外設計│黃銅筆

神農生活╳食習│極品干貝醬

北緯23.5│紅薏仁白潤凍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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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30週年
獨家聯名商品
經典鉅獻
邀集國內外品牌，與誠品一起將苒荏韶光化作不同想像，邁向下個理想之境！

Moleskine ╳ 誠品
橫線筆記本／L 推薦價990元／本
邀請速寫畫家—B6速寫男，以誠品敦南店內經典場
景結合白天至黑夜的窗景變化，捕捉敦南店24小時陪
伴你我的迷人樣貌。

伊織 ╳ 誠品
今治認證手帕兩款各兩色 推薦價380元／條
來自日本愛媛縣的百年毛巾工藝，為誠品30th設計兩
款手帕：reading is dreaming with open eyes.／so 
many books, so little time. 

LUMIO ╳ 誠品
聯名款書燈 推薦價9,800元／盞
2015 reddot紅點設計獎Lumio經典商品，
以誠品30th的主題光芒元素，獨家燙金於書
封，獻上金光閃閃的祝福。

PADDYWAX ╳ 誠品
旅行蠟燭 推薦價355元／個
為誠品30週年打造三款「斜槓哲學家」
系列：培根、希帕提婭、笛卡兒。點上蠟
燭，品味哲學家們的話語和哲思吧！

6.24（一） 全台誠品書店同步上市

6.18（二）誠品信義店、網路書店搶先販售

更多聯名商品，請至各店選購

誠品生活西門店 B1F

誠品生活武昌店 3F

誠品生活武昌店 3F│西門店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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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20 DIY麻糬買三送一 再贈好麻吉購物袋（每日前3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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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④

⑥ ⑦

⑤

② ③

走過路過不能錯過 
Walk By│Pass By│Must Buy!

越
抹

越
美
麗 

M.A.C｜武昌店1F
時尚專業唇膏

推薦價750元

03 L'OCCITANE 歐舒丹｜武昌店1F
杏仁沐浴保養組

（內含：杏仁搖搖沐浴乳250ml＋杏仁緊膚凝霜200ml）

特價2,950元｜原價3,260元

04L'OCCITANE 歐舒丹｜武昌店1F
杏仁美體護膚組

（內含：杏仁美膚油100ml＋杏仁護手霜75ml）

特價2,680元｜原價2,960元

01

YANKEE CANDLE｜西門店3F
AQ系列組

特價3,150元

原價（大）2,280元（小）1,380元

05 M.A.C｜武昌店1F
妝前高效隔離氣墊

推薦價1,450元

06 達立亞｜武昌店1F
Embryolisse 神奇保濕組

（內含：神奇保濕霜75ml＋神奇保濕霜5ml）

特價702元｜原價870元｜限量30組

07 L`HERBOFLORE 蕾舒翠｜武昌店1F
Q10膠原蛋白面膜X10＋水盈潤晶露120ml X2
特價2,500元｜原價4,200元

08

02 L'OCCITANE 歐舒丹｜武昌店1F
草本淨涼調理組

（內含：草本淨涼洗髮乳500ml＋草本淨涼頭皮調理精華75ml）

特價2,460元｜原價2,680元

⑧



外 籍 旅 客 首 選 清 單 ， 盤 點 必 買 特 色 經 典 好 物 。  

SHISEIDO 資生堂｜武昌店1F
安耐曬金鑽組 
（內含：金鑽高效防曬露60ml＋安耐曬美白凝膠15g）

推薦價950元

SHISEIDO 資生堂｜武昌店1F
百優精純組 
（內含：百優精純乳霜50ml＋全效抗痕賦活露25ml＋全效 抗痕賦活乳15ml）

推薦價2,600元

EDN｜西門店1F
裸肌洗顏組 
（內含：鑽石光感潔膚乳100ml＋金綻甦淨去角質膠100ml）

特價2,000元｜原價4,000元

達立亞｜武昌店1F
FILORGA柔滑亮澤組 
（內含：柔滑亮澤面膜 50ml＋柔滑亮澤面膜 15ml）

特價1,570元｜原價2,373元

NU+ derma｜西門店1F
金采極致晶凍凝露125 ml
推薦價1,800元買一送一

IJEALOUS｜西門店1F
靚兔熬夜修護眼霜20ml 
（贈 嫩白高含水生物纖維面膜乙片）

特價1,280元｜原價1,580元

M.A.C｜武昌店1F
超持妝無瑕粉底液30ml
推薦價1,550元

L`HERBOFLORE 蕾舒翠｜武昌店1F
蘋果多酚晚安面膜180mlX2
特價999元｜原價1,400元

OHANA MAHAALO｜西門店1F
任選3款Kuschel  J 珂雪輕香水85ml
特價1,500元｜原價1,770元

5,000 500全館滿 送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6.05－6.10



② ③

①

④

⑥ ⑦

⑧

⑤

越
吃

越
滿
意 

星球工坊｜武昌店1F
雙色地瓜爆米花

推薦價150元

03 快車肉乾｜武昌店1F
元氣條 / 泰式檸檬辣味肉乾

特價200元｜原價250元

04POCKY｜武昌店1F
櫻花抹茶棒

特價99元｜原價189元

01

自然主意｜西門店1F
黑巧肉鬆煎捲

特價四盒1,000元｜原價乙盒360元

05 喫茶趣 TOGO｜西門店1F
春之茶

特價760元｜原價980元

06 樺達奶茶｜武昌店2F
樺達奶茶

推薦價55元

07 聖瑪莉｜西門店1F
牛軋糖/牛軋餅

推薦價220-225元買五送一（送低價者）

08

02 海邊走走｜武昌店1F 西門店1F
紫海派禮盒

（內含：花生愛餡蛋捲X4＋經典肉鬆蛋捲X4＋鐵觀音茶蛋捲X6＋黑巧克力蛋捲X6）

特價1,120元｜原價1,180元

5,000 500全館滿 送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6.05－6.10



誠品生活武昌店 1F



RITE｜武昌店4F
迷你後背包

特價兩個999元

原價乙個880元

01

CACO｜武昌店4F
細肩帶 印花背心

推薦價290元

05

eyesbook｜武昌店2F
太陽眼鏡

特價4,000元｜原價5,000元

08

COWA｜西門店3F 武昌店3F
斜背包

特價6,490元｜原價9,980元

02

Peer Bar｜武昌店2F
鈔票長夾

推薦價1,680元

06

ROCKCOCO｜武昌店2F
STAYREAL Color Life T-Shirt
推薦價980元

03

Kinaz｜武昌店2F
肩背包

特價2,412元｜原價2,680元

07

WAVE SHINE｜武昌店1F
比基尼

推薦價2,380元

04

①

③ ④

⑥

⑤

⑦

⑧

②

有青才敢大聲 
Shout Taiwan Loud



SQUAD｜武昌店4F
玩具字體T-Shirt
推薦價1,045元

09 10 S'AIME｜西門店2F
手拿包

特價2,980元｜原價3,180元

GRACEGIFT｜武昌店1F
休閒鞋

推薦價1,680元

11

deya｜西門店2F
郵差包

特價1,999元｜原價2,480元

Amy's Dreamland｜武昌店2F
刺繡證件卡套

推薦價780元

WEAVISM｜西門店1F
異材質剪裁長褲（軍綠/藏青）

特價2,999元｜原價4,280元

⑨ ⑩

⑪

④

新 鮮 直 送  !  純 正  M I T  台 灣 之 光 。  

TAIWANIZE｜武昌店3F
如來佛刺繡 T-Shirt
推薦價1,880元

5,000 500全館滿 送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6.05－6.10



PORTER｜武昌店1F 西門店1F
NEW HEAT系列斜背包

推薦價4,750元（6月中新品上市）

MERCI Design｜武昌店3F
摩艾行李箱

特價3,998元

原價5,880元
限量10個

LEE｜西門店2F
牛仔短袖襯衫

推薦價3,180元

EDWIN｜武昌店3F
江戶勝牛仔褲

推薦價4,490元

ALTO｜西門店1F
iPhone XR、Xs Max 皮革手機殼

推薦價1,680-1,880元

XRAGE｜武昌店3F
浮世繪源義經 T-Shirt
推薦價880元

NAVY｜武昌店4F
經典Logo 短袖T-Shirt
推薦價490元

Playboy｜武昌店2F 西門店2F
腰包

特價1,692元｜原價1,880元

Dickeis｜武昌店4F
工作短褲

推薦價2,080元

正港追風少年 
Local  Fashion  Style



野獸國｜武昌店B1F
X戰警 金鋼狼 特別版公仔

推薦價2,990元

EVISU｜西門店1F
骷髏短袖T- Shirt
特價3,700元｜原價4,690元

INTERFOOL｜西門店2F
尼龍雙肩包

特價2,620元｜原價3,280元

John Henry｜武昌店3F
復古花襯衫

特價1,736元｜原價2,480元

POPCORN｜武昌店4F
Misfit Shorts 短褲

推薦價2,680元

WEAVISM｜西門店1F
條紋拼接長袖襯衫（藍/灰）

特價1,840元｜原價3,680元

Alexandre Christie｜西門店2F
男性手錶

推薦價6,800元

POPCORN｜武昌店4F
Germ Free 短袖T-Shirt
推薦價1,480元

izzue ARMY｜西門店1F
迷彩工作短褲

特價2,550元｜原價4,250元

在 地 台 式 時 尚 ， 最 接 地 氣 的 男 子 穿 搭 風 格 。  

5,000 500全館滿 送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6.05－6.10



Vivienne Westwood｜武昌店1F
蘇格蘭紋長夾

特價3,900元｜原價7,800元

BIS IN DEI｜西門店2F
雙槓復古流行眼鏡

推薦價3,990元

LEE｜西門店2F
條紋連帽洋裝

推薦價2,580元

Roots｜西門店2F
Logo短袖T-Shirt (三色)
推薦價1,480元

Swatch｜西門店1F
水果手錶

草莓心情│推薦價2,050元

香焦共和國│推薦價2,350元

PEPPER'S｜西門店2F
側背小包

特價3,500元｜原價4,380元

Arnold Palmer｜武昌店2F
透明帆布兩用包

推薦價2,080元

ROCKCOCO｜武昌店2F
丹寧刷破短褲

推薦價1,580元

RITE｜武昌店4F
飛天小女警 後背包

特價乙個704元｜原價乙個880元

城內姑娘尚水 
Oh My Pretty Girl



3NITY｜西門店1F
ellesse短袖T-Shirt (三色)
推薦價1,080元

KWANI｜西門店1F
水桶包

特價3,599元｜原價4,080元

限量20個

BIRKENSTOCK｜西門店2F
霓彩指甲油系列 夾腳拖鞋

推薦價2,180元

CALVIN KLEIN JEANS｜西門店1F
牛仔短褲

推薦價5,980元

SPORT b.｜西門店1F
無袖上衣

特價2,800元｜原價4,580元

限量10件

PICONO & MEDOTA｜西門店3F
VINYL系列黑框瘋馬皮錶款

特價1,780元｜原價1,980元

La mode｜西門店2F
JILL STUART太陽眼鏡

特價4,580元｜原價6,800元

SOBDEALL｜西門店2F
後背包

特價6,020元｜原價8,600元

izzue ARMY｜西門店1F
izzue ARMY 字樣帽款

推薦價2,190元

掛 保 證 的 美 麗 撇 步 ， 消 暑 涼 爽 一 次 就 到 味 。  

5,000 500全館滿 送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6.05－6.10



①

④

⑦

⑤

⑧

②

③

⑥

任君挑選實在好親民 

Price Is Good

G2000｜西門店2F
成套正式服裝

特價7,990元｜原價11,870元

01

MERCI Design｜武昌店3F
ALLY DENOVO/CLUSE 全系列錶款

特價2,975 - 4,675元｜原價3,500 - 5,500元

05

vensers｜西門店2F
牛皮馬鞍包

特價2,480元｜原價3,680元

02

SHTICK｜西門店B1F
LOONEY TUNES 短袖 T-Shirt三件組

推薦價1,000元

06櫻桃小丸子 主題館｜武昌店2F
座位表摺疊傘

推薦價880元

03

王大夫一條根｜武昌店1F
一條根舒緩組

（內含：擦倍靈油膏50g＋精萃舒緩貼片X10）

特價1,080元｜原價1,390元

07 PRIVATE STRUCTURE｜西門店2F
星戰系列內褲

特價兩件1,560元｜原價兩件1,960元

08

URBAN UNITS｜西門店1F
夏日狂熱搖滾組合

（內含：攜帶式藍牙喇叭＋藍牙耳罩式耳機）

特價14,900元｜原價20,890元

04



⑰

⑨

⑫

⑯
⑮

⑬

⑩

⑭

⑪

趁 著 折 扣 搶 購 ， 買 到 就 等 於 賺 到 。  

URBANE UMBRELLA｜西門店2F
防暴衝自動三折黑膠傘

特價1,030元｜原價1,290元

09

D SHOWROOM｜西門店2F
印花立領無袖襯衫

特價2,888元｜原價4,980元

13Hsu & Daughter｜西門店1F
馬蹄零錢包

特價980元｜原價1,080元

10

奇士CHIMOS｜武昌店2F
小布濾掛式咖啡

特價90元起｜原價180元

14

SURFRIDER｜西門店2F
Logo短袖T-Shirt
推薦價890元

11

DESENO｜武昌店2F
Disney 皇家米奇復刻款 行李箱24/28吋

特價4,499/4,999元｜原價5,880/6,380元

15

Eafami｜西門店B1F
100%純綿萬用背袋

推薦價199元

12

FX CREATIONS｜西門店2F
OUTDOOR X Snoopy 聯名後背包

特價2,580元｜原價2,980元

17鋒恩香水｜武昌店1F
JIMMY CHOO香氛組

（內含：戀香女性淡香水 90ml＋戀香女性淡香水迷你瓶4.5ml
＋戀香晚宴包）

特價3,300元｜原價5,700元

16

5,000 500全館滿 送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6.0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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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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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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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不 多 不 少 ， 一 點 點 剛 剛 好  

那些，大小飾 
I'm Not Big 
You're Not Small

Artisan｜西門店3F
花朵造型戒指

推薦價490元

05 SunDream｜武昌店2F
眼底星空耳環

特價1,380元｜原價1,580元

06POLINIQ｜西門店2F
幸運草純銀墜白鋼項鍊

特價1,488元｜原價3,360元

03

PIFA｜西門店2F
隱藏的愛項鍊

特價1,980元｜原價2,380元

01 Bonny & Read｜武昌店1F
阿波羅的奉獻耳環（兩色/指定款式四件89折）

推薦價166元

02

2sweet｜西門店 2F
Hello Kitty純銀項鍊

特價2,980元｜原價3,680元

07 RCQ Family｜武昌店2F
項鍊耳環限定組

特價990元｜原價1,780元

09 Royal Damon｜西門店 2F
充滿愛耳環

特價1,200元｜原價1,500元

10Vacanza Accessory｜西門店1F
反攻月球重掛耳環

推薦價380元

08

My Story｜西門店3F
愛無限純銀手鍊

特價1,580元｜原價1,980元

04



折扣訊息
SPECIAL
DISCOUNT

*備註：產品圖片僅供示意，實際請以實物為主。

星球工坊
凡至櫃上消費滿500元，

即贈熱門口味40g隨手包乙包

PORTER
5/31-6/30 

凡至櫃上消費，

即可以790元加購彩色束繩收納袋乙個

5/31-6/30 凡至櫃上消費滿5,000元，

即贈亮彩編織繩乙條

首席香水
BVLGARI Omnia Amethyste

寶格麗紫水晶 2019春日香氛禮盒 
（內含：香水65ml＋乳液75ml＋沐浴膠75ml＋化妝包） 

特價2,100元（原價3,500元），

限量12組

 
CHIMOS
5/31-6/30 

凡購買小布娃娃濾掛式咖啡，

即贈彩虹小馬曲奇餅乾乙盒

（限覆盆子杏仁口味）

BF1
魅力商品買一送一，新品6折起

 
LP SUPPORT

LP激能壓縮跑步系列

任選二件8折，三件7折

IJEALOUS
6/5-7/2 

凡至櫃上消費滿2,000元，

即贈胡蘿蔔保濕舒緩面膜乙盒

 
聖瑪莉

凡至櫃上消費滿1,500元，即贈鳳梨環保提袋

 
ME5

防霉合金筷12雙

特價450元（原價720元）

 
喫茶趣TOGO

凡至櫃上消費，

即可以50元加購鐵觀音可可爆米花（原價60元）

2SWEET
6/8-6/9，6/29-6/30 品牌日

1.Hello Kitty - weiwei 銀鋼7折，

Hello Kitty銀鋼85折，Hello Kitty新品88折 
2.哆啦A夢銀鋼8折，哆啦A夢黃金95折 
3.2SWEET銀鋼8折，2SWEET新品8折 

4.Snoopy黃金95折，Snoopy銀鋼飾85折，Snoopy新品9折 
5.大耳狗黃金＋銀鋼88折（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SOBDEALL

6/5-6/11全面9折，凡至櫃上消費滿3,000元即可現抵300元 
（恕不適用DM商品、活動商品等其它優惠；

不可再併用滿額贈、百貨聯名95折優惠、品牌 VIP 8折、VIP生日優惠）

 
Pintoo

即日起 - 6/27
迷你拼圖系列 95 折優惠

 
NU

抗UV防曬冰紗袖套，乙雙8折，兩雙6折

推薦價890元-950元

運動頭帶買一送一（原價890元）

抗藍光眼鏡，一件8折、兩件6折（原價2,280 - 2,480元）

 
SKECHERS

正價鞋款乙雙現抵300元、兩雙現抵600元、

三雙以上現抵1,200元（單筆最高折抵1,200元為限），

服飾、包包85折優惠

武
昌
店 

1F 

武
昌
店

西
門
店 

武
昌
店 

2F  

西
門
店 

B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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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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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JINS｜武昌店3F

JINS提供東京設計日本品質的時尚眼鏡，配鏡後30分鐘內取件， 無論度數多少不另加

價。店內平均提供上千種款式，讓您自由選 擇，我們盡全力提供您最舒適快速的服務。

武昌店

ToySelect｜武昌店2F

LOGO設計以拓伊英文第一個字母T為設計發想；結合圓形背景將字母T分為3部分，分

別代表：「生活」、「服務」、「品質」為象徵意涵。我們想透過小商品，來讓生活更

繽紛多彩堅持用好品味、高C/P值，實現每個人的美感好生活。

Silver Spring｜武昌店2F

發跡於2013年的台灣在地品牌，由上班族副業逐步經營轉型，堅持每一件產品都出自原

創、手工，並採用純銀、不電鍍的友善方式對待環境。 品牌除了原創微量產作品外，也

致力於推廣金工美學；專業純銀知識、客製化禮品訂製、金工體驗課程等，都能在這裡

被滿足。

FEELNICE｜武昌店3F

F E E L 9 S 集 結 了 A D I D A S 、 N E W  B A L A N C E 、 S K E C H E R S 、  P U M A 、

CONVERSE、FILA等知名運動潮牌，打造年輕人都喜歡的街頭風格選貨店。

FEEL9S=FEELNICE給您感覺最好的穿搭體驗，給您街頭最推薦的潮流鞋款，想追上潮

流就來FEEL9S讓你成為眾人注目的對象!

AIWA｜武昌店3F

曾經是陪伴著五、六年級生美好的青春回憶，當時腰間掛著aiwa walkman就是"潮"。離開

台灣十幾年，新的愛華已經重新歸來。 仍舊堅持日本的工藝血統、仍舊堅持高性價比產

品的愛華AIWA回來了。

XRAGE｜武昌店3F

XRAGE（エックスレージ）2014年於東京澀谷成立，集結日本、 台灣設計師共同創

作。以日文夥伴「仲間（なかま）」為品牌精神標語，擅長以漢字為設計元素，呈現江

戶風格與澀谷流行，展現強 烈的日式風格。

FEEL NICE



URBANE UMBRELLA｜西門店2F

UR BANE起源於西元1986年，前身為德雨陽傘有限公司，迄今已有30餘年歷史。

URBANE將「傘」的思維主軸往前回推，捨棄譁眾取寵，而是將更多的專注力放在產品

本身，堅持高標準的原料採取篩選作業。因為我們相信，任何事物唯有回歸深層的本質

才能永續長久。

西門店

Brand T.｜武昌店4F

Brand T.成立於2010年，以潮流選品為方向，目標鎖定日美線流行服飾，本次特別集結

BEN DAVIS日本支線，KAPPA與DUCK DUDE達酷鴨等三大人氣品牌，將不同風格的

街頭文化導入，有別以往的潮流元素將再次席捲西門町!

ME5｜西門店1F

ME5以人的需求為出發點，打造一件件鋒利、耐用、美觀的作品。對於每項產品挑剔與

檢測，提升客戶的生活品質；傾聽最貼近身體的聲音，為不同的使用需求提供最佳解決

方案。鍛造美好、精緻體驗 、改變生活起點。

PICONO｜西門店3F

台灣自創品牌「PICONO」係西班牙文pico & novede的結合，意味著在創新與獨特間找

尋設計的平衡美感。台灣設計師運用獨特的思維與設計手法，創造出簡約、時尚及具有

內涵的錶款，讓手錶不再是只有看時間的功能，而更是成為一種生活態度。

自然主意｜西門店1F

酷覓星首創食品多層次包覆工藝技巧，不僅內餡豐富，外層更有多元的口感。獨家營養

師級的配方，讓零食的甜與鹹從此不再有距離！多層次鹹甜風味更榮獲世界級品質大賞

金獎及食品界米其林指南 iTQi二星風味絕佳獎肯定 !

俬旅生活｜西門店1F

Kick Back意味享受輕鬆慵懶。悠閒時光是放鬆、是自由、並樂在其中。我們希望踏入

Kick Back的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種自由放鬆的感覺。舒服的氛圍、無壓力的姿意晃晃，

用旅行的心情感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