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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slite MEMBERS

8.03 Fri-8.12 Sun.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即可兌換
「誠品 愛琳娜啤酒兌換券」乙張（價值220元／張，限量800張）

特別為情人節打造的酒款，色澤呈現優雅半透明的琥珀紅，入口挾帶一縷桂花香氣，是
適合兩人一起品嚐的戀愛滋味。

8.13 Mon.-8.19 Sun.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元，即可兌換
「瘋狂泡泡實驗室特展門票」兩張（價值280元/張，限量850張）

●活動期間每卡限各換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講堂；
5F-誠品畫廊、靜思書軒、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eslite 
TEA ROOM；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B2F-誠品酒窖、7-ELEVEN、
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誠品 愛琳娜啤酒」規格：容量330ml、酒精濃度5.5%、需冷藏
<5°C，圖片僅供參考，實際以實物為準。●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不可與「專屬禮」 活動重複兌換。

於1F/2F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0元，
即可兌換「晶碩光學 馬來貘/B12日拋乙盒1元換購券 」
乙張（價值800元）

●每人 /每日限兌換乙張，限量300張，贈完為止。●可用1元優惠價換購晶碩光學馬來貘或B12日拋
乙盒，使用期限至2018.8.31 Fri.止，其它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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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不可與「專屬禮」 活動重複兌換。

7.31 Tue.-8.19 Sun.

夏日愛戀
專屬禮

8.03 Fri.-8.19 Sun.

約會提案
加碼禮

7.31 Tue..-8.19 Sun.

甜蜜加分
專區禮

禁止酒駕
未成年禁止飲酒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0元，即可兌換
「Oceanrich完美萃取旋轉咖啡機」乙台

（價值2,880元，限量15台）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120,000元，即可兌換
「BALMUDA The GreenFan日本綠色風扇」乙台

（價值15,990元，限量15台）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200,000元，即可兌換
「Casio TR 80自拍神器」乙台

（價值22,990 元，顏色隨機贈送，限量10台）

●每卡 /每日限換乙次，各門檻贈禮消費金額不得合併累計計算，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
消費金額不列入累計：誠品講堂；5F-誠品畫廊、靜思書軒；B2F-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恕不得與全館其他促銷活動重複兌換（銀行刷卡禮除外）。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信義店B1F顧客服務中心/ 商場閉店後請至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

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 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信義店當日當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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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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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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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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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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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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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心愛的另一半窩沙發，讓飾品為您表心意
7.31 Tue.-8.19 Sun.│兌換地點：B1F 顧客服務中心

還在為七夕送禮苦惱嗎？就選擇飾品配件送給另一半大聲說愛吧！來誠品信義店1F挑一份愛的飾品配件，送
禮表心意，不僅可以代表心意永遠陪伴在心愛的另一半身邊，滿額還可以獲得myVideo30天免費體驗卡（價值
250元），與心愛的那位一起窩沙發，甜蜜蜜過情人節！

先說愛其餘等等，fototvita情人節信義店限定獨家相框
7.31 Tue.-8.19 Sun.│1F  fotovita機台（近BEAMS專櫃旁）

We speak love! 在這愛的節日，先讓我們說說愛，fotovita推出情人節信義店限定獨家相框，

快來與心愛的另一半一起拍照紀念吧！

活動快訊
THEME EVENT

2018
July-August

7-8月

單身萬歲！Miss Bac 貝克小姐陪您度過！
8.19 Sun.│2:00 pm - 3:00 pm│1F五米大道（近星巴克旁）

貝克小姐 miss bac，來自桃園的兩人樂團，成立於2017年3月，由主唱筱卿、吉他手秉恩組成。Bac.是
Bacterium的簡稱，希望我們的音樂會像細菌感染一樣，侵蝕你的靈魂，並且傳染、擴散給你身邊的人。情人

節不只有情歌陪，還有更多Miss Bac 貝克小姐的好音樂說出我們的故事！

愛的選禮指南 × 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
7.31 Tue.- 8.19 Sun.│4F誠品風格文具館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

多一份巧思的包裝，讓贈禮情意不減、心意加倍！

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的職人用創意手法，讓愛的禮物更添一份心，顏質與格調兼具。
凡於指定專櫃消費，即可獲得「誠品風格文具館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免費包裝」，每櫃限12名。

●指定專櫃消費活動方式、包裝價值與規範依各專櫃及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現場告示為準。
●指定專櫃：B1F蒂奧菲 布頓、BsaB、yume、URBAN UNITS百滋、story 皮套王、COWA；1F Zu WATCH™；2F Beutii；4F CCLIFE囍生活、賽先
生科學工廠、Alto、iGen 愛居人、有物生活。

與小球—莊鵑瑛 一起哼情歌
8.17 Fri.│6:30 pm - 7:00 pm & 8:00 pm - 8:30 pm （共兩場）│1F五米大道（近星巴克旁）

當每個人都在尋找該怎麼度過今日的時候，

還有一個地方可以和你一起，

陪你，哼情歌。

情人節當天，小球現場將會贈送限量情人節小禮喔！

●活動方式│於1F指定專櫃單筆消費滿3,000元即可兌換
●指定專櫃│Winnie Jewelry／ Zu WATCH™／ OLIVIA YAO JEWELLERY／ FIONA／ Dinner／親親小姐／ Tiimec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張，限量150張，兌完為止。

七夕情人節特別活動在這充滿愛的氛圍，

邀請您一同來誠品信義店約會過節！



誠品信義店1F

ASH 2018 Taipei The New Classic
秋冬時尚 即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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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店專櫃商品限指定店別兌
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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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1,400 點

歐若莊園 │5F   

羅馬洋甘菊純露 100ml
價值1,400元│限量22件

 350 點

Diva Life│B2F    

馬卡龍4入禮盒
（口味依實際現場為主）
價值360元│限量84件

 850 點

賽先生科學工廠│4F   

收藏達文西 -滾珠計時器
價值890元│限量35件

 1,850 點

La boite樂盒設計生活館│2F  

美國Fala表情符號項鏈
（全數共8款，隨機出貨不挑款）
價值1,880元│限量17件

7.31 Tue.-8.19 Sun.

限時換
浪漫更加分的
驚喜小物
誠品人點數，

一點一點伴隨我們

構築夢想生活時而產生。

一點一滴聚集，

代表著開啟幸福的動力。

Beau Jewelry│4F

手工設計戒指耳環單品以天然石的溫潤，結合各式不同的素材創造各

類型飾品，讓女孩們能搭配出各種風味。

即日起 -8.19   戒指及耳環任選3件88折

CoCo壱番屋│B2

咖哩專賣店CoCo壱番屋創立於1978年，所提供的咖哩飯之「飯量、辣
度、配菜」都可自由地選擇搭配，即使是每天吃也百吃不厭而深受好評。

炸雞塊番茄蘆筍歐姆蛋＋綜合菇涮牛肉咖哩飯 250g
推薦組合價550元

2050COMODE│B1

來自英倫時尚的合身剪裁原創設計，給您簡約大方的時尚風格，同時

透過特殊彈力科技，詮釋Comode古義大利文「自在舒適」的品牌涵

義，帶給您前所未有舒適的衣著體驗。

東央貢。泰食堂│B2

東央貢泰食堂在出餐迅速的美食街中堅持以現點現炒的型態來料理，

用傳統泰國香米炊煮出一盤盤泰式佳餚。泰式料理中最重要的元素為

香料及醬汁，東央貢使用進口香料維持泰國風味，更將調味減輕以符

合台灣人的口味。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限量
20組

1010湘│6F

甜蜜雙人餐

神仙孜然肋排骨＋松子年糕牛肉＋東安仔雞＋
湘西高麗菜＋神仙缽飯2碗＋任選人氣飲品2杯
推薦價1,260元
• 10%服務費另計，恕不與其他折扣優惠併用   
•菜單以現場提供為準   
•訂位專線 02 - 2722-0583

FicelleDesignJewelry│4F 

歡慶情人節活動

憶念品彙系列手環，第二件7折
於8.17 Fri. 情人節當天消費滿2,520，
贈送乾燥玫瑰乙枝，限量25枝。

FCUK│B1F

夏季花卉長裙

特價2,790元│原價5,580元

iGzen 愛居人│4F   

LSG 法食香水 明星情人對香組
凡購買法食男香15ml（共2款 - 琥珀／
淨黑）＋法食女香15ml（共２款 - 柔情
／無花果）即贈精美禮盒
特價1,496元│原價1,760元

agnès b. CAFÉ | 1F

絨毛小兔夾心巧克力組 
夾心巧克力16入＋
絨毛小兔公仔乙隻
特價2,280元│
原價2,960元

Bannies' Pashmere│2F

夏季香氛組合

AGRARIA小蠟燭96g＋護膚乳250ml

特價2,980元│原價4,260元
AGRARIA天然香氛，情侶的燭光晚餐搭配
蠟燭香氣點綴，是兩人記憶深刻的時光。

Zu WATCHTM│1F

京瓷大理石（黑色／白色）

特價10,220元│
原價12,220元（共2只／組）
京瓷處理的大理石，似陶瓷的紋
路，展現高雅與時尚態度。

JPV法皇凡登智能時尚館│2F

RICOH THETA SC 繽彩全天球 情人限定組
（共4色，白／藍／粉／棕）
特價15,000元│原價19,800元
THETA SC 粉色+THETA SC藍色一個按鈕，一瞬間進
入了屬於你倆的小行星，請與您最親愛的人一起體驗 
360度 VR 新視界。

Diva Life│B2F

花漾圓夢禮盒

（4入／盒）
（莓果盛宴／熱帶風情）
推薦價420元

adopt' 法國香水│1F

全新淡香露系列 - 相戀禮盒四件組
淡香露125ml＋乳液290ml＋沐浴露290ml
＋香皂100g（附專屬香水棉麻束口袋＋限量
禮盒）
特價3,199元│原價4,300元

伊織毛巾│2F

七夕限定 - 伊織 love sharing禮盒組
伊織極致簡約小浴巾（青銅藍）＋伊織柔軟線條方巾
（紅色）＋伊織Ｍ禮盒包裝服務
特價1,600元│原價1,820元
來自日本愛媛縣的今治毛巾工藝，將百年來的職人
堅持細膩體現於無微不至的生活美學。

O' right 歐萊德│5F

情人節獨家組合

枸杞晶透活顏菁露（女）30ml 或 枸
杞恆潤撫紋菁萃（女）30ml ＋咖啡
因養髮液（男）100ml

特價6,800元│原價8,360元

TAIWANIZE │ B1F

就想跟你比翼雙飛組合價

全品項任選兩件即可折抵520元 
全品項任選四件即可折抵1,520元 

les nez 香鼻子│2F

Héloïse de V.  香氛漫步系列
淡香水15ml＋奢寵護手霜30ml＋奢寵香水皂
禮盒組100gｘ3個（香味任選，再送巴黎時尚
化妝包）
特價2,400元│原價2,960元

Tiimec│1F

Klasse14 lmperfact半透明錶面矽膠錶帶組合
（附贈皮錶帶一條）
推薦價7,980元

奇比植作X IshaJewelry│4F 

永生花星空瓶（特大）

特價3,600元│原價4,500元
代表永恆的永生花，送給情人滿滿
的心意。

情人節相聚甜蜜蜜
用心挑選一份禮物，穿著精心打扮的洋裝，來一場甜蜜蜜的情人節約會吧！

SUMMER    SALE

第1 種約會設計

限量
10只



誠品信義店B1F

Doughnut│4F 

型男老爸必備

Black Line 防潑水躍動者後背包
特價2,380元│原價2,680元
CORDURA®知 名 軍 用420D防 潑
水、抗磨損材質，出外超放心 ! 內外 
12 個夾層，外出不再手忙腳亂。

GNC健安喜│B2F

美佳男複方維他命食品錠（180錠）
特價1,788元│原價2,650元
GNC銷售第一名的男性綜合維他命。專為
男性設計，強化鋅、維他命B群等男性所
需的綜合營養素。

CLUB1981│1F

THOM BROWNE
網球拍圖騰領帶

推薦價10,580元
誠品人9折
濃郁的英倫風領帶讓爸爸們
上班也可以很型男 !

Bonnie Sugar│B2F

Bonnie Sugar父親節經典豪華珠寶盒
（共８種口味 - 克拉芙緹／乳酪／原味／藍莓
／草莓／青葡萄／藍莓乳酪／芒果，4吋10公
分塔派）
特價1,480元│原價1,760元OBEIOBEI│1F

義大利Borsalino巴拿馬草帽
推薦價14,500元　誠品人95折
160年知名製帽品牌推出的經典Fedora
款巴拿馬草帽，飾以雙色亞麻織帶，是
男士最適合打造內斂風範魅力，釋放自
信幹練的紳士鋒芒。

Häagen-Dazs│B2F

父親節蛋糕系列

（共2種口味，紳士風采／一桿進洞）
推薦價2,180元
8/5前預購五吋以上蛋糕一個可享88折
購買兩個可享85折另贈三張單球兌換券

KENT & CURWEN │1F

三獅短袖POLO衫（共3色）
特價2,940元│原價4,900元

nu健康守護鍺│B1F

Bellez能量雙面皮帶
即贈Apollo項鍊（價值2,980元）乙入
特價5,680元│原價8,660元

SUMDEX│2F

都會輕簡電腦後背包

（共2色，經典藍／帥氣咖）
特價2,590元│原價4,880元
全面優惠商品2件享85折／
限定VIP會員享 8折
（特價品、加價購商品，不列入計算）

SUMMER    SALE
第2 種約會設計

父親節團聚送禮約會
與生命中最重要的男性表達感恩與愛意吧！
與全家人歡慶的特別節日

限量
5頂



閨蜜Date
充滿愛的節日，不僅要跟另一半約會，
也要跟最愛的閨蜜一起購物約會！

第3 種約會設計

MIESTILO│4F

閨蜜獨家組合

推薦價1,580元／件
第二件7折
滿版的小銀珠珠，單戴搭配兩相宜，適合每位
女孩，快和好姐妹一起入手吧！

dienes silver│2F

閨蜜限定組

RAINY手鍊1＋1
特價2,080元│原價2,760元
米蘭手鍊1＋1
特價3,000元│原價3,960元
水滴狀的鍊型，或是來自義大利的清新風格，輕輕綴飾
著手腕 ,共同佩戴出姊妹們小默契 !

限量
10組

限量
10組

限量
30組

日安・喝茶Bonjour thé  │B2F

甜點風味茶禮盒

任選三罐甜點風味茶（12包／罐）
特價1,100元│原價1,297元

La Boite 樂盒設計生活館│2F

英國Eyland設計首飾
推薦價1,880元／件
不限款式兩件7折
不論是穿正式的上班套裝，還是週
末悠閒服，這些塗上了紅色指甲油
的古怪小手都會拼命抓住你不放！

MANGO│B1F

夏日經典諾蔓洋裝

特價1,400元│
原價1,790元

Aēsop│2F

2018年度禮盒神秘心靈：和諧 
玫瑰的名字身體潔膚露 200mL＋賦活芳香護手霜 75mL＋
瞬間滋潤噴霧 60mL

推薦價2,000元
綜合全面的身體護膚產品，一同推薦給喜愛保養的好姐妹！

S&T STUDIO│B1F

閨蜜組合優惠

指定系列（LILY印花高跟鞋／MICHELLE
緞面蠶絲高跟鞋／ KAROLINA絲絨高跟
鞋）任選兩雙即享組合價
特價5,000元│原價10,600元
即使單身，有好姊妹在也能
盡情放閃吸引目光 !!

les100ciels│1F

亞麻荷葉邊小背心

特價4,430元│原價8,860元

南法香頌│5F

巴黎緻香淡香水100ml
特價980元│原價1,580元
將花朵、青草、甜果與植木氣息，揉
合出六款可人的芬芳，幻化為稍濃綿
長的淡香水，帶領您在盛世冒險。

一○八抹茶茶廊│B2F

大判燒買四送一

（贈品以最低價者計算）
大判燒有“ありがとう”謝謝的烙印，
最適合閨蜜下午茶分享！

BAGMANIA│1F

LM小珍珠愛心無袖背心（黑色）

特價5,080元│原價5,680元

Neal's Yard Remedies & NEOM│4F

NEOM Wellbeing三步驟 - 舒緩恬睡禮盒
舒緩恬睡香氛蠟燭 185g＋舒緩恬睡枕頭噴霧 30ml＋
舒緩恬睡護手霜 50ml

特價2,500元│原價3,480元
NEOM團隊花費超過二年的時間，精心搭配數百種不
同精油，打造出不同程度的放鬆配方，獲獎的「舒緩恬
睡」配方，讓90%的使用者能一夜好眠。

ASH│1F

LOTUS STAR經典涼鞋兩件組合（耀石黑／晶鑽粉）
特價4,640元│原價9,280元
亮片五星 格麗特鞋面點綴五星及釘珠設計，閃耀亮眼，底
布設計ASH品牌名，紋路清晰，耐磨防滑以及經典氣墊。

蒂奧菲‧布頓│B1F

經典馬賽皂禮盒

馬賽皂100g（5款／組，香味隨機搭配）
特價1,600元│原價2,250元
傳統植物油皂化工法，天然成份訴求低敏，可同時
洗淨臉部與身體，洗後溫和滋潤，適用於任何膚
質，一塊皂全家皆可使用。

JOURNAL STANDARD | 1F

ALICE LAWRANCE
聯名復刻經典棒球帽

（共2色，黑字／白字）
推薦價1,800元

MOOIMOM 英國沐伊│5F

閨蜜少女肌組買一送一

撫紋緊實乳液（30ml×2）

特價600元│原價1,200元
夏天就是要炫腹，拿起撫紋緊實乳
液找回你的少女肌！

SUMMER    SALE



薑心比心│5F

隨身舒壓組

任三件滾珠瓶10ml

特價899元│
原價1,140元

東央貢泰食堂│B2F

任選一東央貢麵／叻沙麵＋

泰式椒麻雞

特價260元│原價320元
恕不與其他優惠及加價購活動併用

KWANI│1F

瓦妮小包

特價2,412元│原價2,680元
仿鱷魚皮革，成熟又有個性，輕鬆上班去，於
8.10 Fri. - 8.19 Sun.購買指定包款享優惠價。

金色三麥 LE BLÉ D'OR│B1F

同事相聚經典套餐

凱薩沙拉＋番茄爆炸頭＋豐年炸物拼
盤＋西班牙海鮮燉飯＋旺汪年小太陽
推薦價1,409元
．10%服務費另計
．圖片僅供參考，餐點以實物為準
．訂位專線02-87895911

Février 菲芙利│4F

薰衣草‧輕旅行隨身組

精油皂100g＋薰衣草沐浴乳30ml＋薰衣草洗髮精30ml

特價499元│原價800元
南法獨有品種高地薰衣草變成我們生活洗沐用品，讓紓壓的香氣不只停留在室內擴
香，延續至洗沐在放鬆時也可以享受自南法的美好。隨身小包裝，不管在何時何地
都可以隨時帶著高地薰衣草減輕我們生活中疲憊感 !      

可夫萊堅果之家│B2F

開運好點禮盒 
芝麻花生牛軋糖95g＋抹茶杏仁牛軋糖95g＋
南棗核桃糕95g＋紅棗夾核桃80g＋鳳萊糕夏威夷豆95g

特價650元│原價750元（禮盒加價購100元）
疲勞無聊的上班時刻，就是要有這些小點滿足空虛感。軟Q不黏牙、甜而
不膩，順口好吃、軟硬適中，口感豐富，純手工製作、無添加防腐劑。

PLAY SOUND 沛聲│2F

BOSE QUIET CONTROL 30
藍牙主動消噪耳機

特價10,800元│原價12,000元
透過 QuietControl 30 耳機設定專屬於您的消噪程度，輕巧的頸帶式設
計符合人體工學，提供全天候的舒適性，並且具備藍牙連線功能，擺脫
耳機線的糾纏。

master-piece│1F

超輕量防潑水

皮革公事包

推薦價15,500元

亞果元素│4F

同事相聚購物樂

全店商品任選第二件5折
不含大疆DJI商品、iKlips DUO＋

系列及記憶卡，採二件中價低者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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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信義店5F

限量
20只

Me Time與自己的
約會時光
好好愛自己！單身自由萬歲，好好買東西犒賞自己，給自己一個放鬆的午後時光！

FUKU FUKU│4F

經典餐盒組（500g×2個）
特價1,540元│原價2,200元

Winnie Jewelry│1F

復古網球拍墜子（不含鍊）

特價4,000元│原價5,800元

古典玫瑰園│B2F

維多利亞雅典杯具組（經典午

茶杯250ml ／杯＋盤為乙組）
特價840元│原價1,680元
經典瓷器由著名玫瑰藝術家黃騰輝
所設計的精品。

FIONA│1F

Me Time經典配件組
純銀戒指全系列第二隻5折
（以價低者5折計）

Beutii│2F

BRUNO BOE021多功能電烤盤
特價3,290元│原價4,980元

MIRROR│1F

夢幻童話琥珀禮盒系列

經典耳環／經典項鍊

全面特惠5折

S'AIME 東京企劃│B1F

STAR星星系列 - 
我的星球鏈條斜背小方包

特價1,780元│原價1,980元

有物生活│4F

Me Time午茶組合
玫瑰花小葉紅茶（30g×10包）＋
白玉蘭花烏龍茶（30g×10包）
特價690元│原價1,000元

第5 種約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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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上有那麼多種愛

濃情蜜意的愛　拈酸吃醋的愛

而我愛我們如光合作用般恬淡自得的愛

在生長與汲取之間　是那麼自然

在繁忙的城市裡，匆忙的腳步、倉促的吸吐，我們都需要一個補充氧氣的地

方，來一場慢飲食，過一種慢生活，細細咀嚼人與食之間的生活態度。

堅持每份手作的溫度，手揉麵包、自製優格、低溫慢火烘焙堅果，選用在

地小農新鮮採收的時令蔬果，輕調味，讓土地與人回歸到最原始，讓身體

認識食材最純粹、最自然的味道。 慢活、輕食、光合箱子。

奶油蛋燻鮭魚　推薦價330元
滑嫩溫潤的蛋料理，搭配鬆軟綿密的手工麵包，
一口咬下，飽足又溫暖幸福。

黑糖堅果優格　推薦價100元
低溫烘焙堅果碰上手工自製優格，奶香酸甜，絕
妙平衡，滿滿的戀愛甜蜜滋味。

義式紅酒豬小排　推薦價380元
普羅旺斯香草與紅酒交織碰撞的美好，肉香四
溢，彷彿置身浪漫的南法。

與你 品嚐的每一口都像是在描繪愛

新櫃登場
誠品信義店

6F

新櫃登場
誠品信義店

B1F

走入傢作，仿佛穿越進另一個時空，溫潤木色與安定氣

氛，品物豐富而不顯雜亂，一件件正等待被發掘。

傢作，一如其名，在這裡你可以找到與家有關的一切，

從訂作傢俱到空間設計。

沒有風格的侷限，也沒有預算的限制，完全獨一無二的

定製與搭配，沒有任何妥協。

柚木系列

細膩的線條，如髮絲般溫順得像隻
貓，親撫時那溫潤觸感就像被給予
了渾厚擁抱。
樹輪烙印的痕跡，恰似平靜湖水中
的漣漪，且聽我傾訴餘生的漫長。

雨豆木系列

將實木長桌置於我們最愛的樂花園，
讓傍晚橙橘的陽光與暖黃燈泡把它點
綴， 土地氣味伴隨著爽朗微風，花草鮮
活，心也跟著四溢香濃。

親愛的 記得這只有我們的時光角落

與戀人挑選傢俱 總象徵著共同對未來的美好想望
尋找兩人都喜歡的花樣 　 一起動手設計家居

成就彼此都渴望著的風景

∞ 種愛∞ 種約會提案

實木家俱全系列8折 （除桌板、長凳、床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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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a Life  DIY巧克力
8.04 Sat.、8.05 Sun.│2:00pm - 3:30pm、4:00pm - 5:30pm

親子同樂巧克力製作，讓小朋友自己製作巧克力，學習了解所吃的東西製作過程，培養味覺

敏銳度，讓小孩變身小小甜點師，開啟不一樣的學習興趣。

●主辦單位│B2F Diva Life
●報名費用│350元／人（採優先報名制，預收100元）
●人數限制│12人，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至B2F Diva Life專櫃報名即可。

桂格╳誠品媽媽教室  孕媽咪保養之道
8.09 Thu.│2:00pm - 4:00pm

新手媽媽該如何保養呢？要如何保養營養又不流失呢？桂格╳誠品媽媽教室，邀請桂格專

業營養師，幫助孕媽咪更了解自己，替您找回健康與自信！

●主辦單位│桂格媽媽教室
●授課講師│顏敏恆 營養師
●洽詢電話│0800 - 006600
●報名限制│預先報名者請攜帶媽媽手冊於活動前30分鐘準時報到
●人數限制│20人，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報
名
連
結

Art - Zoo 藝術動物園：奇幻彩紅彩繪日
8.11 Sat.│ 2:00pm - 3:30pm／4:00pm - 5:30pm

這是一天任由小孩、大人和Art-Zoo藝術動物園共同揮灑的日子。享受用手繪出自己獨特的
Art-Zoo紙盒的樂趣、試著創造出新的動物角色，誠品信義店獨家活動價，除了現場體

驗繪畫樂趣，還可以將奇幻彩紅繪本帶回家，繼續繪出自己的異想世界！

●主辦單位│Art - Zoo藝術動物園
●報名費用│200元／人（材料費包括活動畫紙及彩色筆）

700元／人 （材料費包括彩繪紙箱乙個、彩繪圖書乙本及彩色筆）
●人數限制│20人／時段，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報
名
連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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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尹合作社   身體遊樂園親子篇
8.18 Sat.│2:00pm-3:00pm

工作坊以現代舞的「接觸即興」為基礎，不刻意編排，隨感覺動身體，並運用孩子最喜歡

的、五花八門的道具，引導大人小孩一起進行有趣的身體遊戲；由孩子最熟悉的玩伴—

爸爸或媽媽—和孩子一起，在安全的空間中自由探索身體動作、與他人的互動、以及空

間裡的角落。

●主辦單位│人尹合作社
●報名費用│200元／人（誠品信義店活動獨家價，活動需親子兩人一組方式報名參加，400元／組）
●報名限制│參加對象需為1位大人＋1位寶寶（限定1~3歲）組合
●人數限制│6組親子參加，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報
名
連
結

AM創意   五感戲遊趣親子課程
8.19 Sun.│2:00pm-3:00pm

運用 [親子共學 ]的方式讓家長與小朋友藉由歌唱、舞蹈、戲劇進行遊戲與互動，藉此開拓

豐富小朋友的視、聽、觸、味、嗅覺的感知能力。精彩有趣的課程設計更有助於小朋友發

展觀察力、想像力、反應力、創造力與即興能力。歡迎您與小朋友與我們一起來開心同樂 !

●主辦單位 | AMcreative安徒生和莫札特的創意
●人數限制 |每場限額7組，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限制 | 每組為4-6歲兒童一位＋家長一位
●報名費用 | 150元／人（誠品信義店活動獨家價）

報
名
連
結

AM創意  兒童劇唱團 [擋不住的愛唱] 體驗課程
8.19 Sun.│4:00pm-5:00pm

指導學員演唱百老匯音樂劇曲目，滿足每個愛唱歌的靈魂。小朋友們在短短一小時裡，將

學習到發聲技巧，並演唱兩首知名兒童英文音樂劇的動人歌曲。最棒的是，在這體驗課最

後的五分鐘裡，將會匯集所有學到的一切來完成一段小演出，AM創意邀請你一同來感受

音樂劇歌曲的魔力 !

●主辦單位 | AMcreative安徒生和莫札特的創意
●人數限制 |每場限額15人，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限制 |7-11歲兒童
●報名費用 | 200元 / 人（誠品信義店活動獨家價）

報
名
連
結

報
名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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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之愛媽媽教室
8.23 Thu.│2:00pm-4:30pm

輕鬆哺餵母乳（專家一次講清楚，讓母乳媽媽們輕鬆上手）

擔心寶寶含乳不正確沒吸到奶水？或是哺餵母乳時受傷？由專業的物理治療師，教您如何

哺餵母乳，讓您輕鬆迎接母乳之路。

●主辦單位│大地之愛&液相勻化媽媽教室
●授課講師│陳思庭-物理治療師
●報名限制│預先報名者請攜帶媽媽手冊於活動前30分鐘準時報到
●人數限制│20人，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