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B1F/1F/2F/3F/4F/5F/6F
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元，即可獲得「5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250元電子抵用券×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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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05Tue.止，逾期
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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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進行折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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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售會；5F-誠品畫廊、靜思書軒；4F-KIKI餐廳、洋城義大利餐廳、卓也小屋、しゃぶし
ゃぶ温野菜日本涮涮鍋專門店；3F-eslite TEA ROOM；2F-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1F-星巴克、agnès b. 
café  L.P.G.；B1F-綠蓋茶館、金色三麥、樺達奶茶。
●抵用券僅限誠品信義店使用，不得使用於下列專櫃：誠品講堂；5F-誠品畫廊、靜思書軒；3F-eslite 
TEA ROOM；2F-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1F- 星巴克 ；B2F-誠品酒窖、7-ELEVEN、晶碩光學、頂呱
呱、麥當勞、哈肯舖 、屈臣氏 Watsons、明德素食園。
●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滿1,500 元，方可使用乙張，以此類推：5F- 誠品兒童館；4F- 誠品風格文具館；
3F- 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2F- 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
●使用抵用券消費金額恕不加入其他消費活動累計、停車折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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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與「全館滿額贈」 、「專屬禮」 活動重複兌換。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500元，即可獲得「抽獎機會」乙次，
滿1,000元兩次，依此類推，有機會抽中「誠品點1萬點」，共100名，
總點數共100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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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時請出示誠品人會員卡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累計消費方可列入活動計算，本活動得獎者將由
系統自動抽出，不需至贈品處做登記。
●當日單筆消費滿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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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友方具領獎資格。
●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100名得獎者名單將於2019.4.01Mon.公佈於迷誠品－最新消息公
告資訊頁面，並於2019.4.01Mon.由系統自動匯入得獎者會員帳號，恕不另行以電話聯繫。
●活動屬機會中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細請見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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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0元，
即可兌換「Bidala單人薄毯」乙條

（價值3,980 元，限量60條，款式顏色隨機贈送）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00元，
即可兌換「 Apple Watch Series 4 GPS 」乙隻
（價值12,900元，限量30台，款式顏色隨機贈送）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00元，即可兌換
 「 Dyson Cyclone V10 Animal（SV12）吸塵器」乙台

（價值22,9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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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le Watch Series 4 GPS 」為公司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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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時將先領收由誠品生活發放之贈品提貨券，將以專電通知領貨，於領貨期間憑券至
指定地點領取贈禮，遺失恕不補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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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F-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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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恕不得與全館其他促銷活動重複兌換（銀行刷卡禮除外）。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元，
加碼贈「洋城義大利餐廳單人套餐兌換券」兩張

（價值339元／張）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兩張，限量420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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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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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券使用規範依券上說明為準。
●不可與「專屬禮」 活動重複兌換。

1.16 Wed.-2.04 Mon.

福氣滿滿  
會員來店禮

2.05 Tue.-2.09 Sat.

開運試手氣 
尋寶滿額抽

1.25 Fri.-1.27 Sun.

72小時辦年貨
指定專櫃
滿5,000送500

2.11 Mon.-3.05 Tue.

開工大吉  
百萬點數
歡樂抽

1.16 Wed.-3.05 Tue.

飽滿好年 
專屬禮

2.01 Fri.-2.14 Thu.

情人相伴
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滿500元或扣誠品點20點，即可

兌換「福氣滿滿 豬年紅包袋」乙組（3入）

●活動期間每卡兌換限乙份；扣點兌換限兩份，全台數量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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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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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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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2,000元，即可參加「抽獎活動」乙次，
有機會獲得「RIMOWA 31吋 SPORT MULTIWHEEL」
 （價值19,500元）等多項好禮，人人有獎  【本活動請至B1贈品處兌換】

贊助品牌：Barbour、蒂奧菲．布頓、Alloya、Les nez 、 JEKCA積木、

Richmond & Finch 、 Ultrahard超硬、Beau Jewelry、卓也小屋、 TALES神話

言、iGzen愛居人、LA TRINITÉ NATURELLE、亞果元素、123手創館、
送子鳥、彩虹森林、Goomi、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GNC、Magi 
Planet 星球工坊、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次，贈品限量1,000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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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屬機會中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細請見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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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活動贈品依現場實物為準，兌換後除瑕疵品恕不接受退換。
●不可與「專屬禮」 活動重複兌換。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信義店B1F贈品處/ 商場閉店後請至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

72小時辦年貨 NT$抵用券

本券適用於誠品信義店

使用期限｜ 2019.1.25 Fri. - 2019.3.05 Tue.止
逾期無效，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250
A000001

誠品信義店



於1F/2F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0元，
1.16-1.31即可兌換
「大地之愛 My chelle 極效撫紋美眸眼霜」乙瓶

（價值900元，限量235瓶）

2.01-3.05即可兌換
「 誠品酒窖精選紅/白酒」乙瓶

（價值780-880元，限量500瓶，款式隨機贈送）

●每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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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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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B1F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元，
1.16-1.31即可兌換
「 南法香頌 黛蕾克 水潤亮采唇蜜 5ml 」乙隻
（價值680元，限量206隻）

2.01-3.05即可兌換
「大地之愛 Weleda山金車舒活沐浴膠 200ml」乙條

 （價值550元，限量280瓶）

●每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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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F-金色三麥。
●不可與「專屬禮」 活動重複兌換。

於4F/5F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
1.16-1.31即可兌換「O’right 頭皮噴霧50mL 」乙瓶
（價值350元，限量500瓶，款式隨機贈送）

2.01-3.05即可兌換「 Mao's 樂陶陶飽寶吉字碗」乙個

（價值380元，限量1,200個）

●每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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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畫廊、靜思書軒、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
●「 Mao's 樂陶陶飽寶吉字碗」內容物：單只﹔尺寸：（口徑）11*（高）6cm﹔材質：瓷土、無鉛釉；飽、寶
二字隨機出貨，恕不挑款。
●不可與「專屬禮」 活動重複兌換。

1.16 Wed.-3.05 Tue.

充實美好
專區禮

1.16 Wed.-3.05 Tue.

滋養好年
專區禮

1.16 Wed.-3.05 Tue.

生活飽寶
專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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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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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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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島六天五夜雙人自由行」（價值60,000元，1組）
「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 城堡精緻客房」（價值35,200元，10組）
「Vitamix S30 全食物調理機 輕饗型」（價值21,000元，1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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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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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名單將於2019.3.15 Fri.公佈於迷誠品－最新消息公告資訊頁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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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請見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明。
●關島雙人自由行及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城堡精緻客房住宿詳細使用規則，使用日期及其他負擔費用等，皆
以兌換憑證及迷誠品說明為主。
●領獎期間 :2019.3.15 Fri.-4.15 Mon.。
●所有活動贈品依現場實物為準，兌換後除瑕疵品恕不接受退換。
●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1.16 Wed.-3.05 Tue.

元氣飽滿  
誠品人獨享抽

關島六天五夜雙人自由行 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 城堡精緻客房 Vitamix S30 全食物調理機 輕饗型

禁止酒駕
未成年禁止飲酒



刷卡分期零利率 2019.1.03 Thu.- 4.02 Tue.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洽詢專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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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3 Thu.- 4.02 Tue.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館內刷卡消費累計滿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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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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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使用手機綁定行動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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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時請出示信用卡 (或手機行動支付畫面 )、同卡號簽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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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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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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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Cash及
Happy Go聯名卡 )/土地銀行MasterCard金融卡恕不得參加刷卡滿額禮活動。●以上活動刷卡消費限於誠品信義店消費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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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F-屈臣氏 Wats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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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滿 1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7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滿 12,000 元
且分 12 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單筆滿 6,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7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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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800 份

滿 50,000 贈

誠品禮券 8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8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8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8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分期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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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5,000 元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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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份

滿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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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50 份

滿 25,000 元
且分 6 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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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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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
期
禮
限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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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分期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分期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指定餐廳單筆滿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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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5,000 元贈

創意果缽瀝水籃
乙份，限量 9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1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50 份

滿 1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1/16-3/05 限定兌換

●指定餐廳：6F-1010湘、Just Grill、光合箱子、泰市場；4F-
溫野菜、KIKI餐厅、洋城義大利餐廳、卓也小屋；B1F-金色三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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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點

亞果元素│4F    

Chocolate Naïve
價值590元│限量51件

 100 點

洋城義大利餐廳│4F    

法式焗烤田螺兌換券

限內用，每桌限兌換乙份，使用期限至2019.3.31
價值128元│限量250張

 450 點

卓也小屋 | 4F     

藍蠟染祝福御守

價值450元│限量65件

 1200 點

歐若莊園│5F  

香蜂草純露100ML
價值1,200元│限量25件

 850 點

TALES神話言│4F  

墨玉系列．吉祥長筷架

價值880元│限量10件

 1350 點

TALES神話言│4F  

百花薈系列．牡丹盤（大）

價值1,380元│限量10件

限時換
飽滿好年
生活新意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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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 點

TALES神話言│4F  

百花薈系列．梅花碗（大）

價值880元│限量10件

1.16 Wed. - 3.05 Tue.



廣告頁
（無限裡想生活展售會）



我們藉由吃下一道道賦予吉祥意義的年菜，祈求來年能夠平安順心也

互相祝福彼此，如吃一口紅燒獅子頭，祈求來年鴻運當頭﹔吃餃子除

了代表「更歲交子」、更有「新年發大財，元寶滾進來」的象徵意義，

而大家最熟悉的年年有魚，其實是東晉就有的習俗，民俗中除了「有

餘」，更講究魚頭需面對長輩與客人。

在金豬年前夕，誠品生活攜手《鄉民曆》創作團隊，推出一連串十足

飽意且趣味滿點的開春限定活動，用創意詼諧的角度，以圖文重新創

作一道道有著吉祥寓意的年菜，藉此也祝福每個人在新的一年都能如

金豬一般吃飽飽、睡飽飽，心靈豐盛、能量飽滿。

部份圖片授權 :《鄉民曆：國民必備偏方指南【生活篇】+【醫療篇】》

老祖宗也噗哧的實用偏方大全 解答近百種居家疑難雜症 圖文並茂的日常實用寶典。

作者│莊淳安、陳盈、蔡采媛、林子立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書 2017年一舉入圍兩項金點新秀，2018年更榮獲海峽兩岸十大最美圖書，書中

蒐羅諸多如「甜菜根戀曲」、「搖搖甜橘子」、「香蕉不老傳奇」等看似怪誕無邏

輯的民間偏方並諮詢專業且考證而獲得矚目，搭配參考 20世紀上海風行的廣告畫

報、一筆一畫散發濃濃復古風情插畫、詼諧的文字註解，點到為止、後勁十足的笑

點，讓本書一出版便獲得熱烈討論，成為該年話題之作之一。

時間  2.01 Fri. – 3.05 Tue. 
地點 ––––––

◎ 信義店 B2美食街高腳椅區、北側梯廳

◎ 敦南店 1F服務台旁、GF藝賞牆

◎ 松菸店 B2東側牆面

◎ 站前店 K2平台

◎ 中友店 環型書區柱面空間

時間  2.16 Sat.   14:00 – 17:00
地點 –––––––

◎ 信義店 星巴克前廣場

報名方式 活動採線上報名，名額有限，每位酌

收報名費，報名詳情請見迷誠品活動頁面。

必吃年菜領銜擔當，年菜指南兼解密！ 

     嚴選十二道鄉民必吃又富有吉祥寓意的年菜料理，並透

過《鄉民曆》圖文創作團隊的獨特畫風與詼諧吐槽，精闢

剖析每道年菜背後的故事；互動式的展覽形式，可以留言

分享你的年菜趣事或最喜歡哪道年菜，就有機會免費將該

道年菜帶回家。

活動詳情

報名詳情

本書詳情

揮別戊戌喜迎己亥金豬年，對華人來說，過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自明朝開始確立

從除夕到初十五各自的民俗儀式後，我們開始有了「過年要做的事」，並代代傳承著。

在經過流傳千年後的今日，華人已遍及世界，融合各地文化讓「過年」這件事有了不同

以往的嶄新面貌；但全家人圍爐享用美味年菜這件事，卻是任憑時光流轉、世代交替都

未曾改變的，一起上桌吃飯是團圓的象徵，更是華人過新年必要且最慎重的儀式。

吉
祥
年
菜
插
畫
展

相
揪
作
伙
呷
辦
桌

讓我們圍在一起，吃年菜話家常

有得吃又有得拿，趣味美味一場搞定！ 

     以《鄉民曆》圖文創作團隊嚴選之十二道鄉民必吃年菜

結合館內美食專櫃，最接地氣台式的辦桌氛圍加上精采可

期的舞台表演，除了品嚐美食、更能在老師的帶領下親自

動手製作年節美食與元宵湯圓的趣味辦桌。



🄲 誠品書店知味市集│3F

MARIUS FABRE
橄欖油黑肥皂/ 5公升
特價2,465元│原價2,900元

不含溶劑與人工香精、色素，可生物分
解的環保產品取代數十種家用化學清潔
劑，輕鬆體驗法式樂活家居。

↑有物生活│4F

雪白雞

推薦價680元
結合台灣彰化老師傅傳統工藝與設計師
文化創意，讓清潔用品也能當藝術展品。

🄰 誠品書店知味市集│3F

Redecker古董時尚除塵刷/
黑色馬毛/60cm
特價1,564元│原價1,840元

使用黑色馬毛的刷頭刷頭的部份有兩個
洞，可以變換角度，古典的木頭造型，
職人手工植毛，是高品質的人氣商品。

↖PiPPER │5F

PiPPER鳳梨酵素居家純淨系列
任選四瓶　

特價999元｜原價1,600元
加贈環保帆布袋乙只

鳳梨酵素專利萃取配方、低敏不刺激、
自然分解不殘留、天然超強洗淨力、全
家人皆適用。

🄱 達開│2F 

手工編織籐提籃（S）
特價1,299 元│原價1,880元
手工編織籐提籃（M）

特價1,499 元│原價2,180元

天然手工編織籐籃，三種尺寸天然的風
格；穩固耐用，具有不同用途，可收納衣
物/玩具。為任何環境提供優雅的質樸風。

↑expo │ 4F

茶籽堂/碗盤洗潔液550ml
推薦價230元
獨家「煮漬法」，融合茶籽粉、阿拉伯
膠、精鹽等成分，溫和成分不刺激雙
手，讓洗碗成為新生活運動！

🄳 Beutii│2F 

Ecomo AIM-SC200 吸塵器
特價4,990元│原價6,990元

擁有1.7kg輕量設計和三段式吸力調
節，還能以平貼吸頭清潔各種狹窄角
落，好用又時尚。

↑南法香頌 │5F

歐巴拉朵 亞麻油黑肥皂1L×2 ＋
馬賽皂洗衣皂絲750g
特價1,980元│原價2,640元

以歐巴拉朵傳承400年的製皂工藝、用
甜杏仁油香皂經6道滾輪刨絲而成、植
物油含量達92%的超濃縮皂絲，適各式
材質衣物，使用後衣物格外蓬鬆。●在家事達人界相當知名的MR.許，是

從小對於清潔與整理就相當感興趣嗎?

應該是服兵役期間激發出來的，那時
覺得原來把自己的內務櫃跟自己的床
整理乾淨整齊這麼有快感，後來自己
也開始越來越重視生活品質。

●新的一年是除舊布新的好時機，和大
家分享一下大掃除的小秘訣和技巧

忘掉過去從「心」開始，好好檢視自己
的心靈，是什麼原因讓自己留那麼多
沒必要的東西？新的一年就趁這是大
掃除中重新認識自己吧！而小秘訣就
是每個東西都要有自己的家，物品的
定位需要依照自己的生活習慣去設定。

●將雜物收納後，心靈反而滿足了，請
您分享一下收納對您心靈的助益層面

收納空間除了能擁有視覺上的享受
外，對於心靈的滿足也會更大。家是
我們最長時間待的地方，更應該把環
境整理整齊，因為一個好的環境會影
響到整個人的能量，整個人的氣場。

大掃除特輯
完美收納後 才有空間滿足生活

Spring
Cleaning

🅰

🅲
🅱 🅳

誠品書店│2.3F

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

特價213元│原價250元

為什麼會讓人邊讀邊落淚？一席難求
的課程，卻沒有人回來上第二次？翻
開這本書，不但會知道答案，也將因
此煥然一新！

家事型男 MR.許

Spring
Cleaning



↑光合箱子 │ 6F 

倆饗套餐

推薦價850元
法式脆皮女士＋義式紅酒豬小排（250g）
＋手工黑糖堅果優格＋原味拿鐵乙杯
◎低消120元，10%服務費另計。
◎圖片僅供參考，餐點以實務為準。
◎訂位專線（02）8786-7223。

↑KIKI │ 4F

十人合菜

推薦價6,190元
老皮嫩肉、蒼蠅頭、臘肉高麗、刀口椒炒水蓮、雞米粑粑、山藥牛腩煲
椒麻雞/口水雞、水煮牛肉/水煮魚、紅椒燒魚、豆鼓青蚵、五更腸旺
茄香腸煲、川味酸辣中卷、砂鍋椰菜回鍋肉、鳳梨苦瓜雞湯/腐竹魚頭鍋
白飯10碗、烏梅汁2瓶/烏梅1果汁1

↑NENE CHICKEN│ B2F 

888 發發發 NeNe Chicken  半半半炸雞　特價888元│原價950元
24塊炸雞（可任選3種口味）＋可樂×1（350ml）＋醃蘿蔔＋蜂蜜芥末＋泡菜＋甜玉米

↑洋城義大利餐廳 │ 4F

宮保雞丁義大利麵套餐　特價291元│原價306元

結合中式傳統名菜，搭配義大利麵；帶點微辣，並以大火快炒，搭配鮮嫩雞胸肉，香
氣四溢。

↓誠品書店知味市集│3F

吉品養生羊肉爐

特價702元│原價780元

吉品羊肉爐是自家私房煲湯，多年來只要天氣變涼孩子們就會吵著要吃羊肉爐，自己
做得吃的安心，無添加也能吃出好滋味 !

↓1010湘│ 6F 

【金豬鉅獻 功夫年菜預購】
經典開運 推薦價 3,800元（適合6人） 
霸王魚頭1號＋神仙孜然肋排骨6支＋臭豆腐肥腸阿干鍋＋松子年糕牛肉（大份）/
雲耳腐乳嫩雞（大份）＋左宗棠雞＋鮮蝦粉絲煲＋棒棒蝦6支＋一罐香

海陸鴻運　推薦價5,888元（適合8人以上）
霸王魚頭1號＋神仙孜然肋排骨8支＋臭豆腐肥腸阿干鍋＋松子年糕牛肉（大份）/雲耳腐
乳嫩雞（大份）＋左宗棠雞＋鮮蝦粉絲煲＋湘西高麗菜＋香辣紅蟳年糕煲＋一罐香（大份）

◎訂購日至1.31止，取餐日期為2.3 - 2.4。◎圖片僅供參考，大份菜色詳洽餐廳服務人
員。◎適合人數僅供參考，請依用餐者食量而自行評估。◎菜色皆為取餐前現場熱炒烹
調，並以可微波餐盒盛裝。◎本商品僅供外帶，不計10%服務費，怒不與其他折扣優惠
併用。◎訂餐專線02-2722-0583。

↑卓也小屋 │ 4F

豬事如意喜慶年套餐

麻油桂圓蛋＋客家小漢堡＋桂圓紅棗茶（價格皆已包含服務費）
特價388元│原價400元

當食材源於土地的恩惠，當創意源於感恩的禮讚，美味就會誕生、幸福就會蔓延⋯
歡慶豬年到來，結合充滿年味的卓也小品，還搭配了暖呼呼的桂圓紅棗茶，讓身心都
能夠感到滿足。

↓金色三麥Le blé d'or │ B1F

旺年豐收尾牙宴

推薦價6,000元
貝里斯鮮蔬蝦仁佐檸檬優格沙拉＋涼拌墨魚＋披薩擇一＋炸彈力鮮蝦球＋金色三麥大拼
盤＋紐奧良什錦飯＋泰皇御用冬蔭功鍋＋金色三麥經典蛋糕
◎圖片僅供參考，餐點以實際內容為準。◎內用另加收10%服務費。

↑誠品書店知味市集│3F

湯瑪仕肉舖冬季暖心鍋物組

特價998元│原價1,143元

紐西蘭肋眼火鍋片（草飼）320g＋西班牙小鮮肉梅花豬肉火鍋片 320g＋澳洲雪花牛肉
片（草飼） 320g＋台灣豬五花肉 320g＋臺灣好漁特級魚餃 100g＋臺灣好漁特級蝦餃 
90g＋湯瑪仕復古時尚保冷袋Mini 1個

吃飽了，滿腹美好
精選圍爐佳餚，溫暖一家人的胃。

Exquisite
Food 誠品書店│2.3F

百年飯桌：吃飯不讀書，踩雷

徒傷悲！鞭神老師的常民美食

研究室

特價298元│原價350元

愛吃是天性，懂吃是努力，縱觀古、
今、中、外的常民美食，小吃也有大學
問，從此不再好吃難吃傻傻分不清！



新春送禮首選  
一○八抹茶茶廊│ B2F

新春抹茶禮盒（12入）
黃金抹茶費南雪 /焦香黃豆粉費南雪 /柚
子抹茶瑪德蓮 /綜合水果乾瑪德蓮，口
味任選
特價568元│原價680元

一〇八抹茶茶廊經典口味黃金抹茶費南
雪與新推出的柚子抹茶以及綜合水果乾
瑪德蓮禮盒是2019必買禮盒！

令人上癮的咖啡香 
agnès b. CAFÉ│1F

咖啡豆特調茶組

推薦價1,200元
agnès b. CAFÉ特選咖啡豆，搭配以紅
茶為基底agnès b. CAFÉ特調茶，為今
年春節最法式的送禮選擇。

多種款式一次滿足 
快車肉乾│ B2F

經典大禮盒 
杏仁香脆肉紙任選2入＋肉乾任選1入
特價670元│原價750元

杏仁脆肉紙5種口味可任選：芝麻
145g、原味145g、黑胡椒145g、櫻花
蝦132g、海苔132g。
肉乾口味除月見炙燒肉乾外可任選。

義大利人氣小點心 
Oliviers & Co.│2F 

義大利榛果巧克力禮盒（綜合）

推薦價690元
每一顆巧克力包覆著四顆榛果果仁，有
牛奶巧克力與黑巧克力兩種口味襯托榛
果的獨特口感，佐上一杯咖啡就是午茶
時光最難以抗拒的甜美誘惑。

討喜的甜點模樣 
哈肯舖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 │ B2F

可露麗禮盒（9入） 
特價405元│原價450元

百年法式經典點心源自18世紀的法國波
爾多修道院，外型酷似當地釀酒用酒桶，
有個浪漫的小稱號『天使之鈴』，以傳統
工法、天然蜂蠟熱養專屬銅模烤焙，與酒
韻和奶香融合為外脆內軟的美味。

每一口都是台灣好味道 
誠品書店知味市集│3F

林金生香狀元糕/8入/祈福款
特價270元│原價300元

林金生香 傳承152年的糕餅舖用料實
在才能成就百年，精選麻芛、杏仁、綠
豆、芝麻口味。

兼具養生又美味 
可夫萊堅果之家│ B2F

御饗禮盒 買五送一
堅果隨手包（什錦堅果） ×2＋抹茶杏仁牛軋糖 ×6＋南棗核桃糕×6＋紅棗夾核桃×4
＋爆漿牛軋餅×2

特價1,950元│原價2,340元

可夫萊堅果注重養生與健康，依輕鬆的方式享受美食又能同時擁有健康，小朋友與長
輩可以一起開心享用，送禮自用兩相宜。

點綴質感生活美學 
JIA PLUS│2F 

JIA Inc. 手沖咖啡禮盒組
特價2,480元│原價2,840元

榮獲2017日本Good Design設計大獎。首創雙層陶瓷濾杯，掌控水溫人人都能輕易在
家沖出一杯手沖好咖啡

甜滿你的味蕾 
Häagen-Dazs│ B2F

馬卡龍冰淇淋禮盒（8入）
冰淇淋口味：抹茶 ×2＋淇淋巧酥 ×2＋草
莓 ×2＋覆盆子雪酪 ×1＋夏威夷果仁 ×1

推薦價1,280元
五彩繽紛的馬卡龍，外酥內軟的細緻
感，夾心Häagen-Dazs濃郁冰淇淋，
雙倍寵愛的極致享受！品味法國時尚，
由內而外的異國風情。
◎2盒88折，3盒8折

品味芬芳茶香 
天仁茗茶 │ B2F 

1.16-2.10
喫茶賞（阿里山茶 150g＋陳年老茶 150g＋凍頂烏龍 150g）
特價2,000元│原價2,380元

以雷雕細緻工藝將古式窗稜、雲紋、錢紋融合茶葉圖紋， 演繹超越傳統剪紙的設計。 

百花綻放展新年 
CNFlower│1F

鴻富圓滿 
推薦價3,500元
艷紅嬌豔的花朵綻放在最喜氣的日子裡，CNFlower西恩東方佳節經典禮盒，鎖住每
個節日最美的當下，以花草陪伴每一個幸福的生活片段。

為年節相聚增添香氣 
LA TRINITÉ NATURELLE│4F

歐盟有機認證芳馥薰香禮盒

特價2,880元│原價3,980元

盈盈蜜桔香氣帶來象徵著圓滿的好意象 ,
甜橙柑橘香氣趨緩後 ,隨之浮現的是一抹
清新明亮的佛手柑與繚繞的玫瑰天竺葵 ,
如此協調的香氣有如一曲完美協奏 ,為年
節相聚時光增添了心靈上豐盛的感受。

吃飽了，滿腹美好
年節必備！精美伴手禮開箱！

Exquisite
Food



↓Corsage │ B1F

 秘_抑悅雙色裙  
特價1,590元│原價1,880元

↑MIRROR皇宣緣│1F

紫羅蘭蛋面翡翠戒指

 特價13,800元
原價28,800元

紫羅蘭蛋面翡翠，唯美浪漫，溫婉嫻
雅，滿盈幸福的柔潤氣韻。

↑MONDADA │ B1F

焦糖格紋洋裝＋極簡混羊毛背心

特價1,160元│原價1,460元

↑ les 100 ciels│1F

羊毛混紡撞色大衣 
（墨綠、灰白兩色）

特價9,780元
原價13,980元

以 Cashmere羊毛及純棉混紡而成，簡
約設計與舒適觸感，讓愛美的妳自在穿
出法式個性風格。

←PEPPER'S │ B1F

羊皮托特包

特價3,400元│原價4,980元

高質感柔軟羊皮皮革，輕鬆裝下A4尺
寸，優雅風格展現迷人氣質。

↑Journal Standard│1F

JAKKE PRINTED FUR
紅格紋大衣

推薦價10,600元
Journal Standard 
緞面百褶小禮服

推薦價6,900元
獨特格紋設計並使用eco fur的大衣，搭
配典雅大方不失個性的緞面洋裝，讓你
的過年高貴有氣勢。

↑ASH│1F

NEO
特價6,076元│原價8,680元

絲絨質感鞋面，搭配閃亮鞋帶，耀眼紅
色星星拼接鞋鞋面，精緻鉚釘點綴。

↑MIESTILO │ 4F

春彩 耳環
特價980元│原價1,280元

喜氣的紅色鋯石搭配珍珠與密鑲的閃亮
鋯石，最適合年節穿搭拜年走春。

↑FIONA│1F

14K金真鑽永恆項鍊
特價13,680元│原價16,180元
10K金圓滿耳環
特價10,180元│原價11,980元

有人說，看見新年的第一道曙光，會幸
福一整年，FIONA以幸福光芒注入象徵
自信迷人的k金系列，每一次戴上，散
發的魅力都在閃耀。消費滿6,000元送
胸針。

↑HANDIIN日本手工鞄│4F

CLEDRAN都會時尚 
簡約牛皮托特/側背兩用包 
特價11,050元│原價13,000元

有別於熱情與炫目，表達出一種內斂態
度，在您的城市中漫步，穿著淑女呼應
優雅，台灣限定款可肩背/側背 /手提，
多功能背法，將感性蔓延至全身。

→R&F │ B1F

嬉春桔色提花上衣

特價11,500元 | 原價12,800元

→OBEIOBEI│1F

H＋by Hannoh Wessel 外套
特價23,655元
原價24,900元

由德國設計師Hannoh Wessel操刀，採
用蘇格蘭Harris Tweed高質感純羊毛料
結合歐風女性西裝式外套設計，是您今
冬的風格首選！

↑salad │ B1F

salad子母方包
特價4,320元│原價6,180元

↓Barbour│1F

Crieff格紋羊毛斗篷
特價16,200元
原價18,000元

經典格紋羊毛斗篷，有別於傳統大衣選
擇，讓姊姊媽媽阿姨婆婆年節中華麗登
場。

↘ASH│1F

ALFA
特價8,960元│原價12,800元

酷炫高筒老爹鞋，酷炫鞋底加上高筒，
外型看似登山靴，紅黑色穿出時尚感。

↑Winnie Jewelry│1F

黑瑪瑙胸針

特價6,700元│原價9,600元

經典維多利亞設計，用繁複線條呈現低
調奢華風格，讓你輕鬆搭配復古風。
2/1~2/19凡購買即可抽幸運紅包一次

→Maggie's Love boutique│1F

UT金蔥格紋毛呢外套
推薦價9,980元
這款毛呢外套，交錯編織濃烈的懷
舊風情，又點綴復古金色人造珍珠
釦，是一件可以帥氣也可以柔情
的迷人單品。

穿足了 時尚滿點
換上最獨特的春裝，抓住眾人的目光

Look More
Fashionable



↑TAIWANIZE │ B1F

台灣耐刺大學衫

特價5,760元│原價7,640元

凡購買兩件大學衫（不含童裝），送指定
款式T恤一件。

←SUPERDRY│ B1F

刷毛機能風衣

特價5,300元 | 原價7,580元

↑Y-3 │1F

U KNITTED STACKED LOGO 
HOODIE
特價15,876元│原價22,680元

Y-3針織LOGO標誌連帽衫以獨特的剪
裁，形成由街頭風主導的定義結構，使
用法國毛圈布和汗布帽襯裡，兼具保暖
和提升穿著的舒適性。

→TOOT │ B1F

豬年生肖限定nano款
推薦價1,620元

↑KENT & CURWEN │1F

羊絨混紡徽章開襟毛衣  
秋冬商品7折起│原價15,900元

Kent & Curwen 經典開襟毛衣，款式簡
單易穿搭，男士衣櫥內必備單品。面料經
過刷毛處理手感厚實柔軟，保暖且奢華。

←Mondaine│2F 

LUMINOX 雷明時
NAVY SEAL CHRONO 3580
海豹三眼計時腕錶 – 
消光黑×紅時標 /45mmA3581.
EY
特價14,280元│原價17,800元

CARBONOX™碳纖維複合材料錶殼設
計，且擁有三眼計時碼錶、日曆功能，
搭配上15隻瑞士專利氚氣燈管，超強夜
光亮度，保用25年。

↑be*U │ B1F

三隻小豬系列（成人款、童鞋款）

單雙特價2,980元│原價3,780元

↑goomi│5F

紅色包屁衣/tshirt
原價699元/件，兩件85折
2019豬年款 恭喜發財 紅包拿來，加贈
豬年款紅包組

↑ I Love Sprinkle│5F

Dora
特價1,080元│原價1,380元

粉金配色的娃娃鞋非常亮眼，穿出門去
拜年肯定成為目光焦點。

←送子鳥│5F

歐洲皇家經典洋裝

特價2,880元│原價5,780元

品牌來自於西班牙 FINA EJERIQUE， 
經營著舒適，高品質的童裝服飾，並以
誠實、手工品質、及尊重為品牌的三大
值，為新世紀注入新的力量。

←KALASKIDS│5F

Molo Kids速食飛飛上衣
特價2,240元│原價2,990元

Molo Kids丹麥童裝品牌跳脫一般童
裝的概念。有著幽默的圖案設計時尚感 
100%! （OEKO-TEX無毒材貭信心紡
織品）

←Baby Crown│5F

巴西BiBi舒適童鞋
特價750-1,250元
原價1,500-2,500元

Bibi成立於1949年是巴西生產童鞋的先
驅品牌，為了保護孩子足部的健康，多
年來投入大量資源並聚集了醫生、物理
治療師與設計師共同研發出一雙完美的
童鞋。

→西村媽媽│5F

古風旗袍 秋冬款
特價1,881元│原價1,980元

屬於女孩兒們的古風旗袍，擁有它顯得
美麗又自信 ，採用百分百純棉！百分百
用心！百分百古錐！ 此外領口改良設
計，為寶貝提升舒適感！另可以990元
加購公主外套、290元加購內搭衣 

←Kids Mall│5F

印花連帽皮草斗篷

特價1,480-1,580元｜
原價1,880-1,980元

斗篷的內裡採用的是仿皮草毛裡布非常
柔軟保暖，觸感極舒適材質環保又貴
氣，正面使用可愛又活潑的精梳棉印花
色，每件都能穿搭出不同的風味。

Look More Fashionable ←Bannies│2F 

100%純羊毛系列 
山野曙光/海洋黎明
特價1,980元│原價2,580元

100%純毛羊系列，非常推薦過年前入手，
紅色喜氣洋洋，藍色溫暖常伴你左右。

→moshi │ 4F

Aerio Lite 簡約側肩包
 特價1,900元
原價2,800元

包體前蓋擁有可調節磁扣設計，可根據
攜帶物品調整前蓋長短並保持關閉狀態。



睏到飽，充飽能量
大睡一場吧！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Sleep Tightght

🄲 YANKEE CANDLE │ B1F

3入瓶中燭套組
特價1,500元│原價1,800元 

🄰 les nez│2F 

巴黎百嘉/瑪德蓮夜曲/格拉斯
香氛蠟燭

特價1,440元│原價1,800元

打破以往大家既定印象的香氛蠟燭，獨家研製香
氛蠟燭也能有前中後調法式優雅。

↑bauhaus│1F

MOSCHINO UNDERWEAR 
兩件組

特價9,530元│原價19,060元 

MOSCHINO是一個義大利品牌，設計以
怪異見稱，風格高貴迷人，時尚幽默而
俏皮，致力打造傳統時尚之外的另一種
選擇，通過一系列服裝表達時尚可以輕
鬆、愉快 !

🄱 Neal's Yard Remedies & NEOM │ 4F

NEOM 療癒精油組 4×10ml
特價2,800元│原價3,800元

依照不同情境、精心打造專屬的精油配方，包
括：紓壓、靜眠、快樂與活力等香氣系列，讓您
在任何空間都能享受芳療帶來的身心療癒效果。

→mahoya│ B1F

2019年創造時運 乘風而上
特價5,590元│原價7,080元

Mahoya海內外最火紅的一支精油，如
同太極的圓生生不息，將好的能量自然
運轉，揮別小人糾葛，創造你的時代。

→nest 巢˙家居│2F 

RIDGE水氧機
特價3,580元│原價6,000元

以每秒250萬次的超音波震盪，將珍貴
的精油分子完整的釋放於空氣之中。由
台灣TOAST設計團隊操刀，金鑽水氧機
以 TOAST 經典機種 CASA 水氧機的鐘
型為造型。

↑ iGzen愛居人│4F

iGzen 愛居人負離子香氛組 
（負離子擴香儀＋有機薰衣草精油10ml）

特價3,680元│原價5,500元

愛居人負離子精油擴香儀，利用氣流動
力的原理，讓精油芳香療法的效果直達
身心靈，不僅如此連木質傢俱都能吸取
天然的精油能量。

←栢司金│5F

森呼吸淨氧機／忘憂禪／放鬆禪擴

香儀任一款＋指定單、複方精油

特價2,599元│原價5,480-5,880元

舒眠香氛幫助過年期間睡足美容覺，精
油種類依專櫃現場為主。

←K'space│1F

法國薇瓦瑞 -歡喜迎春 
棉/麻五件式床組福袋
（內含被套×1、平單×1、枕頭套×2、
靠墊×1）

特價9,999元│原價22,770元

採用法國種植的亞麻，具透氣及抗敏
性；再以印度的石洗工法製成，增加柔
軟與耐磨性，一年四季皆適合使用。

↑ playsound│2F 

MARSHALL KILBURN II  
復刻經典 藍牙喇叭
特價14,100元│原價15,500元

20小時攜帶搖滾體驗，兩側埋入式金屬
角帽，重量僅3公斤，清澈的中音段、
沉穩低音和延展的高音，玩美音質體驗。

↑Yogibo│5F

紓壓枕頭＋透氣毯

特價5,634元│原價6,260元

美國專利材質，帶來前所未有的觸感與
舒適感，能同時兼顧保暖卻不悶熱，紓
壓枕頭布套使用超親膚彈力布，比市面
上棉的布套更加包覆舒適。

←沐時光│5F

粉紅MINI擴香儀
推薦價2,980元
真空拉力擴散精油分子，不需加水，其純
精油讓香氣穩定、不潮濕。使用手機通用
的USB口充電線，更方便隨身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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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mode │ B1F

ANNA SUI太陽眼鏡
特價2,980元│原價9,800元 

清新時尚，新潮粉嫩配色與設計。

↑Gather 拾集│1F

mii 雪地之旅羊毛真絲方巾 / 紅
特價5,400元│原價7,200元

法國織品品牌mii擅長使用藝術性配色
與圖紋，展現清新、優雅的時尚感與個
性，所有作品均於巴黎完成設計，在印
度加爾各答的工作紡製作。

↑歐萊德│5F

積雪草植萃乾洗髮180ml＋
香檳玫瑰護髮油30ml
特價1,050元│原價1,160元

玫瑰萃取精華，滋養修護使髮絲有光澤
感，給秀髮絲絨般的柔細觸感，乾洗髮
則富含有機認證積雪草萃取，幫助頭皮
抗老。

🄲 /skin regimen/│2F 

The Urban Daily Kit
都會日常極簡組

推薦價3,200元  

品牌經典保養，快速三步驟，體驗品牌
核心產品，強力抗擊因快節奏的都會生
活與日趨惡化的空氣品質所造成的生活
型態老化，賦予心靈與肌膚美麗與活力。

↑PIQUADRO│2F

義大利牛皮後背包

CA4541W89
特價8,350元│原價13,920元

義大利獨特的線條剪裁搭配不同紋理的
牛皮拼接設計，可獨立收納14吋筆電。

↓Barbour│1F

Barbour隨身口袋酒壺
推薦價2,900元
年節歡聚，小酌怡情，隨身酒壺讓你暖
心也暖身。

🄱 亞果元素│4F

Wraps 耳機 全品項
推薦價690-2,290元
英國知名品牌，高音質立體聲，鍍鈦接
頭降低雜音，特殊編織材質耐髒不易斷
裂 ，在親戚的連環問候下，你與世隔絕
的最佳神器。 指定耳機商品第二件五折。

↑MAISON PROMAX│1F

JIAOZI 餃子包 -15吋電腦後背包
特價4,640元│原價5,800元

JIAOZI系列不同於以往後背包的型態，
以立體剪裁方式及豐富的夾層設計，突
破傳統格局

→沐伊孕哺MOOIMOM│5F

優雅媽媽包

特價1,360元│原價1,700元

大容量，多隔層多功能，收納空間超完
整，內外總共13個口袋，外部左右側貼心
設計實用奶瓶保溫袋及濕紙巾抽取袋，可
側背可肩背，直接提手上也很時尚。

🄳 Doughnut │ 4F

盧廣仲聯名限定版 -防潑水有禮貌
黑色系列後背包

特價2,980元│原價3,780元

藍色飾條防水拉鍊，有禮貌掛牌，防水高
織數尼龍布料，並使用軍用防刮抗磨機
能，全天保護，陪你展開新旅程，12格多
功能收納、3C防震內袋提供安全的保護。

↗NaSaDen │ 4F

新無憂趴趴走  22吋＋29吋
特價7,588元│原價20,000元

新無憂系列行李箱輕如鴻毛，色彩帶給你
更多夢想的活力，繽紛亮眼，色彩豐富，
帶給你個人特色。

←Single│1F

Dior LadyStuds
推薦價14,500元
Dior Stellaire1
推薦價16,200元
Christian Dior眼鏡忠實呈現其典雅與
高超工藝的特色，融合奢華品味及時尚
前衛的風格設計。

走春了，集滿里程數
腳步邁開，帶著好心情。一起旅行去！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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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好了，飽讀詩書
提起筆，寫下日常，感受文字的重量。

Hit the
Books

🄰 榆果傢飾│2F 

千里之足筆筒

特價1,360元│原價1,600元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概念 ,  一個堅定的學習概
念如金屬般堅不可摧 。

→GNC│ B2F

01.31止
敏之銳錠狀食品（60錠 ）×2
特價3,710元│原價5,300元

含有白果、DHA、磷脂醯絲胺酸及L-肉
酸等完整的複合配方。靈活思緒，讓您
不再忘東忘西。

🄳 ADOLE │ 4F

設計本事

推薦價300-1,200元
三種材質、豐富的顏色、多款刺繡布章、專屬
服務，根據不同的喜好及使用習慣組合你的專
屬筆記本，現場提供貼心的刻印及燙印布章。

↑北歐櫥窗│2F 

Type 75 Paul Smith特別版桌燈 大/小
推薦價11,000 / 8,600元
英國百年燈具Anglepoise與時尚彩紋大師Paul Smith聯名經典桌燈，專利彈簧機能
工藝，是床頭案前最棒的居家美學照明。

🄴 誠品書店│2.3F

2019書店裡的夢/ 日誌/ 中/ 丹紅
特價323元│原價380元

【誠品30週年紀念！】
閱讀之窗：封面打開五扇閱讀視窗，邀你一窺
作家的夢，寫下自己的夢。
全新創作：孫梓評、張亦絢、馮勃棣、鄧九雲
─4位造夢者，織就12場夢境。

🄱 賽先生科學工廠 │ 4F

銀河玻璃沾水筆

特價599元│原價680元 

星空玻璃沾水筆系列共三款，為星雲白、極光
灰及銀河藍，均附筆架、「月夜」丈青色墨水
及優雅盒裝，送禮的好選擇。

↑梅子世家│ B2F

養生青梅精丸300g×3
加贈110g＋天梅300g
特價10,200元│原價12,400元

來自台灣嘉義梅山青梅，嚴選6∼7分熟青梅汁熬煮50倍濃縮精華，無糖無鹽無人工化
學添加物，富含豐富天然「有機酸」，是三餐飯後幫助消化的最佳助手。

🄲 誠品書店│2.3F

MOLESKINE Smart Writing Set
特價7,642元│原價8,990元

全新的智能寫作組合由三個重要元素組成，無
須拍攝、上載文件或掃描檔案，亦能同步將用
家在紙上的創作即時編輯及分享。

誠品書店│2.3F

恆毅力 : 人生成功的究極能力
特價383元│原價450元

成功不是靠智商與天賦，更不是靠運
氣，是你的恆毅力，讓你發揮極致，
成就精彩人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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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尚自然探索屋│5F

新春恐龍福袋

內含 :隨行杯乙個＋托特袋乙個＋化石挖
掘組乙組
特價888元│原價1,630元

宛若真的考古家般體驗清修化石的過
程，在挖掘、敲打的過程中取出化石骨
架，再將零碎的骨架組裝成完整的化石
骨架模型，親自體驗考古的樂趣

←JEKCA │ 4F

小豬

特價1,288元│原價1,910元

來自香港的JEKCA設計團隊 , 開發了將
積木鎖緊的方法 , 這樣一來就不容易因意
外而散開了。團隊將此方法運用在許多
精美的作品上， 如家貓系列 , 狗狗系列 , 
居家擺飾。

↓亮亮積木│5F

大積木 -綜合3尺寸 75顆
特價2,599元│原價3,350元

獲數十國獨家專利設計，培養孩童3D空
間概念，同時激發想像力、發揮創意，
也強化手眼腦協調能力。

↑獨1無二生活館 │ 4F

麋鹿尖嘴鉗

特價1,242-1,422元
原價1,380-1,580元

鹿身以流線的外型呈現兩種姿態，站立
的鹿姿勢筆直，顯露出自信與堅定；坐
臥的鹿看似慵懶，卻不失優雅的氣質。

→寶貝廚房│5F

Modern Twist兒童餐墊套組
任選兩盒

特價1,688元│原價2,576元

為培育小朋友成為美學藝術家為目標，
以視覺趣味為設計構思。

→享生活 Feng │ 4F

大吉大利注連繩

特價1,300元│原價1,500元

「注連繩」是一種由中國傳至日本的「稻
草結繩」以稻草編織成繩，在新年掛在
門前、玄關或裝飾於室內有趨吉避凶的
象徵。

←Nice To Meet U│5F

力力布丁 -看誰是貪吃鬼桌遊組
特價799元│原價990元

寶貝透過遊戲的過程，能夠培養細微事
物觀察力及邏輯思考能力，也可玩記憶
遊戲訓練寶貝的記憶力，發展手眼腦協
調，多樣的玩法，讓寶貝更深入其境，
遊戲增添更多樂趣。

←創意美術│5F

「吃甜甜過好年」單幅油畫課程

特價1,600元│原價2,700元

尺寸20×20cm教學含材料費。可另外
以400元優惠價加購20×20cm畫框一
個，一堂課約1.5小時。

玩夠了，玩好玩滿
消磨時間就靠它們了！好玩遊戲一把抓！

Play the Game

🄲 誠品兒童館│5F

UNO哈利波特

推薦價249元
美國最流行的益智桌遊！這場屬於巫師們的聚
會，重要關頭使用特殊行動卡，讓你改變情勢、
順利擊敗對手！

🄱 誠品兒童館│5F

DISNEY圖形數獨/ 拼出邏輯思考力/
玩具總動員系列

推薦價399元
玩具總動員變成了一顆顆圓棋，把他們排列到不
重複的位置；是一款訓練邏輯思考及圖形辨識的
桌遊，適合4-99歲親子同樂。

🄰 誠品兒童館│5F

IDEAL經典桌遊系列/10合1桌上棋組
特價918元│原價1,080元

10種經典棋類遊戲，以高級木盒收納，攜帶方
便，是外出旅遊時的最佳遊戲配備，更是家庭不
可缺少的親子遊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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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TRINITÉ NATURELLE │ 4F

璀莉緹默默耕耘國內精油市場與芳香療法，將近15年。從親友圈分享

到專業領域推廣，深受頂級客層與眾多媽媽族的喜愛，數十年來堅守

精油領域，專心無二，只研發、推廣具有療效的精油，培育優秀的國

際認證芳療師，讓更多人在精油薰陶中，獲得身心靈舒緩與修復，找

回身體的自癒能力。

凡購買有機『仙萃璀亮』護膚精華油，即贈100ml 有機玫瑰純露。

/skin regimen/ │2F

skin regimen/以「Fast Living, Slow Aging 快生活慢老化」為品牌核心訴
求，致力提供忙碌的現代都市居住者極簡護膚訂製概念，結合現代植

物化學及肌膚長青專利配方，強力抗擊因快節奏的都會生活與日趨惡

化的空氣品質所造成的生活型態老化，賦予心靈與肌膚美麗與活力。 
Baby Garden｜5F

BabyGarden聰明育兒新生活。
我們專門嚴選來自世界各地的優質嬰幼兒商品，為媽咪寶貝們提供聰

明時尚的育兒新生活。

三分之二│ 4F

生活需要感動。回想過去，生命中最真實的快樂與感動，往往來自簡

單的事物與生活體驗。簡單生活，從做自己開始，明確地知道自己

想要的樣子、過什麼樣的生活、追求什麼樣的目標與成就，自信地做

選擇，不必在意外界的質疑與眼光。期望從簡單開始、重新拾回感受

力，去除多餘與繁瑣，體驗生活中細微的感動與幸福。

即日起至2.10
單筆消費滿1,000元，即贈紅點設計獎—Flint 毛絮黏把乙支（數

量有限，贈完為止）

現場加入APP會員，填寫 完整資料，贈送「想望咖啡掛耳包」乙包

（限量隨機贈出，每個帳號限贈一次，贈完為止）

 Chagrin Valley 有機寶寶專用手工皂＋滋養霜禮盒 特價1,050元
 Chagrin Valley 有機手工皂兩入 95折  （試用皂商品恕不配合）

Pato Pato｜5F

Pato Pato巧拼地墊 走出台灣平凡的傳產變得不平凡，讓台灣製的嬰幼

兒用品，也能夠走上有設計感的舞台。本著對嬰幼兒的健康與安全的

關注，抱持為自己的孩子打造舒適安全的活動空間的初衷，全系列產

品皆為台灣製造、無毒，提供爸媽安心的育兒生活用品。

地墊商品滿兩件9折
全店滿3,000元送益智拼圖。

響ART │2F

響藝術集結世界各地的進口專業畫材，我們以「響」為名，希望讓消費

者使用 我們的產品後，得到不同凡響的藝術體驗。又以同音的「享」，
期許藝術愛好者能在繪畫過程中享受，喚醒每個人沉睡的藝術本能，

讓內心的藝術心聲響徹雲霄。

即日起至2.10，凡消費即可獲得響ART師大店二樓咖啡館買一送一券。

享生活 Feng │ 4F

享生活Feng從創始就以「從生活中找尋樂趣，從樂趣中享受生活」為創
意理念，你可以發掘一些小樂趣在我們的作品裡，簡單的外表下，卻

藏著你心中覺得有趣的畫面，就在你細細品味的同時，你已正開始在

享受生活了。我們也不斷的從「生活中」找尋靈感，分享一個個你、我

的生活故事。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leBebé｜2F

以愛發聲的情感珠寶 leBebé，2007年首創於義大利羅馬。以「母愛」為
設計原形，致力將愛與情感的千言萬語，轉化成珠寶工藝來體現。

凡於1.16 －1.20期間來店填寫客戶資料，即贈
leBebé總廠精美贈禮 乙份。每日限量20份，送完為止。

LIGHTON｜2F

隱身於燈罩的特殊結構，使燈罩可360度旋轉並調整傾角，滿足各種需
求，並於節點處設計簡單套環，能輕鬆調整三種高度。兼具閱讀及空

間照明等多種用途使用。

植物方塊 │ 4F

植物方塊是一種新型態栽培介質，無需土壤的種植方式，不會有蚊

蟲，介質本身具凝固性，保水力強，可延長澆水時間，介質即盆栽，

是一種乾淨、方便、環保的新時尚植栽，且每項商品皆為手工製作，

獨一無二。

歐法頌│B1F

只給你 『 最適合你 』 的商品。足跡遍佈歐洲，代理的品牌有：德國、法
國、瑞典、摩納哥、西班牙、義大利等國暢銷商品。我們到各地尋找

最適合你的商品，再以最合理的價格回饋於你。讓你不用去歐洲，也

能使用到適合台灣環境的歐洲商品。

瑞典蛋白面膜皂『 買二送一 』 
法國 COSCENTRA  E.D.P.淡香精香水系列
10ml香水 4支特價1,000元
15ml香水 3瓶特價990元

德國Babylu寶寶露系列商品
任選2瓶790元　三瓶合購1,100元

YU-PENG SHIH│B1F

台灣品牌YUPENG SHIH，以複合式的櫃位提供了Liss Studio的優雅
飾品與EIIZO時尚衣著的多樣選擇。設計師施育芃將浪漫知性與率性

溫柔的風格融合，為都會女性設計出每個生活面向所需的穿搭單品。



Handbun手拿包刈包 │ B2F

2018年夏天，這品牌的英國籍老闆決定推出一個刈包品牌，「保留古早
味並創新有趣」是HANDBUN的品牌特色，而除了好吃之外，在視

覺包裝上，更找來了知名跨界藝術家眼球先生，為這個品牌擔任視覺

設計，從店內裝潢到所有商品包裝，所有的塗鴉插畫都出自眼球先生

之手，讓傳統小吃多了時尚藝術氣息。

好過年套餐　鹹刈包＋綜合麵線＋古早味紅茶　推薦價168元

HABIBI │ B2F

HABIBI 有別於一般的烘焙坊 ,是台灣屈指可數的馬卡龍專賣店。

HABIBI 堅持在台灣手工生產，從外殼到內餡嚴選食材親自製作，提

供多樣化的口味選擇，上架販售的常規口味近 30 種，合計推出的口味
已超過 50 餘款。

全系列馬卡龍買6送1，買12送2
12入禮盒＋6入禮盒　特價999元｜ 原價1,170元

誠品信義店4F

熱火美式牛排 │ B2F

我們希望將美式牛排館的作風，講究大口吃肉、大塊滿足、大口喝啤

酒，帶給來到熱火美式牛排的每一位顧客，讓顧客品嘗到份量十足、

原汁原味的道地美式牛排，自製獨門醬汁研發製作，希望繼續將新

鮮、傳統的好滋味介紹給更多饕客。

特製嫩煎豬排　特價198元 ｜原價228元

遇見蝴蝶酥 │ B2F

國人赴香港旅遊 ,最愛購買的伴手禮「曲奇四重奏」， 2018年正式引進台
灣。 現在無需飄洋過海，即刻就可以輕鬆的在台灣擁有。

曲奇4重奏 農曆新年禮盒　特價1,480元 ｜原價1,580元
曲奇4重奏 蝴蝶酥　特價800元 ｜原價860元

諭之園 │ B2F

一碗深藏不露的刀削麵，入口煙韌有嚼頭，軟而不黏，越嚼越有麵粉

香，而且麵條完全吸收了牛骨湯的精華，好味得令人一口接一口。 

雙人行 超值套餐
紅燒牛肉麵160元＋清燉牛肉麵160元＋小菜×2＋飲料×2
特價350元｜ 原價420元

Lotin│B1F

Lotin不僅是全台唯一迪士尼授權飾品品牌，擁有獨家設計的米奇、唐
老鴨、米妮、黛絲、布魯托、奇奇蒂蒂、愛麗絲、小熊維尼 ...系列飾

品、還有Lotin獨家品牌設計款。Lotin的獨特絕對抓住妳的心 ! 另外還
有各式Lotin精選韓國飾品，滿足風格多變的女孩們 !接下來……妳的

造型就讓Lotin幫妳加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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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界線

，邁向沒有
絕對的新世

界

■會員與特
價品恕無重

複折扣，可
計入三本7

5折本數計
算■食品主

題展三件8
8折起，不

列入書籍三
本75折件

數計算■實
體門市與網

路書店之優
惠活動、售

價依通路不
同而有差異

，依現場公
告為準■活

動詳情洽書
店服

務台或店內
文宣；誠品

書店保留活
動更改與異

動之權利，
並於迷誠品

meet.eslite.
com公告後

實施

下載完整榜
單

2O18.12.26 WED

2O19.2.28 THU

TO P1OO
誠品書店2018年度暢銷書

榜暨主題展

#參展商品三本75折/ 單本79折起

廣告頁
原為書店稿-此頁為瑞穗

誠品會員當月壽星，可享100點
兌換線上電影免費序號 !

注意事項：1. 當月壽星請登入迷誠品即可以 100 點兌換 CATCHPLAY ON DEMAND 線上任一部電影。2. 非當月壽星登入後無法看到此兌換專區，可參考一般會員兌換專區。3. 兌換序號僅適用 CATCHPLAY ON DEMAND，

恕無法兌換 CATCHPLAY 發行之院線電影。4. 詳細兌換方式與使用規範，請於迷誠品-點數專區詳閱。5. 誠品保留變更及終止活動使用辦法之權利，最新使用須知請以誠品網站公告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登入兌換 立即觀看

                          登入(開通)    

會員專區_誠品點數專區     選擇商品兌換

兌換成功通知信     收取序號簡訊。

兌換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