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4F/5F當日累計消費滿6,000元，
加贈「 Yamaha Music & Life 一曲彈奏體驗券」乙張

（價值1,200元）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張，限量180張，兌完為止。
●本券適用現有樂器體驗課程，其他使用規範及注意事項依券上說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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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與「專屬禮」 活動重複兌換。

誠品人會員可以250元加價購或扣誠品點1,250點即可獲得
「金氏徹平 -浪漫的羈絆  2018台北限定提袋」乙只

尺寸：左右31~32 × 上下38cm
提帶總長：69~71cm、寬：2.5cm
材質：帆布

●限量150只，顏色隨機贈送，兌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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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1,000元，即可抽扭蛋乙次，
有機會獲得「iPHONE X 64GB 」（價值35,900元）、
「Casio TR 80自拍神器」（價值22,990 元）等多項好禮
【本活動需至B1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扭蛋機代幣】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次，限量3,000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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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與「專屬禮」 活動重複兌換。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80,000元，即可兌換
「宜蘭傳藝老爺行旅精緻客房住宿憑證」乙張

（價值8,580元，限量10張）或
「±0 正負零 XJC-Y010 吸塵器」乙台

（價值5,990元，限量22台） 二擇一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00元，即可兌換
「iPhone XS Max 64GB」乙台（價值39,900元，限量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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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傳藝老爺行旅精緻客房住宿憑證」使用期間：2018.12.01日至2019.05.31之平日，假日、連
續假日及農曆春節期間恕不適用，逾期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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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恕不得與全館其他促銷活動重複兌換（銀行刷卡禮除外）。

11.15 Thu.-11.22 Thu.

點點成金 
誠品點
換購物金

11.15 Thu.-1.02 Wed.

冬季新旅程
 誠品人獨享抽

11.15 Thu.-12.25 Tue.

生活體驗 
專區加碼禮

11.15 Thu.-1.02 Wed.

年度典藏 
藝賞禮

12.07 Fri.-12.25 Tue.

真的假的啊？
繽紛驚喜抽

11.15 Thu.-1.02 Wed.

許願耶誕 
專屬禮

誠品人會員扣誠品點500點，即可兌換
「10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

【本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至B1F顧客服務中心
兌換】

●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間：2018.11.15 Thu.－2018.12.16 Sun.止，逾期無效，抵用券詳細使用方式請
見券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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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後恕無法取消
及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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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直接進行折抵。
●本券為無償發行之電子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
●使用電子抵用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停車折抵及其它活動之累計消費金額。
●本券限誠品信義店使用，惟不適用於誠品講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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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酒窖及以下專
櫃：5F- 靜思書軒；1F- 星巴克；B2F-7-ELEVEN、頂呱呱、麥當勞 McDonald's、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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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1,000元，即有機會抽中
「日本精品級航空公司星悅航空，
台北─北九州雙人來回機票」

 （價值36,000元，共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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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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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期限內於誠品生活指定店別報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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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悅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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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以兌換憑證及迷誠品說明為主。
●領獎期間 :2019.01.11 Fri.-02.11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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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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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 Thu.-11.30 Fri.

肖年頭家
夢想嘉年華 
購物金回饋

當日累計消費滿500元，即可兌換
「肖年頭家夢想嘉年華 50元抵用券」 乙張
【本活動需至B1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張，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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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用券使用期間：2018.11.30 Fri.- 2018.12.02 Sun，逾期無效。
●本券限肖年頭家夢想嘉年華@松菸文創廣場市集活動使用。
●單筆消費滿500元，方可使用抵用券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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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1F/2F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0元，
11.15-11.30即可兌換
「光之里昂 LED蠟燭 」乙個（價值1,180元，限量150個）

12.01-12.25即可兌換
「 WHITENING NET淨齒課程體驗券」乙張

（價值1,980元，限量240張）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WHITENING NET淨齒課程體驗券」使用規範及注意事項依券上說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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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 Thu.-12.25 Tue.

美好心意 
專區禮

活動詳情請掃QR CODE



於B1F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元，
11.15-11.30即可兌換
「 Alloya美甲雙色體驗券」乙張

（價值799元，限量200張）

12.01-12.25即可兌換
「 adopt’淡香精30ml 」乙瓶
（價值590元，款式隨機贈送，限量319瓶）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 Alloya美甲雙色體驗券」使用規範及注意事項依券上說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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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11.30即可兌換
「Diva Life 戽斗星球 -蛋型鐵盒」乙盒

（價值150元，款式隨機贈送，限量933盒）

12.01-12.25即可兌換
「 大地之愛 薇蕾德金盞花寶貝洗髮/沐浴乳 20 ml」乙瓶
（價值109元，限量1,2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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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誠品畫廊、靜思書軒、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
●不可與「專屬禮」 活動重複兌換。

憑當日不限金額消費發票，即可以99元加價購
「幾米插畫年曆組」乙份

誠品獨家設計，讓幾米陪伴您度過2019年的每一天！

內含：2019年單張年曆海報＋手帳貼紙乙份
尺寸：海報（W）35×（H）50cm、貼紙（W）15×（H）21cm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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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像授權：墨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15 Thu.-12.25 Tue.

浪漫冬日  
專區禮

11.15 Thu.-12.25 Tue.

暖心祝福 
專區禮

11.27 Tue.-1.02 Wed.

幾米插畫
年曆組  
加購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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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卡分期零利率 2018.9.27 Thu - 2019.1.02 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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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27 Thu. - 2019.1.02 Wed.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當店刷卡消費累計滿額，需憑信用卡 (或手機行動支付畫面 )、同卡號簽單及消費
發票即可兌換指定滿額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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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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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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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Debit金融卡 /聯
邦銀行 VISA金融卡、商務卡 /滙豐銀行 VISA金融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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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消費恕無法累計兌換：B2F-屈臣氏Watsons、5F-誠品畫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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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街口支付及Line Pay消費恕不得兌換刷卡滿額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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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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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0 份

滿 12,000 元

且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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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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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單筆滿 3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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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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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份

滿 25,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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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10,000 元

且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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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4.12Thu. -2019.3.31Sun.

刷銀聯享優惠
持卡號『62』開頭之銀聯卡於指定通路消費享：
● 全台誠品書店及誠品生活專櫃當日當店累計消費滿NT$3,000元(含)以上,即贈『誠品抵用券150元』乙份。 
● 使用『銀聯IC卡閃付/手機閃付』當日當店累計消費滿NT$3,000元(含)以上,即贈『誠品抵用券200元』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注意事項：●此活動每卡每日限擇一回饋一次，符合回饋資格者，需于消費當日持銀聯卡、同卡號消費刷卡簽單及發票至收銀台或服務台登錄領取。●誠品行旅、誠品表演
廳、誠品電影院票券、購買禮券、紅利折抵及儲值卡加值恕不列入消費金額累計。●誠品及銀聯國際保留活動與贈品更改或終止權利，如有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準。

滿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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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單筆滿 5,000 元
且分期，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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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800 份

單筆滿 30,000 元
且分期，贈

誠品禮券 6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

分
期
禮
恕
不
加
贈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滿 4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600 元
乙份，限量 160 份

滿 5,000 元贈

折疊旅行包
乙份，限量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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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元贈

簡約玻璃隨身瓶
乙份，限量 2,0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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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點

ALLOYA│B1F    

快速美甲造型貼 款式706
價值350元│限量86件

 200 點

JEKCA│4F    

積木小相框
（共2色，隨機出貨不挑款）
價值200元│限量150件

 300 點

DivaLife│B2F    

戽斗星球巧書
（共2款，隨機出貨不挑款）
價值300元│限量100件

 650 點

USERWATS│2F  

LED三段式觸控檯燈
價值650元│限量47件

 1,400 點

歐若莊園│5F  

有機薑黃純露100ml
價值1,500元│限量20件

11.15 Thu.-1.02 Wed.

限時換
貼心實用
節慶小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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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 點

La boite樂盒設計生活館│2F   

時尚頸掛式多功能風扇
價值990元│限量31件

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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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陣容─

15:00-15:20 林育羣 

15:20-15:40 廖柏雅
15:40-16:00 The Lighters 萊特姐弟
16:00-16:30 嚴正嵐

17:30-18:00 吳汶芳
18:00-18:30 白安 

18:30-19:00 潘裕文 

20:00-21:30 顏社 聖誕獻禮
（DJ Mr. Gin,春艷,Leo王,國蛋）

eslite Celebration Fair
聖誕音樂會

12.23 Sun.｜15:00-21:30 pm｜1F星巴克前廣場
透過音樂美好的共鳴，邀請您一同享受聖誕節帶來的驚喜與感動，加倍幸福。



點亮希望的聖誕老人 
等待禮物的盼望、拿到禮物的喜悅是聖誕節的重頭戲。

有沒有想過你我也有能成為他人聖誕老人的一天，誠品生活誠摯邀請您在參與交換禮物時，另外多準備一份禮物與卡片前來，我們將集結這些禮

物，並與CCXS一同贈予亞東紀念醫院兒童病房、伊甸基金會「象圈工程計畫」的弱勢學童們，讓孩子們也能歡度這屬於禮物與驚喜的節日！

人人都可以是聖誕老人，一起讓這個冬天暖意十足。

 

伊甸基金會「象圈工程計畫」：在長時間的服務經驗中發現，社區發展最大困境為「失能家庭」，經濟弱勢、隔代教養、父母忙於工作疏忽孩子等，導致孩
童學習停滯、缺乏安全感與學習模範，而象圈工程計劃希望為他們圈起一個溫暖、有愛的空間，推動快樂早餐、課後照顧服務，發揮如象群的力量，守護孩
子健康成長！

交換驚喜的聖誕老人 
創立於2010年的Change Christmas x Strangers，期望藉由交換禮物與拿到禮物瞬間的喜
樂，讓陌生人間也能建立連結，從最初的60位參與者到目前橫跨世界20個城市，累積超
過上萬名參與者透過CCXS和來自遠方的陌生人交換禮物。

「印象最深刻是在公館場次，交換的是位軍人，當他拿到禮物時認出這是他女友挑的禮

物，我當下回想這份禮物是幾天前換到的，在7、8人後竟然還能換到男朋友手上！」，
一位CCXS的志工開心的分享著透過禮物讓人與人建立連結時的喜悅。

而今年他們則將與誠品生活一同帶來這個冬天最溫暖人心的交換禮物，有「特實用小

物」、玩心不止的「大人味玩具」、親子同樂的「與孩子們童在一起」三大主題，每個

主題都有名人精選禮物隨機出現。現在一起來報名，並帶著你精心準備價值300元以上
的禮物與卡片，與上百位的陌生朋友一同來趟驚奇的交換禮物之旅吧！

● 活動12.03 Mon. 開放線上報名，名額有限。更多詳細活動內容，請見迷誠品網站。● 禮物內容 : 禁止為仍需支付費用的
折價劵、兌換券或餐券、有效期之食品、易碎材質之物品、需冷凍冷藏保存之物品、亦不得為活體、屍體等生命體；若為
組合商品需內含全部配件；食品以外之有效期商品，效期請勿短於一年內。● 禮物大小 : 為方便聖誕老人運送禮物，禮物
尺寸長寬高不得大於60cm。

線上報名

了解更多

松菸店—

2010《走向春天的下午》

敦南店—

2009《星空》
板橋店&新板店—
2001《照相本子》

高雄大遠百店—

1999《月亮忘記了》

南西店—

2012《如果我可以許一個 願望》

台南文化中心店—

2000《森林唱遊》

西門店&武昌店—
2011《時光電影院》

站前店—

2001《地下鐵》

亞東醫院店&高醫店—
2012《擁抱》

信義店—

2013《真的假的啊?》

大人味玩具

12.15 Sat.  15:00-16:00 新板店 1F植生牆
 19:00-20:00 武昌店 武昌街騎樓

12.23 Sun.  15:00-16:00 園道店 3F電梯梯廳

 19:00-20:00 信義店 1F 星巴克前廣場

與孩子們童在一起

12.15 Sat. 16:00-17:00 松菸店 B2顧客服務中心

12.23 Sun. 16:30-17:30 信義店 1F 星巴克前廣場

特實用小物

12.15 Sat. 13:00-14:00 敦南店 戶外廣場
 17:00-18:00 板橋店 門口屋簷穿廊
 18:00-19:00 敦南店 戶外廣場

12.16 Sun. 13:00-14:00 站前店 藝文東廣場  
 14:00-15:00 高雄大遠百店 17F 觀景空間

 15:00-16:00 南西店 1F前廣場

 17:00-18:00 西門店 昆明街騎樓

12.23 Sun.  14:00-15:00 台南文化中心店 

  1F中華東路入口處

2018

小時候我們最期待聖誕老人的出現，他永遠了解每一個乖孩子的需求，因為他喜歡「給予」，

所以會設法了解對方想要什麼禮物，他絕對是這個世界上，最美好的存在。

今年誠品生活將透過幾米創作的角色，與交換禮物公益團體 Change Christmas x Strangers (以下簡稱CCXS)
延續這份美好的象徵與傳統，我們像是聖誕老人一樣付出，然後幸福。

╳

傳遞愛的聖誕老人 
作家王文華說 :「挫折時，我喜歡讀幾米的書，它們提醒我 :人是善良的。」幾米總是畫
很多不同善良的角色，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小狗小貓，動物怪獸，他們常被命運搞得

七暈八素，但還是繼續努力地思考、用心的生活。

對於讀者，他們就像是聖誕老人，給我們的禮物不是有形的，而是無形的人生頓悟、生

命養分。今年幾米20週年，誠品生活禮物節帶你走入10個幾米的繪本世界。在繽紛的顏
色和童話場景中，享受歡慶佳節的愉悅﹔也在歲末年初，透過這些角色，感受這股安頓

與向上的積極力量。



B l ac k
Friday
S a l e s

Black Friday

Sales

MANGO│B1F 

米樂洋裝

特價1,490元│原價1,790元

Superdry│B1F 

個性潮流帽T
特價2,926元
原價4,180元

ASH│1F

LUCKY WHITE／ BLACK
特價3,990元│原價7,980元

Salad│B1F 

短版造型皮衣

特價14,000元
原價18,680元

PEPPER'S│B1F 

牛皮拉鍊長夾

特價1,880元│原價3,680元

FRED PERRY│1F

經典百搭開襟針織   
特價3,280元│原價5,780元

黑色星期五 感恩回饋！
11.23-11.25 只有三天，最低折扣5折起!

限量10件
OBEIOBEI│1F

義大利手工製帽Borsalino
推薦價26,000元
頂級海狸毛呢紳士帽 （藍/駝兩色）
附義大利原裝頂級硬式帽盒

Caspia Lili│2F

│ Ta n i a │平口蕾絲洋裝
特價2,900元│原價4,900元

MOSHI│4F

Avanti Air 藍牙無線耳罩式耳機
特價6,800元│原價9,000元

goomi｜5F

包屁衣/t-shirt
特價349元│原價699元

MONDAINE│2F

MONDAINE 瑞士國鐵
evo2時光走廊腕錶 -30mm／紅 
（XM-30210LC）
特價5,999元│原價8,500元

Ultrahard 超硬 │4F

Traveler/Destn兩用托特包系列
特價1,290元│原價2,380元

iGzen 愛居人│4F

mythos 米索思旅行五件組雙入組
特價680元│原價1,360元

Old Soles｜5F

秋冬限定星星鋪毛靴子

特價2,999元│原價3,580元



Best choice

Best choice

限量10件

送禮理想品牌 
嚴選2018誠品信義店強勢品牌巨獻

英國百年經典品牌，濃濃的英倫風情，兼具實用與

優雅品味，世代傳承歷久不衰。

Kelsall油布大衣
特價14,600元
原價16,300元
修飾的腰身與鋪毛的設計
讓女生穿起來除了帥氣又
有一股甜美。

Union油布車衣
特價17,500元
原價20,000元
厚磅的油布與特殊車衣剪裁

兒童衍縫夾克

特價2,970元
原價3,300元
經典兒童衍縫夾克，
保暖又增添帥氣度。

寵物油布外套

推薦價2,700元
寵愛自己也要寵愛毛小孩，一起
穿上帥氣的Barbour出門吧。

LASKA 850 Fill Power Down
特價8,000元│原價8,900元
JOURNAL STANDARD經典款式，
使用日本研發頂級抗撕裂布料與西伯
利亞產的頂級鵝絨填充。

GRAMICCI×JS WIDE CORDS
特價3,960元│原價4,400元
聯名款特粗8W燈芯絨布料，柔軟好穿且適
合台灣冬天。

HAMILTON V-Neck
Knit Pullover
特價3,690元│原價4,100元
使用輕量級的柔軟HAMILTON WOOL，是JOURNAL 
STANDARD好評不斷的單品之一。

CASHMERE STOLE
特價4,950元
原價5,500元
100%喀什米爾羊毛製，設
計上加大尺寸，圍脖及披
肩皆可使用的兩用圍巾。

無論是傳統的油布材質或是經典的格紋綴飾，從保暖的
大衣到實用的配件，不管男生女生男孩女孩或毛孩，在
這溫馨的季節收到Barbour的禮物，加倍暖心。

BARBOUR│1F

TIPS

選禮秘訣

限量10件

限量10件

限量50件 限量10件

限量10件

限量10件

以選貨店為起點，在你煩惱不知道要送什麼品
牌時，就能在JOURNAL STANDARD找到各
種禮物，不管要高貴的不管要新奇的，也不會
跟別人撞禮物。
簡單的剪裁卻充滿的細節的單品，替你傳達一
言難盡的滿滿心意。

 JOURNAL STANDARD│1F

TIPS

選禮秘訣

JOURNAL STANDARD主要以自有品牌並引入世界各地不同的品牌
回歸「選貨店」眼光，營造出柔和經典美式復古傳統與流行時尚的獨特

格調。



Best choice

Best choice

 master-piece│1F

 marimekko │2F  

FREITAG 秉持環保、舊物利用理念，包款皆採用
長年使用後的彩色防水帆布、廢棄安全帶、自行車

輪胎內胎等回收材質手工製成。每個包款皆為手工

切割及縫製，不僅耐用且獨一無二。

1994年創立於大阪的日本包袋品牌master-piece，除了富有常見
的流行性之外，更融合眾多實用的機能性，開啟了高品質Bag的
新紀元。 嚴選日本國內外素材，講究強耐度、撥水性、以及輕量
的機能結構。 採用MSPC獨家鑄造的五金零件，以及異素材拼
貼所映現的色彩感官。

F52 MIAMI VICE
推薦價3,290元
瑞士公制紙袋尺寸，完整的圖案
切割可以收集、尋找自己最喜歡
的那一只圖案。

F203 BOB
推薦價7,620元

高機能防潑水單肩後背包

推薦價11,900元
此系列以MSPC PRODUCT原創的
LOW TECH扣具作為系列識別，並
採用獨創的耐磨擦、耐撕裂、防潑
水的高機能材質。
經典之一的HUNT系列以全新的科
技撥水素材重新打造！（日本製）

防潑水大容量後背包

推薦價9,500元
此系列均增設筆記型電腦夾層，內夾
層增設可見性網眼口袋等，以新形象
再出發的SURPASS系列不僅較以往
輕量，收納機能也同樣提升。
豐富配色的都會系材質包款無論何時
使用均可輕鬆搭配，為MSPC人氣定
番系列再升級！（日本製）

F11 LASSIE
推薦價6,580元
經典原創設計
搭配方便調整的舒適肩帶

防潑水側背包兼腰包

推薦價5,700元
此包袋為側背包兼腰包的兩用設計，以
新形象再出發的SURPASS系列不僅較
以往輕量，收納機能也同樣提升。豐富
配色的都會系材質包款無論何時使用均
可輕鬆搭配，為MSPC人氣定番系列
再升級！（日本製）

FR
EI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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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職人精神的master-piece以符合現代男女仕生活所需，並追求兼具日常
使用的流行性與專業的機能性之實用包款為宗旨，進而開發出適合不同生活風
格與場景的特色系列包款。 
除了暢銷的經典系列、季節新商品之外，也不定期與許多國內外知名品牌、店
家協力推出限量聯名商品。
相信隨著時間，可以發現更多master-piece品味、考究的細節。 

TIPS

選禮秘訣

FREITAG│2F

TIPS

選禮秘訣

比利時餐具大廠席爾斯 × 義大利當代工業設計教母Paola Navone 

Marimekko來自芬蘭，創作靈感多
來自大自然。如同商品一樣，結合

簡約的實用性與時尚的設計感，生

活也可以很簡單但不失精彩。

席爾斯Paola 全系列
義大利麵專用料理用具、餐盤

全系列商品兩件85折│
原價450-11,500元
從個人餐盤、煮麵鍋到撈麵勺、剝蒜器、起司研磨
器及磅秤。全系列以黑白兩色、簡潔又不規則幽默
的點線設計，讓使用者可用料理創意妝點獨一無二
的聖誕大餐。

marimekko│2F

北歐狐狸對杯組

推薦價1,650元
以北歐神話中的狐狸為主題，以抽象的形
狀加上從刺繡描繪，可愛又不失典雅。

marimekko│2F

罌粟花棉襪（紅）

推薦價950元
純棉材質，穿著時舒適保暖，經
典的罌粟花圖案，配色對比鮮明。

聖誕節是親朋好友團聚的重要時刻，想規劃一
場獨特又充滿強大氣場的聖誕大餐？
義大利麵象徵聚會、分享，以此為靈感設計的
大容量料理用具、餐盤，為您的聖誕大餐帶來
南歐熱情奔放的氛圍。

每年冬季Marimekko都會配合聖誕節，
推出以紅色為主題的系列商品。今年更以
經典罌粟花圖騰為主軸，搭配紫紅配色，
並結合各式商品，包含馬克杯，圍巾、各
式包款等，都能讓顧客滿足不同對象年齡
層的送禮需求。

 K'space│1F

TIPS

選禮秘訣

TIPS

選禮秘訣



Best choice

Best choice

 Tiimec│1F

 AVEDA│2F

為保護我們共生共存的地球，並落實在我們的產品和回饋社

會的方式，在AVEDA我們不斷致力於環境保育及樹立企業
社會責任的典範。

小甜馨

推薦價1,400元
甜馨洗髮精250ml＋甜馨潤髮乳200m
＋曲線辛香造型霧30ml
讓每一次洗髮，都是令人享受的嗅覺紓
壓之旅。
全新甜馨系列，調和櫻花萃取物、甜杏
仁油以及38種純淨花植純香，髮絲的
柔軟觸感讓人忍不住想不斷撫摸；甜美
怡人的獨特氣息，讓你一整天都被溫柔
氛圍輕輕包裹。

強韌

推薦價2,530元
縮時護髮霧200m＋復原配方修護精華
100ml＋復原配方洗髮精50ml＋復原
配方潤髮乳40ml
雙管齊下，讓美麗快速達陣。
先以明星商品復原配方修護精華的小分
子藜麥氨基酸滲透修補受損髮絲，再噴
上新品縮時護髮霧完美收合毛麟片，將
養分緊緊鎖住。為髮絲健康完美護航，
養護強韌髮絲更快有感。

在精心設計的空間裡，提供充滿溫柔花
植純香的頭髮、身體、臉部產品，讓您
徹底放鬆身、心、靈。

TIPS

選禮秘訣

Tiimec-探覓刻 具有獨特意識形態的Select shop，陪伴您
探索生命中最美好的感動時刻。

提供喜好獨特思維的消費者接觸世界各地充滿巧思的優

質品牌。

旗下品牌包含 KERBHOLZ ／ PAUL HEWITT ／
DANIEL WELLINGTON ／ KLASSE 14 ／ Knot 等
新創腕錶品牌。 
獻給每一位在人生旅程上不斷在追尋夢想的你和妳。

每一件 OLIVIA YAO JEWELLERY 的作品都是一個生活的片
段，那是映在眼底的風景，也是留在心上的故事。

Tiimec│1F

SSLJ01／ SSLJ02
 推薦價7,000元／只
來自義大利，米蘭D1 MILANO
高級時尚腕錶「SUPER SLIM」
系列登場。

Pearl Bell Necklace
特價3,000元│原價3,600元／份
Pearl Bell Earring／ Pearl Bell Bracelet
特價2,800元│原價3,500元／份

送禮的季節獻上Pearl Bell系列，纖細的
輕珠寶設計象徵女人溫柔的心，珍珠淡淡霓
光搭配14K金鍊，可自行調整不同大小珍珠
的垂墜長度，如同雪白大地中的金色鈴鐺響
起，不經意的小擺盪中散發迷人魅力，也適
合各種樣貌的都會女性。

充滿溫暖的聖誕節日，OYJ 挑選款式較纖細的輕珠寶設計，
搖曳的垂墜式首飾，以珍珠淡淡霓光搭配14K金鍊，象徵溫柔
的女人，一舉一動都令人著迷。

D1 MILANO專注於製錶工藝具指標性及識別
度的創新錶款，特色在於擁有精品級的設計外
觀，追求材質與美感細節的完美結合，充滿現
代感的完美設計，不論男女配戴皆可展現出與
眾不同的D1 Style。

OLIVIA YAO JEWELLERY│1F

TIPS

選禮秘訣

各限量20份

各限量10只

TIPS

選禮秘訣

年度禮盒 – 奇妙的連結
推薦價1,600元
天竺葵身體潔膚露 200 ml＋
橙香身體乳霜 120 ml
呵護肌膚和感官的身體保養禮盒

發現的曲線

推薦價3,300元
賦活芳香手部清潔露 500 ml＋賦
活芳香護手霜 75 ml＋天竺葵身
體去角質露 180 ml＋天竺葵身體
潔膚露 200 ml
為身體和雙手準備的清新禮盒

意向的軌道

推薦價3,600元
藍甘菊保濕面膜 60 ml＋瞬間
滋潤噴霧 50 ml＋純淨滋潤去
角質霜 75 ml
滋養肌膚和自我的護膚禮盒

Aesop向來致力於開發一系列優質肌膚、頭髮及身體保養產品，
滿足顧客的需求。

Aesop精選護膚、身體及頭髮保養產品，針對不
同的送禮對象提供詳盡建議與貼心的產品搭配，
幫助顧客挑選最適合的禮品與表達誠摯的心意。

TIPS

選禮秘訣

 AESOP│2F



Best choice

GODIVA│B2F

聖誕吊飾G Cube
松露巧克力禮盒10顆裝
推薦價450元

聖誕裝飾連片裝巧克力

8片裝
推薦價950元

聖誕松露巧克力禮盒

15顆裝
推薦價2,300元

GODIVA秉承比利時傳統巧克力製作工藝之餘，亦致力於不斷
的創新，多年來始終專注於提供優質的巧克力產品。
※照片僅供參考

從著名的松露巧克力和模製巧克力、到充滿歐洲風味的巧克力
餅乾、獨立包裝巧克力系列等多樣化的巧克力產品，把最極致
美味的巧克力體驗送給你。

TIPS

選禮秘訣
誠品信義店B2F

堅持使用台灣的新鮮水果，不使用人工色素，每一口都吃的到天

然好滋味。

歡樂派對草莓小蛋糕

推薦價350元（4吋） / 1,280元（6吋）
法式草莓之丘

推薦價880元（6吋） / 1,180元（8吋）

歡樂樂園千層蛋糕拼盤

特價2,280元│原價2,380元（9吋）
九寸五種口味組合
很揪心草苺千層蛋糕 （草莓）單份250元 ／好曖昧水
果千層蛋糕 （草莓奇異果） 單份250元／好日本小山
圓抹茶千層蛋糕 單份220元／芋頭小花千層蛋糕 單
份220元／好陽光芒果千層蛋糕 單份250元 
季限定節水果如遇上短缺，將會更換為當季時令水果

選一個心動，小鹿亂撞進心裡的禮
物 。也許是，純樸的外在卻精彩的內
涵；也許是，亮麗的感官卻樸實的味
道。用一個盒子將心意裝起來，緞帶
封起來，親自將心意滿滿的愉悅送到
你的手中。

TIPS

選禮秘訣

 Bonnie Sugar│B2F



交換禮物
期待看到你打開禮盒的笑臉

Exchanging  Gi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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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 PLUS│2F

嚕嚕咪戀愛碗（藍）600cc
特價960元
原價1,200元

Diva Life│B2F

馬卡龍4入禮盒
特價299元│原價360元
比利時馬卡龍口味任選
（依實際商品為主）

COWA│B1F

長型行李吊牌

特價610元│原價880元
方型行李吊牌型

特價820元│原價1,180元
精緻十字壓紋皮革行李吊牌，三色可選，
適合送給可愛的她。

USERWATS│2F

麋鹿觸控檯燈

特價499元│原價750元
暢銷檯燈加上可愛的應景圖案，成為實用且
不容易失誤的交換禮物。

BsaB│B1F 

白點陶擴香組50ml
特價1,000元
原價1,280元

奇蹟莊園｜5F

黃金皂

特價295元│原價499元
網友熱薦洗臉／膚兩用的黃金皂，
綿密的泡沫，帶有青檸香氣，帶走
身體的髒污，更帶給心靈療癒的力
量。冬季天冷，心不冷。

unsimple│1F

船型零錢包（小）

特價640元│原價800元
船型鑰匙包（大）

特價1,125元│原價1,250元
拉鍊附近的皮革多了反折收邊，將縫
線巧妙的藏在皮夾內側。不可思議的
細節之美，展現使用者不凡的品味 。

聽見幸福音樂盒│4F

德國手作聖誕吊飾

全面9折 獨1無二生活館│4F

醒酒器

特價1,000元│
原價1,680元

石尚自然探索屋｜5F

紅松鼠（橘帽＋糖果）

特價999元│原價1,190元
全世界公認擬真度最佳而最受歡
迎的絨毛玩偶品牌，每個動物都
是單獨手工縫製，讓每隻動物都
活了過來。

Tiimec│1F

PAUL HEWITT 
復古船錨單圈手環

推薦價1,050元

humming│4F

刺繡耳環自由搭配組合

特價999元│原價1,170元
（任選三件刺繡耳環）

仙德曼│B2F

雙層護套玻璃壺250ml
特價380元│原價500元
304不銹鋼內栓，耐熱玻璃材質厚度3.8mm，
玻璃壺身高透視度，提升時尚精緻感。
雙層潛水衣護套，防護效果提升。

yogibo｜5F

Nap x
特價990元│原價1,180元
有別於普通頸枕後頸部突出的問題，且雙邊自動內縮
包覆，支撐度超好，送禮實用又超值。

恭嘗小張｜4F

1990年宮廷普洱禮盒（75g）
特價2,000元│原價2,600元
1990年宮廷普洱，經過了28年時光
的內斂，褪去青春新綠的生澀，醇化
溫暖厚實的栗紅，茶湯溫潤順口，在
口中迴盪全然不同味覺饗宴。



嚴冬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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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KEE CANDLE│B1F 

瓶中燭L＋錫中燭L＋加熱燈
特價4,588元│原價5,400元

EDN│1F

黑磁奇肌能量泥膜 50ml＋
美容磁力棒× 1＋清潔薄片50入
特價8,800元
原價12,060元

Aesop│2F

香芹籽抗氧化面霜60ml
推薦價2,300元

L'HERBOFLORE 蕾舒翠│B1F 

冬季保濕手足膜禮盒

特價2,000元│原價3,000元

榆果傢飾│2F

多氧樂活香氛

特價700元│原價888元

AVEDA│2F

AVEDA佳節系列禮盒 – 蘊活
蘊活菁華滋養液150ml＋蘊活菁華洗
髮精200ml＋蘊活菁華潤髮乳200ml
＋蘊活菁華洗髮精50ml＋蘊活菁華
潤髮乳40ml

推薦價5,000元

Neal's Yard Remedies+NEOM│4F

NEOM 2018 謐靜拾光香氛禮盒
謐靜拾光香氛蠟燭 185g ＋謐靜拾光室內噴霧 30ml

特價2,300元│原價2,700元

 iGzen 愛居人│4F

URBAN Rituelle 
澳本儷萃香氛耶誕超值組 
（耶誕香氛蠟燭＋擴香枝＋燭芯保養三件組）
特價3,999元│原價5,110元

les nez│2F

Baija巴黎百嘉 
紅石榴玻尿酸系列 基礎保養組
特價4,600元│原價5,800元
紅石榴亮采潔膚液 250ml＋紅石榴賦活精
華液 75ml＋紅石榴深層滋養面霜 50ml

南法香頌｜5F

艾森海保養油50ml＋浴粉60g5入＋
身體乳190ml 
特價880元│原價1,660元

菲芙利│4F

保濕款馬賽皂400g三入＋有機堅果香皂100g
特價1,220元│原價1,400元

EXPO│4F

繆香 空間擴香瓶100ml /多種香味
特價1,373元│原價1,560元
兩件8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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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信義店5F

歐若莊園｜5F

有機冬季保濕修護禮盒
FARAN有機金緻輕柔美體潤膚霜200g＋
FARAN洗髮精220ml 

特價1,500元│原價1,860元
全成份100%天然；63%有機有機美體潤膚
霜一物二用，可當身體按摩油及護髮霜，冬
季保養超輕鬆。

柏司金｜5F

乳香玫瑰時空霜50g
特價1,290元│原價1,980元

Noodle&Boo｜5F

寵愛寶寶經典禮盒組
舒緩沐浴露237ml＋溫和洗髮精237ml
＋軟綿綿乳液237ml

特價1,660元│原價1,880元

奇蹟莊園│5F

高效修護精華保養組
賦活油＋乳液30ml

特價1,100元│原價1,398元
冬季到來，肌膚總是變得特別敏感。
高效修護精華保養組將肌膚大自然的
多種植萃能量匯集，一次修護到位！

DATEMORE｜5F

私密潤澤煥采組合
植淨私密慕斯100ml＋植淨時光機器檸露30ml＋
植淨私密皂乙個
特價1,380元│原價1,840元

沐伊孕哺｜5F

小樹苗桃原果香沐浴保養組
嬰兒低敏洗髮沐浴二合一慕絲230ml×1
＋嬰兒低敏洗髮露200ml×1＋嬰兒低敏
沐浴露200ml×1
贈 嬰兒低敏保濕面霜 60ml×1

特價1,299元│原價2,0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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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手打造聖誕基地

K'space│1F

非覓聖誕系列靠墊

特價兩件85折 
原價3,280元／件

JPV│2F

cado空氣清機
MP-C20U
黑曜石

特價8,800元
原價13,800元

北歐櫥窗│2F

Eva Solo
14 度的傾斜紅酒杯
特價1,260元
原價1,400元

CNFlower│1F

真愛之吻 恆星花禮盒
推薦價4,500元

 O!Balloon│1F

聖誕驚喜箱

特價2,380元
原價3,080元

賽先生科學工廠│4F

動畫時鐘系列（心動）

特價1,980元
原價2,400元

La Boite│2F

Sirius
球燈三件組

特價1,980元
原價2,380元

QUEEN OF SHEBA│B1F

乳香小蠟燭＋中東風格小燭台 
（多款造型）

特價1,000元│原價1,470元

達開生活│2F

造型柚木托盤

推薦價499元

奇比植作╳ Isha Jewelry│4F

聖誕星空瓶

特價850元│原價950元

JEKCA積木│4F

麋鹿積木筆筒

特價1,399元│原價1,720元

BLUESTONE 青石│4F

MINO 袖珍藍芽喇叭
特價1,180元│原價1,280元

MTG│2F

Style Dr. CHAIR  舒適立腰調整椅 
（咖／紅）

特價10,620元│原價11,800元

I WANT SWEETS 愛望英國糖果屋 ∣4F

RE001-L3 繽紛法貝熱彩蛋糖果禮盒
繽紛彩蛋（大）×3＋英國傳統糖（大）×6包
（口味任選）
特價699元∣原價840元

Beutii│2F

正負零

XHH-Y120 電暖器
特價1,790元
原價1,990元

Waterize 透飾│4F

暖暖熊毛帽

特價990元│原價1,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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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CONNECTION│B1F

抗寒羽絨外套

特價6,706元│原價9,580元

Bannies’ Pashmere│2F

文青格紋羊絨圍巾

特價2,980元│原價3,680元

Winnie Jewelry│1F

維多利亞米珠雪花墜

特價5,200元│原價7,800元
雪花造型設計搭配精緻小米珠，呈
現聖誕氣氛。

Blancy│B1F 

聖誕飾品花禮盒

特價450元│原價520元
未含飾品

be*U｜ B1F 

素面真皮女性包仔鞋

特價2,300元│原價2,880元
可選牛皮顏色、鞋子寬度訂做
滿3,000元，贈送顧客姓名烙印小吊飾

Maggie's Love boutique│1F

R&D.M.Co帆布亞麻貝雷帽
推薦價5,980元

Y-3│1F

Pouch 手拿包
特價4,100元│原價4,880元
TRAVL WALLET護照夾
特價5,700元│原價6,780元

diense sliver│2F

雪人耳環

特價2,680元│原價2,980元

Fuku Fuku Jewelry│4F

日落飾品系列

耳環 特價2,066元│原價2,430元
頸鍊 特價2,074元│原價2,440元

les 100 ciels | 1F

多功能保暖貼心小物

特價2,542元│原價2,990元

Carol Chugani│B1F

粉色／藍色毛絨組合

特價6,580元│原價7,780元
毛毛提把（磁鐵）＋粉色線條羅紋毛線帽＋毛球×1

PANDORA│2F

Traditional Christmas Collection
Moments心型釦頭手鏈 2,980元
串飾 1,280-3,380元／顆
部分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Ficelle Design Jewelry│4F

眷戀像海–項鍊
特價1,280元│原價1,590元



啟程尋禮 給他

L
o

v
e

,
 

S
a

n
t

a L
o

v
e

,
 

S
a

n
t

a

TOUGH│B1F

翻領皮衣

特價13,350元
原價19,080元

TOOT│B1F

奢華絨布 super nano貼身四角
推薦價1,700元

FRED PERRY | 1F

經典雙滾邊羊毛手套

特價1,480元
原價2,580元

SPORT b.│1F

男背心

特價7,200元│
原價11,980元

Vanger│B1F

紳高‧素面牛津增高皮鞋（棗紅、褐）

特價2,800元│原價3,780元

TAIWANIZE│B1F

國旗刺繡連帽

特價2,907元
原價3,680元

ARTIFACTS│1F

ÉTUDES_É字母毛帽 
推薦價3,280元

Single│1F

McQueen太陽眼鏡
推薦價15,200元
兩色

KENT & CURWEN│1F

圍巾

原價7,900元
秋冬商品8折起

SUMDEX│2F

都會單肩挎包

特價4,500元
原價5,780元

ADOLE│4F

ADOLE真皮
DIY材料套組
全系列88折

Handiin 手作日本鞄│4F

經典大人味，軟牛皮革職人款側背包

特價10,350元│原價11,500元

PIQUADRO│2F

義大利時尚牛皮後背包

特價12,500元
原價14,670元

FREITAG│2F

F202 LELAND
推薦價6,580元

alto│4F

iPhone Anello 系列手機殼
＋皮革頸掛繩

全系列8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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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our│1F

經典Bedale油布童夾克
特價9,900元│原價11,000元 

nicopy│4F

聖誕吐司

特價450元
原價600元

babycrown│5F

法國Vulli 蘇菲無國界紀念版
特價799元│原價1,180元

goomi│5F

襪鞋

特價999元│原價1,480元

DOUGHNUT│4F

航海王 全系列
特價2,080元│原價2,880元 
蘇打餅感魯夫後背包／蘇打餅感索
隆後背包／蘇打餅感香吉士後背包
／迷你馬卡龍喬巴後背包／迷你馬
卡龍娜美後背包

kalaskids│5F

Are We There Yet?
創意任意貼兒童背包–太空狗（大）
特價1,360元│原價1,599元

西村媽媽│5F

BABY DECO 甜心公主針織帽
特價1,388元│原價1,980元

沐伊孕哺│5F

時尚典雅哺乳巾

特價490元
原價620元
時尚哺乳小物，外出哺乳
不怕尷尬。共4色（藍色三
角／灰色小魚／灰色條紋
／藏青條紋）

Nov                  Dec

11-12

大地之愛&液相勻化媽媽教室─
從中醫觀點談孕期及產後調理
11.15 Tue.│2:00pm - 4:30pm

俗話說：「月內沒做好，呷老就艱苦」，坐月子對於女人而言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事實上，自懷

孕開始到生產，女人的身體每天都有微妙的變化，正所謂「十月懷胎，一朝分娩」，生產過程會耗費許多

精力，讓專業中醫師與您分享如何自孕期就好好保養自己及寶寶，讓您產前產後都能做個美麗媽咪。

●主辦單位｜大地之愛&液相勻化媽媽教室●授課講師｜許中嚴-扶原中醫台北院區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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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對象｜孕婦及育有未滿六個月寶寶的媽咪，每場限額25人，額滿為止●福袋禮｜初次報名參加者可獲得福袋禮乙份●洽詢電話｜
0800-888-723

桂格╳誠品媽媽教室             11.29 Thu.、12.13 Thu.│2:00pm - 4:00pm

11.29孕媽咪胎教音樂及營養課程─特別邀請到胎教音樂蔡佳芸老師，教導孕媽咪們選擇適
合寶寶的胎教音樂，透過胎教音樂及營養知識，為寶寶建構知識領航第一步 !
12.13孕媽咪營養課程及副食品專屬小教室─由桂格專業營養師帶領孕媽咪們更瞭解自己也
更瞭解寶寶的需要 !
讓肚子中的小寶貝一起頭好壯壯 !

●主辦單位｜桂格媽媽教室●授課講師｜胎教音樂蔡佳芸老師 /桂格顏敏恆營養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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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限額25人，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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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蘭氏媽咪教室                  12.27 Thu.│2:00pm - 4:00pm

認識寶寶愛哺乳─寶寶為什麼哭?怎麼判斷有吃到奶水?哺乳正確觀念有哪些?如何有信心愛上哺乳?
臺大醫院專科護理師帶著各位媽咪認識寶寶~愛哺乳 !

養胎瘦身真輕鬆─孕期的體重控制及各期養胎營養重點，一直到哺乳期飲食及母奶的好處，讓白蘭氏

營養師帶著媽咪一起輕鬆了解，照顧自己和寶寶的健康 !

哇！我把故事變出來了！姐姐說故事&兒童感統創作
12.08 Sat.│ 2:00pm - 3:00pm

兩名專業老師帶領活動，現場會布置一輛大紙板車讓孩子彩繪

■以說故事的方式帶領孩子進入繪本世界。

■專業美術老師在旁用畫架作畫，示範故事情節，吸引孩子注意力。

■專業美術老師帶領孩子，實際用手指觸覺感受顏料質地，發揮想像力創作。例如：平塗、刮畫、拓

印、蓋章

●主辦單位｜美國寶寶 （Old Soles）●協辦單位｜兒同館國際（有）、森林小舖工作室●報名限制｜2-10歲
兒童●人數限制｜12人●報名連結｜現場報名●注意事項｜現場示範採用有機顏料製作的英國可洗式無毒兒
童水彩棒，可水洗不沾染，家長更放心

●主辦單位｜白蘭氏媽咪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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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限額20人，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洽詢電話｜0800-07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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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酒駕
未成年禁止飲酒

禁止酒駕
未成年禁止飲酒果汁熊│B2F

燒雞帕尼尼+樂kiwi水果果茶
特價129元│原價150元

儂特利│B2F

聖誕歡聚分享餐

特價499元│原價549元
鐵板燒肉堡、鮮魚漢堡、豪華雙牛
堡、棒棒雞條20塊、薯條（大）、
28元飲品3杯
※圖片僅供參考，餐點以實物為準

1010湘│6F

4人湘味套餐 
推薦價2,580元
燒椒皮蛋、臭豆腐肥腸阿干鍋、清蒸樹子魚、香
干牛肉絲、酥炸口水雞、腐乳空心菜、蛤蜊冬瓜
上湯、神仙缽飯4碗、人氣飲品4杯
訂位專線02-2722-0583

※10%服務費另計，恕無法與其他折扣優惠併用
※實際菜單內容以現場提供為準

洋城義大利餐廳│4F

三人套餐

特價1,288元│原價1,404元
指定附餐三份（餐包、主廚例湯、甜點、飲品）
＋和風蜜桃鴨胸沙拉一份＋法式烤田螺一份（含
牛肉成份）＋主餐三份如下
南極冰魚青醬義大利麵、焗烤奶油雞肉焗飯、
菠菜鴨胸燉飯（3選2）、阿囉哈夏威夷披薩

光合箱子│6F

法式脆皮女士

推薦價290元
訂位專線 02-8786-7223
※10%服務費另計
※圖片僅供參考，餐點以實物為準

暖心餐聚 派對精選

eslite TEA ROOM│3F 

年末聚餐迎新年

特價2,199元│原價2,340~2,640元
三人套餐（主菜限義大利麵及燉飯，內
含沙拉、湯品、前菜、甜點、飲料），限
12.01－12.31晚餐時段內用，10%服務
費另計。可以888元加購西班牙金星啤酒
（750ml）2入（原價1,160元）
訂位專線02-8789-3388 #3324

卓也小屋 FUSION DINING│4F

單人套餐　

特價499元│原價549元
創意蔬食（含季節沙拉、御膳養生鍋、食農麵線、小農
元氣米、珍珠蔬菜捲、客家小漢堡、石蓮桂花蜜、甜
點二擇一、香茅茶）
再贈食農冰淇淋外帶乙份
※10%服務費另計，無法與其他折扣優惠併用
※圖片僅供參考，餐點以實物為準

完美落幕

agnès b. CAFÉ│1F

松露巧克力禮盒（12入）
推薦價1,480元

快車肉乾│B2F

小豬真空包

買五送一95g／包
特價750元
原價900元
特厚蜜汁豬肉乾、特
厚黑胡椒豬肉乾、原
味元氣條、元氣條黑
胡椒四種口味任選

茶粒茶│B2F

茶粒茶聖誕禮盒組（茶粒茶50g×2）
特價560元│原價656元

誠品酒窖│B2F

TR IBAU T-SCHLOESSER 
NV CUVEE RENE  香檳
特價2,560元│原價3,200元

Häagen-Dazs│B2F

迪士尼限量冰淇淋巧克力鍋外帶禮盒

推薦價2,180元
迪士尼巧克力盅：米奇、米妮、維尼、巴斯光年、熊抱哥、
三眼怪，共六款任選一
8種口味32球冰淇淋：草莓、香草、抹茶、淇淋巧酥、仲夏
野莓、夏威夷果仁、巧克力、覆盆子雪酪
巧克力醬一份、迪士尼造型叉子二支、蠟燭一個
※圖片僅供參考

LE BLE D'OR 金色三麥│B1F

金色三麥外帶啤酒組

推薦價556元起
外帶2瓶1公升現釀啤酒送保冷袋1只

有物生活│4F

6入袋茶三罐禮盒組
特價500元│原價750元

Eslite Gourmet 一年辛苦了，和心愛的人坐下來
好好享用一頓溫暖大餐吧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奮青│B2F

不只是文青，我們還是奮青 ! 奮青是什麼呢? 「奮力一搏  直上青天」
只要一杯好茶 ，我就能堅持奮鬥下去 ! 有很多理想夢想都需要各種堅持
下去的理由，喝一杯奮青用心手作的飲品，就有了堅持下去的勇氣，

奮青團隊用心研發出各種獨家招牌飲品，用特製的口感風味，讓顧客

感受到一群奮鬥拚搏人的溫度，讓這溫度傳遞出堅持的勇氣，讓努力

成為一件不是孤單的事，用奮青手作創意飲品，帶領大家找到堅持下

去的理由，奮鬥青年 奮起吧 !

果果迪特調水果茶飲│B2F

我們在競爭的飲料市場中，找出了「都會生活的休息站」的品牌定位，

也是品牌給予消費者的承諾：希望消費者來到這裡，能從忙碌生活中

獲得短暫屬於自己的空間及時光，可以選擇靜下來與自己對話，也可

以盡情與朋友天南地北，更可以在這裡放下煩躁、飲一杯特製的水果

茶飲，一起擁有城市裡截然不同的茶飲體驗！

貳莓冰茶 推薦價85元

NeNe Chicken Taiwan │B2F

NeNe Chicken 是韓國老字號超人氣炸雞品牌，在韓國擁有1500多家分
店，韓國代言人是國民 MC 劉在錫。比照韓國本店獨家特製技術，謹
慎作法從選用炸雞的雞種開始，依口味決定炸雞的有骨及無骨；將雞

肉與18 種天然香料用特製的醃製法醃漬，再沾上獨家的秘密炸粉及沾
料，最後以不含膽固醇的棕櫚油以低溫炸成，有效鎖住雞肉的肉汁，

讓顧客們大讚炸雞的「啾C」多汁感。

uniarts│1F

在uniarts時尚平台裡，也許有你的生活態度，由你的內在風華…… 
抒發自己「不願尋常」的心，一解「滿街經典」的困惑，尋找生活中更

多的會心一笑，發現另一種生活型態的可能性與穿搭樂趣。 

鬍鬚張│B2F

創立於民國四十九年，民生西路口賣魯肉飯的攤子。由於味道好、口

味佳、真材實料，好口碑帶來了極佳生意，老闆因挪不出時間整理茂

盛鬍子，老顧客就膩稱為「鬍鬚張」，從此「鬍鬚張」之名不脛而走，

魯肉飯和鬍鬚張成了不可分別的註冊商標。

TORAJASTAR Deli café│B2F

一百多年前，荷蘭人發現了全世界種植咖啡最好的地方，就位於印尼

South Sulawsei的Rante Karua山區，這就是生產極品咖啡豆的天堂。而
該地區所生產的咖啡豆即稱為Kalosi Toraja咖啡。為了使大眾能夠品嚐
到這來至天堂的咖啡，因此創立了TORAJASTAR，並結合”deli café”
的概念，讓您更能體驗美味悠閒的享受。

恭嘗茶業│4F

飲茶是種藝術與品味的展現，普洱茶總有一層神秘的面紗，讓人想不

清、看不透 。恭嘗小張承襲父親普洱茶多年的經驗，嚴選高品質普
洱，亦深入雲南親自製作古樹普洱嚴選樹齡300年以上古樹茶純料，經
過國家檢驗無農藥檢出，堅持只賣自己愛喝的茶，以恭敬的心，請您

品嘗一杯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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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購買櫃上任意商品，即可現場體驗製作手工乾燥花小卡一張。

洋城義大利餐廳│4F

新奇創意的義式料理，傳統與創新的結合，營造出前所未有的獨特氛圍，

美妙絕倫的異國美食饗宴。11.16開幕，敬請期待。

升級套餐128元即可享有歐式麵包、沙拉、湯品、甜點、飲品義大利麵、
pizza、排餐、焗烤、燉飯、早午餐、下午茶、義式佳餚，應有盡有。以下
開幕活動至11.30消費滿500元 送100元抵用券 （豪華套餐券 折50元×2
張）消費滿千抽首爾團體 雙人來回機票（最高價值10,000元）

卓也小屋 FUSION DINING│4F

因為一隻貓頭鷹，我們深耕駐足苗栗。生活清幽、小屋山居的穀倉民

宿；產地直送、清爽美味的創意蔬食；青出於藍、共生共榮的天然

染色。在此讓您陪伴自己享受農家小徑的溫情，感受台灣最美麗的記

憶。11月底開幕，敬請期待。

凡點套餐每一套贈植物染冰淇淋乙份；商品全品項95折（開幕活動
至2019.01月底止）

JOURNAL STANDARD│1F

JOURNAL STANDARD主要以自有品牌並引入世界各地不同的品牌
回歸「選貨店」眼光，營造出柔和經典美式復古傳統與流行時尚的獨特

格調。

Gather拾集│1F

Gather 拾集是以藝術及手作為意念的「織品配件專門店」，
讚揚經典工藝及尊崇手作精神，創造隨性自然的雅趣風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