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籍旅客當日單店累計消費滿8,000元，即贈「茶籽堂旅行組」乙份。

(內含：隨身拉鍊包×1+桑白皮茶苷洗髮露×33ml+荷葉茶苷沐浴露×33ml+
馬栗樹茶乾洗手露×33ml)

●外籍旅客贈禮恕不與「全館滿額贈森活晴雨傘」重複兌換。●每人每日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
止。 ●兌換贈禮時，請出示非中華民國國籍實體護照，方可兌換。 ●發票金額兌換限誠品生活當日當店消費發
票兌換，二聯或三聯式之轉開發票，恕無法參加兌換，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 ●贈品兌
出恕不接受退換(瑕疵品或故障品除外)。 ●如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贈禮至各店服務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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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相關未盡事宜以顧客
服務中心公告為準。

即日起－12.31Mon. 

外籍旅客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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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活動注意事項—活動共同注意事項 ●活動限站前店當日發票當日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購買禮券、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累計金額兌換。●誠品人會員活動兌換需出示會員卡、當日消費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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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限成功申辦會員後，持下筆消費發票方可兌換；愛書人會員／通行證／生活卡亦可參加、不含累計卡卡友；點數相關活動僅限誠品人
會員獨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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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贈品皆數量有限，送完為止，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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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金。●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且兌換後之發票剩餘金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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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之權利，詳細活動內容，請見誠品生活網。

誠品人/累計卡卡友活動期間，於站前店與R79店指定專櫃累計消費達指定門

檻，即可兌換「雙誠任務禮」乙份，不同日消費發票可合併累計，至不同

店別可兌換不同贈禮。

任務一   滿500元  品味靈魂咖啡

站前店可兌換

「上島珈琲店飲品券」乙張

R79店可兌換

「爐鍋咖啡飲品券」乙張

任務二   滿1,000元  探索環保美學

站前店可兌換

「冰淇淋玉米環保杯285ml」乙個

R79店可兌換

「易開罐玉米環保杯280ml」乙個

任務三   滿3,000元  變身雨中美景

站前店可兌換

「小宇宙雙層傘」乙支

R79店可兌換

「PROLLA絲紋荷葉邊手動直傘」乙支

●指定專櫃：站前店—炸去啃、鬍鬚張魯肉飯、樺達奶茶、小南門傳統豆花、摩斯漢堡、吉野家、
Yamazaki、樂檸漢堡、MisterDonut、Krispy Kreme、阿默典藏蛋糕、橘村屋、快車肉乾、香帥蛋糕、上
信饌玉、麵包劇場、上島珈琲店、CHANTEZ穿石、紅玉滿赤心雞蛋糕專賣店、台中郭記、Sonbérnor、LA 
CHANTEE香水香氛專賣店、十二籃主題市集、大象山、牛師父、STARBUCKS COFFEE、pie pie澳洲肉派、
菘韓館、Q丸、菘麵坊、吉野家、老董牛肉麵、壽司元、McDonald's、TF YOGURT、黑面蔡、八方雲集、布
萊恩紅茶、頂呱呱、莫凡彼、德克士脆皮炸雞、肯德基、Caffe Bene咖啡伴、黑丸嫩仙草、安普蕾修、平田壽
司、G SHOP、咖啡麵包。R79店—ARTISAN ACCESSROY、艸頭黃、YOGO、莉朵花藝、FYE、品茶集、女
isha、有空5mins、邊緣工事、爐鍋咖啡、ThaliaDessert Bar、阿寶檸檬、學堂豆花圓、如是著物。●活動期
間每卡各門檻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每張發票僅能兌換一個門檻。●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
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本活動恕不與「全館滿額贈森活晴雨傘」、「誠品人週末森活禮」、「愛媽咪New驚
喜」活動重複兌換。●贈品兌換地點：站前店-生活中廣場服務台；R79店-書店服務台。

即日起－5.30 Wed. 

雙誠出任務

兌換地點│生活中廣場服務台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筆消費達指定門檻即可兌換指定贈禮:
滿3,600元贈「氧顏森活 森果系列面膜保養四入組」乙盒

(價值406元)。
滿6,000元贈「氧顏森活 微金超導系列面膜保養三入組」乙盒

(價值789元，共四款隨機贈送)。

「士林紙業」一甲子品質保證，「日和士林」尖端生技研究室專業配方設計。森果系列面膜嚴選
高親膚性專利天絲羽翼布膜，活性有效成份滲透肌底﹔微金超導系列特殊金銀超導膜，三層結構
幫助微溫循環，將面膜滿滿精華注入肌底。

●活動日期:4.14 Sat.、4.15 Sun.、4.21 Sat.、4.22 Sun.、4.28 Sat.、4.29 Sun.、5.5 Sat.、5.6 Sun.、
5.12 Sat.、5.13 Sun.。●每人每卡活動期間各門檻限換乙盒，單張發票限換單ㄧ門檻贈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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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全家便利商店、麥當勞、晶
碩光學、屈臣氏、特賣會。●本活動恕不與｢全館滿額贈森活晴雨傘｣、「雙誠出任務」、｢愛媽咪New驚喜｣
活動重複兌換。

4.14 Sat. - 5.13 Sun.

活動期間每週六、日

誠品人週末
森活禮

專屬媽咪的幸福節日即將到來，一起來挑選甜蜜糕點表達你的愛意吧！

誠品人/累計卡卡友於活動期間內，至誠品站前店東廣場預購指定糕點專櫃

滿500元，即贈「阿原Yuan 玫瑰皂或玉蘭皂20g」乙個

(價值350元，共兩款隨機贈送)。

●消費累計指定專櫃：香帥蛋糕、台中郭記、Krispy Kreme、麵包劇場。●每卡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
兌完為止。●活動地點：生活東廣場。●本活動相關未盡事宜以顧客服務中心公告為準。

4.28 Sat.  
13:00-18:00

Love Mom
甜蜜大賞

誠品人/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滿1,500元即可進行「扭蛋」乙次，

即有機會扭中「船井醫卡痠痛按摩機」、「氧顏森活 森果系列
面膜」、「誠品禮券」及「館內知名品牌優惠」等獎項。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全家便利商店、麥當勞、晶碩光學、屈臣氏、
特賣會。●每卡每日限扭乙次，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恕不與｢全館滿額贈森活晴雨傘｣、｢誠品人
週末森活禮｣、「雙誠出任務」活動重複兌換。

5.09 Wed. - 5.13 Sun.

愛媽咪
New驚喜

上島珈琲店飲品券

爐鍋咖啡飲品券

冰淇淋玉米
環保杯285ml

易開罐玉米
環保杯280ml

小宇宙雙層傘 PROLLA
絲紋荷葉邊
手動直傘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店累計消費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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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旅行－台北－關島來回機票，價值50,000元，共1名

(1人中獎2人同行)。

愛 攝影－CASIO FR100L 長腿美顏相機，價值9,990元，共15名

(顏色採隨機贈送)。

●活動店別:信義店、敦南店、松菸店、西門店、武昌店、板橋店、新板店、站前店、R79店、亞東醫院店、台南
文化中心店、高雄大統店、高雄大遠百店、高醫店。●關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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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以兌換憑證說明為主，若有任何行程問題請與關島觀光局吳小姐連絡 (02) 2325-9923。●本活動得
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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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具領獎資格。得獎名單將
於201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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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期限內於誠品指定
店別報到，視同放棄兌獎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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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獎期間:領獎期間:2018.5.25 Fri.-6.25 Mon.。●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4.11Wed. - 5.15 Tue.

誠品人LOVE
獨享抽



刷卡分期零利率 2018.4.3 Tue.-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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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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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4.3 Tue.- 7.3 Tue..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於站前店、R79店刷卡消費累計滿額，憑信用卡、同卡號簽單及發票，
即可兌換指定滿額禮，惟 R79店刷卡消費恕不得兌換分期滿額禮。

滿 17,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9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725 份

滿 6,500 元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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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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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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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分期，加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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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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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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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6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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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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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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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恕不得參加刷卡滿額禮活動。●以上活動刷卡
消費限於站前店、R79店跨店累計，惟 R79店不參加刷卡分期零利率及分期滿額禮活動，超過金額無法累計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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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街口支付消費恕不得兌換刷卡滿額禮；如使用行動支付 Apple Pay/Samsung Pay/Android Pay(皆限手機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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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活動現場公告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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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滿 18,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單筆滿 5,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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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單筆滿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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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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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沈可尚│電影、紀錄片、廣告導演，現任台北電影節總監一職

曾以紀錄片《築巢人》獲【第15屆台北電影獎 最佳紀錄片 / 最佳剪接 / 百萬首獎】、
紀錄長片《野球孩子》獲【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台灣獎首獎、亞太影展最佳紀錄片】。

最新作品紀錄片《幸福定格》預計於2018年上映。

現實生活中，愛是要受過淬鍊的，愛的意義是複雜的

「我對於困難的愛，特別能夠感同身受。」專訪剛開始，沈可尚就說了這句話。年過30
歲，發現生活中有好多的愛，因現實因素變形，但當你開始接受這樣困難的愛，愛的輪

廓就會漸漸清晰，愛的本質就會出來。沈可尚的作品《遙遠星球的孩子》、《築巢人》到

《日日喃喃》都是在討論困難的愛，其中《築巢人》裡的爸爸面對自閉症的兒子，選擇將

兒子帶回家一起生活，經常痛苦到想逃，但心裡知道自己不會逃，這是身為父親給予孩子

的一切，這種愛真的很不容易。現實生活中，愛是要受過淬鍊的，愛的意義其實是複雜的。

共度的情感  人和人之間的愛是運轉出來的
聊到愛的能量，沈可尚說：「最微妙的是，人與人之間有雷達，可以感受彼此之間的善意，

善意累積久了，愛的能量就越來越大」在紀錄片《來得及說再見》其中一段描述失智獨居

老人的生活，偏鄉地區每天有志工送便當到獨居老人家中，送便當這件事，不只是滿足基

本生命所需，更深層的意義是，透過志工每日送便當時簡短的問候，幫助獨居老人建立與

世界的連結，志工也因這樣善意的行為，得以將情感投射出去，在需要與被需要的當下運

轉出愛的能量。對沈可尚來說，這是一種共度的情感，人和人之間的愛是運轉出來的，讓

你知道，你和世界的關連沒那麼模糊，你需要世界的很多人，同樣的世界也需要你。

蘇文聖 (三毛)│跨領域藝術家，作品包含廣告、動畫、  MV、電影。 
曾以《南方小羊牧場》入圍【第50屆金馬獎最佳視覺效果】、【2013年亞洲電影大獎最佳
視覺效果】，並且連續兩年獲得臺北電影節動畫類首獎。首部個人執導劇情長片《有五個

姊姊的我就註定要單身了啊！》預計2018年上映。

感謝電影帶我來到這裡，遇到這群人，看到這樣的風景，今天晚

上，我一定會夢見這裡。

生活需要暫停鍵，一個片刻停留，發現愛的美好存在。就像三毛前陣子正進行長片《有五個

姊姊的我就註定要單身了啊！》的拍攝，聊到過程中的一個片段，仍然覺得感動萬分。當時

劇組一行人浩浩蕩蕩來到北海岸，大家拍完日戲，三三兩兩裹著大衣，逆著海風站在浪邊等

待天黑，太陽下山前，天邊透出橘色的光，燈光組點亮吊車上的大燈，海岸線頓時被大燈染

成紫色，橘色的浪花滾上紫色的沙，讓人彷彿置身在夢裡。有一瞬間，沙灘上沒有一個人說

話，三毛突然瞥見這部電影完成的樣貌，腦中拂過溫暖的風，心中充滿感恩：「感謝電影帶

我來到這裡，遇到這群人，看到這樣的風景，今天晚上，我一定會夢見這裡。」

平凡日子裡的幸福流動

常常用盡全力想看清楚愛的模樣，原來這些情感早已在平凡生活中流動著。三毛有感而發

地聊到最近深深觸動他的那片風景。那天三毛走路回家時，一輛私營的垃圾車停在街角，

車上坐了一對中年夫妻。男人打開車門，拎起餐廳門口又大又沉的垃圾扔進後車廂，接著

又鑽進巷子裡，吃力地再拖出兩包。午夜的永康街一個人也沒有，車廂裡飄出刺鼻的惡

臭，壓縮機發出尖銳的噪音。汗如雨下的男人脫了外套回到車上，女人拿出手帕擦乾他臉

上的汗珠，並捧起他的臉頰親了他的側臉。男人聳了聳肩，催油打檔，表情藏不住羞澀。

車子駛過街角，閃著紅色的車尾燈揚長而去。那天萬里無雲，一彎新月掛在天上，真是春

天來臨前最美的風景。

   

楊雅喆│電影、舞台劇、單元劇、連續劇及紀錄片導演。

曾以電視劇《違章天堂》同時獲得單元劇導演及編劇獎、電影《女朋友。男朋友》獲多項

電影獎項，近期作品電影《血觀音》更獲得【第54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

愛可以是偉大的，愛也有可能是為了自己所愛，無所不用其極的

傷害別人。為了愛而傷害別人，就只剩下恨了

在楊雅喆的作品裡，經常可以看見各種愛的情感展現，青澀的、掙扎的、不安的等等，如

同他的電影《女朋友‧男朋友》帶出性別認同的愛的課題，而《血觀音》則深刻描繪現

實社會的權利與愛。聊到鏡頭下的愛，他特別提到，電視劇人生劇展《不愛練習曲》裡的

一幕，在故事的結局，社區裡「恐懼愛滋病兒童」的家長與愛滋中途之家的義工在遊行中

碰頭，一方唱著平安夜，一方叫囂著讓他們滾出社區，原本慈眉善目的兩方都成了大怒金

剛。其實雙方的人對自己的孩子都有著無比的愛，卻因為無知造成的恐懼，到頭來變成了

互相傷害的局面。「愛可以是偉大的，愛也有可能是為了自己所愛，無所不用其極的傷害

別人。為了愛而傷害別人，就只剩下恨了。」他說。

還有什麼比生過大病，卻又終於找回食慾的人更愛著人生呢？

每個人都擁有強大給予愛的力量，在付出愛之前，先從愛自己開始。楊雅喆與我們分享他

最近印象深刻的一個場景，某天他吃路邊攤，一起共桌的大叔也許因口腔做了極大的手

術，兩頰有長長的縫合疤痕，所以吃東西時，都必須一手拿著衛生紙抵住下巴，防止食物

湯水從唇邊漏出，但因為大叔食慾很好，即使不方便，還是將桌上的冬粉與小菜一掃而

空，然後滿意的結帳離開。這一幕讓楊雅喆從一開始的震驚轉而感到欣喜，因為他知道，

大叔是真心愉悅的享受那頓午餐，愛著自己的人生的。

採訪編輯│黃鈴芳   美術編輯│楊士慶

愛從來沒有絕對樣貌與標準定義，是親情、愛情、友情，或是來自一份關懷、一種救贖、

一個肯定等不同形式。當各種愛的能量聚集，將超越原有的認知，而轉化成新的意義與變

化，感受這份真實美好的存在，這是愛的進化論。

你心中的愛是什麼樣貌呢？ 誠品生活邀請楊雅喆、沈可尚、蘇文聖三位導演與我們聊聊
「鏡頭下的愛」。同時推出《祕密電影院》與《愛的樣貌‧攝影展》主題活動，跟著我們一

起在影像、對白、配樂裡感受各種愛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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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影片×未知的播放場所

有人說，在愛裡朦朧時即是最美，喜歡帶有秘密、窺探祕密是我們的天性。希區考克名作

《後窗 Rear Window》，攝影記者Je�eries由於在意外中摔斷腿，在輪椅上以望遠鏡偷窺鄰
居進而帶出一樁神秘的謀殺案，看似懸疑，但重新審視後會發現實為人與人之間的愛之深刻

描述。本片針對窺視欲的思考，正視且寫實，某種程度上，窺探是種欲望戰勝理性的第一階

段，而好奇心，亦是一種霧裡看花探索未知的浪漫。

誠品生活特別與 myVideo 合作，為喜歡電影的你帶來了最神秘的《秘密電影院》，在三位選
片導演 : 楊雅喆、沈可尚、蘇文聖的推薦下，一部未知的影片與一個未知的播放場所，可能是
你每每經過的一段走道，或也可能是你從未留意的角落，一段隨機且充滿驚奇的觀影過程，

正等你前來體驗。

紀錄鏡頭下愛的永恆

電影《星際效應 Interstellar》裡進入蟲洞中四維空間的父親Cooper，超越時空指引了女兒 
Murphy，最後改變了人類命運，記憶裡地球上的金色麥田，是他堅持下去的力量，一句
「愛，是唯一超越時間與空間的存在」成為貫通了整部影片的主旨。

親情、愛情、友情、世界上的愛千千萬萬種，對於愛的解釋也有千萬種，有些愛我們常常在

接受但卻不覺，有些愛我們時則忽略但卻又深刻，愛是種感受、是種付出、也讓我們會因為

對方付出而感到快樂、愛更是永不止息的力量。本次誠品生活《愛的樣貌．攝影展》將透過

三位導演 : 楊雅喆、沈可尚、蘇文聖的鏡頭引導下，領你我一起看見鏡頭下的愛。

楊雅喆攝影作品

《討愛》

沈可尚電影劇照

《兩個茱麗葉》 安可電影提供
蘇文聖攝影作品

《貓貓》

4.21 Sat. – 4.22 Sun.、4.28 Sat. – 4.29 Sun.、5.5 Sat. – 5.6 Sun.
誠品生活信義店、敦南店、松菸店、西門店、板橋店

●詳細活動報名方式請見誠品生活+臉書粉絲團。
●本活動僅限誠品人會員，每張會員卡可供兩名入場，  報名成功與否將以活動通知信為最後依據。

4.11 Wed. – 5.15 Tue.
信義店 1F 五米大道、敦南店 GF 藝賞牆、松菸店 3F 東側梯廳走道、
高醫店 B1F 商場服務台前

●詳細活動內容，請關注誠品生活+臉書粉絲團。

掃瞄 QR Code
立即加入誠品生活+

掃瞄 QR Code
立即加入誠品生活+

×



美麗人生，從愛 自己開始
重拾自信光彩，展現小女人魅力，

一起瞭解達人的美麗密技吧！

BIOCHEM倍優
保養系列組合

(玫瑰身體乳、胺基酸沐浴精、

香水香皂、玫瑰鮮體冰沙)
特價1,399元｜原價2,950元

48折

變美很簡單
瞭解自己的肌膚才能做對保養 

不管是什麼樣的膚質，「選對合適的產品才能達

到真正保養」，像我是敏感肌膚在清潔過後一定

要做好保濕保養，而且不能使用含酒精成份的保

養品，阿原的月桃素面水獨創低溫冷萃技術，拍

打在皮膚表面，能濕潤延展整個肌膚；針對換

季、熬夜、痘痘肌、脫皮等更多狀況，可再加強

使用極究水面膜，內含山茶花與人蔘根萃取精

華，不只能維持緊緻光澤，更展現青春彈力。

每天10分鐘的簡單保養
讓自己越來越美

「愛美是女人的天性」期許未來的自己能像藝人

林心如一樣美麗凍齡，在保養上從來都不偷懶，

即使下班很晚也一定花10分鐘敷面膜，補充肌膚

一天所需的水分，敷完面膜，擦上花神水凝霜馬

上就能安心入睡，隔天上班時間趕，上妝前使用

花神精華安瓶、水凝霜，1分鐘就完成保養，上

妝出門，讓肌膚保濕才能整天不浮粉，「沒有醜

女人，只有懶女人」大家一起來當凍齡美女吧！

多元化的保養更完整
DIY玩出美麗自信

任職倍優長達5年，除了教導客人選擇適合自己

膚質的產品，也喜歡陪著對方嚐試、自由搭配，

讓保養充滿DIY的樂趣，客人變美了，對倍優產

生依賴和口碑，是我堅持的理由。倍優多元產品

及親民價格是品牌優勢，建議大家可以勇敢的嚐

試，別懼怕自己的選擇，才能試出最好的。很推

薦全美容成分的玫瑰香水皂，細緻泡沫能包裹髒

汙，完成重要的清潔步驟；以及玫瑰纖體冰砂，

符合人體的細緻按摩顆粒，有緊實纖體效果，展

現嫩白肌膚。
達人：賴人溱

現職：倍優站前分店  店長

達人：黃湘妮
現職：蕾舒翠站前分店 店長

達人： 林恩
現職： 阿原YUAN 區長

蕾舒翠
花神系列組合

(花神賦活肌密水凝霜+
花神百花肌密精華液)
特價13,500元｜原價20,000元

68折

阿原
月桃素面水 150ml+
面膜一盒(四入) 
特價2,347元｜原價2,470元

95折

BIOCHEM倍優

在充滿愛與感謝的時節裡，好好陪伴媽咪，給她最需要的，

每份體貼和用心都能讓媽咪超感動！

溫柔貼近媽咪的心

5折起

84折起

55折起

76折起

75折起

29折起  |  限量20組

EDN

berji 

乳油木之家

BIOCHEM倍優

新德曼

CONI

奢華極緻煥白潤澤精華組

(富勒烯極緻潤澤精華100ml+
富勒烯肌因光感生物纖維面膜10片/盒

+亮白水凝C粉2pcs/盒+柔皙煥白活膚

露200ml+柔皙煥白肌活凝凍50ml+柔皙

煥白肌淨淡斑筆50ml)
特價10,000元｜原價20,000元

面膜系列商品任選四盒

(蘋果駐顏抗齡/綠茶多酚

活肌醒膚/葡萄光彩新肌/
草莓V顏紅潤透白)

特價1,000元｜原價1,200元

蔓越莓洗護髮組

(蔓越莓欣喜洗髮露250ml+
蔓越莓欣喜潤髮膜250ml+
乳油木滋養護髮膜50ml)

特價1,100元｜原價2,030元

買藍銅胜肽緊緻粉末1g， 
加贈LPA毛孔緊絟緻原液30ml
特價2,500元｜原價3,300元

金采賦活保濕精華霜75mlx1+
肌因密集修護精華6mlx10

特價11,000元｜原價14,800元

超值奢華眼部修復組

(黃金眼膜50入/盒+
眼部舒壓筆10ml+

黃金拉提眼霜15ml)
特價3,800元｜原價13,400元



47折起 85折起

67折起

58折起

35折起

38折起  |  限量50組

berji 

阿原

expo

berji

乳油木之家

薇風面膜

CONI

海藻去角質凝膠120mlx2+
加贈全天候修護凍膜 50ml

特價2,250元｜原價4,800元

活膚油-滋養型10ml+
極究水面膜4入/盒

特價1,540元｜原價1,890元

米膚—

任選單罐溫和潔淨洗髮精350ml/
溫和潔淨洗髮露350ml

特價493元｜原價580元

雙效靚白潔顏蜜500mlx2，

加贈矽膠超軟毛泡沫慕斯瓶150ml
特價3,000元｜原價4,500元

Lovea Nature亮采珍珠緬梔花露125ml+
Athena's蘆薈BiO凍齡修護面霜50ml

特價2,490元｜原價4,300元

大水滴系列面膜套裝組合

 （任選4盒，加贈閃電系列2盒）

特價1,188元｜原價3,400元

玻尿酸特惠組

(超淨顏驅黑淨亮角質膠120ml+
玻尿酸晶露150ml+玻尿酸乳液60ml)

特價2,000元｜原價5,200元

65折起

蕾舒翠

花神賦活肌密水凝霜100ml，
加贈晶露120mlx2

特價5,500元｜原價8,500元

阿原

洗頭水/潤髮乳250ml，任選x2
特價990-1,200元｜

原價1,100-1,500元

81折起

81折起

母親節蛋糕甜蜜選
一年一度專屬媽咪的好日子，

來點甜蜜糕點給媽咪滿滿的幸福感受吧！

精緻小芋泥

特價199元｜原價220元

濃口巧克力蛋糕

推薦價260元

限定口味任選兩件490元，
此品項每人限購2條。

雲朵舒芙蕾

特價249元｜原價280元

晶鑽布朗尼

特價230元｜原價260元

此品項每日限量12盒

日式海苔肉鬆蛋糕

推薦價260元

限定口味任選兩件490元，
此品項每人限購2條。

母親節限定蛋糕

特價493元｜原價850元

義大利焦糖馬仕卡邦(7吋)
特價342元｜原價360元

招牌蛋糕系列+熱咖啡

特價64元｜原價93元

香帥蛋糕 香帥蛋糕 山崎麵包

莫 凡 彼

台中郭記台中郭記

德 克 士

91折起 58折起

日出熔岩布朗尼+130元飲品

特價338元｜原價388元

89折起 89折起 69折起

95折起

89折起

麵包劇場

阿默蛋糕

94折起 94折起



午茶時光 
有他/她的陪伴，

短暫的相聚時光，

也能很滿足  

蛋糕系列+飲品任選

特價168元｜原價200元

84折起  限量30份

霜優格第二杯半價
此品項5.11-5.13期間限定優惠
75折起

派思脆+柚子茶

特價230元｜原價275元

84折起  30份

甜蜜金磚吐司午茶組(口味二選ㄧ)+
130元飲品

特價338元｜原價390元

87折起

精選蛋糕（任選一款）+
生焦糖MILK珈琲(R杯)

特價250元｜原價255~285元

限量50份

派思脆+柚子茶

美味點心

每一份好味道，

記得和好友分享

購買超值全餐(1~14號餐)
即可贈送聖代或蘋果派
超值全餐價格以專櫃現場標價為主

大滿足點心盒組

(歡聚點心盒/雞塊點心盒 x1+
L杯冰紅茶x2)
特價219元｜原價279元

79折

脆皮手槍腿餐

特價141元｜原價171元

83折

人氣套餐

(原味雞塊x2+地瓜薯條100g+
辣味雞翅x3+30元飲品x1)
特價150元｜原價178元

85折

照燒雞腿丼

特價210元｜原價235元

9折

紅燒牛肉麵+小籠包8入/籠

特價220元｜原價250元

88折

83折

照燒雞腿丼

三人享套餐組

(湯品x3+沙拉分享盤x1+排餐x1+
主食x2、甜點冰淇淋分享盤x1+指定飲品x3)
特價1,688元｜原價2,550元

此套餐4.19-5.13期間限定優惠
67折

韓式推薦組合

(海鮮拉麵+美式咖啡+韓國飯捲)
特價290元｜原價355元

82折

脆皮手槍腿餐

特價

83折83折

精選零嘴組

(豆塔6入+南棗260g+堅果300g)
特價1,050元｜

原價1,230元

86折

菘 麵 坊

專屬好友分享時刻 

莫 凡 彼

滿足套餐 
幸福的味道，

是和好友們一起大聲說笑、

盡情享用美食

頂 呱 呱

健康紅福袋超值組

（原味胡桃160g+原味夏威夷果150g+
胡桃綜合堅果180g+蔓越莓200g+
黑豆茶150g）

特價897元｜原價1,300元

69折起

大 象 山

咖 啡 伴

上島珈琲店

咖 啡 伴

上信饌玉

蔓越莓杏仁豆牛軋糖250gx2
特價520元｜原價600元

87折起

台中郭記

綜合口味雞蛋糕(8入/份)
推薦價85元

紅玉滿赤心雞蛋糕

麥 當 勞 德 克 士

莫 凡 彼

老董牛肉麵

咖 啡 伴

摩斯漢堡

TF YOGURT

幸福就是和好朋友膩在一塊，

相約下午茶或在家嗑美食，都是美好時光。



溺愛手足再多一點
最幸福安全的愛，是來自家人，日常生活中，

更用心去記得彼此的喜好與習慣，讓兄弟姊妹感受到你的在乎。

雷諾瓦文化坊

客製拼圖 300 片經典版

特價1,079元｜原價1,199元

9折

expo

花見小路—

粉紅冰島の鳥花布/尋找夢境の貘

特價1,480元｜原價1,580元

94折

MAKU STORE

小提包(米白/黑/玫紅)
特價980元｜原價1,680元

59折

卡夫-Coffre Fort

美腿壓力塑型褲

特價1,490元｜原價2,080元

72折

東京企劃

Zoe若伊—

六角LOGO真皮托特包(M)  
特價2,780元｜原價2,980元

94折

東京企劃

Zoe若伊—

六角LOGO真皮公事包(M)  
特價2,980元｜原價3,180元

94折

expo

shockMAMA—
造型小提袋/微笑蛋寶

特價357元｜原價420元

85折

expo

 JAYWU ART —
單肩/斜揹帆布袋

特價578元｜原價680元

85折

JINS

柔美框架系列

推薦價3,480元

expo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小麥坊咖啡麵包

小麥坊咖啡麵包  甜中帶鹹的幸福滋味

獨特的咖啡焦糖搭上綿密鬆軟的白麵包，從發酵、製作到烘培每個步

驟都精心調配，出爐那一刻，濃郁的咖啡香充斥在空氣中，口感呈現

多重層次。外皮香甜酥脆，內餡蓬鬆綿密，甜中帶鹹，每一口都充滿

單一純粹的美味。

咖啡麵包買三送一(限定口味)
每日限量50份

優惠期間：4.14-5.15

G SHOP

在人文碰到時尚 藝術與流行的提供

G SHOP主打日韓進口流行女性配件，希望每一位消費者能在購物的

過程中自主且開心是我們的核心理念。

卡夫醫療級壓力襪

醫療用襪新紀元  保養美腿新利器

卡夫壓力襪針對目前久坐久站的生活型態，特從美國引進專業醫療級

壓力襪，打破醫療襪難穿搭的迷思，也擺脫厚重悶熱不舒服的感覺，

讓藉由每天穿著壓力襪，促進腿部循環進而避免腿部水腫、靜脈曲

張、及消除腿部壓力與痠痛。

全商品第二件半價

優惠期間：4.14-5.15

安普蕾修sweets

堅持手作外鬆內脆 呈現起士塔最佳口感

「安普蕾修sweets」以三種溫度、三種口感，有著不同個性的起士塔為

專賣店形式登台。採用日本北海道高梨、法國燈塔以及澳洲，三種風

味奶油乳酪以絕佳的比例融合而成，為了讓塔皮鬆脆不硬，堅持以手

作，每日限量銷售，售完為止。

經典起司塔組(6入/組)
推薦價250元

G



ADD｜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6號B1之中山地下街

ADD｜B1-B48號店鋪（不含B24、B26號）

TEL｜+886-2-2563-9818

OPENING HOURS｜10:00am - 10:00pm 
中山地下書街

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山站｜驗票閘門出站左轉步行約30公尺

淡水信義線｜雙連站｜驗票閘門出站右轉步行約250公尺

LO
VE    M

O
RE

LO
VE    M

O
RE

爐鍋咖啡

任一咖啡加購司康8折優惠

特價80元｜原價100元

每日限量10份

學堂豆花圓

黑糖牛奶布丁

(新品上市)
特價65元｜原價70元

有空5mins

魚喵飛行 藍染 肩背包

金魚喵 藍染 肩背包(手拎袋)
特價2,071、1,596 元｜
原價2,180、1,680元

限量5組

莉朵花藝

櫻花花圈、瓶中小花園、

櫻花樹(不含圖中石燈籠)
特價1,480、1,880元｜

原價2,180、1,680元

有空5mins

魚喵murmur&
金魚喵籃染口金包 
特價1,596元｜原價1,680元

限量5組

Expo

大春煉皂

稻埕時光禮盒

特價670元｜

原價900元

限量5組

Fye-For-Your-Earth

親子復古慢跑鞋 retro runnings
大人(白)：2,880元/
小孩(紅)：1,280元

誠品會員9折

現貨1-2雙  可追加訂購  售完為止

YOGO Design

親合 服飾組

上衣+寬褲+圍巾

單件現折300元

亞麻設計款

休閒上衣

2,180元

花苞休閒寬褲

1,980元

白色純棉紗

披肩圍巾

1,580元

限量各5組 
售完為止

Isha Jewelry 

純銀輕珠寶—

閃耀珍珠純銀鍊

特價880元｜原價980元

限量10份

Thalia塔利亞

任一蛋糕+濃巧卡布

特價240元｜原價280元

每日20份

艸頭黃

風情領巾

任選兩條1,200元 ｜原價690元

附贈乙個金屬扣環

限量15份

有一種愛
只獻給喜歡
追尋自我的妳

讓注重品味的媽媽，

更能依循個性、營造

自我風格的生活。

有一種愛
只獻給喜歡
擁抱自然的妳

讓崇尚自然的媽媽，由家裡的裝飾

到外出的穿搭，都能貼近充滿生機

的輕盈生活。

有一種愛 
只獻給喜歡
淺嚐小點的妳

一天裡總能找到開啟感受好味

道的點心時刻，拋開外界眼

光，在美味小點世界裡盡情做

自己。

艸頭黃

皮革多層扣扣包

滿5,000元9折｜原價1,680元

限量25份

如是著物

旅行套組

(含護照套+圓形行李牌+姓名牌)
特價3,000元｜原價3,640元

限量10組

如是著物

手工刷色長夾

特價3,450元｜原價3,880元

限量10份

手工刷色長夾

艸頭黃

手工沙發皮革肩背包

滿3,000元95折｜原價1,980元

限量10份

大春煉皂

稻埕時光禮盒

特價670
原價900
限量5組

ARTISAN ACCESSORY 

晶采奢華組

(長鍊+耳環)
特價3,290元｜原價3,580元

限量10組

ARTISAN ACCESSORY 

晶采繽紛組

(項鍊+耳環+戒指)
特價2,490元｜原價2,870元

限量10組

艸頭黃

風情領巾

Instagram
誠品R79

6 ways to
eslite

UNDERGROUND

爐鍋咖啡

櫻花花圈、瓶中小花園、

讓注重品味的媽媽，

更能依循個性、營造

自我風格的生活。

ARTISAN ACCESSORY 

晶采奢華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