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RROR 皇宣緣｜新板店1F

真愛玫瑰紫羅蘭翡翠手環

推薦價19,999~39,999元

尊貴浪漫的腕上亮點

ISHA JEWELRY｜新板店3F

華麗珍珠純銀耳飾

特價880元｜原價980元

為整體造型畫龍點睛

SOBDEALL｜新板店1F

Marjorie x  SOBDEALL 聯名款 - 多WAY腰包

咖啡、黑色

特價7,290元｜原價8,800元

皮件工藝與時裝品牌的創意火花

HERLS｜新板店1F

全真皮斜口設計柔軟平底鞋

特價2,926元｜原價3,080元

與春同行踏出優雅步伐

Footer｜新板店2F

機能除臭襪3入

特價585元｜原價840元

千里始於足下，為雙足添新裳

NICO FUN｜新板店1F

炫彩蠶絲百搭絲巾

特價11,730元｜原價13,800元

SOFER｜新板店1F

植鞣牛皮郵差包

特價3,999元｜原價4,580元

感受最純粹的皮革材質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造型連身2WAY長褲

特價1,940元｜原價3,880元

twinwow｜新板店2F

（左）輕量出遊斜背包  
多色可選

特價520元｜原價660元

（右）輕甜優雅手提包

特價920元｜原價1280元

輕盈春遊收納好夥伴

MO-BO｜新板店1F

半開襟低腰魚尾紋洋裝

特價599元｜原價799元

貫子｜新板店1F

條紋小花長板襯衫

特價1,900元｜原價2,980元

藍白配色展現隨性

Made in Haeven｜新板店1F

高腰綁帶造型寬褲

特價1,340元｜原價2,680元

綁帶展腰身，經典不敗款

People's Market｜新板店1F

拼色造型長版襯衫

特價1,490元｜原價2,980元

保有孩子般的純真

檀僖珠寶｜新板店1F

（左）18K玫瑰金珠貝手鍊

特價8,800元｜原價10,800元

（右）18K玫瑰金四葉草耳飾

特價8,800元｜原價10,800元

值得擁有的璀璨美好

Queen Jocelyn｜新板店1F

『嫵媚女郎』珍珠項鍊

特價2,000元｜原價4,000元

典藏剎那綻放的頸上之美

Wearing What You Love
穿出自我風格，展現獨特喜好，由外而內，我愛，故我穿。

限量
10組

愛藏於細節



Love, Between Us. Love, In Life.
每樣事物都有自己的味道，味道散於空氣中成畫。

探尋其中的秘密，感受飽滿的情緒。

花點心思在生活中平凡的小細節，

作點改變善待獨一無二的24小時。

TJ.HANAYA｜新板店1F

永恆玫瑰小盆花

特價680元｜原價880元

讓心意隨花香傳遞

TICO｜新板店3F

澳洲動物系列積木

袋鼠／無尾熊

特價250元｜原價299元

手腦並用小時光

nicopy｜新板店2F

POPO QQ枕（兩用）

推薦價500元

為生活加點小趣味

花柔自然萃｜新板店2F

鳶尾花保濕洗髮精

（左）1000ml大包裝

特價1,440元｜原價1,800元

（右）300ml
特價576元｜原價720元

給受損髮質沙龍級呵護

Himalaya｜新板店2F

健髮三步曲

內容：紫鉚健髮洗髮乳400ml＋養髮霜100ml
＋旱蓮草健髮護髮油200ml
特價1,180元｜原價1,480元

VITALSPA｜新板店2F

白麝香經典淡香精15ml＋白麝香保濕沐浴乳500ml＋
白麝香美體保濕乳50ml白麝香亮澤洗髮精10ml＋白麝香深層潤髮乳10ml
特價1,500元｜原價2,350元

給每吋肌膚SPA級的自然呵護

歐法頌｜新板店2F

有機蜂蜜四入組

內容：護唇膏╳1＋唇部修復精華

╳1＋護手霜╳1＋乳液╳1
特價1,390元｜原價1,980元

燃石小舖｜新板店3F

（左）真稻筆

推薦價150元

（右）真稻隨行杯

推薦價390元

愛護地球新手必備

希芙手工皂｜新板店3F

香氛花磚

特價199元｜原價290元

樸實輕柔不修飾的香氛魅力

限量
15件

9公分動物園｜新板店2F

（左）一首獅擁抱系列小畫

特價300元｜原價350元

（右）一首獅療癒娃娃二入／對

特價830元｜原價980元

限量
20對

愛圍繞你我 愛存於生活

minou nail slon｜新板店2F

手部經典單色凝膠美甲╳4堂＋手部本店凝膠卸甲

╳4堂＋手部抗老潤澤美白保養60分鐘╳4堂（依專

櫃實際活動為主，限本人使用）

特價6,000元｜原價12,000元

躍於指尖的繽紛美麗

USERWATS｜新板店2F

大理石紋夾燈

推薦價590元



用心調味，用愛烹煮，

食物在味蕾中散開，感受到的不止是美食的香氣。

巧手本舖｜新板店3F

純手工金箔軟陶花條手鍊課程

（含手鍊一對）

特價3,500元｜原價4,500元

1010湘｜新板店2F

神仙孜然肋排骨（單支）

推薦價130元

KIKI餐厅 ｜新板店3F

Kiki麻婆豆腐拌麵

推薦價160元

燃石小舖｜新板店3F

精選酒釀蜜棗

特價300元｜原價320元

燃石小舖｜新板店3F

（左）客家經典醬菜

豆腐乳／紫蘇梅

特價135元｜原價150元

春水堂｜新板店1F

小杯冰珍珠紅豆鮮奶茶╳2＋

功夫麵╳2＋黃金煉乳饅頭╳1
＋茶香高麗菜╳1
特價480元｜原價520元

漿樣子濃い豆乳｜新板店1F

大瓶裝豆乳

推薦價90元起  多種口味

單筆消費滿300元，即贈原味或微糖小瓶乙瓶。

單筆消費滿600元，即贈保冷袋乙個。

Doll Bao逗寶｜新板店3F

Milo&Gabby 親子枕套組

內容：大枕套╳1＋迷你枕套╳1
特價3,568元｜原價4,880元

Strider Bikes｜新板店2F

鋼合金兒童滑步車＋護具＋little nutty安全帽

特價6,580元｜原價7,080元

CAPT.SUGAR｜新板店3F

（左）淺粉格立體剪裁洋裝

特價890元｜原價1,260元

（右）POLO衫－經典海鸚

推薦價1,260元

創意美術｜新板店3F

油畫小品課程（含現場顏料、工具使用及教學 ）
推薦價1,980元

SHEKINAH手工皮革｜新板店3F

雙邊名片夾

特價800元｜原價880元

奇比植作｜新板店3F

乾燥花球小盆栽課程

特價1,800元｜原價2,000元

商品特價1,620元｜原價1,800元

限額
10位

限量
20件

各限量
10件

（右）寶島良米

高雄145號晶鑽米

特價108元｜原價120元

Dating With Love
與愛對坐，享受美味食刻 

與心愛的人事物膩在一起，全神貫注的感受每分每秒，

與你共度的時光，彌足珍貴。

Love, Close To You.
與愛共處。愛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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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oyal Damon｜板橋店1F

熱愛項鍊

特價2,600元｜原價3,250元

白鋼質地承載對你的堅定心意

ROOTS｜板橋店2F

（上）經典短袖T-Shirt
推薦價1,480元

（下）休閒開衩褲裙

推薦價1,980元

青春滿點，自在又舒適

Vienna｜板橋店1F

米飛手提包

（嫩粉／霧灰／酷黑／墨綠）

特價1,880元｜原價2,180元

附加毛絨米飛兔吊飾，肩提耍萌兩相宜

Benny shop｜板橋店3F

mis zapatos美腿包

特價2,500元｜原價2,680元

（單買無折扣，限定藍色）

輕巧尼龍材質，小包可裝載生活小物，
或和大包一起搭配成母女包，
承載兩人份的美好記憶

Hyper heroes｜板橋店2F

編織科技彈性慢跑鞋

特價1,280元（兩雙）｜原價1,560元

（櫃上多色供選購)

彈性透氣，舒適又耐走

樺琦屋｜板橋店1F

CITIZEN L 櫻花限量款機械女錶

特價14,400元｜原價18,000元

浪漫玫瑰金錶身，相襯櫻花鏤空的白蝶貝
面板，舉手投足間盡現柔嫩樣態 SDS｜板橋店3F

白色印花襯衫

特價1,380元｜原價1,980元

迎接夏日陽光的活潑滿版

Havaianas｜板橋店1F

Mario Bro. 瑪莉兄弟

推薦價950元

跟著瑪莉兄弟跑跳，一起迎接美好的夏日

愛的唯一姿態
愛化無形於有形，謹獻給專屬的你/他/她。

Kipling｜板橋店1F

經典雙肩背包（復古藍／卡其棕／櫻桃紅）

推薦價3,480元 （M）推薦價3,680元 （L）

包身繼承經典的抓皺尼龍，堅固耐用，天然彩染讓包身色澤自然更迷人

GAUDI｜板橋店2F

領帶

特價1,504元｜原價1,880元

兼具上班的正式與紳士的氣質

PORTER｜板橋店1F

俐落黑公事包

推薦價6,750元

輕巧、便利、耐用和你一起展現高行動力

西裝外套

特價4,893元｜原價6,990元

（櫃上多款式供選購）

限量
10件

YEBOYO｜板橋店1F

真心閃耀套組

特價1,688元｜原價2,300元

水鑽的燦爛，一如我熱情的真心

限量
4件

#Love is only

EDWIN｜板橋店2F

（上）LOGO T-Shirt
特價1,161元｜原價1,290元

（下）-3kg顯瘦褲

特價3,490元｜誠品人會員9折

T-Shirt和牛仔褲的搭配，就是經典不敗



愛的迷人香氣 愛的獨特情意
愛的氣息流動在每一寸空氣裡，守護著專屬的你/他/她。 愛緊裹心意，贈與給專屬的你/他/她。

berji｜板橋店1F

雙效靚白潔顏蜜500ml╳2
贈 矽膠超軟毛泡沫慕斯瓶150ml╳1
特價3,000元｜原價4,500元

褪去夏日的色素沉澱，還以美白好氣色

Nu derma｜板橋店1F

賦活保濕美研修護精華組

內含：金采賦活保濕精華霜100ml╳1 + 
肌因密集修護精華6ml╳10pcs
特價11,000元｜原價14,800元

極致補水，創造彈潤水煮蛋肌

vensers｜板橋店2F

小牛皮長夾

特價990元｜原價1,480元

質感皮革壓紋泛深咖光澤，內斂卻引人矚目

COWA｜板橋店3F

肩提兩用包

特價5,985元｜原價7,980元

圓筒造型佐焦糖棕展現沉穩溫潤氣質

enepic｜板橋店3F

Manhattan曼哈頓手機背蓋

（可可卡其／黑灰）

特價1,688元｜原價2,080元

可掛於頸上外出、立於桌面追劇、或放入
信用卡或捷運卡輕便出遊，集多功能的質
感皮革背蓋，值得入手

Future Lab.｜板橋店2F

車用空氣清淨機

特價949元｜原價1,699元

負離子全方位淨化車內空氣，幹練造型可
置於車內杯架，守護清新空氣而不占空間

雷諾瓦｜板橋店4F

在城市跳舞（1000片／長幅）

推薦價1299元

一起隨著古典樂拼出幸福的旋律

mr. hair More Hair｜板橋店4F

薰衣草精油謎彩洗髮精320mL╳1 + 強健髮根洗髮精320mL╳1
特價1,350元｜原價1,760元

用愛與誠意守護秀髮

獨1無二｜板橋店4F

Dear Deer II 牆掛吊飾鹿鉗

推薦價1,480元 （櫃上多色供選購）

展現工具的裝飾美學與收納多樣性

倍優｜板橋店1F

黑玫瑰超微導激活水潤霜120g╳1 + 黑
玫瑰超微導激活水潤精華120ml╳1 + 白
藜蘆醇水精華250ml╳1
特價3,700元｜原價4,750元

抗老修護，拾回青春光亮風采

瑪登瑪朵｜板橋店3F

絢色Bra
推薦價9折／套｜原價2,040元-2,160元

集中、減壓、輕盈，漸層色彩印象深刻

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4F

Chloé Love Story小小愛情故事

特價990元｜限量20瓶

可置於手心的迷你大小，輕輕一抹，橙花與茉莉香氣輕盈飄逸

Kosuiya｜板橋店1F

OHANA MAHAALO限定禮盒

內含：輕香水30ml╳1 + 潤澤療癒護手霜50g╳1
推薦價1,000元

療癒任何時刻、任何模樣的你

SWEAR｜板橋店3F

撩波─芙蓉之戀

推薦價1,944元

溫柔包覆，外顯自信時尚

STUDIO A｜板橋店1F

iPad Pro 10.5
推薦價20,900元起

大螢幕的精彩視野，帶你進入全新境界

iPad Pro 12.9
推薦價25,900元起

#Love is charming #Love is unique



愛的用心款待
愛裝盛進餐食裡，溫暖每個飢腸轆轆的味蕾。

熊本拉麵｜板橋店B1F

唐揚親子丼套餐

特價168元｜原價188元

juicy唐揚雞佐柔嫩雞蛋，酥脆滑順好滋味

築間｜板橋店B1F

霜降牛肉鍋

推薦價268元 （需外加10%服務費）

料多澎湃，肉香湯甜

米哥｜板橋店1F

大蒜麵包（3個）

特價100元｜原價105元

香脆蒜香，是出遊的好夥伴

（右）櫻花蝦奶油手工Rasa麵

推薦價199元 （需外加10%服務費）

綠蓋｜板橋店4F

綠蓋茶 + 直薯

推薦價130元

聊天吃茶的絕配

#Love is warm

鬥牛士｜板橋店B1F

焗大蝦＋霜降牛排

推薦價356元 （需外加10%服務費）

豪邁入口，滋味無窮

薄多義｜板橋店5F

（左）松露奶油野菇手工Rasa麵

推薦價229元 （需外加10%服務費）

自羅馬時代流傳，德國和匈牙利的家庭料理，
亙古濃郁的手製Q彈，值得來一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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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店、新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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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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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限於板橋店、新板店跨店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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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1、 贈品兌換限板橋店、新板店消費之當日發票，部分活動兩店可跨店累計，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購買禮券、三聯式發票或板橋店│1F-Studio A、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
館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金額兌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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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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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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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完為止。5、 如需辦理退貨，所兌換之活動贈品須一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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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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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照身分證件或
誠品人APP任一證明，即可兌換。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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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中獎獎品市值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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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
留修改及取消活動之權利，更多活動內容，請見迷誠品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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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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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兒童館；板橋店
│1F-Studio A；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Family Mart、Alleycat's、春水堂；
2F-1010湘；3F-KIKI餐厅 。●本活動恕不與「全館滿額贈森活晴雨傘」、「寵愛媽咪美顏禮」活動重複
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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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Wed. - 5.15 Tue.

誠品人LOVE
獨享抽

4.14 Sat. - 5.13 Sun.

活動期間
每週六－週日

誠品人週末
森活禮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板橋店5F／新板店1F顧客服務中心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520元贈「氧顏森活 森果系列面膜」

乙片(價值102元，四款隨機贈送)。

自然系的保養專家《氧顏森活》嚴選高親膚性專利天絲羽翼布膜，活性有

效成份滲透肌底， 輕、薄、透的專利天絲羽翼布膜，榮獲歐洲最高等級藥

典醫學檢測標章，通過嚴格ISO10993檢測。

●活動期間每人每卡限換乙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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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兒童館；板橋店│1F-Studio A；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
全家Family Mart、Alleycat's、春水堂；2F-1010湘；3F-KIKI餐厅 。●本活動恕不與「全館滿額贈森活
晴雨傘」、「誠品人週末森活禮」活動重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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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Fri. - 5.13 Sun.

寵愛媽咪
美顏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活動期間至新板店指定樓層當日消費累計達指定門

檻，即可兌換贈禮乙份。

1F消費累計

滿90,000元，即贈「皇軒緣尊爵冰墨翠玉鐲」乙只

 (價值20,000元，限量5只)

2F+3F消費累計

滿30,000元，即贈「3M™淨呼吸FA-T20AB極淨型空氣清淨機」

乙台 (價值8,190元，限量3台)
滿60,000元，即贈「悅氏S·A·Y智慧型飲水機組合」乙組 (價值

16,700元，限量3組)

●各級距活動門檻，恕不重複兌換。●每人每日限贈乙只/台/組。●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
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兒童館；1F-全家Family Mart、春水堂人文茶館、Alleycat's；2F-1010湘；
3F-KIKI餐厅 。●飲水機組合為悅氏S·A·Y智慧型飲水機乙台+悅氏12L鹼性離子水5桶，其提貨方式：顧客憑提
貨券自行撥打悅氏客服專線，預約送貨到府時間（除離島外皆可配送），其他規範詳見提貨券說明。●本活動
恕不與「全館滿額贈森活晴雨傘」活動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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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Wed. - 5.15 Tue.

新板店獨享 
誠品人專屬好禮

4.11 Wed. - 5.15 Tue.

板橋店限定 
滿兩千抽好禮

活動期間於板橋店當日單筆消費滿2,000元，立享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獲得

「悅氏S·A·Y智慧型飲水機組合(價值16,700元)」、「晶泉丰旅-
泉音家庭客房住宿券四人住宿含早餐(價值13,280元)」等好禮。

●每人每日限抽乙次，限量500張，抽完為止。●本活動屬機會中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參全館
活動共同注意事項。●本活動贈禮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依現場實物為主。●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
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1F-Studio A；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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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卡卡友於活動期間至新板店館內指定專櫃單筆消費滿3,600元，即可現抵300元。

●滿3,600現抵300活動指定專櫃為：1F-SOFER、貫子設計、MO-BO、HERLS、SOBDEALL、People's Market、Buddha Rocks、Made in 
Heaven、MIRROR皇宣緣、檀僖珠寶、Queen Jocelyn；2F-FOOTER、twinwow、花柔自然萃、VITALSPA、Himalaya、Mountneer、歐法頌；
3F-巧手本舖、創意美術、CAPT.SUGAR、TICO、燃石小舖、希芙手工皂、Shekinah手工皮革、女。Isha Jewel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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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Fri. - 5.13 Sun.

新板店會員獨享
指定專櫃滿3,600
現抵300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活動期間至板橋店館內指定專櫃單筆消費滿3,600元，即可獲得300元
電子抵用券。

●滿3,600送300電子抵用券活動及抵用券可使用專櫃為：1F-PORTER、YEBOYO、Jingcl鏡客、NU derma、berji、POLINiQ；2F-ROOTS、
BAG TO YOU、vensers；3F-COWA、Pink、enepic。●本活動限板橋店當日消費發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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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銷貨明細資料。●電子抵用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間 
2018.5.11 Fri.-2018.5.31 Thu.止，逾期無效。●使用電子抵用券消費之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之累計金額及停車折抵。●如需辦理退貨，
所兌換之活動電子抵用券須一併退還；退貨時如未攜帶電子抵用券辦理退貨程序，須無條件同意依誠品所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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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Fri. - 5.13 Sun.

板橋店限定 
指定專櫃滿3,600
送300

4.11 Wed. - 5.15 Tue.

新板店獨享 
愛禮多一點‧
心意存99

活動期間，憑當日不限金額發票，即可至1F顧客服務中心享精選商品99元換購。

（數量有限，換完為止）。

1. SOFER-真皮零錢包乙個 (原價490元)
2. 歐法頌-法國Le Blanc小香皂兩入乙組 (原價199元)
3. TICO-昆蟲系列積木包乙份 (原價199-240元)
4. 花柔自然粹  植物洗髮精乙罐（原價150元)

●換購商品於服務台結帳後，需持商品兌換券至專櫃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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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4.

2.



Havaianas｜板橋店1F
Havaianas來自巴西的國民經典品牌，在葡萄牙語中是「夏威夷」的意思。第一雙Havaianas人字拖誕生

於1962年，概念來自日本的草編便民鞋(zori)，鞋板上的米粒紋也是Havaianas鞋款眾多特色之一！

吃豆子 eat beans｜板橋店3F
創立於2012年的吃豆子，愛惜台灣傳統技藝，結合早期琉璃工藝與織品應用，設計出新式異材質，

扣合商品設計，憑藉簡單的結構帶出豐富的各國花布，期盼透過最純粹的元素延續台灣美好的工藝記

憶！

mr. hair More Hair｜板橋店4F
頭髮先生（mr. hair）致力提供卓越的洗護商品，以最高規格的服務態度、以及最高標準的職業精神，

提供與頭髮先生（mr. hair）洗護專門相稱的難忘顧客體驗！

NICOFUN｜新板店1F
強調定製服務的品牌理念，NICO與台灣設計師團隊，發揮專業、時尚的超靈敏嗅覺，提出“服裝組

合新概念”，精心推出可自由組合、隨興搭配的服裝和配件，讓整體造型呈現低調的華麗視覺饗宴。

希芙手工皂｜新板店3F
希芙(Sif )，Sister, if you…

每個女人只要展現最有自信的一面，都有無限的可能。Sif，也是北歐女神的名字，一頭金色長髮是自

信的象徵，以她為名，我們期望女人的自信是能藉由基礎清潔就能獲得。

橙果樂園｜新板店3F
以『開發潛能、創造想像』的商品為主，無論是成人或孩童，皆能藉由玩樂的過程中引導出隱藏於內

心的潛能，培養出獨特的創造力。

USERWATS｜新板店2F
讓簡單的設計包含不簡單的使用思考，以自有工廠的背景，超過30年的模具經驗，用匠人的精神，打

造兼具智能與溫度的商品。

9cm動物園｜新板店2F
浪漫的一首獅、追求夢想的小長頸鹿、不在乎別人眼光胖胖的河馬妞、面惡心善的金鋼郎、除掉利牙的

溫柔鱷，還有更多性格獨特的動物們，來瞧瞧這些只有9公分高的動物們還有什麼話要說～

LOVE MORE 特別活動

其他活動快訊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TICO｜新板店3F
縱使微型到最小顆粒單邊長度4mm，將透過組成的產品，藉由創意無限的微型積木把內心所感受到的真

實情感做出更細膩的具體實現！傳遞你與我與他在情感上更強烈的共鳴。

真心話 這次不冒險
4/11Wed. - 5/12 Sat.｜板橋店5F 服務台

對關心照顧視了多少次理所當然，到嘴邊的感謝總又吞了回去…。

這一次，讓我們寫下對愛的告解，取得好好聚，身心飽餐一頓的門票。

活動期間於板橋店當日單筆消費滿520元，即可獲一張小卡，可寫下一首指定歌曲和愛的

留言，即有機會獲得雙人築間韓香火鍋餐點，共3組。

5/13還有機會被音樂創作人抽出，現場幫你唱出真心話！

●小卡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愛在藝起。軟陶餐具DIY課程
5/12 Sat.｜13:00-15:00｜新板店3F 巧手本舖

邀請巧手本舖老師帶領小朋友用繽紛安全且可塑性高的軟陶，捏出精緻蛋糕，完成專屬

的軟陶餐具。（課程含材料包、軟陶烘焙、製作教學。價值450元／建議7歲以上／限額

15名）

報名時間：即日起～5/6
報名方式：1.至新板店1F服務台繳費報名。2.於新板店3F任兩櫃不限金額發票，即可至1F
服務台免費登記。

愛聚板橋 Feel LOVE
5/13 Sun.｜16:00-17:00pm｜板橋店1F 

創作才子黃奕儒溫暖演唱，現場將發送限量朵朵玫瑰，一起和家人/愛人/友人共度花

香、音樂包圍的療癒時刻吧！

黃奕儒 Jeff
2012年從街頭出發，不斷地在城市中唱歌、寫歌，2015年透過網路募資，成功發行第一

張迷你專輯《夜光》，2016夏天線上發行單曲《Hi,Goodbye》。

現為華山文創園區駐園歌手並持續獲得好評，值得記得並記住的好聲音。

好好玩雲彩染   皮件手作課程
4/28 Sat｜13:00-16:00｜新板店3F SHEKINAH手工皮革

跟著皮革職人，動手完成獨一無二的雲彩染皮件。體驗一日藝匠的質感時光，

還可把成品帶回家喔！

報名費用：500元／人（含材料費，限額10位）

報名方式：至櫃上報名或洽0903-16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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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訊息 SPECIAL
DISCOUNT

 

1F  
 

2F  
 

3F  

 

3F  
 

4F  
 

5F  
 

1F  

 

1F  
 

2F  
 

3F  

YEBOYO
5/11-5/13，單筆消費滿1,288元，贈

正韓飾品一份  (隨機贈送)

 
POLINiQ

活動期間，凡單筆消費滿3,800元，即

可獲得珍心天然珍珠墜鍊乙條。

凡單筆消費滿6,800元，即可獲得

天然珍珠項鍊乙條。

 
樺琦屋

活動期間，商品滿 3 , 0 0 0 元折抵3 0 0元

(casio、特價商品除外)。

 
倍優

活動期間，單筆消費折扣後滿3000元，

即贈頭皮護理組。

 
鏡客Jingcl

4/01-5/31 配鏡獻愛心！

於活動期間配鏡消費，鏡客即捐100元給

喜憨兒基金會，鏡客眼鏡邀您一起做公益!

vensers
活動期間，單筆消費滿3,000元，即贈

小牛皮零錢包或卡片夾一只。

 
吃豆子 eat beans

4/11-4/30，吃豆子限定包款，可客製英

文刺繡姓名；櫃內消費不限金額，

贈母親節限定卡片。

COWA
活動期間，櫃上多重優惠活動：

●牛皮水桶包55折。(售完為止)
●七折折扣後達8,800元，即贈杯子乙

份。(55折商品不參與，贈品隨機贈送)
●七折折扣後達12,000元，

可現抵200元。

●商品定價12,000元以上，

商品可享8折優惠。

●購買全館第一件商品9折、第二件商品

8折，折扣後滿5,000元，即可加入

種子會員。(折扣限正價商品)

 
enepic 

活動期間，單筆消費滿 2,000元，

即贈Kir捲線器1個；

單筆消費滿 3,000元，

即贈Cava 卡瓦鑰匙圈1個。

贈品恕不累贈。

瑪登瑪朵
4／11-4／25 購買正品，享以下優惠

A. 9折後滿3,000元抵300元

B. 9折後滿5,000元抵600元

C. 滿萬抵2,200元

4／26-5／13 購買正品，享以下優惠

A. 滿3,500元抵600元

B. 滿5,500元抵1,000元

C. 滿萬抵2,200元

D. 限正品 滿3,500元滿額贈

手提肩背兩用帆布包

    限正品 滿5,500元贈 
雙色漸層保溫瓶

首席國際香水
活動期間，單筆消費滿2,000元，即贈

波蘭洋槐有機護手霜乙件。

 
mr. hair More Hair

活動期間，櫃上多重優惠活動：

●持誠品人會員卡，可享正品85折優惠。

●單筆滿1,500元，即贈

「商品現金券100元」 或 
「精緻環保玉米材質手機的家」乙個。

●單筆滿5,000元，即贈

「商品現金券500元」 或 
「精緻環保玉米材質手機的家乙個」或

「染髮安全革命：七角染髮捲

乙組」。

極野宴
●每週二持誠品人卡或極野宴會員卡來店

用餐，立享85折優惠

(國定例假日、特殊節日不適用)。
●每週四廠商特約日享88折優惠

(國定例假日、特殊節日不適用)。
 

Bannchan飯饌
活動期間，任點兩款豆腐鍋物以99元加價

購一份炸雞或炒豬肉/炒沙朗

(二擇一)。

MIRROR皇宣緣
活動期間翡翠、琥珀9折

單筆消費滿5,000元，即贈

福緣滿盈翡翠銅錢吊飾。

 
Queen Jocelyn

活動期間 7折起；誠品人會員卡

（正品）可享 65 折優惠。

 
檀僖珠寶

活動期間 85折起；誠品人會員卡

（正品）可享 9 折優惠。

HERLS
4／2－4／26     

全店消費滿4,800元即可成為VIP，並贈

VIP限定禮 鞋刷保養組

（價值499元；數量有限，換完為止）

4／27－5／16     
HERLS 「溫馨節日鞋鞋妳」

新品95折，滿3,400元送

「AVEDA 香氛沐浴乳 50ml」乙瓶

（數量有限，換完為止）    
 

SOBDEALL
4／16－5／13  全系列商品全面 9折；

滿3,000元、現抵300元，

註：不可再併用滿額現抵、百貨聯名95折

優惠、品牌VIP  8折、VIP生日折扣

 
SOFER

4／11－5／15    全櫃88折

（特價品除外）單筆消費

滿3,000元，即贈品牌購物袋。

twinwow
全館包款第一件85折，第二件65折，

消費滿3,500元，現抵300元。單筆消費滿

520元，即贈環保購物袋乙個。

 
Footer

全館襪款3雙585元、6雙1,080元、

10雙1,690元。

 
花柔自然萃

植物洗護類 全面8折。

 
歐法頌

單筆消費滿1,000元，即贈

法國 LE BLANC香氛包乙個。

單筆消費滿3,000元，即贈

LINDESA護手霜乙支(100ml)。  

CAPT.SUGAR 凱普頓時尚童裝
ZEBRA‧春季新品上市。

全館粉紅色商品特價優惠中。

 
SHEKINAH手工皮革

單筆消費滿1,000元，即贈

單釦集線器一個。

 
希芙手工皂

單筆消費滿1,200元，即贈

香氛擴香石一片（不挑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