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

首14日 滿千送百
誠品人會員及指定銀行回饋再加碼

指定香氛專櫃當日累計消費

滿3,000元送3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香氛加碼300元電子抵用券 x 1 張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元送5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 x 2 張

誠品人會員限定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10,000元送1,100元電子抵用券

滿20,000元送2,5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 x 4 張＋會員專屬100元電子抵用券 x 1 張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 x 8 張＋會員專屬100元電子抵用券 x 5 張

首7日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 

全館滿5,000元加贈150元電子抵用券 全台限量1,700份 內含│銀行加碼150元電子抵用券 x 1 張

全館滿10,000元加贈300元電子抵用券 全台限量950份 內含│銀行加碼150元電子抵用券 x 2 張

全館滿20,000元加贈600元電子抵用券 全台限量750份 內含│銀行加碼150元電子抵用券 x 4 張

●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當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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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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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會員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方可兌換。●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上述活動
抵用券使用期間：2018.9.27Thu.-2018.10.31Wed.止，逾期無效，抵用券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每張發票消費金額限參加一種滿千送百活動，不得合併兌換，指定銀行加碼回饋活動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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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專櫃消費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APP直接進行折抵。●「滿千送百活動」、「誠品人會員滿千送百加碼活動」、「指定香氛滿千送百活動」、「指定銀行加
碼回饋活動」恕不得與「即時回饋滿額贈」、「境外旅客限定禮」重複兌換。●「指定香氛滿千送百活動」配合專櫃：1F-adopt'法國香水、NU+ derma、EDN；B1F-乳油木之家、BsaB、嘉丹妮爾 Vecs Gardenia、OPI、
Mahoya、L'HERBOFLORE蕾舒翠、QUEEN OF SHEBA、蒂奧菲。布頓、SIELE、ALLOYA Forever Aroma、YANKEE CANDLE；2F-les nez香鼻子、AVEDA、Aesop；4F-iGzen愛居人、Février菲芙利、Neal's Yard Remedies&-
NEOM；5F-南法香頌、歐若莊園、奇蹟莊園、薑心比心、PERTH'S KEY、歐萊德、DATEMORE、阿原肥皂、大地之愛、沐時光、Noodle&Boo。●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滿千送百活動」、「誠品人會員滿千送
百加碼活動」與「指定銀行加碼回饋活動」消費金額累計：誠品講堂、5F-誠品畫廊、靜思書軒、Wowbaby、安垛小姐、MoonRock、GREAT ARCH；4F-CCLIFE 囍生活、Funboo Bag、刻刻；B1F-綠蓋茶．館、+10.
加拾、SUN FLOWER；B2F-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Watsons。●「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香氛加碼300元電子抵用券」與「誠品人會員加贈之100元及500元電子抵用券」僅限誠品信義店館內使用；以下
專櫃恕不得使用「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與「銀行加碼150元電子抵用券」：誠品講堂；5F-誠品畫廊、靜思書軒、Wowbaby、安垛小姐、MoonRock、GREAT ARCH；4F-CCLIFE 囍生活、Funboo Bag、刻刻；
1F-星巴克；B1F-綠蓋茶．館、SUN FLOWER、LEE特賣、+10.加拾；B2F-7-ELEVEN、晶碩光學、頂呱呱、麥當勞 McDonald's、星巴克、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屈臣氏 Watsons。●「香氛加碼300元
電子抵用券」、「誠品人會員加贈之100元及500元電子抵用券」則不得使用於以下專櫃：誠品講堂；5F-誠品畫廊、靜思書軒、誠品兒童館、Wowbaby、安垛小姐、MoonRock、GREAT ARCH；4F-誠品風格文具館、
CCLIFE囍生活、Funboo Bag、刻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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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星巴克；B1F-綠蓋茶．館、SUN FLOWER、LEE特賣、+10.加拾；
B2F-7-ELEVEN、晶碩光學、頂呱呱、麥當勞 McDonald's、星巴克、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屈臣氏 Watsons。上述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全
館250元電子抵用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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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加碼150元電子抵用券」適用店別：信義店、敦南店、松菸店、西門
店、武昌店、站前店、R79店、板橋店、新板店、台南文化中心店，詳細使用規範請依券面說明為主。●「指定銀行加碼回饋活動」須持台灣發行之指定銀行信用卡刷卡累計滿額，憑信用卡(或手機行動支付畫面)、同卡號
簽單及消費發票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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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各銀行採限量贈完為止，限量份數為全台活動共同計算；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實體卡與行動支付(限手機
綁定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刷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計算。本活動可與「週五玉山日」、「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使用街口支付及LINE Pay消費恕不得兌換。●使用抵用券消費之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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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贈品(抵用券/誠品點)需一併退還，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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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地點：B1F 贈品處／商場閉店後請至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

抵用券使用期間：9.27Thu. - 10.31Wed.止，逾期無效
2018 2018

●每張發票消費金額限參加一種滿千送百活動，不得合併兌換，指定銀行加碼回饋活動除外

9.27�u.-10.03 Wed.

9.27�u.-10.03 Wed.

9.27�u.-10.10 Wed.

9.27�u.-10.10 Wed.

誠品生活 ╳ FRED PERRY聯名毛毯
誠品行旅｜雙人套餐／住宿券

滿1萬 送1,100
滿2萬 送2,500

首14日 誠品人獨享加碼 會員滿額禮

10.11 �u. -10.24 Wed.9.27 �u. -10.10 Wed.

9.27       10.10

滿5,000
送500

2018
9.27�u. -10.24 Wed.

滿5,000送 
幽靈雙層杯

萬聖節限定滿額禮

10.22 Mon. -10.31 Wed.

行動會員卡、藝文活動、店別資訊、書籍查找
四大功能隨身行，立即下載!

誠品人 eslite  APP

eslite spectrum, your spectrum.

meet.eslite.com/tw
迷誠品網站



Barbour│1F

Slim Bedale三件組
特價18,800元│原價22,400元

經典不敗油布外套，日本限定設計剪
裁，加上保暖內裡背心與油布帽，
Barbour最完整的必備組合。

限量
25組

AESOP | 2F

玫瑰深層滋潤組 
特價3,960元│
原價4,500元
香芹籽抗氧化面霜 60ml＋
大馬士革玫瑰精露 25ml

K'space│1F

法國薇瓦瑞 │ 
PACOME系列
石洗純棉寢飾五件組

特價12,500元起
原價25,000元起

JPV 法皇凡登智能生活館 | 2F

Cado MH-C11U加濕霧化器

特價8,900元 |原價13,900元
加贈日本原裝P’S GUARD
除臭消菌液2.3L

限量
10件

QUEEN OF SHEBA│B1F

9.29、9.30 
乳香純皂150g 買一送一
乳香純皂50g   買四送四
乳香精油30ml買一送一

ASH│1F

ADDICT
特價9,720元│原價10,800元

黑／粉紅
兩色各色
限量15雙

Caspia Lili | 2F

Mila White
特價5,800元│
原價8,900元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誠品生活南西店單日累計消費滿1,500元，
並於活動期間內至任一活動店別單日累計消費滿1,500元，
即贈消費活動店別之300元電子抵用券

●活動店別 : 信義店/松菸店/敦南店/西門店/武昌店/板橋店/新板店/站前店/R79店/台南文化中心店/高雄大遠百店。
●抵用券贈送以活動期間內之消費活動店別為準。
例如： （1）9.27於南西店消費滿1,500元，10.01於信義店消費滿1,500元，活動將贈送信義店300元抵用券。

（2）9.27於敦南店消費滿1,500元，10.01於南西店消費滿1,500元，又於10.17在信義店消費滿1,500元，活動將贈
送敦南店300元抵用券與信義店300元抵用券。

●每卡單店限贈乙次，同一店不重複贈送。
●消費時請務必以本人會員卡或累計卡進行消費，以利系統順利撈取消費資料。如未於消費時提供，請務必於七日內至各
店顧客服務中心補登。未有消費紀錄者，恕無法提供贈點及扺用券。
●消費統計日期以發票日為準。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南西店 /B1 & 1F麥當勞、信義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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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店消費以館別為準，如於誠品信義店館內誠品酒窖、expo消費，均視為信義店。
●本活動不需至贈品處登記兌換，抵用券將於2018.10.26Fri.由系統自動匯入會員帳號。
●抵用券使用期間：2018.10.26Fri.-2018.11.30Fri.止。
●抵用券排除專櫃與詳細使用規範請依券面說明為主。
●使用抵用券消費之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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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用券需一併退還，若已使用則需退還抵用券面額之等值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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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8,000元，即可兌換
「誠品行旅The Chapter Café無國界旅人雙人分享餐」乙份

(價值1,650元 )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20,000元，即可兌換
「誠品行旅 In Between 海陸雙人餐」乙份 (價值6,380元 )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36,000元，即可兌換
「誠品行旅 雅緻客房住宿」乙晚 (價值16,000元 )

● 本活動不需至贈品處登記兌換，活動期間每卡各門檻限兌換乙次，單張發票限換單一門檻贈禮，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 本活動採系統計算消費金額後贈送APP電子兌換券，將統一於2018.11.05Mon.以APP COUPON券型式匯入中獎人【誠
品人APP】會員帳戶內，並於匯入時同步以簡訊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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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CCLIFE 囍生活、Funboo Bag、刻刻；B2F-
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
● 不可與「FRED PERRY聯名企劃 會員滿額禮」、「萬聖節限定 滿額禮」 活動重複兌換。
● 消費時請出示誠品人會員卡或官方版行動APP累計消費方可列入活動計算，活動不可跨會員累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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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行旅The Chapter Café無國界旅人雙人分享餐電子兌換券」、「誠品行旅 In Between海陸雙人餐電子兌換券」使
用期限至2019.3.31 Sun.，不分平假日皆可使用，唯平安夜、聖誕節、跨年夜、情人節、農曆春節期間、父母親節⋯等特
殊節日餐期無法使用，並依誠品行旅公告為主，其他使用規範詳見APP電子兌換券說明。
●「誠品行旅 雅緻客房住宿電子兌換券」使用期限至2019.3.31 Sun.，本券限平日週一至週五與週日入住，週六、
2018.12.29-2019.1.2跨年假期，及2019.2.06-2.08農曆春節不適用，其他使用規範詳見APP電子兌換券說明。

前往點數專區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0元，即可兌換
「bubblingplus Surprise 分子飲製作瓶 旗艦組」乙組

（價值7,500元，限量13組）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120,000元，
即可兌換「OSIM高跟妹妹 深藍限定運動款」乙台

（價值15,800元，限量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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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bblingplus Surprise 分子飲製作瓶 旗艦組」本組合內附含2組氣彈，採隨機贈送，恕不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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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CCLIFE 囍生活、Funboo Bag、刻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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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 Thu. – 10.31 Wed.

誠品點好好兌
再抽美國
自由行

9.27 Thu. – 10.10 Wed.

即時回饋
滿額贈

9.27 Thu. – 10.17 Wed.

南西開幕同慶
跨店消費
再回饋

10.11 Thu. – 10.24 Wed.

誠品人獨享
滿額贈
誠品行旅
美食驛站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憑誠品點10點，即可線上兌換週年慶限定商品優惠券
憑誠品點10點+指定金額，即可線上兌換品牌風格選物

於活動期間使用誠品點於迷誠品點數專區兌換任一商品，

即有機會抽中「美國自由行之旅」（價值236,000元，共1名）
獎項內含：聯合航空台灣、美國不限航點經濟艙來回機票二張、千禧國際酒店集團洛杉磯、紐約高級酒店
各兩晚、AQUA-ASTON 美國佛州奧蘭多旗下酒店住宿二晚、Alamo東西岸黃金組合雙週自駕遊租車、
Eagle Rider飛鷹騎士重機體驗，美國運通6,000元 EZfly旅遊金；1人中獎，2人同行。

●此活動需先登入迷誠品網站之點數專區方能參與點數兌換 (首次登入請先註冊網路帳號 )。
●活動期間，每筆點數兌換筆次視為一次抽獎機會，每人每卡不限抽獎次數。
●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誠品人或累計卡卡友，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
●商品兌換為誠品點即時扣抵，兌換完畢後，信箱收取點數兌換成功通知函才算兌換完畢。
●若因不可抗拒因素，取消點數商品兌換，該筆次的抽獎資格將同步取消；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網站或誠品人APP
【會員專區】中查詢。
●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得獎者於公告當日需仍為有效卡友方具領獎資格，得獎名單將於2018.11.12 M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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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指定期間2018.11.15 Thu.-2018.12.31 Mon. 辦理領獎，未於期限內於誠品指定店別完成辦理，視同放
棄兌獎資格。
●獎項所含交通、住宿與活動等詳細使用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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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美國旅遊推展協會蘇小姐連絡 info@discoveramerica.org.tw 。
●活動屬機會中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細請見全館活動注意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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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F贈品處/ 商場閉店後請至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



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即可以250元加價購；
或滿5,000元即可兌換「幽靈雙層杯」乙只

尺寸： （Ø）9cm × （H）11cm｜容量：360 ml ｜材質：耐高溫硼玻璃

●加價購：每張發票限加購乙份、滿額贈：每人/每日單店限兌換乙份，全台限量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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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與「FRED PERRY聯名企劃 會員滿額禮」、「誠品人獨享滿額贈　誠品行旅美食驛站」活動重複兌換。
●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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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單櫃單筆消費滿3,000元，即可享台灣本島免費宅配到府服務

●本服務限當日滿額方可享有，於消費滿額之專櫃即可完成宅配服務。
●本服務僅宅配常溫商品。
●為確保託運物品安全性，精筆、黑膠唱片、食品、易碎商品、非本館售出之商品及個人物品等，恕無法提供服務。
●單箱宅配商品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2 萬元 及重量限20 公斤（含）以下。
●送達天數與運送辦法依循台灣宅配通規定。
●活動依現場公告為準，誠品生活保留活動異動權利。

於B1F/4F/5F當日累計消費滿3,500元，即可兌換
「PERTH’S KEY-安古薰衣草胺基酸洗面皂 50g」乙個（價值490元）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個，限量290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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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F-金色三麥。

10.11 Thu. – 10.24 Wed.

享受即時
專區禮

10.22 Mon. – 10.31 Wed.

萬聖節限定
滿額禮 

即日起

單筆滿3,000
免費宅配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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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Thu. – 10.24 Wed.

活力日常
專區禮

於1F/2F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0元，
即可兌換「NU守護鍺 炫彩活力手圈」乙只（價值1,200元）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只，限量150只，共6色，顏色隨機贈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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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期間內使用街口支付最高享14%回饋
Part 1. 筆筆消費皆享2%店家街口幣回饋！

Part 2. 使用街口支付連結「銀行帳戶」或用「街口帳戶」付款，每週第一筆消費
再享10%現金 (單筆上限100元 )＋筆筆2%帳戶街口幣回饋！

●10%現金回饋：每人每週限享1次回饋，非各店各享1次；需於結帳前開通「街口帳戶」者方可享有現金回饋（開通需經過
實名認證+銀行帳戶或信用卡驗證），返現金額將匯至「街口帳戶」；若於結帳後才補開通「街口帳戶」者，恕不補發。
●現金回饋每週區間起迄：第一週9.27 Thu. - 10.03 Wed.、第二週10.04 Thu. - 10.10 Wed.、第三週10.11 Thu. - 10.17 
Wed.、第四週10.18 Thu. - 10.24 Wed.。
●返現回饋金與資訊可至街口支付APP中點選「我的」→「街口帳戶」→「帳戶餘額紀錄」內觀看；街口幣回饋金額與資訊可
至「我的」→「街口幣」內觀看。
●無法使用街口支付消費之專櫃，請洽詢現場專櫃人員或以現場公告為準。
●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街口支付APP公告為準，街口支付及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更活動之權利。

9.27 Thu. – 10.24 Wed.

街口支付
週週享好禮 

限時加碼活動 
單櫃單筆消費滿10,000元現抵1,000元

滿20,000元現抵2,000元 以此類推
首14日

les 100 ciels│maggie's love│MIRROR│Olivia Yao Jewellery│Barbour│NIKE

Marimekko│巢家居│Jia Plus│La Boite│伊織毛巾│Le Bonheur Design│SKAGEN

Richmond&Finch│超硬│透飾│Doughnut│Moshi│BeauJewelry│神話言│亞果元素│
奇比植作×Isha Jewelry│FicelleDisgnJewelry│Février 菲芙利│humming│Neal's Yard 
Remedies & NEOM│ I WANT SWEETS 愛望英國糖果屋│6ix pm│Handiin│
阿瑟利 Acheulean│VOVAROVA│魔梳工坊│FukuFuku｜賽先生科學工廠｜JEKCA

石尚自然探索屋│Nice to meet U│送子鳥│Goomi｜奇蹟莊園｜沐時光｜
Cipu｜牧莎記事｜沐伊孕補

R&F│S&T STUDIO│TAIWANIZE│PEPPER'S│SIELE│MANGO

SADOMAIN仙德曼│窩心燕窩│Diva Life│GNC│茶粒茶

1F
2F

4F

5F

B1
B2

9.27 Thu.             10.10 Wed.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即可以299元加價購；或滿5,000元
即可兌換「誠品生活 × FRED PERRY 聯名毛毯」乙條

FRED PERRY以品牌最為經典的月桂樹與雙滾邊線條，及今年秋冬推出的菱格紋圖騰，設計兩款藏家必
蒐的法蘭絨毛毯，做為您居家、休憩的溫暖陪伴。
尺寸：（W）90cm × （H）170cm｜材質：法蘭絨

design by   

起源於英國，由曾經征服世界四大網球公開賽贏得「大滿貫」至高無上榮譽的傳奇網球選手Frederick 
John Perry於1952年創立，並得到溫布頓的正式授權，以象徵公開賽最高榮譽的「月桂樹」標誌作為品
牌商標。1960年代從運動品牌，轉變到與前衛流行話題形影不離的關係，確立了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獨特
品牌風格地位。

●加價購：每張發票限加購乙份、滿額贈：每卡/每日單店限兌換乙份，全台限量4,210份，兌完為止。
●贈禮共2款設計，可挑選款式，各款贈禮數量有限，依各店實際庫存為主，兌完為止。
●本贈禮印刷染劑通過安全檢驗，敬請安心使用 ，相關注意事項請見包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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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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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與「誠品人獨享滿額贈  誠品行旅美食驛站」、「萬聖節限定 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
●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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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Thu. – 10.24 Wed.

FRED PERRY
聯名企劃
會員滿額禮 



TEL：02-2723-7118

■吉他、小提琴免費課程現場報名

樂器課程體驗：

■購指定款樂器/音響，即贈各項限量好禮

買即贈好禮：

YAS306數位音響投射器

12期零利率/每期1,492元

YEV104 靜音小提琴

12期零利率/每期2,067元

YDPS34 數位鋼琴

12期零利率/每期3,407元

DTX402K電子鼓

12期零利率/每期1,542元

■搭配指定銀行，刷卡分期零利率

分期零利率：

誠品信義店 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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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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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A ─
摺疊晴雨傘
乙份，限量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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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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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
期
禮
恕
不
加
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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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E│1F

NIKE SPORTSWEAR WINDRUNNER
男生連帽外套

特價1,990元│原價2,280元

i baby│5F

日本 iimo 兒童折疊三輪車
特價3,680元│原價5,380元

AESOP | 2F

玫瑰深層滋潤組 
特價3,960元│
原價4,500元
香芹籽抗氧化面霜 60ml＋
大馬士革玫瑰精露 25ml

Whitening Net│B1F

淨白美齒課程 三堂
特價3,599元│原價5,949元

淨白美齒課程 六堂
特價5,999元│原價11,880元

PLAYSOUND | 2F

SENNHEISER IE 80 S
高階耳道式耳機

特價9,900元│
原價13,900元

嘉丹妮爾Vecs Gardenia│B1F

舒敏淨白保濕卸妝水 200ml
特價437元│原價599元

超硬Ultrahard│4F

Traveler ／ Destn旅行後背包系列

特價2,200元│原價3,980元

艾芝園米食手工場│B2F

全商品買三送一

K'space│1F

法國薇瓦瑞 │ PACOME系列石洗純棉寢飾五件組
特價12,500元起│原價25,000元起

Noodle & Boo │5F

Noodle & Boo大瓶裝系列473ml任選三瓶
特價2,980元│原價3,840元

預購期間前30組及週慶期間前30組，
加贈Noodle&Boo純天然潔膚濕紙巾乙件
（80抽，價值420元）

Dienes Silver | 2F

卡洛琳耳環

特價2,580元│原價2,980元

 Les KARITÈS乳油木之家│B1F

乳油木明星保濕組

特價4,200元│原價7,420元

可可&乳油木滋潤霜 150ml×2＋純乳油木果仁脂 150ml＋
純乳油木果仁脂 30g＋乳油木全身保濕霜100ml

NaSaDen│4F

新無憂系列

特價4,500元│原價6,000元
加贈行李秤束帶乙個（價值599元）

梅子世家│B2F

大瓶養生梅精丸 
買四送一

Handiin手作日本鞄│4F

真皮肩背斜肩兩用包 
特價6,525元│原價8,700元

窩心燕窩│B2F

燕窩禮盒200g 
特價2,380元│原價2,800元

限量
5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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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 Perry│1F

月桂樹色調短夾克

特價9,980元│原價11,480元

VOVAROVA│4F

VOVAROVA × 莎莎－
厚片吐司側背包

特價1,343元│原價1,580元

CLUB1981│1F

MASTERMIND JAPAN
精選長袖T恤
特價8,800元│
原價15,580~23,580元

WIP│B1F

秋冬軍裝外套

特價3,990元│原價10,980元

軍綠／深藍兩色，男女共款。

SUMDEX | 2F

樂 .遊 防盜背包
特價1,990元│原價4,080元

古典玫瑰園│B2F

英國茶系列買二送一

ADOLE│4F

Triumphal arch長托特
特價3,490元│原價6,980元

Diva Life│B2F

黑巧克力片禮盒系列買一送一
以價高者計算，不得與其他優惠商品及優惠
活動併用

Barbour│1F

Slim Bedale三件組
特價18,800元│原價2,2400元

經典不敗油布外套，日本限定設計剪
裁，加上保暖內裡背心與油布帽，
Barbour最完整的必備組合。

old soles│5F

old soles鞋款全面88折
全櫃消費滿3,600元現折200元；
滿5,000元現抵400元；
滿10,000元現抵1,000元

Kent&Curwen│1F　

丹寧夾克  
特價12,720元│原價15,900元 

PEPPER'S│B1F

Audrey 牛皮信封長夾
特價699元│原價1,080元

MONDAINE | 2F

LUMINOX 雷明時 
海豹部隊經典系列腕錶

黑×白時標/43mm （Lm-A3001） 
特價9,900元│原價12,800元

一〇八抹茶茶廊│B2F

凡購買任一聖代，即享大判燒買一送一
售完為止

COLORSMITH│4F

後背包RB1351
特價1,200元│原價3,280元

限量
20組

信義店
獨家

限量
10組

限量
10組

限量
25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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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1F

ADDICT
特價9,720元│原價10,800元

奇比植作X Isha Jewelry│4F

永生花星空瓶

特價1,654元│原價1,880元

MASION PROMAX│1F

特價6,300元│
原價7,900元

石尚自然探索屋│5F

HANSA擬真玩偶

單件85折；任2件8折

Caspia Lili | 2F

Mila White
特價5,800元│
原價8,900元

Prolla│B1F

點點金屬漆鋼筆傘

特價980元│原價1,280元
共三色 

6ix pm│4F

時光漫漫精典印花洋裝

特價4,122元│原價4,580元

我愛豹豹 I Love Bow│B2F

原Q套餐

特價130元│原價160元
原味QQ ＋ 大杯凍檸茶

SADOMAIN仙德曼│B2F

手工壺、便當盒系列單件7折；第二件5折

 SPORT b.│1F

Logo尼龍兩用包
特價5,500元│
原價8,580元

mama's & papa's│5F

Silver Cross Wing
輕量秒收手推車

特價8,900元│原價11,900元

bhome | 2F

Baobab非洲編織系列  新品上市
Trano香氛蠟燭  Max 10
特價3,870元起│原價4,300元起
全系列7折

COWA│B1F

斜背包

特價3,840元│
原價7,680元

伊織毛巾 | 2F

伊織の花限定禮盒組

特價899元│原價1,080元

嘉丹妮爾Vecs Gardenia│B1F

舒敏角鯊潤澤精萃30ml
特價764元│原價899元

阿瑟利Acheulean│4F

隕石系列79折

限量
20組

限量
50組

限量
30組

黑／粉紅
兩色各色
限量15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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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ROR│1F

10.11-10.24
凡會員憑DM來店，並填寫

問卷，即贈富貴銅錢翡翠吊

飾乙個。（每人限領乙次）

Perth's key│5F

蘆薈溫和卸妝乳225g ／玫瑰果深層潔顏油220ml
／洋甘菊卸妝液220ml ／橙花保濕卸妝霜150g
任一款買一送一  
推薦價920~1,200元 
限同品項，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JPV 法皇凡登智能生活館 | 2F

Cado MH-C11U加濕霧化器

特價8,900元│原價13,900元
加贈日本原裝P’S GUARD
除臭消菌液2.3L

Mahoya│B1F

9.27-10.24
凡購買圜化琉璃精油瓶

加贈任意掛琉璃球精油瓶12ml
（價值680元）乙件 
特價830元│原價1,510元

 I WANT SWEETS 愛望英國糖果屋│4F

10.11-10.24
LIBER － PTL25 派對／婚宴套組：
英式藝術花布糖果盒（大）× 25 盒推

薦價2,250元
買一組送一組
花色可混搭，每盒含兩款英國進口傳統糖。

可夫萊堅果之家│B2F

牛軋餅彩盒系列四款：

爆漿牛軋餅（彩盒－春）、爆漿牛軋餅（彩盒－夏）、

爆漿牛軋餅（彩盒－秋）、爆漿牛軋餅（彩盒－冬）

特價750元│原價1,000元

可夫萊頂級藍莓餡250g
推薦價400元　買一送一

Winnie Jewelry│1F

10.11-10.24
凡購買任一商品即贈獨家

限量珍珠項鍊乙條。

（送完改以其他贈品替代）

牧莎記事│5F

10.11-10.24
精選美編材料包

同品牌買一送一或單選6折
精選楓木印章

同品牌買一送一或單選6折

MTG Wellness | 2F

全品項9折
誠品會員再享95折優惠

QUEEN OF SHEBA│B1F

9.29、9.30 
乳香純皂150g 買一送一
乳香純皂50g   買四送四
乳香精油30ml買一送一

humming│4F

10.11-10.24
刺繡迷你防水兩用後背包

加贈刺繡化妝包（價值550元）乙件
推薦價3,280元

GNC│B2F

9.27-9.30
優鎂鈣（60包／盒）× 2
加贈優鎂鈣（30包／盒）× 3＋
優鎂鈣（5包／盒）
特價3,980元│原價7,810元

10.01-10.24
三效魚油1500膠囊食品（60顆）
買一送一
特價2,050元│原價4,100元

優視30膠囊食品（60顆）
買一送一
特價2,951元｜原價5,900元

限量
10件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親親小姐│1F

親親小姐獨家代理品牌：D'ESTRËE、Céleste Mogador；
親親小姐新銳品牌：Karen Mabon、T&B、Année、Tamarzizt、
De Novembre...等。

單件9折，兩件以上85折。

達開．生活DECO COLLECT | 2F

老的東西，積累著過去的回憶；新的物件，演繹著當下的創新。 「老東西、新思
維」，新與舊的結合，呼應而不衝突，相互圓滿著生命延續的軌跡。

單筆消費滿1,000元，即贈[CUCKOO] 叉箸乙組。（不累贈，送完為止）

humming │4F

humming原意為開心時小聲地哼唱著歌曲的意思，運用刺繡來創作，詮釋傳達

出各種美麗幸福意象的設計品牌。

單筆消費滿1,200元，即贈刺繡胸針乙只（價值390元）。

Barbour│1F

英國百年服飾品牌，以防風防水經久耐用聞名，近年除堅持原創工藝，亦融合

流行趨勢，除受皇室愛用，也為各年齡族群青睞。

不限金額消費，即贈品牌鋼珠筆(限量30份 )。
單筆消費滿20,000元，加贈免費保養乙次 (價值2,000元 )。

JEKCA│4F

設計師Ronald是超級積木迷，愛玩積木，也在玩的過程中思考如何讓組裝好的

積木更穩固，因此設計出 JEKCA積木專用的螺絲。以鎖螺絲取代傳統膠水固定

的方式，讓辛苦完成的積木更加堅固。

魔梳工坊│4F

從設計、材質都選擇最適當的環保髮梳材質 ,讓你每日使用起來舒適善樂、不易
掉髮、按摩促進循環。一切的用心只為您、為了家人而製作。

即日起 -10.24期間櫃上消費滿3,300元享95折；
滿6,600元享88折。

LaVivana│4F

意大利手工珠寶La Vivana首間海外店，以傳統的Murano Glass手工玻璃製法，

為您呈獻最地道的意式風情。

FicelleDesignJewelry│4F

妃紗珠寶設計成立於2013年，飾品主要是以天然石搭配黃銅為基礎，
再加上水晶、鋯石、淡水珍珠及不鏽鋼 ...等多元媒材設計而成的輕珠寶。

誠品信義店獨家週年限定款組合價2,880元。

yogibo│5F

Yogibo是來自美國的懶骨頭專家，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活體驗，讓您擁有專屬自

己的悠式生活。

9.27 -10.3 全商品9折。
單筆消費滿12,000元，即贈Yogibo品牌提袋乙個。限量30個，送完為止。

unsimple│1F

Unsimple只專注生產兩種皮料，都是我們認為的夢幻逸品。皮料的美、樸質的

顏色、剛好的功能、不凡的細節，帶來質樸的生活美學。

單筆消費滿5,000元折500元；
單筆消費滿8,000元折1,000元。

那個市集│4F

成為你心中最特別的「那個市集」我們從宜蘭出發，從戶外市集策劃策展到實體

選物店。而我們相信，每個產品的背後必有一段特別的故事。每個品牌們對品

質的要求，經過每位創作者細心的手工製作，在這裡，我們找到的不僅僅是一

個有質感產品，更是一顆代表熱愛手作的心。

 FUKUFUKU│4F

日本四百年歷史傳統手工藝，全由工匠手工製作。



新丼│B2

我們是一個用天然食材熬煮高湯製作而成的丼飯專賣店，並採用有機蛋為丼飯

加分，讓您吃的美味、吃的健康，為生活加分，美味天堂 -新丼~就是心動

單筆消費滿500元，即贈無敵大豬排乙份 (價值130元 )。

HUNGER PALACE│1F

將會有一個永晝的光明之地，找到你將藏匿在心中放肆的狂想，當你的世界逐

一崩塌時，記得高舉雙手，撐住天空，進入HUNGER PALACE渴望殿堂，替
你抵擋住洶湧傷痛。

bouhaus│1F

bauhaus以獨到的眼光，藉由匯集國際品牌和新銳設計師品牌等不同商品，並結
合時尚潮流包含服飾、配件及配飾等，提供高質感購物選擇。

bauhaus 提供帶來話題時尚的品牌，讓消費者能接觸來自世界各國的好商品，藉
由bauhaus強烈的品牌特質及鮮明品牌形象挑選優質商品並定位風格，不止介紹
引領潮流的品牌，也帶來新銳品牌提供銷費者更多元化的選擇。

MIKO BEAUTE│B1

MIKOBEAUTÉ從女性頂級保養概念為核心出發，致力於最符合亞洲女性需求
的全方位肌膚身體美學課程。

SPA & SKIN SOLUTION的成立，引入高端護膚設備，搭配高效保養產品，打

造獨一無二立即有感的絕佳體驗，在奢華優雅的環境中，我們提出真正專業有

效的保養方案。

YANKEE CANDLE│B1

始終堅持著對蠟燭的熱情，YANKEE CANDLE提供超過150種以上香味的香

氛產品。也因格外注重環保精神，其氣味芬芳，但毫無污染之煙霧。

凡購買兩瓶瓶中燭L，即贈燭燈罩盤乙件（價值 780 元）
夜光燭買一送一。

老顧客憑簡訊消費滿688元，即贈Yankee Candle USB乙件。

DATEMORE│5F

女性保養交給黛墨，黛墨針對現代新女性在時間的壓縮與忙碌的生活中容易忽

略的小細節。首推DATEMORE針對私密處肌膚議題尋找解決方案，嚴選澳洲
昆士蘭珍貴的檸檬桃金孃，善用其特性，發揮抑菌減菌之效．以最親近肌膚弱

酸性的配方，開創pH4.2私密守護系列，讓私密處肌膚回歸健康本位。有效呈

現健康之美。

10.01帶領你感受私密處保養新體驗！
10.01 - 10.24任兩件88折。

茶粒茶│B2

茶粒茶以全食物營養的概念，用專利技術將茶葉製作成方便攜帶及沖泡的茶粒

茶，並研發出以薑及薑黃基底調配而成的各種養生系列商品。精選台灣茶及養

生飲品，與您一起分享健康。

凡購買暖心優惠組合（黃金薑黃黑胡椒粒90g× 2＋黃金薑黃粒90g× 2）
特價4,180元｜原價5,400元      加贈黃金薑黃粒50g（價值780元）

be*U│B1

be*U意指「be yourself」消費者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選配出自己最喜歡的鞋款，
圖案，色彩設計。尺寸上，首創首創「微距選配式訂做」尺寸系統：前後每個部

位可以分開選配尺寸，除了每0.3公分就有一段長度外，最特別的是，每個長度
有9-15種寬度，訂做的價位，只在1,980-3,980元間，就能擁有最符合自己的好鞋
子。

Blancy│B1F

blank&fancy簡約華麗風格的手作飾品，為妳打造隱約若現的美。

兩件95折；
三件89折。

TOOT│B1F

日本國產品質，以時尚潮流為使命的紳士內著品牌。不僅日本國內也向海外發

展中。

“TOOT設計玩心”與“日本匠（TAKUMI）的技術”融合與創造出TOOT JAPAN
品質。

先進的機能美，不拘束傳統個性化的設計，自然而成的符合男性身體需求的穿

著感，全集於TOOT的一件內褲。

Nice to meet U│5F

NICE TO MEET U是台北第一間專屬於寶寶的生活選品店，於2016年成立。

純白的店面、溫潤的木櫃，以及呈現寶寶實際生活的佈置空間，展示著獻給寶

寶的質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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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裝

生活不需要猶豫
即時行動邁向從今以後的美好生活

CLUB1981│1F

MAISON MIHARA YASUHIRO 
拼接撞色飛行外套

特價25,722元│原價28,580元

TAIWANIZE│B1F

唐領衫全系列

特價2,200元│原價2,480元

agnès b. | 1F

條紋上衣

特價3,400元│原價4,980元

TOUGH│B1F

連帽皮衣

特價13,300元│原價19,080元

KENT & CURWEN│1F

休閒外套

特價23,120元│

原價28,900元

Superdry│B1F

風衣

買一送一

Y-3│1F

M ARTWORK SS TEE
推薦價3,780元

FRENCH CONNECTION│B1F

法文長T
特價2,800元│原價3,580元

Fred Perry│1F

英式風格襯衫

特價2,680元│原價5,280~5,580元

WIP│B1F

刷破牛仔外套

特價2,500元│原價5,580元

流行長版風衣

特價2,980元│原價7,280元

卡其／黑兩色　男女共款

Barbour│1F

Engineered Garment X Barbour
聯名系列

全面9折

限量
10件

限量
15件 限量

40件

限量
30份

THE
ANNUAL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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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Take│1F

MOTHER 側邊刷色牛仔褲
特價6,280元│原價9,380元

FRENCH CONNECTION│B1F

印花長洋裝

特價4,700元│原價5,980元

團團│1F

酒紅色Play
双心女生針織上衣 
推薦價12,000元

TOUGH│B1F

玫瑰紅騎士領皮衣

特價7,900元│原價11,380元

ASPORT│1F

Heroine Sport CONVERTIBLE BRA
運動內衣

推薦價3,480元
Herione Sport LUNA PANTS
緊身褲   
推薦價4,280元

in│B1F

造型領上衣

特價2,200元│原價3,180元

：EMPHASIZE│4F

彩色方塊格紋背心洋裝＋  
蝴蝶結領子襯衫

特價3,000元│原價3,560元

salad │B1F

紫色連帽皮衣

特價12,230元│原價17,480元

les 100 ciels│1F

長版風衣

特價5,490元│原價10,980元

MANGO│B1F

MANGO 蘇格大衣
特價2,590元│原價3,790元

MANGO 迷情都會羊毛混紡大衣 
特價4,590元│原價6,990元

ARTIFACTS│1F

ADER ERROR 連帽外衣
推薦價16,980元

MONDADA│B1F

印象派假兩件造型洋裝

推薦價1,080元
黑白兩色

BAGMANIA│1F

LM 破損丹寧外套彩虹嘴巴
特價15,800元│
原價18,800元

R&F│B1F

純棉摺子洋裝

特價12,420元│
原價13,800元

WIP│B1F

騎士風皮衣

特價2,200元│
原價5,980元

限量
15件

限量
5件

限量
10件

獨家
優惠

獨家
優惠

女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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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na│1F

戒指

特價3,360元│原價6,960元

SKAGEN | 2F

經典女錶

特價4,200元│原價6,000元

Olivia Yao Jewellery│1F

Iiris 手環
特價3,420元│原價3,800元

Waterize透飾│4F

不對稱花朵透飾耳環

特價888元│原價1,180元

Tiimec│1F

KLASSE14  Volare Sea Collection
推薦價7,880元
（36MM）搭贈同色系皮錶帶一條

奇比植作X Isha Jewelry│4F

細緻單鑽純銀項鍊/手鏈
特價799元│原價920元

售完為止

親親小姐│1F

Karen Mabon桃色小丑樂園絲巾
特價7,200元│原價8,880元

PANDORA | 2F

9.27-10.08
單筆消費滿10,000元現抵200 元
9.27-10.24
全品項買三送一
部分商品不列入計算，
詳情請依櫃上公告為準

silvertwinkle│4F

三種幸運手工純銀手鍊

特價1,088元│原價1,280元

NU守護鍺│B1F

尊爵款系列 買三送一
特價11,940元│原價15,920元（四件）

MIRROR│1F

星辰月光琥珀手鍊

特價8,900元│
原價17,800元

Swatch | 2F

Skin Irony系列
推薦價4,750~6,300元
共八款，消費滿3,800元，
即贈神秘贈品。

Single│1F

GUCCI
推薦價15,900元
CHOLE
推薦價18,800元

Miestilo│4F

甜心鎖骨鍊

特價980元│原價1,680元

Winnie Jewelry│1F

維多利亞珍珠項鍊

特價8,600元│
原價13,800元

特菓子│4F

與你扣一起鎖骨鍊

特價750元│原價990元
共二色

unsimple│1F 

unsimple皮革金／銀腕錶
特價4,212元│原價4,680元 

Le Bonheur Design | 2F

仙氣飄飄耳掛

特價1,580元│原價1,980元

La mode│B1F

HORIEN系列墨鏡

特價1,680元│原價3,980元
兩副2,580元

Blancy│B1F

縈繞珍珠耳環

特價290元│原價390元

純銀百搭鋯石項鍊

特價690元│原價980元

限量
10組

限量
10組

限量
20組

限量
各10件

飾 品

配 件 限量
5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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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piece│1F

MSPC經典系列－

特殊防水尼龍高機能隨身包

推薦價5,300元

MASION PROMAX│1F

立體剪裁包

特價3,850元│原價5,500元

 灰/深藍/黑三色

Doughnut│4F

Doughnut × 盧廣仲聯名限定款－
防潑水有禮貌後背包

特價2,533元│原價2,980元

Y-3│1F

Y-3 MINI BAG
推薦價6,780元

COWA│B1F

真皮兩用提包

特價6,487元│原價9,980元

PORTER | 2F

HUNTER系列
特價2,900元│
原價4,150元

FREITAG | 2F

F560 STERLING
推薦價8,310元
凡消費滿6,000元，
即贈名片夾

PEPPER'S│B1F

真皮船型包

特價3,420元│原價3,800元

OBEIOBEI│1F

義大利 Delle Cose －
黑色馬皮革兩用包

特價27,200元│原價32,000元

expo│4F

Mustikka藍莓福春/棉麻布包
全面88折

KWANI│1F

鉚釘後背包M
特價3,312元│原價3,680元
折扣時間為 9.27-10.10

Moshi│4F

Helios Mini 時尚雙肩迷你後背包
推薦價3,600元
凡購買任一包款，
即贈 Moshi 抗UV自動傘（價值1,090元）

BEAMS│1F

Manhattan Portage
推薦價2,590元  
共彩色／迷彩二款

東京企劃│B1F

Erica 艾莉卡
撞色2way水桶包
特價1,680元│
原價1,880元

PIQUADRO | 2F

時尚輕量牛皮後背包

特價6,700元│原價13,560元

SKAGEN | 2F

經典女包

特價8,360元│原價11,950元

限量
20份

限量
20份

限量
3個

限量
8組

信義店
獨家

鞋 包
誠品
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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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1F

LEGEND
特價5,440元│原價10,880元

CLUB1981│1F

MAISON MIHARA YASUHIRO X DC 
聯名款球鞋

特價5,472元│原價6,080元

ARTIFACTS│1F

Golden Goose仿舊塗鴉休閒鞋
推薦價17,980元
both 橡膠厚底休閒鞋
推薦價15,980元

Y-3│1F

Y-3 HARIGANE
推薦價16,980元

STORY LEATHER│B1F

style 證件夾
特價1,588元 ｜原價2,188元

salad │B1F

鉚釘流蘇包

特價5,720元│
原價8,180元

be*U│B1F

手工訂製鞋

特價1,880元│原價2,480元 

TOUGH│B1F

時尚牛皮後背包

特價7,400元│原價10,580元

限量
9雙

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時尚盛事 VOGUE Fashion's Night Out邁入第十年，今年將晉升為城市活動，
與台北市文化局共同打造出第一屆台北時裝週。以國際時裝週規格，攜手Mercedes-Benz、各家百貨通路、時尚品牌、設計師跨界合作，

從「時尚，現在式怎樣」創意街區、跨界合作的時尚快閃店，新秀舞台，極致創意的國際品牌及台灣設計師的時尚大秀，

以及重量級的國際時尚高峰論壇，請你千萬別錯過這一連串精彩活動，一同感受台北源源不絕的創意能量！

2018第一屆 台北時裝週
VOGUE全球購物夜十週年

香堤市集

國際時尚高峰論壇

2018時尚大秀

9/28-10/21

10/12

10/13-10/14

 FASHION     MUSIC     VISUAL     CULTURAL

2018台北時裝週#TaipeiFashionWeek   #VogueFNO   #MercedesBenz

主辦單位 合作夥伴

VGCN264-024-W230mm*H315mm.indd   2 2018/8/28   下午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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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1F

買四送一   
任選四款30ml淡香精，即贈限量金屬
玫瑰30ml（原價660元，限量香只送
不賣，送完為止）

LIVING PROJECT│4F

PADDYWAX Confetti 系列蠟燭
推薦價630~1,250元
誠品會員9折

Bannies' Pashmere | 2F

AGRARIA全面85折
經典苦橙/ 鳳仙花 / 薰衣草系列

薑心比心│5F

薑氛按壓組

按摩油200ml 任選三件
特價1,499元│原價2,070元

Richmond&finch│4F

Lisa&Sara擴香＋香水
特價3,560元│原價3,960元

O’right 歐萊德│5F

任選O’right洗髮精／沐浴乳

400ml （不含咖啡因系列 ）四件
即贈咖啡因洗髮精400ml
特價3,120~3,520元
原價4,100~4,500元

iGzen愛居人│4F

URBAN Rituelle澳本儷萃 
清新檸檬草香氛組

擴香枝190ml＋蠟燭400g
特價2,554元│原價3,360元

DATEMORE│5F

全效守護組

特價1,188元│原價1,310元
慕斯100ml＋隨身瓶 25ml＋植淨私密皂乙個

AVEDA | 2F

AVEDA會員購買產品發票金額

滿10,800元
即贈 好禮／積點二選一 
（不得與其他優惠活動併用）
1. 經典純香旅行組純香旅行組內含：純香沐浴
乳50ml＋純香美體潤膚乳50ml＋復原配方洗
髮精50ml＋復原配方潤髮乳40ml＋復原配方
強效護髮乳25ml＋復原配方修護精華40ml＋
泡沫雕50ml（價值2,700元）
2. 會員積點280點

歐若莊園│5F

有機單方純露系列三件8折
推薦價1,200~1,500元

les nez | 2F

Baija PINK MOON －玫瑰覆盆子套組

（擴香禮盒100ML＋補充液200ML）

特價2,400元│原價3,200元

加贈乳油木護手霜 限量10組

大地之愛│5F

Weleda白樺木勻按摩組
特價890元│原價1,799元
Weleda白樺木勻體按摩油100ml＋按摩刷乙個

Février菲芙利│4F

Argandia有機身體乳200ml 兩件79折 
特價2,338元│原價2,960元

奇蹟莊園│5F

換季賦活組

特價1,699元│原價1,938元
賦活油30ml＋沐浴乳380ml

Neal's Yard Remedies&NEOM│4F

Neal's Yard Remedies 野玫瑰亮采萬用霜組
特價1,900元│原價2,840元

NEAL'S YARD REMEDIES 野玫瑰亮采萬用霜50g＋
NEAL'S YARD REMEDIES 野玫瑰亮采萬用霜15g

沐時光│5F

沐時光泡湯禮盒

特價1,880元│原價2,620元

普羅旺斯薰衣草精油10ml＋溫泉青磺皂
乙個＋大屯火山溫泉泡湯粉×8

限量
50組

限量
20組

限量
100組

限量
50組

香 氛 保 養

指 定 香 氛 專 櫃 滿 3 , 0 0 0 送 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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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信義店 5F

阿原肥皂│5F

艾草素面水150mL兩罐
特價2,388元
原價2,960元

ALLOYA│B1F

ALLOYA水性香氛環保指甲油－

亮片系列　任選兩瓶

特價747元│原價996元

BsaB│B1F

香氛精油擴香組200ml＋50ml
特價2,680元│原價3,660元

SIELE│B1F

金萃迴齡精華組

特價5,800元│原價12,060元

金萃迴齡精華＋肌因智妍潔顏慕斯＋
蘆薈去角質＋金萃迴齡賦活水凝露＋
花卉面膜2盒

南法香頌｜5F

馬賽皂洗衣皂絲1.5kg
特價1,380元│原價1,970元

加贈圓筒禮盒＋去漬粉

OPI│B1F

膠感特輯

如膠似漆系列任選三瓶

即享＋1元多一件
特價2,041元│
原價2,720元 (新色恕不折扣 )

蒂奧菲‧布頓│B1F

喚顏美肌無暇組

特價3,200元│原價3,800元

喚顏海洋導入油30ml＋
活顏米萃晚霜75ml

 Les KARITÈS乳油木之家│B1F

乳油木經典護髮組

特價2,830元│原價4,980元

乳油木滋養護髮膜500ml + 乳油木滋養護
髮膜300ml  + 乳油木輕柔洗髮乳 50mlx2 
+ 乳油木輕柔洗髮乳 5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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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居

傢 飾

誠品信義店 B1F

K'space│1F

法國薇瓦瑞│ 手工編織地毯、凳子7折
特價8,900元起
凡購買凳子，即享1,999元加購椅套乙件

Jia Plus | 2F

JIA Inc.竹華廚刀系列／雙面砧板
任選兩件85折

北歐櫥窗 | 2F

Vitra .03 Stacking 彈性單椅
特價16,830元│原價18,700元

O!Balloon│1F

make a wish
特價2,580元│原價3,040元

La Boite | 2F

Lauren Dickinson Clarke
英國人臉杯盤／蠟燭

系列8折
特價1,200~2,400元
原價1,500~3,000元

榆果家飾 | 2F

室內風格觸控鏽鐵燈

特價2,574元│原價2,860元

Beutii | 2F

One amadana 廚房家電五件組
特價6,760元│原價9,250元

微波爐＋烤箱＋電磁爐＋電飯鍋＋快煮壺
前二十名加贈日本製白瓷烤盤

OSIM | 2F

OSIM 白馬王子按摩椅
特價143,800元│原價168,000元

月付5,800 元／24期分期0利率／頭款4,600元 
（不含選配）

限量
10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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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開•生活 Deco Collect | 2F

雙人四季薄被180x210
特價5,382元│原價5,98 0元

共五款
9.27-10.15享九折優惠，加贈環保購
物袋乙個（此活動不得與誠品會員95折
併用）

FUKU FUKU│4F

青富士＆赤富士 筷子組
特價880元│原價1,060元

白房子│4F

壁飾支架屋白房子

特價25,000元│原價28,800元

有物生活│4F

旅行組

特價1,700元│原價1,980元

茶壺＋杯子×2

青石│4F

TERRANCE藍芽喇叭
特價4,580元│原價4,980元

含LED燈＋藍芽音響＋行動電源 頑食概念餐廳│4F

戽斗星球造型馬克杯 任兩件88折
特價1,742元│原價1,980元

十二籃主題市集│4F

胡桃實木收納盒

特價1,100元│原價2,550元

yogibo │5F

MAX 大型懶骨頭沙發 95折
特價10,260元│原價10,800元

凡購買490元以上商品，即贈防水後揹包乙只
（每人每日限兌換ㄧ只）

巢家居 | 2F

柳宗理鍋具組

特價2,530元│原價3,660元

柳宗理網紋單手鐵鍋25cm（附不銹鋼蓋）
＋不鏽鋼服務夾（有孔）

獨1無二│4F

彩色長條翻頁掛鐘

特價2,380元│原價4,680元

NICOPY│4F

法國麵包抱枕組

特價2,500元│原價3,700元

100cm大法國抱枕＋
焦糖法國麵包抱枕

神話言│4F

花饌四季 小乾隆茶器－菊花（秋）
特價2,533元│原價2,980元

聽見幸福│4F

日本珠寶音樂盒 9折

魔梳工坊│4F

原木按摩梳

特價199元│原價390元

JEKCA│4F

JEKCA積木 
凡單筆購買大＋小，

即享第二件5折
（以價低者計算）

GAZO 傢作│B1F

凡購買180公分雨豆桌面＋桌腳
即贈限定單椅兩張  
特價38,000元│原價50,800元  
桌板價格因每張紋路不同皆有差價，實
際價格依現場標價為主

賽先生科學工廠│4F

科學感溫變色杯

原價417元│特價490元

伊織毛巾 | 2F

伊織LINE毛巾地墊
特價1,080元
原價1,380元

限量
15組



9.27 ＿10.10  5,000 500

貝登堡手創館│5F

夢幻白9吋壓模機 
特價4,199元│原價6,800元 

資深會員另享249元加購
壓模機專用灰色切割墊
 （ KK09-CM價值450元）

Goomi│5F

保暖居家服（薄）

特價899元│原價1,199元

風物語│5F

磁性建構片 炫彩奇蹟 258pcs
特價14,800元│原價22,800元
加贈 雲霄飛車探險組64pcs（價值5,980元）

Happy Land│5F

美人魚珠寶盒課程

特價5,600元│原價8,000元

I Love Sprinkle│5F

Aiden黑色休閒鞋
特價1,080元│原價1,380元

沐伊孕哺│5F

哺乳必備超值七件組合包

特價1,699元│原價2,630元

真空吸力集乳器／擠乳器110ml（含蓋）
＋超柔軟可洗式防溢乳墊4入＋站立式壺
形母乳儲存袋30入＋站立式輕巧母乳袋
120ml30入＋瞬吸拋棄式防溢乳片30入＋
瞬吸拋棄式防溢乳片12入＋MOOIMOM撫
紋緊實乳液30ml

Toy World│5F

迪士尼迷你公主套組

特價1,999元│原價2,798元

迪士尼迷你公主轉轉樂園人物與交
通工具＋迪士尼迷你公主轉轉樂園
樂佩城堡

彩虹森林│5F

小熊九宮格遊戲組課程

特價4,800元│原價6,000元

Kids mall│5F

精選圍裙洋裝

第二件6折
全館消費滿2,000元
現抵200元

Baby Crown│5F

美國aden＋anais 新生兒絲柔（竹纖維）
包巾3入組－蘋果系列
特價1,490元│原價2,200元

創意美術│5F

報風景／花卉進階班1期　
特價1,5000~1,8000元
原價16,765~20,065元

其中1幅贈加大15號

亮亮積木│5F

發明者系列－30 in 1電動變形多組
特價1,590元│原價1,990元

加贈組裝課程乙堂

mombabyfun│5F

Luvena Fortuna 包屁衣套裝6件組
特價799元│原價1,150元

Tomali Boutique│5F

美國Toyish創意組裝玩具－佛朗明哥舞者 
美國Toyish創意組裝玩具－極速賽車弗雷德 
特價693元│原價990元

Nice to meet U│5F

公雞探索布書

特價1,350元│
原價1,690元

鍾愛一生│5F

Playmobil 城堡 
特價3,999元│原價5,299元

TAIWANIZE│B1F

童裝有機棉Ｔ恤

特價3,008元│原價3,760元
第二件6折

123手創館│5F

拼豆課程優惠 買10堂送4堂
特價3,000元│原價4,200元

限量
20組

每日
限量
10組

親 子

生 活



專案詳參宜蘭傳藝老爺行旅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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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Oct.

9-10

LIS教育講座
培養孩子的科學思維，從親子間的互動開始 
9.29 Sat.│13:30 - 15:00、15:30 - 17:00

LIS團隊過去致力於研發公益科學教材，至今全台灣有超過兩萬個孩子，六千多名的老師與家長使用，我
們將分享過去這五年來帶國中小學生學科學的經驗，讓孩子擁有科學思維和學習動機。

第一場：面對孩子的好奇與問題，大人可以怎麼回答，培養孩子用科學思維自己找到答案。

第二場：科學其實離生活並不遠，日常生活的的東西其實就可以親子動手玩科學，是玩也是學！

●主辦單位｜ LIS科學教材研發團隊
●報名限制｜第一場限家長報名、第二場為親子報名，報名錄取會email通知

大地之愛媽媽教室
10.18 Thu.│ 14:00 -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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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格媽媽教室
●授課講師｜胡軒豪 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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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人，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桂格╳誠品媽媽教室
孕期及寶寶營養補給大解析
10.04Thu.│14:30 - 16:00

每個寶寶都是爸媽的心肝寶貝，在他還沒有出生之前，很多父母親就已經幫他們做好準備了，孕期保

健食品、懷孕的用藥安全、嬰幼兒用藥須知等，一直是準媽咪最關心的議題之一，現在桂格x誠品媽媽
教室特別邀請前榮總藥師 胡軒豪，告訴各位新手媽咪正確用藥觀念以及常見錯誤觀念釐清。下半場由
桂格專業的營養師教導孕媽咪們從孕期開始攝取關鍵營養，讓寶寶頭好壯壯迎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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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婦及育有未滿六個月寶寶的媽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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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人，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福袋禮｜初次報名參加者可獲得福袋禮乙份

報
名
連
結

報
名
連
結

報
名
連
結



9.27 ＿10.10  5,000 500

歡樂小食

風和家Say Cheese Cake! │B2F

凡購買任一款生起司蛋糕，即贈

古早味原味蛋糕兌換券乙張　

價值125元，使用期限10.25-11.24

Magi Planet星球工坊│B2F

凡購買商品，即享79元加購

爆濃起司爆米花

特價79元│原價110元

KIKI│4F

Kiki乾拌麵
推薦價199元
共小醋拌麵／老醋辣麵兩款

Häagen-Dazs│B2F

9.27-9.30、10.21-10.24
冰淇淋買兩球送一球 

蛋糕五吋以上85折優惠

頑食│4F

戽斗星球爆米花／蛋捲 同款兩件88折
特價554元│原價630元

每日
限量
20組

誠 品

美 食



9.27 ＿10.10  5,000 500
完美送禮

美味一膳

天仁茗茶│B2F

凍頂烏龍茶150g ／阿里山茶150g 
同品項兩罐　

特價1,388元│原價1,600元

光合箱子│6F

手工黑糖堅果優格

特價80元│原價100元

奶油蛋燻鮭魚

特價288元│原價330元
低消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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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iviers & CO. | 2F

松露珍饌禮盒

推薦價4,920元
O&CO橄欖木禮盒（大）＋義大利
白松露風味橄欖油100ml＋義大利
黑松露&牛肝菌醬 90g＋橄欖油
漬夏季松露 25g＋義大利白松露&
卡斯特馬諾醬80g＋義大利白松露
香鹽30g＋經典義大利細麵-夏季
黑松露風味250g

吉豚屋│B2F

壽喜牛雞排丼／胡麻四季豆／

酥炸海老

特價249元│原價263元

阿爾卑斯│4F

阿巴黎甜點風味茶12入精緻紙罐裝

不限商品加購價279元
（每筆消費限購3罐）

 特價339元│原價399元

頂呱呱│B2F

豪華香雞餐

特價185元│原價220元

辣味雞塊×1＋黃金雞塊120g
＋地瓜薯條180g＋甜甜包×2
＋30元飲品
（飲品＋20元可換購蜂蜜水）

Bonnie Sugar│B2F

Bonniesugar Oh Yeah 文青禮盒
推薦價480元
三種熱門口味小塔
（4吋10公分手捏塔派）
1.口水流下來酸溜溜檸檬塔
2.天天想念新鮮藍莓乳酪塔
3.曖昧滋味花朶草莓手工派

宴滿川│B2F

任選兩份套餐

即贈銀絲卷乙份

特價416~426元│
原價486~496元

有物生活│4F

台灣茶款系列任選兩件

特價799元│原價980元

高川鰻食堂│B2F

蒲燒鯛魚腹飯

特價100元│原價115元

儂特利LOTTREIA│B2F

雙人套餐

特價330元│原價370元

鮮蝦漢堡＋鐵板燒肉堡＋大薯條＋
炸雞 ×2＋冰紅茶 ×2

金色三麥 LE BLE D'OR│B1F

干貝海鮮燉飯南瓜盅

推薦價680元
（不含10%服務費）

Supreme Salmon美威鮭魚│B2F

明太子烤鮭魚排套餐（附白飯）

推薦價290元
凡購買套餐，即享飲料免費升級大杯玄
米茶／檸檬紅茶。套餐含：明太子烤鮭魚
排（附白飯）、鮭魚茶碗蒸、鮮蔬沙拉、
開胃小點、手工甜點與茶飲

温野菜│4F

消費滿1000元即贈
100元券乙張
（使用期限至11.31）

誠品
獨家

每日
限量
50份



BEANPLUS｜3F 知味市集

BEANPLUS
My Dutch Colddrip X5冰滴組
推薦價3,680元
專為咖啡重度愛好者所設計的獨家
雙濾杯，無論是冰滴咖啡、手沖咖
啡，還是冰滴茶，都能一次滿足。

Beutii｜2F

BALMUDA—The Toaster K01J-KG 蒸氣烤麵包機
特價7,990元│原價9,990元
買就送原廠麵包刀

BALMUDA的The Toaster蒸氣烤麵包機能夠透過少量的水製
造蒸氣，結合傳統烤箱的優勢，讓吐司烤出外酥內軟的口感。
烤出來的吐司外觀呈現酥脆的焦糖色，內部則依舊保有吐司鬆
軟的口感，抹上新鮮奶油就是個完美的早餐。

Beutii｜2F

BALMUDA—The Pot K02D 百慕達手沖壺
特價3,690元│原價4,690元
買就送HARIO V60咖啡濾杯

「為了讓廚房體驗變得更有樂趣」，用美好的手沖壺療癒日常生活，
像是做一頓早餐給孩子、或是自己沖煮一杯好喝的咖啡BALMUDA 
The Pot每一處的角度都經過精心設計，讓使用者不管是沖泡咖啡、
茶或是泡麵等任何需要熱水的時刻，都有愉悅的廚房、餐桌體驗。

eslite café｜2F

Wake Cup 喚醒一天的活力
推薦價35元/包

100元/三入；200元/盒

單品級濾掛咖啡豆，三種不同風
味任君挑選，喚醒一天的活力

FIELD DAY｜3F 知味市集

踏青日有機蘋果醋

推薦價360元
採用加州蘋果釀造，不含糖、無過
濾，可調製沙拉醬、醃製泡菜或直
接稀釋飲用，開啟完美的早晨！

哈肯鋪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B2F

鮮蔬洛神。脆皮吐司 推薦價58元
鮮蔬堅果。可頌 推薦價60元
每日AM10:00前，享飲料加購優惠20元
（紅茶／綠茶／美式咖啡）

ATSIAMSIGHT CO., LTD.｜3F 知味市集

CHABATREE Limpid握把托盤
推薦價1,380元
泰國手工製作天然柚木托盤，無論是沙拉、烤
牛肉、三明治⋯⋯各式餐食都能在托盤上完美
呈現，胃口好、心情更好。

01 03

04 05

02

06 07

03 04

01 02

05

07

早晨之美 給自己更有精神的
元氣早餐

天天來誠品知味市集
餐餐贈50元買菜金
憑B2F美食街消費發票任三張，或2F eslite Café、3F eslite TEA ROOM 
消費滿600元發票，即可至3F誠品知味市集櫃台兌換50元買菜金。

憑3F誠品知味市集消費滿600元發票，即可至3F eslite TEA ROOM享
下午茶Tea Set 85折優惠、2F eslite Café 酒水飲品外帶8折。

兌換發票之日期區間為2018/10/05 - 10/21；誠品保留修改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詳細活動內容依現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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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味市集｜3F

佐藤商事株式会社｜

柳宗理單手鍋／霧面 22cm／附蓋
推薦價4,380元
獲得日本工業設計界最高榮譽「Good Design大賞」。
以18-8不鏽鋼為材料，經特殊表面處理，堅固、耐久
且方便使用。

菲芙利 Février｜4F

橄欖木餐具系列

餐具系列全面9折｜原價350－6,500元
每一塊擁有工匠溫度手感! 來自義大利Calabria橄欖原
木聞名全歐洲。富含油質、硬度高、獨特木紋不易發
霉。工匠們保留橄欖木原有溫度，堅持不上漆、不上
蠟，讓生活注入點溫度之外也回歸於無毒天然。

Supreme Salmon 美威鮭魚｜B2F

精選鮭魚菲力—羅勒鹽麴

推薦價249元
以鮮摘細切的羅勒加入鹽麴增添風味層次，清雅的
羅勒香味與鹽麴絕佳的組合，更能帶出鮭魚的鮮美
滋味。

誠品酒窖｜B2F

2013 Beaune Les Teurons, 
Dom. Bouchard Pere et Fils
推薦價2,240元
在一天的辛勞後，來一瓶Bouchard的紅酒搭配著晚
餐，清爽的薄荷香氣與醇厚悠長的尾韻，放鬆緊繃
的情緒，撫慰疲憊的身心。

知味市集｜3F 

湯瑪仕肉舖｜極品牛肉料理包

推薦價360元
精選澳洲穀飼牛肋條，軟嫩多汁的肉質再加上青
蔥、番茄、洋蔥等，慢火熬煮成精華，隨意加入蔬
菜、飯或麵條，就是一碗老饕級的牛肉料理！ 

知味市集｜3F

Conservas Portugal Norte
PORTHOS葡國老人牌7罐裝禮盒組
推薦價690元
葡萄牙國民品牌，高品質原裝進口，有橄欖油、
茄汁、鹽水、日式照燒等多種口味，為優質蛋白
質的最佳來源！

誠品書店｜3F

The Little Swedish Kitchen
推薦價1,100元
天才創意料理主廚Rachel Khoo這次來到瑞典，準備了
超過百道經典家常食譜，跳脫瑞典食物只有肉丸子的傳
統想像，感受「Lagom剛剛好，最完美」的幸福日常。 

eslite café｜2F

暢銷好搭檔—

當酪梨遇見牛排＋雪鹽紅烏龍

推薦價399元
2018 eslite café最熱銷餐飲組合，酪梨及牛排
的豐富營養補足全天的活力，清爽的雪鹽奶蓋紅
烏龍充滿全身的電力。

知味市集｜3F

Joseph Joseph
翻轉不鏽鋼餐具組／藍綠色

推薦價890元
英國創意餐廚品牌，刀、叉、匙三件組，採用
430不鏽鋼材質，符合歐盟安全檢測規範，耐
用、好收納、易於清潔。

01光合箱子｜6F

早安！優格

推薦價270元
自製優格搭配果乾麥片、低
溫烘焙綜合堅果及黑糖霜，
綿密口感加上豐富的層次
感，繽紛與清爽交互衝擊，
瞬間滿足挑剔的味蕾 。

01

01

03知味市集｜3F

MONBENTO LTD
雙層方餐盒／綠

推薦價1,100元
來自法國的Monbento，優質
PBT 塑膠以及啞面橡膠製成，
附有防漏內蓋，並可用於洗碗
機、微波爐，方便耐用不怕漏。

02

04

光合箱子｜6F

拿鐵咖啡

推薦價140元
悠閒的午後，自然、優雅的空間，最適合來杯與
牛奶達到完美平衡的拿鐵咖啡，以數種精品咖啡
豆、根據不同莊園產地及特性，淺焙、中淺焙、
中焙混合幻化出絕妙的深度、果香、清甜，口感
溫潤與滑順，搭配一本書，享受美好的生活。

04

0505

02FukuFuku｜4F

日本Hakoya—木紋便當盒（單層密蓋）

深啡色／淺啡色

特價930元│原價1,240元
來自日本石川県加賀市的HAKOYA，用獨特木紋設
計便當盒，容量約800ml可以吃的非常飽足了， 來
享受開心午餐時光，可以用於微波爐和洗碗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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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食策 療癒身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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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訊息
SPECIAL
DISCOUNT

1F   Fiona
09.27－09.30 品牌日全面85折。

單筆消費滿8,000元，即贈
純銀項鍊 （限量30條）
單筆消費滿5,000元，即贈

1,000商品抵用券。

 
Fred Perry

09.27－09.30 經典款全面9折 。
季節款全面8折。

10.1－10.21 單筆消費滿8,000元現抵800 元，
依此類推。

 
MIRROR

09.27－10.24全櫃9折。

 
Tiimec

09.27－10.24 KNOT 指定風格錶盤8折。
Paul hewitt 單筆消費滿3,000元

即贈送飲料環保套。

 
Barbour

09.27－10.10ENGINEERED GARMENT
聯名商品9折。

單筆消費5,000元，即贈
經典格紋馬克杯乙個（限量30份）；

單筆消費滿20,000元，即贈
琺瑯杯乙組

（限量20組，門檻擇一，不累贈）。

 
MASION PROMAX

09.27－10.24部份款式7折起。

單筆消費滿6,000元，即贈彩虹零錢包乙個

單筆消費滿12,000元，即贈
HENRI後背包乙個。

  

2F  

KWANI
09.27－10.10    商品全面9折。

 
WINNIE JEWELRY

09.27－10.01維多利亞復古系列
全面買一送一

（以價高者計，

不能與其它優惠、折扣同時使用）。

 
OBEIOBEI

09.27－10.10秋冬新品全面9折。

單筆消費兩件包款，

第二件包款享8折優惠

（以價低者計，

義大利Campomaggi除外）。

 
星巴克

09.27－10.24凡憑星巴克　
門市單筆發票消費滿600元，
即贈送星巴克環保單杯袋；

單筆發票消費滿1500元，
即贈星巴克時尚環保餐具組。

注意事項 : 
1. 單筆發票僅限兌換乙組，恕不累送 。

2.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以上活動僅限星巴克統誠門市使用 ; 行銷活

動、優惠折扣、兌換星禮程回饋與優惠不合

併使用；星巴克保留贈品更換權利。

 
agnes b.  cafe

9.27－10.24
單筆消費滿1,000元，即贈
雙層玻璃杯乙個；

單筆消費滿3,000元，即贈
金色小熊公仔乙個。

  

  

  

Marimekko
09.27－10.24

單筆消費滿5,000元，
即贈經典罌粟花黑色馬克杯乙個。

(不累贈，兌完為止)
（不累贈，兌完為止）

 
巢家居 

09.27－10.24全櫃任三件88折 ；
會員任三件85折  

（傢俱類商品及7折以下商品除外）。
單筆消費滿5,500元，
即贈700元抵用券 

（含：500元現金現抵＋200元商品抵用券）
使用期限至2018/12/31  

不可與當月滿額贈合併使用；

單筆消費滿6,000元，即贈
紅琉璃冷飲環保組乙組，不累贈；

單筆消費滿12,000元，即贈
ALFRESCO竹纖維餐具隨行組乙組，

不累贈。

 
SUMDEX

09.27－10.24消費滿$6000元，
即贈三用趨勢小包／率性腰包擇一；

消費滿8,000元，
即贈輕巧後背包乙個。

 
MONDAINE 

09.27－10.24全櫃商品 85折（特價品除外）

LUMINOX系列單筆消費滿10,000元，
即贈換錶帶工具組乙只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MONDAINE系列單筆消費滿6,000元，
贈瑞士國鐵火車印象鞋袋－黑色乙件。

 

PORTER 
09.27－10.24單筆消費滿6,500元，
即贈PORTER收納包乙個。

單筆消費滿8,500元
即贈PORTER高質感隨行杯乙個。

 
AVEDA 

10.18－10.21，會員單筆消費滿3,000元，
即贈深層保濕洗髮精50ml乙件。

 
榆果家飾

09.27－10.24金屬雕塑商品全面85折優惠。

單筆消費滿8,000元，
即贈馬克杯多肉植栽／

大理石馬克杯組擇一。

 
Le Bonheur Design
09.27－10.24全面9折。

MTG
09.27－10.24全面9折。

單筆消費滿10,000元，
即贈VICYACLADY 美體平衡鞋乙雙。

（限量20件， 顏色以現場展示為主）

 
Bannies' Pashmere 

09.27－10.24單筆消費滿6,600元，
即贈氂牛披毯／

AGRARIA洗手乳 擇一；
單筆消費滿12,000元，

即贈喀什米爾窄版圍巾／

蠶絲圍巾擇一。

 
SKAGEN 

09.27－10.24單筆消費滿 6,000 元，
即贈貝殼造型收納包乙個。

 
AESOP 

09.27－10.24大容量商品優惠組
香芹籽抗氧化眼霜60mL 特價9,100元；
蜜柑水潤乳120mL  特價2,000元。

 
Caspia Lili 

09.27－10.24單筆消費滿10,000元，
即贈Iris短頭紗 乙個；
單筆消費滿20,000元，

即贈Irene長頭紗 乙個（不累贈）。

 
Beutii 

09.27－10.24單筆消費滿3,000元，即享
499元加購日本mosh! 牛奶系保溫瓶350ml

乙個。

 
les nez  

09.27－10.31
全櫃第二件79折

（低價者計，不含特價組） 
單筆消費滿1,000元，即贈

100元折價券；

單筆消費滿3,000元，即贈
 500元折價券；

單筆消費滿6,000元，即贈
Baija紅石榴精華面膜50ml乙件。

賽先生科學工廠
09.27－10.24單筆消費滿3,500元，
即贈磁力懸浮陀螺乙個 ；

單筆消費滿8,500元，
即贈原木海浪鼓乙個。

 
白房子

09.27－10.24
單筆消費滿10,000元，

即贈手工山山鳥小擺飾乙個。

 
NICOPY

09.27－10.24單筆消費滿2,500元，
即贈58cm夜間反光直傘乙支。

 

4F   

  



超硬Ultrahard
09.27－10.24 Ultrahard全品牌85折。

 
BEAU JEWELRY

09.27－10.24
14K包金飾品及純銀飾品全面兩件9折 。

單筆消費滿1,800元，
即贈純銀波浪戒指/
純銀彩鑽耳環擇一；

單筆消費滿3,800元，
即贈純銀銀河手鍊乙條；

單筆消費滿5,800元，
即贈14K包金微笑珍珠項鍊乙條。

 
Doughnut

 10.11－10.24 限定包款買1送1。
單筆消費滿 3,000元，
即贈 航海王徽章乙枚

（魯夫／喬巴任選）；

單筆消費滿 5,000元，即贈 Doughnut
自由旅人單車包-清新搖滾乙件。

 
奇比植作 X Isha Jewelry

09.27－10.24加入Isha Jewelry LINE@粉絲團

即享不限金額92折優惠；任選兩件

享9折優惠；任選三件加碼享88折優惠。

 
FicelleDesignJewelry

09.27－10.24單筆消費滿2,000元，
即贈小米粒手鍊乙條；

單筆消費滿 3,000元現抵300元。
 

 iGzen 愛居人
10.5－11.12

單筆消費滿2,500 元，即贈 iGzen 愛居人
品牌旅行沐浴束口袋乙件；

單筆消費滿3,800 元，即贈

 mythos 橄欖去角質凝膠200ml乙件；
單筆消費滿5,000元，即贈

 LSG 法食香水 15ml 乙件；
單筆消費滿10,000元，即贈 

URBAN Rituelle 澳本儷萃擴香枝乙組

（不累贈）。

humming
09.27－10.24單筆消費滿6,000元，

即贈純銀飾品乙款；

單筆消費滿12,000元，
即贈任選兩款純銀飾品。

 
阿瑟利

09.27－10.24單筆消費滿1,200元，
即贈藍晶石放大盒乙件；

單筆消費滿3,000元，即贈
天然礦石燭臺乙件。

 
VOVAROVA

09.27－10.24全面8折起。

 
青石

09.27－10.24單筆消費滿 2,000元即贈
200元專櫃抵用券。 

 
亞果元素

09.27－09.30 單筆消費滿2,000元，即贈
PeAk II 20B 蘋果MFi認證 20cm金屬編

織充電傳輸線乙條。

 
FUKU FUKU│4F

09.27－10.24
單筆消費滿5,000元，即贈筷子乙雙。

  
Neal's Yard Remedies & NEOM│4F

09.27－10.24
單筆消費滿3,000元，即享9折：

NYR 9折VIP會員，享88折優惠。

  
MOSHI│4F
09.27－10.24

凡購買任一包款，即贈

 Moshi 抗UV自動傘乙支。

5F   Toy World
09.27－10.8全面8折

（TV GAME、一番賞及特價商品除外）。
 

石尚自然探索屋
09.27－10.24

單筆消費滿6,000元，即贈化石盤飾乙件；

單筆消費滿18,000元，
即贈礦物／化石拆信刀＋放大鏡擇一；

單筆消費滿35,000元，
即贈HANSA貓熊65公分高乙只。

 
薑心比心

09.27－10.24
單筆消費滿1,900元，

即贈蝴蝶白薑花保濕面膜2入；

單筆消費滿2,800元，即贈薑氛好禮乙份；

單筆消費滿3,800元，即贈薑心好禮乙份。

 

B1F  ALLOYA
09.27－10.24單筆消費滿2,000元，
即贈水性環保香氛指甲油乙瓶。

 
COWA 

第一件9折；第二件8折；

折扣後滿5,000元，即可加入種子會員。
定價12,000元以上商品現享8折；

7折以上（含7折）折扣後達12,600元
現折500元。

 
La mode

EVISU系列墨鏡全面5折。

 
OPI 

【微笑保濕組】

凡購買古布阿蘇手部密集修護霜118ml＋
古布阿蘇指緣油14.8ml

即贈 古布阿蘇手部密集修護霜50ml／古布

阿蘇指緣油8.6ml／古布阿蘇指緣筆7.5ml
特價1,930元｜原價2,460元~2,510元

【寵愛保養組】

凡購買古布阿蘇磨砂淨露136g／249g＋
古布阿蘇角質軟化修護乳118ml／236ml
即享399元加購去角質修護搓棒乙只

特價1,999元~3,049元｜原價2,800元~3,850元

 
WIP 

09.27－09.30秋冬新品全面7折。

  Perth's key
09.27－10.24

（持卡不再折扣）全系列商品原價85折。

 
O'right 歐萊德

09.27－09.30
VIP單筆消費滿2,000元，

即享880元加購歐萊德氣墊梳限量版
（限定色，全台限量1000支）

VIP累計消費滿3,000元，
贈環保木筷組乙組

（單一門檻制不累贈，每名會員限定1組，限
週年慶首四日使用，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09.27－10.24
歐萊德消費滿額贈

（單一門檻可累贈制，

贈品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消費滿  6,000元，
即贈乾洗髮（積雪草/檸檬草擇一） ；

消費滿13,800元 ，
即贈400ml洗髮精或沐浴乳乙件

（香味任選，不含咖啡因系列） 
消費滿20,000元  贈枸杞平衡淨顏露；

消費滿30,000元  贈臉部菁華液
／咖啡因養髮液50ml 擇一。

 
沐時光

09.27－10.24
任6塊手工皂1,500元，

加贈櫸木皂盤、旅行皂盒。

單筆消費滿5,000元，即贈
橙花精油10ml乙支。

 
mombabyfun

09.27－10.24
Copper pearl 
全面88折

 
送子鳥

09.27－10.01當季服飾7折。

單筆消費滿3,000元，即贈零錢包乙件；

單筆消費滿5,000元，即贈背包乙件。

 
Noodle & Boo

09.27－10.24
Noodle&Boo大瓶裝473ml
任選三瓶特價2,980元，

預購期間前30組及週慶期間前30組加贈
Noodle&Boo純天然

潔膚濕紙巾乙包（80抽）；
Noodle&Boo寶寶明星禮盒組，含二合一洗
髮沐浴乳、寶寶軟綿綿乳液、寶貝貝修護霜

和寶寶極致修護軟膏，

特價2,300元（限量20組）。
單筆消費滿3,800元，即贈
小瓶裝好安心寶寶
洗衣凝露237ml乙瓶；
單筆消費滿7,000元，即贈

舒緩沐浴露家庭號739ml乙瓶。 

Goomi
09.27－10.24

消費滿3,000元現抵300元（不累送、不累抵）。
單筆消費滿1,299 元，即贈手帕乙條；

單筆消費滿2,499 元，即贈奶嘴鍊乙條。

 
沐伊孕哺

09.27－10.24單筆消費滿3,000元，
即贈優雅媽媽包乙件（藍色）。 

 
Cipu

　單筆消費滿5,000元，即贈
喜舖Lovely行李套乙個。

Prolla 
09.27－10.24單筆消費滿1,500元，
即贈精美三角零錢包乙個。

 
R&F

09.27－10.24單筆消費滿10,000元
現抵1,000元；

單筆消費滿30,000元，即贈精選小禮。

 
TAIWANIZE

凡消費不限金額，即贈

福祿壽三星紅包袋乙組；

單筆消費滿10,000元，即贈
海獸波濤紋掛繩卡夾套組乙組。

 
PEPPER'S
全面8折

單筆消費滿2,000元，即贈
真皮集線器乙份；

單筆消費滿5,000元，即贈
PEPPER'S隨身袋乙個。

 
Salad 

09.27－10.03   皮衣
買一送一。

 
Blancy 

09.27－10.24享飾品花禮盒加價購450元。

BsaB 
09.27－10.24全品項9折。

擴香樹枝 買一送一 (限同尺寸)  
單筆消費滿2,000元，

即贈精巧擴香組15ml 乙組；
單筆消費滿4,000元，

即贈簡約擴香組50ml乙組；
單筆消費滿10,000元，

即贈精油擴香組 200ml乙組 
（限Herbal Spa）。

 
 Les KARITÈS乳油木之家

09.27－10.24
單筆消費滿 10,000 元現抵 600 元；
單筆消費滿 15,000 元現抵 900 元。

 
SIELE 

09.27－10.24
單筆消費滿2,000元，

即贈RG 瓷肌光采DD霜自然色乙瓶；

單筆消費滿5,000元，即贈金萃迴齡能量

安瓶＋ 金萃迴齡賦活眼霜5ml乙組
（恕不累贈）。

 
蒂奧菲‧布頓 

09.27－10.24單筆消費滿999元，
即贈水漾玻璃水瓶乙瓶

（單筆發票不累贈）。

 
Whitening Net

09.27－10.24淨白美齒單次體驗8折；

淨白美齒課程三堂6折、六堂5折。

 
NU守護鍺

09.27－10.24全面8折。

雙面能量毯 單人毯+ 雙面能量枕墊 
原價15,480元 特價10,800元

雙面能量毯雙人毯+ 雙面能量枕墊×2 
原價28,160元 特價18,800元

 
MANGO

  09.27－09.30獨家折扣
  VIP 2件 8 折；非VIP 2件88折。

(部分商品不配合)
    09.27-10.14

單筆折扣後滿2,000元
現抵200元 (單筆可累計)

    



紅櫻花食品
09.27－10.24同品項商品買十送一

（特價品除外）。

 
儂特利LOTTREIA

09.27－10.24單筆消費滿500元，
即贈LOTTE小熊餅乾。

 
茶粒茶

單筆消費滿3,000 元，
即贈環保竹纖維隨手杯乙個。

 （顏色隨機贈送，恕不挑選 ）

 
GODIVA

09.27－10.24 
消費單筆滿1,800元，即贈巧克力豆2盒；

消費單筆滿3,500元，即贈
粉紅色小貨車巧克力鐵盒乙盒；

消費單筆滿5,500元，即贈
G　 by Godiva 系列禮盒 乙盒。

贈品口味依門市公告為主。 產品數量有限，
送完即止。 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單筆消費滿2,000元，即贈
純巧相框24入禮盒乙盒＋
Diva Life終身VIP卡乙張。

 
GNC

10.1－10.24全面66折起 。
單筆消費滿7,000 元，即贈

400元商品券＋蔬果酵素精華乙盒

（40包／盒）。

 
OWNDAYS

09.27－10.24  單筆消費滿2,490元，即贈
OWNDAYS收納袋乙個（贈完為止）。

 
可夫萊堅果之家

09.27－10.24
單筆消費滿1,500元，即贈堅果手工皂乙個

單筆消費滿3,000元，即贈松鼠購物袋乙個。

 
Magi Planet星球工坊

09.27－10.24外籍旅客憑護照或入台證，
即可至櫃上免費兌換10g嚐鮮包乙包

（熱門口味）；現場購買可享9折優惠。

SADOMAIN仙德曼
09.27－10.24單筆消費滿3,000元，
即贈仙德曼掛耳式咖啡乙盒。

 
快車肉乾

10.18 - 10.24單筆消費滿1,000元，
即贈真空小豬包裝乙包。

 
梅子世家

09.27－10.24
單筆消費滿5,000元，即贈

老梅汁／私房菜／醋釀梅醬（擇一）；

單筆消費滿10,000元，
即贈梅醋／酵素（任選兩瓶）。

 
Diva Life

09.27－10.24
單筆消費滿800元，即贈
小愛戀塔5入禮盒乙盒；

B2F   

   

單筆結帳金額滿3,800元，加贈 
MANGO 柔點都會折疊傘乙支。    

（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所有活動詳依

店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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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多 訊 息
請上迷誠品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4號│捷運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 中山站1號出口 

No.14, Nanjing W.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4, Taiwan (R.O.C.)
MRT: Exit 1, Zhongshan Station, Tamsui-Xinyi Line or Songshan-Xindia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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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14日 滿千送百
誠品人會員及指定銀行回饋再加碼

指定香氛專櫃當日累計消費

滿3,000元送3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香氛加碼300元電子抵用券 x 1 張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元送5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 x 2 張

誠品人會員限定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10,000元送1,100元電子抵用券

滿20,000元送2,5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 x 4 張＋會員專屬100元電子抵用券 x 1 張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 x 8 張＋會員專屬100元電子抵用券 x 5 張

首7日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 

全館滿5,000元加贈150元電子抵用券 全台限量1,700份 內含│銀行加碼150元電子抵用券 x 1 張

全館滿10,000元加贈300元電子抵用券 全台限量950份 內含│銀行加碼150元電子抵用券 x 2 張

全館滿20,000元加贈600元電子抵用券 全台限量750份 內含│銀行加碼150元電子抵用券 x 4 張

●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當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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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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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會員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方可兌換。●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上述活動
抵用券使用期間：2018.9.27Thu.-2018.10.31Wed.止，逾期無效，抵用券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每張發票消費金額限參加一種滿千送百活動，不得合併兌換，指定銀行加碼回饋活動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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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專櫃消費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APP直接進行折抵。●「滿千送百活動」、「誠品人會員滿千送百加碼活動」、「指定香氛滿千送百活動」、「指定銀行加
碼回饋活動」恕不得與「即時回饋滿額贈」、「境外旅客限定禮」重複兌換。●「指定香氛滿千送百活動」配合專櫃：1F-adopt'法國香水、NU+ derma、EDN；B1F-乳油木之家、BsaB、嘉丹妮爾 Vecs Gardenia、OPI、
Mahoya、L'HERBOFLORE蕾舒翠、QUEEN OF SHEBA、蒂奧菲。布頓、SIELE、ALLOYA Forever Aroma、YANKEE CANDLE；2F-les nez香鼻子、AVEDA、Aesop；4F-iGzen愛居人、Février菲芙利、Neal's Yard Remedies&-
NEOM；5F-南法香頌、歐若莊園、奇蹟莊園、薑心比心、PERTH'S KEY、歐萊德、DATEMORE、阿原肥皂、大地之愛、沐時光、Noodle&Boo。●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滿千送百活動」、「誠品人會員滿千送
百加碼活動」與「指定銀行加碼回饋活動」消費金額累計：誠品講堂、5F-誠品畫廊、靜思書軒、Wowbaby、安垛小姐、MoonRock、GREAT ARCH；4F-CCLIFE 囍生活、Funboo Bag、刻刻；B1F-綠蓋茶．館、+10.
加拾、SUN FLOWER；B2F-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Watsons。●「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香氛加碼300元電子抵用券」與「誠品人會員加贈之100元及500元電子抵用券」僅限誠品信義店館內使用；以下
專櫃恕不得使用「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與「銀行加碼150元電子抵用券」：誠品講堂；5F-誠品畫廊、靜思書軒、Wowbaby、安垛小姐、MoonRock、GREAT ARCH；4F-CCLIFE 囍生活、Funboo Bag、刻刻；
1F-星巴克；B1F-綠蓋茶．館、SUN FLOWER、LEE特賣、+10.加拾；B2F-7-ELEVEN、晶碩光學、頂呱呱、麥當勞 McDonald's、星巴克、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屈臣氏 Watsons。●「香氛加碼300元
電子抵用券」、「誠品人會員加贈之100元及500元電子抵用券」則不得使用於以下專櫃：誠品講堂；5F-誠品畫廊、靜思書軒、誠品兒童館、Wowbaby、安垛小姐、MoonRock、GREAT ARCH；4F-誠品風格文具館、
CCLIFE囍生活、Funboo Bag、刻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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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星巴克；B1F-綠蓋茶．館、SUN FLOWER、LEE特賣、+10.加拾；
B2F-7-ELEVEN、晶碩光學、頂呱呱、麥當勞 McDonald's、星巴克、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屈臣氏 Watsons。上述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全
館250元電子抵用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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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加碼150元電子抵用券」適用店別：信義店、敦南店、松菸店、西門
店、武昌店、站前店、R79店、板橋店、新板店、台南文化中心店，詳細使用規範請依券面說明為主。●「指定銀行加碼回饋活動」須持台灣發行之指定銀行信用卡刷卡累計滿額，憑信用卡(或手機行動支付畫面)、同卡號
簽單及消費發票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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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各銀行採限量贈完為止，限量份數為全台活動共同計算；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實體卡與行動支付(限手機
綁定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刷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計算。本活動可與「週五玉山日」、「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使用街口支付及LINE Pay消費恕不得兌換。●使用抵用券消費之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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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贈品(抵用券/誠品點)需一併退還，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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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地點：B1F 贈品處／商場閉店後請至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

抵用券使用期間：9.27Thu. - 10.31Wed.止，逾期無效
2018 2018

●每張發票消費金額限參加一種滿千送百活動，不得合併兌換，指定銀行加碼回饋活動除外

9.27�u.-10.03 Wed.

9.27�u.-10.03 Wed.

9.27�u.-10.10 Wed.

9.27�u.-10.10 Wed.

誠品生活 ╳ FRED PERRY聯名毛毯
誠品行旅｜雙人套餐／住宿券

滿1萬 送1,100
滿2萬 送2,500

首14日 誠品人獨享加碼 會員滿額禮

10.11 �u. -10.24 Wed.9.27 �u. -10.10 Wed.

9.27       10.10

滿5,000
送500

2018
9.27�u. -10.24 Wed.

滿5,000送 
幽靈雙層杯

萬聖節限定滿額禮

10.22 Mon. -10.31 Wed.

行動會員卡、藝文活動、店別資訊、書籍查找
四大功能隨身行，立即下載!

誠品人 eslite  APP

eslite spectrum, your spectrum.

meet.eslite.com/tw
迷誠品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