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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共同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西門店╱武昌店╱板橋店╱新板店當日當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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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相關活動僅適用台灣申辦白卡／金
卡／黑卡／小學童卡之會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消費恕不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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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完為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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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贈禮時，需出示實體會員卡／誠品人APP行
動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任一證明，即可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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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身分憑證正反面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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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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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Thu. - 2.16 Tue. 

開春好誠意
來店禮

1.21 Thu. - 2.16 Tue. 

開運購物金
誠品點好好用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兌換地點｜西門店B1／武昌店4F／板橋店5F／新板店1F顧客服務中心

前往點數專區

●需先登入會員帳號後方可進行點數兌換，首次登入請先註冊網路帳號。●活動僅
適用於台灣申辦之誠品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活動期間同品項每卡限兌
換乙張APP扺用券，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兌換方式為誠品點即時扣抵，信箱收
取到點數兌換成功通知函才算完成，系統將自動發送APP券至誠品人APP會員帳
號內。●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網站或誠品人APP【我的】中查詢。●扺用
券限指定專櫃滿額扺用，單筆消費限使用乙張，使用期限至2021.2.28止，逾期無
效，詳細使用說明請見券面說明為準。●200元expo購物金適用門市：expo│武昌
店2F、板橋店1F。●本券恕不退換、不找零亦不得折換現金，且須出示會員本人
APP券核銷，恕不接受截圖。●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
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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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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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會員於活動期間內，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 500 元或扣誠品點 20 點，即可兌換
開春好誠意 牛轉好運紅包袋3入 乙組。

（三色乙組，恕不挑款）

誠品會員至誠品人APP或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

憑誠品點500點，即可兌換以下開運購物金APP扺用券乙張 

200元 expo購物金
至全台expo專櫃，單筆消費滿 1,000 元現折 200 元。
100元 開運購物金
至誠品商場指定專櫃，單筆消費滿 500 元現折100 元。

●活動期間每卡滿額限兌換乙份、扣點限兌換兩份，全台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扣點兌換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會員點數依當日持有之點數為準。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西門店│3F-誠品書店。武昌店│B1-
遊戲玩家；1F-甜吧；5F-吃吧。板橋店│4F-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6F-樂
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
誠品書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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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門店指定專櫃｜1F COMEBUYTEA

新板店指定專櫃｜1F  甜野新星

尺寸｜W9×H18.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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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鬧 食 光
武

蹈 圍 爐
西門店∣武昌店
Ximen Store∣Wuchang Store

A. 樺達奶茶｜武昌店2F｜樺達奶茶｜推薦價120元
B. POCKY｜西門店 1F｜草莓與巧克力組合包（9入餅乾＋米奇頭罐）｜推薦價198元
C. Kidult Toy｜武昌店1F｜大藝術家系列-人類之子公仔（BIG 版）｜推薦價1,980元
D. 誠品書店｜西門店 3F｜復古棒球彈珠台｜金╱黑卡價1,242元｜原價 1,380元

E. 星巴克 Starbucks｜武昌店1F｜咖啡蛋捲禮盒｜推薦價500元╱盒
F. 快車肉乾｜武昌店1F｜杏仁香脆肉紙｜推薦價200元╱包
G. ICE MONSTER｜西門店 2F｜冰糖紅豆湯｜推薦價80元

H. ICE MONSTER｜西門店 2F｜紫米芋頭粥｜推薦價90元
I. 星巴克 Starbucks｜武昌店1F｜中杯卡布奇諾｜推薦價120元
J. MERCI Design｜武昌店3F｜創意醬料碟｜特價422元｜原價480元

K. 我紙在乎你｜西門店 3F｜6公分紙膠帶｜推薦價410元╱個
L. Krispy Kreme｜武昌店1F｜甜甜圈｜推薦價42元╱個
M. 誠品書店｜西門店 3F｜桌上型保齡球｜金╱黑卡價594元 ｜原價660元

N . 洪瑞珍三明治｜西門店 1F｜12入三明治｜推薦價390元起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週一至週日  Mon.~Sun. 
11:30am~10:30pm

除夕 2.11 Thu.
11:30am~6:00pm
初一至初五 2.12 Fri.-2.16 Tue.
11:30am~11: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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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西門店B1／武昌店4F顧客服務中心

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贈品兌換限西門店、武昌店當日消費發票，二店可跨店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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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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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人會員相關活動僅適用台灣申辦之小童學卡／白卡／金卡／黑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消費恕不適用。● 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升等金卡／黑卡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
列入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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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完為止。●如需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活動贈品
(包含抵用券 / 誠品點)至各店服務台／贈品處辦理，如贈禮已使用或遺失(贈禮拆封後視同已使用，瑕疵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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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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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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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照證件或官方版行動APP，方可兌換。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300300
本券僅適用於誠品生活西門店、武昌店本券僅適用於誠品生活西門店、武昌店
使用期間：2021.2.05 Fri.-2021.2.28 Sun.止使用期間：2021.2.05 Fri.-2021.2.28 Sun.止
逾期無效，限下一筆消費使用逾期無效，限下一筆消費使用A

抵用券

誠品生活西門店   武昌店誠品生活西門店   武昌店

好年節抵用券好年節抵用券
誠品會員(小童學卡除外)，當日於指定專櫃單筆消費滿3,000元，
即贈 300元電子抵用券 乙份。

●本活動僅限以下專櫃消費累計及使用抵用券：西門店│B1-POLY LULU、PG 美人網、SOLOMAX；1F-izzue ARMY、Sport b.、KAPPA、
CALVIN KLEIN JEANS、PORTER INTERNATIONAL、Palladium、ALTO；2F-ROOTS、Surfrider、Blue Way、LEE、Pizza cut five、G2000、
Levi's、PLAYBOY、deya、La mode、Alexandre Christie、BIS IN DEI、寇比手工皮件、FX CREATION；3F-COWA。武昌店│1F-GRACE GIFT、
WAVE SHINE、VIVIENNE WESTWOOD、PORTER INTERNATIONAL；2F-ToySelect、PLAYBOY、eyesbook、Arnold Palmer、expo、6ix8ight；
3F-Marco Way、Taiwanize、Pe Select、XRAGE、John Henry、Levi's、漂流Drift Zine、EDWIN、G Select(香氛除外)、COWA、JINS；4F-NEW 
ERA、Baker Street 、NAVY、CACO、BRAND T.INC、Right-on、Dickies、HOPES、POPCORN、CABRON、Palladium選品。上述活動專櫃若有
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抵用券使用期間為2.05 Fri.-2.28 Sun.，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抵用券為電子券形式，誠品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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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進行折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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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商品不參與滿千抵百優惠，詳細活動限制以各專櫃為主。●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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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不得與「開春大吉賀年禮」、「金卡／黑卡會員專屬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

2.05 Fri.- 2.07 Sun.

限時三天辦年貨
開春過好年

誠品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1,600元，
贈黏黏怪物研究所：登入計劃特展票券乙張。(價值280元)

●活動期間每人每日限換乙張，恕不可累計兌換。●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西門店｜2F-丸亀製
麵；3F-誠品書店；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與鑽石類商品，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
吧；4F-限定店；5F-吃吧；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黏黏怪物研究所：登入計劃特展票券」西門店、武昌店各限
量90張，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此票券不得轉售或兌現，使用期間為1.08 Fri-4.04 Sun.，使用方式及規定詳見券
面說明。

1.21 Thu.-2.16 Tue.

黏黏怪物登入 
陪您開春討吉利

金卡／黑卡會員當日累計消費達指定門檻，即贈：

消費滿40,000元，
贈Jodo小鹿碰吉君乙支。(價值3,280元)
消費滿80,000元，
贈福容大飯店 花蓮
雙人平日市景客房住宿憑證乙組。(價值8,580元)
消費滿100,000元，
贈Morear me2II客製音樂耳機 乙副。(價值15,800元)

●活動期間每人每日限換乙份，恕不可累計兌換。●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西門店｜2F-丸亀製麵；3F-誠品書店；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與鑽石類
商品，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
●本活動恕不與「開春大吉賀年禮」、「限時三天辦年貨開春過好年」活動重複兌換。●「Jodo小鹿碰吉君」西門
店、武昌店各限量20支；「福容大飯店 花蓮 雙人平日市景客房住宿憑證」西門店、武昌店各限量5組；「Morear 
me2II客製音樂耳機」商品需進行專業客製化測量，故無法於現場兌換領取，需依照商品兌換券所載明之指定地點兌
換。此商品禁止轉售，西門店限量2副、武昌店限量3副，數量有限，贈完為止，贈禮顏色以現場實際為主，隨機贈
送，恕不可挑選。● 「福容大飯店 花蓮 雙人平日市景客房住宿憑證」僅適用於福容大飯店花蓮店，可於2021.1.01-
2021.6.30期間入住市景客房兩天一夜(含早餐兩客)，逾期恕無法展延使用；限平日(週一~週四)適用，平假日定義及
假日加價依住宿憑證所說明為主。敬請事先電話訂房03-823-9988。

1.21 Thu.- 3.08 Mon.

金卡／黑卡會員
專屬滿額禮

武

蹈 圍 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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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EL

妳有咖啡 neo café
●使用誠品點數50點即可兌換
蜂蜜柚子茶一杯 (限20份，限外帶）

●使用誠品點數100點即可兌換
北海道鮮奶油鬆餅一份 (限30份）

小樽手作珈琲

●使用誠品點數30點即可兌換
店內消費八折券一張 (限30份）

Cafe tailuu

透明的空間配上彩色的磨石磁磚，坐在Cafe ta iluu
的落地窗內彷彿在老城小巷中找到充滿力量的新
宇宙。一起感受新與舊的融合，更讓招牌肉桂捲
與熱咖啡的美味洗禮你的身心。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隆昌街7號
通訊│02-2381-5281

●使用誠品點數30點即可兌換 【手沖咖啡八
   折券ㄧ張】 (限30份，僅限西門店使用）

在雜貨中喝著咖啡品嘗餐點，隱身在北萬華像弄
中二樓的妳有咖啡，店內帶著黃光暖色調的裝潢
咖啡X美食X雜貨的融合，是許多新一代台北人最
好的空間。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83-9號2F

通訊│02-2370-5174

備註│限外帶，此兌換無法抵用店內低消

●使用誠品點數50點即可兌換
咖啡品項不限金額半價折扣券

   (限50份，除威士忌咖啡)

性別友善空間，品牌結合餐飲、咖啡，
更舉辦多場聚會活動，複合且多元的經營與
主張友善空間的是他們一直以來的風格。

地址│台北市成都路105巷10號

Ximen map 西門地圖
●使用誠品點數100點
   即可兌換拿鐵咖啡一杯 (限30份）

AONE CAFÉ

北萬華在地經營超過30年，獨特的氣泡冰咖啡是
店內招牌。不只有咖啡更結合餐飲小點，外觀獨
特的木建築風格，在西城的小巷中豎立自成一派
的風格。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50巷2號
通訊│02-2388-4371

引用北海道美麗的漁港「小樽」之名融入了日本
原木建築及風景，進而命名之日式珈琲系統，所
呈現的珈琲均以職人手作為主，表現出忠於原味
的口感，是一種現點、現磨、現煮的概念品牌。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峨眉街52號3F

通訊│02-2388-8999

由日式老宅改建而成的DOTEL，因手沖咖啡、藝
術手作課程、共享空間而廣為人知，不僅如此更
與許多優秀藝術家合作開設許多課程！在西城裡
的老建物中喝著手沖咖啡，感受最直接的藝術力量。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雅江街2號
通訊│02-2371-1225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11:00-19:00

各位誠品人請注意！
你的誠品點數
不只是這樣！
用你的誠品點一起漫步西門町
尋找在地咖啡新品牌！

注意事項 ●各品項每卡每日限換乙次。●扣點限
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僅限誠品
會員(小童學卡除外)且本人現場兌換，需出示實體
誠品人會員卡、有照證件或官方版行動APP，方
可兌換，非本人恕無法代替兌換。●點數兌換以
會員當日持有點數為準，商品數量有限，兌完為
止。●商品兌換後，除瑕疵外，恕不接受退換貨
服務。合作咖啡品牌可至服務台兌換至2021.3.08
●DOTEL折價券僅限西門店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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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 十九 @ninetee_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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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EL

妳有咖啡 neo café
●使用誠品點數50點即可兌換
蜂蜜柚子茶一杯 (限20份，限外帶）

●使用誠品點數100點即可兌換
北海道鮮奶油鬆餅一份 (限30份）

小樽手作珈琲

●使用誠品點數30點即可兌換
店內消費八折券一張 (限30份）

Cafe tailuu

透明的空間配上彩色的磨石磁磚，坐在Cafe ta iluu
的落地窗內彷彿在老城小巷中找到充滿力量的新
宇宙。一起感受新與舊的融合，更讓招牌肉桂捲
與熱咖啡的美味洗禮你的身心。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隆昌街7號
通訊│02-2381-5281

●使用誠品點數30點即可兌換 【手沖咖啡八
   折券ㄧ張】 (限30份，僅限西門店使用）

在雜貨中喝著咖啡品嘗餐點，隱身在北萬華像弄
中二樓的妳有咖啡，店內帶著黃光暖色調的裝潢
咖啡X美食X雜貨的融合，是許多新一代台北人最
好的空間。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83-9號2F

通訊│02-2370-5174

備註│限外帶，此兌換無法抵用店內低消

●使用誠品點數50點即可兌換
咖啡品項不限金額半價折扣券

   (限50份，除威士忌咖啡)

性別友善空間，品牌結合餐飲、咖啡，
更舉辦多場聚會活動，複合且多元的經營與
主張友善空間的是他們一直以來的風格。

地址│台北市成都路105巷10號

Ximen map 西門地圖
●使用誠品點數100點
   即可兌換拿鐵咖啡一杯 (限30份）

AONE CAFÉ

北萬華在地經營超過30年，獨特的氣泡冰咖啡是
店內招牌。不只有咖啡更結合餐飲小點，外觀獨
特的木建築風格，在西城的小巷中豎立自成一派
的風格。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50巷2號
通訊│02-2388-4371

引用北海道美麗的漁港「小樽」之名融入了日本
原木建築及風景，進而命名之日式珈琲系統，所
呈現的珈琲均以職人手作為主，表現出忠於原味
的口感，是一種現點、現磨、現煮的概念品牌。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峨眉街52號3F

通訊│02-2388-8999

由日式老宅改建而成的DOTEL，因手沖咖啡、藝
術手作課程、共享空間而廣為人知，不僅如此更
與許多優秀藝術家合作開設許多課程！在西城裡
的老建物中喝著手沖咖啡，感受最直接的藝術力量。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雅江街2號
通訊│02-2371-1225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11:00-19:00

各位誠品人請注意！
你的誠品點數
不只是這樣！
用你的誠品點一起漫步西門町
尋找在地咖啡新品牌！

注意事項 ●各品項每卡每日限換乙次。●扣點限
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僅限誠品
會員(小童學卡除外)且本人現場兌換，需出示實體
誠品人會員卡、有照證件或官方版行動APP，方
可兌換，非本人恕無法代替兌換。●點數兌換以
會員當日持有點數為準，商品數量有限，兌完為
止。●商品兌換後，除瑕疵外，恕不接受退換貨
服務。合作咖啡品牌可至服務台兌換至2021.3.08
●DOTEL折價券僅限西門店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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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 十九 @ninetee_een

完整專訪文章請掃 QR CODE

鐵花窗，主要以防盜為主窗花為輔。花窗上的幾何圖形、花朵、富士山等設計更代表許多人家的

故事。近年文創風潮再起，許多人重新把這老回憶找回現代。2021跟著曾文昌老師一起用你的雙
手摺出屬於自己的鐵花窗。

曾文昌老師簡介

臺灣鐵工藝大師，深耕臺灣鐵工藝多年，長年致力發展鐵工藝術、鐵窗花藝術文化。多次受邀至

設計展、工藝展演講，更與多個縣市政府合作設計專屬鐵花窗工藝，今年更以職人身分受邀為國

際知名汽車、服飾品牌拍攝廣告。

課程內容│老窗框體驗包一組、小樽咖啡兌換券     課程優惠│推薦價950元
報名資訊│請洽誠品生活西門店、武昌店服務台

2.20 Sat.

鐵花窗手作體驗

招牌，一個與街道共生的存在，一個與你我溝通的指引。有人說西門町的招牌很亂，有人說很

美，但這就是數於西門町的特色對吧！一起來誠品生活西門店看看噴漆藝術大師傅星翰如何噴灑

出他的眼下的西門町。

展覽地點│誠品生活西門店B1     展覽活動│即日起至展覽作品前拍照並上傳個人社群平台並TAG#
西門町亂就是美，展覽結束後會隨機抽出傅星翰噴漆藝術作品一幅。     展覽費用│免費

1.21 Thu.-3.08 Mon.

西門町老招牌噴漆展

西門武昌限定

當世界停止轉動，我們就要停下來看看自己生長的土地。誠品生活西武店與報時光團隊攜手策劃，

透過不同作家的記憶書寫介紹，把屬於你我的北萬華、西門町的老時光重新找回來。

報時光簡介：2018年成立報時光，為聯合報系集團創立之文化品牌，致力於臺灣歷史報刊保存及文化推動。

2.10 Wed.-3.08 Mon.

西門町年記相片展

年記相片展地點│
誠品生活西門店3A樓(小樽手作珈琲二樓)      
展覽費用│免費

年記書本講座│
2.27Sat 14:00-16:00   主題│舊照片變成小說方法   講者│陳輝龍、洪凌  
2.27Sat 17:00-19:00   主題│年紀西門：1960-1975   講者│李鼎、張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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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IZE
武昌店3F

運動透氣低腰三角褲

推薦價1,680元

PALLADIUM
西門店1F、武昌店4F

重塑防水靴PAMPA LITE
推薦價3,580元

Kidult Toy｜武昌店1F

Repolar吐泡泡水果系列盒玩
推薦價520元

亂入手製×吃吃怪物
西門店2F

造型眼鏡

特價1,080元｜原價1,680元

牡羊座

ROOTS｜西門店2F

男款連帽上衣

特價2,544元
原價3,180元

振光玩具 ASIA GOAL｜武昌店3F

FUNKO POP 怪物奇兵兔寶寶
特價399元｜原價499元

漂流Drift Zine
武昌店3F

羊毛畫家帽

推薦價790元

G2000｜西門店2F

雙排扣大衣

特價6,293元
原價8,990元

Alto
西門店1F

Alto Metro
插卡式皮革手機殼

（iPhone 12 / Pro）
推薦價1,680元

PALLADIUM
西門店1F、武昌店4F

神盾系列

皮革防水靴

推薦價4,280元
CACO｜武昌店4F

玩具總動員

三眼怪刷毛棉外套

推薦價1,290元
漂流Drift Zine｜武昌店3F

牛牛刺繡彩紋襯衫

推薦價1,050元

幸運色：米色、藍綠色。

愛情運：鬆則有緣，日常相處不能少。

錢財運：勤學理財，合作能增加收入。

幸運色：灰色、綠色。

愛情運：關注內心，有誠意就得良緣。

錢財運：偏財運強，人緣帶來好收入。

Dickies｜武昌店4F

圓領衛衣

推薦價2,180元

GRACE GIFT｜武昌店1F

紀卜心聯名款

壓紋高跟短靴

推薦價2,180元

PIZZA CUT FIVE
西門店2F

菱形三角扣針織外套

特價1,880元｜原價2,680元

西武│Ximen Wuchang│

PORTER INTERNATIONAL
西門店1F、武昌店1F

PAWN斜肩包

推薦價2,950元

漂流Drift Zine｜武昌店3F

羊毛編織衣

推薦價1,350元

總是面帶微笑給人陽光形象的溫暖系星座專家 「白瑜老師」，在亮麗外表下專業分析運勢走向，散播著正面能量給予

建議，引領前方即將展新的新故事。老師同時擅長心靈溝通、生涯規劃、商務理財，也是知名電視節目女人我最大、

命運好好玩時常邀請的星座專家。想知道明年的自己會如何？快來看看2021十二星座運勢，掌握好年度幸運色，期許
新的一年能夠閃耀發著光！

白瑜老師

幸運色：橙色、藍色。

愛情運：亦友亦伴，情意相投很重要。

錢財運：正財運旺，情緒越穩越賺錢。

金牛座 雙子座

十二星座幸運色大公開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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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諾瓦拼圖文化坊
武昌店2F

吾皇吃不胖300片拼圖
推薦價749元

VIVIENNE WESTWOOD
武昌店1F

真皮肩背包

推薦價18,100元

6IXTY8IGHT
武昌店2F

碎花蕾絲圓點半罩式內衣 
推薦價398元
羅紋三角內褲

推薦價298元

巨蟹座

Right-on｜武昌店4F

CAMP 7休閒上衣
推薦價1,990元

幸運色：紫色、棕色。

愛情運：辦公戀情，思維相似就有緣。

錢財運：合作得財，存筆大錢助發展。

Right-on｜武昌店4F

Champion外套
推薦價2,580元

BIRKENSTOCK
西門店2F

BOSTON半包拖鞋

推薦價3,180元

幸運色：棕色、綠色。

愛情運：異地緣強，金錢觀念需默契。

錢財運：積少成多，關鍵人物注財源。

木雕森林
西門店3F、武昌店3F

客製手機殼

推薦價890元

GRACE GIFT｜武昌店1F

玩具總動員-蛋頭哥後背包
推薦價880元

COWA
西門店3F、武昌店3F

日本真皮編織長夾

特價2,140元｜原價4,280元

eyesbook
武昌店2F

霧面方框眼鏡

推薦價2,480元

izzue ARMY｜西門店 1F

厚磅外套

推薦價11,990元
(活動折扣依現場為主)

GRACE GIFT｜武昌店1F

迪士尼-反派壞皇后穆勒鞋
推薦價1,780元

PORTER INTERNATIONAL
西門店 1F

拉鍊式皮夾

推薦價4,350元

Kappa｜西門店 1F

連帽上衣

推薦價3,980元
運動長褲

推薦價3,980元

幸運色：黑色、黃色。

愛情運：桃花暗藏，觀念相撞冒情緣。

錢財運：心態輕鬆，專業才能帶好財。
獅子座 處女座

限定
20週年

亂入手製×吃吃怪物
西門店2F

雕花扇子耳環

推薦價1,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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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武│Ximen Wuchang│

NAVY｜武昌店4F

NAVY棒球外套
推薦價1,390元 HOPES｜武昌店4F

霓紫火焰帆布教練外套

推薦價2,880元

PORTER INTERNATIONAL
西門店1F、武昌店1F

CREASE系列織標腰包
推薦價3,650元

野獸國｜武昌店B1

玩具總動員

搪膠存錢筒抱抱龍款

推薦價2,490元

izzue ARMY｜西門店1F

迷彩長褲

推薦價4,790元
(活動折扣依現場為主)

iimono｜西門店1F

日本真無線藍牙耳機

推薦價3,290元

La Mode｜西門店2F

agnes.b 太陽眼鏡
推薦價4,980元

ToySelect｜武昌店2F

胖嘟嘟小恐龍

氣囊支架手機殼

推薦價490元

JINS｜武昌店3F

JINS X 泡泡先生聯名眼鏡
推薦價2,480元

GRACE GIFT
武昌店1F

迪士尼

101忠狗2WAY帆布餅乾鞋
推薦價1,880元

MUJI｜西門店 B1

四輪硬殼

止滑拉桿箱20L (17吋)
推薦價3,900元

WAVE SHINE｜武昌店1F

二代完美深V連身泳衣
推薦價2,890元

NEW ERA
武昌店4F

洋基棒球帽

推薦價1,380元

幸運色：粉色、銀白色。

愛情運：日常陪伴，共同目標久生情。

錢財運：資訊往來，潛心準備積財富。

幸運色：藍綠色、粉色。

愛情運：戀愛運旺，觀念相合感情堅。

錢財運：請教專業，理財規劃不可少。

天秤座

天蠍座 射手座

izzue ARMY
西門店 1F

圓領長袖上衣

推薦價3,790元
(活動折扣依現場為主)

幸運色：白色、黃色。

愛情運：修成正果，工作異地感情深。

錢財運：家人支持，個人發展潛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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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IN｜武昌店3F

江戶勝系列牛仔褲

推薦價5,490元

iimono｜西門店1F

瑞典Richmond & Finch手機殼
特價1,180元｜原價1,680元

6IXTY8IGHT
武昌店2F

針織長袖上衣

推薦價698元

VIVIENNE WESTWOOD
武昌店1F

Johanna雙層相機包
特價11,640元 | 原價19,400元

MUJI｜西門店 B1

四輪硬殼

止滑拉桿箱20L (17吋)
推薦價3,900元

幸運色：藍色、紅色。

愛情運：相親介紹，家人長輩牽情緣。

錢財運：投資自己，學習跨界有機會。

CALVIN KLEIN JEANS
西門店 1F

經典LOGO連帽上衣

推薦價3,980元

POLYLULU｜西門店 B1

附腰帶絨感開扣長袖洋裝

推薦價790元
（款式花色以現場為主）

VIVIENNE  WESTWOOD｜武昌店1F

LOGO圍巾

推薦價8,000元
（款式花色以現場為主）

幸運色：紅色、金色。

愛情運：玩在一起，輕鬆相處修正果。

錢財運：放慢腳步，副業偏財來相助。

HOPES｜武昌店4F

FULU SHOU連帽上衣
推薦價2,880元

WAVE SHINE
武昌店1F

簡約深V渡假洋裝
推薦價1,090元
FEEL NICE
武昌店3F

Kangol餅乾鞋
特價990元
原價2,180元

TOOT
西門店2F

條紋內著

特價1,485元
原價1,650元

Alexandre Christie
西門店2F

鈦合金機械錶

推薦價18,000元
(限量10支）

ToySelect
武昌店2F

晴雨兩用傘

推薦價650元

幸運色：黃橙色、淡藍色。

愛情運：外貌協會，相處細節定情緣。

錢財運：形象口碑，合作帶旺荷包滿。

金卡
限定

摩羯座 水瓶座

雙魚座

Lille Kasse
武昌店2F

純銀14K包金
淡水珍珠藍石英耳環

推薦價880元

John Henry｜武昌店3F

漢堡長袖上衣

特價2,144元
原價2,680元

FUKUFUKU｜西門店3F

Sunni手製耳環
特價1,512元
原價1,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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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武│Ximen Wuchang│

D｜野獸國Beast Kingdom｜武昌店B1

湯姆貓與傑利鼠擴香石

推薦價1,600元/個

E｜MERCI Design｜武昌店3F

摩艾香氛蠟燭

特價277元/個｜原價480元/個

A｜首席香水｜武昌店2F

LANVIN冒險公主女性淡香精30ml
特價1,080元｜原價1,750元

B｜首席香水｜武昌店2F

GUCCI   FLORA 
華麗梔子花女性淡香水30ml
特價1,580元｜原價2,400元

C｜首席香水｜武昌店2F

COACH經典時尚女性淡香水30ml
特價1,200元｜原價1,550元

B

A
C

{ 想像不到的迷人 ! }

{ 可愛到好想大叫 ! }

D
E

後調：香草蘭、麝香

中調：茉莉、小蒼蘭

前調：紅粉佳人蘋果、 紅醋栗

可重複使用

LANVIN 甜美無邪的天真代表! 

不必加熱點火

中調：素馨
花、 梔子花

後調：黑糖
、 廣藿香

GUCCI 綻放柔美花園香氣! 
前調：紅莓、 梨子

後調：白雪松、麝香、檀香、橡樹苔

中調：白阿爾巴玫瑰、Mahonial™、
保加利亞玫瑰精油、雙瓣茉莉

前調：梨、義大利柑
橘精油、

粉紅葡萄柚、荔枝

暖心逗趣表情

COACH 洋溢青春
氣息！

居家療癒小
物

好味道讓距離更靠近香民
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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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P Perfumum｜武昌店3F

開運經典沙龍香組

(任乙款淡香精＋限定30ml香水)
特價1,680元｜原價2,990元

F｜OHANA MAHAALO｜武昌店1F

OHANA MAHAALO輕香水30ml＋
潤澤療癒體霜120g＋
潤澤療癒護手霜50g＋
柔絲順髮霧95ml
特價2,088元｜原價2,220元

G｜YANKEE CANDLE｜西門店3F

加熱燈＋瓶中燭14.5oz
特價3,080元｜原價3,499元

H｜鹽夢工場｜西門店3F

清水模系列-招財進寶鹽燈
特價1,088元｜原價1,288元

J｜YBG｜武昌店3F

KP女王擴香瓶
推薦價480元
(2/1-2/22 期間限定買二送一)

K｜G select｜武昌店3F

瑞典天然香氛蠟燭

特價3,600元/4個｜原價990元/個

H
G

I J K

F

彷彿陷入戀愛中

甜美夢幻包裝

打造質感暖冬

節慶歡樂氛圍

室內芳香好評NO.1

營造居家浪漫

驅邪納福

招財聚寶

天然風水學

舒心香氣
緩緩擴散

{ 少女隨身帶著走! }

{ 好運氣全都來吧! }

{ 療癒每一天日常! }

好味道讓距離更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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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武│Ximen Wuchang│

澎彈金三角組

購  怡麗絲爾彈潤保濕水＋
         彈潤保濕乳＋多效彈潤美肌乳 
贈  怡麗絲爾淨白超抗皺眼唇精華乳2g＋
         彈潤保濕水30ml＋
         彈潤保濕乳30ml＋
         超澎潤彈力滿格乳霜2.5g
特價2,835元｜原價3,150元

怡麗絲爾金喜裸妝組

購  怡麗絲爾多效彈潤美肌乳T＋
         聚焦粉霜
贈  怡麗絲爾彈潤保濕乳18mlX2＋
怡麗絲爾膠原美肌乳5g

特價1,980元｜原價2,200元

抗皺精露組

購  莉薇特麗抗皺精露125 ml
贈  莉薇特麗抗皺精露50ml＋
        調理潤膚皂20g
特價2,340元｜原價2,600元

新春淨白優惠組 
購  怡麗絲爾淨白晚安凍膜105gX3
贈  怡麗絲爾彈潤保濕乳18ml＋彈潤保濕水18ml
特價1,800元｜原價2,000元

極光城市系列 
購  底妝＋任一春季彩妝
贈  d program潔膚水18ml＋
        亮白乳液11ml
特價2,097元｜原價2,330元

絲柔粉霧唇膏

推薦價850元
12H染唇露

推薦價1,050元

九色眼影盤

推薦價1,900元
超激光炫彩餅

推薦價1,500元

年年有魚
普普風限量系列

SHISEIDO資生堂 ▶ 武昌店1F

新年限定牛牛瓶

怡麗絲爾彈潤保濕水300ml＋
彈潤保濕乳300ml
特價3,420元｜原價4,500元

戀愛桃花電眼組

(持色眉筆＋#208專業彩妝刷＋
九色眼影盤 BURGUNDY TIMES＋
超濃密定色染眉膠Lingering/Spiked)
特價3,350元｜原價4,230元

財運滾滾發光組

(超顯白防護飾底乳＋妝前潤色打亮筆＋
超持妝無瑕粉底液＋3D調光盤/
柔礦迷光金屬光炫彩餅

GET ITGLOWIN'/FLASH＋

AWE/LIGHTSCAPADE)
特價4,250元｜原價5,700元

事業強運好氣色組

(持色奶凍腮紅＋妝前唇霜＋
2021新色絲柔粉霧唇釉＋
指定色水漾潤澤唇膏)
特價2,870元｜原價3,640元

M.A.C ▶ 武昌店1F

顧好面子比什麼都重要！



17

澎彈金三角組

購  怡麗絲爾彈潤保濕水＋
         彈潤保濕乳＋多效彈潤美肌乳 
贈  怡麗絲爾淨白超抗皺眼唇精華乳2g＋
         彈潤保濕水30ml＋
         彈潤保濕乳30ml＋
         超澎潤彈力滿格乳霜2.5g
特價2,835元｜原價3,150元

D｜expo｜武昌店 2F

綠藤生機奇蹟辣木油30ml
推薦價820元

C｜expo｜武昌店 2F

綠藤生機綠色

海洋精華油30ml
推薦價1,980元

B ｜expo｜武昌店 2F

23.5°N 北緯研製米粹舒緩活酵
羽透氧面膜(盒/五入)
特價350元/盒
原價450元/盒

A｜EDN｜西門店1F

明眸天后組

(微震瞬導美眼精華筆 10ml＋
防護肌密眼部修護精華15ml）
特價2,800元｜原價5,600元

E ｜NU+derma｜西門店1F

溫和清潔防護組

(亮采金球去角質膠100mlX2＋
神經醯胺水樣保濕面膜30ml)
特價2,000元｜原價4,500元

G｜男研堂｜武昌店3F

運動保養組

(身體噴霧120ml＋
運動毛巾)
特價899元｜原價1,670元

H｜男研堂｜武昌店3F

胺基酸保養組

(胺基酸洗面乳100ml ＋
夜間面膜X4)
特價998元｜原價1,360元

F｜NU+derma｜西門店1F

舒緩修護精萃30ml
特價2,500元｜原價3,800元

顧好面子比什麼都重要！

D

B

C

A

F 

H

E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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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研堂∣武昌店3F

超值福袋 (內容物隨機出貨)
推薦價999元

喫茶趣Togo∣西門店 1F

冬之茶兩罐

特價2,200元
原價2,640元

品好乳酪
∣武昌店1F

牛轉品味
夾心餅乾

＋指定口
味泡芙

特價600元｜原價680元

2/12 開始販售

快車肉乾∣武昌店1F

豪華經典大禮盒

(杏仁香脆肉紙＋豪華肉乾X2)
推薦價780元

信手拈來，最受歡迎大禮包

西武│Ximen Wuchang│

大人小孩都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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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boy∣西門店2F、武昌店2F福箱∣特價1,500元
價值7,000元以上
 (限量16組)

小樽手作珈琲∣西門店 3F耳掛咖啡包
特價十包330~750元原價單包35~80元

COMEBUYTEA∣西門店 1F海神療癒組(海神爆米花＋
兩杯TOP5明星商品)
特價210元｜原價270元

MARCO WAY∣武昌店3F
流行服飾超值福袋 (內容物隨機出貨）
特價2,599元｜原價5,540元

2/12 開始販售

2/12 初一限定

PORTER  INTERNATIONAL西門店1F、武昌店1F
超值福袋 (內容物隨機出貨)特價2,999元｜價值8,000~11,000元(商品以現場為主，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分享美好一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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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 CREATIONS｜西門店2F

簡約後背包＋方型收納包兩件組

特價2,680元｜原價3,960元

DEYA｜西門店2F

防潑水側背包

特價3,065元｜原價3,880元

BAG

西武│Ximen Wuchang│

8折 7折
VIVIENNE WESTWOOD
武昌店1F

Hampton 織帶印花相機包
特價8,250元｜原價16,500元

5折

SURFRIDER
西門店2F

獅子貓長袖上衣

特價1,080元｜原價1,680元

PRIVATE STRUCTURE
西門店2F

SUPAWEAR野獸系列內著
特價1,343元/2件 | 原價790元/件

C.O.T.E
西門店2F

薄長袖保暖衣

特價1,000元/3件｜原價499元/件

LEE
西門店2F

牛仔外套

特價3,588元｜原價5,980元

6折 7折 7折

85折

PALLADIUM選品
武昌店4F

STAPLE 復古運動夾克外套
特價1,312元｜原價3,280元

Sexy in Shape
武昌店2F

英倫女士蕾絲丁字褲｜推薦價220元
(日日運動系列，任兩件折100元）

Sexy in Shape｜武昌店2F

莉莉的愛蕾絲內衣套組

特價890元｜原價1,390元
6折

折
100元

4折

迎新不漏勾必敗總整理   話題
不能少

BAG

CLOTHES

！

UNDER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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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折 6折 9折

VIVIENNE WESTWOOD
武昌店1F

Tamia 滿鑽Logo耳環
特價3,430元｜原價4,900元

羅亞戴蒙
西門店2F

春日痕跡項鍊

特價2,300元｜原價2,750元

POLINIQ
西門店2F

蝴蝶晶鑽銀白K金手鍊
特價4,299元｜原價5,500元

蝴蝶晶鑽銀白K金項鍊
特價1,988元｜原價2,460元

8折7折 8折

2SWEET
西門店2F

金牛獻寶黃金手鍊

特價5,900元｜原價6,860元
 (2/11-2/18期間限定 KITTY系列新品9折，
銀鋼85折；2SWEET銀鋼8折。)

PIFA
西門店2F

防小人開運小尾戒

特價999元｜原價1,680元
 (1/21-3/08 期間限定全館85折；
消費滿3,000元贈珠寶木盒。)

SunDream
武昌店2F

永恆的愛兩戴式耳環

特價621元｜原價690元

Solomax
西門店 B1

Line  聯名款眼鏡
特價1,194元｜原價1,990元

MERCI Design
武昌店3F

胖卡面紙盒

特價1,247元｜原價1,418元

雷諾瓦拼圖文化坊
武昌店2F

Makoto財福滿門504片拼圖
推薦價899元
(1/8-2/12 消費滿1,688元，贈2021圓滿豐年紅包袋。
活動一卡一次，不累計累送，贈完為止) 

贈
紅包袋

9折 6折

迎新不漏勾必敗總整理

LIFESTYLE

ACCES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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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西門店 1F

西武│Ximen Wuchang│

小室瓶栽｜西門店3F

元寶招財瓶栽

特價1,688元｜原價1,988元

未來實驗室
武昌店4F

燙髮梳＋吹風機

特價1,999元｜原價3,998元
5折

8折

5折AIXIA｜西門店3F

Best 潔牙吉拿棒-潔牙骨
特價第二包半價｜原價280元/包
(消費滿500元贈乙罐日本貓咪罐頭；
滿千宅配免運費)

expo｜武昌店2F

Shock MAMA購物袋
豬鼻女凱薩琳

特價319元｜原價399元

8折

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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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西門店 B1

誠品生活西門店 2F｜武昌店 3F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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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KY｜西門店1F

Pocky於1966年推出後大受好評，瞬間
打入日本年輕人市場，並以咬下餅乾
棒時所發出的聲音而得名。美味又健
康的零食，為社會帶來感動與豐富的
光彩生活。用心傾聽客戶的聲音，反
覆鑽研技術和挑戰，持續為實踐社會
貢獻而努力。

Sexy in Shape｜武昌店2F

Sexy代表性感 in Shape則是保持健康的
體態。 Sexy in Shape就是想跟妳一起擁
有性感、健康的生活體態。為自己的
健康體態努力、擁抱自己的不足，就
是我們認為最性感的態度。懂得學會
跟自己的身體共處，使得我們與眾不
同、獨樹一格。

GIFT ACCESSORY｜武昌店2F

GIFT是禮物也是天賦，每一份禮物寄
託每一個真摯。GIFT Accessory 提供
優質的飾品配件，讓女孩們有多樣化
搭配選擇。我們喜歡大家收到禮物時
那種歡樂喜悅，同時也鼓勵每個人展
現出自己的獨一無二，讓GIFT飾品陪
你一起發揮天賦勇敢追逐夢想。

快閃限定 1.04-1.31
MOMOJI｜武昌店4F

香港品牌 Momoji 致力打造別具一格的
寵物時尚，旨在成為寵物與主人的羈
絆，為大家帶來更多的幸福與喜悅。
Momoji 的寵物圍兜曾獲得香港智營設
計大賞2020年．銀獎，更是亞洲寵物
業中一股有趣的新勢力。

iimono｜西門店1F

iimono源自日文「好的東西」，嚴選
各國好物。秉持台灣人對商品的堅
持，並融合日本人對時尚的敏銳度及
歐洲所學設計的美感，藉由不同文化
洗禮的美學視角，精選世界優質商
品，為台灣消費者分享高CP值推薦好
物。

Ximen Wuchang
NEW OPENING西武│新櫃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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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對味！分享拉近距離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刷卡分期零利率 2021.1.04 Mon.- 2021.4.01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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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使用 eslite Pay、街口支付及 LINE Pay消費恕不得兌換刷卡滿額禮活動。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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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卡與行動支付為同一張卡片恕不得重複兌換。●須出示信用卡 (或手機行動裝置畫面 )、同卡號簽單、電子發票證明聯及
銷貨明細資料方可兌換贈禮；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於活動核對。●購買禮券、儲值卡加值或儲值卡加值後之消費及紅利折抵恕不列入
上述活動金額計算。●除外籍旅客刷卡滿額禮活動外，兌換僅適用於在台灣發行之信用卡，正附卡分開計算。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限本人兌換不得代
領。各銀行美國運通卡、大來卡、VISA金融卡恕不得參加分期活動。花旗銀行金融卡及商務卡 /聯邦銀行 VISA金融卡、公司商務卡及採購卡 /滙豐銀行公司卡、
商務金 /普卡、VISA金融卡 /華南銀行 VISA金融卡及 JCB晶緻悠遊 DEBIT卡 /臺灣銀行 VISA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 /新光銀行 VISA金融卡及商務卡恕不得
參加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以上活動刷卡消費限於西門店 /武昌店 (可跨店累計 )、板橋店 /新板店 (可跨店累計 )消費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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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銀行保留修改、變更、取消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全台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上述活動辦法如有異動，
以現場實際公告為主，各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1.1.04 Mon.- 2021.4.01 Thu.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於館內刷卡消費滿額，憑信用卡、同卡號簽單及消費發票即可兌換指定贈禮，
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滿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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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份

滿 4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7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單筆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滿 2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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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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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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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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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7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 分期七卡恕不參與
     分期禮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45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3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6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單筆分期滿 12,000 元

贈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單筆分期滿 24,000 元

贈誠品禮券 4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 限分期刷卡兌換 ※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單筆分期滿 12,000 元  
贈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分期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分期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 限分期刷卡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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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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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銀行、土地
銀行、臺灣企銀

滿 5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8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分期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分期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分期滿 3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6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 限分期刷卡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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