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額回饋
11.15 Thu. - 11.22 Thu.

誠品人會員扣誠品點

點點成金
誠品點換購物金

兌換地點│生活中廣場服務台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SPECIAL
OFFER

250點，

11.15 Thu. - 12.15 Sat.

5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可累積兌換。

即可兌換「

【本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 APP 行動會員卡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間：2018.11.15 Thu.－2018.12.16 Sun.止，逾期無效，抵用券詳細使用方式請見券面說明。●扣點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
合併扣點兌換，點數兌換以會員當日持有點數為準，兌換後恕無法取消及退回。●兌換會員相關贈禮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
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方可兌換。●抵用券為電子券型式，兌換後將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人APP查看抵用券明細，或於專櫃消費時出示
會員卡，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直接進行折抵。●本券為無償發行之電子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使用電子抵用券之抵用金額
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停車折抵及其它活動之累計消費金額。●本券請自行保管，恕不退換、找零、不另開立統一發票。●本券限誠品站前店使
用，惟不適用於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及以下專櫃：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STARBUCKS、麥當勞、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特
賣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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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聚站前
限時來店禮

2019

11.15 Thu. - 01.02 Wed.

冬季新旅程
誠品人獨享抽

11.15 Thu. - 12.25 Tue.

繽紛聖誕
輕佈置系列禮
12.01 Sat. - 12.25 Tue.

儲藏浪漫
美好紀念禮

2018

2019

11.15 Thu. - 01.02 Wed.

暖心好物
幸福家居禮

1,000元，即有機會抽中

「日本精品級航空公司星悅航空，

站前獨家
水潤美顏禮

台北─北九州雙人來回機票」（價值36,000元），共15組。
●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當日單筆消費滿1,000元可參加乙次，滿2,000元兩次，依此類
推…，若不符合活動資格，或該筆消費辦理退換貨則中獎無效；會員消費記錄以誠品會員卡系統紀
錄為準，得獎者於公告當日需仍為有效卡方具領獎資格。●得獎名單將於2019.01.11 Fri.公布於迷
誠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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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悅航空來回機票之行程
詳細使用規則，使用日期及其他負擔費用等，皆以兌換憑證及迷誠品說明為主。●領獎期間:領獎
期間:2019.01.11 Fri.-02.11 Mon.。●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2,500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
即贈「彩漾杯墊」乙份。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限量240份 ●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
館、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特賣會。 ● 本活動恕不與「時光小屋夜燈 冬季暖心禮」、「儲藏
浪漫 美好紀念禮 」、「暖心好物 幸福家居禮」、「境外旅客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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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
即贈「重曝玻璃罐」乙份。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限量60份。●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
館、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特賣會。 ●本活動恕不與「時光小屋夜燈 冬季暖心禮」、「繽
紛聖誕 輕佈置系列禮 」、「暖心好物 幸福家居禮」、「境外旅客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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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

40,000元，即贈「巢家居 H.A.N.D 咖啡沖泡壺組
600ml+不鏽鋼手沖壺800ml 」（價值5,160元，限量6組）。
滿50,000元，即贈「 AIRMATE對流式即熱
滿

加濕電暖器機」乙台（價值7,690元，限量3台）。
●每卡各門檻期間限兌換乙份。●以下專櫃消費金額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
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特賣會。● 本活動恕不與「時光小屋夜燈 冬季暖心禮」、「繽紛聖
誕 輕佈置系列禮 」、「儲藏浪漫 美好紀念禮」、「境外旅客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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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11.15 Thu. - 01.02 Wed.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

19NINETEEN精品茶飲19元抵用券」乙份。

即贈「

●每人每日限兌換3份，每日限量200份。●每張發票限兌換乙份贈禮。
●本活動提供產品兌換券，詳細規範依券面說明為主。
品牌介紹：在19歲這個燦爛的一字頭尾端，然後在踏入二字頭的開始，我們
開始學會觀察，學會夢想不難。於是任性的帶著19歲的執著， 一步一步的
實現夢想，19，夢想實踐的開始，19NINETEEN陪你一起。

2018
2018

憑全館當日不限金額消費發票乙張，

全館當日單筆消費滿指定金額，即贈指定贈禮。

688元，即贈「蕾舒翠 親肌保水膜」乙份

滿

（價值60元／片，隨機款式）。

2,888元，即贈「蕾舒翠 自然肌密花水噴霧150ml 」乙份

滿

（價值1,500元／瓶）。
●每人每日各門檻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
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特賣會。

品牌介紹：L'HERBOFLORE蕾舒翠以純淨天然的成分帶給女性消費者全方位的養
護，將最有效的植萃成分帶進產品中，從臉部、身體、髮品到纖體、健康, 女性呵
護…等保健食品，從頭到腳，內養外護，提供高品質的美容保養及活力保健服務，
讓妳感受到最精緻的全面呵護。

活動詳情 請掃 QR CODE

11.15 Thu. - 11.30 Fri.

肖年頭家
夢想嘉年華
購物金回饋
2018

2019

11.27 Tue. - 01.02 Wed.

幾米插畫
年曆組加購禮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

500元，

即贈「肖年頭家夢想嘉年華

50元抵用券」乙張。

●每人每日限贈乙張，數量有限，贈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
格文具館、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特賣會。●抵用券使用期間為2018.11.30 Fri.- 2018.12.2
Sun.逾期無效。●抵用券使用範圍：肖年頭家夢想嘉年華@松菸文創廣場市集活動。●單筆消費
滿500元，方可使用抵用券乙張。●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
更之權利。

憑全館當日不限金額消費發票，至站前店生活中廣場服務台
即可以99元加價購得「幾米插畫年曆組」乙份，
誠品獨家設計，讓幾米陪伴您度過2019年的每一天！
內含｜ 2019年單張年曆海報＋手帳貼紙乙份
（ W ）15×（ H ）21cm
尺寸｜ 海報（ W ）35×（ H ）50cm、貼紙：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加價購僅接受現金∕誠品禮券結帳，恕無法接受其他結帳方式。
●圖像授權：墨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即日起 - 12.31 Mon.

境外旅客限定

8,000元，

境外旅客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可兌換「滿額好禮」乙份，贈禮內容請以實際現場公告為準。
●境外旅客贈禮恕不與「時光小屋夜燈 冬季暖心禮」、「繽紛聖誕 輕佈置系列禮 」、「儲藏浪漫
美好紀念禮 」、「暖心好物 幸福家居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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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單店消費發票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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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服務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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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多 優 惠 請 掃 QR CODE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活動限站前店當日發票當日(活動期間)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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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數相關
活動僅限誠品人會員獨享。●上述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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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見迷誠品網站。

點亮日常生活
推薦商品

誠品點好好用

點亮日常生活 11.1
thu.

刷卡分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 3,000 元以上

享 3 期零利率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見現場公告或詢問專櫃人員

享 6 期零利率

銀行刷卡滿額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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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消費滿 12,000 元以上

享 12 期零利率

滙豐銀行、台新銀行、凱基銀行、星展銀行 ( 澳盛信用卡適用 )

2018.9.27 Thu. - 2019.1.02 Wed.

滿 6,0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80 份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16,000 元贈

滿 13,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贈

乙份，限量 2,000 份

滿 12,000 元
且分 12 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7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200 份

乙份，限量 335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800 份

單筆滿 30,000 元
且分期，贈

銀行禮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6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

滿 6,5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12,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0,000 元贈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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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元

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且分 6 期，加贈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簡約玻璃隨身瓶

誠品禮券 3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且分期，加贈
乙份，限量 500 份

單筆滿 5,000 元
且分期，贈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20,000 元贈

乙份，限量 2,000 份

乙份，限量 5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5,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折疊旅行包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2018.4.12Thu. -2019.3.31Sun.

刷銀聯享優惠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此活動需先登入迷誠品方能參與點數兌換 (首次登入請先註冊網路帳號)。●每筆點數兌換筆次視為一次抽獎機會，每人每卡不限抽獎機會。●活動僅適用

●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12,000 元贈

單筆滿 12,000 元

注意事項 ─

且分期，加贈

滿 12,000 元贈

且分期，加贈

市價$865／誠品點：500點 + 799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25,000 元

小米｜小米手環3

素，取消點數商品兌換，該筆次的抽獎序號資格將同步取消。●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或誠品人APP【會員專區】中查詢。●誠品保留活動內容變更、修改及最後解

滿 5,000 元贈

乙份，限量 500 份

「ATH-UN1耳罩式耳機」

滿 12,0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11月夢幻大獎

單筆滿 12,000 元

滿 6,000 元贈

乙份，限量 200 份

立即
參加

於台灣申辦之誠品人或累計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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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即可參加「跳脫日常─月月抽」抽獎活動。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6,500 元贈
乙份，限量 500 份

活動期間，使用誠品點兌換點數專區任一商品，

12月夢幻大獎

滿 6,000 元贈
乙份，限量 500 份

LAMY｜奢華系列鋼筆
市價$2,600／誠品點：990點 + 1,999元

「伊萊克斯─咖啡機」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於站前店、R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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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 R79 店不配合分期加贈禮。

滿 6,000 元贈
乙份，限量 3,000 份

12.31

R79 店恕不配合分期

2018.9.27 Thu - 2019.1.02 Wed.

單筆消費滿 6,000 元以上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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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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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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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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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消費限於誠品站前店、R79 店跨店消費累計，惟 R79 店不參加刷卡分期零利率及分期加贈禮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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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之權利。●活動詳情請見迷誠品網站https://meet.eslite.com/

交換驚喜的聖誕老人
創立於2010年的Change Christmas x Strangers，期望藉由交換禮物與拿到禮物瞬間的喜
樂，讓陌生人間也能建立連結，從最初的60位參與者到目前橫跨世界20個城市，累積超
過上萬名參與者透過CCXS和來自遠方的陌生人交換禮物。
「印象最深刻是在公館場次，交換的是位軍人，當他拿到禮物時認出這是他女友挑的禮
物，我當下回想這份禮物是幾天前換到的，在7、8人後竟然還能換到男朋友手上！」，
一位CCXS的志工開心的分享著透過禮物讓人與人建立連結時的喜悅。
而今年他們則將與誠品生活一同帶來這個冬天最溫暖人心的交換禮物，有「特實用小
物」、玩心不止的「大人味玩具」、親子同樂的「與孩子們童在一起」三大主題，每個
主題都有名人精選禮物隨機出現。現在一起來報名，並帶著你精心準備價值300元以上

小時候我們最期待聖誕老人的出現，他永遠了解每一個乖孩子的需求，因為他喜歡「給予」，
所以會設法了解對方想要什麼禮物，他絕對是這個世界上，最美好的存在。

的禮物與卡片，與上百位的陌生朋友一同來趟驚奇的交換禮物之旅吧！

特實用小物

17:00-18:00 板橋店 門口屋簷穿廊
18:00-19:00 敦南店 戶外廣場

12.16 Sun. 13:00-14:00 站前店 藝文東廣場

14:00-15:00 高雄大遠百店 17F 觀景空間
15:00-16:00 南西店 1F前廣場

17:00-18:00 西門店 昆明街騎樓

12.23 Sun. 14:00-15:00 台南文化中心店

1F中華東路入口處

大人味玩具

12.15 Sat.

今年誠品生活將透過幾米創作的角色，與交換禮物公益團體 Change Christmas x Strangers (以下簡稱CCXS)
延續這份美好的象徵與傳統，我們像是聖誕老人一樣付出，然後幸福。
線上報名
● 活動12.03 Mon. 開放線上報名，名額有限。更多詳細活動內容，請見迷誠品網站。● 禮物內容 : 禁止為仍需支付費用的
折價劵、兌換券或餐券、有效期之食品、易碎材質之物品、需冷凍冷藏保存之物品、亦不得為活體、屍體等生命體；若為
組合商品需內含全部配件；食品以外之有效期商品，效期請勿短於一年內。● 禮物大小 : 為方便聖誕老人運送禮物，禮物
尺寸長寬高不得大於60cm。

傳遞愛的聖誕老人

13:00-14:00 敦南店 戶外廣場

12.15 Sat.

15:00-16:00 新板店 1F植生牆

19:00-20:00 武昌店 武昌街騎樓

12.23 Sun. 15:00-16:00 園道店 3F電梯梯廳

19:00-20:00 信義店 1F 星巴克前廣場

與孩子們童在一起

12.15 Sat.
12.23 Sun.

16:00-17:00 松菸店 B2顧客服務中心
16:30-17:30 信義店 1F 星巴克前廣場

作家王文華說 :「挫折時，我喜歡讀幾米的書，它們提醒我 :人是善良的。」幾米總是畫
很多不同善良的角色，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小狗小貓，動物怪獸，他們常被命運搞得
七暈八素，但還是繼續努力地思考、用心的生活。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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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亮希望的聖誕老人

命養分。今年幾米20週年，誠品生活禮物節帶你走入10個幾米的繪本世界。在繽紛的顏

等待禮物的盼望、拿到禮物的喜悅是聖誕節的重頭戲。

色和童話場景中，享受歡慶佳節的愉悅﹔也在歲末年初，透過這些角色，感受這股安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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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向上的積極力量。

物，並與CCXS一同贈予亞東紀念醫院兒童病房、伊甸基金會「象圈工程計畫」的弱勢學童們，讓孩子們也能歡度這屬於禮物與驚喜的節日！
人人都可以是聖誕老人，一起讓這個冬天暖意十足。
伊甸基金會「象圈工程計畫」：在長時間的服務經驗中發現，社區發展最大困境為「失能家庭」，經濟弱勢、隔代教養、父母忙於工作疏忽孩子等，導致孩
童學習停滯、缺乏安全感與學習模範，而象圈工程計劃希望為他們圈起一個溫暖、有愛的空間，推動快樂早餐、課後照顧服務，發揮如象群的力量，守護孩
子健康成長！

高雄大遠百店—

台南文化中心店—

站前店—

板橋店&新板店—

敦南店—

1999《月亮忘記了》

2000《森林唱遊》

2001《地下鐵》

2001《照相本子》

2009《星空》

╳
松菸店—

西門店&武昌店—

亞東醫院店&高醫店—

南西店—

2010《走向春天的下午》

2011《時光電影院》

2012《擁抱》

2012《如果我可以許一個願望》 2013《真的假的啊?》

信義店—

2018

那個市集
送禮，是一份心意的傳遞，
好關係，就從關心對方的喜好開始吧！

02.

01.

03.

04.

JINS

香氛品牌 Senteur et Beaute 與 JINS 共同打造柔和
甜美的日常，互相為對方挑一副適合的眼鏡，紀念彼
此美好時光。

JINS × Senteur et Beaute 聯名系列 新品上市
● 配鏡贈送聯名款法國潤膚皂（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推薦價

2,480 元（誠品會員 9 折）

S’
AIME

02.

光和盆子 - 原創的羊毛氈

光和盆子 - 羊毛氈飾品

任選兩件

品牌聖誕商品 全品項

85 折｜原價 700-900 元 / 個

最印象深刻的，也許是有溫度、有人情味
的收藏品吧！羊毛氈飾品可製作成任何可
愛造型，紀念每一份獨特心情。

03.

04.

Banana Island Candles - 擴香掛飾 8ml

Banana Island Candles - 精油蠟燭

暖暖的燭光， 瀰漫著精油的香氛能量。
浪漫，時時刻刻都可以存在。

真皮輕巧格層小方包

1,880 元｜原價 2,080 元

85 折｜原價 300-500 元 / 個

原創設計的羊毛氈作品，柔軟纖維一層
一層包裹，執著而真摯的情意，都在紮
實氈化的羊毛裡，溫暖整個冬季。

任選兩件 85 折｜原價 350 元

Hannah 漢娜 特價

01.

真皮輕巧有質感，內有多皮層分類更方便，
東京企劃新品推薦，最佳禮物首選！

品牌聖誕商品 全品項

85 折

原價 680 元（85g）／ 1,380 元（185g ）
浪漫的聖誕氣氛裡，致上一顆療癒身心的蠟燭，
是讓人感受再美好不過的事。

expo
圓形 LOGO 真皮拉鍊長夾
特價

1,580 元｜原價 1,780 元 89 折

簡約不失優雅，多種顏色適合不同個性女孩，
想想她，高質感長夾是不失誤禮品之一。

邊緣工事

貓手作 - 貓掌皂
推薦價

250-350 元｜誠品會員 9 折

超療癒款香皂，有別於一般香皂，
每一次使用都能帶來可愛新奇感。

金曜日 手工製髮帶 3 條組（可挑款）
特價

850 元｜原價 960 元 89 折

手工的暖心髮帶送禮送到心坎裏，
三個花色天天都有新搭配。轉變風格就從髮帶下手吧！

Little OH! 聖誕系列手工飾品
兩件

9 折｜原價 490-690 元 / 對

金工琺瑯的獨特手作 Little OH! Handmade
戴上它，隨時都能展現個人風情。

金曜日 -

Little OH! -

304 不鏽鋼吸管組 + 杯套

純手工耳環（全系列）

米犬日常 - 頸枕／阿瓦

繆香 - 空間擴香瓶 100ml

特價

三件

推薦價

推薦價

500 元｜原價 600 元 84 折

獨一無二拼布系列，讓愛喝飲料的她∕他，
也能隨時擁有繽紛時尚。

88 折｜原價 490-690 元 / 對

純手工製作，展現精緻精巧的質感系列，
挑選三件更優惠，送禮不失手的好選擇。

550 元｜誠品會員 9 折

不管你是上班族、學生族、空中飛人、懶惰鬼
休息一下，阿瓦讓你靠，可紓緩壓力、放鬆休息。

780 元｜任選兩件享 88 折優惠

味道是一種習慣，習慣的味道中
使人安心自在，簡約設計，如同精美的家居擺飾。

09.
11.
想要擁有光澤美肌、柔順秀髮，從去角質、保濕、護髮開始，
入手好評推薦款，你也可以擁有天生美麗的小心機！

03.

01.

02.
04.

12.

16.

10.

07.

08.

06.

15.

13.
05.

01. 乳油木之家

66 折

波巴布 -

清潔保濕卸妝水 200ml x2
特價

1,150 元｜原價 1,760 元

5
05.NU+derma 新德曼 2 折
冬季肌因保養豪華套組

（煥白彈力潔面幕斯 150m×2+
肌因密集修護精華安瓶 10ml×6+

365 抗皺緊緻精質乳霜 50ml×1+
肌因細白修護微導膜 25ml×10）

特價

10,000 元｜原價 19,360 元

14.

02. 乳油木之家

03. 蕾舒翠

7折

Bomb 黑醋栗身體去角質 375ｇ＋
Bomb 手工精油泡澡球 160g×2+

水盈潤晶露

（備註：泡澡球可任選同系列其他味道）

特價

1,430 元｜原價 2,056 元

06.NU+derma 新德曼

5折

超值特惠組

（高機能鑽白彈力露 125ml+
金采極致晶凍凝露 125ml）

買一送一
特價

1,800 元｜原價 3,600 元

5折

5折

水盈潤去角質

7
09.EDN 3 折

10.berji

11.CONI

黑磁奇肌能量泥膜 50ml ＋

雙效靚白潔顏蜜 500ml ＋輕透水感

深層清潔卸妝組（美妍保濕潔顏油幕斯
500ml×2，加贈美妍保濕潔顏油幕斯 100ml×1）

買一送一

買一送一

清潔薄片 50 入 + 美容磁力棒

絲絨氣墊水凝霜 15g（內附補充蕊 15g）

特價

特價

特價

特價

1,500 元｜原價 3,000 元

7
07. 阿原 YUAN 5 折

系列身體乳（艾草／月桃）+ 肥皂（艾草／月桃）
特價

04. 蕾舒翠

1,185-1,433 元

原價 1,580-1,910 元

1,600 元｜原價 3,200 元

08. 薇風

34 折

小水滴系列面膜

買一送二
特價

400 元｜原價 1,200 元

限量 100 份

8,800 元｜原價 12,060 元

7
13. 阿原 YUAN 8 折
水嫩潔淨組聖誕特別版

（水潤皂 100g + 金英皂 100g）

特價

515 元｜原價 660 元

4,200 元｜原價 4,650 元

41 折

特價 2,800 元｜原價 6,850 元

12 .BIOCHEM 倍優

GABA 氨基丁酸 30ml+
胎盤素原液 30ml
特價

1,658 元｜原價 1,950 元

16.BIOCHEM 倍優

14.86 SHOP

15.CONI

FEAZAC 舒科 -

極萃黑

玻尿酸精華液 120ml

天使光香水護髮噴霧（經典小蒼蘭）

高肌能修護膠囊禮盒（50 入）

特價

買一送一

推薦價

特價

499 元｜原價 998 元

限量 300 份

19,800 元

85 折

87 折

650 元｜原價 750 元

愈來愈靠近聖誕節的夜裡，
馴鹿觀察著大家最喜愛的美食，
然後把美味收藏與大家分享，
一起歡樂聖誕

!

香帥蛋糕

歐式蛋糕系列 全品項

先喝道

點心優惠
5 折起

11.23 Fri .-11.25 Sun .

每日指定飲品 第二杯

85 折

德克士

老董牛肉麵

87折

84 折

搞怪聖誕 3 塊炸雞餐

清燉牛肉麵 +小籠湯包（7 顆）
+35 元飲料

特價

特價

189 元｜原價 219 元

238 元｜原價 285 元

5折

肯德基

74 折

炸彈全餐
（5 塊雞桶 + 原味蛋撻組 +2 杯小可）
特價 329 元｜原價 449 元

菘韓館

8折

麥當勞

雙人套餐（ 海陸石鍋拌飯 + 泡菜豆腐鍋 + 炒年糕 + 炸豆腐 + 飲品）

憑誠品累計卡、會員卡或誠品人 APP 顯示畫面購買超值全餐

特價

即贈送 蛋捲冰淇淋 或 勁辣香雞翅 乙份（擇一）

688 元｜原價 860 元

● 不可與其他促銷活動併行使用

德克士

5折

熱卡布奇諾（S）買一送一
特價

58 元｜原價 116 元

上島珈琲店

上信饌玉

5折

核桃堅果棒（300g ）買一送一
特價

300 元｜原價 600 元

每日限量 20 組

19NINETEEN 精品茶飲 5 折
11.23Fri. 蜂蜜冰茶 11.24Sat. 珍珠紅茶拿鐵
11.25Sun. 天堂

買一送一 原價 65-75 元 每日限量 99 份

咖啡伴

69 折

CROQUE MONSIEUR 三明治 +

樂檸漢堡

咖啡飲品買一送一

咖啡伴

黑糖 MILK 珈琲 推薦價

●不限品項需補差價（限不同品項）

贈送

特價

特價

台灣吉野家

230 元

7折

50 元｜原價 60 元

72 折

韓式雙享餐（拉麵或拌飯×2+ 炸雞×1）

120 元飲料兩杯

590 元｜原價 830 元 每日限量 20 份

莫凡彼咖啡館

8折

咖哩豚×1+ 翠玉牛×1+ 漬物

莫凡彼雙人分享餐（湯品×2+ 開胃菜分享盤×1+ 主食×2+

購買手工 PIZZA 乙份送茶類飲品乙杯

（任選 2 道）
+ 紅茶 x2

冰淇淋甜點分享盤 x1+ 特色飲品×2）● 10% 服務另計

特價

特價

特價

230 元｜原價 335 元

280 元｜原價 400 元

999 元｜原價 1,250 元

忙碌的聖誕老人總是忙著送禮物，
有一天孩子們發現每個聖誕老人都有個秘密零食箱…

台中郭記

傳統鳳梨酥（12 入／盒）×2 盒
特價

19NINETEEN 精品茶飲

650 元｜原價 720 元

限量 50 份

84 折

當月 9、19、29 號 全飲品同品項

上島珈琲店

台中郭記

牛軋餅（12 入／盒）× 2 盒
特價

450 元｜原價 500 元 限量 50 份

日本禮盒
推薦價

450 元 每日限量 20 組

85 折

布萊恩紅茶 頂級茶葉禮盒

第二件半價
●每人限購 2 組● 限當日 11:00-20:00

特價

2,080 元｜原價 2,280 元
黑方巧克力

79 折

原味生巧克力＋可可茶
特價

780 元｜原價 830 元 售完為止

快車肉乾

小豬真空 ( 6 入／組 )
特價

750 元｜原價 900 元

拾禾米香 Joyful Harvest
米香（綜合口味，10 入 / 盒）
特價

315 元｜原價 350 元

限量 100 份 不與其餘優惠折扣並用

香帥蛋糕

芋泥燒布丁 (4 入 / 盒）
特價

330 元｜原價 420 元 每日限量 30 盒

87 折
上信饌玉

夏威夷豆塔（6 入／長盒）×2
特價

450 元｜原價 520 元

88 折
上信饌玉

杏仁薄燒（6 入／長盒）
+ 太妃糖（150g）
特價

420 元｜原價 480 元

89 折
上信饌玉

那個市集

經典餅乾禮盒組
玉米脆餅（6 入／長盒）＋杏仁薄燒（4 入／小盒）＋
蔓越莓義式脆餅（4 入／小盒）
特價

539 元｜原價 610 元

限量 200 份

蒂蒂烘焙 - 聖誕小點禮盒組
（ 糖漬橙片 2 入 + 瑪德蓮 4 入 + 糖霜餅乾小片 4 入）

推薦價

320 元

那個市集

蒂蒂烘焙 - 聖誕糖霜禮盒組（6 片／組）
推薦價

300 元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拾禾米香 Joyful Harvest

屬於我們兒時回憶的「爆米香」 此刻邀你一起回味

拾禾米香取自於「農人拾起稻穗，歡喜收成」之意。當您品嚐到米香時，也能感受到
農夫豐收的喜悅。
「爆米香」對於現代人來說多半停留在兒時的回憶裡，越來越少機會
品嚐到台灣古早的零嘴，這樣的念頭下，我們創立了「以爆米香為主題的伴手禮專賣
店」，希望將爆米香的美味與童趣延續下去。經過不斷嘗試與調整，將多種的穀物及
養生的食材融入米香當中，創意的結合提升了多層次的口感，秉持傳統製作工法，堅
持用料實在及食材安心，每一口都感受到拾禾米香的真誠與用心！
●開幕限定 全品項 9 折（不與其他優惠合併）

誠品站前店

翰林茶棧
台灣茶湯文化由翰林開始 給顧客奢華味蕾享受

那個市集 THAT MARKET

品牌致力創造「溫度」 成為你心中最特別的那個市集

「咦？前面有『那個』耶。」「走，去看一下『那個』是什麼。」

創業於 1986 年，翰林茶餐飲集團 30 年來堅持只做最好的茶飲，從茶藝館到茶饌餐廳，

總是聽到讓人會心一笑的對話後，再看著每個人帶著滿足的笑容離開市集。那個市集

翰林引領台灣茶文化潮流，將文人茶精神拓展海內外。招牌飲料包括台灣原創珍珠奶

嚴選原創好物，獨一無二的原創品牌。從宜蘭出發，在這個島嶼上我們收集了許多熱

茶、翰林獨家栽種成功的頂級翡翠綠茶，以及各式頂級茶品，選用台灣契作茶區高品

愛手作、溫暖的人們。手指在攤位滑過，沒有隔閡的觸摸到每一件作品的質地、布料

質生態茶，茶香醇厚、茶質溫潤自然回甘。並提供獨家湯頭熬製的日式關東煮，新鮮

的質感、皮件的紋路、細緻的銀飾、古樸的銅飾……等。我們相信，每個作品都是一

優質食材在湯汁和麻辣汁中熬煮入味，多層次的味蕾饗宴，是茶飲、輕食第一品牌。

段有溫度的故事，如同每個你都是無可取代的。「我們始終相信，人與人之間最美好

●即將於 12 月開幕登場

Train's
空運貨機每週 2 趟 Train's 把滿滿熱誠直送到你手中！

Train's 為全台第一間連鎖的扭蛋專門店有別於一般傳統扭蛋店，我們與日本代理商簽約
引進日本當地最新扭蛋產品，每週空運來台，只為了喜愛扭蛋的你！ Train's 致力於創
造夢想中的扭蛋店，只在 Train's 你的扭蛋新體驗。創造歡樂、被人肯定的感覺是我們
持續下去最大的動力。Train's 物流車每週 10 趟、空運貨機每週 2 趟、把距離 1821 公
里遠的滿滿熱誠直送到你手中！ Train's 持續勇往直前不停歇，只願看到世界上最美的
畫面，是大家的開心笑容。

的是『溫度』。」

羅亞戴蒙 ROYAL DAMON
珠寶飾品領導品牌 掌握時尚脈動與流行趨勢

創立至今 15 年來，秉持著品牌精神「唯有真情，其堅如鋼」，承襲歐美簡約風格，襯
托出白鋼的精緻質感，提供截然不同的全新流行珠寶，引領 ROYAL DAMON 日漸
茁壯，成為台灣白鋼珠寶飾品的首選品牌。ROYAL DAMON 的創作，強調生命力及
創造力，以簡單的線條刻劃出獨特風格，具有高品味及高品質。將寶石、K 金與白鋼
等不同屬性的材質以先進的德國工藝技術，結合成一體注入未來感和科技感，深受品
味人士喜愛。

●開幕限定 NK471 品牌經典 特價 1,240 元 原價 2,480 元

誠品站前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