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土x石樂



●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間為2022.11.11 Fri-11.13 Sun.止，逾期無效，抵用券詳細使用方式請見券面說明。●誠品APP兌換方式：登入誠品APP>誠品點數>點數兌換，每券每
會員限兌換乙次。●本券為電子券型式，兌換後將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APP查看抵用券明細，或於專櫃消費時出示會員卡或誠品APP行動會員卡直接進行折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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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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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券限誠品松菸店使
用，惟不適用於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 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丸亀製麵；1F- 台灣大哥大門市；2F- 知味市集；3F- 誠品書店 ( 含兒童館、音樂館、文具
館、精品館、living project )、謙碩服裝修改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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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期間各門檻每會員／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贈禮款式及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
●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以上專櫃發票恕不列入消費
累計金額計算。●其餘注意事項請詳見下方全館活動注意事項說明。

11.01 Tue. - 11.13 Sun. 誠品生活雙11 熱鬧同慶！

暖心療癒 會員滿額禮

※兌換方式：登入誠品APP > 誠品點數 > 點數兌換，每人限兌換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11.11 Fri. - 12.04 Sun.

登入誠品APP，扣誠品點11點，             電子抵用券乙張 $111
11.11 Fri. - 11.13 Sun. 單筆消費滿                   即可抵用888

誠品APP

「黑土x石樂 墨玉刮痧板」( 價值1,280元，限量80組 )

當日累計消費滿 11,111 送

●活動期間每會員／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贈禮款式及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 、誠品表演廳、 誠品
畫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以上專櫃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其餘注意事項請詳見下方全館活動注意事項說明。

11.11 Fri. - 1.03 Tue 貼心款待 會員來店禮
會員單筆消費滿500，即可兌換
●黑卡會員 送「 THE D 重返青春緊緻黑面膜」價值250元

或「Jo Model 青檸瑪黛茶旅行三件組」價值199元，共限量350組

●金卡會員 送「SALTLIFE鹽夢工場 玫瑰沐浴鹽200g」價值199元

或「艾比蓋爾日用香氛美學 織品香水」價值180元，共限量400組

●白卡會員 送「賽先生科學工廠 趣味科學燒瓶迴紋針」

即可
兌換



iPhone14 128GB

誠品會員至誠品APP或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
憑誠品點10點，     抽獎機會乙次，天天抽聖誕倒數24項好禮，
如：

誠品點好好兌  聖誕倒數月曆12.01 Thu. - 12.24 Sat.

●此活動需先登入誠品APP或迷誠品網站方能參與點數兌換，首次登入請先註冊帳號。●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誠品會員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活動期間，每筆
點數兌換視為乙次抽獎機會，每卡不限抽獎機會。●兌換為誠品點即時扣抵，信箱收取到點數兌換成功通知函即獲得抽獎資格。●若因不可抗拒因素，取消點數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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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會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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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獎項於一個工作日後抽出並公佈(如遇假日則自動順延)，獎項於活動結束後統一期限領取並由專人電話通知中獎與領獎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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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9 Mon.-2023.2.09 Thu.辦理領獎，未於期限內至誠品指定店別完成辦理，視同放棄兌獎資格。●活動期間
每卡(限同一身份ID)限一次「iPhone14 128GB」抽獎機會。●活動屬機會中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細請見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明。●每日抽獎獎項之
品項、型號以點數專區活動網頁說明為準。●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康生 寵i美足 - 時尚紓壓按摩腳機 ( 價值9,800元，共乙台 )

Panasonic 國際牌 - 負離子空氣清淨機 ( 價值6,490元，共乙台 )

( 價值27,900元，共乙份 )參加抽獎，即有機會再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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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額回饋

●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限至2022.12.31Sat.止，逾期無效，抵用券詳細使用方式請見券面說明。●門市兌換需本人持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APP行動會員卡至顧客服務中
心兌換。●誠品APP兌換方式：登入誠品APP>誠品點數>點數兌換。●本券為電子券型式，兌換後將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APP查看抵用券明細，或於專櫃消費時出示
會員卡或誠品APP行動會員卡直接進行折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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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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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券限誠品松菸店使用，惟不適用於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丸亀製麵；1F-台灣大哥大門市；
2F- 知味市集；3F- 誠品書店 ( 含兒童館、音樂館、文具館、精品館、living project )、謙碩服裝修改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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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 Mon. - 11.30 Wed. 點點成金 誠品點換購物金

※門市兌換需本人持會員卡至2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誠品APP兌換方式：登入誠品APP>誠品點數>點數兌換

會員至門市或至誠品APP點數兌換專區，扣誠品點300／600點，
即可兌換                                           電子抵用券乙張，可累積兌換$50／$100

即可
兌換



●活動期間各門檻每會員／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BATH TOP 造型泡泡浴球」、「whiple 羊毛圍巾」、「伊萊克斯 10L除濕機」當日不累贈，已兌換
過之發票不得重複計算。●贈禮款式及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以上專櫃
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其餘注意事項請詳見下方全館活動注意事項說明。

12.05 Mon. - 1.03 Tue. 散播歡樂 會員大戶禮

5號會員日加碼回饋 滿5,000送50012.05 Mon.

●點數5倍送活動│將於消費達檻後自動匯入回饋點數(含原消費累計1倍)至誠品會員帳戶內。●誠品點5萬點抽獎│達檻後可於當月5-20日至【誠品APP→遊戲任務】內進行刮刮樂抽獎。點
數獎項於抽中當下已即時匯入會員帳戶，可至【會員專區→點數與消費】查詢點數匯入紀錄。●您消費，誠品買單抽獎│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當日單筆消費滿$888可參加乙
次，消費2筆$888，可獲2次抽獎機會，依此類推…惟每位會員中獎資格限乙次，共抽出5名，中獎名單將於每月25號公告於【迷誠品網站得獎公告】。●誠品行旅住宿券抽獎│本活動為實
體抽獎，請至2F-顧客服務中心進行抽獎。
●全館累計消費滿5千送5百活動│活動當日每位會員消費滿額限回饋乙次，恕不累贈，消費累計以發票金額為準。●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金額恕無法參與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

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依現場實際公告為準。●本活動贈送之500元抵用券，內含「松菸商場專櫃200元電子抵用券」限松菸店專
櫃單筆消費滿1,500元可抵用、「松菸書店100元電子抵用券」限書店、兒童館、文具館、精品文具館、知味市集、音樂館使用，單筆消費滿800元可抵用、「誠品線上200元電子抵用券」限
誠品線上單筆消費滿1,500元可抵用。使用期限自獲券隔日起至當月月底止，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門市抵用券採消費後系統自動匯券，誠品會員結帳前請先出示實體會員卡或
誠品APP行動會員卡完成發票消費註記方符合自動贈券之資格；非當日消費補登者恕無法補贈。●「松菸商場專櫃200元電子抵用券」恕不適用於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
品表演廳、誠品畫廊、B1-丸亀製麵；1F-台灣大哥大門市；2F-誠品知味市集；3F-謙碩服飾修改室、誠品書店(含兒童館、音樂館、文具館、精品館、living project)。排除專櫃若有異動，
依現場實際公告為準。●「誠品線上200元電子抵用券」採消費後撈取達檻名單，並於12.09Fri.統一匯入達檻會員的誠品線上會員帳號。優惠券使用期限至當月月底止，逾期將無法使用，
恕不得轉贈。●本活動贈送之抵用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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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 — ●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松菸店當日單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兌換時請出示電
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如使用發票載具，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利於活動核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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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
照身分證件或誠品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方可兌換。●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乙項活動贈禮。●消費累計以發票金額為準。●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
演廳、誠品畫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以上專櫃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所有贈品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圖片僅供參考，兌出後除瑕庛品恕不接受退換。●活動需本人持會員
卡及銷貨明細至2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點數相關活動僅限台灣申辦之誠品人會員獨享。●使用抵用券、商品禮券、書店禮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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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辦理退貨，所兌換之抵用
券、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退貨時如未攜帶抵用券、活動贈品辦理退貨程序，須無條件同意依本商場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金。●活動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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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您消費，誠品買單」5名、誠品行旅住宿券
再享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送500

滿15,000 送
「BATH TOP-造型泡泡浴球」( 價值1,300元，限量50組 )

當日
累計

滿50,000 送
( 價值4,980元，限量10組 )「whiple-羊毛圍巾」

當日
累計

滿100,000 送
( 價值12,990元，限量1組 )「伊萊克斯-10L除濕機」

當日
累計

888 點數5倍送，還可再抽誠品點5萬點、
 

滿當日
消費

內含│松菸專櫃200元電子抵用券╳1張+松菸書店100元電子抵用券╳1張+誠品線上2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活動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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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❶ viga wang｜1F
夾克式毛料外套
特價10,300
原價12,880

單側西裝領夾克外套
特價7,700
原價9,680

襯衫式外套
特價6,700
原價8,380

❷ CHARINYEH｜1F
編織布洋裝

特價13,980｜原價19,980

❹ YEUSEN｜1F
秋冬系列全面8折

❸ Ysanne｜1F
上：絲棉提花黑白點上衣

推薦價4,980
下：彈性水洗棉丹尼褲

推薦價6,880

❷ ❸
❹



❷ Dleet｜1F
抽鬚帽斗篷

特價18,800｜原價23,500

❶ rather｜1F
羊毛質感短版口袋外套

推薦價4,280

❹ story wear｜1F
手工天絲棉披掛式Kimono外罩

特價3,781｜原價3,980

❻ DOUCHANGLEE｜1F
透膚感設計襯衫

特價5,305｜原價6,980

金屬光澤剪接長洋裝

特價8,345｜原價10,980

❺ nicofun｜1F
剪裁設計斗篷

推薦價22,800

黃格紋拼接長裙

特價2,800｜原價9,380

❸ SHIRLEY YANG 楊雪琪｜1F
黑色壓紋開襟短版外套

特價2,900｜原價9,680

❼ whiple｜1F
可愛拼接洋裝

推薦價7,980

❽ TaiChi素T專賣｜2F
| 克魯斯 | 凸顯手臂線條、捲袖不滑脫 大衛長袖暢銷版型 CRUZ

3件95折+贈品牌襪乙雙5件9折+贈品牌冰絲內褲乙件｜原價750

❾ HOTEL V｜1F
NIGEL CABOURN 「 3 PACK GYM TEES 」

特價3,280｜原價5,280

❻

❹

❺
❼

❸

❾ 

❷❶

❽



❶ 揀選 living stone｜1F
我相信我能飛系列 手鍊

特價3,000｜原價3,500

❷ 我相信我能飛系列 耳環、項鍊

特價3,500｜原價4,000

紅寶月光藍碧璽手鍊
❸ Pipijudy X SameSame│2F

特價1,422｜原價1,580

❹ 純銀小線球項鍊

特價1,242｜原價1,380

❺ story wear｜1F 
Mittag純銀手工植物項鍊

特價4,513｜原價4,750

❻ I-shan13蔡依珊金工創作｜1F
14K珍珠項鍊

誠品會員95折｜原價  7,600

❼ Go with the flow｜1F
天然水晶礦石

特價8折

❽ agape｜1F
紅圓圓交叉耳環

推薦價590
❾日雜透明系耳環

推薦價590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❼

❽

❾

點綴・更耀眼



Olivia Yao Jewellery｜1F
Pollio｜迷你愛奧尼珍珠耳夾
特價2,464｜原價2,800

坤水晶│2F
手作玻璃耳環 

3件1,000｜450／件

Pipijudy X SameSame│2F
純銀小線球項鍊

特價1,242｜原價1,380

寇比手工皮件｜1F
真皮時尚馬鞍半月包(咖色)

特價2,000｜原價3,180

SOBDEALL│2F
經典-拉鍊掀蓋桶包

特價10,300｜原價11,800

AISLE by Abcense｜1F
INYATI單側肩背包

推薦價3,591｜原價3,990

草山金工│2F
璀璨小玫瑰鑽戒375 

特價13,100｜原價15,600

拓銀│2F
直綁繩羽毛項鍊(含18吋鍊)

推薦價3,000｜原價3,300

松菸
獨家優惠

限量10只

林曉同LIN SHIAO TUNG｜1F
麗蝶翩翩 套鍊
推薦價46,300



賽先生科學工廠│2F
Forever標本二用包

特價499｜原價520

deya│3F
deya熊讀書袋-綠色

特價100｜原價390 水鹿sambar shoes｜1F
方頭縫線V口女鞋

特價2,475｜原價2,750

青石│2F
Take Time設計款腕錶

買一送一｜原價1,680

待補

CLASSICO│2F
波士頓雙樑復古框

推薦價4,280

Le monde des copines│2F
純銀鍍金愛心項鍊+愛心戒指一套
(顏色任選)

推薦價1,980

木子moods│2F 
全真皮氣墊3ways三穿靴蜜糖棕
 (單穿/麻繩/緞帶)

推薦價4,280

viina｜1F
低筒全真皮切爾西靴

特價3,290｜原價5,890

viina｜1F
素面中跟真皮五孔馬丁靴

特價3,290｜原價5,890

11/1-12/31

活動期間

Lab 22│2F
咖啡羊毛鞋

特價990｜原價3,180 
各商品款式依門市現場為主。
本活動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

ZOUBA走吧│2F
全館消費享85折
各商品款式依門市現場為主。
本活動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

11/1-11/13活動期間
滿5000現折500，
滿3800送防水鞋袋
(限量50個，送完為止) 



❶ PURES純萃生技｜1F｜極致美好 私密呵護二入組合，特價1,999｜原價2,560 ❷ miimiiko｜1F｜miimiiko全系列香氛商品，
兩件以上九五折(不含空間織品噴霧與植萃精油噴霧) ❸ THE D│2F｜11/1-11/30 保濕鎖水混合輕熟肌：雙層煥顏精靈雪露、逆時代西藏神
草紫花苜蓿精華液、濾鏡柔焦滋養霜贈送化妝棉一盒，特價2,020｜原價2,560 ❹ 阿皂屋｜2F｜馬卡龍香氛皂禮盒-慵懶午後 贈旅行
皂盒乙入，推薦價520 ❺ 艾比蓋爾日用香氛美學｜1F｜艾比隨身香（15ml任選三件式禮盒)，特價580｜原價680 ❻ SNOVA｜1F｜
胎盤精華液雙瓶組，特價1,960｜原價2,960 ❼ story wear｜1F｜ Sukin澳洲天然保濕噴霧經典香氛 125 ml，特價351｜原價 369 
❽ 賽先生科學工廠│2F│氣味標本香氛蠟燭附布袋，任選三罐999｜原價450／罐 ❾ 乓乓五斗櫃│2F│車用擴香組(含10ml精
油3瓶)，特價1,800｜原價2,100 ❿ 阿原│2F│玫瑰護手霜-滋潤-75ml，特價399｜原價980(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⓫ 沐莎植感生
活｜1F｜NiaMh 洗髮露/髮膜(1000ml)，特價990｜原價1,200-1,350 ⓬ Jo Model｜1F｜摩洛哥堅果護髮油80ml+青檸瑪黛茶水量
光感護髮素400ml，特價1,180｜原價1,390 ⓭ 茶籽堂│2F│肖楠葉平衡乳液330ML，推薦價1,080 ⓮ 圖克圖克│2F│ 阿爾卑
斯山香氛蠟燭經典款【森林、雪球、在柴火邊】，推薦價1,280 ⓯ 誠品書店｜3F｜美國 PADDYWAX 冬日沙丘系列50小時蠟燭／柏樹+

冷杉／8.5oz.，特價918｜原價1,080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❽

❿ ⓫

⓬

呵護・更美好

❼

⓭

❾

⓮ ⓯



Panasonic│3F 新驊專櫃
行動高效沖牙機

特價2,080｜原價2,490康生│2F
康生漾-電波醒膚儀

特價3,980｜原價4,980

賽先生科學工廠│2F
植物獵人-華德箱(小) 
聖誕限定版+LED植物光環燈

（限定聖誕道具些許不同，視現場為主)

特價1,199｜原價1,300

曙muse feather｜1F
金屬水管觸控桌燈

特價2,580｜原價3,080

Mao's樂陶陶｜2F
聖誕復刻拒胖大碗

推薦價850

書衣拼圖改版上市，限時優惠任選2件9折
活動期間 2022/11/10-2022/12/31
小熊維尼系列 - 維尼手繪風 / 329片

推薦價499

聖誕推薦 V1095  賀卡拼圖 - 
Hello Kitty系列 - 歡慶聖誕／48片

推薦價280

Pintoo│2F

單筆消費滿500元，即可399元加購 
迪士尼限定聖誕造型花圈一盒 
(推薦價599元，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限定版
12/1開始販售

YU Living│2F
香氛禮品組合

特價900｜原價1,800

新品上市限量20台

誠品
獨家限定



誠品線上選
物專區

誠品書店｜3F
NICI 80cm大熊

特價1,480｜原價1,980

美國 PADDYWAX 大豆蠟燭│誠品線上
聖誕鐵盒系列/14小時蠟燭(共五款插畫&香氣)

特價490｜原價590

DETAIL│誠品線上
日本 DETAIL Midori Komatsu 
俄羅斯娃娃擺飾

特價990｜原價1,200

小熊維尼口罩任選6盒(30片)/
贈迪士尼5盒(10片)指定款式口罩

特價3,120｜原價4,115

Good Mask│B1

磊泰│3F

結帳金額滿500即贈
「歲月靜好．仿羊滑鼠墊」乙個(不累贈)

天華沉香│3F
木質香氛精油系列

同款項第二件88折優惠

TOBIcoBACO│誠品線上
日本 豐田產業TOBIcoBACO跳箱收納盒/ 
Punva堆疊式3層

特價1,683｜原價1,980

誠品書店｜3F
《隱形冠軍2.0：中堅企業面對地緣政治的

務實佈局，擁抱生態系與永續成長的新策略》

特價435｜原價550

日安工坊｜3F
氣密骨瓷保鮮盒S2個
特價199｜原價298

Moleskine X Kaweco│誠品線上
Moleskine X Kaweco 聯名鋼筆

特價1,088／支｜原價1,280

誠品線上 一掃即購



Nana's Flower House│2F

特價2,980｜原價3,280

聖誕手作課程-聖誕樹(35cm)
(四人同行，即可預約時段包班
另有親子聖誕手作課程 請內洽)

Jeantopia｜2F

聖誕木片雷雕系列(共3款)

特價150｜原價220

聖誕手作課程-聖誕花圈 (直徑30cm)
(四人同行，即可預約時段包班) 

特價2,500｜原價2,800

Nana's Flower House│2F

草山金工│2F

璀璨莫比烏斯對戒 750 - 課程/訂製

特價85,680｜原價95,200

限量十只

郭錦如紀念學苑│2F

30組全家福(親子照、情人照、夫妻、小朋友)

特價買一套贈一套│原價8,500 

創意美術│2F 

2022冬季限定-冬日裡的雪兔

特價5,800｜原價6,800

(含4F號畫布、教學所需材料、1堂4hr課程指導)

*如在3hr內完成作品 再贈242A白色精美畫框1個

創意美術 | 2F 動手玩 | 3F

提拉米蘇

特價648｜原價682

*限1位陪玩，需加收$89陪玩費，另有10%服務費

黑土x石樂｜2F

送瑪瑙片底座

台灣墨玉蛋面珠寶製作DIY

特價1,800｜原價3,600

活動期間兩人同行
贈送限定版10*10小尺寸畫布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The Escape Artist│2F

Q比克造型桌燈：免費客製化雷射雕刻

推薦價900

HUBOX│2F

彩繪燈罩體驗課程

特價1,600｜原價2,000

坤水晶｜2F



圖克圖克│2F
法國巴黎人果醬 
草莓康康果醬【紅磨坊聯名款】

推薦價1,100

力雄茶行│3F
柿柿如意 普洱禮盒組柿子陶罐x2
(內裝陳年普洱各10顆)

特價1,000｜原價1,500

COMEBUYTEA | 1F
藏 (焙韻金萱20g x 6罐+極品冬片比賽茶20g x 6罐)

特價1,251｜原價1,890

淡然有味│3F
阿里山著蜒茶150g
榮獲 日本世界綠茶大獎-金賞獎、
法國AVPA世界茶葉大獎

推薦價980

長順名茶│3F
雲霧杉林溪-清香
買一送一

特價750｜原價1,500

天仁茗茶│B1
冬之茶特價雙罐(2盒一組)

推薦價2200

午茶夫人│2F
棗到甜蜜2件組
(紅棗黑糖暖心茶+太妃糖風味奶茶)

特價399｜原價700

藝桐饗宴│2F
凡購買任一好拌醬(XO醬、小管、蝦醬)

即贈玉山麵乙包

推薦價380

友士│3F
白馬錦 雪人- 300ml
12/5-12/25 (限量20組)

特價799｜原價900

茶粒茶| 2F
薑紅茶隨身包2盒一組(盒裝)

特價550｜原價640

友士│3F
白馬錦 雪人－300ml
12/5-12/25 (限量20組)

特價 799  原價 900



辛火相拌川味食堂│B1
酸菜魚雙人套餐

推薦價399

恆之茶居│B1
凡內用消費滿500元(不含服務費)

即贈香煎羅蔔糕一份。
※活動僅限內用

駱姐正雞酒│B1
十全大補套餐

特價199｜原價220

安妞韓辣燙│B1
 麻藥雞蛋牛肉蓋飯

特價150｜原價170

金名號鹿野土雞肉飯/B1
鹿野半雞三人套餐

特價499｜原價559

米娜咖啡│B1
大杯熱拿鐵即贈馬卡龍一顆

窩巢咖啡│B1
可可拿鐵咖啡/宇治抹茶拿鐵咖啡
(限熱飲)

特價99｜原價120

丸亀製麵│B1
11/7~12/29 期間限定 
麻辣豬肉烏龍麵(中)
限量商品，售完為止。

推薦價139

汕川殿深淬工坊│B1
新品上市口水雞套餐(含白飯、飲品、小菜)

特價188｜原價220

推薦價470

溫叨│2F
雙人甜蜜鬆餅組/珍珠伯爵鬆餅搭配兩杯飲品
價格不含服務費任選160元以下飲品
可補差額換購飲品 不可更換啤酒

醋頭家│B1
黑糖凍鮮奶茶(L)

特價60｜原價75

餃子奶奶│B1
湯餃類品項第二份贈小菜乙份

小南門│B1
紅豆湯+芝麻湯圓3顆

推薦價75 

季節限量



再來咖啡│3F

咖啡豆 買3送1

Maccanti馬卡諦義大利冰淇淋│B1
義式經典奶酪（原味/巧克力/三色莓/焦糖）

特價80｜原價90

海邊走走│2F
桶裝蛋捲(320元口味)任選三桶
即贈花生愛餡蛋捲兩包（四入）(市價150元)

特價960｜原價1,110

安心味覺│2F
媽媽雞蛋鬆煎餅
(咖啡、紅玉紅茶、伯爵紅茶、蜂蜜口味)

特價152｜原價169

有菓手工坊│B1
手工牛軋糖

買4送1(贈送商品以低價者計)

山山來茶│3F
山山來茶特選禮盒

（山山烏龍茶+東方美人茶）

推薦價1,700

北日本三色風味巧克力洋芋片(家庭號)

特價349｜原價499

誠品知味市集｜2F 誠品知味市集｜2F
新和益聖誕天籟

會員9折｜原價280

New English Teas
維多利亞紅茶/ 1869紀念罐

會員9折｜原價379

誠品知味市集｜2F

FLO BAKERY│B1
巴斯克乳酪蛋糕 

推薦價220

春水堂人文茶館│3F
麻香烏骨雞麵線 加購 指定飲品 任選乙杯
(冰頂級烏瓦紅茶凍飲 (s)/冰翡翠綠茶凍飲 (s)/冰鐵觀音凍飲 (s) )

優惠價288

優惠限 春水堂松菸店平日使用，恕不與其他活動合併使用。套餐為固
定品項，恕無法更換。春水堂人文茶館保留活動修改之權利。

友士│3F
友士專櫃單筆消費滿1,111，
即贈送南高梅梅酒300ml一瓶
(價值260，限量24組)

11/11-11/13 活動期間

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2022誠品生活禮物節特別企劃   

你所不知道的
UNCLE TOMMY鬍子大叔
╳
AUD林志恆
明亮的紅藍黃配色加上大大的絡腮鬍，捷運族最熟悉的身影，他就是「鬍子大叔」！
今年我們邀請藝術家AUD林志恆，將鬍子大叔變身為聖誕老人，帶著家族夥伴
們一起進入誠品生活，在濃厚的聖誕節慶氛圍下，亮眼又繽紛的誠品生活禮物節
「Cherish & Share」盛大展開！

在創作了鬍子大叔後，是否也有從角色中得到什麼樣的啟發？
最有感的是即使在別人眼裡不重要，也不能因此放棄自己的堅持！體悟來
自創作時，常常花大半天時間構思畫面裡的每個角落，雖然大多數人不會
特別注意到，但始終相信越在意細節的處理，越能讓作品成為經典。

通常會怎麼樣找尋靈感？沒靈感的話會怎麼辦？
以往都會說靈感來自生活，但隨著生活方式越趨規律，反而少了一些突如
其來的刺激，所以靈感缺乏時，第一件事就是打開網頁，到處搜尋元素激
發自己的想像力，並在吸收一堆資訊後，反芻轉換成自己的創作關鍵。

「Cherish & Share」 對您來說的意義是？簡單介紹本次視覺的設計理念
懂得分享自己的幽默，才能從中感受到自己有多幽默，什麼意思！？
這次是以過聖誕的感受系列發想，因應不同主題有相對應的視覺動線與
配色邏輯，內容分別為挑選禮物時的雀躍感、聖誕佈置的期待感、拆禮
物時的驚喜感，以及與家人團聚時的溫馨感！

這次與誠品合作，最期待能帶給誠品粉絲什麼樣的感受呢？
最想帶給誠品粉絲如同鬍子般濃厚的節慶氛圍，這是第一次用新風格進行
大規模合作，全新的鬍子大叔將陪伴粉絲一起渡過熱鬧的聖誕節，並一同
迎接新的一年。

因為什麼契機而創作出鬍子大叔的角色？
插畫家最愛幫自己創設虛擬分身了！鬍子大叔誕生的原因也是如此，初版
大叔的設定原是位身形肥短、充滿幽默感的怪怪大叔，後來因為參與了捷
運進站計劃，因此重新定位形象設計了新版幽默溫馨的大叔。

鬍子大叔跟插畫家本人的相似度有幾%？有什麼相似處？
初版怪大叔大概有80%，隨著角色的成長與人設上的調整，性格相似度則
越來越低，畢竟為了賺錢還是要圓滑些，但至始至終唯一保持的還是幽默
的態度。

幕後推手
藝術家AUD志恆

鬍子大叔的
TMI時間

3月21日，白羊混雙魚。

生日&星座？

三句話介紹自己的魅力點？

1.跟我相處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好笑就大聲笑，不好笑就不要笑啊。（莫名情
緒突然上來）
2.我有軟軟澎澎的鬍子跟肚子，摸起來跟躺起來都很舒服，你要來我家躺躺嗎？
3.第三個我留在心中好了。（就這樣許起了願望）

如何跟大叔一樣幽默感滿分？

可以練習拍照的時候，每張快門一下就閉眼睛，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其實
遺傳基因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的父親就是個充滿幽默感的人（包含長相），
從小耳濡目染的我，對於幽默就特別有感。

介紹這次一起來誠品玩的夥伴們吧！

接到誠品禮物節的邀請後，馬上揪我老婆柔伊、女兒查莉與口罩哥馬斯卡一同
變裝參與，除了由我本人變身聖誕老人外，大家有發現其他人各自扮演的角色
嗎？分別是馴鹿、雪人以及薑餅人喔。

今年聖誕節有什麼規劃？

肯定是去誠品大血拼啊∼只要有人敢破壞展場任何一處的視覺，我一定跟他拼
到底！開玩笑的啦∼以往聖誕節都是跟家人窩在家，今年特別跟朋友規劃兩天
一夜宜蘭之旅，包整棟民宿好好的笑一下。

對於這次變身聖誕老人的想法？

最後想跟誠品粉絲說的一句話

超級開心！終於有機會扮演聖誕老人啦！多麼夢寐以求的任務啊∼另外設計師
也在衣著上做了點變化，換成最愛的帽T，並捨棄皮帶等配件，讓整體造型更加
俐落簡潔，身形也放大了些，看起來更加飽滿，就如同棉被剛曬完太陽般，有
種蓬鬆暖和又帶點香氣的感覺。（拼命聞）

小檔案—AUD ╳ 鬍子大叔

鬍子大叔（UNCLE TOMMY），擅長運用獨特三原色，紅、
黃、藍進行創作， 以挖掘日常荒謬事件為樂，深信只要持續
保持幽默過生活，不管到哪都將自帶罐頭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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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行動支付僅限Apple Pay Samsung Pay Google Pay消費兌換，實體卡與行動支付若綁定同張信用卡，二者刷卡消費金額恕不得合併計算亦不得重複兌換；其餘行動支付消費恕不得參加。●兌換須出示
實體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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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請出示銷貨明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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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金額計算。●除活動另有說明外，兌換僅適用台灣發行之信用卡，正附卡分開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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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世華銀行商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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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卡及VISA金融卡 華南銀行VISA金融卡及JCB晶緻悠遊DEBIT卡 臺灣銀行商務卡及採
購卡 彰化銀行VISA金融卡之消費恕不得兌換。●以上活動限於誠品生活松菸店消費累計，超過金額恕不再累計，當日消費限於當日消費館內指定地點兌換，逾期恕不受理，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參加：誠品行
旅；誠品畫廊；誠品講堂、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1F-台灣大哥大門市；3F-謙碩服裝修改室。●贈品顏色與規格以現場實物為準，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如需辦理退貨，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且
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活動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各銀行保留修改、變更、取消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中國信託銀行、花旗銀行、玉山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台新銀行、聯邦銀行、永豐銀行、第一銀行、新光銀行、日盛銀行、兆豐銀行、台北富邦銀行、華南銀行、合作金庫、滙豐銀行、
星展銀行、臺灣銀行、彰化銀行、凱基銀行、遠東銀行、台灣企銀、元大銀行、土地銀行

單筆消費滿3,000以上
享3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6,000以上
享6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12,000以上
享12期零利率刷卡分期零利率 2022.9.23 Fri.- 2023.1.03 Tue.

適用專櫃與分期期數請洽詢專櫃人員

滿6,000
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2,000
贈 商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分期滿10,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3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2.9.23 Fri.- 2023.1.03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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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卡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滿8,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3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30,000
贈 誠品禮券500
乙份，限量300份

單筆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0份

刷CUBE卡選樂饗購享小樹點
(信用卡)3%回饋無上限，
10點可折抵10元
 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9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600份

滿40,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25,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分期禮限擇一門檻兌換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800份

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1,00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20,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50,000
贈 誠品禮券800
乙份，限量8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限單筆分期刷卡兌換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每月限量180份

滿10,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每月限量135份

單筆滿13,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每月限量90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分期禮限擇一門檻兌換

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43,000
贈 誠品禮券7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3,000
贈 誠品禮券1,1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滿15,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3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份

滿60,000
贈 誠品禮券1,000
乙份，限量20份

滿18,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50份

滿3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500
乙份，限量50份

※分期禮限擇一門檻兌換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800份

單筆分期滿24,000
贈 誠品禮券400
乙份，限量400份



松菸｜新櫃登場｜

艾比蓋爾主理設計是位空間設計師，

質感香氛能為空間帶來隱形價值提

升，以蒐羅生活中美好為靈感，創造

全新香氛風格時尚。

艾比蓋爾日用香氛美學｜1F

花不再專屬於特殊節日，想像生活週遭有花
草的陪伴，心情是否會變得不一樣呢？擁有
荷蘭及德國花藝師證照的主理花藝師
Claire將花藝融入生活中，期盼藉由手作的
溫度點綴枯燥乏味的日常。NaNa’s將花做
為媒介，透過花藝教學、花禮販售及企業包
月週花、花藝佈置等服務將美感傳遞出去。

NaNa’s Flower House｜2F

Simple for earth, simple for us.植感生活，簡單過
沐莎植感生活帶著美好生活的初衷，在世界各地找尋相同
理念的洗沐香氛產品，希望帶給每個人在生活中屬於自己
的健康力量。讓你能放鬆的、安心的找到適合自己的產品，
打造煥然一新的純淨生活，度過每一段植感療癒時光。

MOSA Cosmo沐莎植感生活｜2F

NEW
OPENNING

「22製夢所」是馳綠國際旗下成立的創新

實驗室，也是讓馳綠-CILU團隊實踐「低

碳生活、永續環保、22歲的善良與初心」

的夢想搖籃。Lab22相信「循環永續不能

只是理念與倡議，科學技術突破加上商

業模式創新，才能啟動改變的力量！」。

阿皂屋｜2F
阿皂屋深耕台灣，結合生醫團隊，技

術大廠共同研製出符合各種肌膚需

求的潔皂，嚴格控管原料及製作流程，

讓消費者能夠以輕鬆的價格，皂顧全

家人的肌膚。

走吧ZOUBA｜2F
集結最合宜行走的鞋類品牌，並與你

分享走路所帶來的收穫。ZOUBA具有

邀請一同出發的含義，隨著情境轉變，

代表著不同情感。簡短2個字，卻有著

豐沛的力量，傳達出生命力與期望。

Lab 22製夢所｜2F

THE D低階貴婦有限公司
想傳達的是我們對生活的態度
「有一點點討厭這個世界也沒關係吧?」
正因為這一點點叛逆的改變我們看到
更多生活上的可愛，誠摯邀請你們，一
起加入 THE D 的叛逆理想生活。

THE D｜2F



郵寄名條
黏貼處

meet.eslite.com
迷誠品網站  誠品人 eslite  APP

立即體驗！ www.eslite.com
誠品線上

誠品生活松菸店 eslite spectrum songyan store
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捷運板南線 市政府站1號出口，步行約400公尺

No.88, Yanchang Rd., Xinyi Dist.,Taipei 110, Taiwan (R.O.C.)
MRT: Exit 1, Taipei City Hall station, Line 5｜TEL: 02-6636-5888

商場 retail / 書店 bookstore│11:00am - 10:00pm

表演廳 performance hall│依各活動開放入場時間為準

誠品畫廊 eslite gallery 
週日 Sun.～週一 Mon.│不營業／週二～週六 Tue. - Sat.│11:00am - 7:00pm

電影院 art house 
週一～週六 Mon. - Sat.│11:00am - 10:00pm
週日 Sun.│10:00am - 10:00pm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國父紀念館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捷運市政府站
MRT City Hall Station

臺北文創
Taipei New Horizon

松山文創園區
Songshan
Cultural Park

 G
uangfu S. R

d.

市民大道五段 Sec. 5, Civic Blvd.

忠孝東路四段 Sec. 4, Zhong Xiao E. Rd.

松高路 Songgao Rd.

菸廠路 Yanchang Rd.

11.11Thu. - 1.03 Tue.

2022 2023

兌換地點｜松菸店 2F顧客服務中心

●本活動僅限誠品生活松菸店累計兌換。●各門檻滿額贈：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
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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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活動消費須
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恕不跨會員累計。●發票金額限誠品生活當店當日消費發票兌換，購買禮券、轉開發票（含：電子、二聯式或三聯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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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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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張消費發票限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使用抵用

券、商品禮券、書店禮券於本公司兌換商品時，將無法開立統一發票，恕不可參加全館贈品、贈券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使用誠品商品禮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贈品/
贈券活動之累計消費金額及停車折抵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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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店顧客服務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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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活動，僅限適用台灣申辦白卡／金卡／黑卡／小童學卡之會員，台灣以外

之海外門市恕不適用。●本活動恕不得與部份全館促銷活動重複兌換，詳細活動內容以顧客服務中心公告為準或請上迷誠品網站查詢。●排除專櫃若有異動或其他未盡事宜以

現場公告為主。

聖誕暖心  
誠品獨家會員滿額禮

滿3,600 即可兌換

鬍子大叔造型枕 乙個 
尺寸 | 26×33.5cm；材質 | 100%聚酯纖維（水晶超柔）

滿5,000 即可250元加價購

滿8,000 即可兌換

鬍子大叔四季毯 乙件
尺寸 | 100×150cm；材質 | 100%聚酯纖維（法蘭絨）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

UNCLE TOMMY 鬍子大叔
擅長運用獨特三原色，紅、黃、藍進行創作， 以挖掘日常荒謬事件為樂，
深信只要持續保持幽默過生活，不管到哪都將自帶罐頭笑聲。

2022

11.11 Fri.

2023

1.03 T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