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1 Wed. - 6.06 Mon. 

會員專屬活動

板橋、新板、站前
滿 送

誠品獨家限定禮   6.07 Tue. - 7.05 Tue.

來店禮｜單筆滿500即可
兌換MASK BOY行李吊牌

滿額禮｜滿3,600起即可
兌換即刻出發 極輕兩用包

加碼禮｜消費滿額加碼
再送誠品行旅餐券／住宿券

信用卡、eslite Pay及行動支付滿額享回饋

刷指定銀行3%~5%／悠遊付最高10%回饋

誠品人APP限定   6.07 Tue. - 7.05 Tue.

憑誠品點50點換飲品／冰品$50抵用券

西門、武昌
滿 送

R79
滿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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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eslite.com
迷誠品網站  誠品人 eslite  APP

立即體驗！ www.eslite.com
誠品線上

2022

誠品生活西門店 eslite spectrum ximen store
台北市峨眉街52號  No.52, Emei St., Taipei City 108, Taiwan (R.O.C)
TEL: 02-2388-6588

誠品生活站前店 eslite spectrum taipei station store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7號B1F│台北車站K區、M區地下街 

B1F. ,NO.47 ,Sec.1 ,Zhongxiao W.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R.O.C)
TEL: 02-6632-8168

誠品R79店 eslite underground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6號B1之中山地下街B1-B48號店鋪 (不含B24、B26號)  
B1F. ,NO.16  ,Nanjing W.Rd. ,Datong Dist. ,Taipei City 103 ,Taiwan(R.O.C)
TEL: 02-2563-9818

誠品生活板橋店 eslite spectrum ban qiao store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46號│捷運板南線 府中站2號出口

No.46, Sec. 1, Zhongshan Rd., Banq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R.O.C)
MRT: Exit 2, Fuzhong Station, Bannan Line｜TEL: 02-2959-8899

誠品生活武昌店 eslite spectrum wuchang store
台北市武昌街二段77號  No.77, Sec. 2, Wuchang St.,Taipei City 108, Taiwan (R.O.C)
TEL: 02-2381-3838

誠品生活新板店 eslite spectrum xin ban store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66號│捷運板南線 板橋站2號出口

No.66, Sec. 2, Xianmin Blvd., Banq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R.O.C)
MRT: Exit 2, Banqiao station, Bannan Line｜TEL: 02-6637-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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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

滿3,600即可以350元加價購

滿6,000即可兌換 即刻出發 極輕兩用包 乙個

尺寸│W32 × H37 cm(±5%） 材質│Tyvek® 

服裝提供｜TENDER.S 

兌換地點｜西門店 B1顧客服務中心／武昌店 4F顧客服務中心／板橋店 5F顧客服務中心／新板店 1F顧客服務中心 ／站前店 生活中廣場服務台／R79店 書店服務台

●本活動於西門店、武昌店／板橋店、新板店可跨店累計兌換，站前店、R79店僅限單店累計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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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書店、

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知味市集、誠品兒童館、全家便利商店、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西門店｜B1-POP MART。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Krispy Kreme、甜吧；2F-元大玩具；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

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安永鮮物；2F-Dirty Little Riders、謙碩服裝修改室；3F-ITS jewelry。站前店｜松本清、麥當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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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進行贈品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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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抵用券、商品禮券、書店禮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得參加全館

贈品、贈券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加購價僅接受現金/誠品禮券結帳，恕無法接受其他結帳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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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品牌Fyber Forma｜
來自台灣的原創袋包品牌，以極富實驗性質的Tyvek®泰維克輕薄抗水材質作
為象徵性面料，秉持著「從城市生活出發，機能化為日常」的品牌哲學。 

特殊布料Tyvek® （泰維克®）｜
由美國DuPont技術研發，薄達0.5-10 微米的無方向性纖維組成，此特殊材質兼具防水、
輕量、強韌以及可回收再利用等特性。因材質特殊，表面皺褶為製程中的自然狀況。



抵用券使用期間｜
2022.6.01Wed.-2022.6.30Thu.止
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6.01Wed.-6.06Mon. 誠品會員

 

 

西門店／武昌店全館 
5,000滿當日

累計 送700
內含│全館$500電子抵用券    1張+指定專櫃$200電子抵用券    1張

5,000滿當日
累計 送150
共限量350份，內含│銀行$150電子抵用券    1張

站前店／板橋店／新板店全館 

3,000滿當日
累計 送300
內含│站前店-全館$100電子抵用券    3張

板橋店/新板店-全館$300電子抵用券    1張

R79全館 
2,500滿當日

累計 送300
內含│全館$100電子抵用券    3張

站前店全館滿額加碼
10,000滿當日

累計 加贈 200
內含│全館$100電子抵用券    2張，每卡限兌換乙次

板橋店指定3C專櫃加碼

10,000滿當日
累計 送 500
內含│全館$500電子抵用券    1張

10,000滿當日
累計 送300
共限量30份，內含│誠品禮券$100    3張

首6日滿千送百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刷指定銀行最高享13-17%回饋

●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
●eslite Pay、街口支付、LINE Pay、台灣Pay及悠遊付消費恕不參加銀行活動

活動排除專櫃說明：●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全館滿千送百」與「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消費金額累計，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西門店｜B1-POP MART；

2F-丸亀製麵、Levi’s 特賣、Daily Statement、70s Vintage；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與鑽石類商品、黃金工資。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Krispy Kreme、甜吧；2F-漫坑、雨沢屋、馥雩。沉藝、98 points、

元大玩具；3F-67ARROW；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B1-大創DAISO；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綠蓋茶館；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安永鮮物；

2F-Dirty Little Riders、謙碩服裝修改室；3F-ITS jewelry。●板橋店指定3C限以下專櫃消費累計：1F-Studio A、SAMSUNG。

抵用券使用說明：●「全館$500、$300、$100電子抵用券」與「銀行$150電子抵用券」僅限西門店/武昌店、板橋店/新板店、站前店、R79店單店館內使用，詳細適用店別及方式請依券面說明為準。●「全館

$500、$300、$100電子抵用券」與「銀行$150電子抵用券」不得使用於以下專櫃，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STARBUCKS COFFEE、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西門店｜

B1-MUJI無印良品、POP MART；2F-丸亀製麵、Levi’s 特賣、Daily Statement、70s Vintage；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與鑽石類商品、黃金工資。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Krispy Kreme、甜吧；2F-漫坑、

雨沢屋、馥雩。沉藝、98 points、元大玩具；3F-67ARROW；4F-限定店。站前店｜麥當勞McDonald's、松本清、ABC MART、SUKIYA。板橋店｜B1-大創DAISO、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

綠蓋茶館；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安永鮮物；2F-Dirty Little Riders、謙碩服裝修改室；3F-ITS jewelry。●「指定專櫃$200電子抵用券」僅限西門店、武昌店使用，僅限使用於以下專櫃，

適用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西門店｜B1-Findnew帆紐、FANTINOHOME；1F-北歐小刺蝟；2F-JunBai x MurMurTalk毛毛頭寵物俱樂部、70s Vintage；3F-大師修、香氛殿堂。武昌店｜

1F-M.A.C、expo BEAUTY、札幌藥粧、TalYah；2F-首席國際香水、Sexy in Shape、6IXTY8IGHT、皮小姐衣櫃；3F-男研堂、YBG.INC(僅限香氛、保養品)、TAIWANIZE(僅限男性內著)；4F-G Select(僅限香

氛)。●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全館$500、$300、$100電子抵用券」乙張或「銀行$150電子抵用券」乙張，並以此類推：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音樂館、兒童館、知味市集。新

板店｜1F-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2F-1010湘；3F-KIKI餐厅。

活動共同注意事項：●「全館$500、$300、$100電子抵用券」採當日於西門店／武昌店(可跨店計算)、板橋店／新板店(可跨店計算)、站前店、R79店單店消費後系統自動匯券，無需至贈品處兌換，惟「指定銀行

獨享加碼回饋」需於消費當日至消費當店指定地點(詳見本頁右上角)兌換；活動金額認列以發票扣除所有折抵後之實際金額為準，誠品會員結帳前請先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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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禮券、三聯式發票或轉開發票恕不列入計算，會員兌換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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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抵用券使用期間請

見本活動頁右上方，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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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APP直接進行折抵。●「指定銀行

獨享加碼回饋」須持台灣發行之指定銀行信用卡刷卡累計滿額，並須憑信用卡(或手機裝置支付畫面)、同卡號簽單及消費發票(含明細)至顧客服務中心/贈品處兌換；儲值卡加值或儲值卡加值後之消費及紅利折抵不列

入上述活動計算；花旗金融卡、商務卡／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公司商務卡及採購卡恕不得兌換。限量份數為各店同活動共同計算，各銀行採限量贈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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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刷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計算。●「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不得與館內「第二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若有未盡事宜依「銀行

刷卡滿額禮」注意事項為準。●使用抵用券或誠品商品禮券消費之抵用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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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禮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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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加碼兌換地點｜
西門店｜B1顧客服務中心、武昌店｜4F顧客服務中心
站前店｜生活中廣場服務台、板橋店｜5F顧客服務中心
新板店｜1F顧客服務中心、R79店｜B1書店服務台
(誠品會員滿千送百活動採自動匯券)

5,000滿當日
累計 送100
共限量50份，內含│誠品禮券$100    1張

刷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10,000滿當日
累計 送300
共限量200份，內含│銀行$150電子抵用券    2張

●以上活動採自動匯券 



6.01 Wed. - 7.05 Tue. 悠遊付 創造你的無現生活

●以下專櫃恕不配合，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準：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STARBUCKS COFFEE、全家便利商店 Family Mart。西門店│B1-POP MART；2F-丸亀製麵。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6F-樂
為生活；7-9F-晶宴會館。站前店｜麥當勞McDonald's、松本清、ABC MART、SUKIYA。●回饋資格：悠遊付付款成功之金額需排除各類行銷折抵或退貨之退款，始判定回饋資格。●悠遊付回饋金計算：依符合活動資格使用者扣款帳號之完成交易時間順序
核算名額，回饋金額以「單筆實際消費額」計算回饋，四捨五入計算至個位數。●回饋時程：悠遊付回饋金將於活動結束次月月底前回饋至悠遊付錢包，請於Easy Wallet APP點選「我的」→「交易紀錄」→「收入」內查詢，恕不另行通知。●其它活動詳細
事項請見悠遊卡官網活動訊息頁面為主。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誠品生活保留變更、終止本活動及對本活動所有事宜做出最終解釋、決定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信用卡循環信用利率、預借現金手續費用及其他費用資訊，請參閱各發卡銀行官網。

使用「悠遊付」付款，筆筆皆享5%回饋
單
筆滿1,000再享5%回饋，
總回饋上限30萬元，贈完即止！
※每帳戶回饋上限200元，額滿將於悠遊卡Facebook官方粉絲頁公告

活動詳情活動詳情悠遊付下載悠遊付下載

●本活動消費可參加全館滿千送百活動，惟不得參加館內所有銀行活動。●結帳時請主動出示誠品人APP會員卡，且需使用eslite Pay綁定指定銀行信用卡成功完成支付後，系統將自動匯券至會員帳戶，可至誠品人APP「電子券」頁面查詢；使用陽信銀行信用卡之顧客請於當日持手機裝置畫面、電子發票（含
銷貨明細）至當店顧客服務中心兌換，逾期或隔日補登恕不得兌換。●本活動各銀行限量份數為活動店別共同計算，花旗銀行金融卡、商務卡／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公司商務卡及採購卡恕不得兌換，活動期間內贈完即兌畢，恕不再另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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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用券使用期間為發券日起 - 2022.6.30 Thu.止，逾期無效，其餘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得兌換亦不得使用「銀行$200電子抵用券」：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全家便利商店 Family Mart、STARBUCKS COFFEE。西門店｜B1-POP MART；2F-丸亀製麵、Levi's 特賣、Daily 
Statement、70s Vintage；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與鑽石類商品、黃金工資。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Krispy Kreme、甜吧；2F-漫坑、馥雩。沉藝、98 points、元大玩具、雨沢屋；3F-67ARROW；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
館。新板店｜1F-安永鮮物；2F-Dirty Little Riders、謙碩服裝修改室；3F-ITS jewelry。站前店｜麥當勞 McDonald's、松本清、ABC MART、SUKIYA。●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得使用「銀行$200電子抵用券」：西門店｜B1-MUJI無印良品。●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銀行$200電子抵用
券」乙張，並以此類推：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音樂館、誠品兒童館。新板店｜1F-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2F-1010湘；3F-KIKI餐厅。●其餘未盡事宜請依現場公告為準，誠品生活與玉山銀行、花旗銀行、聯邦銀行、星展銀行及陽信銀行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信用卡循環信用利率、預借現金手續費用及其他費用資訊，請參閱各發卡銀行官網。

6.01 Wed. - 6.30 Thu. eslite Pay 輕鬆Pay！

eslite Pay綁定指定銀行信用卡消費最高享5%回饋！

當日
累計滿6,000即可

兌換200 乙份

（共限量400份｜內含銀行$200電子抵用券×1張）

登入誠品線上活動頁即可領取指定門市$618電子抵用券
6.18 Sat.-6.20 Mon. 單筆消費滿5,000即可抵用
※領券期間：6.01 Wed. ─ 6.15 Wed.

6.01 Wed. - 6.15 Wed. 浪漫618．精明全天候 線上下同慶

●活動期間每會員限領乙次，恕不得轉贈或累抵。●會員登入活動頁領取後，系統將自動發送電子抵用券至誠品人APP會員帳號內，可於誠品人APP【優惠券】中查詢。●本券限於指定門市之商場專櫃、誠品書店，單筆消費滿5,000元可抵用，使用期間為2022.6.18 Sat. 至 2022.6.20 Mon.止，逾期無
效，詳細使用說明請見券面說明為準。●以下專櫃恕不可抵用：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STARBUCKS COFFEE、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西門店｜B1-POP MART；2F-丸亀製麵；3AF-綠蓋茶館。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Krispy Kreme、甜吧；2F-元大玩具；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
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安永鮮物；2F-謙碩服裝修改室、Dirty Little Riders；3F-eslite premium 黑卡中心、ITS jewelry。站前店｜麥當勞 McDonald's、松本清、SUK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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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抵用券、商品禮券、書店禮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得參加全館贈品、贈券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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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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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詳情活動詳情

6.07 Tue. - 7.05 Tue. 會員來店禮 – MASK  BOY 行李吊牌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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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音樂館、誠品知味市集、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兒童館、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全家便利商店 Family 
Mart。西門店│B1-POP MART。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2F-元大玩具；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B1-大創DAISO；1F-Studio-A、SAMSUNG；2F-綠蓋茶館、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
館。新板店｜1F-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安永鮮物；2F-Dirty Little Riders、謙碩服裝修改室、1010湘；3F-ITS jewelry、KIKI餐厅。站前店│松本清、麥當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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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之權利。

單筆
消費滿500即可

兌換即刻出發！MASK BOY行李吊牌 乙個
多種限定款式等你來收集！（隨機出貨，恕不挑款）

當日
累計滿20,000即可

兌換1,000 乙份

（共限量200份｜內含銀行$200電子抵用券×5張）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惟陽信銀行贈品形式為誠品禮券，兌換需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會員每日各銀行活動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兌完為止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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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前店B1／R79 B1顧客服務中心



6.01 Wed. - 7.05 Tue. 會員滿額抽 – 即刻出發，度假趣！

●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得兌換，排除專櫃如有異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西門店｜B1-POP MART。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活動期間內單筆消費滿$1,000
（含以上）即可享乙次抽獎機會，單筆金額不累抽，多筆滿額則享多次抽獎會，需至誠品人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遊戲。●本活動將於7.15 Fri.公告中獎名單於迷誠品網站。●獎項於抽中後，須自選指定門市領取獎項，並
於兌獎時間內憑「遊戲任務＞中獎明細」紀錄，至自選門市完成個人所得收據憑證填寫後，始完成兌換，逾期視同放棄得獎資格。●點數獎項於抽中當下即時匯入會員帳戶，可於『【誠品人】APP首頁>誠品點數』查詢點數匯入
紀錄。●本活動僅限台灣誠品會員使用，海外會員恕不適用。●本活動屬機會中獎，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市值超過新台幣1,000元以上者，得獎物品的價值將併入得獎者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主辦單位將依稅法規定於年度結
束後開立扣繳憑單予得獎者；得獎者若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183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不論中獎獎項價值多寡，均須先就中獎所得扣繳20％機會中獎稅金。得獎者需出示繳款收據與身
分證/護照影本與填寫個人統收單，始可領獎，且主辦單位須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予得獎者。得獎者參加本活動而需支付任何稅捐皆為中獎者之法定義務，概與主辦單位/執行單位無關。前述稅捐法規如有更新或變動者，依修正後
之規定辦理。●誠品生活保留活動更改與異動之權利，其他未盡事宜以誠品人APP遊戲任務公告為主。

單筆
消費滿1,000即

享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乙次
有機會抽中，2021全新開幕
高雄洲際酒店豪華經典房住宿券（價值19,540元／組，共5組）

BL.T33大廳酒吧英式下午茶組（價值880元／組，共5組）

誠品點1,000點
高雄洲際酒店 豪華經典房

高雄洲際酒店 BL.T33經典英式下午茶
※ 下午茶圖片僅為示意，實際需以現場供應為主

特別合作｜

6.07 Tue. - 7.05 Tue. 誠品點好好用 – 即刻出發，清涼一夏！ 
誠品人APP誠品人APP

誠品人APP 
憑誠品點50點即可

兌換精選飲品／冰品專櫃 $50電子抵用券
兌換方式：登入誠品人APP > 誠品點數 > 點數兌換

●本活動需先下載並登入誠品人APP會員帳號後方可進行點數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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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每會員/每門市限兌換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扺用券限指定專櫃，不限消費金額抵用，單筆消費限使用乙張，使用期限至 2022.7.11 Mon.止，逾期無
效，詳細使用說明請見券面說明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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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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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將自動發送電子抵用券至誠品人APP會員帳號內。●若因不可抗拒因素，取消點數商品兌換，
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網站或誠品人APP【會員中心】中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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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站前店｜布萊恩紅茶 站前店｜樺達奶茶 站前店｜21PLUS 站前店｜莫凡彼餐廳站前店｜OLAND

西門店｜綠蓋茶館 西門店｜小樽手作珈琲 西門店｜天仁茗茶喫茶趣 ToGo 西門店｜COMEBUYTEA

新板店｜安永鮮物 新板店｜上島珈琲店 新板店｜春水堂人文茶館 板橋店｜上島珈琲店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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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slite MEMBERS



兌換地點｜西門店B1／武昌店4F／板橋店5F／新板店1F／站前店B1／R79 B1顧客服務中心

單筆
消費滿888點數5倍送，還可再抽
5萬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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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含│商場專櫃$200電子抵用券×1張＋誠品書店$100電子抵用券×1張＋誠品線上$200電子抵用券×1張

會員獨享線上下眾多驚喜優惠商品，邀您一起共5！

7.04 Mon. - 7.05 Tue. 5號會員日，與您共5！兩日加碼回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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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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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各門市顧客服務中心進
行抽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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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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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累計消費滿5千送5百活動｜活動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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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無法參與活動。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依現場實際公告為準。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西門店｜B1-POP 
MART。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2F-謙碩服裝修改室。站前店｜麥當勞 McDonald's、松本清。●本活動贈送之500元抵用券，僅限於消費店別抵用，內含「全館＄200元電子抵用券」僅限西門店/
武昌店（可跨店使用）、板橋店/新板店（可跨店使用）、站前店（限單店使用），館內專櫃單筆消費滿1,500元可抵用、「誠品書店100元電子抵用券」限誠品書店、兒童館、文具館、精品文具館、知味市集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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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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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專櫃200元電子抵用券」恕不適用於誠
品書店、兒童館、風格文具館、精品文具館、知味市集、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STARBUCKS COFFEE、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及以下專櫃，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依現場實際公告為準。西門店｜B1-POP MART；2F-丸亀製麵。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
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2F-謙碩服裝修改室。站前店｜麥當勞 McDonald's、松本清、SUKIYA。●R79店不參加「誠品行旅住宿券抽獎」、「全館累計滿5千送5百活動」。●「誠品線上200元電子抵用券」採消費後撈取達檻名單，並於7.08 Fri. 統一匯入達檻會員的誠品線上會員帳
號。優惠券使用期限為7.09 Sat.-7.31 Sun. 止，逾期將無法使用，恕不得轉贈。廠商直送、部分商品不參與優惠券折抵，商品是否適用折扣，請依結帳購物車顯示為準。單筆訂單限用一張優惠券，且單筆訂單滿額之計算方式以實際結帳時之金額為準。優惠券攤提方式按商品金額比例，分攤折抵至訂單
內各項商品，若部分退訂或全單退訂，返回金額將以扣除優惠券後之實際付款金額為準。訂單扣除優惠券折扣後，若未達免運門檻，則將收取運費。優惠券恕不找零或退換現金，一經使用、訂單取消、退貨亦不退還。誠品線上保留隨時修改或調整活動內容及相關規定之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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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抵用券、商品禮券、書店禮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得參加全館贈品、贈券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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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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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詳情活動詳情

當日全館
累計消費滿額，即享指定回饋：

滿20,000即
贈

誠品行旅 The Chapter Café 饗樂套餐 乙份
（價值1,430元）

滿36,000即
贈

誠品行旅 雅緻客房住宿 乙晚
（價值16,000元）

6.07 Tue. - 7.05 Tue. 會員加碼禮—身心靈的漫遊饗宴

●兩門檻贈禮恕不累贈，每卡每日限各兌換乙份，活動期間限各兌換六份。●本活動需至服務台進行登記兌換，活動結束後統一於2022.7.18 Mon.以電子券型式匯入【誠品人APP】會員帳戶內，匯入時同步以簡訊通知。●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 西門店｜B1-
POP MART。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Krispy Kreme、甜吧；2F-元大玩具；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2F-謙碩服裝修改室。站前店｜麥當勞 McDonald's、全家便利商店、松本清。●可與「會員來店禮、城市探索會員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不可
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西門店、武昌店｜金卡／黑卡會員專屬滿額禮。●「誠品行旅The Chapter Café 饗樂套餐電子兌換券」使用期限至2022.11.30 Wed.，不分平假日皆可使用，其他使用規範詳見APP電子兌換券說明，並依誠品行旅公告為主。●「誠品行旅雅緻客房住宿電子兌換券」使用期限至
2022.11.30 Wed.，限週日至週四入住，如欲入住週五、週六或連續假期（含前一日），每房須加價1,500元，其他使用規範詳見APP電子兌換券說明，並依誠品行旅公告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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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之權利。

The Chapter 饗樂套餐

誠品行旅 雅緻客房

即日起至12.31 Sat. 金卡獨享3萬里程回饋

●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得兌換，排除專櫃如有異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西門店｜B1-POP MART。武昌店｜1F-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門市抵用券$100恕不適用於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STARBUCKS COFFEE、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西門店｜
B1-POP MART；2F-丸亀製麵。武昌店｜ 1F-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站前店│麥當勞McDonald's、松本清、SUKIYA。●每卡限回饋乙次。●會籍累計金額結算至當月月底，並於次月10日前系統自動匯入$500誠品電子抵用券。●金卡會籍累計金額查
詢：請登入誠品人APP>會員中心。●消費時需累計誠品人會員消費始可列入活動計算，不可跨會員累計消費金額。●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限自獲券日起至次月月底，單筆消費滿500即可抵用，相關使用規範，請詳見券面說明。●誠品保留調整或修改活動內容及相關規定之權利。

金卡會籍累計
消費滿30,000以

上即送500（內含│門市$100電子抵用券×3張＋誠品線上$100優惠券×2張）

※本活動需至顧客服務中心進行登記兌換
※ 圖片僅供示意參考







西門店｜武昌店
Ximen Store                  Wuchang Store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週一至週日  Mon.~Sun. 11:30am~10:00pm
營業時間依迷誠品公告為準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西門店B1／武昌店4F顧客服務中心

會員當日單筆
消費滿500元，

贈 Monster 魔爪碳酸能量飲料 乙罐（價值59元）

6.01 Wed. - 6.06 Mon.    

喝了再出發！來店禮

6.01 Wed. - 6.06 Mon.    

滿千送百再加碼

●活動期間每人每日限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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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POP MART；3F-誠品書店。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
●「Monster 魔爪碳酸能量飲料」西門店、武昌店各限量400罐，數量有限，贈完為止，口味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

●活動期間每人每日限換乙個，恕不可累計兌換。
●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門檻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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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POP MART；2F-丸亀製麵、Levi's 特賣、Daily Statement、70s Vintage；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與鑽石類商品、黃金工資。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Krispy Kreme、甜吧；2F-漫坑、馥雩。沉藝、98 points、元大玩具、雨沢屋；3F-67ARROW；4F-限定店；5F-吃吧。
●本活動可與「首6日滿千送百」、「喝了再出發！來店禮」活動重複兌換。
●「Kangol雙口袋手拿包」西門店、武昌店共限量18個；「Kangol帆布購物袋」西門店、武昌店共限量17個，數量有限，贈完為止，顏色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

累計
消費滿8,000元，
贈Kangol雙口袋手拿包 乙個（價值1,480元）

累計
消費滿13,000元，
贈Kangol帆布購物袋 乙個（價值2,180元）

會員當日累計消費達指定門檻，加贈 :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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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再出發！來店禮、白卡會員專屬滿額禮活動除外●誠品人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須出示實體會員卡／誠品人行動APP會員卡／有照身份證件任一證明，方可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購買商品禮
券、電子、二聯或三聯式轉開發票恕不列入計算，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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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活動核對。●全館滿額禮活動以折抵後之發票金額始得以累計計算。●使用抵用券、商品禮券、書店禮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得參加全館贈品、贈
券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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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活
動消費需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恕不跨會員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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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卡會員當日單筆
消費滿1,500元，

贈誠品生活 X FINN聯名環保飲料提袋 乙個（價值199元）

6.07 Tue. - 7.05 Tue.    

白卡會員專屬滿額禮

●活動期間每人每日限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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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POP MART；2F-丸亀製麵；3F-誠品書店；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類商品、黃金工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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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生活XFINN聯名環保飲料提袋」西門店限量163個、武昌店限量167個，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金卡／黑卡會員當日累計
消費滿50,000元，

贈小米空氣淨化器3 乙台（價值4,495元）

6.07 Tue. - 7.05 Tue.    

金卡／黑卡會員專屬滿額禮

●活動期間每人每日限換乙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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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POP MART；2F-丸亀製麵；3F-誠品書店；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類商品、黃金工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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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探索會員滿額禮 」活動重複兌換。
●「小米空氣淨化器3」西門店限量20台、武昌店限量28台，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會員當日累計
消費滿6,000元，

加贈Life8 300元商品抵用券 乙張（價值300元）

6.07 Tue. - 7.05 Tue.    

會員獨享加碼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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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POP MART；2F-丸亀製麵；3F-誠品書店；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類商品、黃金工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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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8 300元商品抵用券」西門店、武昌店各限量80張，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此券不得轉售或兌現，使用期間、使用方式及規定詳見券面說明。



Play Boy｜西門店2F

可可拿鐵 - 後背斜背兩用包
特價2,952│原價3,280

70s Vintage ｜西門店2F

Nirvana樂團短袖上衣
推薦價780

Findnew 帆紐｜西門店B1

PALLADIUM雙色鬆餅帆布鞋
特價 2,232｜原價2,480

PORTER INTERNATIONAL｜西門店1F、武昌店1F

LAPSE系列水桶包
推薦價 3,150 (大) 2,550(小)

JINS｜武昌店3F
SWITCH FASHION系列
推薦價 3,480

eyesbook｜武昌店2F
造型眉架鏡框
特價3,580│
原價4,580 (含鏡片) Pe Girl｜武昌店3F

微醺的知性夜
特價1,216│原價1,280

Pe Girl｜武昌店3F

925Silver枕心項鍊
特價711│原價790

Calvin Klein Jeans｜西門店1F

螢光LOGO上衣
推薦價 2,880

Calvin Klein Jeans｜西門店1F

牛仔短褲(女)
推薦價 3,980

Calvin Klein Jeans｜西門店1F

百搭小包
推薦價 3,280

BIS IN DEI ｜西門店2F

紋路眼鏡 
推薦價 2,990

BIS IN DEI ｜西門店2F

透明框眼鏡
推薦價 2,990

SPORT b. ｜西門店1F

吊帶洋裝
特價4,700｜原價7,980

RECA Alquimista｜武昌店2F

VIVIFY高品質光纖8K HDMI線5m
特價 4,800｜原價6,000

西武│Ximen Wuchang│ 屬於我的機場時尚

Findnew 帆紐｜西門店B1

TIMBUK2後背手拿
兩用休閒包 
特價 2,682｜原價2,980

G2000｜西門店2F

DRY乾爽POLO衫
特價1,183｜原價1,690

G2000｜西門店2F

休閒長褲系列
兩件特價2,799



Poly Lulu｜西門店B1

純棉圓領反摺T｜推薦價 570
抽繩花苞吊帶裙｜推薦價 720

i PINK｜西門店1F
平口BRA│特價599│原價790

EDWIN｜武昌店3F
EDGE系列短褲
推薦價 2,690

每日主張｜西門店2F
花襯衫系列
推薦價2,650-2,950
買一送一

Pe Girl｜武昌店3F

春天的贈禮
特價441│原價490

EDWIN｜武昌店3F

ORANGE BOX系列 寬大瞪人T
推薦價 1,290

izzue ARMY｜西門店1F

軍事棉T
特價1,743│原價2,490

izzue ARMY｜西門店1F

多口袋軍裝短褲
特價 3,283│
原價 4,690

Taiwanize｜武昌店3F

龍紋迷彩滿版數位印花海灘褲
推薦價 2,880

Taiwanize｜武昌店3F

復古手寫字開心大吉撞色落肩T恤
推薦價 2,480

John Henry｜武昌店3F

棒球T
推薦價 1,090

John Henry｜武昌店3F

海軍風條紋襯衫
推薦價 1,990

RECA Alquimista｜武昌店2F

口罩香燻磁釦
推薦價 129-164

RECA Alquimista｜武昌店2F

甜約翰聯名包
推薦價 1,280

6.01 - 6.06 誠品會員全館滿5,000送700

kangol｜西門店1F

MASK  BUCKET 漁夫帽
(綠色/藍色)
特價 2,144｜原價2,680



FX CREATIONS｜西門店2F

【OUTDOOR】
旅遊收納二件組
特價 399｜原價1,280

寇比手工皮件｜西門店2F

真皮典雅托特包
會員限定價 3,638｜原價4,280

SOLOMAX｜西門店1F

SOLOMAX x Helen Keller王一博
聯名經典韓系大方框墨鏡
特價 3,990｜原價5,880

Pe Girl｜武昌店3F

金莎愛心
特價351│原價390

COWA ｜西門店3F

洗練黑胸跨包
特價 5,500｜原價6,980

COWA ｜西門店3F、武昌店3F

旅用收納包
特價 2,500｜原價3,680

Alexandre Christie ｜西門店2F

6537MEB系列、6577MCR系列
全館任購一商品9折(新品除外)

櫃上消費滿8,000元，即贈皮革收納袋
FX CREATIONS｜西門店2F

【OUTDOOR】
慢活宣言-腰包/單肩二用包
特價 999｜原價1,580

FX CREATIONS｜西門店2F

【OUTDOOR】
悠遊寰旅-15.6吋電腦後背包
特價 2,580｜原價2,880

FantinoHome｜西門店B1

日本製小方巾｜推薦價 190

BAKER STREET｜武昌店4F

造型 T恤
推薦價 1,580

CABRON｜武昌店4F

國王騎士串珠手環
特價 2,600｜原價2,880

JunBai x MurMurTalk
│西門店2F
Gen7pets 寵物拉桿箱-幾何紅
特價2,888│原價3,300

Vivienne Westwood｜武昌店1F

HERMINE粉鑽耳環
推薦價 6,200

S'AIME｜武昌店1F

雙層拉鍊手提肩背2WAY包
推薦價 1,780

EDWIN｜武昌店3F

江戶勝條紋半開襟短T
推薦價 1,980 6ixty8ight│武昌店2F

FLORIAN碎花細肩帶背心睡衣
推薦價 796

Vivienne Westwood｜武昌店1F

CARRIE老花水桶包
推薦價 17,500

西武│Ximen Wuchang│



即刻起飛

❶｜PORTER INTERNATIONAL｜

西門店1F、武昌店1F

HEAT系列後背包｜推薦價 8,500

❿｜PORTER INTERNATIONAL｜

西門店1F、武昌店1F

MATT系列斜背包｜推薦價 4,450

Roots｜西門店1F

❷｜復古短T｜特價 1,422｜原價1,580

❸｜簡約短褲｜特價 2,322｜原價2,580

❹｜撞色漁夫帽｜特價 1,422｜原價1,580

❺｜經典海狸LOGO短袖｜特價 1,184｜原價1,480

⓫｜ATTITUDE｜西門店2F

不凡系列 (三入一組)
特價 1,824｜原價2,280

⓬｜New Era｜武昌店4F

洋基老帽(粉)｜推薦價 1,380

❻｜New Era｜武昌店4F

漁夫帽(深紅)｜推薦價 1,580

❼｜Palladium｜武昌店4F

PALLBASE METRO (白色)｜推薦價 2,780

皮小姐衣櫃｜武昌店2F

冰感塑型 塑身無痕內褲
推薦價 380｜買2送1

皮小姐衣櫃｜武昌店2F

美臀馬甲 激瘦緊身褲 蜜桃粉
特價 490｜原價980

Vivienne Westwood｜武昌店1F

CARRIE老花水桶包
推薦價 17,500

FMA Active｜武昌店2F

棉感超彈力短Tee (天藍/可可/淺軍綠)
特價552│原價690

❶

❷

❹

❺

❻

❼

❽

❾

❿

⓫

❸

⓬

Roots｜西門店1F

❽｜有機棉牛仔長裙
特價 2,624｜原價3,280

❾｜流蘇馬鞍包
推薦價 5,380

6.01 - 6.06
誠品會員全館滿5,000送700



誠品生活西門店 2F 誠品生活武昌店 3F

誠品生活武昌店 3F



❶｜Life8｜西門店 2F

Casual MIT Only Live Once 
印花短袖上衣
特價499｜原價590

⓮｜Life8｜西門店 2F

Sport 潛水布｜
餅乾涼拖鞋 (兩用款)
特價579│原價690

❿｜FantinoHome｜西門店B1

天然柚木餐具組
推薦價150-880

❷｜MUJI 無印良品｜西門店B1

鍋湯底包系列
(蔥香鴨骨 / 雪濃牛骨 / 蘿蔔泥醬露 / 相撲鍋) 
推薦價89

❸｜MUJI 無印良品｜西門店B1

密閉式琺瑯保存容器/深型/大
推薦價 499

❹｜MUJI 無印良品｜西門店B1

卡式爐│推薦價 2,190

❾｜天仁茗茶喫茶趣TOGO｜西門店1F

日月潭紅茶麻辣花生
推薦價100
綠茶豆干
推薦價180

❺｜北歐小刺蝟｜西門店1F

餅乾鞋│推薦價1,380

⓫｜STICK STREET｜武昌店1F

日本電動滑板車SS-001經典黑
特價16,800│原價19,800

日本電動滑板車SS-001特別色
特價19,800│原價22,800

⓯｜寵物小事｜武昌店2F

urbo寵物摺疊碗
特價178｜原價270

⓭｜RECA Alquimista｜

武昌店2F

康普茶(氣泡)
推薦價35

⓰｜G-Select｜武昌店4F

G-Select x plain me
三分斜背包mini
特價1,590
原價1,680

❼｜CACO｜武昌店4F

維尼斜紋短襯衫
推薦價790

❽｜CACO｜武昌店4F

小熊維尼高腰短褲
推薦價790

⓬｜DASIO｜武昌店4F

手提照明燈
推薦價139

❶

❷

❹

❺

❻

❼

❽

❾

❸

⓫

❿

⓬
⓭

⓮ ⓯

⓰

❻｜Life8｜西門店 2F

Casual 森山系 石磨洗漁夫帽(附掛繩)
特價459｜原價790

6.01 - 6.06 誠品會員全館滿5,000送700



伊露恩 ELUNE 8 The Thalasso 爵戀iP

女神系髮品滿 ����現折 ���
洗髮 /潤髮 /護髮 /染髮 /造型 /髮香噴霧

\  6.1－ 6.30  /

誠品生活武昌店 1F

誠品生活西門店 B1



La Mode｜西門店 2F

GUCCI 指定款式 (多款可選)
特價5,980｜原價9,800~18,800

Solomax｜西門店1F

眼鏡
推薦價2,990

COMEBUYTEA｜西門店1F

經典紅泡茶隨行杯
特價899｜原價999

⃝憑誠品會員即享特價優惠

COMEBUYTEA｜西門店1F

金典印度柴茶禮盒
特價539｜原價599

⃝憑誠品會員即享特價優惠

Pe Girl｜武昌店3F

反射白花
特價351│原價390

JINS｜武昌店3F｜太陽眼鏡｜推薦價1,980

La Mode｜西門店 2F

雷朋飛行員經典升級款 8折

❹
TOOT｜西門店2F

2022春夏泳褲款
原價2,650
金卡會員9折

❿｜Findnew帆紐│西門B1

REEF女款編織涼拖鞋
特價1,512│原價1,680

❼｜Made in Heaven｜西門店1F

後鬆緊短款綁帶襯衫
特價1,490│原價2,980

❻
Made in Heaven
西門店1F

條紋吊帶褲
特價2,340
原價4,680

❽｜Pe Girl｜武昌店3F

來去海邊走走/4色
特價432│原價480

❷
eyesbook｜武昌店2F

PARIM墨鏡
原價2,980-2,480
特價7折起

❾｜Sexy in Shape｜武昌店2F

comfy寫意舒適無鋼圈內衣
原價790│特價第二件79折

⓫｜EDWIN｜武昌店3F

牛仔抽繩包
推薦價1,290

❺
G-Select｜武昌店4F

G-Select x KANGOL
帆布鞋
特價1,080
原價1,280

❶

❷

❹

❺

❻

❼

❽

❾

❸

❿

⓫

COMEBUYTEA｜西門店1F

厚奶烏龍小芋Ｑ
炭焙烏龍+皇家厚奶+小芋圓
特價81｜原價90

⃝憑誠品會員即享特價優惠

6.01 - 6.06 誠品會員全館滿5,000送700
❶
漂流 Drift Zine｜武昌店3F

鳳梨襯衫
推薦價1,350

❸
漂流 Drift Zine｜武昌店3F

防潑水短褲(藍)
推薦價800



Yankee Candle｜西門店3F

瓶中燭系列M、L同尺寸
2件88 、3件83 、4件77折

Yankee Candle｜西門店3F

擴香125ml *2
特價1,920｜原價2,400

POLINIQ｜西門店2F

堅定銀白K情侶對戒
特價3,999｜原價5,320

甜蜜約定｜西門店2F

kitty舞動鋯石
特價3,180
原價3,980
限量3個

甜蜜約定｜西門店2F

拉拉熊銀飾墜鍊
特價2,780｜原價3,280

限量3個

PIFA｜西門店2F

翅膀飛翔(玫瑰金)
特價2,160│原價2,880

PIFA｜西門店2F

愛心加鑽項鍊(玫瑰金色)
特價2,660│原價3,280

首席香水｜武昌店2F

LANVIN 
浪凡水色 . 睡蓮淡香水 90ML
特價1,850｜原價2,500

ZANZAN｜西門店1F

斜面菱形排鑽銀針耳環
推薦價380

ZANZAN｜西門店1F

水滴弧形銀針耳環
推薦價530

羅亞戴蒙｜西門店2F

閃耀之光-小
特價2,100｜原價2,500

羅亞戴蒙｜西門店2F

唯獨你-小
特價1,800｜原價2,150

羅亞戴蒙｜西門店2F

春意-小
特價2,100｜原價2,500

首席香水｜武昌店2F

Calvin Klein 
CK One Summer 2022
100ml 夏日之夢限量版
中性淡香水
特價1,480｜原價2,200

首席香水│西門店2F

Chloe 小小芳心之旅淡香精20ml｜特價990｜原價1,500

首席香水│西門店2F

Chloe  粉漾玫瑰女性淡香水30 ml
特價1,980｜原價2,700

POLINIQ｜西門店2F

狠狠愛白鋼情侶手對鍊
特價4,699｜原價8,020

My Story｜西門店3F

布丁狗經典外框純銀手鍊
特價1,880｜原價2,380

My Story｜西門店3F

雙子星巨蟹座誕生石純銀項鍊
特價2,180｜原價2,380

西武│Ximen Wuchang│ 從頭開始完美出場



VANA Candle｜西門店1F

幾何香氛暖燈+
純天然瑞典製香氛蠟燭乙顆
特價2,480｜原價2,980

香氛殿堂｜西門店香氛殿堂｜西門店3F3F

OLIBERE 奧麗蓓爾
全系列85折

G-Select｜武昌店4F

G-Select x Vita Slow
茶金聯名面膜
特價499｜原價899

馥雩。沉藝｜武昌店2F

居家療癒組(磚紅色陶罐蠟燭+
妃梨香氛噴霧)
推薦價1,600

馥雩。沉藝｜武昌店2F

書香陶藝組(書本造型蠟燭+
土色陶罐蠟燭)
推薦價980

札幌藥粧｜武昌店札幌藥粧｜武昌店1F1F

SUIKO VC5
精華面膜 3片/盒
特價350｜原價450

札幌藥粧｜武昌店札幌藥粧｜武昌店1F1F

SUIKO HC CICA
積雪草屏障面膜3片/盒
特價350｜原價450

札幌藥粧｜武昌店札幌藥粧｜武昌店1F1F

爵戀iP海洋精華深層修
護洗髮精480ml
特價329｜原價379

札幌藥粧｜武昌店札幌藥粧｜武昌店1F1F

爵戀iP海洋精華深層修
護護髮乳480ml
特價329｜原價379

札幌藥粧｜武昌店札幌藥粧｜武昌店1F1F

爵戀iP海洋精華集中修
護髮膜200g
特價349｜原價450

TalYah｜武昌店1F

MARVIS義大利精品牙膏
世界奇觀三入禮盒
誠品獨家特價351│原價390

TalYah｜武昌店1F

MARVIS義大利精品牙膏
經典三入禮盒
誠品獨家特價351│原價390

expo BEAUTY｜武昌店1F

香氛不黏手深度滋養髮油
推薦價750

expo BEAUTY｜武昌店1F

頂級植萃森林
盛宴精油淨化香霧30ml
推薦價450

expo BEAUTY｜武昌店1F

基礎保養套組Basic Kit
(保濕+洗面+防曬)
推薦價499

expo BEAUTY｜武昌店1F

香氛精油10ml
(琥珀與薰衣草/
佛手柑檸檬與黃瓜)
推薦價499

男研堂｜武昌店3F

洗沐刷背巾組
(洗髮精400ml+沐浴乳400ml+洗髮精30ml+
沐浴乳30ml+刷背巾*1)
特價1,448｜原價2,343

YBG｜武昌店3F

Klower pandor
奇珍異獸香水任選兩入
特價2,304｜原價2,560

YBG｜武昌店3F

Shareco 香水
任選兩入92折│原價2,760

6.01 - 6.06
誠品會員全館滿5,000送700



小宇宙溜溜球｜武昌店3F

wedge溜溜球
推薦價699

小紅花手作地毯｜武昌店1F

mini版課程
推薦價1,710

花花草草療癒多肉植物店｜武昌店3F

多肉組合盆栽
推薦價1,250ASIA GOAL｜武昌店3F

麥法蘭 12吋 降世神通
最後的氣宗 第一卷 水-安
特價875│原價1,250

ASIA GOAL｜武昌店3F
麥法蘭 5吋 降世神通 最後的氣宗
第一卷 水-阿帕 可動公仔
特價539│原價770

木雕森林｜武昌店3F

客製化系列8折

漫坑｜武昌店2F

經典美漫
推薦價350起

雷諾瓦｜武昌店2F

梵谷遇見巴黎/羅伯‧林‧尼爾森
推薦價1,499

Pintoo｜西門店3F

H2841 Evgeny Lushpin - 
塞納河畔
特價1,790｜原價2,000

FantinoHome｜西門店B1

真皮手縫防滑室內拖鞋
推薦價1,280

FantinoHome｜西門店B1

手繪Umorfil膠原蛋白二重紗連身裙
推薦價1,980

Pintoo｜西門店3F

H2630 水中景系列 - 大笨鐘
特價945｜原價1,050

漫坑｜武昌店2F

藝術家聯名款限定海報
推薦價800起

漫坑｜武昌店2F

Super7吊卡系列
推薦價850起

野獸國｜武昌店B1

DAH-048怪物奇兵：
全新世代 兔巴哥
推薦價2,190

誠品書店｜西門店3F

GoKids玩樂小子桌上遊戲/ 大搜查 ! 
星際大戰/ 中文版
推薦價1,300   黑卡85折，金卡9折

西武│Ximen Wuchang│ 宅家旅遊也冒險無限

雷諾瓦｜武昌店2F

閃耀太陽系 / 
亞爵‧崔士特曼 / 璀璨銀
推薦價1,659

JunBai x MurMurTalk│
西門店2F
doter寵愛物語-CT79_
水滴睡窩貓跳台
推薦價2,400
加碼贈 Amy Carol
肥貓貓草玩具一只



Ximen Wuchang
NEW OPENING西武│新櫃登場│

STICK STREE    武昌店1F

「乘風而起，御風而行！」來自日本
的電動滑板車品牌STICK STREET，
台灣首家旗艦店終於在誠品武昌店開
幕囉！STICK STREET的電動滑板
車專注於安全與機能，是您通勤代步
的第一選擇，開車族也可折疊收納在
後車廂，總共七種顏色繽紛有型，適
合不同個性的使用者，您還在等什麼
呢？快來找我們體驗試乘吧！

expo BEAUTY    武昌店1F

全球綠色生活概念正興！ e x p o 
BEAUTY 武昌店全新開幕，為你帶
來全新的綠色消費體驗。我們在這塊
島嶼萃取每一滴養分，以美為名、精
緻盛妝，新興卓越的在地美學品牌於
此集結而生。用expo BEAUTY的綠
色保養4大友善堅持，挑選符合與人
友善、動物友善、海洋友善、以及環
境友善的品牌，為你的生活注入永
續綠意，和你一起呵護美麗、守護地
球。

香氛殿堂    西門店3F

香氛殿堂提供消費者各種來自世界各
國著名沙龍等級的香水香氛，讓親愛
的顧客們能在這裡得到殿堂級的購物
享受。
不論是各式各樣的魅力香水、節慶好
香、場合穿香推薦等等，我們將提供
您所想要的購物體驗！

札幌藥粧    武昌店1F

創業於1972年，從北海道一個15坪
小店舖開始，於日本本地已有超過
200間的店舖。2017年1月在台灣台
中麗寶OUTLET MALL展開第一間門
市！目前全台已有13間店鋪。從醫藥
品、化妝品、日用品、嬰兒用品等各
方向提供優秀且具魅力之商品，目前
店內90%以上的商品皆以日本製品為
中心。

Findnew 帆紐    西門店B1

F i n d n e w帆紐融入「美式」「戶
外」「個性穿搭」三大元素的
s e l e c t  s h o p，嚴選最能體現帆
紐精神的品牌，目前品牌有法國
軍靴 P a l l a d i u m、美國戶外風
格用品 P O L e R、美國最舒適的
涼拖鞋R E E F、女性涼鞋夾腳拖
Freewaters、舊金山郵差包及美國
清潔用品SNEEKY，Findnew, find 
your own lifestyle，在帆紐找到屬
於自己的生活穿搭！

Reopen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使用eslite Pay、街口支付、LINE Pay及台灣Pay消費恕不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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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綁定同一張信用卡，二者刷卡消費金額
恕不得合併計算亦不得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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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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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行達人VISA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新光銀行VISA金融卡及商務卡之消費恕不得兌換。●以上活動限於西門店/武昌店(可跨店累計)、板橋店/新板店(可跨店累計)、站前店/R79(可跨店
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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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前店｜麥當勞、松本清、全家便利商店、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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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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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4.01 Fri.- 2022.7.04 Mon.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洽詢專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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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8,000
贈 商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分期七卡恕不兌換分期加碼禮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5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5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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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300份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2.4.01 Fri.-2022.7.04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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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殊說明外，信用卡同卡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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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500份

單筆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2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150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單筆分期滿20,000
贈 誠品禮券5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分期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5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38,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0
贈 誠品禮券1,000
乙份，限量100份
※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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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每月限量150份

單筆分期滿24,000
贈 誠品禮券400
※7月份數與6月份數採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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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活動限 4.16  - 6.3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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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份

滿4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