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活動僅限於信義店單店換，所有活動贈禮皆於活動開始當天11:00起至B1顧客服務中心兌換，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兌換。●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贈品款式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誠品講堂、誠品
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知味市集、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精品文具館、誠品兒童館、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誠品酒窖及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靜思書軒；B2-7-ELEVEN。●本活動恕不得與「黑卡專屬禮」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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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主卡與附卡分開計算），方可進行贈品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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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金額限誠品生活當店當日消費發票兌換，購買誠品禮券／商品禮券、轉開發票（含：電子、二聯式或三聯式）恕不列入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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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保留並出示紙本銷貨明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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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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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顧客服務中心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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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顧客服務中心公告為準或請上迷誠品網站查詢，誠品生活保留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8.04 Thu.-9.05 Mon.

誠品會員滿5,000即可兌換
我要去野餐!多功能折疊收納箱乙個
●材質 : ABS、密集板

誠品會員滿額亦可選擇兌換誠品點250點
兌換地點—B1顧客服務中心／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夏日出走會員滿額禮
JOURNAL STANDARD for 誠品信義店



SPECIAL 
OFFER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所有贈品活動贈禮皆於活動開始當天上午11:00起至B1顧客服務中心兌換。●兌換誠品會員相關贈禮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方可兌換。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主卡與附卡分開計算），
方可進行贈品兌換。●誠品會員活動僅適用台灣申辦白卡╱金卡╱黑卡╱小童學卡之會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恕不適用。●發票金額限誠品生活當店當日消費發票兌換，購買誠品禮券／商品禮券、轉開發票（含：電子、二聯式或三聯
式）恕不列入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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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保留並出示紙本銷貨明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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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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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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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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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B2-7-ELEVEN。
●不可與「全館滿額禮 」、「會員專區禮 」、「會員專區加碼禮 」活動重複兌換。

即日起-9.05 Mon. 會員專區加碼禮

8.04 Thu.-9.05 Mon. 黑卡專屬禮 

即日起-9.05 Mon. 會員專區禮 
B1／4F／5F當日累計
滿3,000即贈好禮二選一
法國Maped學用小刺蝟彩色筆12色乙組（價值220元，限量409組）

樂高積木體驗包乙組（價值300元，限量494組）

5F當日累計滿15,000加贈
3M兒童防蟎兩用被-雙人-歡樂派對乙件（價值7,990元，限量50件）

1F／2F當日累計

滿10,000即贈好禮三選一
村山煙花璀璨 滾珠精油10ml乙個（價值1,160元，限量125個）

AVEDA花植結構重鍵洗髮精50ml＋潤髮乳40ml乙份
（價值1,000元，限量100份）

Awake lite超透氣涼感被乙件（價值790元，限量90件）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贈品款式及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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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與「黑卡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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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5F-靜思書軒、誠品兒童館。●不可與「黑卡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當日累計滿80,000
即贈BRUNO冰淇淋機乙台（價值4,980元，限量30台）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贈品款式及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靜思
書軒、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B1-金色三麥。●不可與「黑卡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兌換地點│B1顧客服務中心／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扣點限同一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各品項每卡每日限換乙份。●點數兌換以會員當日持有點數為準，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商品兌換後，除瑕疵外，恕不接受退換貨
服務。●本活動其他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調整、變更活動之權利。

8.04 Thu.-9.05 Mon. 

價值480元︱限量50份

AirealLand年零&cozywhite｜2F
一抹拋光護唇精華霜 10ml

450 點110 點 750 點

義大利怪美殿堂特展貴賓雙人票
價值760元︱限量60份

AirealLand年零&cozywhite｜2F
初生肌淨澈潔顏露 5ml
價值116元︱限量52份



夏日外出心動提案
Barbour｜1F
Hopewell 小洋裝

特價3,640｜原價5,200
8.04-9.05

商品全面7折起
單筆消費滿8,000贈
品牌環保水杯乙個
（價值650）

仙德曼SADOMAIN｜B2
316不鏽鋼真空吸管直飲杯700ml
任選2件85折

特價1,870｜原價2,200
贈直飲杯上蓋-顏色任選×2（價值400）

1010湘｜6F
黑芝麻椰汁西米露（冰）

推薦價110
※10%服務費另計

德風健康館｜B2
歐敏力 輕暢75益菌×2

特價4,200｜原價5,600
8.04-8.31
單筆消費滿2,888
即可玩幸運輪盤乙次
（贈禮價值250-300，100%中獎）

※活動詳情依現場公告為主

master-piece｜1F
Platoon wallet shoulder

推薦價3,400

ACCA KAPPA｜2F
白麝香雙效沐浴乳200ml＋白麝香香水30ml

特價1,650｜原價2,000

WHYNOTNOW｜B1
NEVER AGAIN-太陽鏡DECEMBER

特價2,080｜原價2,680

KEIZU Shoes｜4F
夏日巷口-大方扣修飾涼鞋

特價1,980｜原價2,480Lee's Jewelry李氏私飾｜4F
圈粉高手

特價1,880｜原價2,680
8.04-9.05
單筆消費滿5,000贈琺銀戒指乙個（價值1,380）；

滿10,000贈品牌古巴鍊乙個（價值1,880）

慢溫 MenWen｜4F
夏日的風情詩

特價1,970｜原價2,190
※18、19cm特製手圍需額外加價50元

※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Fika Fika Café｜1F
阿法奇朵 Affogato

推薦價150

新品
上市

一〇八抺茶茶廊｜B2
蕨餅盒 
任選2件 

特價400｜原價440

75折

信義
獨家

7折

7折

& by tan&luciana｜2F
泡泡布落肩襯衫

特價4,140｜原價4,600
排釦拚色縮口長褲

特價4,500｜原價5,000

WHITE OCEAN｜B1
韓國質感蕾絲套裝

特價4,641｜原價5,460
8.04-8.07
單筆消費滿3,000贈
七夕情人節乾燥小花束乙個（價值500）

8.04-9.05
夏季新品全面85折

艷麗南洋鹹甜食｜B2
8.08-8.10
【開幕優惠】

娘惹層糕-盒裝（12入）

第2件6折
※口味隨機，不得挑選；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8.11-9.05
娘惹層糕-盒裝（12入）

特價400｜原價420
娘惹層糕-單片

推薦價35

Summer
 Lifestyle

新櫃
登場



主題活動
THEME EVENT

2022
August

8月

體驗紐西蘭｜奇異鳥羊毛氈手
作—紐玩生活

請掃Qrcode網路報名 請掃Qrcode網路報名請掃Qrcode網路報名

奇異鳥是紐西蘭的國寶，更是特產和象徵。一起來邊品
嚐營養豐富的奇異果，及紐西蘭著名果香飽滿的白酒，
邊用羊毛氈做出奇異鳥胸針吧！（不喝酒的朋友們亦可
以選擇黃金奇異果汁）

主辦單位｜紐玩生活
報名限制｜參加須滿13歲以上，活動名額有限，以報名先後順序優先安排
活動費用｜每組790元（費用內含手作課程＋白酒品飲／奇異果汁乙杯）
報名方式｜紐玩生活FB粉專或專櫃報名，詳情請見Qrcode內容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禁止飲酒

8.20 Sat.
14:00-16:00｜B1 紐玩生活專櫃

《海底變裝秀》幼兒律動課—
雲門教室

本體驗課透過繪本情境，引導孩子觀察海洋好朋友，發
揮與生俱來的想像力！在寓教於樂之間喚醒生活感知，
陪伴3-5歲的幼兒，用身體勇敢表達自己的想法；引導
6-8歲的兒童，以身體大方展現創意！

主辦單位｜雲門教室
報名限制｜每場上限15名，以報名先後順序優先安排
活動費用｜免費報名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詳情請見Qrcode內容

8.28 Sun.
14:30-15:00、15:30-16:00｜5F 森活遊藝區

肯園新手村親子芳療體驗—
肯園╳三采文化

孩子的世界裡，萬事皆可成為遊戲，而香氣便是最好的
觸媒，從認識香氣，到孩子也能輕鬆上手的按摩技法教
學互動，刺激感官發展、構築嗅覺圖像，讓孩子的世界
變得更加豐富、寬廣。

主辦單位｜肯園、三采文化
報名限制｜每場上限6組，以報名先後順序優先安排
活動費用｜每組680元（費用內含親子特調按摩油10ml）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詳情請見Qrcode內容

8.06 Sat.、8.27Sat.
14:30-15:30｜5F森活遊藝區

KOIZUMI｜5F
CD FIRST兒童成長書桌組

特價42,060｜原價47,800
※專人到府安裝

8.04-9.05
單筆消費滿35,000贈鬼滅之刃
兒童桌墊乙個（價值3,000）
※可累贈

環安傢俱｜5F
側邊延伸櫃

特價6,380｜原價11,180
單筆消費滿5,000即可以599
加購小手吸塵器乙個（價值1,290）

Moshi Café｜4F
Spatia AirPlay 無線音響

特價9,999｜原價14,9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高CP嚴選好物

67折

57折

BAGMANIA ｜1F
8.04-9.05
春夏商品全面7折起
ST.MALO W. ｜1F
8.04-9.05
機能服飾系列單件88折、2件8折；單筆
消費滿1,500享9折；滿3,500享85折
HODRMEN男研堂｜1F
8.04-9.05
單筆消費滿1,500贈去角質沐浴巾乙個（價值200）

PIQUADRO｜2F
8.04-9.05
春夏精選商品全面7折
RECLASSIFIED調香室｜2F
8.04-9.05
香調系列商品（桂花澹擴香／月落桂子香

水／香膏）全面85折；單筆消費滿1,500
贈Q版小香7.5ml乙個（價值490）；滿2,500
贈Q版小香7.5ml兩個（價值980）

marimekko｜2F
8.04-9.05
春夏商品全面7折起
Anomi_e｜2F
8.04-9.05
OMIObyH.洋裝全系列9折
※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OHANA MAHAALO｜4F
8.04-8.31
凡購買純境-衣物環境清新噴霧250ml任選
3件贈純境-香柚青冰香衣物瞬涼噴霧50ml
乙個（價值360）

iGzen愛居人｜4F
8.04-9.05
SOiL所倚-有機芳護／芳盾精油
全面9折；2件88折
Yogibo｜5F
8.04-8.15
商品全面第2件88折
※折價以價低者計

拼圖總動員｜5F
8.04-9.05
角落生物系列商品全面8折
凡購買兒童拼圖單筆消費滿1,000贈姓名
貼紙乙張

GAGA monster｜5F
8.04-9.05
單筆消費滿5,000贈史萊姆怪獸四件組-夏
季調色盤乙組（價值796）；滿20,000贈史
萊姆豪華重量箱乙組（價值3,100）

VigorLife｜5F
8.04-9.05
BuddyPhones兒童耳機第一品牌全系列
85折；凡購買SiMFY S3心菲柔羽音波電
動牙刷贈牙刷／牙膏的家乙組（價值749）；
滿2,500加贈牙刷的包乙組（價值550） 

DakiniDéesse｜B1
8.04-9.05
高端保養組-不丹喜來芝返齡再生精萃30ml 
2件8折
紐玩生活｜B1
8.04-9.05
來店掃Qrcode加紐玩Line官方帳號，即
享單球／盒裝冰淇淋9折※每人限兌換乙次
于記杏仁｜B2
8.04-9.05
杏仁豆腐／茶／瓶汁-不限口味第2件9折；
杏仁冰淇淋第2件49；單筆消費滿500贈
杏仁咖啡乙包（價值60）

夏季優惠情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