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員全館當日累計

滿5,000送1,100
會員全館當日累計

滿5萬送Marshall藍牙喇叭
滿10萬送誠品行旅住宿券+In Between之間套餐券
誠品書店 會員滿額回饋
2F知味市集、3F誠品書店（含兒童館、文具館、Living Project）

不限金額消費贈$50文具禮品電子抵用券
單筆消費滿1,000現折100（可累折）

會員單筆消費

1F滿30,000加贈1,000
2F滿6,000加贈200
3F滿10,000加贈300

會員消費即贈
B1消費不限金額即贈400

2023週末慶 4.07  -4.09

滿1.5萬再送500
會員一日限定 4.8 Sat.

詳情請掃
（部分累贈）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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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注意事項請詳見封面QR CODE。

●本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誠品會員；非誠品會員，請先下載誠品人APP申辦白卡會員。●會員升等需持當日全
館滿額消費發票及本人有照證件至2F顧客服務中心辦理。●其餘注意事項請詳見封面QR CODE。

4.08 Sat. 一日狂想 驚喜不斷

會員來店禮

憑當日不限消費金額發票即可兌換
●黑卡送「黑土X石樂 墨玉珠鍊戒拋光DIY」
●金卡送「YU Living 玻璃竹蓋儲物罐」
●白卡送「YU Living 原木杯墊 6入」

下載並成功註冊誠品APP，即送午茶夫人經典茶包一袋

當日
累計滿3,600，立即升等金卡會員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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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注意事項請詳見封面QR CODE。

4.07 Fri. - 4.09 Sun. 週末狂想 豐富優惠 

●本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誠品會員；非誠品會員，請先下載誠品人APP申辦白卡會員。●會員升等需持當日全館滿額消費發票及本人有照
證件至2F顧客服務中心辦理。●其餘注意事項請詳見封面QR CODE。

原需累計滿6千禮遇升等
金卡狂想

※誠品會員各銀行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不累贈。
●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兌換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APP任一證明，且須持台灣發行之指定銀行信用卡刷卡滿額，憑信用卡（或手機裝置支
付畫面）、同卡號簽單及當日消費發票（須含銷貨明細）兌換，以上限出示正本，恕不接受以其它形式提供辨識；花旗銀行VI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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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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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各銀行採各門檻限量贈完為止；實體卡與行動支付（限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刷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計算，若實體卡與行動支付為同一張信用卡，恕不重複兌換。●「eslite Pay限定回饋」：結帳時請主動出示誠品APP會員卡，且須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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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電子券」頁面查詢；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兌乙次，如不同會員綁定同一張信用卡，則依同一會員滿額之交
易時間先後順序進行匯券，恕無法指定會員帳戶。●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得兌換亦不得使用「銀行$100電子抵用券」，排除專櫃如有異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
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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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館、Living proj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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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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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未盡事宜依現場公告及「銀行刷卡滿
額禮活動」注意事項為準，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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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會員
翻轉來店禮

當日升等金卡會員，加碼贈送Prolla直傘誠品
會員

滿6,000送 100 限量20份

滿30,000送 600 限量10份

滿6,000送 誠品禮券100 限量20份

滿15,000送 誠品禮券300 限量10份

滿5,000加贈 誠品禮券100 限量50份

滿15,000加贈 誠品禮券200 限量20份

滿20,000加贈 誠品禮券400 限量10份

滿6,000加贈 誠品禮券100 限量200份

滿18,000加贈 誠品禮券300 限量100份

（內含｜銀行$100電子抵用券 X1張）

（內含｜銀行$100電子抵用券 X6張）

＊刷吉鶴卡享2%回饋無上限     

滿15,000加贈 誠品禮券200 限量30份

（詳聯邦官網）

●贈禮款式及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淡然有味 《得閒》典茶禮盒」、「Marshall Emberton 攜帶式藍芽喇叭 」、「NEOFLAM陶瓷鑄造30
公分鴛鴦鍋」、「誠品行旅行政套房住宿招待券+In Between之間套餐券」每卡／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已兌換過之發票不得重複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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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環安傢
俱、小顏選 質感選物，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其餘注意事項請詳見封面QR CODE。

滿5萬送「Marshall Emberton 攜帶式藍牙喇叭」
滿10萬送「誠品行旅行政套房住宿招待券+
                      

當日
累計

當日
累計

In Between之間套餐券」會員大戶禮

eslite Pay
限定回饋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

不得與館內其他銀行活動重複兌換

刷指定銀行
獨享回饋

※本活動需至2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可與「第二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

4.07 Fri. - 4.09 Sun. 會員限定 銀行加碼 ※謹慎理財信用至上※

限量50組 限量250組限量200組



全館滿千送百 樓層再加碼
全館當日累計

【15分鐘聆療癒】
小王子音樂劇讀劇分享
＠B1 午茶區 
19:00~20:30 

【15分鐘繪生活】
松菸生活圈繪畫共創
＠B1 Sunken Garden 

13:00~15:00 

【15分鐘享風格】
池畔野餐音樂會
＠松山文創園區

14:00~17:00

【15分鐘悅人聲】
阿卡貝拉快閃
＠1F eslite cafe

15:00~15:15

【表演換宿】
蔡志遠 吉他自彈自唱
＠1F eslite cafe 

16:00~18:00 

果醬產品體驗
＠2F 圖克圖克

【15分鐘Fun松玩】
品牌體驗全天活動

11:00~22:00 

無乳液保養體驗
＠2F expo

吹玻璃體驗
＠2F 坤水晶

板岩杯墊雕刻體驗
＠2F 黑土X石樂

小相機積木DIY體驗
＠3F 禾荳荳

植栽苔球手作
＠2F Nana's Flower House

【15分鐘成名秀】
午後演唱會
松林之王K歌秀

＠B1 Sunken Garden 
16:00~21:00 

【15分鐘訪談趣】
MyMusic萬秀孫

代客洗衣 Live Podcast
＠B1 午茶區 
17:00~18:00 

【15分鐘找自己】
人類圖探索

＠1F eslite cafe 
19:00~21:00 

【表演換宿】
Sujong Park朴秀鐘

 Bass演奏
＠1F eslite cafe 

16:00~18:30 

【表演換宿】
乾淨的房間 
吉他彈唱

＠1F eslite cafe 
13:00~15:30 

【靈感放送站】
龔大中的「心得報告」

＠3F Forum
20:00~21:00 

16:00

19:00

21:00

13:00

19:00

17:00

14:00

15:00

15:00

17:00

B1 1F 2F 3F4.07 Fri.

4.08 Sat

4.09 Sun

【故事玩聚場】
＠3F 兒童館
15:00~15:30 

【書情繪本課】
＠3F Forum
15:00~16:00 

【15分鐘掏心話】
文字閨蜜談心時間
＠3F Forum
15:00~16:00 
【書情相談室】
馮國瑄的回家之路
＠3F Forum
17:00~18:00 

Mar.

Jun.
因著一餐或一宿，就註定要在行旅相遇。
讓精神去旅行×讓身體去閱讀

走 進 行 旅  ， 走 入 內 心 的 旅 行 與 課 程



4.07 Fri. – 4.09 Sun. 狂想限定 松菸15min品生活
expo│2F
綠藤生機 無乳液保養體驗
憑 expo 當日消費發票可參加 15min體驗

Nana's Flower House│2F
庭園風植栽苔球15min手作體驗
作品大小約15x18（單位：CM）
含小動物飾品

圖克圖克│2F
法國巴黎人果醬產品15min體驗
免費體驗 ●單日參加人數限10人；體驗口味選擇上限三款

禾荳荳｜3F
LASY小相機積木 DIY 15min體驗

特價690｜原價850

坤水晶│2F
復古模吹玻璃空心球 15min體驗
推薦價1,200

黑土X石樂│2F
板岩杯墊圖騰雕刻 DIY 15min體驗
推薦價300起

推薦價600

【萬秀洗衣店】張瑞夫×文字閨蜜角子×天賦設計所 Book Chen

My Music萬秀孫代客洗衣 Live Podcast
【15分鐘訪談趣】

4.09 Sun. 17:00-18:00 ＠B1午茶座位區

● 誠品松菸【特製文"輕"野餐組-2人份】 $499
● 誠品行旅【環遊世界野餐組合-4人份】 $3,600 圖片僅供參考

依實物為主

【15分鐘享風格】池畔野餐音樂會
4.09 Sun. 14:00-17:00 ＠松山文創園區

16:05-16:25  李佳歡
16:25-16:45  Kevin廖柏雅
16:45-17:05  展榮展瑞
17:05-17:25  原子邦妮 

   17:30-21:00  邀請你上台演唱！

【15分鐘成名秀】
午後演唱會+松林之王K歌秀

4.08 Sat. ＠B1 Sunken Garden 

李佳歡Kevin廖柏雅

展榮展瑞原子邦妮 

主持人:熊以馨

三位演員 陳品伶×黃浩詠×李梓揚×C MUSICAL藝術總監張芯慈×《小王子》執行導演崔台鎬

【15分鐘聆療癒】《小王子》音樂劇讀劇分享會
4.07 Fri. 19:00-20:30  ＠B1午茶座位區



滿8千可1,500加購獨家限量刺繡丹寧帽
滿1萬即贈天絲口罩套

茶籽堂│2F
植萃髮身潔淨組合-桑白皮修護
洗髮露330mL+馬栗樹水潤沐浴露330mL

特價1,150｜原價1,280

阿皂屋│2F
RED OUT敏弱冰感肌噴霧化妝水+
修復煥白面膜+修復精華+贈胺基酸洗面皂
-控油毛孔粗大 乙入
特價3,200｜原價3,639

deya│3F
deya cross mavericlc 經典機能後背包

特價5,933｜原價6,980

TAICHI素T專賣│2F
｜維托｜合身不貼身 完美版型 VICTO
推薦價690｜全館9折（內著類除外）

Pipijudy│2F
全品項任選兩件95折、三件88折

STORY WEAR｜1F
臺北時裝周獨家訂製秀款-
立體口袋拼接夾克
推薦價15,000

天華沉香│3F
香道具組13件套

推薦價3,980

草山金工│2F
璀璨迴旋對戒 SV -課程/訂製

特價16,470｜原價18,720
單筆滿8,000現折800

黑土x石樂│2F
台灣墨玉系列商品

滿5,000現折500

R&R Home│2F
İnci大馬士革玫瑰純露

特價990｜原價1,580

友士│3F
長濱威士忌組合
（Father+ BEAUTIFUL）

特價3,510｜原價5,400

康生│2F
十足美人美腿機+溫熱揉捏按摩枕

特價3,579｜原價8,660

環安傢俱│3F
消費滿2萬贈動物拍拍小夜燈（隨機乙個）
滿5萬贈吹風機（乙支）
滿8萬贈感應式垃圾桶（乙個）
各門檻不累贈

賽先生科學工廠 │2F
愛因斯坦鬼魂紙鎮
買一送一｜推薦價1,499
單筆滿3,000現折3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長順名茶│3F
繽紛系列-春釀茶禮

買一送一｜推薦價1,600

HUBOX│2F
滿3,500現折200

expo│2F
Laboratory Scent實驗室香氛-
全品項單件85折
元素空間噴霧+元素擴香石
特價1,480｜原價1,760

AMOUR│2F
舒適防滑低跟淑女鞋

特價1,980｜原價3,280
單筆滿5,000現折500

創意美術│2F
凡購買材料包、材料套組任1件
滿599贈可愛動物×1（價值120）
滿980贈單品模型×1（價值180）
滿2,980贈單品模型×1（價值250）

松菸
獨家

力雄茶行│3F
糯米小沱茶

200粒/特價8,500｜100粒原價8,500

限量
10組

松菸
獨家

松菸
獨家

松菸
獨家

限量2件
售完為止

未成年請勿飲酒；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松菸
獨家

亮點商品 品牌限時強打折扣 Ｘ 獨家限量主打商品



~時尚狂想~

CHARINYEH｜1F
立體花紋盤釦洋裝

特價15,180｜原價19,900

SHOUSHOU｜1F
咻咻手繪重磅圖Ｔ

特價1,512｜原價1,680

DOUCHANGLEE｜1F
削肩幾何飾片抽繩洋裝

特價7,500｜原價8,680

Hi dots│2F
手提子母包

特價850｜原價890

whiple Lib｜1F
抽繩帆布水桶包

推薦價4,680

STORY WEAR｜1F
有機棉T+短褲

成套專案享9折 

YEUSEN | 1F
全面5折起

HOTEL V ｜1F
VIVIENNE WESTWOOD  Saddle Bag
特價14,800｜原價19,100
4/7 ~ 4/9 消費滿1萬現折1千

4/7-4/15 全品項第二件9折第三件起8折

Dleet | 1F
連在一起長袖襯衫
特價7,800｜原價9,750
平達克直筒裙
特價5,080｜原價6,350

At the veune｜1F
Excel背心
特價1,024｜原價1,280

海邊走走｜2F
蕉心愛餡蛋捲 新品上市

推薦價390

重磅聯名
微熱山丘

長順名茶│3F
忘年老茶60年

特價9,999｜原價12,000

力雄茶行│3F
阿里山烏龍茶

特價800｜原價1,200

茶粒茶 | 2F
三角立體茶包-黃金柚香綠茶

買一送一｜推薦價250

馬卡諦義大利冰淇淋｜B1
MACCANTI 冰淇淋蛋糕
莓果森林精靈/魔幻秘密城堡/巧克力圓舞曲

特價1,680｜原價1,980
須提前七日預訂

美饌狂想

江江滷｜B1
冰沙（口味：鳳梨/楊桃） 

特價70｜原價85

丸亀製麵｜B1
什錦豚汁烏龍麵
活動期間為3/27-4/30售完為止  

（中）129｜（大）159

季節
販售

誠品知味市集｜2F
日本味王第二代膠原蛋白/ 60粒

特價249｜原價399

圖克圖克｜2F
法國 菲芙頌有機脆麥片（巧克力雙重奏/
巧克力覆盆子小姐）任選兩包85折
特價969~1,020｜原價1,140~1,200



OLIVIA YAO｜1F
ARMOR|葵百合月光石耳環

推薦價6,580
4/1-4/30 指定預購品 95折優惠

LIN SHIAO TUNG林曉同｜1F
迷你熊頭耳環（單） 

推薦價35,100

寇比手工皮件｜1F
迷你斜背真皮手機包 

特價1,400｜原價2,180

木子moods│2F
長柄氣質牛皮方包

推薦價3,580

AISLE by Abcense｜1F
INYATI MYA鏈條包

推薦價3,580

Le Monde Des Copines│2F
質感髮飾 

購買第二件以上8折

賽先生科學工廠│2F
自體發光氚管項鍊（三色） 
自體發光微型氣燈 

特價1,730｜原價1,880

Classico│2F
Crown Panto Eyewear

 推薦價4,280

茶籽堂│2F
髮身自由配（不含家系列）任選330mL、補充包1L 

三件以上88折
消費滿2,000即可9折加購護手霜30mL和家系列

I-Shan13蔡依珊金工創作｜1F
➌珍珠山茶花項鍊

推薦價5,680

Pipijudy│2F
➍繁花線條戒

特價1,332｜原價1,480

agape｜1F
➋銀杏耳環

推薦價780

坤水晶│2F
➊花漾玻璃耳環

三副1,200｜一副480

➊

➋

➌
➍

~心動狂想~

新款
上市

水鹿Sambar shoes｜1F
中縫線沙漠靴（黑色/深咖/墨綠）

特價3,780｜原價4,200
購買再贈配色鞋帶

viina｜1F
經典牛皮拼接連條扣娃娃鞋

特價1,990｜原價3,990

新品
上市

走吧 ZOUBA│2F
HamacaSole Mule 穆勒鞋/女款

原價1,980｜特價89折

阿原│2F
精選單一商品
特價299起

獨家
5折

阿原│2F
液態洗沐系列 任選3件85折

vacanza│2F
4/1-4/5 買4送1
4/6-4/26 消費滿1,800贈品牌帆布袋  

KANU NATURE｜1F
沙棘果磨砂膏
特價1,044｜原價1,160
新品沙棘果系列任選一件，享9折



Ｍao’s樂陶陶｜2F
山水一房兩廳餐盤組

推薦架95折

賽先生科學工廠│2F
書本造型飄浮地球儀（可作夜燈與展示台）

特價3,168｜原價3,600

miimiiko｜1F
購買miimiiko經典手作大豆香氛蠟燭/
室內擴香任二件（同品項）
即贈空間織品噴霧乙瓶（可任選）

圖克圖克｜2F
法國 山居歲月
普羅旺斯香氛蠟燭+護手霜

特價2,142｜原價2,380

WODEN 2F
ADAM香氛機

特價400｜原價499

誠品書店｜3F
L:A BRUKET 092護手霜/鼠尾草
/迷迭香/薰衣草/ CosN/ 30ml

推薦價600

天華沉香│3F
香氛系列精油
任一款沉香精油搭配任一款檀香精油
2入享9折優惠

阿皂屋│2F
鮮萃皂任選7入

特價1,000｜原價1,176
消費滿1,500贈造型皂乙入

限量5組
售完為止

草山金工 │2F
一日銀匠純銀手鐲+經典銀戒課程

特價6,590｜原價7,760

創意美術│2F
單幅油畫課程（暖心）畫布4F/
上課所需材料/老師指導/6hr課程
（時間內完成贈質感 242A畫框×1）

特價5,800｜原價8,000

郭錦如紀念學苑│2F
攝影暗房觀念課程
單眼底片相機免費外借+贈黑白軟片+
5x7相紙+藥水+相片裝裱白卡紙（價值399）
特別加贈8x12銀離數位放大一張（價值850）
特價3,950｜原價4,800 一對一教學、時間任選

黑土X石樂｜2F
台灣墨玉蛋面珠寶製作DIY
送礦石水晶罐

推薦價1,800-3,600

Nana's Flower House│2F
自然風乾燥花盆花

特價1,280｜原價1,580
*有多種色系花材可供選擇 *不含兔子裝飾物

坤水晶│2F
彩繪玻璃杯課程（指定款式）

推薦價900

誠品書店｜3F
Polaroid Go 拍立得相機/ 白色

推薦價3,970

康生│ 2F
康生垂直律動機

特價12,800｜原價29,800

新櫃
登場

環安傢俱│ 3F
剛剛好書桌椅組（小）｜
經典溫莎桌椅組

推薦價20,800

YU Living│2F
DAVI 鐵腳單人椅-灰/棕 

特價7,000｜原價10,000

限量
10組

質感狂想

小顏選 質感選物│3F
購買Marshall Stanmore lll 
即享加購商品現折1,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