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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虎生豐來店禮   1.13 Thu. - 2.06 Sun.

滿500或扣誠品點50點
即可
兌換虎年紅包袋／黑卡會員加贈春聯乙

組 
天下皆春，好運禮   1.13 Thu. - 3.01 Tue.

滿6,000／12,000即可
兌換國立歷史博物館

獨家合作六合同春 碗筷禮盒組 
五倍券袋好運   1.13 Thu. - 3.01 Tue.

使用任一
紙本五倍券單筆滿1,000即可

兌換好運帆布袋

APP會員獨家滿額抽
新年搏個好彩頭   1.13 Thu. - 3.01 Tue.會

員
加
碼
活
動

西門╳武昌｜輝葉超摩美腿機
板橋╳新板｜石頭掃地機器人
                   樂澄兒童書桌椅

安永鮮物╳佩甄  春節專欄
焦點人物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此活動需先下載登入誠品人APP或登入迷誠品網站方能參與點數兌換，首次登入請先註冊網路帳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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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筆兌點視為乙次抽獎機會，每卡不限抽獎機會。●參加兌點為誠品點即時扣抵，信箱收取到點數兌換成功通知函才算
兌換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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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APP【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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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將於2022.2.17 Fri. 公布於迷誠品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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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17 Fri. - 2022.3.21 Mon. 辦理領獎，未於期限內於誠品指定店別完成辦理，視同放棄兌獎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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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兌換與詳細說明、規格請參閱迷誠品網站公告。●其他未盡事宜請見迷誠品網站查詢，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1.13 Thu. - 2.08 Tue. 好物在手，人生順手 會員限時兌點抽

誠品人APP或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
憑誠品點20點，即可

兌換抽獎機會乙
次，有機會抽中：

1.13 Thu. -1.20 Thu.

女人迷｜
內在進化牌卡 乙組
（價值1,020 元，共10組）

1.29 Sat. -2.08 Tue.

只是 ZISHI Art｜
門神滑板 乙組
（價值7,200元，共2組）

1.21 Fri. -1.28 Fri.

麒麟山告解室｜
財運補充蠟燭 乙組
（價值1,380元，共6組）

活動詳情活動詳情

1.13 Thu. - 3.01 Tue. 會員特別禮 

●本活動限使用紙本振興券。●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兒
童館、誠品知味市集、臨時櫃、特賣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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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Studio A、

SAMSUNG；2F-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春水堂人文茶館、安永鮮物、上島珈琲店；2F-有情門、謙碩服裝修改室、1010湘；
3F-KIKI餐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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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不限
面額紙本五倍振興券單

筆滿1,000
即可
兌換福虎生豐 好運帆布袋 乙個
（西門店、武昌店各限量100個； 板橋店限量60個；新板店限量20個）

1.13 Thu. - 2.06 Sun. 會員來店禮

當日累計
消費滿500或扣誠品點50點 

即可
兌換福虎生豐紅包袋 三色乙組，恕不挑款
黑卡會員兌換

加贈福虎招財春聯 二入乙組

●活動期間每卡滿額限兌換乙份、扣點限兌換兩份。黑卡加贈春聯組每卡限加贈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扣點兌換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會員點數依當日持有之點數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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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兒童館、誠品知味
市集、臨時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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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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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便利商店、春水堂人文茶館、安永鮮物、上島珈琲店；2F-

有情門、謙碩服裝修改室、1010湘；3F-KIKI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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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兌換地點｜西門店1F／武昌店4F／板橋店5F／新板店1F顧客服務中心

●本活動依當日消費之累計發票額發出店別為主，並需至誠品人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遊戲。●活動期間，每卡每日每店單筆消費享乙次刮刮樂機會。●活動刮刮樂僅限台灣誠品會員使用，海外會員帳號恕不使用。●本活動屬機率，無保證中獎設定。●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及以下專櫃消費金額
恕不列入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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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鮮物；2F-謙碩服裝修改室。●新板店樂澄兒童書桌椅中獎人需自行組裝及支付運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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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生活保有活動內容變更、修改及最後解釋之權利；完整活動詳情與異動公告請依誠品人APP活動頁面公告為準。

1.13 Thu. - 3.01 Tue. 新年搏個好彩頭

會員單筆
消費滿1,500，即可

獲得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乙
次，有機會抽中：

板橋店｜
Roborock
石頭掃地機器人
S6 Pure 乙台
（價值13,999元｜限量1台）

新板店｜
樂澄 Love Child
兒童書桌椅
VS-D90 + H7 乙套
（價值21,600元｜限量1組）

西門店×武昌店｜
輝葉超摩美腿機
K1605 乙台
（價值12,800元｜限量1台）

1.13 Thu. - 2.15 Tue. 誠品點好好用 吃好送好過好年 活動詳情活動詳情

●需先登入會員帳號後方可進行點數兌換，會員首次登入請參考誠品人APP及迷誠品網頁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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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扺用券限指定專櫃滿額扺用，單筆消費限使用乙張，使用期限至2022.2.20 Sun.止，逾期無效，詳細使用說明請見券面說明為準。●活動期間
同品項每卡限兌換乙張APP扺用券，數量有限，兌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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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完成，系統將自動發送APP券至誠品人APP會員帳號內。●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網站或誠品人APP【我的】中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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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使用折價券消費之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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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

憑誠品點300點
即可
兌換$100 送好禮購物金
於指定專櫃單筆

消費滿300現折100
新板店1F│安永鮮物

憑誠品點500點
即可
兌換$200 過好年美食券
於指定餐廳單筆

消費滿1,000現折200
板橋店5F│薄多義

誠品人APP或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

誠品人APP誠品人APP



15:00 

17:30 

誠品生活西門店 誠品生活松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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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虎添翼
人生
好運相談室

不是算命，也不是仙丹，而是讓你醍醐灌頂

報名請進

Faye觀人類圖

人類圖

麒麟山告解室

身心靈健檢

貓 子 放 空 中

易經斗數

庫 魯 不 塔 人

礦石占卜

1.15
Sat. 

15:00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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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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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本次是史博館首度與誠品生活的合作，期待帶給大眾什麼樣的
新感受呢？

誠品生活客層與史博館相似，知性且喜歡藝文，希望透過這次跨
界合作，讓文物進入商場、走入生活，打破與博物館間的距離，
帶給大眾新的體驗！

Q:「讓藝術走進生活」是很多現代博物館的目標，而史博館承載
了保存歷史文物的使命，如何在傳承與創新中持續發展及推廣？

博物館在當代的定義不斷擴大，從典藏、展覽、教育、研究場
域，到近年延伸的文創領域。透過活化文化資產，形塑當代博物
館形貌，期望讓文化傳遞突破疆域限制，例如進行跨界合作，讓
館藏得以延伸更多元的應用，這次與誠品在禮贈品和主視覺合作
的應用就是很好的範例。

Q:史博館近年來跨界規劃了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動，如「史博
浪漫大飯店」、「眾神潮」、「遇見常玉」等，可否分享這些創
意的由來？

「史博浪漫大飯店」是在真實營運的飯店中創造超現實空間，將
藏品經典紋飾、作品元素進行轉化設計，發掘藏品「令人著迷的
意外細節」，讓觀眾置身古典與當代融合的史博紋樣奇幻魅力。

「眾神潮」是以特展方式推廣圖像授權，9組傳統神祇版畫的數位
運用，不只重現傳統藝術之美，更透過設計師們的精細巧思， 讓

傳統連結現代生活物件，還原
信仰的立體想像。 

「遇見常玉」則是近年最大挑
戰，克服框架限制，與時尚界
合作首度將史博館搬上國際舞
台，周裕穎設計師融合傳統與
現代，運用常玉經典作品設計
出37套服裝，並於紐約時裝週
發表系列，讓圖像不只運用在

生活器皿，而是和藝術文化有更好的結合。

Q:可否分享史博館有哪些過年節慶相關，有趣的館
藏作品和典故？

史博館館藏《灶君》版畫，就是跟過年節慶的
民俗傳說有關，灶君又稱灶神，是中國神說中
掌管灶火與飲食之神，亦司監察人間善惡，並

在每年臘月二十四向玉帝稟報，每到當天，人們都在爐灶上張
貼灶君圖像，戒慎祭拜，希望灶君不要向玉帝講自家壞話，以
免受到上天責罰。民間版畫作坊每到臘月即印售灶君畫，是民
俗版畫中銷量極大，形式多樣的品類。

Q:本次與誠品合作的「金錢虎」、「六合同春」兩幅版畫作品，
可否介紹一下兩幅作品或有什麼典故由來呢？以及版畫對於過年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用意？

年節版畫常取材於過年習俗，題材可能有民間故事或神話傳
說，以前多是民間新年裝飾於門楣或門扇上之用。

《金錢虎》，虎身堆滿錢幣，腳踩珠寶珊瑚蕉葉等，嘴銜寶劍
抬頭望日，威猛中充滿財氣。民間視虎為神獸，借祂的威猛勇
武而鎮邪保安寧。這件版畫中的虎全身以舊時的銅錢佈滿全
身，尚有招財的味道。

《六合同春》，又名「鹿鶴同春」，六合同春便是天下皆春，
萬物欣欣向榮之意。畫作中鹿除了寓意「祿」之外，也代表數
字「六」；鶴則諧音「合」，意喻富貴的牡丹與畫中其他朵朵
盛開的花兒，象徵春天的來臨。

歷經了緊繃壓抑的牛年，2O22虎年到來，特別與
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合作，挑選鎮邪保安寧寓意的
《金錢虎》以及有吉祥富貴之意的《六合同春》，
透過現代感的改作設計，重新賦予文物新氣象，
期許帶給大眾具有文化深度且好運滿滿的新年！

《灶君圖》
(館藏編號07464)

史博浪漫大飯店

建於1955年，館藏品性質多元，文物樣貌古今兼備，穿越歷史
脈絡。進年來積極進行跨域合作，以館藏數位圖像作為底蘊，
讓文創成為公立博物館活化館藏、結合社會產業、拓展生活藝
術美學的平臺。

官網請上

張錦莉  國立歷史博物館文創行銷組組長

史博館致力推動的圖像授權加值應用是包含藝術教育、文化的理
解、創意的發展以及文創品味的養成，透過縱向典藏的延伸，進而
聯結為橫向的文化創意與行銷，建立臺灣文創共榮願景。

關
於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好年節
特別企劃

《六合同春》（館藏編號85-00417） 《金錢虎》（館藏編號85-00517）

授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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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營業時間詳見迷誠品網站公告）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西門店B1／武昌店4F顧客服務中心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
消費滿5,000元加

贈

Lee 300元商品購物金抵用券 乙張 (價值300元)

誠品會員(小童學卡除外)，當日於指定專櫃
單筆
消費滿3,000元，即

贈300元電子抵用券 乙份

金卡／黑卡會員當日累計
消費滿35,000元，

即
贈NUARL N6三按鍵設計真無線藍芽耳機 乙副 (價值3,490元)

1.13 Thu. - 3.01 Tue.  會員獨享加碼禮

1.21 Fri. - 1.23 Sun.  限時三天辦年貨開春過好年

1.13 Thu.-3.01 Tue.  金卡／黑卡會員專屬滿額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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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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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300元商品購物金抵用券」西門店、武昌店各限量150張，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此票券不得轉售或兌現，使用期間、使用方式及規定詳見券面說明。

●本活動僅限以下專櫃消費累計及使用抵用券：
西門店│B1-POLY LULU、iPINK；1F-IZZUE ARMY、Sport b.、ROOTS、Calvin Klein Jeans、PORTER INTERNATIONAL、made in heaven、PALLADIUM、SOLOMAX、

KANGOL、伍星選品；2F-Life8、LEE、G2000、Levi's、PLAYBOY、La Mode、Alexandre Christie、BIS IN DEI、寇比手工皮件、FX CREATIONS、每日主張、Hang Ten、

TOOT、Private Structure；3F-COWA。

武昌店│1F-GRACE GIFT、S'aime、VIVIENNE WESTWOOD、PORTER INTERNATIONAL；2F-FMA ACTIVE、eyesbook、Arnold Palmer、expo、Queen Shop、6ix8ight、

Sexy in shape；3F-Marco Way、Taiwanize、Pe girl、XRAGE、John Henry、Levi's、漂流Drift Zine、EDWIN、COWA、JINS、夜奔文創；4F-NEW ERA、Baker Street 、

CACO、Dickies、CABRON、PALLADIUM、G Select(香氛除外)。上述活動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
●抵用券使用期間為1.21 Fri.-2.28 Mon.，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抵用券為電子券形式，誠品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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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進行折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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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商品不參與滿千抵百優惠，詳細活動限制以各專櫃為主。
●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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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不得與「天下皆春，好運禮」、「金卡／黑卡會員專屬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

●活動期間每人每日限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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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
5F-吃吧；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
●本活動恕不與「天下皆春，好運禮 」、「限時三天辦年貨開春過好年」活動重複兌換。
●「NUARL N6三按鍵設計真無線藍芽耳機」西門店、武昌店共限量29副，數量有限，贈完為止；顏色以現場實際為主，恕不提供挑選。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授權製作

1.13 Thu.-3.01 Tue.  誠品點好好用

●各品項每卡每日限換乙次。
●扣點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
●僅限誠品會員(小童學卡除外)且本人現場兌換，需出示實體誠品人會員卡、有照證件或官方版行動APP，方可兌換，非本人恕無法代替兌換。
●點數兌換以會員當日持有點數為準，商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商品兌換後，除瑕疵外，恕不接受退換貨服務，亦不提供運送服務。
●本活動其他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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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時三天辦年貨開春過好年活動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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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會員當日
消費不限金額

即
贈誠品限定口罩 乙個 (價值50元)

2.07 Mon.-3.01 Tue.  會員專屬來店禮

●活動期間每人每日限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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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5F-吃吧；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
●「誠品限定口罩」西門店限量214個、武昌店限量233個，數量有限，贈完為止；顏色以現場實際為主，恕不提供挑選。

1800 點或300點 + 550元 1580 點或200點 + 270元 4360 點或450點 + 720元 800 點

誠品生活X大春煉皂  
一方春色禮盒-春元
價值899元
西門店限量58盒、武昌店限量23盒
(內含｜經典茶萃皂、經典植萃皂、
古藏金元寶皂)

誠品生活XSEANNUNG
療癒舒活盥洗包組
價值790元
西門店限量33組、武昌店限量58組
(內含｜AVEDA迷迭薄荷旅行組-
30ml ╳3入；尺寸│17╳19╳6cm)

KANGOL帆布購物袋
價值2,180元
西門店(黑色限量10個；米色限量15個)
(尺寸│36.5╳39╳6.5cm)

Daily Statement
Unsimply Stitched 圖案襪
價值380元
西門店限量12雙
(圖案以現場實際為主，單一尺碼，
適合鞋碼8號到13號)



❷｜DAISO｜武昌店4F

招財貓
推薦價139

❶｜誠品書店｜西門店3F

日本藥師窯錦彩招福虎擺飾
(S/松竹梅)
推薦價250

❸｜expo｜武昌店2F

小黃間票卡零錢包
推薦價350

G2000｜西門店2F

女士西裝褲／針織小外套 
任兩件2,199

LEE｜西門店2F

前短後長口袋LOGO
長袖圓領厚T
特價2,064｜原價2,580

❶

❷

❸

❹

❺

Baker Street｜武昌店4F

刺繡運動T
推薦價3,580

CACO｜武昌店4F

維尼大臉毛織毛衣 
推薦價1,090

TAIWANIZE｜武昌店3F

美式虎氈商標大學衫
特價2,784｜原價3,480

❹

❹｜DAISO｜武昌店4F

貓咪造型抱枕
推薦價139

❺｜KIDULT TOY ｜武昌店1F

大力招財貓
推薦價380／盒

EDWIN｜武昌店3F

厚版鋪棉外套
推薦價3,490

Calvin Klein Jeans｜西門店1F

紅色帽T(女)
推薦價5,380

西武│Ximen Wuchang│

FMA  ACTIVE｜武昌店2F

oversize棉感帽Tee (男／女)
推薦價1,980



COWA｜
西門店3F、武昌店3F

老虎鑰匙圈
特價880
原價980

漂流｜武昌店 3F

古著刺繡棒球外套
推薦價1,450

PORTER INTERNATIONAL｜
西門店1F、武昌店1F

BISHOP系列
推薦價1,950

羅亞戴蒙｜西門店2F

簡愛-小
特價2,270
原價3,250

❷｜New Era｜武昌店4F

勇士棒球帽 
推薦價1,580

❶｜G select｜武昌店4F

輕量旅行小包 
特價1,080｜原價1,280

Dickies｜武昌店 4F

男式套頭衫   推薦價2,380

KANGOL｜西門店1F

CARNIVAL 鐘型帽-蜜桃粉
特價2,280｜原價2,980

❹｜Alexandre Christie｜西門店2F

蜂巢系列9601MCRIPBAYL   特價7,650｜原價8,500

❸｜PORTER INTERNATIONAL
西門店1F、武昌店1F

CASK系列    推薦價1,850

POLINIQ｜西門店2F

吉祥喵銀白K墜耳套組
特價2,988｜原價4,860

❺｜CABRON｜武昌店4F

CB AF-1 Necklace  推薦價1,280

每日主張｜西門店2F

Modern Liberation、BARQUE、LOFT604、
ZINO VINO 秋冬襯衫／針織毛衣

兩件7折

甜蜜約定｜西門店2F

哆啦A夢虎年銀墜
特價2,480｜原價2,980

Life8｜西門店2F

厚實保暖 粗針長袖毛衣
特價699｜原價790

❸｜S'AIME｜武昌店1F

雙背帶兩用蝴蝶水桶包(大／小)
推薦價1,980／1,880

❷｜New Era｜武昌店4F

洋基經典老帽 紅
推薦價1,380

❹｜Alexandre Christie｜西門店2F    盛夏系列2811｜特價3,600  原價4,000      

❶｜寇比手工皮件｜西門店2F

真皮典雅托特包 
特價3,638｜原價4,280

(加入寇比會員即享此優惠)

Vivienne Westwood ｜武昌店1F

CAT琺瑯貓咪耳環 
特價4,140｜原價6,900

People's Market｜西門店1F

短風衣
特價1,490｜原價2,980

FX CREATIONS｜西門店2F

OUTDOOR 繽紛原色-
14吋電腦後背包(紅色)
特價2,280｜原價2,680

(限量15個)

❸



西武│Ximen Wuchang│

TOOT｜西門店2F

Cotton Long Boxer
推薦價1,820

Life8｜西門店 2F

DAYBREAK 印花刷毛長袖上衣 
特價599｜原價690

Calvin Klein Jeans｜西門店1F

LOGO大學T(男) 
推薦價4,980

Calvin Klein Jeans｜西門店1F

LOGO牛仔褲(男) 
推薦價6,980

MUJI｜西門店B1

男輕量澳洲羽絨可攜式立領外套 
推薦價1,399

LEE｜西門店 2F

中腰標準直筒牛仔褲    特價4,784｜原價5,980

LEE｜西門店 2F

連帽牛仔外套     特價4,784｜原價5,980

G2000｜西門店 2F

西裝套組(不含領帶)
推薦價6,990
加購領帶特價1,799／
兩條

XRAGE｜武昌店3F

悟空帽T
推薦價1,680

Grace gift ｜武昌店1F

迪士尼米奇款切爾西厚底靴
推薦價2,780

Life8｜西門店 2F

極透氣 二代太空彈簧運動鞋 
特價840｜原價1,680

XRAGE｜武昌店3F

悟空皮衣外套    推薦價2,580

Life8｜西門店 2F

快拆機能帽 防潑水衝鋒外套 
特價990｜原價1,280

Dickies｜武昌店 4F

男式厚夾克  
推薦價6,980

PRIVATE STRUCTURE｜西門店 2F

ATTiTUDE 舒柔衣   兩件77折  原價2,560／兩件

XRAGE｜武昌店3F

大猿半纏
推薦價2,080

izzue ARMY｜西門店1F

復古燈芯絨工作褲 
特價3,210｜原價5,350

PALLADIUM｜
西門店1F、武昌店4F

羽絨外套中長款 
特價9,351
原價10,390

COWA  ｜武昌店3F

無領男性皮衣
特價15,400｜原價30,800

(男女皮衣合購享4折優惠)

PALLADIUM｜西門店1F、武昌店4F

超輕量化休閒軍靴  
推薦價2,580

XRAGE｜武昌店3F

魔人普烏帽T 
推薦價1,680



MUJI｜西門店B1

男輕量澳洲羽絨可攜式立領外套 
推薦價1,399

Roots｜西門店1F

連帽外套
特價3,904｜原價4,880

CACO｜武昌店 4F

高領Q彈開襟上衣 
推薦價890

漂流｜武昌店3F

古著綢絲銀繡襯衫
推薦價1,750

Queen Shop｜武昌店2F

小花小草印圖衛衣｜推薦價690
娃娃領襯衫｜推薦價490
復古格紋蛋糕裙｜推薦價590

Sexy in Shape｜武昌店2F

歐美性感睡衣四件組
推薦價790

COWA  ｜武昌店3F

搖滾風女性皮衣
特價11,490｜原價22,980

(男女皮衣合購享4折優惠)

Queen Shop｜武昌店2F

長板毛呢西外
推薦價1,580

Poly Lulu｜西門店B1

時髦小偵探修身風衣外套
推薦價890

Roots｜西門店1F

連帽上衣 
特價2,784｜原價3,480

Queen Shop｜武昌店2F

後綁帶造型針織外搭背心｜推薦價490
經典格紋配色毛呢長裙｜推薦價590

i PINK｜西門店B1

愛的初告白(三色) 成套內衣褲 A-H罩杯
推薦價1,080 / 套
(另有活動特價詳洽專櫃)(另有活動特價詳洽專櫃)

FMA ACTIVE ｜武昌店2F

中強度交叉美背Bra-
薄暮紫
推薦價1,080
提臀美腰瑜珈褲-
丈青
推薦價1,080

MUJI｜西門店B1

女輕量澳洲羽絨
可攜式外套
推薦價1,399

LEE｜西門店 2F

WORK AND PLAY
色塊連帽長袖厚T 
特價2,384｜原價2,980

FMA ACTIVE ｜武昌店2F

羅紋日常Bra｜推薦價1,080
羅紋日常緊身褲｜推薦價1,180

Grace gift｜武昌店1F

迪士尼米奇款鍊條厚底穆勒鞋
推薦價1,980

izzue ARMY｜西門店1F

多口袋襯衫 
特價2,874｜原價4,790

John Henry ｜武昌店3F

棋盤格毛衣
推薦價2,680

PALLADIUM｜西門店1F、武昌店4F

PAMPA RCYCL WP+Z 橘標防水鞋   
推薦價2,980

Poly Lulu｜西門店B1

時髦風衣排扣絨面長洋裝
推薦價920

izzue ARMY｜西門店1F

經典logo衛衣 
特價2,430｜原價4,050



Life8｜西門店 2F

森山系 戶外隨身小包   特價390｜原價790

PORTER INTERNATIONAL｜
西門店1F、武昌店1F

PAWN系列手提斜背包
推薦價3,250

Arnild Palmer｜武昌店2F

Move細列腰包(灰) 
推薦價 2,080

PORTER INTERNATIONAL｜
西門店1F、武昌店1F

BLOCKER系列托特包
推薦價3,850

La Mode｜西門店2F

agnes’b精選膠框     特價3,680｜原價7,800

BIS IN DEI｜西門店2F

繽紛迎春-氣質紅黑款
推薦價2,990

PORTER INTERNATIONAL｜
西門店1F、武昌店1F

TUX系列三用公事包
推薦價7,850

PORTER INTERNATIONAL｜
西門店1F、武昌店1F

PAWN系列托特包   推薦價4,750

EDWIN｜武昌店3F

徽章牛仔後背包
推薦價3,690

COWA｜西門店3F、武昌店3F

名片夾
特價990｜原價1,980

(與皮衣合購享4折優惠) G select｜武昌店4F

拼接中水桶包
特價1,280｜原價1,480

Arnold Palmer｜武昌店2F

米奇Peekaboo系列後背包
推薦價2,580

Grace gift｜武昌店1F

迪士尼米奇款大臉
手提肩背包
推薦價1,280

eyesbook｜武昌店2F

MAJI細框眼鏡
特價5,480｜原價 6,280

PALLADIUM｜西門店1F、武昌店4F

CORDURA 抗撕裂帆布郵差包(S)
推薦價3,680

西武│Ximen Wuchang│

Solomax｜西門店1F

時尚斑紋造型鏡框
特價3,190｜原價3,990

PLAY BOY｜西門店2F

PlayBoy 側背包
特價2,682｜原價2,980



PIFA｜西門店2F

情侶對戒-永恆
特價3,599｜原價5,960

ZAN ZAN｜西門店1F

金豹／戒指
推薦價1,080

ZAN ZAN｜西門店1F

金豹／耳環
推薦價1,280

ZAN ZAN｜西門店1F

金豹軟戒指
推薦價1,080

ZAN ZAN｜西門店1F

珍珠水鑽半圓型耳環    推薦價430

ZAN ZAN｜西門店1F

不對稱晶透金屬細鑽耳環
推薦價320

Queen Shop｜武昌店2F

小格紋配色造型流蘇圍巾
推薦價390

expo｜武昌店2F

低級失誤 他的回憶珍珠
推薦價2,480

XRAGE｜武昌店3F

龜字毛帽 
推薦價880

My Story｜西門店3F

白爛貓經典系列-LanLan純銀戒指
特價2,150｜原價2,520

ZAN ZAN｜西門店1F

珍珠星光綻放耳環
推薦價530

XRAGE｜武昌店3F

人造人19號毛帽 
推薦價880

My Story｜西門店3F

白爛貓經典系列-
LanLan純銀單邊耳環
特價1,250｜原價1,520

Queen Shop｜武昌店2F

QQ毛球造型針織毛帽 (黑/可可)
推薦價590

expo｜武昌店2F

in Pairs中筒襪
推薦價99~149

POLINIQ｜西門店2F

相遇幸福白鋼情侶手鍊
特價3,599｜原價5,000

Pe gril｜武昌店3F

畫家貝蕾帽
推薦價480



首席香水｜西門店2F

TOMMY  Girl 女性香水50ML
特價1,250｜原價1,650

誠品書店｜西門店3F

艋舺肥皂四季禮盒
(循環皂＋珍珠皂＋紫草皂＋平安皂)
推薦價1,260

vana candles｜西門店1F

幾何金屬香氛暖燈＋MIS經典再現麋鹿200g＋
MIV 經典復刻麋鹿200g
特價2,750｜原價4,160

G-Select ｜武昌店4F

茶金面膜(蝸牛蘆萃／魚子精華）
ㄧ件899 二件1,599

OHANA MAHAALO｜武昌店1F

任選1件 OHANA MAHAALO 輕香水30ml＋
OHANA MAHAALO 一親芳澤定妝噴霧100ml
＋OHANA MAHAALO 潤澤療癒護手霜50g＋
OHANA MAHAALO 水光潤澤精華乳150ml  
特價1,888｜原價2,180

首席香水｜武昌店2F

Tiffany & Love 愛語男性香水50ml 
特價2,300｜原價3,050

首席香水｜西門店2F

Juicy Couture 玫瑰女性淡香精100ml
特價1,980｜原價3,650

木雕森林｜武昌店3F

洋甘菊精油買大(33ml)送小(7ml)
(限同款香味)
特價1,490｜原價1,880

OHANA MAHAALO｜武昌店1F

任選2件 OHANA MAHAALO 輕香水30ml
OHANA MAHAALO淡香水筆10ml
Kuschel J珂雪 輕香水85ml 
MOANA PAKIPIKA 輕香水30ml 
願望蒲公英 女性淡香精30ml＋
任選2件 純境 衣物環境清新噴霧250ml   
特價1,888｜原價2,020

vana candles｜西門店1F

永恆記憶擴香珍藏4入組
特價2,990｜原價3,520

獨家

獨家

西武│Ximen Wuchang│

D&P｜武昌店3F

100ml 香水＋體香噴霧
贈香水分裝瓶
特價1,490｜原價1,990

100ml 香水任選2款
贈香水分裝瓶
特價2,200｜原價3,340



YANKEE CANDLE｜西門店3F

瓶中燭M＋雅緻M
特價2,100｜原價2,499

YANKEE CANDLE｜西門店3F

風尚組合(M+L)
特價2,200｜原價2,600

OHANA MAHAALO｜武昌店1F

任選3件 OHANA MAHAALO 淡香水筆10ml  
特價1,800｜原價1,950

OHANA MAHAALO｜武昌店1F

任選2件 OHANA MAHAALO 輕香水30ml
OHANA MAHAALO淡香水筆10ml
Kuschel J珂雪 輕香水30ml
MOANA PAKIPIKA 輕香水30ml
願望蒲公英女性淡香精30ml＋
任選1件 OHANA MAHAALO 耍心機香膏3g  
特價1,888｜原價2,100

MAC｜武昌店1F

紫醉金迷系列-
九色眼影盤 Made My Fortune 
推薦價1,900

MAC｜武昌店1F

紫醉金迷系列-
絲柔粉霧唇膏共4色
推薦價850

MAC｜武昌店1F

紫醉金迷系列-
超激光炫彩餅
Lunar Lights
推薦價1,500

MUJI｜西門店B1

行動無水香氛機 
推薦價1,190

MUJI｜西門店B1

空間芳香油(木質180) 
推薦價599

MUJI｜西門店B1

精油(日本扁柏10ml) 
推薦價490

誠品書店｜西門店3F

HAAN天然滋潤護手霜
丁香蘿蔔優格辛香/白桃椰香雪酪果香/
無花果蘇打水果香
推薦價399

男研堂｜武昌店3F

奇肌永春組
胺基酸多功能洗面乳100ml+肌活永春泉60ml+
永春肌能乳50ml    特價3,250｜原價4,340

男研堂｜武昌店3F

永春肌能乳50ml
特價1,280
原價1,680

MAC｜武昌店1F

紫醉金迷系列-絲柔
粉霧唇釉共4色
推薦價1,100



Pintoo｜西門店3F

日本-富士山淺間神社
特價670｜
原價840 (1/3-1/27限定優惠)

MUJI｜西門店B1

棉法蘭絨寢織系列
推薦價690起

MUJI｜西門店B1

軟質聚乙烯收納盒系列    推薦價59-399

MUJI｜西門店B1

超音波芬香噴霧器
推薦價1,690

MUJI｜西門店B1

芬香蠟燭迷你/花香香味/
12入花香香味/12入
推薦價180

expo｜武昌店2F

煎妮花 手機氣囊支架
推薦價220

expo｜武昌店2F

煎妮花 手機殼
(紫色雪莉熊)
推薦價550

expo｜武昌店2F

喔喔oooh保濕免洗手噴霧／專用保護掛套
推薦價 180／120

expo｜武昌店2F

煎妮花 幸運杯墊    推薦價300

Asia Goal｜武昌店3F

FUNKO DC故宮系列    特價399／款｜原價499／款

Asia Goal｜武昌店3F

碧藍航線 龍鳳 鳳舞新年Ver限定版PVC
特價4,125｜原價5,500  (限量5隻)

Asia Goal｜武昌店3F

光明之響  霧香‧永羽‧亞爾瑪
紅葉羽衣Ver限定品PVC
特價2,150｜原價3,980

expo｜武昌店2F

小黃間萬用環保提袋
推薦價300

雷諾瓦｜武昌店2F

當梵谷遇見巴黎
推薦價1,499

Pintoo｜西門店3F

ONE PIECE 無框拼圖-
新春系列-吉/春/發財
特價
吉/春200(56片)

發財340(120片)

原價
吉/春220(56片)/
發財380(120片)
(1/10-2/28
限定優惠)

西武│Ximen Wuchang│

expo｜武昌店2F

溫室
(左)文竹／(右)黑珍珠彈簧草 
推薦價 450／個

野獸國｜武昌店B1

唐老鴨俱樂部 極匠系列
史高治 麥克老鴨
推薦價5,990

野獸國｜武昌店B1    夢-精選-077~080故事書系列    推薦價899／個

野獸國｜武昌店B1

蝙蝠俠對超人：
正義曙光 極匠系列超人紀念雕像
推薦價6,990



丸亀製麵｜西門店2F

(1/05-2/28期間限定)
韓式辣拌烏龍麵、嚐鮮價109(中)／139(大)

(1/10起購買任一烏龍麵＋15元即可獲得紅包袋一組，
內含獎籤乙支)

天仁喫茶趣togo｜西門店1F

冬之茶
特價2,200／兩罐
原價1,320／罐

COMEBUYTEA｜西門店1F

金典紅鮮摘茉莉綠茶
金典紅鮮摘高香紅茶
特價135｜原價150

(出示誠品會員方享特價優惠)

COMEBUYTEA｜西門店1F

金典柴茶禮盒
特價539｜原價599

(出示誠品會員方享特價優惠)

Ximen Wuchang
NEW OPENING西武│新櫃登場│

夜奔文創 
武昌店3F

武學新潮流
武術是身體的思考，也是身體的哲學；從武術身體延伸出來的，都是我們設計
發軔之處。夜奔文創從古老的武術鍛鍊中，找回身體最單純的脈絡。我們專注
武術身體與武術文化的發展，在當代重新思考--「衣服是身體的延伸」此一概
念，堅持持續摸索揉合武術與生活的日常服裝剪裁。把自己從武學鍛鍊中找到
的感動，通過設計與創新裁成一種新的穿衣思考。穿衣，就像行拳一般，嚴謹
而精湛，鬆緊之中找自我。

70s Vintage (即日起-2/28)
西門店2F

2005年春，70s創立於西門町小香
港，隔年搬至東區本店，經歷數十寒
暑，再次回到西區。多年來70s仍以
經典的美、日單品為主，盡力滿足各
位對穿搭的想像，看膩一成不變的時
裝風格，嘗試努力挖掘曾經時代的美
好。

小宇宙溜溜球 
武昌店4F

看過溜溜球不一定會玩溜溜球，最古
老的玩具之一，現已成為30國以上競
賽運動。小宇宙由溜溜球老師郭勇志
所成立，提供來自海內外專業品牌，
從初學者入門至專業競技球。歡迎加
入溜溜球的世界，燃燒你的小宇宙！

大師修SHIFU 
西門店3F

首家進入百貨通路的3C精品維修。
全台第一家Apple原廠零件獨立維修
中心，擁有HUAWEI、ASUS、黑
鯊、華米四大原廠授權的售後服務。
提供手機、平板、筆電現場送修、現
場取件的服務。重視客戶所託，讓
每一位顧客，能擁有感動、快速、安
心、透明的維修體驗。

Hang Ten (即日起-3/5) 
西門店2F

源自1960年的美國加州，符合年
輕、自由、充滿加州風格的原創精
神，「HANGING TEN」意指雙腳
緊貼住衝浪板，亦象徵捉住夢想，
勇往向前的衝浪精神。自2020年秋
冬開始推出環保系列商品；除市面
較常見的有機棉商品，更開發各種
環保面料，提供更多元且具環保意
識的商品供消費者選擇，實惠價格
讓永續時尚的普及不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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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lite premium飲品APP招待券：即日-2022.12.31，黑卡升等次月起，每月5號前匯入會員帳戶；詳細使用規範，請以誠品人APP券面說

明為準；未出示APP招待券，恕無法提供兌換。（路徑｜誠品人APP→優惠券→兌換券）● 誠品保有修改誠品會員各項權益之權利，其

它未盡事宜，請以迷誠品或現場公告為準。

APP立即下載

誠品生活松菸店
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3樓｜02-6636-5888

誠品生活新板店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66號3樓｜02-6637-5366

歡迎蒞臨體驗
體驗，一種有品質的閒暇    享受，一刻愜意的靜謐時光

讓eslite premium成為思緒降落的安放處，讓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在這裡一一展現。

專屬
服務

僅限黑卡會員入場，
每人可攜伴乙人

職人精選中文圖書
推薦書牆自由借閱

內用餐飲享
85折優惠

內用免費飲品APP
招待券╳每月10張

黑卡空間專屬特惠商品組
（限誠品生活新板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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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出示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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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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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僅適用於台灣發行之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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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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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恕無法
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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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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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銀行保留修改、變更、取消或終止
本活動之權利；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活動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各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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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庫、聯邦銀行、

滙豐銀行、台新銀行、凱基銀行、星展銀行、臺灣銀行、土地銀行、臺灣企銀、彰化銀行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2.1.04 Tue.- 2022.3.31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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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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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4 Tue.- 2022.3.31 Thu.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洽詢專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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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期禮恕不加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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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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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1,000份

單筆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700份

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18,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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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
贈 誠品禮券4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55,000
贈 誠品禮券900
乙份，限量100份
※ 分期禮恕不加贈

分期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600份

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400份

分期滿35,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100份

※恕不與享樂誠品刷花旗重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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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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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8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50份

滿6,000
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600份

滿22,000
贈 商品禮券4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額亦可選擇兌換誠品點｜滿6,000元兌300點／滿12,000元兌600點

●本活動於西門店、武昌店 / 板橋店、新板店可跨店累計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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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臨時櫃與特賣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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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2F-謙碩服裝修改室、1010湘；3F-KIKI餐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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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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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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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12,000元即可兌換
「六合同春 雙碗湯筷組」乙盒
尺寸/ 
碗 -（Φ）11cm×（H）6cm
竹筷 - 長 21 cm
竹湯匙 - 長 14.5 cm

滿6,000元即可兌換
「六合同春 碗筷組 」乙盒
尺寸/ 
碗 -（Φ）11cm×（H）6cm
竹筷 - 長 21 cm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



滿額亦可選擇兌換誠品點｜滿6,000元兌300點／滿12,000元兌600點

●本活動於西門店、武昌店 / 板橋店、新板店可跨店累計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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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臨時櫃與特賣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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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2F-謙碩服裝修改室、1010湘；3F-KIKI餐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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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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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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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同春 雙碗湯筷組」乙盒
尺寸/ 
碗 -（Φ）11cm×（H）6cm
竹筷 - 長 21 cm
竹湯匙 - 長 14.5 cm

滿6,000元即可兌換
「六合同春 碗筷組 」乙盒
尺寸/ 
碗 -（Φ）11cm×（H）6cm
竹筷 - 長 21 cm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