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18.4.3 Tue.- 7.3 Tue.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於台南文化中心店刷卡消費累計滿額，需憑信用卡、同卡號簽單及發票
即可兌換指定滿額贈禮。

滿 17,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9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725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5,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95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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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活動金額計算。●除外籍旅客刷卡滿額禮活動外，兌換僅適用於在台灣發行之
信用卡，正附卡分開計算。每卡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限本人兌換不得代領。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商務卡／滙豐銀行VISA金融卡、現金回饋御璽卡、公司卡
及商務卡／華南銀行VISA金融卡、JCB晶緻悠遊DEBIT卡恕不得參加刷卡滿額禮活動。●以上活動刷卡消費恕不跨店累計，超過金額無法累計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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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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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如使用行動支付 Apple Pay ／ Samsung Pay ／ Android Pay (皆限手機綁定) 刷卡消費可兌換，惟
實體卡與行動支付刷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計算。●上述活動辦法如有異動，以活動現場公告為主。各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誠品人會員

於1F德誼數位專櫃，當日單筆消費滿30,000元，
加贈「誠品點6,666點」乙次。
(限量30名)

●1F-DE DATA EXPRESS德誼數位指定專櫃活動。
●本活動需至服務台登記，每卡每日限兌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點數統一於2018.7.11 
Wed. 由系統自動匯入會員帳號。

6.07 Thu. - 6.12 Tue.

數位專區
限時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

當日累計消費滿48,000元，
加贈「正負零±0 極簡風12吋遙控立扇」乙台。 

(價值2,280元，限量5台)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本活動恕不與「懶人好清新質感生活禮」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1F-DE DATA EXPRESS德誼數位；2F-誠品風格文具館；
3F-誠品書店(含音樂館)。

6.07 Thu. - 6.12 Tue.

誠品人
品味加碼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3,000元，即贈 「30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

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6,000元，加贈 「200元抵用券」乙份。
(銀行加碼100元抵用券×2 ，限量1,100份)

●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當店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計算，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銷貨明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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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07 Thu. - 2018.6.30 Sat. 止，逾期無效，抵用券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首6
日滿千送百抵用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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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人APP直接進行折抵。
●「首6日滿千送百」恕不得與「懶人好清新質感生活禮」重複兌換。●「首6日滿千送百抵用券」僅限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館內使用，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
不列入「首6日滿千送百」與「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消費金額累計亦不得使用抵用券：1F-DE DATA EXPRESS德誼數位、LikePhone，排除專櫃若有異
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適用店別：站前店、板橋店、新板店、文化中心店，詳細使用規範請依券面說明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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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信用卡、同卡號簽單、消費發票至顧客服務中心／贈品處兌換；各銀行採限量贈完為止，限
量份數為全台活動共同計算；每卡每日限兌換乙次。本活動與「週五玉山日」、「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限擇一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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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 Thu. - 6.12 Tue.

首6日
滿千送百 

兌換地點

文化中心店│2F誠品生活服務台

南紡店│2F誠品書店服務台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文化中心店

300
NT$

年中慶抵用券

本券適用於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

使用期間：2018.6.07 Thu.-2018.6.30 Sat.止，逾期無效

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銀行加碼回饋抵用券

100
本券適用於誠品生活，適用店別：站前店／板橋店/新板店／台南文化中心店

使用期間：2018.6.07 Thu.-2018.6.30 Sat.止，逾期無效，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NT$

券面僅供示意參考



6.07 Thu. - 7.03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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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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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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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時換 生活懶物
誠品人點數，一點一點伴隨我們構築夢想生活時而產生。

懶人生活道具，簡單保養，讓你做個夏日白皙美人！

 240 點

文化中心店｜Himalaya 

杏仁小黃瓜面膜

價值240元︱限量50份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凡購買專櫃職人推薦指定商品，即可獲得抽獎券乙張，

有機會抽中「媽咪樂居家清潔服務券」乙張 。

(價值2,200元，共5名)

●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含音樂館)。●得獎名單將於2018.7.18 Wed. 公佈於迷誠品網站，並由專人電話通
知中獎，領獎時須持與中獎人相同姓名之身分證明文件至2F誠品生活服務台進行領獎作業，領獎期間2018.7.19 Thu. - 7.31 Tue.，未於期限內領取，視同放
棄兌獎資格。●媽咪樂居家清潔服務券之詳細使用規則，依服務券背面說明為主。

6.13 Wed. - 7.03 Tue.

聰明懶人包
加抽專屬服務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當日累計消費滿3,600元，
即贈「NISORO微波伸縮餐盒」乙只。 

(價值700元，限量120只)

●每卡每日限兌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贈品款式，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以下專
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1F-DE DATA EXPRESS德誼數位；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
書店(含音樂館)。●本活動恕不與「慵懶佳人來店禮」、「懶人好清新質感生活禮」重複兌換。

6.13 Wed. - 7.03 Tue.

便利生活
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

指定日期當日單筆消費達指定門檻即可享誠品點點數加倍贈：

單筆消費滿3,600元加贈300點、
單筆消費滿6,600元加贈600點、
單筆消費滿15,000元加贈1,500點。

●活動共10天日期詳述如下：6.15 Fri.、6.16 Sat.、6.17 Sun.、6.18 Mon.、6.22 Fri.、6.23 Sat.、
6.24 Sun.、6.29 Fri.、6.30 Sat.、7.01 Sun.。●如符合上述活動資格，點數將統一於2018.7.25 Wed. 
由系統自動匯入會員帳號，每卡活動期間各門檻限換乙次，單張發票限換單一門檻贈點。●以下專櫃之
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1F-DEDATA EXPRESS德誼數位；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含音樂
館)。

6.15 Fri. - 7.01 Sun.

每週五、六、日及

6.18 Mon. 端午節

懶人大進擊！
週末點數
加倍贈

誠品人會員

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0元，
即贈「日本IONION LX超輕量隨身空氣清淨機」乙台。
(價值4,980元，限量6台)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1F-DE DATA 
EXPRESS德誼數位；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含音樂館)。●本活動恕不與「首6日滿千送百」及
其他會員滿額禮重複兌換。

 6.07 Thu. - 7.03 Tue.

懶人好清新　
質感生活禮

誠品人會員

當日單筆消費滿500元，即可獲得「抽獎機會」乙次，
滿1,000元兩次，依此類推⋯，有機會抽中
誠品點100點至30萬點不等的601名中獎機會，總點數共100萬點。

●當日單筆消費滿500元可參加乙次，若不符合活動資格，或該筆消費辦理退換貨則中獎無效；會員消費記錄
以誠品會員卡系統紀錄為準，得獎者於公告當日需仍為有效卡卡友方具領獎資格。●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
自動抽出，共9個獎項，601名得獎者 : 30萬點1名、10萬點2名、5萬點3名、1萬點5名、5千點20名、3千點
30名、1千點40名、5百點50名、1百點450名。得獎者名單將於2018.7.25 Wed. 公佈於迷誠品網站。●活動
屬機會中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細請見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明。●完成領獎程序，點數將
於2018.7.25 Wed. 由系統自動匯入得獎者會員帳號，並以簡訊及APP推播通知，恕不另行以電話聯繫。●以
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1F-DE DATA EXPRESS德誼數位；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含
音樂館)。

 6.07 Thu. - 7.03 Tue.

懶人大翻身！
百萬點數
歡樂抽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當日單筆消費滿1,200元，
即贈「嘉丹妮爾體驗組」乙份。 

(價值250元，限量250份)

體驗組內含：面膜乙片、舒敏角鯊潤澤精萃3ml、
心葉球瞬效修復精華霜3ml、七葉樹舒緩精華3ml。

●每卡每日限兌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1F-DE DATA 
EXPRESS德誼數位；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含音樂館)。●本活動恕不與「便利生活
滿額禮」、「懶人好清新質感生活禮」重複兌換。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
即贈「迷幻名片夾」乙只。 

(限量50只)

●每卡每日限兌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書店。
●本活動恕不與「懶人好品味滿額禮」重複兌換。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當日累計消費滿15,000元，
即贈「Style Butterfly 蝶形調整椅」乙只。
(價值2,480元，限量5只)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贈品款式，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
●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書店。
●本活動恕不與「懶人有質感來店禮」重複兌換。

6.13 Wed. - 7.03 Tue.

慵懶佳人
來店禮

6.11 Mon. - 6.27 Wed.

懶人有質感
來店禮

5.31 Thu. - 6.27 Wed.

懶人好品味
滿額禮

具收納、保鮮、加熱、易攜帶等多功能。
容量：1,000ml、尺寸：16.2x16.2x3.5／8cm
材質：矽膠＋PP，FDA認證食用級材料製作
適用溫度：-20℃~120℃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 ●發票金額累計限活動店別當店當日消費發票，恕不跨店跨日累計，每人每筆發票限兌換乙次。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兌換會員相關贈禮請出示實體會
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任一證明及當日消費發票，僅適用台灣申辦之會員卡／累計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消費恕不適用，愛書人會員／通行證／生活卡亦可參加。●誠品人專屬活動消費累計限
申辦／升等誠品人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且消費時請出示誠品人會員卡或誠品人APP累計消費方可列入活動計算，活動不可跨會員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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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贈品皆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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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金。●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且兌換後之發票剩餘金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抽獎活動由誠品生活主辦，持卡人參加本活動即表示同意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得於辦理
本活動之需要範圍內，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蒐集、處理、利用其個人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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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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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紡店



微軟共同創辦人比爾．蓋茲曾說過：「我讓懶人做困難的工作，因為懶人能夠找到最簡單的方法完成任務。」

購物也是一樣的道理，找到擇時、省力、聰明買的方法，就能創造更大的效益，現在就跟著介太、五郎與嘟子，一起認識各種聰明懶人購物心法！

設
計

∣

李
政
勳

文
字

∣

李
泓
勳

圖解聰明懶人購物學

插畫簡介
愚室實驗所由兩位台灣設計師金和Chloe組成，擅長日系插畫風格的金負責畫畫，

Chloe協助平面設計等等，他們藉由插畫抒發，讓心裡能有點點被療癒。

角色介紹
介太養了一隻肥肥的金魚嘟子，他們不管做什麼都在一起。

五郎是住在隔壁偶爾回家的浪子貓；他發現隔壁有一隻金魚嘟子，

為了引起她的注意，五郎也學介太留一樣的髮型。

店鋪資訊
你可以在以下通路找得到愚室實驗所的相關商品

expo勤美誠品綠園道B2  (04)-2328-1000 #6360
expo誠品信義店4F  (02)-8789-3388#1430

expo誠品R79中山地下書街  (02)-2563-9818 #528

掃描QR Code尋找更多點數好物

掃描QR Code搜尋更多各店訊息

於全台誠品通路消費可累積誠品點，單筆交易金額每40元可以累積

1點，10點即可折抵消費1元。

想要點數價值倍增，用更少的點數換取更大的利益，點數專區是我們

推薦給你的法寶！透過《誠品人 eslite》App或《迷誠品網站》都可

進入「點數專區」，各種多元超值好禮與票券，線上即可完成兌點！若

是點數不夠兌換心中的夢幻逸品，也可經由「點數移轉」服務，集結眾

人的力量完成夢想。

懶人法寶，
鎖定點數兌換專區，消費積點更超值。 

懶人必知，
消費懶人包告訴你怎麼買最划算。

活動DM很重要！—荷包預算有限，但是物慾無限，聰明的懶

人購物前都會先研究活動DM，做完功課再採買，精打細算才能省很

大。千萬別錯過本期DM內的消費懶人包及各式懶人商品推薦。

會員身份先拿到！—年中慶活動大都需先有會員身份才能享有，

若還不能成為誠品人，就先辦張累計卡吧！下載《誠品人 eslite》App，
隨時查找帳戶內優惠券、各店DM一次盡覽帶著走、專屬優惠訊息隨時

推播不漏接、電子會員卡跟著走，兌換贈禮免帶卡。

滿千送百要刷卡！—把握滿千送百活動期間消費，再比較各家

信用卡的回饋率，決定刷哪張卡，就能將回饋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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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誼數位│1F

新色上市—

iPhone 8／8 Plus RED
推薦價25,500元起

德誼數位│1F

2018全新 iPad 9.7" 
推薦價10,900 元起

NU│2F

抗UV冰紗袖套
特價712元│原價890元

兩件6 折
100％MIT冰紗製造，可快速吸濕排汗、耐水洗。
擁有絕佳的抗紫外線效果，且不受到洗滌次數影
響，可以永久防曬。是夏日運動的最佳良伴。

CLAYWAY 銀黏土製作所│3F

純銀手環(款式依現場為主)
特價1,645元│原價3,290元

加贈「黃銅手環」乙只(價值690元)

首席國際香水│1F　

TOUS BABY淘氣小熊寶寶淡香水100ml
特價1,280元│原價1,980元｜限量10瓶

Sinter 聖泉華│1F

保濕淨嫩泥漿面膜｜推薦價1,490元
懶人極簡保養法All-in-One，洗澡時敷臉，
清潔保養一次完成，讓妳即刻成為潤澤美人。

CLAYWAY 銀黏土製作所│3F

鍛敲金屬小方碟(款式依現場為主)
特價1,000元│原價1,490元
美感的生活增加一點金屬美的小器物吧！

波特鉅 PRODIGY│3F

蒸愛眼—蒸氣可塑型遮光眼罩

特價620元│原價1,000元
搭配發熱包使用，有蒸氣熱敷效果，
布質柔軟、鼻翼塑型且可調整頭圍，久戴也舒適。

NU│2F

能量珠項鍊｜推薦價18,000元
加贈「能量珠手環」乙條(價值7,300元)

林班道體驗工廠│3F

貓頭鷹名片夾｜推薦價240元

WALLABY│1F

鋁框凹凸紋28吋行李箱
特價6,680元│原價12,680元

vensers│1F

小牛皮卡片夾

特價880元│原價1,280元

PYXIS 翡仕│1F

FILA休閒中性錶(共四色)
特價990元│原價1,980元

奮起福餅創始店│1F

檜木筷子10雙組
特價400元│原價500元

La Mode│1F

Helen Keller 飛官款太陽眼鏡
特價2,980元│原價6,800元

COWA│1F

名片夾

特價790元│原價1,580元

CILOCALA│1F

長直傘＋折疊傘

特價990元│原價1,960元｜限量25組

聰明懶人買法
聰明的懶人，會想辦法在最短的時間內，

有效率的完成事情，才有時間可以發懶。

懶人生活道具
沒有最懶只有更懶，聰明選擇生活家用品，讓你的懶生活更有質感。



olivo│1F

雷思麗洋裝   特價2,480元│原價3,480元

Peace Love│1F

MELISSA 極簡純色平底涼鞋
特價1,190元│原價2,380元

La Mode│1F

HORIEN 湛藍太陽眼鏡
特價1,990元│原價3,980元

SEVEN DAY│1F　

清新直紋短袖襯衫

特價1,024元│原價1,280元

淺色破洞牛仔短褲

特價792元│原價990元

NIKE│2F

AIR MAX 1 ULTRA 2.0 ESSENTIAL
時尚皮革慢跑鞋男款

特價2,690元│原價4,200元

La Mode│1F

GUCCI 系列太陽眼鏡｜全面4折

i prefer│1F

車褶條紋洋裝

特價4,280元│原價5,280元｜限量5件

緞帶編織拉菲草帽

推薦價1,580元

ZUO│1F　

橫條紋解密上衣

特價3,800元│原價4,880元｜限量

小巧思短褲

特價3,680元│原價4,880元

Sun Flower│2F

無痕肌棉襪8雙
特價1,000元│原價1,500元
首創零壓力舒壓織法，襪口束感輕盈、
不緊繃，天天都舒適

olivo│1F　

圖案T-Shirt 
特價890元│原價1,280元

菲爾特單寧長褲

特價2,280元│原價3,280元

CILOCALA│1F

尼龍防潑水後背包(大)
特價1,657元│原價1,950元｜限量20個

MYYTTI│1F　

針織開襟外套

特價790元│原價1,180元

簡約設計洋裝

特價980元│原價1,580元

誠品風格文具館│2F

 Moshi Helios Lite 時尚雙肩後背包
推薦價3,600元

懶人
快速穿搭

懶人≠邋遢，只要一點小訣竅，

你也可以多睡30分鐘。
出門時，還是光采亮麗。

ONE PIECE洋裝
簡單又俏麗是懶女必備的

夏日約會裝！

一雙
簡單
的

露趾
涼鞋

更多
一分
迷人
的

浪漫
丰采
。

修身的風衣洋裝
讓妳散發優雅的
女性魅力。

簡單的
T-Shirt、牛仔褲穿出專屬自己的

個性休閒風。



大象山│1F

美國原味核桃二入

特價480元│原價600元

鍾愛一生│2F

精緻娃娃屋

特價1,930元│原價2,271元

全面85折(特價品除外)

林班道體驗工廠│3F

格鬥積木(小)
特價590元│原價700元

小處茶作│1F

珍珠檸檬凍飲

推薦價70元

BOG TEA ROOM│安平店1F

早安巴黎(附濃湯、飲品)
推薦價270元

雷諾瓦拼圖文化坊│1F

準備出門＋起床囉

特價465元│原價529元

益生堂。凡吉力│1F

漢方水果蜜餞｜推薦價190元　
單筆消費

滿1,500元，即贈「150元商品」
滿3,000元，即贈「300元商品」

創意美術│3F

HAPPY ART系列商品
滿6,000元，
即贈「600元蝶古巴特商品」
滿12,000元，
即贈「1,200元蝶古巴特商品」

COWA│1F

手提肩背二用包

特價4,490元│原價8,980元

PYXIS 翡仕│1F

LICORNE力抗白晝系列腕錶
特價2,300元│原價4,600元

Rola dolls│1F

寬襬設計襯衫

特價1,880元│原價2,780元

彩色水滴短褶裙

特價1,480元│原價2,180元

古典美│1F

亞麻古布刺繡洋裝

特價3,600元│原價4,280元

Persephone│1F　

短袖條紋罩衫

特價2,360元│原價11,800元

刺繡雪紡長洋裝

特價6,600元│原價22,000元

懶爸媽的放鬆時刻
小孩的十萬個為什麼，讓爸媽好累！

快快用食物或是玩具，讓他們發揮自己的想像力，成為回答問題的人吧！

《輕鬆穿隨興搭》
一件美麗的洋裝，

可以少去搭配的煩惱，也不用擔心會出錯，

配上簡單的罩衫，不僅有防曬效果，

也不會遮掩衣服上的美麗細節。

再帶上大容量的包包，

就可以輕鬆出門囉！

怎
麼
穿
都
好
搭
，
愈
簡
單
愈
不
容
易
出
糗
！

奮起福餅創始店│1F

嬰兒有機米餅

推薦價130元｜買六送一
嚴選花東有機米，並通過有機認證，健康、無油、
無鹽、無調味，最適合剛開始接觸副食品的寶寶
們，三種口味白米、紅米、紫米，可磨牙、練抓
握，是安撫寶寶的好幫手。

WALLABY│1F

相機包｜推薦價690元

NIKE│2F

WMNS Air Zoom Structure 20
氣墊結構慢跑鞋女款

特價2,690元│原價4,000元

好
搭
配
件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LikePhone│文化中心店1F
讓手機保護殼，成為一種生活品味

台南最完善的iPhone手機配件專賣店。不輕易妥協，才有品質的展現，每個上架的商品，

背後都有一份苛求細節的精神。不追隨潮流，正如我們的特色不該隨波逐流一樣。

新櫃活動｜商品全面95折，兩件9折。可以8折加價購「iPhone頂級日本AGC玻璃保護貼」

PYXIS翡仕│文化中心店1F
手錶是生活態度的詮釋，也是個人風格品味的象徵

PYXIS翡仕34年來致力於台灣鐘錶產業發展，代理眾多進口品牌並設計、生產自創品牌鐘錶，

以時尚、設計、潮流的專業角度，打造出消費者喜愛的高質感消費體驗。

新櫃活動｜力抗錶LICORNE系列錶款，買一送一

活動快訊
THEME
EVENT

CLAYWAY 銀黏土製作所│文化中心店3F

黃銅笑臉書籤金工課程 
6.07 Thu. – 7.03 Tue.

利用英文與數字設計臉部表情，將笑臉敲打在

黃銅書籤上，配合閱讀時的心情，無論停留在

哪一頁都是最精彩的一頁。

報名費用：390元(含師資教學及材料費用)。
活動詳情及報名，請洽文化中心店3F CLAYWAY銀黏土
製作所專櫃。

林班道體驗工廠│文化中心店3F　

屋型撲滿DIY組裝體驗
6.16 Sat.、6.17 Sun.、6.23 Sat.、6.24 Sun.

一起來製作充滿個人風格的小房子吧！

小房子裡面可以裝玩偶、模型，也是存錢筒，

快讓小朋友來動動手，發揮無限創造力。

報名費用：640元(含師資教學及材料費用，加贈木
蠟油上色)。活動詳情及報名，請洽文化中心店3F 
林班道體驗工廠專櫃。

敲敲金工 Choccy Metal│南紡店2F 

女伶手鍊DIY課程
6.08 Fri.、6.09 Sat. 14:00-15:30
親手製作青金石與紅珊瑚石二條珠寶手鍊，

適合作為畢業季、結婚季的閨蜜贈禮。

報名費用：1,980元(原價2,400元／共二條)。
活動詳情及報名，請洽南紡店2F 敲敲金工Choccy 
Metal專櫃。



Himalaya

淨化調理水(苦楝／檸檬活膚)
推薦價380元｜買一送一

Tiimec

KERBHOLZ 德國原木輕薄時尚腕錶
推薦價5,580元
錶盤使用天然大理石材和木紋材質打造，讓每款腕
錶的紋路皆是獨一無二，錶面部分也是由天然材質
手工製成，簡約刻度加上小秒盤的匠心巧藝，呈現
錶款多樣配色。

Style

Style Premium 舒適豪華調整椅
推薦價7,880元　
加贈「VICYACLADY美體平衡鞋」乙雙
Style Premium 的三點支撐功能，與講究舒適的坐姿構
造，可溫柔包覆腰部，塑造正確姿勢，實現舒適的坐感。

Février 菲芙利

驢奶香皂100g二入＋蜂巢海綿6cm
特價690元│原價790元
蜂巢海綿結構堅韌、耐用度高、吸水力強，每個孔隙皆
可相互流通且能快速豐沛泡泡，觸感溫柔。適合洗澡、
洗臉、面部護理、嬰兒肌膚、敏感肌膚使用。

SOBDEALL

簡約兩用包

特價9,600元│原價12,000元
選用頂級的植鞣牛皮，呈現頭層牛皮獨有
的自然紋路與印記，隨著時間產生獨特的
變化。

SOBDEALL

多功能中夾

特價3,220元│原價4,600元
SOBDEALL 26週年紀念款—
延續一貫的理念，抱持著感謝的心意，提供超值回饋價，
將皮革的溫潤質感，提供給有著絕佳品味的您。

SADOMAIN 仙德曼

雙層護套玻璃壺420ml
特價450元│原價600元
上蓋內栓為#304不銹鋼，耐熱玻璃材質厚度
3.8mm，玻璃壺身高透視度，超大瓶口容量，
冰塊容易放入，清洗方便，附潛水衣雙層保護
套延長保溫保冷效果。創意美術　

報名花卉／風景進階班10幅，即贈「桌上型

畫架＋升級5幅加大12F」乙組
報名花卉／風景進階班20幅，即贈「whiskers
荷蘭油彩顏料45ml 60色」乙套

BIOCHEM 倍優

玫瑰摩法琥珀晶球30顆
特價350元│原價500元
添加摩洛哥堅果油、維他命E等，滋潤保濕、
改善斷裂、強韌髮質，毛躁髮的救星，體積小
好攜帶，外出旅行的好幫手。

BIOCHEM 倍優

黑玫瑰超微導水潤精華120ml＋
黑玫瑰超微導水潤精華霜40ml
特價1,990元│原價2,350元
黑玫瑰系列商品，獨特添加黑色巴卡拉玫瑰，富含
花青素、類黃酮、槲皮素，可提升肌膚的防護力，
單寧成分，具調節皮膚油脂和保濕作用。

童心創意手創館

拼豆作品二入

特價520元│原價600元(價值2點)

SADOMAIN 仙德曼

雙層玻璃杯360ml
特價525元│原價700元

expo

小芳日和—問題洋裝

特價1,152元│原價1,280元

Pintoo

6.01- 6.28限定
迪士尼全系列拼圖

任選二盒9折

金石工坊

大招財波士大手貓撲滿(迷你)
特價468元│原價520元

敲敲金工 Choccy Metal

浪漫曲—純真耳環

特價2,780元│原價2,980元

敲敲金工 Choccy Metal

波光粼粼—湖水藍青金石手鍊

特價3,480元│原價3,980元

Brad✕Sara Jewelry Art

湛藍的祝福—天然寶石純銀墜鍊組

特價6,080元│原價6,400元

必買懶人包
6月是幸福的結婚季，也是離別的畢業季，更是人生的轉折點！
忙碌的6月該怎麼妝點自己，誠品生活精心推薦必買的優值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