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14日 
 滿千送百
誠品人會員及指定銀行回饋再加碼

：

●本活動限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當日消費發票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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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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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方可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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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04 Fri.-2019.10.31 Thu.止，逾期無效，抵用券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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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APP直接進行折抵。●「全館滿千送百」、「誠品人會員限定加碼」、「指定銀行獨享再加碼」活動恕不得與「誠品人專屬 誠品行旅美食驛站」、「數位專區滿萬送千」重複兌換。
●「全館300元電子抵用券」及「誠品人會員專屬200元電子抵用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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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滿千送百」、「誠品人會員限定加碼」與「指定銀行獨享再加碼」活動
消費金額累計亦不得使用抵用券：1F-德誼數位，上述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銀行加碼150元電子抵用券」適用店別：信義店、敦南店、松菸店、南西店、西門店、武昌店、站前店、R79店、
板橋店、新板店、文化中心店，各店適用期間及規範請依券面說明為主。●「指定銀行獨享再加碼」活動須持台灣發行之指定銀行信用卡刷卡累計滿額，憑信用卡(或手機裝置支付畫面)、同卡號簽單及消費發票
兌換，惟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商務卡恕不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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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銀行採限量贈完為止，限量份數為本活動參與店別共同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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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刷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計算；實體卡與行動支付為同一張卡片恕不得重複兌換。本活動可與「週五玉山日」、「銀行刷卡滿
額禮」活動重複兌換。●「指定銀行獨享再加碼」活動未盡事宜，請依「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注意事項或現場公告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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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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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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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用券使用期間：
2019.10.04 Fri.- 2019.10.31Thu.止

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兌換地點：文化中心店 2F誠品生活服務台
※每張發票消費金額限參加一種滿千送百活動，不得重覆兌換，
     指定銀行加碼回饋活動除外。

10.04 Fri.-10.17 Thu.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3,000元送3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3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誠品人會員限定
10.04 Fri.-10.10 Thu.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 6,000元送800元  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300元電子抵用券×2張+會員專屬2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首7日指定銀行獨享再加碼 
10.04 Fri.-10.10 Thu.

全館滿5,000元加贈150元電子抵用券，共限量500份
內含│銀行加碼150元電子抵用券×1張

全館滿10,000元加贈300元電子抵用券，共限量250份
內含│銀行加碼150元電子抵用券×2張

全館滿20,000元加贈600元電子抵用券，共限量250份
內含│銀行加碼150元電子抵用券×4張

※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



單筆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19.9.27 Fri. - 2020.1.02 Thu.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於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刷卡消費滿額，憑信用卡、同卡號簽單及消費發票即
可兌換指定贈禮，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注意事項：●使用 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刷卡消費可兌換刷卡滿額禮活動，惟實體卡與行動支付刷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計算；實體卡與行動支
付為同一張卡片恕不得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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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禮券或儲值卡加值及紅利折抵恕不列入上述活動金額計算。●兌換僅適用於在台灣發行之信用卡，正附卡分開計算。
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限本人兌換不得代領。花旗銀行金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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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現金回饋卡 (含 Happy Cash及 Happy Go聯名卡 )/土地銀行MasterCard金融卡 /臺灣銀行達人
VISA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 /永豐銀行公司卡、虛擬卡、八通卡、配銷卡、儲值卡及簽帳金融卡恕不得參加刷卡滿額禮活動。●以上活動刷卡消費限於誠品生活
文化中心店消費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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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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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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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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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4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3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9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4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7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1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3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500 元
乙份，限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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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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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8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7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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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4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4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6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刷銀聯享優惠

即日起 -2020.3.31 Tue. 
持銀聯卡於指定通路消費享：
● 全台誠品書店及誠品生活專櫃當日當店累計消費滿NT$3,000元(含)以上,即贈『誠品抵用券150元』乙份。 
● 使用『銀聯IC卡閃付/手機閃付』當日當店累計消費滿NT$3,000元(含)以上,即贈『誠品抵用券200元』乙份。
注意事項：●本活動每卡每日限擇一優惠兌換乙次。●符合回饋資格者，需於消費當日持銀聯卡、同卡號消費刷卡簽單及發票至服務台登錄領
取。●此活動僅適用於卡片帶有銀聯標誌，且卡號以62、81開頭之銀聯卡。●誠品行旅、誠品表演廳、誠品電影院、購買禮券、紅利折抵及儲值
卡加值恕不列入消費金額累計。●誠品及銀聯國際保留活動與贈品更改或終止權利，如有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準。



單筆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19.9.27 Fri. - 2020.1.02 Thu.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於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刷卡消費滿額，憑信用卡、同卡號簽單及消費發票即
可兌換指定贈禮，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注意事項：●使用 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刷卡消費可兌換刷卡滿額禮活動，惟實體卡與行動支付刷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計算；實體卡與行動支
付為同一張卡片恕不得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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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禮券或儲值卡加值及紅利折抵恕不列入上述活動金額計算。●兌換僅適用於在台灣發行之信用卡，正附卡分開計算。
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限本人兌換不得代領。花旗銀行金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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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現金回饋卡 (含 Happy Cash及 Happy Go聯名卡 )/土地銀行MasterCard金融卡 /臺灣銀行達人
VISA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 /永豐銀行公司卡、虛擬卡、八通卡、配銷卡、儲值卡及簽帳金融卡恕不得參加刷卡滿額禮活動。●以上活動刷卡消費限於誠品生活
文化中心店消費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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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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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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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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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4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3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9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4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7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1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3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500 元
乙份，限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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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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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8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7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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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4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4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6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刷銀聯享優惠

即日起 -2020.3.31 Tue. 
持銀聯卡於指定通路消費享：
● 全台誠品書店及誠品生活專櫃當日當店累計消費滿NT$3,000元(含)以上,即贈『誠品抵用券150元』乙份。 
● 使用『銀聯IC卡閃付/手機閃付』當日當店累計消費滿NT$3,000元(含)以上,即贈『誠品抵用券200元』乙份。
注意事項：●本活動每卡每日限擇一優惠兌換乙次。●符合回饋資格者，需於消費當日持銀聯卡、同卡號消費刷卡簽單及發票至服務台登錄領
取。●此活動僅適用於卡片帶有銀聯標誌，且卡號以62、81開頭之銀聯卡。●誠品行旅、誠品表演廳、誠品電影院、購買禮券、紅利折抵及儲值
卡加值恕不列入消費金額累計。●誠品及銀聯國際保留活動與贈品更改或終止權利，如有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準。

10.04 Fri. - 10.17 Thu.

數位專區
滿萬送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於1F德誼數位專櫃購買Mac系列商品，

當日單筆消費滿30,000元，即贈3,000元電子抵用券乙份。

內含│專櫃限定500元電子抵用券×3張、專櫃加碼500元電子抵用券×3張

抵用券使用期間：

專櫃限定500元｜2019.10.04 Fri. - 2019.10.17 �u.止、

專櫃加碼500元｜2019.10.18 Fri. - 2019.10.31 �u.止，逾期無效。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乙次，限量20份，兌完為止。●抵用券使用方式：單筆消費滿1,000元可折抵500
元電子抵用券1張，滿2,000元折抵2張，以此類推。●抵用券不得使用於以下專櫃：2F-誠品風格文
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專櫃限
定500元抵用券使用期間：2019.10.04 Fri. - 2019.10.17 Thu.止、專櫃加碼500元抵用券使用期間：
2019.10.18 Fri. - 2019.10.31 Thu.止，逾期無效，抵用券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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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會員卡直接進行折抵。

10.11 Fri. - 10.13 Sun.

專櫃限定
心動加碼

誠品人會員

當日於指定專櫃累計消費滿6,000元，

加贈200元電子抵用券乙份。 
內含│專櫃限定2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抵用券使用期間：2019.10.11 Fri. - 2019.10.31 �u.止，逾期無效。 

●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活動累計亦不得使用抵用券：1F-德誼數位；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
誠品書店、誠品音樂。●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誠品人專屬 誠品行旅美食驛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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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11 Fri. - 2019.10.31 
Thu.止，逾期無效，抵用券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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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會員卡直接進行折
抵。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文化中心店2F誠品生活服務台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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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會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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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以外之海外會員卡恕不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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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會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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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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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面僅供示意參考

券面僅供示意參考



誠品人會員

當日累計消費滿36,000元，

即贈SOU‧SOU×大同獨家聯名
11人份電鍋乙台。(價值4,680元)
材質｜SUS 304食品級不鏽鋼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乙台，限量6台，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1F-德誼數位；
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誠品人專屬 誠
品行旅美食驛站」、「JOURNAL STANDARD 嚮往聯名系列禮」。

10.18 Fri. - 10.31 Thu.

誠品人限定
經典時尚家電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即可以249元加價購、

滿5,000元即可兌換

誠品生活×JOURNAL STANDARD 
聯名地墊乙只 。
尺寸｜W65×H40 cm
材質｜超細纖絨

當日累計消費滿3,600元即可以1,280元加價購、

期間累計消費滿20,000元即可兌換

誠品生活×JOURNAL STANDARD 
聯名登機箱乙只。

尺寸｜18吋，約W40×H35×D23cm
材質｜ABS＋PC

designed by 

由日本三大選貨集團baycrews於1997年創立，以「Select Shop」為初衷，
主打美式復古風格，營造出糅和經典與創新的流行時尚獨特格調。

●加價購：每張發票限加購乙份、滿額贈：各門檻每卡每日限兌乙份，地墊限量110份、登機箱限量12
份，兌完為止。●地墊共2款、登機箱共2色，可挑選款式，各款贈禮數量有限，依實際庫存為主。●以
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1F-德誼數位；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本活
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誠品人專屬 誠品行旅美食驛站」、「誠品人限定 經典時尚家電」。

10.18 Fri. - 10.31 Thu.

JOURNAL
STANDARD

「嚮往」
聯名系列禮   

誠品人會員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8,000元，即贈誠品行旅�e Chapter Café
無國界饗樂單人晚間套餐乙份。(價值1,980元)

滿20,000元，即贈誠品行旅In Between
波士頓活龍蝦單人套餐乙份。(價值3,300元)

滿36,000元，即贈誠品行旅
雅緻客房住宿乙晚。(價值20,196元) 

●活動期間每卡各門檻限兌乙次，單張發票限兌單一門檻贈禮，活動計算方式將擇高門檻之贈禮回饋，
恕無法挑選。●本活動採系統計算消費金額後贈送APP電子兌換券，將統一於2019.11.29 Fri.前以APP 
COUPON券型式匯入【誠品人APP】會員帳戶內，並於匯入時同步以簡訊通知。●以下專櫃消費金額
恕不列入累計：1F-德誼數位。●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全館滿千送百」、「誠品人會員
限定加碼」、「指定銀行獨享再加碼」、「專櫃限定 心動加碼」、「JOURNAL STANDARD 嚮往聯名
系列禮」、「誠品人限定 經典時尚家電」。●消費時請出示誠品人會員卡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累
計消費方可列入活動計算，活動不可跨會員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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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行旅The Chapter Café無國界饗樂單人晚間套餐電子兌換券」、「誠
品行旅In Between波士頓活龍蝦單人套餐電子兌換券」使用期限至2020.3.31 Tue.，不分平假日皆可
使用，惟平安夜、聖誕節、跨年夜、情人節、農曆春節期間等特殊節日餐期無法使用，並依誠品行旅公
告為主，其他使用規範詳見APP電子兌換券說明。●「誠品行旅雅緻客房住宿電子兌換券」使用期限至
2020.4.30 Thu.，2019.12.30 Mon.-2020.1.01 Wed.跨年假期，及2020.1.25 Sat.-2020.1.28 Tue.農
曆春節不適用；本券限週日至週四入住，如欲入住週五或週六，每房須加價1,500元，其他使用規範詳
見APP電子兌換券說明。

10.04 Fri. - 10.31 Thu.

誠品人專屬
誠品行旅
美食驛站

心之所嚮，
是家、是一趟夢想的旅行！

活動詳情

本活動採系統計算
不需至服務台兌換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至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憑誠品點1-30點，

可兌換週年慶精選品牌優惠券，並到指定專櫃使用，

即有機會抽中中國南方航空 指定航點雙人來回機票。

（價值30,000-80,000元，共6名）

●此活動需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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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申辦之誠品人或累計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活動期間，每筆到櫃用券次數視為乙次
抽獎機會，每卡不限抽獎機會。●兌換為誠品點即時扣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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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點數商品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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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專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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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3 Wed.公佈於迷誠品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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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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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3 Wed.-2019.12.13 F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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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航點（以官網實際直飛航班為主）：廣州、
上海、深圳、武漢、長沙、汕頭、義烏、鄭州、張家界、哈爾濱、瀋陽、長春、大連、桂林、南
寧、貴陽、烏魯木齊。●獎項詳細使用規則、使用日期及其他負擔費用等，皆以兌換憑證說明為
主。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當日單店單筆消費滿1,000元，

即可獲得抽獎機會乙次，

有機會抽中30項生活裡的心動好物：

Georg Jensen INFINITY 聚碳酸酯28吋行李箱＋

紐約雙人主題旅遊 (價值18,580元、120,000元，共1名)
Apple iPad Air (價值16,900元，共1名)
OSIM 高跟妹妹 美腿按摩機 (價值15,800元，共1名)
Marshall Acton II 無線藍牙喇叭 (價值11,900元，共1名)
LEICA Sofort 拍立得相機 (價值10,900元，共1名)

●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當日單筆消費滿1,000元可參加乙次，滿
2,000元兩次，依此類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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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紀錄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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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3 Fri.公佈於迷誠品—最新消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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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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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3 Fri.-
2020.1.13 Mon.辦理領獎，未於期限內於誠品指定店別報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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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全館活動共同注
意事項說明。●旅遊行程兌換之詳細規則、使用日期及其他負擔費用等，皆以兌
換憑證及迷誠品說明為主。

9.27 Fri. - 10.31 Thu.

誠品點好好兌 
再抽指定航點
雙人來回機票

10.04 Fri. - 10.31 Thu.

30個必抽
生活裡的心動
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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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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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 Fri. - 10.31 Thu.

限時換
心動好物
誠品人點數，一點一點伴隨

我們構築夢想生活時而產生。

 70 點

文化中心店│Himalaya 
玫瑰杏仁皂

價值70元│限量172份

 40 點

文化中心店│耕雲 
唯果粒—水果冰棒

價值40元│限量150份

 280 點

文化中心店│耕雲 
陳老爹腰果—蜜糖腰果

價值280元│限量23份

活動詳請

前往點數專區

本活動採系統計算
不需至服務台兌換

Georg Jensen INFINITY 
聚碳酸酯28吋行李箱Apple iPad Air

精選品牌 —  耕雲

OSIM 高跟妹妹 美腿按摩機

Marshall Acton II 
無線藍牙喇叭

LEICA Sofort 
拍立得相機



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 1F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Freedom Japan｜文化中心店 1F

最新流行、價格平實的日式沙龍！提供三段式

結構護髮服務，水潤彈力的秀髮隨時擁有，敬

請即刻預約體驗！

新櫃活動│日式結構護髮，體驗價500元（含

洗／不分長短）

法鉑馬賽肥皂｜文化中心店 1F

跨越三個世紀，榮獲法國三大認證標章，並擁

有法國唯一的馬賽皂博物館，是馬賽皂迷決不

能錯過的品牌。

新櫃活動│當日單筆消費滿2,000元，即贈

「經典馬賽皂200g」乙個。

PiiN品東西家居｜文化中心店 1F

走在居家潮流與生活態度的最前線，堅持自然

素材及手工質感靈魂，期待對空間有想法的您

來挖寶。

新櫃活動│當日單筆消費滿3,000元，現抵

500元。(特價品除外)

上山採藥｜文化中心店 1F

植物妝藥家，取自天然植物的無害保養品牌，

堅持綠色保養，嚴選有機認證的成份，堅持為

肌膚作最美好的事。

SINTER 聖泉華｜南紡店 2F

嚴選「關子嶺天然溫泉泥漿」之精華、「後壁

蘭麗米」之米萃取物，堅持台灣製造，帶您探

索美麗的祕密。

CANUS肯拿士｜文化中心店 1F

來自加拿大的護膚聖品，採用「新鮮」山羊奶

製成，在原產地採集乳汁、製作、包裝，一站

式的製程，讓您的肌膚直接享受最新鮮的產

品！

台塑生醫｜文化中心店 1F

由台塑生醫聯合研發中心及長庚醫學團隊，開

發製造而成，希望帶給每一位消費者質感、健

康的生活體驗。

新櫃活動│當日消費植簡系列商品單筆滿899
元，即贈「植簡洗沐旅行組」乙份。

革格工坊｜南紡店 2F

以雙手探究「物」的本質。在創作中尋找靈魂

的極限。手作皮件、皮革雕刻、裝飾彩繪，一

同體驗手作的快樂。

BIRKENSTOCK｜文化中心店 2F

來自德國傳承百年的勃肯鞋，不只是健康、舒

適的代名詞，更是時尚經典、永不退流行的代

表鞋款。



Georg Jensen 
INFINITY 聚碳酸酯28吋行李箱
價值18,580元
(另加贈價值 12 萬之紐約雙人主題旅遊 )

從早晨鬧鈴響起、午餐、晚餐到入眠，這是你我熟悉的每

天，細看之中的每個時刻其實還伴隨著許多各司其職的好

物在忠實運作著，如那台每個早晨中提供酥脆吐司的烤箱、

一起度過通勤時光的耳機、回到家能提供暖暖一餐的電鍋

等，從生活裡的每個動作中不斷累積「美好」與「心動」，

因此，我們以「你日常生活中的心動好物是  ?」做提問，特

邀請  3O 位青壯職人代表，讓他們提出各自的心動提案，

有經常使用的也有準備入手的，讓職人們生活裡的心動方

程式在此完整披露  ! 

對玩音樂的朋友們來說 Marshall 應
該會是你我最先認識的頭三個品牌，

經典的音箱，幾乎在每個演奏場合

都可見到。我們也因工作關係，時

常去各地開相關的會議，一直困擾

的問題是會議中總只能以電腦或是

手機播放 Demo 未能有效傳達作品

的窘境，近期購入的這款藍芽喇叭，

則將常年窘境一掃而空；出自最經

典的 Marshall 音箱造型，一看就想

珍藏，身為專業的音樂工作者，我

們覺得非常值得推薦給大家！

F.I.R. 飛兒樂團
創作樂團  

Marshall 
Acton II 無線藍牙喇叭
價值 11,900 元

Georg Jensen 
Travel MUUTOS 
限量迷彩色旅行袋 (M)

價值 17,680 元

   30個必備，
生活裡的心動時刻
 帶來美好生活的心動方程式大公開！

賀軍翔
演員

很多人對運動員的印象總是球衣球褲，但其實

我們也能簡約穿出個人的味道。以包包來說，

運動員常背的就是運動型的包包，但總有想換

點其他風格的時候，而這時 Georg Jensen 的
包包就顯得格外適合；可裝下不少東西、但也

不至於過大影響輕便，以我喜歡簡約風格，外

觀的迷彩剛好可當作點綴，簡單有型，在日常

中帶著他出門格外享受也心動。

江宏傑
桌球好手  

行李箱幾乎可以說是我的人生必需品。尤其工作

空檔，我喜歡到處走走看看。對我而言，旅遊不

只是放鬆，也是與家人朋友經營情感的最佳模

式。置身於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透過觀察、接觸

甚至體驗到每個真實人物的人生故事，都可能成

為我未來在挑戰新角色的參考範本。我的旅行

經常是說走就走。前一秒還在背劇本，下一秒就

在飛機上，沒有太多時間收拾行李，只能想到什

麼，就都先裝進去再說，以備不時之需。因此，在

行李箱的挑選上，我除了偏好外型低調簡約的風

格，更重視能否海量儲物，當然，方便攜帶與拖

行是絕對必要。

凡於週年慶期間，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當日單筆消費滿 1,000  元，即可獲得

乙次「抽獎機會」，讓你把這些好物帶回家 !

輕鬆獲得生活裡的必備好物 !!

更多心動好物

Georg Jensen 
Travel MUUTOS 
限量迷彩色旅行袋 (M)

價值 17,680 元

「SHUR E … SHUR E !!!」
啊啊啊，自從用了 SHURE 後，對於聆

聽有了新的定意，總是克制不住耳朵想

被 SHURE 包覆的慾望而大喊 ! 原來聽，

不再只是接受資訊而是享受啊 ! SHURE 
除了音質很猛、久戴也舒適，樂團 live 時
用的監聽耳機我也是非他不可啊。你，

還在等什麼？一休膩「雙聲道掛在我耳

邊演奏，起伏我的感受 ～」吧 !
HowHow
Youtuber

SHURE
SRH1840 
專業監聽耳罩式耳機
價值 15,500 元

我常花很多時間在使用反饋上，記得有回在板橋店上遇到了一

位因空間小所以遲遲沒有個餐桌空間的先生，而我們的客廳好

朋友可在茶几餐桌中任意轉換，想要聚餐、玩桌遊的問題一併

解決，才驚覺我們的設計除解決了原本的問題外，竟也解決了客

戶的其他需求，而這就是我創作的動力，就如品牌的初衷是為了

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好朋友而設立的般，這概念我也特地延

伸到之後的的呷飯好朋友中，希望可以解決更多人的居家問題。

打鐵仔創辦的
居家好物選
價值10,000元 

黃釋民 / 東東
打鐵仔 創辦人

Radio Flyer
迷彩先鋒三合一
全地形折疊拖車
價值 5,990元 

張涵雅
歌手

今年對我來說是很特殊的一年，伴隨著新專輯的推出與金曲獎

的入圍，忙亂中也隨之迎來了第二個孩子的誕生，孩子們的陸

續到來，生活中最開心的事已變成是陪伴他們成長的時光，每

天看著他們來來回回載著最愛的玩具，滑著走過家裡的每個角

落的探索這個世界的背影，真的覺得時光過的很快，這些美好

我可是一分一秒都不想放過，而這，就是我生活中的心動時刻。

何柏蒼 / PT
妝髮造型師

台灣首本髮藝創作集
《An Other》創作者

茶籽堂 
肖楠葉平衡沐浴露
（一年份）
價值 6,070 元 

工作屬性常須接觸到不同人的皮膚，故對

於膚況的狀態相對格外注意，常在室內工

作的我，因為皮膚偏乾，如果亂挑選沐浴乳

或肥皂，洗後特別是腳會有乾乾的緊繃感。

茶籽堂的沐浴露，除了天然植物精華讓洗完

身體不乾澀外，味道非常的舒緩，有療遇放

鬆的效果，也推薦給重視膚況的你！

大同電鍋 
SOU．SOU 限定款
價值 4,680 元 

我是好食光的柯亞，喜歡美

食的我，吃早餐對我來說是

件重要的事，烹調方面我常

使用大同電鍋，除了是台灣

人共同的飲食記憶外，它身

懷絕技、能輕鬆處理多種食

材又好相處，讓我每天都能

輕鬆加熱備妥早餐，這是我

開啟一天工作很重要的時刻。

柯亞
好食光 Keya Jam 創辦人
世界柑橘類果醬大賽雙金大獎

Apple 
iPad Air
價值 16,900元

Apple 的 iPad 系列一直都是我

在工作上非常重要的幫手，尤其

是在會議中的紀錄與歷史資料查

詢，都是非常方便的工具。再加

上 Apple Pencil 的使用讓筆記與

繪圖都變得非常容易。對於玻璃

設計的細節更加方便實用。

吳庭安
W 春池計畫 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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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看著他們來來回回載著最愛的玩具，滑著走過家裡的每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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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不乾澀外，味道非常的舒緩，有療遇放

鬆的效果，也推薦給重視膚況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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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好食光的柯亞，喜歡美

食的我，吃早餐對我來說是

件重要的事，烹調方面我常

使用大同電鍋，除了是台灣

人共同的飲食記憶外，它身

懷絕技、能輕鬆處理多種食

材又好相處，讓我每天都能

輕鬆加熱備妥早餐，這是我

開啟一天工作很重要的時刻。

柯亞
好食光 Keya Jam 創辦人
世界柑橘類果醬大賽雙金大獎

Apple 
iPad Air
價值 16,900元

Apple 的 iPad 系列一直都是我

在工作上非常重要的幫手，尤其

是在會議中的紀錄與歷史資料查

詢，都是非常方便的工具。再加

上 Apple Pencil 的使用讓筆記與

繪圖都變得非常容易。對於玻璃

設計的細節更加方便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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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
10

全台
獨家

心動指數最高

❶｜olivo｜1F｜男女瑪林直紋襯衫，特價990元｜原價2,480元　❷｜Komm-31｜1F｜薄羽絨背心，特價790元｜原價1,680元　❸｜

NIKE｜2F｜長袖帽T，特價1,290元｜原價 2,180元　❹｜olivo｜1F｜達娜綁帶洋裝，特價1,680元｜原價3,180元　❺｜Pink New 
Girl｜1F｜純棉百搭休閒連帽外套，特價1,200元｜原價2,680元　❻｜NIKE｜2F｜AIR MAX 97／BW，特價3,990元｜原價5,800元　

❼｜德誼數位｜1F｜iPad Air 3   10.5吋，推薦價16,900元起　❽｜Himalaya｜3F｜Botanique 系列牙膏任六入，特價1,480元｜原價2,280
元／口味依現場為主　❾｜NU｜2F｜醫療級能量護具橘盒系列，推薦價1,280-4,500元，同品項買一送一　❿｜vensers｜1F｜小牛

皮潮流後背包，特價2,380元｜原價3,480元　⓫｜德誼數位｜1F｜iPad mini 5   7.9吋 ，推薦價12,900元起　⓬｜CANUS肯拿士｜1F｜
新鮮山羊奶泡澡沐浴乳任二入，特價1,280元｜原價1,980元　⓭｜耕雲｜3F｜鵝寶—黃金鵝油舒敏水潤護膚乳250ml＋極萃養顏舒敏精

華乳50ml，特價1,424元｜原價1,780元　⓮｜PiPPER｜3F｜PiPPER箱購任二箱(24包補充包)，贈「洗衣網＋木漿棉菜瓜布」二組，特價

4,788元｜原價8,376元／提供宅配服務　⓯｜NU｜2F｜單人雙面能量套組—單人毯＋枕墊乙入，特價10,800元｜原價15,480元　

❶
❹

❼

⓫

❷

❸

❻

❺

❽

⓬

⓭

❾

⓮

❿

⓯



vensers｜1F
多功能後背包

特價1,580元｜原價2,380元

8號箱旅遊生活館｜1F
粉色甜心熊包

特價1,968元｜原價3,280元

ASIA GOAL振光玩具｜3F
Funko POP！阿拉丁系列

特價300元｜原價499-599元

誠品風格文具館｜2F
SOU．SOU×大同電鍋獨家聯名

推薦價4,680元

11人份／微笑知性綠

CANUS肯拿士｜1F
10.04 - 10.07 限定

新鮮山羊奶回春滋養皂三入

贈「初乳嬰兒柔膚皂」二入

特價990元｜原價1,780元

ASIA GOAL振光玩具｜3F
Funko 神秘迷你盒—

DC Bombshells  買一送一
特價299元｜原價598元

Prodigy波特鉅｜3F
超透氣舒腰枕

特價800元｜原價990元

舒適美透氣口罩

買五送一
特價450元｜原價90元／只

台塑生醫｜1F
Dr's Formula 洗護髮乳任四入＋

TESCOM 負離子吹風機  TID960TW
特價1,899元｜原價2,806元

PiiN品東西｜1F
CBK 鐵筒邊桌

推薦價1,980元

8號箱旅遊生活館｜1F
Munich 慕尼黑碳纖紋

超輕量抗刮25吋行李箱

特價1,960元│原價3,980元

獨享999元加購「同款20吋行李箱」

乙只(價值2,980元)

Himalaya｜3F
寶寶呵護系列五件組—

嬰兒皂75g＋嬰兒油200ml＋沐浴精200ml＋
洗髮精200ml＋屁屁霜150ml
特價799元｜原價1,050元

PiPPER｜3F
100%天然鳳梨酵素

低敏居家清潔系列任八入

贈「洗衣網＋木漿棉菜瓜布」乙組

特價1,996元｜原價3,192元

C.O.T.E.｜2F
男士內著

任五件

特價1,000元

原價2,490元

心跳漏拍！錯過可惜的超值選物

10.04─10.17│滿3,000 送300

Sun Flower｜2F
隱形短襪八雙

特價500元

原價640元



         聰明購物，        換裝好時機！

Pink New Girl｜1F
口袋異色拼接外套

特價699元｜原價1,480元

NIKE｜2F
WMNS AIR FORCE 107
特價2,090元｜原價3,400元

NIKE｜2F
WMNS AIR MAX 90 SE
特價2,490元｜原價4,000元

花見小路｜3F
腳踏車日—愛麗絲・綁帶帆布鞋

推薦價1,480元

MYYTTI｜1F
碎花小洋裝

特價980元｜原價1,580元

蕾絲長罩衫

特價980元｜原價1,580元

PG美人網｜1F
角落小夥伴—

歡樂時光後背包

推薦價980元

PG美人網｜1F
角落小夥伴—

森林小物斜背皮夾

推薦價690元

Persephone｜1F
捲摺旅行草帽

特價3,780元｜原價7,560元

❶｜CILOCALA｜1F｜AZIZA 手拿肩背兩用信封包，特價2,195元｜

原價2,580元　❷｜i prefer｜1F｜超涼感寬鬆褲裙，特價2,716元｜原

價3,880元　❸｜古典美｜1F｜小翻領口袋車花上衣，特價2,000元｜

原價2,880元　❹｜賞悅珠寶｜3F｜義大利沙丁紅珊瑚108顆串鍊，特價

98,000元｜原價128,000元(台灣GIA鑑定／台灣製)　❺｜花見小路｜
3F｜大人女子日—稻穗黃女子帆布鞋，推薦價1,380元

❶｜Pink New Girl｜1F｜休閒束腰外套，特價1,399元｜原價2,880
元　❷｜CILOCALA｜1F｜tripose 尼龍經典輕量後背包(小)，特價

2,480元｜原價2,880元　❸｜POP Jelly｜1F｜雙色綁帶厚底休閒鞋，

特價1,904元│原價2,380元

❶

❶

❹

❷

❷

❸

❸

❺



         聰明購物，        換裝好時機！

CILOCALA｜1F
限量版亮彩尼龍防潑水

NEON後背包(小)
推薦價1,450元

olivo｜1F
橫紋貼布T-shirt男款

特價1,280元｜原價1,980元

olivo｜1F
橫紋寬版T-shirt女款

特價1,280元｜原價1,880元

i prefer｜1F
白色雪花袖上衣

特價2,786元｜原價3,980元

POP Jelly｜1F
亮面飾邊厚底休閒鞋

特價1,800元｜原價2,980元

賞悅珠寶｜3F
澳洲亮彩蛋白石K金手鍊

特價16,000元｜原價19,800元

(台灣GIA鑑定)

i prefer｜1F
長版網格襯衫

特價3,486元｜原價4,980元

❶｜Persephone｜1F｜蝙蝠袖絲質寬洋裝，特價11,340元｜原價

37,800元　❷｜Zentopia｜1F｜百分百純絲窄版長巾，特價3,128
元｜原價3,680元　❸｜賞悅珠寶｜3F｜緬甸頂級白底青翡翠玉鐲，特

價598,000元｜原價680,000元(台灣GIA鑑定)　❹｜Persephone｜
1F｜蟒紋拼皮手提包，特價13,770元｜原價45,900元　

❶｜POP Jelly｜1F｜紅色果凍愛心娃娃鞋，特價1,500元｜原價2,280
元　❷｜vensers｜1F｜小牛皮個性長夾，特價1,280元｜原價1,880
元　❸｜SEVEN DAY｜1F｜大格紋連身洋裝，特價2,144元｜原價

2,680元、雙排釦風衣外套，特價2,624元｜原價3,280元

❶

❶

❹

❷

❷

❸

❸



❶｜大象山｜1F｜
青春購—300元商品任30包，特價6,600元｜原價9,000元

❶ - ❸｜小處茶作｜1F｜❶ 楓糖鮮奶油鬆餅套餐，推薦價170元(附50元飲品)　❷  花生厚片土司｜推薦價50元　❸  牧場鮮奶茶，推薦價

60元　❹｜波哥的世界茶集｜安平店1F｜雪霜檸檬，推薦價100元、香蕉核果巧克力脆糖套餐，推薦價310元(附100元飲品)　❺｜大象
山｜1F｜堅果奶二入，特價225-270元｜原價300-360元　❻  - ❿｜耕雲｜3F｜❻  御鼎興—米粒醬油，特價320元｜原價370元　❼  順

成油廠—苦茶油，特價380元｜原價450元　❽  勝利仙蜜果園—紅龍果原釀醋，特價360元｜原價450元　❾  陳老爹腰果—麻辣／蜜糖

腰果，特價240元｜原價280元　❿  唯果粒—水果軟糖，特價99元｜原價120元

❷  - ❹｜益生堂。凡吉力｜1F｜
❷   漢方沖泡茶飲，推薦價199-249元　❸   人氣古早味限定套

組—仙楂粒＋究極回甘化核梅＋究極羅漢果隨身包各10入，

特價599元｜原價810元(恕不與其他優惠併用)　❹   養生食補

藥膳包，推薦價80-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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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安平店 1F／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 1F



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 1F

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 1F



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 3F



誠品生活南紡店 2F

誠品生活南紡店 2F



誠品生活南紡店 2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