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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17日
滿千送百
誠品人會員及指定銀行
回饋再加碼

抵用券使用期間：
2019.9.27 Fri.- 2019.10.31Thu.止，
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9.27Fri.-10.13 Sun.

信義店 /敦南店 /松菸店 /南西店

單店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元送500元
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 250元電子抵用券×2張

9.27Fri.-10.13 Sun.

南西店  指定香氛／美妝

單筆滿2,000元送200元
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 2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敦南店  指定美妝／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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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7日指定銀行獨享再加碼                                                                                                            
9.27 Fri.-10.03 Thu.

信義店／敦南店／松菸店／南西店

滿10,000元送300元
電子抵用券，共限量 1,000份
內含│銀行加碼 3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滿30,000元送900元
電子抵用券，共限量 550份
內含│銀行加碼 300元電子抵用券×3張

滿50,000元送1,500元
電子抵用券，共限量 300份
內含│銀行加碼 300元電子抵用券×5張

※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
※街口支付與 LINE Pay 消費恕不得兌換銀行活動

活動專櫃說明：
●「全館滿千送百」、「誠品人會員限定加碼」、敦南店「指定美妝／保養滿千送百」、南西店「指定香氛／美妝滿千送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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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STANDARD 嚮往聯名系列禮」、「跨店漫遊 限時三天專屬禮」、信義店「怦然心動的日常 專區禮」、信義店「生活中的小確幸 專區禮」、 敦南店「心動潤膚術 誠品人專屬禮」、敦南店「光譜漫遊滋味 誠品人專屬禮」、松菸
店「韶光漫旅 境外旅客限定」重覆兌換。●誠品講堂、誠品畫廊、誠品行旅、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及各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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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店｜5F - 靜思書軒、木樂地 Hape、Pato Pato、響 ART、Jelly Belly 雷根糖、植物方塊；4F - Février 菲芙利、與你、JEKCA、賽先生科學工廠、Handiin日本手工鞄；2F - skin regimen；B1 - 綠蓋茶．館、
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特賣會；B2 - 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敦南店｜館內特賣活動；B1 - Sélect Organics、森 /CASA、明德素食園、聚火鍋、麻膳堂、花月嵐、VEGE CREEK 蔬河、18 獨享鍋、
鬍鬚張魯肉飯、印度支那、金州韓式料理、茶茶小王子、七見櫻堂、丸作食茶、喫茶趣、朋廚烘培坊、于記杏仁、京盛宇 ；GF - STARBUCKS、KIKI MASTINA；1F - LEICA+CDI、新光大廳活動。松菸店｜1F - 台灣大哥大
門市。南西店｜4F - 創意美術、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敦南店「指定美妝／保養滿千送百」活動專櫃：B1｜天華沉香、VITAL SPA、Senteur d'OC 南法香頌、阿原肥皂、樟之物語、PH 天然有機保養專門店、一日茶事、
KARITES、綠藤生機、歐法頌；GF-EDN、GRATiAE；1F｜布朗博士 Dr. Bronner's。●南西店「指定香氛／美妝滿千送百」活動專櫃：1F｜ innisfree、O'right、茶籽堂、綠藤生機 Greenvines、4U2、STARBRANDS、
Aesop、AVEDA、NU+ derma、Perfect One 帕妃雯；2F｜Aro Mart、ACCA KAPPA、YIRI 伊日生活美學、JuliArt 覺亞；3F｜BEVY C.、根本 MUZEN、IOMA、EDN；4F｜LFP 香水實驗室、de 第一化粧品、菲芙利、
iGzen 愛居人、PHSHOP、EASE、e-nail、手舞作；5F｜Yankee Candle、樟之物語；5+｜Mikobeaute。

抵用券使用說明： 

●「全館200元、250元及300元電子抵用券」與「誠品人會員專屬100元電子抵用券」僅限信義店、敦南店、松菸店、南西店單店館內使用，不可跨店別使用，適用方式請依券面說明為準。●「全館200元、250元及300元
電子抵用券」、「誠品人會員專屬100元電子抵用券」與「銀行加碼300元電子抵用券」不得使用於誠品講堂、誠品畫廊、誠品行旅、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及各店以下專櫃：信義店｜5F - 靜思書軒、cubic cross（機器不
適用）、木樂地Hape、Pato Pato、響ART、Jelly Belly 雷根糖、植物方塊；4F - Février 菲芙利、與你、JEKCA、賽先生科學工廠、Handiin日本手工鞄；2F - skin regimen；1F - STARBUCKS；B1 - 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特賣會；B2 - 7-ELEVEN、晶碩光學、麥當勞 McDonald's、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屈臣氏 Watsons、明德素食園。敦南店｜館內特賣活動；B1 - Sélect Organics、森/CASA、明德素食
園；GF- STARBUCKS 、KIKI MASTINA；1F - LEICA+CDI、新光大廳活動。松菸店｜1F  - 台灣大哥大門市。南西店｜4F - 創意美術、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000 元，可使用「誠品人會員
專屬10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單筆消費每滿2,000 元，可使用「全館200元、250元或30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並以此類推：信義店｜5F - 誠品兒童館；4F - 誠品風格文具館；3F - 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2F - 誠品書店、
誠品精品文具館。敦南店｜2F - 誠品書店；1F - 誠品精品文具館；B2 - 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音樂館、童書舖。松菸店｜3F- 誠品書店。南西店｜5F - 誠品書店、Gift+ 禮物包裝專門店。

活動共同注意事項：
●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於信義店、敦南店、松菸店、南西店單店兌換，恕不跨店累計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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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用券使用期間見本活動頁右上方，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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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 APP直接進行折抵。●「銀行加碼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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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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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配合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

誠品人會員限定
9.27Fri.-10.13 Sun.  

信義店 /敦南店 /松菸店 /南西店

（限信義店、南西兌換）

單店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10,000元送1,100元
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4張+
會員專屬1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滿20,000元送2,500元
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8張+
會員專屬100元電子抵用券×5張

兌換地點：
信義店 B1｜贈品處／商場閉店後請至 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    
敦南店 1F｜顧客服務中心／22:00後請至 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
松菸店 B2｜顧客服務中心    
南西店 4F｜贈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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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掘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在剎那間擁有簡單紮實的快樂——即是「心動時

刻」。好好生活、好好感動，從日常中梳理出每個屬於你的心動時刻、集結

成冊，就是理想生活的開始。

01   滿千送百 
02   滿額回饋

06   心動時刻特別企劃

信義店
10   滿額回饋
12   首14日限時限量
13   誠品獨家×爆炸優惠
14   心動指數最高×閃耀品牌日

20   心動行動系列：
  風格男裝｜時尚女裝｜鞋包配件｜飾品組合
  香氛保養｜家居風尚｜親子生活

32   全心體驗！日日樂活提案

34   特蒐美食

36   新櫃登場

38   折扣訊息

敦南店
43   敦南心動購物筆記
44   敦南超值心動四部曲：
  專屬命定 手刀衝！｜怦然心動 買起來！
  一見鍾情 刷下去！｜日久生情 必敗啦！

51   遊藝：Gudee 好迪家居
53   饕之選
54   典藏敦南：因為經典‧所以珍藏
56   折扣訊息×新櫃登場
57   滿額回饋

南西店
58   南西聚場
  大西區藝文地圖｜大西區藝文列表｜南西微。革命
  台北城西散步活動×誠品點好好用

64   滿額回饋
65   南西周睟盛典：
  史上最強優惠｜抓！國際彩妝師｜抓！時尚造形師
  抓！生活探險家｜抓！職業美食家｜R79抓到好設計！

83   南西主題活動
84   新櫃登場
87  折扣訊息

松菸店
90   主題人物故事：魏如萱
       心動就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初次相見

92   松菸主題活動
95   聚焦專欄
  恆之茶居｜ 0416×1024｜茶籽堂

100   週年慶典：松菸店狂降優惠
  台灣設計師在松菸｜穿搭指南在松菸
  買一送一在松菸｜職人手作在松菸
  老饕之選在松菸｜最強伴手禮在松菸

110   新櫃登場
113   滿額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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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地點│ 信義店  B1F贈品處／商場閉店後請至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南西店  4F顧客服務中心；  
敦南店  1F顧客服務中心／商場閉店後請至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松菸店  B2顧客服務中心

10.11 Fri. - 10.13 Sun.

跨店漫遊 
限時三天
專屬禮

誠品人會員於信義店／南西店／敦南店／松菸店

活動期間跨店累計消費滿120,000元，即可兌換 Marshall Acton II
藍牙喇叭 乙台（價值11,900元) 

活動期間跨店累計消費滿300,000元，即可兌換 Wood's 瑞典原裝
進口WAP901空氣清淨機 乙台（價值65,800元，共限量3台）
 ●活動期間每卡限換乙台，各門檻限擇一兌換，數量有限，兌完為止。●「Marshall Acton II 藍牙
喇叭」黑／白兩色隨機贈送，恕不挑選。●「Wood's瑞典原裝進口WAP901空氣清淨機」因商品體
積與重量之考量 (W220 x L565 x H615 mm、15.2kg)，故無法於現場兌換領取，後續出貨將由台灣
品牌總代理「台灣史威登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出貨配送至中獎人指定之收件地址。●以下專櫃消費金
額恕不列入累計：信義店：誠品講堂；5F-誠品畫廊、靜思書軒；B2-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
氏 Watsons。南西店：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敦南店：誠品講堂、館內各項特賣活動。松菸店：
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1F-台灣大哥大門市。●不可與四店「全館滿千
送百」、「誠品人會員限定加碼」、「JOURNAL STANDARD 嚮往聯名系列禮」、「誠品人專屬 誠
品行旅美食驛站」、信義店「怦然心動的日常 專區禮」、信義店「生活中的小確幸 專區禮」、南西店
「樂響生活 誠品人獨享禮」、敦南店「心動美潤膚 誠品人專屬禮」、敦南店「光譜漫遊時光滋味 誠品
人專屬禮」、松菸店「指定銀行獨享再加碼」、松菸店「滿千送百 大心加碼禮」、松菸店「動心時尚 
專區滿額禮」、松菸店「幸福時刻 專區滿額禮」、松菸店「韶光漫旅 境外旅客限定」、松菸店／敦南
店／南西店「力挺臺灣設計師 心動閃耀禮」、活動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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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 Fri. - 10.31 Thu.

LINE Pay
滿額最高享
10%回饋！

於LINE Pay「我的條碼」付款，單筆消費滿3,000元，
享LINE POINTS 5%點數回饋！

- 綁定任一發卡銀行卡片或註冊一卡通帳戶付款皆可參與，以每筆實際支付金額╳5%後四捨五入計算。
- 活動期間每LINE Pay帳號最高限得300點。- 限量20萬點，贈完為止。

活動再加碼
使用已綁定「中國信託LINE Pay聯名卡」付款，單筆消費滿3,000元，
再享LINE POINTS 5%點數回饋！

- LINE POINTS 5%點數回饋為中國信託活動加碼4%點數回饋+原中國信託LINE Pay卡一般消費1%點
數回饋。- 中國信託活動加碼4%點數回饋：活動期間每LINE Pay帳號最高限得250點，所有LINE Pay
用戶總回饋上限為30萬點，贈完為止。- 原中國信託LINE Pay卡一般消費1%點數回饋：將於商店請款
完成(約5至7個工作天)後陸續發放。

使用「一卡通帳戶」付款，單筆消費滿500元，
再享LINE POINTS 5%點數回饋！

- 活動期間每LINE Pay帳號最高限得200點。- 總回饋20萬點，贈完為止。

◎ LINE POINTS 點數折抵金額不列入活動計算。◎ 點數回饋額滿訊息將透過LINE Pay官方帳號通知，請務必加入LINE Pay官方帳號並解除封鎖。◎ 回饋點
數為付款成功24小時後陸續發放。◎ 透過LINE Pay「我的條碼」使用一卡通帳戶餘額付款，單筆交易金額上限5萬元，單日交易金額上限10萬元，單月交易金
額最高20萬元。

提醒｜必須同意行銷資訊提供政策，才可獲得活動回饋點數；使用 LINE Pay 消費恕不參與館內任何銀行活動 
●以下專櫃恕不適用LINE Pay結帳，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信義店：1F-STARBUCKS；B2-7-ELEVEN、屈臣氏 Watsons、麥當勞 
McDonald's、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明德素食園。南西店：1F-真芳；B1&1F-麥當勞 McDonald's；B1-大戶屋、繼光香香雞、夏樹甜品。敦
南店：GF-STARBUCKS；B1- 明德素食園。 松菸店：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丸亀製麵；1F-台灣大哥大門市。●回饋點數為
「一般點數」，由LINE Pay計算及入點，有效期限為最後一次獲得點數當日起算180日止，一旦超過有效期限，將會立即失效。●以上活動僅限臺灣LINE帳
號且已註冊LINE Pay的用戶參加，請務必於結帳前完成註冊LINE Pay。●本活動相關問題請洽LINE Pay客服專線：02-6631-5166 (365天，09:00~18:00)或
填寫問題反應表：https://contact-cc.line.me/serviceId/11399 。●如遇無法交易的狀況，請務必於24小時內與LINE Pay客服中心聯繫，提供(1)消費日期
及時間(2)櫃位名稱(3)服務人員姓氏(4)遭遇的狀況。LINE Pay客服中心：02-6631-5166 (365天，09:00~18:00)或填寫問題反應表：https://contact-cc.line.
me/serviceId/11399 。提醒您：若未符合資格仍不得要求補發實際交易金額計算後的LINE POINTS點數。●一旦發現有用戶以任何方式違反活動公平原則之
行為，LINE Pay有權取消該用戶活動資格。●其它未盡事宜請見LINE Pay活動訊息頁面為主。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LINE Pay、誠品生活保留變
更、終止本活動及對本活動所有事宜做出最終解釋、決定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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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 Pay 活動網頁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9.27 Fri. - 10.31 Thu.

誠品點好好兌
再抽中國
指定航點
雙人來回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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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精選品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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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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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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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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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前往點數專區

9.27 Fri. - 10.24 Thu.

30個必抽 
生活裡的
心動好物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單店單筆消費滿1,000元
即可得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抽中30項生活裡的心動好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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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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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系統紀錄為準，得獎者於公告當日需仍為有效卡方具領獎資格。●得獎名單將於2019.12.13 Fri.公布於迷誠品－最新消息，
並由專人電話通知中獎與領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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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獎資格將自中獎名單公佈起保留一個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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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請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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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獎期間：2019.12.13 Fri.-2020.1.13 Mon.。●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
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活動詳請

9.27 Fri. - 10.24 Thu.

誠品人專屬
誠品行旅
美食驛站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店累計消費

滿8,000元，即贈 誠品行旅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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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贈禮介紹

●本活動不需至顧客服務中心 / 贈品處登記兌換，活動期間每卡各門檻限兌換乙次，單張發票限換單一門檻贈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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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店：5F- 誠品畫廊、靜思書軒、木樂地 Hape、Pato Pato、響 ART、Jelly Belly 雷根糖、
植物方塊；4F- 賽先生科學工廠、Handiin 日本手工鞄、與你、Février 菲芙利、JEKCA；B2F-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南西店：全館臨
時櫃與活動快閃店。敦南店：誠品講堂；館內各項特賣活動。松菸店：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2- 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1F- 台灣大哥大門市。●不可與
四店「全館滿千送百」、「誠品人會員限定加碼」、「指定銀行獨享再加碼」、「JOURNAL STANDARD 嚮往聯名系列禮」、「跨店漫遊 限時三天專屬禮」、
信義店 「居家的心動時光 專屬禮」、南西店「絕版旗艦機款誠品人獨享禮」、敦南店「心動新視界 誠品人專屬禮」、敦南店「心動驚奇飲 誠品人專屬禮」、
敦南店「心動美潤膚 誠品人專屬禮」、敦南店「光譜漫遊時光滋味 誠品人專屬禮」、松菸店「滿千送百 大心加碼禮」、松菸店「悸動逸品 誠品人專屬禮」、
松菸店「韶光漫旅 境外旅客限定」、松菸店／敦南店／南西店「力挺臺灣設計師 心動閃耀禮」活動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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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平安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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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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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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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Fri. - 10.24 Thu.

力挺臺灣設計師　
心動閃耀禮

活動期間 憑2019 臺北時裝週 SS 2020邀請函，於松菸店／敦南店／南西店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額
即可兌換 限定贈禮 乙份。
當日不限金額消費發票乙張
 ｜誠品生活松菸店｜ 

Dr. Bronner's 布朗博士 保濕護膚旅行組 乙組（價值150元，限量500組）
 ｜誠品敦南店｜

誠品敦南店×Aquagen 開運氣泡水 乙瓶（價值80元，限量100瓶）
 ｜誠品生活南西｜

轉動夢想防雨提袋 乙只（價值299元，限量200只）

當日累計消費滿12,000元
 ｜誠品生活松菸店｜  

Ayoi卡彿魯岸咖啡-半磅微醺酒香咖啡豆 乙袋（價值1,500元，限量94份）
 ｜誠品敦南店｜

Hydy保溫時尚水壺 乙個（價值1,380元，限量15個）
 ｜誠品生活南西｜ 

DOUCHANGLEE Lab夏日沁涼拼圖項鍊 乙只（價值1,580元，限量20只）

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0元
 ｜誠品生活松菸店 ｜

Dleet I'm White 羊毛圍巾 乙件（價值6,750元，限量15件）
 ｜誠品敦南店｜

Dleet轉動夢想系列禮 乙組（價值1,500元，限量20組）
 ｜誠品生活南西｜ 

YUER 長圍巾 乙件（價值5,980元，限量3件）或MIRROR皇宣緣 比翼雙飛琥珀耳環 乙件
 （價值10,800元，限量3件）

● 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當日單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各門檻贈禮數量有限，每卡／每日限換乙份，數量有限、恕不提供挑色，兌完為止。●本活動各門檻數不得重複兌換。●本活
動恕不得與全館其他促銷活動重複兌換（銀行刷卡禮除外）。● 所有贈品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圖片僅供參考，兌出後除瑕庛品恕不接受退換。● 活動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
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指定專櫃｜ ●誠品生活松菸店指定專櫃 | 1F-CHARINYEH、Dleet、DOUCHANGLEE、JAMEI  CHEN、Isabelle Wen溫慶珠、vïga wang、SABRA 
ANDRE、whiplë Lib、IN、Ysanne、YUER、YUWEN、6ix pm、SISJEANS、THE LANE、ARTIFACTS、LIN SHIAO TUNG林曉同、Henry & Eddy Jewelry、Olivia Yao Jewellery、O season、I-Shan13、
艸化工事、Urban Lazy、HANDOS、West Village、alto、H THREE、viina、+10‧加拾、AXES／2F-草山金工、Hsu & Daughter、0416X1024、尼莫家、Urb.遊城、PipijudyXSameSame、拓銀、艾
格瑞、MIESTILO JEWELRY、Zu WATCH、CLASSICO、be*U、廣富號、JumpFromPaper。●誠品敦南店指定專櫃 | 1F-BAKER STREET、dienes silver、yunique Backyard、Keds、Mondaine；GF-
Isabelle Wen、whiplë、TAN&LUCIANA、Dleet、MACACA 、fcuk 、ZUO、in、OR .f.、Made in heaven、R&F、Annie's Collection、MOTHERHOUSE、Zentopia、Darker Than Black Bags、Méduse、
MYSTOCK、WINNIE Jewelry、nest：ro、蒙娜微笑、STORY Leather、ELISA GEMS、JULIUS、JSL。●誠品生活南西指定專櫃 | 2F：溫慶珠、YUER、DOUCHANGLEE Lab、Dleet、J&NINA、
vigawang、CRY、whiple、if&n、& by tan & luciana、HTHREE、R&F、Passion、甫月、in、yuwen、Beau Jewelry、dienes silver；4F：Febbi、Dydash、BUWU、Humming、6ix pm、classico 、艸
化工事、Modigliani 莫莉里安尼、Silver twinkle；5F：鈹工作室、目目設計

共同注意事項—● 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信義店/南西店/敦南店/松菸店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計算。● 兌換贈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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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贈品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贈品圖片僅供參考，兌出後除瑕疵品恕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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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以領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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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身份憑證正反面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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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視為本國中獎人操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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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誠品人會員相關贈禮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方可兌換。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
● 誠品人會員活動僅適用台灣申辦之會員卡/累計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恕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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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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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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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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軍翔
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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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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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因拍攝電影《誰先愛上他的》跨入電影業，在影像屬性跟

以往有很大不同，拍攝完後我強烈感受到自己鏡頭語言的不

足，因此單眼相機是我目前很希望可以入手的單品，訓練增進

攝影技巧，讓下一支作品可以更進步、與團隊的溝通更順利。

許智彥
導演

執導電影曾入圍金馬獎 8 項大獎

Nikon 
D3500 KIT 單眼相機
(含 18-55MM鏡頭 )
價值 23,900元 

江宥儀 / JOHN YUYI
藝術家

富比世 2018 最具潛力藝術新秀

覺得掃地機器人的自動偵測的功能實在太高端了，感覺

可以發展出一些新作品！也因為一個人住外面，工作室就

是住的地方，創作時常非常需要把整個地方弄得很亂後

再打掃乾淨，有這些考量後真的很需要一台這樣的小幫

手！如果再養一隻貓讓他騎在上面就更完美了！

Electrolux 
PURE i9 掃地機器人
價值 32,900元 

鄭涵睿
綠藤生機創辦人

因 為 家 裡 有 兩 個 未 滿 兩 歲 的 孩 子，

MUJI 無印良品空氣清淨機會是我預計

購入的單品，它的外型簡單不過度設

計，能輕易融入家裡的角落。每天陪伴

小朋友是生活中的心動時刻，而純淨的

好空氣自然是重要的配角。

MUJI 無印良品 
空氣清淨機
價值 13,900元 

徐震
嘖嘖募資平台創辦人
（photo by 群眾觀點）

嘖 嘖 做 為 台 灣 最 大 的 群 眾 集 資 平

台，每位參與提案、贊助的朋友都

是圓夢路上的夥伴，也因有這麼多

支持與信任，才能創造出這些極具

意義的里程碑。希望今年，能有機

會辦一場提案、贊助人都能共同參

與的盛宴，大夥多多交流，一起創

造更多的美好事物！

電影票一年份（40張）

價值1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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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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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上課，
我們買單！

限
時
優
惠

・ 滿額贈品每人限領乙次，恕不累贈。
・ 一曲課程券使用規範，請見體驗券背面說明。
・ 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不得兌現或兌換其他贈品。
・ Yamaha 直營旗艦店保有此活動修改之權利。

營業時間   11 : 00 - 2 2 : 00  週五、六 至 2 3 : 00 ｜ 門市電話   02-27237118

消費滿 2 萬元，贈一曲課程券 1 張
消費滿 6 萬元，贈一曲課程券 3 張

購 平台鋼琴   贈 除濕機、日本進口保養清潔組
購 直立鋼琴   贈 日本進口保養清潔組、立燈或節拍器二選一
購 靜音鋼琴(日製)   贈 iPad、無線網卡、連接線組
購 數位鋼琴   贈 Yamaha 專業耳機一只

全櫃滿額贈

加碼贈好禮

歡慶週年慶

誠品信義店 6F

膝關節
影評人

MTG Style
Style Athlete 
軀幹定位調整椅

價值 4,780 元

高琹雯 / Liz
Taster 美食加創辦人

OSIM 
高跟妹妹
美腿按摩機

價值1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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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君賢
KEEDAN總編輯

LEICA 
Sofort 拍立得相機
價值12,900元

詹喬愉
登山家

台灣第二位攻頂聖母峰
之女性登山家

登山是一步步的累積，而我最喜

歡 是 紀 錄 下 每 個 攀 登 時 步 步 累

積的過程，但最常遇到的是沒有

辦 法 空 出 手 拿 相 機 的 問 題， 而  
GoPro 則幫我解決了這個問題，

能輕鬆固定在身上、讓我更能專

心於攻頂，更能用這一招分享最

刺激精彩的第一人視角美景  !

GoPro 

HERO7 Silver
價值12,500 元

Aesop 
香芹籽抗氧化護膚組合
 （潔面露、調理液、抗氧化精華）

價值 4,780元

楊仁亞
威石東酒莊 執行長

全球 13 大最佳新創酒莊

我的工作常穿梭在葡萄園，對於土

壤與植物的味道相當熟悉，而 Aesop 
的天然木質與草本平衡的香氣我很

喜歡，自然質地的細緻感，每次接

觸 皮 膚， 都 會 幫 助 我 靜、 緩 下 來，

而他們強調取自大地的品牌精神，

其 實 就 跟 我 們 Weightstone 的 理 念

一樣，不斷致力尋找並用最好的方

式來分享來自這片土地的恩惠。

如果你需要長時間在電腦前工作，

坐得挺、坐得穩，絕對是每個在鍵

盤 前 手 指 飛 舞 的 人 渴 望 的 承 接 重

量。 這 款 適 合 攜 帶、更 換 座 椅 角 度

與臀腰重量，讓你邊打字邊感覺被

「接住」，很奇妙的包覆感，可以給

慘情上班族一個微幸福安全感。

媒 體 的 工 作 除 了 文 字 也 伴 隨 著 圖 片

的 呈 現， 帶 有 手 感 的 攝 影 是 我 自 己

喜 歡 的 方 向， 雖 逃 離 不 了 數 位 訊 息

交 換 的 主 流， 但 使 用  Leica Sofort 
拍 立 得 的 經 驗 更 像 是 游 泳 划 水 之 間

的換氣般，提供我流暢的攝影體驗。

我超喜歡按摩的。每天長時間滑手機

用電腦，肩頸緊繃腰酸背痛是日常，

坐一下沙發上的按摩坐墊是我每天睡

前 的 儀 式， 再 加 上「OSIM 高 跟 妹

妹」，上按摩館的頻率也能降低吧。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信義店B1F贈品處╱商場閉店後請至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
● 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信義店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計算。● 兌換贈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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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贈品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贈品圖片僅供參考，兌出後除瑕疵品恕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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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以領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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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身份憑證正反面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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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視為本國中獎人操
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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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誠品人會員相關贈禮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方可兌換。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 誠品人會員活動僅適用台灣
申辦之會員卡╱累計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恕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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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信義店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250,000元，

即可兌換 Dyson 360 Heurist™智能吸塵機器人 乙台

（ 價值32,900元，限量10台）

10.14 Mon. - 10.24  Thu.

居家的心動時光 
專屬禮 ●每卡╱每日限換乙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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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畫廊、靜思書軒；B2F-7-ELEVEN、晶碩光學、

屈臣氏 Wats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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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不得與全館其他促銷活動重複兌換（銀行刷卡禮除
外）。

誠品人會員當日於5F單筆消費滿1,000元，即可獲得抽獎機會

乙次，滿2,000元兩次，依此類推，有機會抽中

rollybike 2 in ONE 兒童平衡車
（ 價值9,650元，共10名╱內含：rollybike平衡車+停車柱+精品鈴鐺）

10.22 Tue. - 10.31  Thu.

萬聖限定 
誠品人獨享抽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誠品畫廊、靜思書軒、誠品兒童館。●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不需至B1F贈品處╱顧客服務中心登
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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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具領獎資格。
●得獎名單將於2019.11.15 Fri.公布於迷誠品－最新消息公告資訊頁面，並由專人電話通知中獎與領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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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獎資格將自中獎名單公佈起保留一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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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請見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明。●獎項兌換詳細使用規則，使用日期及其他負擔費用等，皆以迷誠品說明為主。●
領獎期間：2019.11.15 Fri.-12.15 S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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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
項及內容之權利。

於1F╱2F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0元，

即可兌換UNI color_Hair salon護髮課程券乙張

（ 價值1,500元，限量140張）

10.11 Fri. - 10.24  Thu.

怦然心動的日常 
專區禮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張，數量有限，兌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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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使用規

範依券上說明為準。●不可與「跨店漫遊 限時三天專屬禮」、 「居家的心動時光 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10.11 Fri. - 10.24  Thu.

生活中的小確幸 
專區禮

●各門檻每人/每日限兌換乙次，消費金額不得合併累計計算，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誠品畫廊、靜思書軒、誠品
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B1F-金色三麥。●「洋城獨享輕食組合兌換券」內含：招牌起司薯條/黃金雞米花/鮮嫩雞塊/法式烤田螺乙份(4選1)+附餐
飲料乙杯(10選1)，使用規範依券上說明為準。●不可與「跨店漫遊 限時三天專屬禮」、 「居家的心動時光 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於B1F╱4F╱5F當日消費累計滿3,000元，

即可兌換洋城獨享輕食組合兌換券乙張  （ 價值198元，限量710張）

於B1F╱4F╱5F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元，

即可兌換Anthyllis 小豆蔻生薑沐浴露250ml 乙瓶 
 （ 價值599元，限量230瓶）

         

10
誠品信義店 3F

●不可與「全館滿千送百」、「誠品人會員限定加碼」、「跨店漫遊 限時三天專屬禮」、「居家的心動時光 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不可與「全館滿千送百」、「誠品人會員限定加碼」、「跨店漫遊 限時三天專屬禮」、「居家的心動時光 
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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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10.13│滿5,000 送500

誠品獨家×
爆炸優惠！
❶｜GIANNI CHIARINI｜1F｜FLO動物紋手提肩背包，特價

12,800元｜原價16,000元　❷｜Tiimec｜1F｜KLASSE14 法
蘭絨拼接真皮機械腕錶，特價19,800元｜原價23,280元　❸｜

伊織｜2F｜伊織Caede浴巾長巾組（浴巾×1 + 長巾×1，顏

色任選），特價2,000元｜原價2,860元（限量30組）　❹｜

USERWATS｜ 4F｜藍芽復古音響，特價5,970元｜原價8,990
元　❺｜I Look｜B1F｜BURBERRY太陽眼鏡，特價4,900
元｜原價9,800元　❻｜SADOMAIN 仙德曼｜B2F｜仙德曼

極度輕薄彈跳杯系列 350ml／500ml ，特價770元／840元｜

原價1100元／1200元　❼｜乳油木之家｜B1F｜Lovea Nature
可可&乳油木滋潤霜 150ml×3 + Lovea Nature純乳油木果仁脂 
150ml×2，特價5,370元｜原價9,600元　

禁止酒駕
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首14日
限時限量！

信義│Xin Yi│

❶｜Double  Take｜1 F｜M O T H E R 
DENIM Mini Fray Skirt，特價4,680元｜

原價7,480元，MOTHER 指定款式限定優

惠　❷｜FIONA NEW YORK｜1F｜指定

銀飾系列全面5折　❸｜Prolla｜B1F｜雙

層緹花透明紗山茶花，特價買一送一｜

原價900元　❹｜Baby Garden｜5F｜AIR
成長床邊床，特價18,800元｜原價25,000
元，加贈甜夢綿羊 - 頂級款　❺｜VESSEL 
BAG｜2F｜超纖皮革背包，特價4,990元｜

原價6,280元　❻｜Doughnut｜4F｜彩虹閃

電後背包，特價 2,980元 | 原價 3,960 元，加

贈背包雨衣　❼｜梅子世家｜B2F｜蜂蜜紅

薑黃丸（大）／養生梅精丸（大），任選買
四送一 ，贈品以價低者計算　❽｜NU守
護鍺｜B1F｜雙面能量毯 雙人毯×1+雙面能

量枕墊×2，特價18,800元｜原價28,160元　

❸

❺

❻

❻

❹

❹

❶

❾｜Aykasa｜4F｜土耳其折疊收納籃L，特價850元｜原價1,280元，加贈 Mini 
Box （S）　❿｜嘉丹妮爾｜B1F｜植萃角蛋白調理洗髮露 200ml×2 ，特價672
元｜原價960元　⓫｜SWANZ｜ 4F｜Swanz 保溫杯 淬鍊 380ml（3色），特價

1,800元｜原價2,200元　⓬｜JPV法皇凡登智能時尚館｜2F｜Cado 三合一

除菌．消臭．加濕．芳香加濕霧化器，特價8,800元｜原價14,300元，加贈
P's GUAR D 除菌消臭劑 800ml補充瓶1瓶+50ml隨身瓶×2 瓶　⓭｜MAISON 
PROMAX｜1F｜HENRI MINI 漸變色迷你後背包，特價4,680元｜原價7,800元　

⓮｜金葉名氣餅｜ B2F｜牛肉口味，特價買二送一｜原價150元　⓯｜津吉
栗｜B2F｜滿意禮盒有機剝殼栗子12入，特價600元｜原價960元

❼
❼

❿

❿

❽

❽

❾

❾

⓫

⓫

⓬

⓬

⓭
⓭

⓮

⓮

⓯

獨家
優惠
8折

66折

5折

55折

69折

買一
送一 66折

❽｜Diva Life｜B2F｜經典純巧克力禮

盒24入，特價買一送一｜原價1,400
元　❾｜Bannies Pashmere｜2F｜繽

紛戒指絨系列 - 花漾粉橘／繽紛戒指絨系

列 - 花漾粉藍，特價3,980元｜原價5,980
元，不列入滿額贈活動計算　❿｜拼圖總
動員｜ 5F｜航海王-煙火1000片 夜光拼圖

（OPJ1000-009），特價1,120元｜原價

1,600元　⓫｜法國adopt'｜1F｜天然香

5支禮盒組，特價3,990元｜原價5,760元　

⓬｜未來實驗室｜B1F｜電腦躺椅 + 變形

背包，特價3,999元｜原價4,679元　⓭｜

茶粒茶｜ B2F｜喫茶優惠組 - 任選乙罐「大

原片系列」茶葉+竹纖維隨手杯550ml，特

價529元｜原價829元　⓮｜誠品知味市
集｜3F｜eslite × SOU．SOU獨家聯名 精
釀925啤酒330ml／四入含對杯組，特價

499元 ｜ 原價590元　

❷



9.27─10.13│滿5,000 送500信義│Xin Yi│ 心動指數最高X閃耀品牌日！

9.27-9.30 季節款8折｜經典款9折

10.1-10.14 
單筆消費滿6,500元，現抵500元；

滿13,000元，現抵1,000元，依此類推。

Y-3 TANGUTSU
特價9,000元 
原價12,080元

10.4~10.24
消費滿15,000元即贈品牌名片夾 限量30組

9.27~10.24
消費滿5,000元即贈125週年紀念胸針

(恕不累贈)

Margret Howell 
聯名Spey女版短夾克

推薦價16,100元

Proper Hikerdelic Collaboration油布夾克

推薦價20,900元

White Label
 無領保暖背心

推薦價6,100元

半拉鍊式套頭連帽外套

特價7,980元 
原價9,980元

信義
首賣 手臂滾邊LOGO長運動上衣

特價4,680元

原價5,680元

新品

短版軍裝魚尾外套

特價5,280元｜原價8,780元

新品

OVERSIZE復古LOGO上衣  
特價2,980元 
原價5,780元

新品

Love Moschino
Cute Bunny刺繡牛仔夾克

特價12,500元

原價25,000元

OFF WHITE 條紋

“OFF-COURT”3.0運動休閒鞋

特價17,325元 
原價24,750元

JER E MY SCOT T
肩帶皺褶小禮服

特價62,820 元
原價69,800 元

RADA 十字架短練

特價3,000元 
原價5,000元

新品

新品

新品

MCQ簍空肩線上衣

特價24,510 元｜原價25,800 元

獨家

獨家

Margret Howell 
聯名SPEY夾克

推薦價17,000元

❶｜YOHJI LETTERS BASEBALL SHIRT ，
推薦價12,480元｜YOHJI LET TER S 
B O M B E R  ，推薦價26,380元｜Y-3 
STP STIRRUP TRACK PANTS ，推薦價

15,080元｜Y-3 YUBEN MID ，推薦

價13,180元　❷｜YOHJI LETTER S 
B O M B E R   ， 推 薦 價 2 6 , 3 8 0 元｜

FI R EBI R D T R ACK SKIRT  ，推薦價

12,480元｜Y-3 HOKOR I  ，推薦價

13,180元

新品❶ ❷

YOHJI LETTERS HOODIE
特價9,000元｜原價12,480元

Y-3 MINI BP
特價9,000元 
原價12,480元

FEDE 
 │1F

Y-3 
 │1F

Barbour 
 │1F

FRED PERRY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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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10.13│滿5,000 送500信義│Xin Yi│ 心動指數最高X閃耀品牌日！

❶

日本CLANE全系列商品9折優惠

日本FANTASTIC MAN全系列商品滿10,000元現折500元　

❶｜雙面穿毛領大衣，推薦價22,080元｜2WAY大寬袖圍巾上衣，

推薦價9,280元　❷｜長版西裝背心，推薦價11,880元

A. 滿30,000元，即贈KV樂遊-輕量易攜旅行頸枕 (價值1,280元)
B. 滿50,000元，即贈 K’s 艾倫-長袖家居袍 典雅棕  (價值3,580元)
C. 滿150,000元，即贈MZT-柯倫索 喀什米爾披毯130*170cm (價值

15,800元)
❶｜梵諾森家具/擺飾 全系列 7折　❷｜歐瑟蒂克 經典系列家具-伊莉

莎白號酒櫃，預購特價160,800元│原價268,000元，加贈燈塔造型調

酒用具　❸｜L’Objet系列，推薦價14,500-23,900元

消費滿5,000元以上，即贈

品牌原創購物袋

單筆消費購買包袋與箱款，即贈盥洗袋；

購買包袋，即贈皮革小吊牌；

購買箱款，即贈皮革行李吊牌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Georg Jensen Travel 全新色系

銀灰色聚碳酸酯行李箱

20吋 推薦價14,980元／

22吋 推薦價15,980元

28吋 推薦價18,580元／

30吋 推薦價19,880元

連帽皮衣

特價13,356元│原價19,080元

Salad × SWAROVSKI(小)
特價5,726元 │原價8,180元

Salad × SWAROVSKI(大)
特價7,500元 │原價10,780元

新品

新品

新品

新品

新品

❶｜連帽長版外套，推薦價21,980元｜針織上衣，推薦價11,980
元｜修身直筒長褲，推薦價9,980元｜反光條紋肩背包，推薦價

8,280元　❷｜SPORT b.印花連帽上衣 / 印花長裙，推薦價4,580
元　❸｜ICONIC手環，特價2,500元 ｜原價3,280元 (限量10組)

❶｜工房十鶴 JIKKAKU開襟領衫 ，特價4,140元 ｜原價4,680元　

❷｜Seiko Prospex Diver Scuba LOWERCASE Special Edition，特價

9,370元 ｜原價13,900元　❸｜Stella Donnelly T-SHIRT，特價1,890
元｜原價2,120元　❹｜Express My Mind ，推薦價2,100元

❶

❶

❷

❷

❷

❸

❸

❹

新品
❶

SHK00650　RUGAL（黑）

推薦價4,680元

SHK00658　LE LAVAGE4（米）

推薦價2,780元

TMT02934ブリュレ（米）　

推薦價5,780元

Superdry經典logo電繡圖騰帽T (女）

特價2,506元 │原價3,580元

Superdry 紋理標誌烈焰橘 防風外套 (男)
特價4,466元 │原價6,380元

新品❶

❷

❸

❹

agnès b. 
 
 │1F

JOURNAL STANDARD 
 │1F

K'space 
 │1F

TENDER.S 
 │1F

GEORG JENSEN │1F

Salad │B1F

傢作GAZO 
 │B1F

CA4LA 
 │1FA. C. B. 

Georg Jensen KRIGER郵差包

推薦價16,080 元
❸

Superdry│B1F

TOUGH│B1F

9.30~10.24
❶｜桌餐＋雨豆木長凳＋餐椅 (兩入)，推薦價49,800元

❷｜任一床組＋床墊 9折

❸｜Stark電動沙發，特價118,000元 │原價128,000元 ｜柚木新品9折

❹ ｜格雷沙發＋大小茶几組，特價88,000元 │原價99,000元

以上優惠依現場款式為主 (運費另計)

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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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10.13│滿5,000 送500信義│Xin Yi│ 心動指數最高X閃耀品牌日！

消費滿800元即贈品牌充電線

消費滿2,000元即贈行李收納袋(6件組）

消費即可以85折加購迪士尼沐浴組

溫泉皂(6顆)
特價1,500元

原價1,920元

加贈好用旅行皂盒乙個

溫泉液體皂、慕斯皂任選二件8折

家庭必備指定款8支精油組

(單方精油)
特價2,580元│原價5,100元

珍珠皂

特價280元｜原價320元

❶｜紓壓暖暖頸枕， 特價990元│原價1,190元

❷｜紓壓暖暖枕-愛心， 特價699元│原價780元

9.27開放預購，10.15開始取貨

LAC-6益淨暢乳酸菌顆粒(300g)
特價1,090元 │原價2,180元

SWANZ 保溫杯-質粹杯

特價1,600元

原價2,000元

SWANZ 質粹杯-木紋

特價1,100元

原價2,200元

獨家設計款手機殼+Mini行動電源

特價1,099元│原價1,500元 
日式扶桑花波紋iPhone手機殼

 特價299元│原價390元

9.27-10.10 
消費滿10,000元，即贈lris短頭紗或Bra內衣

消費滿15,000元，即贈Caspia Lili Logo Bag
消費滿20,000元，即贈lrene長頭紗或Lulu服飾

@aroma日本純精油香氛機

特價5,100元│原價6,000元

Violet
特價1,980元 │原價3,500元

Olga
特價2,580元 │原價3,500元

新品

新品

Hanna Korvela芬蘭織森手工地毯

特價86,870元│原價102,200元

9.27~10.10
Georg Jensen喬治傑生家用精品，全面85折 
9.27~10.20
單筆消費滿指定門檻，即贈設計師好禮（送完為止）

10.11~10.24
單筆消費滿5,000元，櫃內現抵500元（特殊商品除外）

新品

新品

新品

9.27~10.11
SWANZ 保溫杯-火炬杯-設計款(SY-082E)  6 折
9.27~10.11
消費滿2,000 元即贈 Swanz 玻璃吸管配套 (送完為止)

10.12~10.24   
SWANZ 陶瓷輕扣杯系列(SY-046) 

9.27~9.30
優鎂鈣組合(60包/盒*4 + 30包/盒*1)
特價4,580元 │原價9,160元

9.27-10.10
回原膠原蛋白-胎盤飲品(8瓶/盒)
特價1,899元 │原價2,799元

三效魚油1500膠囊(60顆) 
特價2,050元 │原價4,100元

優視30膠囊(60顆)
特價2,950元 │原價5,900元

Caspia LiLi│2F

北歐櫥窗 
 │2F

SWANZ 
 │4F

Yogibo 
 │5F

沐時光 
 │5F

GNC 
 │B2F

ToySelect 
 │4F

獨家
優惠

買一
送一

買一
送一

買一
送一

新品

新品
❶ ❷

溫泉泥萃洗髮精

特價780元｜原價880元

A. 全面95折

B. 購買懶骨頭沙發即可66折起加購配件

C. 購買沙發加購布套即享7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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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10.13│滿5,000 送500信義│Xin Yi│心動行動X風格男裝！
心動行動X時尚女裝！

❶｜BAGMANIA｜1F｜彩色幾何條紋長袖毛衣-黑，特價8,980元│原價10,800
元　❷｜ASPORT｜1F｜M I C H I  A N T I G R AV I T Y  運動內衣，推薦價5,280
元│MICHI STARDUST 七分緊身褲，推薦價5,280元　❸｜OBEIOBEI｜1F
H+ by Hannoh Wessel洋裝，特價13,680元│原價15,200元　❹｜MOBO｜B1F｜
俐落剪裁休閒褲，特價1,040元│原價2,080元　❺｜Caspia Lili｜2F｜Dolce，

特價4,980元│原價8,900元　❻｜YU-PENG SHIH｜B1F｜罌粟花圍裹式荷葉洋

裝，特價2,980元│原價4,980元

CLUB 1981｜1F
THOM BROWNE-休閒毛線衛衣

推薦價26,622元

Barbour｜1F
White Label 小立領丹寧襯衫

推薦價5,500元

Nike Kicks Lounge｜1F
NIKE男子NSW尼龍防風套裝(藍) 
特價2,099元 │原價3,080元

TOOT｜B1F
Tricolor Nano(共四色)
推薦價1,600元

框框｜4F
黑色圓框板村內鑲金屬材質眼鏡

特價1,980元 │ 原價2,880元

MF by GCDC｜1F
Karl  crew 
推薦價4,780元

Nike Kicks Lounge｜1F
NIKE NSW尼龍防風套裝(黑)
特價2,099元 │原價3,080元

TAIWANIZE｜B1F
國旗撞色運動機能T-shirt+
丹頂鶴繡花運動褲

特價4,550元 │原價5,360元

single｜1F
Cartier墨鏡

推薦價23,000元

ARTIFACTS｜1F
pushBUTTON
垂墜圍巾開襟針織

推薦價19,980元

MF by GCDC｜1F
Tribute to Alessandro Michele Tee
推薦價2,680元

Y-3｜1F
STP HOODED TRACK TOP
特價12,000元│原價16,980元

FCUK｜B1F
老虎撲克短T
特價1,200元 │原價1,580元

❶｜Mondaine｜2F｜LUMINOX 雷明時Scott Cassell 
Deep Dive專業深潛系列腕錶 - 金屬藍x白時標/45mm，特價

18,800元 │ 原價23,800元　❷｜惟物之間xKJADE體
驗空間｜2F｜TACS沙漠之心組合，特價10,888元｜原價

13,677元 (購買留沙款可享加價優惠購買璞款)

single｜1F
Dior墨鏡

推薦價16,600元

D'SHOWROOM｜B1F
CHENG PAI CHENG
條紋紗抽繩風衣外套

特價9,980元│原價12,980元

MONDADA｜B1F
繁花維納斯洋裝

 特價972元

原價1,080元

Marimekko｜2F
風衣

特價9,555元

原價13,650元

MANGO｜B1F
毛呢大衣

特價4,890元

原價6,990元

6ix pm｜4F
自在真我連帽風衣外套

特價4,212元

原價4,680元

Maggie's Love boutique│1F
UT圍巾

推薦價6,980元

humming｜4F
刺繡絲巾 - 送花禮的蜂鳥

特價1,150元

原價1,280元

誠品
首賣

Nike Kicks Lounge｜1F
指定商品任選二件商品5折

BAGMANIA｜1F
滾邊條落肩長袖上衣斜紋紅嘴巴

特價7,680元│原價9,280元

邊條縮口運動褲斜紋紅嘴巴

特價6,980元│原價8,480元

❸

❹ ❺ ❻

❶
❶

❷
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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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10.13│滿5,000 送500信義│Xin Yi│ 心動行動X鞋包配件！

❽

❶｜Salad｜B1F｜ 精選包款，特價2,500-5,000元 │原價5,000-10,000元　❷｜誠品精品文具館｜2F THIS IS GROUND Framework 
Briefcase系列(共兩色)特價21,875元 │ 原價31,250元　❸｜COWA｜信義店 B1F｜提包，特價11,840元 │原價14,800元　❹｜LITTLE 
COLLECTION｜4F｜牛皮側背金口包，特價3,150元 │原價4,850元　❺｜TENDER.S｜1F｜EFILEVOL麂皮流蘇小包，特價2,784元│原價

3,480元　❻｜皮套王｜B1F｜UN POUCH 零錢包(黑色、櫻花粉 二色)，特價1,588元 │原價2,499元　❼｜BAGMANIA｜ 1F｜刺繡星星皮革

手提肩背包，特價18,000元 │原價23,800元　❽｜ADOLE｜信義店 ｜4F｜凱旋門全系列 8折

CLUB 1981│1F
THOM BROWNE-
經典尼龍托特包

推薦價27,522元

ASH│ 1F
EXTREME 指定色(014,015)

特價11,730元

原價13,800元

GIANNI CHIARINI│1F
Sophia經典水桶包

特價8,080元

原價9,600元

ARTIFACTS│ 1F
BONASTRE 皮革手提包

推薦價16,980元

OBEIOBEI│1F
9.27~10.06
法國Herbert-freresoeur包款

特價4,060~5,390元

原價5,800~7,700元

Darker Than Black Bags│1F
Eraser Tote Bag
特價15,980元 
原價18,800元

OBEIOBEI│1F
9.27~10.06
日本Christian Peau經典兩用古董包款

(深咖啡/酒紅兩色)日本製

特價17,250元│原價23,000 元

master-piece│ 1F
隱藏版台灣限量商品-
雙色背帶防潑水側背小包（日本製）

推薦價3,500元  (背帶可選色)

Nike Kicks Lounge│ 1F
NIKE AIR MAX 200女子休閒鞋

特價2,880元 │原價3,600元

PEPPER'S│ B1F
Sophia 羊皮雙層小斜背包

特價3,200元 | 原價4,680元

ALL BLACK│ B1F
Cut & Zip Bootie 
特價2,280元 │原價5,980元

(限量30雙)

PIQUADRO│ 2F
Bae限量牛皮公事包

特價6,960元

原價13,920元

SUMDEX│ 2F
三用日常背包+手拿證件夾

特價3,988元 
原價6,960元

VESSEL BAG│ 2F
超纖皮革雙面雙色皮帶

特價2,550元

原價3,000元

PORTER│ 2F
HIT THE ROAD
特價4,350元 │原價6,250元

限量30個

Aykasa│ 4F
法國百年品牌Filt編織袋 S
特價399元 │原價510元

moshi│ 4F
Tego城市行者防盜包

星鑽黑系列

特價3,600元 
原價4,190元

卓也藍染│ 5F
植物染烏干紗全系列圍巾

特價1,099元 │原價1,380元

Color Smith │ 4F
兩用側背包

特價2,200元

原價2,680元

AHAStyle│4F
AHAStyle 防水掛勾保護套

+Airpods 專用磁吸運動防丟繩

特價850元 │原價970元

Ultrahard 超硬│ 4F
莫泊桑後背包(粉紅)
特價2,599元 │原價3,800元

alto│ 4F
AirPods 皮革保護套系列

特價972元 
原價1,080元

be*U│ B1F
牛仔真皮手工鞋

特價2,080元 
原價2,680元

MAISON PROMAX│ 1F
THE VR VILLAINS 全新系列壞蛋包

推薦價13,300~18,400元

❸

❹

❺

❻

❼

ASH│ 1F
ADDICT 
特價10,030元  │原價11,800元

❶

❷

獨家

獨家

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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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Xin Yi│ 心動行動X飾品組合！ 9.27─10.13│滿5,000 送500

❽

❸

❸

❹

❺

❼

❶

❷

❷

❻

❾

艸化工事│ 2F
Aviva
推薦價1,680元

消費滿3,000元送300元，滿,6000元贈髮夾

❶｜MIESTILO｜4F｜ 靜悄 珍珠耳環，特價990元 │ 原價1,280元　❷｜Urban Lazy｜1F RAW天然水晶、珍珠耳環，特價1,280元│原

價2,560元The Queen 戒指，特價1,880元│原價2,280元　❸｜Ficelle Design Jewelry｜4F｜異國浪漫組-琥珀色的期待-日暮印象手鍊+波

西米亞細鍊，特價2,300元 │ 原價3,080元　❹｜dienes silver｜2F｜925純銀經典缺口手環88折　❺｜Isha Jewelry｜4F｜精鑲緞帶純銀

鍊，推薦價990元　❻｜Hannah Huang Jewelry｜4F｜精靈煙火耳環，特價2,999元 │ 原價3,699元　❼｜Beau Jewelry｜4F｜馬眼紅

石榴搖曳耳環，特價1,688元 │ 原價1,780元　❽｜SILVER TWINKLE｜4F｜14K誕生石戒指，推薦價2,580元  當月壽星購買可現折300元，購買

其他月份現折200元　❾｜Ficelle Design Jewelry｜4F｜基本款細戒(素面/切割)，特價1,090元 │ 原價1,680元

Winnie Jewelry│ 1F
OP1979  維多利亞天然粉晶戒

特價4,300元 │ 原價6,600元

Hunger Palace│ 1F
日本10K金英文字母系列三件組-
項鍊+戒指+耳環

特價16,580元 │ 原價19,540元

豊泊荷│ 2F
伊蓮娜手鍊 
特價2,280元 │原價2,580元

Mao’s Doll 襪娃│ 4F
圓鑽透花耳環、長鍊組合

特價1,980元 │ 原價2,560元

Fuku Fuku Jewelry │ 4F
IEDAI 全品牌 7折

MIRROR皇宣緣│ 1F
金茫暖陽琥珀戒指

特價18,888元 │ 原價39,800元

OLIVIA YAO JEWELLERY │ 1F
Green Amethyst Scallop
推薦價3,980元

華真珠 │ 1F
18K金珍珠項鍊、戒指套組

特價32,800元│原價49,600 元

Blancy │ B1F
寶石水滴手鍊

特價2,880元 │ 原價3,660元

leBebé │ 2F
聽愛系列 Pacifiers -
玫瑰金鑲鑽奶嘴造型項鍊 
特價7,600元│原價8,000元 
加贈leBebe編織繩(顏色隨機，價值500元)

Winnie Jewelry│ 1F
多款小珍珠線戒

特價2,100-3,000元 
原價3,200-4,600元

FIONA│ 1F
紀念日數字系列-
純銀耳針或耳鏈+項鍊

特價4,680元 │ 原價5,560元

純銀鍍黃K耳針或耳鏈+項鍊

特價5,280元 │ 原價6,2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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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10.13│滿5,000 送500信義│Xin Yi│ 心動行動X香氛保養！

❾

❶｜SIELE｜B1F｜金萃迴齡賦活水凝露120ml＋極緻煥顏能量霜50ml，特價4,000元│原價7,000元　❷｜愛。創造 Allietare｜4F 木質香氣

系列蠟燭7oz＋100ml擴香瓶，特價1,499元│原價1,680元 加贈限定香膏　❸｜LA TRINITÉ Naturelle 璀莉緹精油｜4F｜靈活肌力有機複方按

摩油，特價1,980元│原價2,380元  購買即增肩頸刮痧服務　❹｜BANNIES' PASHMERE｜2F｜AGRARIA經典香氛噴霧組合（空間噴霧100ml＋
空間噴霧10ml），特價2,980元│原價4,060元　❺｜QUEEN OF SHEBA｜B1F｜乳香純皂150g＋乳香身體乳100ml＋乳香清潔露100ml，特價

2,699元│原價4,040元　❻｜iimono｜4F｜LISA&SARA香水全系列特價9折　❼｜南法香頌｜ 4F｜草本森朵 三入組(含孕芽新生精華液30ml
兩入+微晶去角質75g) 特價2,999元│原價4,440元　❽｜Les nez｜2F｜Baija巴黎百嘉陽光卡布里限量淡香精組，特價2,980元│原價4,200元　

❾｜Bhome｜2F｜法國MAD et LEN扁身擴香－火山岩＋水晶－中－薄荷，推薦價6,200元

蕾舒翠│ B1F
魚子能量煥顏保養組

特價33,600元

原價100,800元

樟之物語│ 4F
日夜呵護潔顏組

(任2件活力幻顏精華皂105g+任2件活力幻顏精華皂35g)
特價1,960元 │ 原價2,800元

大地之愛│ 5F
Weleda薇蕾德按摩油系列商品79折

加贈Weleda_白樺木勻體按摩油隨身瓶10ml

BsaB│ B1F
精油擴香組200ml/240ml
特價2,680/3180元

原價3,660/4,160元

加贈簡約瓶擴香組 50ml

AHAVA│ B1F
礦泥24K黃金面膜50ML 
全效O6煥顏菁露30ML
特價5,090元 │ 原價5,360元

加贈全效O3美顏精華5ML

九本草│ B1F
九本草完美極致早晚霜組

特價13,300元 │ 原價16,760元

加贈九本草黑松露洗面乳 歐若莊園│ B1F
FARAN拉蒙火山礦物粉底8g
特價2,100元 │ 原價3,000元

加贈PIERRE COULEUR寶石柔礦眼影2.5g

expo│ 4F
eye candle 黑武士系列

推薦價980元

O'right│ 2F
咖啡因養髮液100ml紀念款

+咖啡因洗髮精400ml
特價4,980元

 原價8,660元
(限量50組)

AVEDA│ 2F
修護精華大容量組合

復原配方修護精華200ml+復原

配方修護精華100ml
推薦價 3,000元

PERTH'S KEY │ B1F
美好的初心按摩油+暖宮按摩油+
全身舒暢按摩油

特價1,588元 │ 原價2,530元

歐法頌│ B1F
義大利 GISA S.R.L 精油擴香瓶

+荷蘭COSCENTRA香水 15ml
特價1,335元 │ 原價2,670元

❸

❹ ❺

❼

❶

❶

❷

❻

Aesop│ 2F
平衡經典護膚組合 
二重奏潔面露(100ml)
+二重奏調理液 (100ml)
+二重奏保濕精華乳 60ml
推薦價3,450元

阿原肥皂│ 4F
雙萃菁華+極究乳霜

特價1,480元 │ 原價1,980元

iGzen 愛居人│ 4F
Reserve 典藏 居家香氛組

(糖果罐香氛蠟燭+擴香枝 各乙組)
特價3,366元 │ 原價3,960元

第一化工│ 2F
青春機密抗痕組

(醣蛋白青春機密高效精華120g+
醣蛋白青春機密精質霜140g+
醣蛋白青春機密面膜單片+
醣蛋白青春機密前導液30ml)
特價4,150元│原價6,150元

薑心比心│ 4F
薑芬潔淨組

(任2件沐浴露500ml+
洗髮精500ml)
特價1,459元

原價1,980元

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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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10.13│滿5,000 送500信義│Xin Yi│ 心動行動X家居風尚！

K'space│ 1F
KLI  諾薩斯 義大利長纖棉布料 緹花寢飾

搭配 指定法國薇瓦瑞大罩(象牙白/白/煙紫/磚

紅4選1)雙人五件式(限量15組)
特價20,800元│原價31,970元

凡購買KL系列床組即可以5,980元
加購K's索菲特索菲特Outlast多功能鵝絨記憶複合枕乙對

伊德生活│ B1F
Canningvale金埃及棉浴毛巾7件組(7色)

特價2,980元│原價4,980元

YANKEE CANDLE│ B1F
瓶中燭22oz買一瓶送燭蓋

特價1,700元│原價2,150元

未來實驗室│ B1F
萬能烹調電炒鍋

推薦價999元

樂盒La Boite│ 2F
LAUREN DICKINSON CLARKE

英國表情餐盤

特價1,400元│原價2,000元

加贈金屬餐盤陳列架

USERWATS│ 4F
地鼠燈

推薦價690元

Style│ 2F
Style Althele＋Style DRIVE
特價8,126元│原價9,560元

JIA PLUS│ 2F
饗食版蒸鍋&蒸籠（黑／白）

特價2,464元│原價3,080元

PLAYSOUND│ 2F
Bose700無線藍芽耳機

推薦價13,000元

F.M Carol Cashmere │ 2F
印度手工真絲刺繡抱枕套

特價1,358元│原價2,280元

OSIM│ 2F
核心機

特價22,800元

原價28,800元

巢家居│ B2F
買2QT贈木柄盅乙只

特價3,760元│原價5,920元

榆果傢飾│ 2F
千里之足觸控燈飾＋筆筒組

特價3,650元│原價4,280元

聽見幸福音樂盒│ 4F
三角鋼琴音樂盒

特價945元│原價1,050元

青石│ 4F
mino藍芽喇叭

推薦價1,480元

I Want Sweets 愛望英國糖果屋│ 4F
黑膠唱盤播放器鐵盒＋7吋黑膠年代單曲

（60年代＋70年代）各乙個

特價999元│原價1,740元

JPV法皇凡登智能時尚館│ 2F
cado AP－C120桌上型空氣清淨機

特價26,800元│原價38,800元

FukuFuku│ 4F
Samon 系列的便當盒 

特價998元│原價1,330元

若狹塗筷子

特價買三送一│原價450元/雙

O&CO│ 2F
日常美好饗宴禮盒

推薦價5,650元

CNFlower│ 1F
心花開 恆星花禮盒

推薦價4,500元

O！Balloon│ 1F
漸層星體驚喜盒Surprise box
特價1,780元│原價2,080元

法國adopt'│ 1F
淡香精100ml+30ml

特價2,280-2,780元│原價3,180-3,680元

加贈淡香精30ml (價值690元)

K&K寶貝廚房│ 5F
Modern Twist兒童餐墊套

(MTKBHSCLBK4、MTKBTX4)
特價580元│原價1,280元

新品

PiPPER│ 5F
天然鳳梨酵素低敏居家清潔用品全系列

任一件399元，加100元多一件

28 29



9.27─10.13│滿5,000 送500心動行動X親子生活！

expo｜4F
兒童風雨衣

推薦價1,580元

加贈快速收納防水飲料提袋
（送完為止）

123手創館｜5F
角落生物筆筒課程

特價990元│原價1,800元

(以現場款式為主，
恕不能不能使用課程券)

I Want Sweets 愛望英國糖果屋｜4F
恐龍蛋存錢筒＋新生恐龍蛋巧克力

特價300元│原價320元

Old Soles｜5F
鞋款全面88折（限正價商品）

Tomali Boutique｜5F
Petit collage貼紙遊戲書(三本)
特價840元│原價1,050元

mamas&papas｜5F
Ocarro Jewel雙向手推車－黑鑽石＋

iZi Go Modular模組化兒童汽座提籃

(白飾邊不包含銀石黑色)
特價30,900元│原價42,800元

贈轉接器／置杯架／Besafe安全帶夾／
Besafe車窗靜電遮陽片UPF50＋(2入)
/提籃雨遮罩/警示牌

goomi kids collection｜5F
購買小大人T－Shirt
特價699元｜原價1,298元

即贈小幸運包屁衣(無袖)

ToyWorld LEGO｜5F
CITY－市區消防隊

特價2,799元│原價3,999元

風物語｜5F
MAGFORMERS磁性建構片62pcs
＋車輪變變變＋摩天輪架

特價4,280元│原價8,860元

購買即贈教學圖卡一套(22張，價值500元)

Oui!Oui! 環保布尿布｜5F
美國Babee Green-環保布尿布體驗組

特價2,380元│原價2,850元

(含夜用布尿褲*2、100%美麗諾羊毛短褲L
號*1、100%美麗諾羊毛乾爽襯墊*1)

Tomali Boutique｜5F
Scratch Europe動物造型字母

任選五個以上7折起

班尼頓廣告風格攝影｜5F
兒童／親子攝影套組

特價4,500元│原價11,800元

購買任一套組即加贈清透水晶框乙個

哈皮樂園｜5F
旋轉風車

特價2,160元│原價3,000元

❶｜ToyWorld｜5F｜培樂多廚房系列製麵料

理＋轉轉攪拌遊戲組，特價848元│原價1,128
元　❷｜CiPU｜5F｜買任一M尺寸以上主包，

即享小童後背包（XS）加購價999元   (價值2,180

元，花色以現場為主)　❸｜I Love Sprinkle｜
5F｜Mandy，特價1,080元│原價1,380元　❹｜

AQmore｜5F｜夢想上色禮盒(點珠筆*1、彩繪

本*1、指甲貼*1、防水定色指甲水*1、任選5罐漂

亮久一點指甲水)，特價1,980元│原價2,700元　

❺｜HABU童鞋｜5F｜餅乾鞋（大人款＋小孩

款），特價7折　❻｜小莘星兒童商品｜ 5F｜

菱格金屬鍊包（粉／金）加贈 獨角獸娃娃，特

價680元│原價1,080元

❸
❹

❺

❶

❷

❻

Centifoli 法國貝貝｜5F
嬰幼兒經典必備3入組

特價2,840 元│原價3,160 元
(含：嬰幼兒雙用沐浴乳250ml+嬰
幼兒肌膚修護霜 250ml+嬰幼兒保
濕潤膚乳100ml)

誠品信義店 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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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特別企劃

全心體驗！日日樂生活提案

六堂淨白美齒課程
9.27 Fri. - 10.30 Wed.｜B1F  WHITENING NET淨白美齒SPA 

日本4000店鋪開立並風靡日本的淨白美齒No.1品牌，

WHITENING NET致力於推廣不敏感、不傷琺瑯質的美白牙齒體驗

活動費用｜5,999元（原價11,880元）

報名方式｜LINE@whiteningnet_tw或電話預約02-8789-3388#1710
注意事項｜須提前預約

換季呵護保養
9.27 Fri. - 10.24 Thu.｜B1F  OPI 

古布阿蘇 手部密集修護霜118ml + 古布阿蘇 指精華14.8ml
贈古布阿蘇基礎保養（價值500元）

活動費用｜1,930元（原價2,430元）

報名方式｜請洽專櫃人員

造型剪髮+深層結構式護髮組合體驗價
9.27 Fri. - 10.30 Wed.｜B1F  UNI color_Hair salon 

源於日式職人精神，選用日本資生堂、Fiole草本親膚不敏感染膏，藉由職人之手，

將色彩風格與造型調和成日常美學。

活動費用｜1,500╱人(原價2,500╱人)  
報名方式｜LINE@unicolor或電話預約02-2723-0331
注意事項｜須提前預約

30分鐘經典SPA體驗
9.27 Fri. - 10.24 Thu.｜B1F  奇蹟莊園 

獨家30分鐘經典SPA
活動費用｜特價 660元╱人（原價 1,250元）

報名方式｜電話預約02-8789-3388 #1709
注意事項｜現場繳費

光療雙色美甲體驗
10.15 Tue. - 10.24 Thu.｜B1F  ALLOYA 

提供體驗可剝式雙色光療美甲．簡單快速．環保不傷手。

活動費用｜599元

報名方式｜加入愛若雅官方LINE＠預約 ID-@alloya
注意事項｜須提前預約

零基礎ok! 
縲縈圍巾+方巾（68×68cm）
9.27 Fri. - 10.24 Thu.｜5F 卓也藍染

初階染色紮染技法，使用舒適柔軟面料，紮染花紋獨一無二，來製作屬於自己的染藝紋樣吧！

活動費用｜1,380元（原價1,600元）

報名方式｜專櫃報名╱電話預約02-27228760
注意事項｜不可與其他優惠內容併用

美國油畫大師課程
10.11 Fri.｜5F 貝登堡手創館 

一年一度，特別邀請美國油畫大師來台授課，體驗大師級油畫技法，帶您在90分鐘內完成初階鬱金香

畫一幅（20×40cm），機會難得，場次座位有限唷！

活動費用｜消費滿16,000元，即可以2,500元加購或繳交10點報名美國油畫大師初階-鬱金香課程乙堂（ 
原價15點）；消費滿32,000元，即可免費體驗任一美國油畫大師課程乙堂

報名方式｜專櫃或電話預約02-2722-3297

小提袋手作體驗
10.01 Tue. - 10.24 Thu.｜5F cubic cross 

從布料開始，使用縫紉機，一針一線縫製專屬提袋；提手，包身皆有多色布料供挑選，可設計並製作

自己獨一無二的配色。（價格不含配件；現場有多款裝飾配件可另行加購）

活動費用｜680元（原價880元）

報名方式｜現場或電話預約 0906-628-953或網路預約https://www.cubiccross.com/booking
注意事項｜6歲以上即可參加（6歲以下需家長陪同）

兒童拼圖體驗～大手小手一起拼圖認識動物 
10.19 Sat. 14:00｜5F森活遊藝區 拼圖總動員

藉由拼圖訓練小朋友的耐心及手眼協調，慼受親子一起挑戰完成拼圖的成就慼。

活動費用｜200元（原價349元）

報名方式｜限額10組，請至專櫃報名繳費

注意事項｜建議3~6歲親子一同參加，體驗拼圖為動物園60片兒童大拼片拼圖×2幅（CLE21603）

童顏有機換季保養體驗
10.19 Sat. 15:00 - 16:00｜5F森活遊藝區  iGzen愛居人 

天氣變化不定之際，肌膚也跟著反覆無常嗎？快來報名聽聽童顏有機童顏長CP的換季保養

的小知識╱撇步，給你溫和又滋潤的選擇，帶著穩定的肌膚度過秋冬換季困擾吧！

活動費用｜免費

報名方式｜ 限額20人，免報名費，預約者優先入場。

                             請至專櫃或網路LINE@iGzen愛居人報名，請掃QRcode。

注意事項｜同意活動現場主辦單位將有側拍需求，並於網路平台有活動紀錄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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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湘｜B2F
享樂湘味3人套餐 （10%服務費另計）

推薦價1,820元

套餐供餐內容以實際菜單為主，訂位專線：02－2722－0583

池先生｜B2F
購買主餐+飲料 贈咖椰醬乙罐

（ 價值180元）

特價210-300元｜原價390-480元

NENE CHICKEN｜B2F
凡購買半半炸雞或半半半炸雞，

即可以99元加購最強點心組合

（NENE炸年糕+初雪薯條+特調

飲料4選1，原價184元）
HABIBI｜B2F
馬卡龍12入+3入禮盒

特價750元

原價1,000元

Supreme Salmon 美威鮭魚｜B2F
檸檬胡椒鮭魚排2入組（4片）

特價399元｜原價589元

Häagen-Dazs｜B2F
9.27－9.30、10.20－10.24
杯裝冰淇淋買三球送三球

特價350元｜原價700元

優惠僅限外帶，分杯裝以產品原價計算

K'space&Café｜1F
每日晚間6點後，任點啤酒乙瓶，

即招待佐酒小食

茶粒茶｜B2F
黃金薑黑胡椒粒

（ 90G）買4送1
特價6,000元

原價7,500元

滿哥甜品坊｜B2F

冰沙系列 買4送1
驓送口味依現場實際口味為主

天仁茗茶｜B2F
任選兩罐 阿里山茶／

凍頂烏龍茶（150g）

特價1,399元

原價1,600元

古典玫瑰園｜B2F
大師英國茶系列

特價第二件半價
原價1,300元-2,400元

三陽食品｜B2F
任選三包精選水果乾

特價600元｜原價720元

信義│Xin Yi│特蒐美食

COCO壹番屋｜B2F
炸豬排印度風特製絞肉咖哩+任選口味優酪乳飲料乙杯+
每日例湯、沙拉、甜點（擇一）         特價435元｜原價505元

温野菜｜4F
牛舌吃到飽

推薦價成人629+10% ╱兒童350+10%
15:50前入場

米澤製麵－
讚岐烏龍麵｜B2F
天婦羅系列8折起

Bonnie Sugar｜B2F
8吋水果拼盤

特價1,406元｜原價1,480元

MagiPlanet 
星球工坊爆米花｜B2F
玉米濃湯110g爆米花2入（限定桶裝）

特價250元｜原價300元

誠品咖啡 eslite Caf'e｜2F
外帶回甘冷泡茶買一送一

特價200元｜原價400元

agnès b. CAFÉ｜1F
綜合餅乾禮盒

推薦價1,280元

Diva Life｜B2F
買御璽珠寶盒45入

贈迷你珠寶盒15入

特價1,320元｜原價1,770元

STARBUCKS｜1F
單筆消費滿800元，即贈送星巴克摺疊收納袋；

單筆消費滿1,500元，即贈送星巴克保溫保冷袋兩
件組 （ 活動詳細規範依門市公告為主）

KIKI｜4F
剝皮辣椒雞湯

推薦價420元

幸修園｜B2F
經典輕食組合

（ 任選口味飯糰+
冰咖啡乙杯 ）+
歐洲經典咖啡6包

特價195元

原價275元

9.27─10.13│滿5,000 送500卓也小屋｜4F
卓也全家餐  推薦價1,588元+10%

LE BLE D'OR 金色三麥｜B1F
4人套餐  推薦價3,560元

（ 10%服務費另計）
可用150元／杯加購500cc啤酒，最多4杯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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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AHAStyle│4F

AHA St yle是一個創新、時尚的品

牌，簡約、原創的設計，對高品質產

品的執著，追求每一個細節，力求做

到最好。堅持給顧客最好的服務和售

後體驗。

【開幕優惠】滿500元現折50元；滿

1,000元折150元

Georg Jensen│1F

丹麥百年工藝的Georg Jensen Travel，
全球首次推出包款與旅行系列商品。

揉合經典元素及現代感設計，探索無

盡的旅程 永恆的Georg Jensen。

擺脫性別的隔閡，簡單中性的設計，

注重每個細節與整體散發的風格就是

Darker Than Black Bags希望帶來的設

計。

SWANZ│4F

2010 年 SWANZ 於新加坡正式成

立。以「健康也可以很簡單、很時

尚」為出發，保溫杯內膽乃採1200-
1 4 0 0 ℃高溫燒製，使陶瓷可以瓷

化，並且擁有更細緻的氣孔。讓消費

者使用後，不容易卡污垢與異味。

【開幕優惠】全面7折

Darker Than 
Black Bags│1F

ToySelect│4F

拓伊生活的宗旨就是『療癒』！拓

伊能成為一個獨特的品牌，是你我

共同打造的。拓伊生活旗下有兩大

品牌『 老娘系列及崩壞系列 』口碑

銷售優質商品。

MF by GCDC│1F

Eric Huang 將塗鴉與時尚深厚的背景

融合，為亞洲的街頭潮流注入新的元

素。曾與荷蘭藝術家合作，用無限的

塗鴉創意共譜出一個新概念的潮流品

牌。現在他想建立一個與藝術家們合

作交流的渠道。那就是 MF 。

OR.f. X OR. active│1F

OR.f. X OR. active法式浪漫優雅文青

時裝 Mix 韓國兩大網紅運動瑜伽品

牌。引進韓國國民品牌『 mula 』與

韓劇出鏡率最高的『Andar』，除了

重視產品的機能，更強調女孩生活與

運動間的時尚，將兩者的平衡，呈現

而出一個中性又不失甜美的搭配！

幸聞園│5F

以三姐弟為名，「幸福」為圓心構

築出的自然園地，秉持愛與呵護，

嚴選歐洲認證品牌，信守「有機、

環保、友善」三原則，為家人也為

我們生活環境盡力。

【 開幕優惠】正價商品全面95折（優

惠組合除外）

F.M Carol Cashmere │2F

F. M&Carol Cashmere 源自於快樂、

幸福的意思。如同我們的品牌概念，

抱持純淨天然，傳統古法工藝，前沿

老前輩的交代及標準。原汁原味的工

藝一代傳一代秉持對傳統工藝的堅持

與熱情。期待手創帶來的溫馨幸福感

覺，回歸最自然的原點。

東京豚極│B2F

日本東京トンテキ來台開設醬煎豬

排 專 賣 店 ， 有 別 於 傳 統 日 式 炸 豬

排，不裹粉、不油炸，少了麵衣包

覆更能嚐到厚切豬排的極致口感，

彷彿享用牛排一樣驚艷！【開幕優

惠】9.27-9.29點購主餐兩份即贈前

菜-泡菜豆腐乙份

Centifoli 法國貝貝│5F

Centifolia法國貝貝是來自於法國擁

有超過40年歷史的保養護膚品牌，

全系列產品皆獲得歐盟ECOCERT
最高榮譽Bio認證、總成分至少95%
為天然成分、至少10%為有機成分，

維護孩子及家庭各年齡層的肌膚健

康及保養。

nino│5F

台灣第一家代理歐洲嬰幼兒傢俱的

育兒品牌，耗時2年取得西班牙嬰兒

床、奧地利嬰兒床墊總代理，引進

許多風靡歐美的育兒優質選品，給

Baby們更無微不至的貼心呵護。

【開幕優惠】 滿額即贈SUNUVA寶寶

遮陽帽頂或德國高級針織被毯禮盒

Oui! Oui! 環保布尿布│5F

我們由愛出發，秉持天然有機、健

康透氣、易於使用的原則，嚴選歐

美 天 然 材 質 可 重 複 使 用 之 環 保 婦

嬰 用 品 ， 呵 護 寶 寶 的 同 時 也 不 忘

關愛媽媽。【開幕優惠】10.18~10. 
24Mama Koala布尿褲買5件送1件（ 
以現場為準，售完為止）

小森熊│5F

我們專營進口糖果，成立於 1 9 9 7
年。品牌超過20多種，產品亦超過

150多種。不論是產品的口感、品質

及專業的糖果保存與管理方式，我們

希望給消費者趣味與味蕾上的滿足。

【開幕優惠】凡消費滿250元（不限

商品）即贈Jelly Belly運動護腕乙個

Slider│5F

Slider滑來滑趣為碩捷國際所創立的

兒童滑輪動運玩具品牌，主要產品

有幼童嚕嚕車、滑步車、兒童滑板

車、蛇板以及聲光磨輪工程車；並

代理香港WinFun嬰童聲光電子玩

具，包含學步車、健力架、床吊鈴

及多功能遊戲桌…等玩具。

三陽食品│B2F

為了讓吃肉成為謝爸爸最幸福的期

待，而開始素食產品的研發。從而

生產口感像真肉一樣的素蹄筋，讓

大家品嚐幸福的同時，能夠吃得健

康、吃得安心。【開幕優惠】任選

三包人氣暢銷組-豆乾類、蜜餞特價

400元

窩巢咖啡│B2F

從生豆精心挑選，烘焙適當風味。

新鮮呈現，用心沖煮。讓來自各地

的人，都可以找到一處休息之地。

為 您 提 供 一 杯 好 咖 啡 。 【 開 幕 優

惠】咖啡飲品第二杯半價，咖啡豆

及器具8折

蔬坊│B2F

The Greenery 蔬坊，來自澳洲，多

種沙拉及輕食新鮮製作，搭上獨家

沾醬。還原食材的新鮮原味，是中

午 晚 間 的 餐 點 新 選 擇 ！ 【 開 幕 優

惠】消費滿300元，即贈送沙拉升級

券乙張（送完為止）；輕食任選2種

口味特價250元

MAJIDE
昭和鐵板食堂│B2F

『マジで』是日本流行用語，奇蹟

般的鐵板料理組合，堅持用好肉好

菜好水好米，獨門熬製的照燒醬不

加一滴水！在我們的餐點當中，沒

有配角！每一樣都是主角！【開幕

優惠】凡點餐即贈牛蒡天婦羅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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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訊息
SPECIAL
DISCOUNT

OLIVIA YAO JEWELLERY
耳環買一送一

購買任一款耳環即贈

Gold Hoop乙副

（ 價值1,080元，數量有限）

 
Winnie Jewelry
9.27-10.01維多利亞復古系列

全面買一送一（以高單價計，不

可與其它優惠、折扣併用）

 
MAISON PROMAX
正價商品單筆消費滿15,000元，即

贈LESTAT/ FLASH壞蛋包
（ 不累贈）

 
STARBUCKS
憑信義店當日全館單筆消費滿1,000
元發票，即享點購兩杯相同口味╱

容量╱冰熱皆一致的飲料，其中一

杯將由星巴克招待您（活動詳細規

範依門市公告為主）

 
華真珠
全面7折起，加購第二件商品9折

（ 特價品除外）

K'space
凡購買KL系列床組即可以5,980元

加購K's索菲特索菲特Outlast多功能

鵝絨記憶複合枕乙對

 
Urban Lazy
全品項享95折，同系列商品任三件

享88折（以現場款式為主）

消費滿3,500元即贈滿額禮；滿5,500
元加碼抽獎乙次；滿6,000元現抵

600元；滿10,000元現抵1,100元

 
Tiimec
9.27-10.03
消費滿5,800元現抵800元；滿8,800
元現抵1,600元（Daniel Wellington
品牌不列入此活動）

 
BAGMANIA
9.27-10.10新品全面85折

10.11-10.24新品全面9折

10.11-10.17消費滿10,000元現抵700
（ 依此類推）

消費滿10,000元即贈品牌帆布袋乙

只；滿25,000元即贈星星毛毯乙只

ASH
9.30-10.24
購買指定鞋款ADDICT即可以390
元加購ASH潮襪乙雙（ 指定色襪子 )

 
FEDE
精選商品5折起，

早秋新品獨家9折起 
消費滿10,000元即贈限量設計師
小圍巾乙條（限量送完為止）；滿

20,000元即贈限量AHAVA旅行
組乙組（限量送完為止）

 
Darker Than Black Bags
10.11-10.24
消費滿5,000元即贈500元折價券；

滿10,000元即贈品牌帆布購物袋
乙只；滿15,000元即贈品牌真皮
鑰匙圈乙個

AHAVA
消費滿5,000元即贈海水潤洗髮
精40ml+潤髮乳40ml乙組；滿

8,000元即贈AHAVA明星旅行
組（純淨全效卸妝乳30ml+海水潤

護手霜40ml+杜氏鹽藻柔膚清潔面

膜8ml+A H AVA經典隨行包）乙

組；消費滿10,000元即贈AHAVA
品牌環保帆布袋+海水潤洗髮
精40ml+潤髮乳40ml+海水潤護
手霜40ml+礦泥淨化保濕面膜
8ml+礦泥修護清潔面膜8ml

 
九本草
全面8折

消費滿3,000元即贈九本草膠原蛋
白面膜三片；滿5,000元即贈 九本
草黑松露洗面乳乙支

 
TAIWANIZE
全品項3件79折

消費滿8,000元即贈耐刺Sport.健
身搖搖水壺乙個（限量20個）

 
Be*U
訂鞋9折；滿5,000元現抵800元

1F  

 

PERTH'S KEY
全系列商品 85 折 （ 不可與其它優惠

併用）

 
Vanger
每雙鞋款現折188元（可與Vanger
會員╱誠品人會員優惠併用）

PEPPER'S
9.27-10.13 全面8折

消費滿2,000元即贈新款 PEPPERS 
品牌織帶鑰匙圈乙份；滿5,000元

即贈點點尼龍零錢包

 
QUEEN OF SHEBA
9.28-9.29
乳香精油買一送一
乳香香水油買一送一
乳香純皂買三送三

 
BsaB
消費滿1,800元即贈香氛噴霧隨身
瓶10ml （價值360元 ）；滿2,500元

即贈BsaB 現金抵用券200乙張；

滿3,500元即贈精油擴香組50ml
乙組（價值980元 ）；滿8,800元即

贈精油擴香組 200ml乙組 （價值

2,680元）

 
Salad / TOUGH
全面7折；消費滿6,000元即贈

SALAD 鑰匙圈乙只；單筆滿

10,000元現抵500元（以此類推）

9.27-9.30包款買一送一
9.27-9.30、10.04-10.06、10.11-10.13
皮衣第二件1元（結帳金額依排序

最高價計算）

牛仔褲╱包款全面6折

Lebebe'
全系列商品95折

 
Les nez 香鼻子
全品牌商品第二件79折

消費滿6,000元即贈美體精華乳
75ml乙瓶；滿9,000元即贈古法液
體馬賽皂500ml大容量乙瓶

 
Mondaine
10.11-10.24
全面8折

（ 限購正價商品，特價品除外）

消費滿6,000元即贈瑞士國鐵直
式鏤空牛皮證件套-十字紋黑
乙只；滿20,000元即贈瑞士國鐵
Urban牛皮長夾-十字紋藍乙只

 
VESSEL BAG
消費滿5,000元即贈VESSEL刺繡
帽子乙頂

 
Jia Plus
全面9折（特價及部分商品除外）

消費滿5,000元即贈抵用券400元

B1F  

B1F  

 

信義店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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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訊息
SPECIAL
DISCOUNT

2F  

4F  

 

Bonnie Sugar
消費滿350元即贈馬琳糖花乙支

 
SADOMAIN 仙德曼
消費滿1,000元即可以99元加購樂悠

運動水壺乙只（價值200元）

 
東京豚極
打卡按讚東京豚極臉書粉絲團，立

即招待飲料或小菜乙份

 
Häagen-Dazs
購買冰淇淋蛋糕5吋(含)以上享85折

 
梅子世家
消費滿3,888元即贈

梅仔丸270g乙包；

滿5,888元即贈

老梅汁350ml乙瓶

 
ISLANDER夏威夷咖啡
KIT T Y限量濾掛咖啡10入禮盒，

特價499元（原價600元 ）；消費滿

1,000元即贈熔岩濾掛雙包組精美

小禮盒乙份

5F  

  

5F  

B2F  

Bhome
10.11-10.24
比利時Baobab蠟燭消費滿20,000元

即贈 Baobab旅行香氛30ml乙個

 
巢家居
憑信義店全館不限消費金
額發票，即可以499元購買

ro╱ANCHORAGE contrast 
pouch 收納包乙只（原價1,050
元，限量100只）

 
F.M&Carol cashmere
9.30-10.24
絕色英倫系列100%CASHMERE圍

巾披肩特價1,999元

（ 依現場款式為主）

框框
任兩副眼鏡折抵688元

（ 特殊款除外）

 
Isha Jewelry
10.9-10.24
消費滿1,500元現折100元；滿2,500
元現折200元、滿3,500元現折300
元

Ultrahard 超硬
消費滿2 , 5 0 0元即贈品牌小禮乙

份；滿5,000元即贈品牌書袋or托
特包乙只（送完為止）

 
Beau Jewelry
凡消費滿1,500元即可以499元加購

黃銅菱形片耳環（原價680元）；

999元加購14K包金微笑珍珠手鍊 （ 
原價1,180元）；1,099元加購純銀

芒星鎖骨練（原價1,280元）  

 
Fuku Fuku
全面85折（特價商品除外）

消費滿5,000元即贈化妝包乙個

 
Fuku Fuku Jewelry
全面商品1件9折╱2件85件╱3件8
折（特價商品除外）

消費滿1,000元即贈Tous 淡香水針
1.5ml乙份

 
薑心比心
消費滿2 , 8 0 0元即贈薑芬好禮乙

份；滿3,800元即贈薑心好禮乙份

沐時光
消費滿3,000元即贈溫泉皂金盞花
乙顆或櫸木皂盤乙個；滿8,000元即

贈溫泉泥萃洗髮精500ml乙瓶

 
貝登堡手創館
貝特魔荳 消費滿16,000元即贈原價
1,500課程（3點）；滿32,000元即

贈原價3,000元課程（6點）以及平
日上課券10點；滿64,000元即贈原
價4,500元課程（9點）以及平日
上課券30點，滿額好禮再加碼送。 

 
貝登堡手創館
DIY消費滿3,000元即贈任選CDE
尺寸印章乙 款  ( 價 值 3 0 0 元 ） 或

Santoro-G娃緞帶乙組 (價值330
元)；滿5,000元即贈夜光熱縮片
TP-004（價值700元）乙包或英國
Santoro品牌G娃12吋美編紙
GOR 160900（價值650元）乙個；

滿8,000即贈英國Santoro品牌創
意卡片組合GOR166900（價值980
元）或多方位磁力打孔器HCP-
903（價值950元）乙個

Diva Life
消費滿600元即贈銀饌乙入禮盒（ 
價值100元 ）；滿2,000元即贈金幻紫
27入禮盒（價值750元）

B2F  

拼圖總動員
購買拼圖加框可享85折

消費滿3,000元即贈300片拼圖指
定款乙盒；滿4,000元即贈500片
拼圖指定款乙盒；滿5,000元即贈

1000片拼圖指定款乙盒

 
卓也藍染
藍染手工鞋款全系列85折

手繪可愛藍染童裝85折

Mr.Fossil
摘下星星送給妳 -  隕石飾品系列

滿5,000元即贈Hansa猩猩乙隻

有你的菊 - 菊石系列商品買三送一
微觀世界的白堊紀 - 購買蟲珀系列商

品即贈電子放大鏡乙件

 
Baby Garden
全面85折（ Shnuggle 不列入此次活

動 )；消費滿5,000元即贈俏皮小包
包乙只；滿10,000元即贈洗髮沐浴
露乙瓶

 
cani
消費滿 5,000 元即贈迷你豬搖鈴；

滿10,000元即贈愛睡豬玩偶

 
Yogibo
消費滿18,000元即贈悠式方型抱枕
（價值1,180元）；滿28,000元即贈圓
柱長抱枕（價值1,980元）

 
Hansa Creation
9.27-10.10
兩棲爬蟲系列商品全面9折

10.11-10.17 恐龍系列商品全面9折

10.18-10.24  鳥類系列商品全面9折

moshi
消費滿2,500元即贈

Moshi帆布購物袋乙個

 
聽見幸福音樂盒
MIDENE立陶宛薰香瓦房系列

滿千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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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筆

刷卡分期零利率 2019.9.27 Fri. - 2020.1.02 Thu.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見現場公告或詢問專櫃人員

單筆消費滿 3,000 元以上

享 3 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 6,000 元以上

享 6 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 12,000 元以上

享 12 期零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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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信用卡適用 )、合作金庫、台灣中小企銀、聯邦
銀行、滙豐銀行、台新銀行、凱基銀行、星展銀行 (澳盛信用卡適用 )、
臺灣銀行、土地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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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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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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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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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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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

ISA

金
融
卡
同
享

滿 8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500 元
乙份，限量 3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3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5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注意事項：●使用街口支付及 LINE Pay消費恕不得兌換刷卡滿額禮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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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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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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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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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邦銀行 VISA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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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Cash及 Happy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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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於誠品信義店、敦南店、松菸
店、南西店單店消費累計，恕不得跨店累計，超過金額無法累計兌換，下述消費恕無法累計兌換：誠品畫廊；誠品講堂；誠品行旅；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信義店｜
B2F-屈臣氏 Watsons；松菸店｜ 1F-台灣大哥大門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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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場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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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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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0 份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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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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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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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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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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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 用 說 明 依 券 面 為 主 ）

※

僅
限
分
期
刷
卡
兌
換

單筆分期滿 15,000 元

贈威秀影城電影票
乙張，限量 300 份

滿 30,000 元且分期，

加贈威秀影城電影票
乙張，限量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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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期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分期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

僅
限
分
期
刷
卡
兌
換

※

分
期
禮
恕
不
加
贈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80 份

分期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5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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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620 份

滿 4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600 元
乙份，限量 260 份

滿 5,000 元贈

樂活玻璃隨身杯
乙個，限量 700 份

※

限
信
義
店
、
南
西
店
兌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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