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10.22Thu.- 11.22 Sun.
高雄悦誠店
kaohsiung joy plaza store

2020

10.22Thu.- 11.25Wed.
高雄大遠百店
far eastern department store

10.22Thu. – 11.01Sun.

高雄大遠百店
滿6,000加送200

SPECIAL
CAMPAIGNS
FOR
eslite MEMBERS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10.22 Thu. - 11.10 Tue.

會員限定
滿千送百
高雄大遠百店

5,000元送500元電子抵用券乙份。

誠品會員，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x2張

抵用券使用期間：2020.10.22 Thu.–11.25 Wed.止，逾期無效。
●本活動恕不與其他滿額活動重複兌換。●「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僅限誠品生活高雄大遠百店使
用，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滿1,500元，可使用乙張，單筆滿3,000元可使用二張，並以此類推：誠品書
店。●使用抵用券消費之金額，恕不列入停車折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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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進行折抵。

10.22 Thu. - 11.01 Sun.

誠品會員，

首11日會員獨享
專櫃加碼

元加送
於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消費
內含│專櫃限定200元電子抵用券x1張

6,000

200元電子抵用券乙份。

抵用券使用期間：2020.10.22 Thu.–11.25 Wed.止，逾期無效。

高雄大遠百店
●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亦不得使用抵用券：誠品書店。●使用抵用券消費之金額，恕不列入停車折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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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會員卡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進行折抵。

11.05 Thu. - 11.22 Sun.

百貨共慶
滿千送百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3,000元送300元百貨抵用券

滿

高雄悅誠店

●抵用券兌換及使用方式依百貨公告為主。●抵用券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10.22 Thu. - 11.04 Wed.

金卡／黑卡會員，

會員專屬
樂趣玩味禮

當日累計消費滿

高雄悅誠店

2,600元，即贈SN填充牙刷組乙份。

(價值250元)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限量50份，兌完為止。●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
expo。●恕不與「NYA-要去哪裡 聯名企劃」、「會員專屬 誠品行旅 美食驛站」活動重複兌換。●贈品
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

38,000元，

11.02 Mon. - 11.25 Wed.

金卡／黑卡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

會員專屬
豪華滿額禮

即贈

高雄大遠百店

RICHMORE氣炸鍋+豪華12件配件組乙份。

(價值4,760元)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乙次，限量2份，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發票恕不列入活動累計：誠品書店。●本活動
恕不與「滿千送百」、「NYA-要去哪裡 聯名企劃」、「會員專屬 誠品行旅 美食驛站」重覆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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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活動僅適用台灣申辦之會員卡，台灣以外之海
外會員卡恕不適用。●金卡會員／黑卡會員專屬活動消費累計限升等金卡會員／黑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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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店別｜ 高雄大遠百店、高雄悅誠店

兌換地點｜ 誠品書店服務台

會員專屬
誠品行旅 美食驛站
10.22 Thu.-11.04 Wed.
高雄悅誠店

11.11 Wed.-11.25 Wed.
高雄大遠百店

圖片僅供參考非實際餐點

金卡／黑卡會員，當日單店累計消費滿額，即享指定回饋：

8,000元，即贈誠品行旅The Chapter Café

滿

巴洛克花園雙人下午茶 乙份
(價值1,430元)

20,000元，即贈誠品行旅The Chapter Café

滿

無國界饗樂單人晚間套餐 二份
(價值3,960元)

36,000元，即贈誠品行旅雅緻客房住宿乙晚

滿

(價值20,196元)

【本活動需至服務台進行登記】

活動詳情

高雄大遠百店限定

限時換好物

●活動期間每卡(限同一身分ID)各門檻限兌換乙次，單張發票限換單一門檻贈禮。●本活動需至服務台進行登記，將於2020.11.20 Fri.─高雄悦誠店／
2020.12.11Fri.─高雄大遠百店以電子券型式匯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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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
專櫃如有異動，請以現場公告為準：高雄大遠百店─誠品書店、高雄悦誠店─誠品書店、expo。●本活動恕不可與以下活動重覆兌換：高雄大遠百店
─「NYA-要去哪裡 聯名企劃」、「會員專屬 豪華滿額禮」；高雄悦誠店─「NYA-要去哪裡 聯名企劃」、「會員專屬 樂趣玩味禮」。●「誠品行旅
TheChapterCafé巴洛克花園雙人下午茶電子兌換券」、「誠品行旅TheChapterCafé無國界饗樂單人晚間套餐電子兌換券」使用期限至
2021.03.31 Wed.，本券不分平假日皆可使用，唯2020.12.24 Thu.-12.25 Fri.平安夜及聖誕節、2020.12.31 Thu.-01.03 Sun.跨年元旦連假、
2021.02.10 Wed.-02.14 Sun.農曆新年期間、2021.02.27 Sat.-03.01 Mon.228紀念日連假恕不適用，依誠品行旅公告為主。●「誠品行旅雅緻客房住宿
電子兌換券」使用期限至2021.03.31 W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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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30 Wed.-2021.01.03 Sun.
跨年期間及2021.02.11 Thu.-02.16 Tue.農曆新年期間恕不適用，依誠品行旅公告為主。

100點
薑心比心手工皂

價值190元│限量35份

250點

300點

茶籽堂洗手露

幽靈雙層杯

價值480元│限量25份

價值590元│限量25份

金卡／黑卡會員，當日單筆消費
滿

500元＋誠品點指定點數，

即可兌換好禮：

10.22 Thu. – 11.22 Sun.
高雄悅誠店
●活動期間，各品項每卡限兌兩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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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限指定店別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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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悦誠店限定

10.22 Thu.-11.25 Wed.
高雄大遠百店

30點
原木手機座

價值50元│限量40份

100點
環保餐具組

價值220元│限量30份

自信

這就是我的伸展台

OneHalf｜高雄大遠百店
任選女裝搭配飾品

9

特價 折│原價1,140-1,680元

OneHalf｜高雄大遠百店
墨鏡系列

690元

推薦價

元
590-990

｜ 高雄大遠百店
OneHalf

折 ｜原價
95

任選帽子／包包

特價

POPO CALUN.h｜高雄悦誠店
皮革蝴蝶結草帽

980元│原價1,480元

特價

OneHalf｜高雄大遠百店
休閒女鞋系列

690-990元

推薦價

COWA｜高雄大遠百店│屏東店
皇家藍側背／肩背包

POPO CALUN.h｜高雄悦誠店

特價一件

特價

55折，二件48折│原價7,980元

寶藍設計款皮革手提包

3,680元│原價4,200元

昆蟲／植物系列上衣

元
1,980-2,180

焠紉繡裁設計工作室 ｜高雄

8

特價 折 ｜原價

美觀飾物所 ｜ 高雄悦誠店｜ 屏東店

元 ｜原價
1,390

純銀珍珠項鍊耳環組
925
元
1,540

特價

店
SOGO

｜ 高雄大遠百店｜ 駁二店
W.wear

元／只，
元／兩只
2,280
3,880

元／只
2,670

任選錶款

特價

原價

Caltan Design｜高雄大遠百店｜高雄悦誠店
ㄇ型拉鍊式名媛風真皮長夾

1,980元│原價2,500元

特價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❶

元
1,280

｜ 高雄悦誠店
POPO CALUN.h

元 ｜原價
980

寶藍皮革項鍊

特價

❷

❶ 羅亞戴蒙｜高雄大遠百店
電暈你手環
特價

2,450元│原價3,300元

限量5組

❷ 羅亞戴蒙｜高雄大遠百店
小幸運項鍊

1,700元│原價2,150元

特價

限量10組

POPO CALUN.h｜高雄悦誠店
宮廷皮革側背包

Caltan Design｜高雄大遠百店｜高雄悦誠店
時尚輕巧三用真皮背包

COWA｜高雄大遠百店│屏東店

特價

特價

特價

9,600元│原價12,000元

3,880元│原價4,600元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真皮手提包

6,400元│原價12,800元

選配

為日常來點小!加!分!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元
2,600

元
750

｜ 高雄悦誠店
POPO CALUN.h

元 ｜原價
660

旅行皮革手腕包

特價

誠品書店｜高雄悦誠店

AVIOT TE-D01i真無線藍牙耳機(薄荷綠)

3,290元

推薦價

VIOT全系列皆由日本音頻職人針對亞洲人聽覺特性進行調音，
每款耳機均獲得日本音響奧斯卡(VGP)大賞肯定，
兼具優異音質及時尚外型，深受專業音樂人及粉領族喜愛推薦。

大圓圈家鑰匙環

W.wear｜高雄大遠百店│駁二店

特價

特價 折│原價1,280-2,480元

木製錶盒系列

880元│原價1,180元

4

expo誠品生活文創平台│高雄悦誠店│駁二店
微醺斑比-雙面刺繡漁夫帽(熊／海龜)

774元│原價880元

特價

POPO CALUN.h｜高雄悦誠店
掛勾集線器

198元│原價220元

特價

Caltan Design｜高雄大遠百店│高雄悦誠店
雙肩式時尚紐約客真皮兩用後背包

expo誠品生活文創平台│高雄悦誠店
小日子-皺皺布肩側背包

POPO CALUN.h│高雄悦誠店

特價

特價

特價

5,980元│原價7,500元

｜ 高雄大遠百店｜ 高雄悦誠店
Caltan Design

1,500元│原價1,950元

特價

真皮英倫風雙釦式多功能長夾

元 ｜原價
1,980

時尚男仕風格真皮短夾

POPO CALUN.h│高雄悦誠店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特價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Caltan Design｜高雄大遠百店｜高雄悦誠店

559元│原價699元

旅行皮革腰包

2,280元│原價2,480元

元
1,850

英國糖果屋 ｜ 高雄悦誠店

買一送一｜原價880元／件

大容量手提袋
THORNBACK & PEEL

元 ｜原價
1,360

my little star包屁衣全系列

＋同款隨身糖果包＋任選英國糖五包

特價

expo誠品生活文創平台｜高雄悦誠店

隨心所欲

出走的

｜ 屏東店
Himalaya

｜原價

苦楝薑黃香皂

買一送一
元
70

expo誠品生活文創平台｜高雄悦誠店｜駁二店
大春煉皂-春月森林全系列110g

340元／件│原價380元／件

Rasasi｜高雄大遠百店

皇室經典眷侶系列小香禮盒

1,290元│原價2,980元

特價

特價

Rasasi｜高雄大遠百店

香水皇后濃情薰香燈組

2,980元│原價7,470元元

特價

沙棘美妍｜高雄大遠百店

果漿精華隱形面膜6片＋果漿黑瓷娃娃面膜6片

1,000元│原價1,260元

牛仔飲料提袋／包中袋

300元│原價420元

特價

特價

❶

焠紉繡裁設計工作室｜高雄SOGO店
限量10個

❷

❶｜ 沙棘美妍｜高雄大遠百店｜植萃健髮洗髮露500ml二入，特價

❸

❹

❺

1,000元｜原價1,360元 ❷ ｜expo誠品生活文創平台｜高雄悦誠店｜手工糠皂-米萃
842 元／瓶｜ 原價 990 元／瓶 ❸ ｜ 沙棘美妍 ｜高雄大遠百店｜防護亮采隔離霜組二入，特價 1,650 元│原價1,960 元
❹｜ 沙棘美妍｜高雄大遠百店｜超導艾地苯油組，特價2,500元│原價3,180元 ❺ ｜ Rasasi｜高雄大遠百店｜香水精油20ml(Attar Mubakhar Green指揮
家、Attar Al Oudh Red交響樂)，特價990元／瓶｜ 原價2,480 元／瓶

美膚油全系列 100ml ，特價

開箱 心生活

英國糖果屋｜高雄悦誠店

英國糖果屋｜高雄悦誠店

THORNBACK & PEEL 甜蜜下廚三件組＋任選英國糖二包
特價4,250元│原價5,160元

THORNBACK & PEEL
琺瑯杯+糖果鐵盒組＋任選英國糖十包
特價

1,200元│原價1,420元

含圍裙二件、茶巾二條、烤箱手套二個、糖果鐵盒二入，一起快樂享受下廚做菜的滋味。

給生活一個全新定義

誠品書店｜高雄大遠百店

PADDYWAX Persona系列
誠品會員9折｜原價1,080元

Lab' 遠百｜高雄大遠百店

雙人下午茶套餐
雙人份鬆餅和水果＋兩杯熱美式(其他飲品補差額)

650元

Lab' 遠百｜高雄大遠百店
冰西西里咖啡

130元

推薦價

推薦價

WHISKY LIBRARY &Café｜高雄悦誠店
任購30ml外帶分享酒二瓶以上

7

8

品牌會員 折，非會員 折│原價600-6,840元

WHISKY LIBRARY &Café｜高雄悦誠店
櫃內品飲咖啡／茶飲

9

特價 折│原價180-260元

攝取咖啡｜高雄SOGO店

單一莊園有機大吉嶺紅茶(冰)＋70%比利時巧克力修多

250元

推薦價

❶ Ficelle｜高雄大遠百店

讓光芒與曲折為伍－重生－耳環

❶

1,390元│原價1,690元

特價

限量3副

❷

❷ Ficelle｜高雄大遠百店

深愛白雪－月光－項鍊

1,290元│原價1,590元

特價

限量3件

❸ Ficelle｜高雄大遠百店

❸

深愛白雪－月光－手鍊

1,290元│原價1,590元

特價

限量3件

POPO CALUN.h｜高雄悦誠店
大眼娃磁鐵開罐器

100元｜原價150元

特價

創意美術｜高雄大遠百店

雷諾瓦拼圖文化坊｜高雄大遠百店｜屏東店

購買風景進階班十幅，
贈加大12F+風景套組乙套或6,000元現場商品

月光音樂會／達洋貓拼圖

30,000元起｜原價60,000元

888元｜原價999元

特價

折扣訊息

特價

限量20組

SPECIAL
DISCOUNT

高雄大遠百店

高雄大遠百店｜屏東店

OneHalf

Caltan Design

COWA

耳環可免費改夾式

全館85折

定價12,000元以上商品享8折
購買7折以上商品，

全館商品任選二件95折

創意美術

BOB ROSS風景DVD套組，買一送一

高雄SOGO店
Pintoo

購買原價商品任二件以上，
現享9折優惠

10.15-11.22

當日累計消費滿3,300元，現折300元
單筆消費滿4,200元，
即可成為品牌一年期VIP會員
(限量80名)

第一件9折，第二件8折

折扣後達12,600元現折300元
購買7折以上商品，
折扣後滿8,800元贈品牌保鮮盒
(限贈乙份，送完為止，顏色隨機)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小蝸童裝｜高雄悦誠店
開幕活動｜

指定商品 7折

是一個充滿童趣的小清新童裝品牌，
優質舒適材質，款款讓人驚艷，可以
有多種搭法，還能給寶貝創造不同風
格，快來小蝸找出屬於寶貝的穿搭時
尚吧！

Ficelle｜高雄大遠百店

Craftsman Workshop｜高雄大遠百店

即日起至 10/30，
單筆消費滿 2,000元現折100元

單筆消費滿 2,000元，
贈皮革製物盤或牛皮鑰匙圈乙個
(隨機贈送，恕不挑款，贈完為止。)

開幕活動｜
服飾、包款任選 2件 8折

開幕活動｜

10/15-10/31

Ficelle 取自法文，以天然石搭配黃
銅，加上水晶、鋯石、淡水珍珠等
手工輕珠寶，樣式簡約卻低調不失
華麗，落落大方。

平凡的生活，享受著不凡的細節。
創新經典與復古，讓每個作品皆有
獨特的風格。

采盈生活館｜高雄大遠百店

桃子害喜｜駁二店
開幕活動｜

開幕活動｜

系列耳環，單筆消費滿 2,500元，
贈耳環收納盒乙件

單筆消費滿 3,000元，
贈造型玻璃水壺乙件。

歡迎來到桃子害喜商店！
或許，你正在尋覓一個全新樣貌、
思考跳脫框架，就讓桃子害喜帶你
走出自信！展現最獨特的你！

不過度包裝， 精心挑選穿著舒適的
鞋款與服飾，秉持讓顧客買到最好
的商品。

幸福蛋Happinessegg Venusofi 維娜索菲｜駁二店

懿品乳酪菓子手造所 Pali Pali｜駁二店

單筆消費滿 3,000元，贈幸福蛋Happinessegg果乾隨手包乙份

凡購加州乳酪，贈乳酪球9入(價值 120元)

(口味依現場為主，恕不挑選。)

八蒜包 推薦價 75元／入

喜愛簡約歐式、追求自然、唯美與些許浪漫，帶入小巧療癒
元素點綴，相信每份單純美好，都有屬於各自的獨特，期盼
透過生活中所激發的靈感融入創作，讓花朵與手製的天然美
好滋味，為日常增添更多色彩與甜蜜口味。

最強聯名的美味
懿品乳酪嚴選新鮮食材，秉持不添加任何防腐劑、色素或人工
添加物，攜手來自台中專精燻製、熟成的複合式肉舖-柴窯火腿
製造所，用對的食材打造無負擔餐點，享受最美好的時光。

×

開幕活動｜

×

開幕活動｜

2020.
10.22Thu.11.22 Sun.

●本活動僅限於高雄大遠百店／高雄悦誠店單店累計兌換。●加價購／滿額贈：每卡／每日各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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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或
三聯式之轉開發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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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參加，恕
不得重複兌換。●加價購僅接受振興券紙券／現金／誠品禮券結帳，恕無法接受其它結帳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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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人會員活動，僅限適用台灣申辦之會員／累計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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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