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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文化中心店2F誠品生活服務台

文化中心店

11.13 Fri. - 11.30 Mon.

點點成金
誠品點換購物金

誠品會員

250點，即可兌換5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可累計兌換。

扣誠品點

抵用券使用期間：2020.11.13 Fri. - 2020.12.31 Thu.止，逾期無效。

【本活動需本人持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至2F誠品生活服務台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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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後恕無法取消及
退回。●本券限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使用，惟不適用於1F-德誼數位；2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
店、誠品音樂。以上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本券為無償發行之電子抵用券，不受禮券定
型化契約之規範。●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間：2020.11.13 Fri. - 2020.12.31 Thu.止，逾期無效，抵用券詳
細使用方式請見券面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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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券之抵用金
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停車折抵及其它活動之累計消費金額。

11.13 Fri. 2021.1.03 Sun.

展現心意
暖心獻禮

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

本券適用於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
使用期限：2020.11.13 Fri.－2020.12.31 Thu.止，逾期無效

券面僅供示意參考

金卡／黑卡會員

22,000元，

當日累計消費滿

recolte 經典咖啡機乙台。

即贈

(價值1,990元)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限量6份，兌完為止。●贈品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以下
專櫃消費金額數不列入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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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恕不與其他滿額禮重複兌換。

12.01 Tue. - 12.24 Thu.

誠品會員至誠品人APP專區或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

誠品點好好兌
慶祝每一天

LEGO 75978 哈利波特系列 斜角巷（價值12,000元，共1組）
LEGO 71360 超級瑪利歐系列 瑪利歐冒險主機（價值1,600元，共1組）

10點，即可兌換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抽中24個好禮，如：

憑誠品點

活動期間參加抽獎，
即有機會再抽中

前往點數專區

iPhone12 128GB（價值28,500元，共1支）

●此活動需先登入誠品人APP或迷誠品網站方能參與點數兌換，首次登入迷誠品網站請先註冊網路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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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筆加購兌換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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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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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8 F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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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8 Fri. - 2021.2.14 S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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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每卡(限同一身份ID)限乙次 iPhone12 128GB 抽獎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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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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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卡 金
卡 黑卡 小童學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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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活動

THEME
EVENT

We can be anything ‧ 想像的堆疊
12.19 Sat.｜13:00-14:00｜文化中心店3F挑空區走道

前往報名專區

耶誕積木創作體驗───
用天馬行空的創意堆疊出小雪人，陪大家過耶誕！

關於耶誕節，我們總有許多想像與期待，喜歡那一串串閃亮的耶誕燈飾和掛滿叮叮噹鈴噹的耶誕樹，就像一場愉快的樂
章。今年耶誕節，誠品生活特別邀請樂高積木創作職人—戴樂高老師，以樂高積木堆砌打造出一個充滿無限想像的創意
耶誕。
●活動名額：限額10名，額滿為止。●活動費用：250元(含教學費及材料費)。●樂高成品尺寸：約10×10cm，僅供參考，實際尺寸以實物為
準。●請於活動前至活動網頁填寫報名表並繳交報名費。●耶誕積木體驗活動名額有限，看更多場次及報名方式請洽迷誠品網站。

Best wish for you ‧ 動物過耶誕

11.13 Fri.-2021.1.03 Sun.｜文化中心店2F服務台旁藝廊道
以動物為主題的100天連續創作計畫，
台南在地插畫家阿加推出全新耶誕動物創作，邀請大家一起來蒐集！

10點即可以80元加價購耶誕系列動物明信片二入乙份

誠品會員，扣誠品點

●限量75份，售完為止。●加價購僅接受現金 誠品禮券 振興券紙券結帳，恕無法接受其它結帳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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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點

文化中心店│小處茶作

波哥30週年紀念鉛筆二支

限時換
好實用耶誕好禮

價值60元│限量200份

誠品人點數，
紀錄著構築美好生活的軌跡，
也為即將啟程的夢想，整裝出發！
文化中心店

11.13 Fri. - 2021.1.03 Sun.
南紡店

11.26 Thu. - 2021.1.03 Sun.
●活動期間，各品項每人每卡限兌 2 份。時光小屋
夜燈文化中心店限量70份、南紡店限量30份；舒活
盥洗包文化中心店限量47份、南紡店限量20份，兌
完為止。●加價購僅接受現金 誠品禮券 振興券
紙券結帳，恕無法接受其它結帳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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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質｜陶瓷、尺寸｜10.5×10.5×15cm

500 點 or 50 點＋299 元

文化中心店

時光小屋夜燈

南紡店

價值499元│共限量100份

內含｜立體盥洗包17×19×6cm
AVEDA迷迭薄荷旅行組30ml×3入

800 點 or 100 點＋399 元

文化中心店

南紡店

療癒舒活盥洗包

價值790元│共限量67份

誠品禮物節

We can be
Anything
2O2O禮物節 ╳ 插畫家林行瑞
2O2O禮物節「We can be Anything」主視覺特
邀馬來西亞插畫大叔《Overthink就是想太
多》作者林行瑞創作，他的「想太多」多了
點幽默，也在擁抱差異中碰撞出笑容。一起
聽他聊聊如何擁抱自己的「想太多」，及創
作背後的深刻思考。

夢想的生活不一定只在遙遠的未來，
它也可以是現在
我出生在一個非常小的鄉村，雖然從小就喜歡畫
畫，但就只是一直把它當興趣而已。直到大學即
將畢業，開始思考人生方向，讀到墨西哥漁夫與
商人的寓言故事（註），帶給我「夢想的生活不一
定只在遙遠的未來，它也可以是現在」的啟發。
從那天起，便決定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每天和自
己喜歡的人在一起。

不容易的一年，更渴望療癒地球、
貼近土地
2O2O年是個不容易的一年，收到「We can be
anything」這主題的時候，腦裡浮現的是：「如果
我能夠變成任何東西，我希望自己是什麼？」我希
望自己能成為超級英雄幫助有需要的人、希望自己
能帶給世界正能量、希望我的擁抱能療癒地球、希望
人類能夠了解我們只是這地球的一小部分，世界因為

我選擇把「想太多」的能力轉移在畫畫上，別去
專注在負面的事情，想太多自然也不是壞事了。
我喜歡聽著音樂、翻閱雜誌，閱覽大量的圖像，
然後記下某段歌詞、某些詞彙，有趣的角色還有
視覺元素。創作過程有如偵探般，尋找它們之間
的關聯性和火花。
註—
墨西哥漁夫與商人寓言故事：一個有錢商人到小島度假，遇見一名
漁夫並傳授他致富的方法。過程中漁夫不斷追問商人每賺取一筆錢
後下一步的規畫，最後富人說：「往後每年有一個月能在小島上悠
閒度假。」漁夫答：「這正是我現在每天的生活呀！」

多樣繽紛才美麗，也才能永續。

關於

林行瑞 Lim Heng Swee

來自馬來西亞的插畫大叔，一個美
麗妻子的丈夫，兩個可愛孩子的
爸。每天和喜歡的人在一起，做自
己喜歡的事，過簡單的生活。口頭
禪是「Doodling A Smile」，希望透
過插畫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
地微笑。著有插畫集《Overthink 就
是想太多》及繪本《希望之谷》。
※ 本文節錄自
「誠品書店《提案on the de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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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門市各消費一筆且累計滿額即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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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12.31開站首月於誠品線上、

po

誠品線上、誠品門市累計消費，
滿六千送六百，滿萬送千！

eslite.com

誠品線上
12.01
購物
新體驗

即刻選購

誠品線上 ，美感傳遞請簽收

12月首次註冊成為誠品會員，立即贈「誠品書店單書77折券」
、

「誠品生活$200折抵券」
、
「誠品線上$50無門檻抵用券」

˙

開站限定！新會員獨享三重送

s

s

最大獎$1000折價券，現領現用！

01

買一曲經典 ，一抹笑容 ，一座城市的薰香

le

隨機送誠品線上、誠品書店、誠品生活優惠券，

˙

nd

統統有獎！百萬購物金天天送

12

在無垠世界 ，許下願望清單 ，把作夢的權利還給自己

m - bou

歡慶開站 美夢誠真

20
20

You can do magic
為自己施展魔法
誠品音樂｜文化中心店3F

MUZEN OTR Wood

經典復刻收音機藍牙喇叭

2,980

特價

元｜原價3,280元

德誼數位｜文化中心店1F

冬日限定巧克力牛奶

80元

推薦價

SADOMAIN 仙德曼｜南紡店2F

全新iPad Air 10.9吋

18,900

推薦價

小處茶作｜文化中心店1F

元起

山毛櫸兒童餐具組

900元｜原價1,200元

特價

SADOMAIN 仙德曼｜南紡店2F
洋槐披薩盤(小)

525元｜原價700元

特價

洋槐長型砧板(中)
英國糖果屋｜文化中心店1F

338元｜原價450元

特價

復古相機糖果盒(含糖果二包)

420元

推薦價

Pintoo｜南紡店2F

420元

耶誕躲貓貓300片，推薦價

11.10-12.30

6

消費滿400元，可以 折優惠加購
耶誕節限定款拼圖

德誼數位｜文化中心店1F

Marshall Emberton Bluetooth

5,790元

攜帶式藍牙喇叭，推薦價

PiiN 品東西家居｜文化中心店1F

IVAM英國旗鐵椅，推薦價2,980元

誠品音樂｜文化中心店3F

Goodmans Ealing

3,980元

英國手提箱黑膠唱機，推薦價

PiiN 品東西家居｜文化中心店1F

PLATE 十二支酒架，推薦價1,980元

誠品風格文具館｜南紡店2F

KCG Piggy Bank

490-1,190元／只

推薦價

誠品風格文具館｜南紡店2F

BON TON TOYS Miffy Teddy 23cm

880元／只

推薦價

CILOCALA｜文化中心店1F

AZIZA AHA 趴睡小象吊飾

450元／只

推薦價

原價

元
2,380

316莊園直飲杯250ml
特價525元｜原價700元

Jewelry YU Flower｜文化中心店3F
香氛蠟燭

Jewelry YU Flower文化中心店 3F

元
1,980

SADOMAIN 仙德曼｜南紡店2F

乾燥花圈掛飾

特價
｜

｜

99元｜原價150元

特價

英國糖果屋｜文化中心店1F

星球貓咪收納鐵盒

250-350元／只

推薦價

英國糖果屋｜文化中心店1F

1,250元

精緻絲綢眼罩，推薦價

英國糖果屋｜文化中心店1F

創意美術｜南紡店2F

2,500元起；

絲綢旅行三件組

耶誕單幅油畫，推薦價

推薦價

任購二幅油畫加贈同尺寸畫框二只(價值1,000-1,300元）

2,150元

Girls can do anything
女孩們可以成為
任何想成為的樣子

ITA BOTTEGA｜文化中心店1F

32,800元

ITA BOTTEGA｜文化中心店1F

10,800元

紅色漆皮信封包，推薦價

經典素面皮外套，推薦價

Pink New Girl｜文化中心店1F
微立領坑條上衣

640元｜原價1,280元

特價

Jewelry YU Flower｜文化中心店3F

190元

冬日一抹紅耳環，推薦價

vensers｜文化中心店1F

立體打摺細肩洋裝

牛皮肩背手拿兩用包

特價

1,290元｜原價3,280元

1,880元｜原價2,680元

特價

vensers｜文化中心店1F
中線翻蓋牛皮肩背包

W.wear｜南紡店2F

1,880元｜原價2,680元

特價

精選手錶穿搭套組—
錶殼＋錶膽＋錶帶二組

2,860元｜原價3,360元

特價

SOBDEALL｜南紡店2F
經典瑪莉珍包

10,620元｜原價11,800元

特價

ITA BOTTEGA｜文化中心店1F
麂皮中跟鞋

10,800元

推薦價

BIRKENSTOCK｜文化中心店2F

2,600元｜原價3,780元

半包拖鞋，特價

SOBDEALL｜南紡店2F
真皮方形兩用包

8,820元｜原價9,800元

特價

i prefer｜文化中心店1F
雪花飄飄手感圍巾

2,786元｜原價3,980元

特價

Komm-31｜文化中心店1F
小翻領綁帶碎花上衣

i prefer｜文化中心店1F

790元

推薦價

斜紋V領短版外套

側排釦修身直筒裙

1,980元｜原價7,980元

790元

特價

推薦價

誠品風格文具館｜文化中心店2F

HYDY 時尚保溫瓶480ml

1,380元

推薦價

HYDY 兩用隨行保溫杯450ml

1,380元

推薦價

ITA BOTTEGA｜文化中心店1F

OL仕女包

10,800元

推薦價

i prefer｜文化中心店1F
柔滑慵懶針織毛衣

1,980元｜原價4,680元

特價

vensers｜文化中心店1F
經典復古牛皮肩背包

2,480元│原價3,680元

特價

PiiN 品東西家居｜
文化中心店1F

FORMO 狄斯單椅

2,280元｜原價2,980元

特價

ITA BOTTEGA｜文化中心店1F
拼色麂皮高跟鞋

10,800元

推薦價

m+｜文化中心店1F
高筒馬汀靴

5,490元

推薦價

i prefer｜文化中心店1F
波西米亞森林圍巾

2,786元｜原價3,980元

特價

CILOCALA｜文化中心店1F

AZIZA CLARA 信封蓋皮夾包

2,580元

推薦價

ZODENCE LIZ 進口牛皮手拎皮夾包

4,880元

推薦價

MYYTTI｜文化中心店1F

ITA BOTTEGA｜文化中心店1F

蕾絲泡泡袖毛衣

編織平底靴，特價

790元｜原價1,180元

特價

燈芯絨連身寬褲

490元｜原價980元

特價

6,320元│原價15,800元

古典美｜文化中心店1F

素雅圓領手染上衣

3,132元｜原價3,480元

特價

敲敲金工 ChoccyMetal｜南紡店2F

1,680元

皇冠戒指，推薦價

W.wear｜南紡店2F
精選手錶穿搭套組—
錶殼＋錶膽＋錶帶二組

BIRKENSTOCK｜文化中心店2F
經典系列Boston真皮軟墊款

2,860元｜原價3,360元

特價

3,180元

推薦價

i prefer｜文化中心店1F
BIRKENSTOCK｜文化中心店2F

流蘇細節親膚毛衣

Montana 真皮休閒鞋

特價

3,984

特價

元│原價4,980元

1,580元｜原價4,980元

俐落質感長版背心

3,990元｜原價7,980元

特價

敲敲金工 ChoccyMetal｜南紡店2F

2,980元

大哲學耳環，推薦價

Persephone｜文化中心店1F
雙色拼接寬領洋裝

4,160元｜原價20,800元

特價

You will shine all day

3,680元

玫瑰項鍊，推薦價

讓真實的自己發光

敲敲金工 ChoccyMetal｜南紡店2F

m+｜文化中心店1F
側綁帶層次襯衫

3,590元

推薦價

expo｜南紡店2F

ADay 皮革帆布組合包

2,280元

推薦價

m+｜文化中心店1F
搖滾中筒靴

6,490元

推薦價

expo｜南紡店2F

ADay 皮革帆布組合包

Jewelry YU Flower｜文化中心店3F

1,360元

推薦價

190元

跳舞叮噹耳環，推薦價

Persephone｜文化中心店1F
特價

NU｜文化中心店2F 南紡店2F
愛琴海編織系列—

SOBDEALL｜南紡店2F

方格棉紋雙釦長褲

項鍊＋手環

經典長夾

特價

特價

特價

撞色邊線寬袖上衣

6,990元｜原價23,300元
3,270元｜原價10,900元

4,930元｜原價9,860元

3,510元｜原價3,900元

We can be hero

成為自己內在的英雄

德誼數位｜文化中心店1F

Apple Watch Series 6

12,900元起

推薦價

OTTO｜文化中心店1F
吸濕排汗運動外套

1,140元｜原價2,280元

特價

NIKE｜文化中心店2F

KANGOL 手提水桶包
特價790元｜原價880元

BIRKENSTOCK｜文化中心店2F
勃肯舒適棉襪

CILOCALA｜文化中心店1F

推薦價

亮彩尼龍防潑水後背包(中)

280-320元／雙

1,750元

推薦價

Sun Flower｜文化中心店2F
毛巾底休閒襪任八雙

500元｜原價640元

Prodigy 波特鉅｜文化中心店3F 南紡店2F

特價

3D立體透氣口罩節慶限定款，推薦價150元
熊午安枕，特價800元｜原價990元

NIKE｜文化中心店2F

C.O.T.E.｜文化中心店2F

NIKE｜文化中心店2F

WMNS AIR MAX OKETO WNTR
特價1,790元｜原價2,900元

男仕內著任五件

NIKE HUARACHE-TYPE
特價2,690元｜原價4,500元

1,000元｜原價2,490元

特價

Stay beautiful and blooming
遇見未知的自己
expo｜南紡店2F

❷

❶

❸

綠果──
森林奶油護唇膏4g

480元

推薦價

❶
菲芙利 Février｜南紡店2F

❶ 驢奶潤膚組──護手霜30ml＋身體乳250ml＋沐浴乳250ml，推薦價

❷

greenland｜南紡店2F

❶ 護手霜75ml＋柚子白茶沐浴慕斯200ml

2,100元
❷ 白玫瑰香氛組──擴香竹100ml＋迷你蠟燭75g＋室內噴霧100ml，推薦價2,370元
❸ 精油洗髮精500ml／馬賽皂沐浴乳500ml，推薦價780元

❶

❷

980元｜原價1,610元

特價

❷ 果漾潤澤護唇膏／潤色護唇膏3.9gr任三入

799元｜原價1,350元

特價

BIOCHEM 倍優｜南紡店2F

❶ 乳油木護手霜150g＋櫻花香戀保濕身體乳475ml，特價

❶

❷ 精華液120ml任二入，特價

999元│原價1,240元

1,800

元│原價3,000元，加贈時尚化妝包

❷

❷
❶

expo｜南紡店2F
❶

Reise 米膚──
清爽保濕乳液60ml＋保濕化妝水150ml＋保濕精華液30ml，推薦價2,040元
❷ YUAN 阿原肥皂—清肌男生／清肌玉膚皂100g，推薦價380元

Himalaya｜文化中心店3F 南紡店2F

❶ 白達瑪脂亮膚淨白日霜50g／極緻撫紋煥膚霜50ml 任四入

1,290元｜原價2,320元

特價

❷ 橄欖深層保濕滋養霜50ml六入，特價

990元｜原價1,500元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0.9.29 Tue.- 2021.1.03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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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8,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7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25,000 元贈

滿 20,000 元贈

滿 3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誠品禮券 4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6,5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滿 13,000 元贈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誠品禮券 4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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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0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12,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10,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1,000元
乙份，限量 20 份
乙份，限量 15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5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滿 50,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2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500 元
乙份，限量 250 份
乙份，限量 60 份

滿 6,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2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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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B 晶緻悠遊 DEBIT 卡、超級現金回饋卡 ( 含 HappyCash 及 HappyGo 聯名卡 )/ 臺灣銀行 VISA 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 / 永豐銀行
公司卡、配銷卡、儲值卡及 Debit Card/ 新光銀行 VISA 金融卡及商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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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