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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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Thu. - 2.16 Tue.

誠品會員

開春好誠意
來店禮

即可兌換開春好誠意 牛轉好運紅包袋三入乙組。

500元或扣誠品點20點，

當日累計消費滿

●活動期間每卡滿額贈限兌乙份；扣點限兌二份，文化中心店限量250份、南紡店限量100份，兌
完為止。●紅包袋款式採三色乙組，恕不挑款。●扣點兌換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
會員點數依當日持有之點數為準。●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音樂、誠品
風格文具館及文化中心店1F-德誼數位。

1.21 Thu. - 2.16 Tue.

誠品會員

開運購物金
誠品點好好用

即可兌換以下開運購物金APP扺用券乙張：

尺寸｜W9×H18.5cm

500點，

至誠品人APP或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憑誠品點

200元 expo 購物金
至全台expo專櫃，單筆消費滿1,000元現折200元

100元 開運購物金
至誠品商場指定專櫃，單筆消費滿500元現折100元

前往點數專區

1.21 Thu. - 3.08 Mon.

即刻下載
會員首購禮

誠品人APP

●此活動需先登入會員帳號後方可進行點數兌換，首次登入請先註冊網路帳號。●活動僅適用於
台灣申辦之誠品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活動期間，同品項每卡限兌換乙張 APP 扺用
券，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兌換方式為誠品點即時扣抵，信箱收取到點數兌換成功通知函才算
兌換完成，系統將自動發送APP券至誠品人APP會員帳號內。●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網站
或誠品人APP【我的】中查詢。●扺用券限指定專櫃滿額扺用，單筆消費限使用乙張，使用期限
至2021.2.28 Sun.止，逾期無效，詳細使用說明請見券面說明為準。●200元expo購物金適用門
市：expo│松菸、站前、R79、武昌、林口、板橋、統領、中友、台中三井、南紡、駁二、悦誠；
expo SELECT│南西、巨城、漢神巨蛋 ；expo BEAUTY│信義、園道。●本券恕不退換、不找零
亦不得折換現金，且須出示會員本人APP券核銷，恕不接受截圖。●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
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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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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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中心店指定專櫃｜
台灣伴手禮、台灣茶奶茶、小處茶作

新申辦誠品人APP會員

當日首筆於專櫃不限金額消費，即贈台灣好食徽章乙枚。
來好 LaiHao—
把屬於臺灣的特色，變成豐富有趣的金屬小徽章。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乙枚，文化中心店限量100枚、南紡店限量60枚，兌完為止。●贈品款式採
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
音樂、expo及文化中心店1F-德誼數位。

尺寸｜1.5×2.5cm。材質｜金屬24K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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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中心店

2.08 Mon. - 2.16 Tue.

誠品會員

即刮即樂
新春開運禮

即可參加誠品人

2,000元，
APP抽獎乙次，有機會抽中：

當日單筆消費滿

RICHMORE氣炸鍋、Anadou小樹燈、誠品點8,888點…
等多項新春開運禮，人人有獎！

掃描抽好禮

1.21 Thu. - 3.08 Mon.

春光如初
美好生活禮

●限量500份，每卡每日限參加二次，數量有限，抽完為止。●贈品款式、顏色採隨機贈送，
恕不提供挑選。●當日消費達檻後，打開誠品人APP→點選【我的】→進入【遊戲任務】活
動列表頁面點 《文化中心店：即刮即樂新春開運禮》→開始遊戲。●實體贈品領取時間：請
於當日至文化中心店2F誠品生活服務台兌領獎項。逾期領獎者，視同放棄得獎資格與獎項，
亦不補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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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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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會員

3,000元，

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贈春日花開防水提袋乙只。
●每卡每日限兌乙份，限量350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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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春大吉賀年禮」。

尺寸｜L46 W9 H34cm。材質｜PG布

南紡店

1.21 Thu. - 3.08 Mon.

誠品會員

相聚時刻
喜樂生活禮

當日累計消費滿

3,000元，

即贈樂陶陶喜樂吉字碗乙只。
●每卡每日限兌乙只，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贈品款式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以
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expo。●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
動重複兌換：「開春大吉賀年禮」。

尺寸｜Φ11 H6cm。材質｜瓷土、無鉛釉

限時換
好年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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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Thu. - 3.08 Mon.
●各品項每人每卡限兌2份。環保餐具組文化中心店限量47份、南紡店
限量20份；NYA-聯名款野餐墊文化中心店限量36份、南紡店限量10
份，兌完為止。●加價購僅接受現金 誠品禮券 誠品商品禮券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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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竹筷21cm、收納W22.5×H5.5cm
材質｜竹、棉麻布

200 點 or 50 點＋99 元

文化中心店
環保餐具組

南紡店

價值299元│共限量67份

尺寸｜W150×H120cm
材質｜聚酯纖維＋聚氯乙烯

600 點 or 50 點＋299 元

文化中心店

南紡店

NYA-聯名款野餐墊

價值599元│共限量46份

❶

過年討吉利！
送到心坎禮

❷
❸

英國糖果屋｜文化中心店1F
❶ 百萬微粒透明罐，推薦價

320元
小處茶作｜文化中心店1F

600-900元

❷ 茶壺方罐(含糖果)，推薦價

❸ 英式藝術花布糖果盒(含糖果)，推薦價

70-90元

好事花生雙囍組合──花生厚片＋花生芝麻蛋沙拉三明治＋50元飲品任二杯

200元｜原價230元

特價

❶

❸

未成年請勿飲酒

❷

誠品風格文具館｜文化中心店2F

Bunnyville 龐尼維爾金桔酒／梅酒

550元／瓶
黑卡／金卡會員9折
推薦價

❹

台灣伴手禮｜文化中心店1F
❶ 鱈魚絲，三入特價

500元｜原價600元

600元｜原價750元

盒特價

／包

❷ 健康飲系列十入裝，三

❸ 蜜餞系列，買六送一｜原價150元

❹ 可夫萊堅果系列，三罐 折｜原價200-550元／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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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tot 琉園琉璃置物皿／福祿豐收

860元
黑卡會員85折／金卡會員9折
推薦價

❶
❸
❷
❹

SADOMAIN 仙德曼｜南紡店2F

❶ 大理石七層不沾鴛鴦鍋32cm，特價

1,760元｜原價2,200元

壺，特價

1,800元｜原價2,400元 ❷ 高玻合金筷—牡丹／櫻花／金魚，特價113元｜原價150元／雙
❹ 奧迪杯盤組，特價960元｜原價1,200元

預購
❸ 不鏽鋼手工

德誼數位｜文化中心店1F

德誼數位｜文化中心店1F

iPhone 12／mini

iPad Air 4

23,900元起

推薦價

18,900元起

推薦價

Jewelry YU Flower｜文化中心店3F

399元｜原價599元
永生花注連繩，特價999元｜原價1,599元
陶製金牛擺館，特價

德誼數位｜文化中心店1F

Macbook Air 全系列三色
特價29,400元｜原價31,900元
限量

抗水逆必備！
搭出居家好氣色

無線藍牙喇叭

8,880元｜原價11,900元

特價

年節系列手作課程

5

第二件 折｜原價2,990元起

誠品書店｜南紡店2F

德誼數位｜文化中心店1F

Harman／Kardon – AURA STUDIO 3

創意美術｜南紡店2F

GOOD OLD DAYS 桌上型冰球機

780元
黑卡會員85折／金卡會員9折
推薦價

Pintoo｜南紡店2F
存錢球拼圖—

260元

牛轉乾坤60片，推薦價
即日起 - 20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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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滿1,000元，可以 折優惠加購
春節限定款拼圖

創意美術｜南紡店2F
卡片壓模機

買一送一｜原價7,500元

PiiN 品東西家居｜文化中心店1F

TAYO 雙色編織坐墊
特價720元｜原價950元

誠品風格文具館｜南紡店2F

recolte Air Oven 氣炸鍋，推薦價3,280元

95折

黑卡／金卡會員

穿上新衣去拜年

敲敲金工 ChoccyMetal｜
南紡店2F

純銀手環二只

5,760元｜原價6,400元

特價

Jewelry YU Flower｜
文化中心店3F
絨絨毛球耳環

199元｜原價399元／副

特價

Pink New Girl｜文化中心店1F
透膚袖魚尾洋裝

496元｜原價2,480元

特價

毛領滾邊風衣外套

1,690元｜原價4,480元

特價

Persephone｜文化中心店1F
Komm-31｜文化中心店1F

印花長絲巾

排扣針織背心，推薦價

特價

1,850元｜原價9,250元

790元
圓領花袖上衣，推薦價690元

繫帶皮長風衣

15,800元｜原價79,800元

特價

W.wear｜南紡店2F
雙喜新春福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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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購買優惠套組，可享 折優惠加購限定手錶配件

Pink New Girl｜文化中心店1F
手感畫家帽

640元｜原價1,280元

特價

vensers｜文化中心店1F
小牛皮個性公事包

2,340元｜原價4,680元

特價

BIRKENSTOCK｜文化中心店2F

vensers｜文化中心店1F

SOBDEALL｜南紡店2F

毛呢系列包鞋

小牛皮潮流肩背包

圓形箱包

特價

特價

特價

3,700元｜原價5,280元

1,880元｜原價2,680元

10,620元｜原價11,800元

鴻運當頭一整年

Persephone｜文化中心店1F
皮草編織漁夫帽

2,988元｜原價9,960元

特價

古典美｜文化中心店1F
質感亞麻上衣

3,080元

推薦價

刺繡鋪棉背心

3,206元｜原價4,580元

特價

m+｜文化中心店1F
暈型印圖長襯衫

i prefer｜文化中心店1F

CILOCALA｜文化中心店1F

立體壓紋配色外套

2,690元

推薦價

亮彩尼龍毛毛防潑水後背包(小)

3,980元｜原價14,800元

特價

1,950元

推薦價

SOBDEALL｜南紡店2F
BIRKENSTOCK｜文化中心店2F

時尚多功能短夾

Davos 半包拖鞋

特價

1,600元｜原價2,580元

3,680元｜原價4,600元

特價

SOBDEALL｜南紡店2F
時尚小背包

兒童半包拖鞋 任二雙

1,500元｜原價1,480-2,780元

特價

7,020元｜原價7,800元

特價

任選二件

9折

expo｜南紡店2F
布物設計—夾心包

1,782元｜原價1,980元

特價

CILOCALA｜文化中心店1F

Aziza CLARA 拉鍊皮夾包，推薦價2,580元
ZODENCE L型拉鍊長夾，推薦價3,300元

誠品風格文具館｜南紡店2F

POWERRIDER 迷你筋膜槍

3,490元
黑卡／金卡會員9折
推薦價

這樣穿搭準沒錯
敲敲金工 ChoccyMetal｜南紡店2F

❷

❶

1,680元｜原價1,980元
1,280元｜原價1,480元

彩帶純銀項鍊，特價

糖霜紫水晶手鍊，特價

❸

❶ ｜Persephone｜文化中心店1F
拚網布袖針織衫

3,760元｜原價18,800元

特價

及膝皮中褲

9,900元｜原價33,000元

特價

❷ ｜i prefer｜文化中心店1F
雙面紋毛呢長外套

4,980元｜原價13,800元

特價

W.wear｜南紡店2F

❸ ｜MYYTTI｜文化中心店1F

雙喜新春福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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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購買優惠套組，可享 折優惠

經典牛角毛料外套

2,580元｜原價5,160元

加購限定手錶配件

特價

CILOCALA｜文化中心店1F

Aziza 金屬提把三層包

4,280元

推薦價

ZODENCE 真皮肩夾包

5,200元

推薦價

Persephone｜文化中心店1F

15,800元｜原價62,800元

皮草針織斗篷，特價

m+｜文化中心店1F

i prefer｜文化中心店1F

6,490

素面綁帶中筒鞋，推薦價

元

2,980元

側開岔抽鬚牛仔褲，推薦價

NU｜文化中心店2F 南紡店2F

環保彈力棉長袖上衣

2,280元｜原價4,560元

特價

主動式極地電熱衣

居家出遊輕鬆搭

OTTO｜文化中心店1F

X-Warmer

4,180元｜原價5,980元

NIKE｜文化中心店2F

特價

拼色羽絨背心

2,390元｜原價3,980元

特價

德誼數位｜文化中心店1F

AirPods Pro

7,990元起

推薦價

NIKE｜文化中心店2F

NIKE｜文化中心店2F

QUEST-2

HUARACHE-TYPE
特價2,690元｜原價4,500元

1,690元｜原價2,500元

特價

vensers｜文化中心店1F
都會風後背包

990元｜原價1,480元

特價

NU｜文化中心店2F 南紡店2F
舒適型護腰

買一送一｜原價3,280元

Sun Flower｜文化中心店2F
精選日本進口手帕任三條

1,000元｜原價1,500元

特價

C.O.T.E.｜文化中心店2F
繽紛男仕內著任五件

1,000元｜原價2,490元

特價

NU｜文化中心店2F 南紡店2F

2021.1.21 - 2.21

Sun Flower｜文化中心店2F

健康能量雙人雙面毯，特價

三花極暖柔保暖機能衣

13,160元｜原價18,800元
健康能量雙面枕墊，特價3,270元｜原價4,680元

買一送一｜原價1,000元

提升人氣！
美肌開光迎好年

BIOCHEM 倍優｜南紡店2F
黃金胎盤極緻金露120ml＋
白藜蘆醇水精華120ml

999元｜原價1,950元

特價

BIOCHEM 倍優｜南紡店2F

Freedom Japan｜文化中心店1F

1,000元

染髮，推薦價

玻尿酸液500ml＋胎盤精250g

1,888元｜原價2,525元

2,000元

特價

質感塑型燙(含洗剪髮)，推薦價

加贈「限量脈輪帆布袋」乙只

預約專線｜06-290 3301

BIOCHEM 倍優｜南紡店2F

黑玫瑰氨基酸保濕洗卸慕絲 170ml

買一送一｜原價450元／瓶

菲芙利 Février｜南紡店2F

expo｜南紡店2F
綠藤生機—

Villa Flora 系列香水100ml

澄澈眼部雙精華15ml

2,580元／入

推薦價

1,980元

推薦價

Himalaya｜文化中心店3F 南紡店2F
番紅花淨白修護霜50g＋25g 各三入

1,380元｜原價1,860元

菲芙利 Février｜南紡店2F

特價

蜂蜜皂三入組──

expo｜南紡店2F

蜂蜜皂＋蜂膠皂＋蜂蠟皂100g

綠藤生機—

899元｜原價960元

280元

可可脂嫩膚修護手霜100ml，推薦價

綠色海洋精華油30ml

特價

1,980元

推薦價
❷

❶

菲芙利 Février｜南紡店2F

Prodigy 波特鉅｜文化中心店3F 南紡店2F
❶涼感防蚊舒足枕，二入特價

1,990
390元｜原價490元／只

❷顏枕，特價

元｜原價2,780元／入

精油按摩油100ml

780元／入

推薦價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BadBad！Bagel｜文化中心店1F（面台南文化中心入口處）
期間限定｜1.22-1.24、1.29-1.31、2.05-2.10

台灣茶奶茶｜文化中心店1F
台灣首創專利認證創意甜點「珍珠奶茶蛋糕」，

台南的貝果小店，在貝果製作上很有態度，

網購日銷千捲並風靡台灣各大電視台節目強力推薦。

相信健康飲食來自選料嚴謹製作用心，

秉持著最高品質的態度，

把健康帶進美味的貝果裡是品牌的核心價值。

讓大家都能享受到這份不簡單的幸福滋味。

新櫃活動│

新櫃活動│

任選貝果買六送一(以價低者計)

任選二件即可享8折優惠(以價低者計)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1.1.04 Mon.- 202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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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7,0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20,000 元贈

滿 20,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22,000 元贈

滿 42,000 元贈

滿 5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70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7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誠品禮券 4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8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6,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3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6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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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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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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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卡及 JCB 晶
緻悠遊 DEBIT 卡 / 臺灣銀行 VISA 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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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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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