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中友店│11F誠品書店服務台／園道店│3F誠品書店服務台

台中大遠百店│9F誠品書店服務台／台中三井店│2F誠品書店服務台

誠品會員

當日累計消費滿500元或扣誠品點20點，

即可兌換開春好誠意 牛轉好運紅包袋三入乙組。

●活動期間每卡滿額贈限兌換乙份；扣點限兌換兩份，各店限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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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風格文具館、expo、特賣活動及中友店｜
blackpages CAFE；園道店｜誠品酒窖、living project、永心鳳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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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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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卡每日限參加乙次，各店限量150份，數量有限，抽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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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賣活動及中友店｜blackpages CAFÉ；園道店｜誠品
酒窖、living project、永心鳳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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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消費店別《迎春納福抽好禮》→開始遊戲。

1.28 Thu. - 2.16 Tue.

開春好誠意
來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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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會員

至誠品人APP或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憑誠品點500點，

即可兌換以下開運購物金APP扺用券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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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Thu. - 2.16 Tue.

開運購物金
誠品點好好用

誠品會員

當日單筆消費滿2,000元，

即可參加誠品人APP抽獎乙次。

有機會抽中誠品點8,888點等開運禮，人人有獎！

2.08 Mon. - 2.16 Tue.

迎春納福
開運抽好禮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誠品人APP

尺寸｜W9×H18.5cm

前往點數專區
台中三井店指定專櫃｜玉井之門



開春轉運心意有禮
不論是送親友，還是犒勞自己，

              用一點開運小物，開啟新的一年。

Février菲芙利｜
中友店10F／園道店3F／台中大遠百店9F
有機花草茶禮盒任二入

特價1,980元│原價2,400元

自己印紙膠帶｜中友店10F
風和日麗40mm，推薦價190元

春の花環45mm，推薦價 210元

採採花60mm，推薦價250元

永心鳳茶｜園道店3F
永心鳳茶×郭詩謙—心花開一壺二杯組

特價2,688元｜原價3,000元

CRAFTHOLIC宇宙人｜台中三井店1F
新春造型抱枕二入

特價1,000元│原價1,600元

YANKEE CANDLE｜台中大遠百店9F
錢幣燈籠＋瓶中燭(M)
推薦價3,080元

SOLOMAX｜台中三井店1F
故宮系列— 經典雕紋圓框眼鏡

特價2,490元│原價2,990元

貓貓蟲咖波×奶泡貓咖啡｜台中三井店1F
咖波好朋友搪膠公仔

推薦價250元／只

招財咖波存錢筒

推薦價699元

限量
10



來點動腦小遊戲或是跟毛小孩賴在沙發一整天，

充飽電，準備迎戰新的一年吧！

在家迎春享樂時光

雷諾瓦｜園道店3F
吾皇系列300片拼圖—吃不胖／招桃花／有錢花

推薦價749元

創意美術｜園道店3F
3F油畫小品

推薦價1,688元，加贈指定畫框

圖片僅供參考，實際圖樣以現場為主

想想選品｜中友店11F
原木寵物碗架系列95折

特價456-808元│原價480-850元

自然食｜園道店3F
寵物鮮食寵鮮包

推薦價130元／盒

寵物手工零食肉條 
推薦價220元／包

東盈商號｜台中大遠百店9F
Aixia 愛喜雅—妙喵肉泥系列 
買八送六 
特價640元│原價1,260元

Pintoo｜
中友店11F／台中大遠百店9F／台中三井店2F
1.28 - 2.17 限定

單筆消費滿1,000元，

可以6折優惠加購春節限定拼圖

存錢球拼圖60片，推薦價260元



發掘最真的自己 散發獨一無二的丰采

S'AIME東京企劃｜台中三井店1F
真皮COCO多隔層小方包

推薦價2,480元

La Mode｜台中三井店1F
Rayban系列太陽眼鏡8折，特價5,520元｜原價7,400元

消費滿5,000元，現抵400元

JULIUS｜中友店10F
1.28 - 2.17 限定

羅馬紀事

特價1,150元｜原價1,390元

森下樹｜園道店3F
醫生包，特價7,980元｜原價8,980元

正價品單筆消費滿3,000元，現抵300元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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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價2,786

元

｜

原
價3,980

元

SISJEANS｜中友店10F 
1.28 - 2.21 限定

米白後拼接牛仔開岔長TEE，特價1,590元｜原價1,790元

跳色拼接腳口不規則牛仔褲，推薦價2,490元



Alto｜園道店3F
AirPods Pro 皮革保護套

推薦價1,280元

PEPPER'S｜中友店11F
Claire 牛皮斜背小包 
特價4,200元｜原價5,280元

HERLS｜中友店10F
真皮時髦橫帶釦環尖頭粗跟短靴

特價2,835元｜原價3,780元

La Mode｜台中三井店1F
Jill stuart 太陽眼鏡，特價3,980元｜原價6,800元

SISJEANS｜中友店10F
1.28 - 2.21 限定

灰色刷毛兩件式長版洋裝，特價2,690元｜原價2,890元

S'AIME東京企劃｜台中三井店1F
法式打結短夾(S)
推薦價1,080元



用最自信優雅的姿態去迎接明天的挑戰

Gram&Co.｜台中大遠百店9F
開運紅燻邊真皮復古箱包

特價2,982元｜原價4,970元 

SOBDEALL｜中友店11F
經典圓形箱包

特價10,620元｜原價1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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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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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PER'S｜中友店11F
Aurora 牛皮水桶包

特價3,100元｜原價3,980元

SOLOMAX｜台中三井店1F
LEVI'S 個性魅力方框眼鏡

特價2,990元｜原價3,490元

Feather Leather羽革｜中友店11F／台中大遠百9F
L型拉鍊長夾＋手掛繩

特價3,080元｜原價3,870元

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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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價4,580

元

HERLS｜中友店10F
真皮時髦立體抓皺尖頭樂福鞋

特價2,788元｜原價3,280元

Gram&Co.｜台中大遠百9F
柔黃V稜線真皮側背包 
特價2,682元｜原價4,470元

Alto｜園道店3F
Anello 360插卡頸掛式皮革手機殼

（iPhone 12／Pro）

推薦價2,080元

森下樹｜園道店3F
太妃糖方塊包

特價3,280元｜原價3,580元

Feather Leather羽革｜台中大遠百9F
手拿軟包＋三角零錢包

特價4,080元｜原價5,670元

JULIUS｜中友店10F
1.28 - 2.17 限定

羅馬紀事

特價1,150元｜原價1,390元

讓如陽光般的暖黃色調，
帶來明亮快活的希望與信心。



暖心送禮指南
時尚輕奢最浪漫

Vingt six｜園道店3F
任選自由珍珠花／幼花耳環＋

Vingtsixplus 系列飾品

現抵200元

草山金工｜台中大遠百店9F
旅人印記．經典角面銅戒

特價1,088元｜原價1,280元

想想選品｜中友店11F
親子髮帶套組

特價830元｜原價880元

草山金工｜台中大遠百店9F
旅人印記．迴旋黃銅手鐲

特價2,488元｜原價2,880元／只

草山金工｜台中大遠百店9F
旅人印記．造型點點銅戒

特價1,938元｜原價2,280元

SILVER TWINKLE｜園道店3F
10K金宮廷排鑽耳夾

推薦價2,880元

SILVER TWINKLE｜園道店3F
10K金星月不對稱耳釦

推薦價3,680元

SILVER TWINKLE｜園道店3F
14K金三環戒

推薦價4,380元

JULIUS｜中友店10F
2.04 - 2.17 限定

星夜之謎

特價1,500元｜原價1,790元



氣質單品
          風格再進化

W.wear｜台中三井店1F
全系列錶款任二只

特價3,880元｜原價5,340元

dienes silver｜園道店3F
佛羅倫斯手鍊(粗版)
特價3,280元｜原價3,680元

dienes silver｜園道店3F
專屬字母片小島手鍊

特價2,680-2,880元｜原價3,060-3,260元

Feather Leather羽革｜
中友店11F／台中大遠百9F
925銀飾系列88折

草山金工｜台中大遠百店9F
小玫瑰．單朵戒指

特價2,040元｜原價2,400元

Vingt six｜園道店3F
在花叢中徜徉耳環

特價1,598元｜原價1,880元

WANDER｜園道店3F
Story Crafts Co. 古布藍染線編織手環

推薦價1,390元

任選服飾＋Story Crafts Co.系列飾品

享9折優惠



紅潤好顏色
招人氣

嘉丹妮爾｜園道店3F
淨痘舒緩保濕組—

積雪草修復緊緻精萃50ml＋心葉球瞬效修復精

華霜30ml＋鼠尾草舒緩保濕噴霧100ml＋七葉

樹舒緩精華30ml
特價2,880元｜原價3,430元

WANDER｜園道店3F｜❶Maine Beach 保養系列—護手霜50ml／護唇膏15ml任
二件，特價630元｜原價700元     ❷ElizabethW 香根草系列—香水15ml＋身體保濕

乳液200ml，特價2,100元｜原價2,360元     ❸｜Himalaya｜台中三井店2F｜番紅

花淨白修護霜50g＋25g 各三入，特價1,380元｜原價1,860元

嘉丹妮爾｜園道店3F
基礎舒緩保濕組—

鼠尾草舒緩保濕噴霧100ml＋積雪草修復緊緻精萃50ml＋
舒敏角鯊潤澤精萃30ml＋積雪草彈潤修護乳50ml 
特價2,780元｜原價3,339元

Février菲芙利｜中友店10F／園道店3F／台中大遠百店9F
❶  純淨法式香氛組—

擴香竹100ml＋室內噴霧100ml＋舒眠噴霧50ml
特價2,380元｜原價2,680元

❷  經典驢奶保養禮盒—

沐浴乳250ml＋身體乳250ml＋護手霜30ml
特價1,799元｜原價2,100元

YANKEE CANDLE｜台中大遠百店9F
喜馬拉雅山鹽燈水氧機＋精油15ml三入

推薦價1,988元｜原價2,160元

❶

❶

❷

❷ ❸



永心鳳茶｜園道店3F
上｜新品上市—食補薑母鴨鍋，推薦價360元

下｜鳳茶禮盒—任一茶款＋手工核桃鳳梨酥12入

推薦價1,020-1,420元

玉井之門｜台中三井店2F
紅鳳梨210g三入禮盒

特價688元｜原價708元

艸水木堂｜園道店3F
野餐組—布雷特系列＋每日甜甜圈＋飲品

現抵30元

貓貓蟲咖波×奶泡貓咖啡｜台中三井店1F
右｜牛奶糖拿鐵，推薦價150元

左｜黑糖拿鐵，推薦價140元

三時茶房｜園道店3F
芝麻杏仁茶(熱) ，推薦價85元

原味杏仁豆腐，推薦價55元

喫茶趣TOGO｜台中三井店2F
茗宴賞禮盒—凍頂烏龍茶200g＋高山烏龍茶200g
特價1,380元｜原價1,680元  

喫茶趣TOGO｜台中三井店2F
金香奶茶(M)，推薦價100元

第二杯半價

豐餚美饌
聚歡笑

先喝道｜台中三井店1F
當日限定飲品，第二杯半價

ROSE HOUSE Café｜台中三井店2F
耶加雪夫莊園精品咖啡系列，推薦價90-130元，同品項第二杯半價

特厚三層舒芙蕾鬆餅系列，推薦價220-250元，享49元優惠加購好茶乙杯

(價值80元／ 每日限量100份) 



 

自然食│園道店3F

1.05 - 3.02 期間限定

專屬於毛孩的天然、健康飲食首選。

自然食全系列從主食到零食、保健品等，皆採

用人食等級食材。希望每隻毛孩都能健健康

康、開心陪伴在家人身邊。

新櫃活動│

精選福袋82折起

小島遇見他│園道店3F

2.01 - 3.02 期間限定

堅持使用法國進口原料，採低溫長時間的發

酵，使可頌保有內軟外酥的口感，散發迷人奶

油香與麥香。

多樣化的口味顛覆傳統可頌的單調，還有搭配

時令水果推出的季節限定款，都是不可錯過的

小驚喜。

東盈商號│台中大遠百店9F

秉持著給予寵物「愛與幸福」的宗旨，代理眾

多寵物食品之品牌，如美國ANF、日本愛喜

雅AIXIA，多樣化的選擇，同時也能符合寵物

的需求。

新櫃活動│

單筆消費滿500元，即贈日本貓罐頭乙罐

NEW
OPENING新櫃登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