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紡店
 t.s.mall store

2021 10.14 �u. -11.17 Wed.

幸福會員滿額禮／
10.14 �u. - 11.17 Wed.

誠品會員

當日累計消費滿6,600元即贈
手繪經典茄芷杯盤組

專屬會員滿額禮／
10.14 �u. - 11.17 Wed.

誠品黑／金卡會員

當日累計消費滿25,000元即贈
Toffy自動研磨咖啡機

10.14 Thu.－11.17 Wed. 

百貨共慶
滿 3,000 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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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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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卡每日限兌乙份，數量有限，恕不累贈，兌完為止。
●贈品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
●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參加，恕不得重複兌換。

誠品會員

當日專櫃累計消費滿6,600元，

即贈手繪經典茄芷杯盤組乙組。

(價值1,690元)

10.14 Thu. - 11.17 Wed.

幸福會員滿額禮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台，限量6台，兌完為止。
●贈品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expo。
●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參加，恕不得重複兌換。

誠品黑／金卡會員

當日專櫃累計消費滿25,000元，

即贈Toffy自動研磨咖啡機乙台。

(價值2,990元)

10.14 Thu. - 11.17 Wed.

專屬會員滿額禮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誠品生活南紡店未配合南紡購物中心APP行動會員消費累計／FUN卡活動，抵用券不
適用免稅商品消費。●抵用券請至南紡購物中心5F夢想舞台贈獎處兌換。●抵用券使用
方式依百貨公告為主。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3,000送300百貨抵用券
10.14 Thu. - 11.17 Wed.

百貨同慶
滿千送百 

兌換地點｜2F誠品書店服務台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SADOMAIN 仙德曼
探險者真空保溫旅行瓶500ml 
特價840元｜原價1,200元

Himalay
苦楝淨化潔面膠100ml
六件特價990元

原價240元／件 

SADOMAIN 仙德曼
316金鈦膜細口壺600ml 
特價2,100元｜原價3,000元

Prodigy 波特鉅
舒適美口罩—多肉植物

特價130元｜原價210元

敲敲金工 ChoccyMetal
圓舞曲真鑽戒指體驗／訂製

特價9,960元｜原價11,160元

BIOCHEM 倍優
85%藍銅胜肽精華液慶功版120ml
特價1,950元｜原價2,500元

BIOCHEM 倍優
原液原末系列

買三送一／買五送二

LYCORIS
100%馬油多功能修護霜30ml＋
馬油滋養霜20ml   [柑橘／扁柏擇一]

特價1,260元｜原價1,910元

英國糖果屋
南紡獨家

Sara Miller 精緻絲綢眼罩

特價1,190元｜原價1,250元

SHINE!
給生活多一點閃耀時刻

葳妮婚紗飾品 Winnie bridal Accessory
愛情烏托邦，特價600元｜原價800元

珍珠之音，特價375元｜原價500元

Pintoo
桌上時鐘拼圖—

卡娜赫拉的小動物系列-今日穿搭145片

特價801元｜原價890元

11月
限定

限量
10

限量
20

限量
20



藏在日常裡的平凡小確幸

BIOCHEM 倍優
LPA亮白保濕全效精華液120ml
特價1,500元｜原價3,000元

加贈LPA亮白保濕全效

精華脂120ml

英國糖果屋
英式藝術大方盒糖果禮盒

推薦價1,190元

即贈鄉村彩蛋盒乙只

款式隨機贈送

SOBDEALL
經典中型波士頓包

特價9,660元｜原價13,800元

英國糖果屋
Thornback&Peel
雛菊臘腸狗圓罐三入組

特價1,280元｜原價1,350元

LYCORIS
馬油護手霜三入套組  
推薦價490元／組

SOBDEALL
經典多功能長夾

特價3,290元｜原價4,700元

LUCY'S MOUNTAIN
❶  Tall Tails 螺旋編織玩具

第二件5折   (價低者計)

❷  Zippypaws 甜甜圈系列玩具

全面9折

誠品書店
Kobo Clara HD
電子書閱讀器6吋／8吋

推薦價4,299元／7,990元起

NU
鈦鍺能量雙層加強護腰 
推薦價4,500元／件

expo
淨毒五郎—

即日起 -10.21 任選二件9折

左｜蔬果清潔劑400ml，推薦價209元

右｜碗盤清潔劑500ml，推薦價220元

特價品除外

獨家

獨家

新品
上市

限量
5

10月
限定

❶

❷

買二
送一

買一
送一

Pintoo
Dominic Davison
秋日漫漫1,000片

特價840元｜原價1,050元

盆栽拼圖—

布丁狗萬聖吸血鬼80片

特價480元｜原價530元



BIOCHEM倍優
脈輪療癒系列—

脈輪香霧10ml ，推薦價500元／瓶

附贈能量貼

創意美術
報名風景油畫進階工具班5幅

即享升級12F尺寸加贈2,000元商品金

報名風景油畫進階工具班10幅

即享升級12F尺寸加贈6,000元商品金

SOBDEALL
全牛皮質感文具四件組—

皮革桌墊、經典筆袋、皮革筆筒、經典滑鼠墊
特價10,500元｜原價12,580元

加贈皮革古書紙鎮乙只 (原價3,300元)

英國糖果屋
Thornback&Peel 琺瑯杯，推薦價550元

單筆購買二件琺瑯杯系列產品，即贈

F&M茶包米字盒體驗組二包入乙組

贈完為止

LUCY'S MOUNTAIN
樂波編織方塊地毯

特價5,980元｜原價6,600元

SADOMAIN仙德曼
臺南鐵器陶瓷不沾鍋

特價1,920元｜原價2,400元

33cm附鍋蓋

expo
10.14 - 11.01
茶籽堂—髮身系列

任選二件85折、三件8折

打造屬於自己的
儀式感

BIOCHEM 倍優
玫瑰幼嫩金精華油15ml
推薦價1,250元／瓶

SADOMAIN 仙德曼
四杯雙層咖啡濾泡壺組650ml
特價1,470元｜原價2,100元

買三
送一

買一
送一

SADOMAIN仙德曼
316直飲保溫杯480ml
特價630元｜原價900元

粉紅／粉綠

限量
30



 

 

SPECIAL
DISCOUNT折扣訊息│

BIOCHEM 倍優 
單筆消費

滿3,000元，即贈

旅行三件組乙組

滿5,000元，即贈

旅行五件組乙組

10.14- - 10.20
單筆消費滿10,000元

加贈面膜五入裝五包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LUCY'S MOUNTAIN

Outdoor 系列單筆消費

滿1,888元，即贈

品牌帆布袋乙只

滿5,000元，即贈

非卡吸盤乙組

11.03前

單筆消費滿2,000元，即享

600元加購工具箱乙個

價值1,780元起／共3款

expo

單筆消費滿2,200元現抵200元

 
葳妮婚紗飾品
Winnie bridal Accessory

全面75折

 
SADOMAIN 仙德曼
全面8折

櫃上單筆消費

滿3,800元，即贈

仙潔水300ml乙瓶

價值200元

滿5,800元，即贈

仙潔水500ml乙瓶

價值250元

 
創意美術
Happy art 點數系列消費

滿6,000元，即贈600元

滿12,000元，即贈1,200元

滿24,000元，即贈1,800元

葳妮婚紗飾品Winnie bridal Accessory｜南紡店2F

Winnie 開創至今深耕於新娘飾品配件，
並極力追尋獨特且多樣化的手作風格，

希望透過Winnie 的點綴能讓每位穿上白紗的新娘，
擁有一套屬於自己心目中的完美配飾，成為最耀眼的新娘。

新櫃活動｜商品全面75折(不含優惠商品)

NEW
OPENING新櫃登場│

SPECIAL
DISCOUNT折扣訊息│

NU

健水寶飲水機

特價108,000元│原價148,000元

加贈NU購物金10,000元
限當日使用

指定款護具第二件5折

 
LYCORIS

蛋白緊緻保濕BB霜買一送一

單筆不限金額消費，即可以200元加購

馬油保濕皂120g＋濟州馬油訂製保濕皂

盒乙組

全品項商品買二送一
贈品以價低者計，恕不含特價商品
 
Prodigy 波特鉅
全面85折

10.22-10.25 
涼感防蚊布抬腿舒足枕

特價1,100元│原價1,390元

空氣布抬腿舒足枕

特價1,300元│原價1,690元

LYCORIS｜南紡店2F

來自有「東方夏威夷」之稱的韓國濟州島自然系保養品牌，

在大海、陽光、空氣與肥沃土地四大能源孕育下誕生。

秉持著「崇尚自然」，以濟州純天然原料，搭配獨家科技化技術，

為肌膚注入純淨能量，養成「會呼吸的美肌」。

新櫃活動｜凡加入品牌Line@好友，即贈馬油抗氧保濕面膜乙片



 

 

振興禮包│持振興券消費，即享下列專櫃優惠
振興券恕不找零

Prodigy 波特鉅
單筆消費滿1,000元，

即贈限定款式口罩乙只

 

英國糖果屋
11.01-12.31
單筆消費滿2,000元(含振興券1,000元)
即贈經典英國糖果乙袋  價值200元

 

LUCY'S MOUNTAIN

單筆消費滿2,500元

即贈Tall Tails熊寶啾啾玩具乙個

價值650元，贈完為止

加贈品牌200元折價券  
限下次消費滿2,000元使用

單筆消費滿5,000元

即贈Tall Tails繩紋刷毛寵物毯-大乙個 
價值1,350元，贈完以等值品替代

以上活動每人每卡限兌乙次

SOBDEALL

10.14-11.17

手拿包

特價5,000元｜原價6,800元

雙拉線長夾

特價5,000元｜原價5,600元

 

NU

10.08起

能量尊爵項鍊＋能量炫彩活力手圈＋

能量高遠紅舒痛乳液

特價5,000元｜原價6,460元

Pintoo

單筆消費

滿200元現折20元、滿500元現折50元

滿1,000元現折100元

 

SADOMAIN 仙德曼
單筆消費

滿200元現折20元、滿500元現折50元

滿1,000元現折100元

 

LYCORIS

單筆消費

滿2,000元現折200元

 

敲敲金工 ChoccyMetal

單筆消費

滿5,600元現折200元

滿9,550元現折600元

滿12,880元現折2,000元

滿15,550元現折3,000元

品．選物 Pin．Pick

我們是一個集結眾多設計手作品牌的全新質感選品店。

Pin—希望透過細心篩選的優質手作品牌，組成綜合式的選品店；

Pick—讓每位顧客挑選到最喜愛同時兼具質感與CP值的手作商品。

優惠活動│

任選三件9折

komm-31

自2007年創立，以「服飾的價格與人的價值不能成正比」為經營理

念，從打樣、布料選購、車工精細，都要求盡善盡美，其目的為讓消

費者用平實的價格購買到流行兼具時尚商品，進而創造出屬於自己的

價值。

優惠活動│

春夏商品—特價390元起、單筆消費滿1,000元現折200元

誠品生活小西門期間限定店
新光三越小西門B1 挑高廣場 （這一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