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員專屬—2021.12.02 Thu. - 2022.1.02 Sun.

來店禮｜滿$500贈ART-ZOO限定口罩乙
組

滿額禮｜滿$6,000贈誠品生活plain-me風格小包 
誠品點好好用—2021.12.02 Thu. - 2022.1.02 Sun.

憑誠品
點數250點贈FASHIONS微醺餐酒館200元餐券

倒數月曆，慶祝每一天—2021.12.01 Wed. - 12.31 Fri.

登
入誠品人APP 天天抽大獎

30
UP TO

OFF
%

立即下載

活動內容
詳見內頁說明

誠品人APP 從心出發
慶祝每一天！

五大
功能

馬上知／隨時購／免帶卡
免等待／權益通

下載
登入立即獲得
$300

11.12 Fri. - 12.31 Fri.

南紡店
 t.s.mall store 

12.02 Thu. - 1.02 Sun.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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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專屬—2021.12.02 Thu. - 2022.1.02 Sun.

來店禮｜滿$500贈ART-ZOO限定口罩乙
組

滿額禮｜滿$6,000贈誠品生活plain-me風格小包
 滿$8,000贈ART-ZOO隨行杯
誠品點好好用—2021.12.02 Thu. - 2022.1.02 Sun.

憑誠品
點數250點贈FASHIONS微醺餐酒館200元餐券

倒數月曆，慶祝每一天—2021.12.01 Wed. - 12.31 Fri.

登
入誠品人APP 天天抽大獎 

30
UP TO

OFF
%

立即下載

活動內容
詳見內頁說明

誠品人APP 從心出發
慶祝每一天！

五大
功能

馬上知／隨時購／免帶卡
免等待／權益通

下載
登入立即獲得
$300

11.12 Fri. - 12.31 Fri.

南紡店
 t.s.mall store 

12.02 Thu. - 1.02 Sun.

2021 2022



憑誠品點數250點即可
兌換

FASHIONS微醺餐酒館200元餐券 乙份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2021.12.02 Thu. - 2022.1.02 Sun.  誠品點好好用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2份，點數兌換以會員當日持有點數為準，限量250份，兌完為止。●扣點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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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餐券限南紡店A2館7F FASHIONS微醺餐酒館使用，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兌換地點｜2F誠品書店服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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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人APP遊戲任務專區  
新年倒數月曆活動抽獎，每人

每日可享免扣點抽獎
機會乙

次，有機會抽中31項當日心好禮，第二
次起每次憑誠品點10點即可

參加刮刮樂乙
次（不限參與次數）

每日上午11:00於APP【遊戲任務】專區公布「當日心好禮」，日日獎不同、日日傳心意，敬請鎖定誠品人APP。

12.01 Wed. - 12.31 Fri. The Gift Of Joy 新年倒數月曆 立即下載立即下載

●本活動刮刮樂僅限台灣誠品會員使用，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中獎獎品領獎方式，請依照活動專區【領取方式】說明，自選定門市服務台依APP兌領流程完成獎項領取，不提供運送服務。●中獎後請
立即選定領取門市，選定後亦無法更改，選取前請務必確認。●中獎者未於活動期間選擇領取門市者、獎項逾期領取者，皆視同放棄得獎資格與獎項，亦不補償。●本活動屬機會中獎，不保證中獎，參加前
請確認參與意願，參加活動後抵扣之點數無法返還。●本活動於2022.01.10(一)公告於迷誠品網站【得獎公告】。●本活動屬機會中獎，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市值超過新台幣1,000元以上者，得獎物品
的價值將併入得獎者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主辦單位將依稅法規定於年度結束後開立扣繳憑單予得獎者。得獎者若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183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不
論中獎獎項價值多寡，均須先就中獎所得扣繳20％機會中獎稅金，並出示繳款收據與身分證/護照影本，始可領獎，且主辦單位須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予得獎者。●所有獎項商品使用方式及維修保固提供，請
以該商品出產之企業品牌提供之維修保固與售後服務規定為主，誠品概不負責承擔領取後後續產品維修保固服務。●本活動由誠品主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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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扣繳憑單將由誠品開立寄發。

會員來店禮  
當日
累計滿500即可

兌換

ART-ZOO
口罩三入 乙組
（三色乙組，恕不挑款）

會員滿額禮  
當日
累計滿3,600可

以350加價購、
滿6,000即可

兌換誠品生活
plain-me風格小包 乙只

滿8,000即可
兌換誠品生活

ART-ZOO隨行杯 乙個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組，全台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品玩生活檔期櫃。

●活動期間plain-me風格小包-每卡限兌乙份；ART-ZOO隨行杯-每卡每日限兌乙份，數量有限，恕不累贈，
兌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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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玩生活檔期櫃。

2021.12.02 Tue. - 2022.1.02 Sun. The Gift Of Life



限量 限量 
2020

66折折

LYCORISLYCORIS
濟州島Q版馬油禮盒套組
扁柏／柑橘馬油滋養霜20g二罐＋馬油保濕皂80g

特價999｜原價1,500

Prodigy 波特鉅Prodigy 波特鉅
暖手抱枕
特價500｜原價1,000

HimalayaHimalaya
葡萄籽活膚保濕潤膚乳200ml
推薦價420
維他命E修護脣膏10g 
推薦價120

PintooPintoo
6吋大燈光球拼圖—
玩具總動員系列
特價1,323｜原價1,470

PintooPintoo
三麗鷗系列—聖誕賀卡拼圖
特價250｜原價280

LUCY'S MOUNTAINLUCY'S MOUNTAIN
Cloud7系列睡床，即贈寵物毛毯乙條
推薦價3,980起

英國糖果屋英國糖果屋
冬之景彩球三入組
特價450｜原價750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ST.MALO秘魯工匠手工擺飾
推薦價550-2,680
誠品會員享黑卡85折／金卡9折

SOBDEALLSOBDEALL
12.18-19、12.25-2612.18-19、12.25-26
皮夾／配件
任選二件77折 

6767折折

6868折折

55折折

6262折折

買一
送一

SADOMAIN仙德曼SADOMAIN仙德曼
大理石紋酒器組
推薦價600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即日起-12.26即日起-12.26
recolte Clair經典快煮壺
MOOMIN限定版

特價2,182｜原價2,480

NUNU
健康雙面能量毯雙人毯
特價22,800｜原價32,760

加贈雙面健康能量枕巾二入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即日起 - 12.26即日起 - 12.26
recolte Air Oven氣炸鍋
特價2,886｜原價3,280

LUCY'S MOUNTAINLUCY'S MOUNTAIN
購買機能外套 
享Filter017長袖T-shirt9折優惠

expoexpo
田野實驗室—
APOMAN驅蟲少年
萬用清潔劑315ml
推薦價220

BIOCHEM倍優BIOCHEM倍優
即日起-12.31即日起-12.31
雅聞脈輪微囊雙星35ml
加購價999｜原價1,200

BIOCHEM倍優BIOCHEM倍優
12.10-12.1912.10-12.19
超潤水漾白皙精華液／微晶乳120ml 
可混搭

推薦價1,200／瓶

BIOCHEM倍優BIOCHEM倍優
12.10-12.1912.10-12.19
胺基酸雙效修護洗髮精1000ml
特價1,350｜原價2,000

加贈胺基酸雙效修護洗髮精250ml

The Gift of 2022
Prodigy波特鉅Prodigy波特鉅
舒適美抗菌口罩—雪光聖誕
特價130｜原價210



英國糖果屋英國糖果屋
Sara Miller— 
2.0 彩球糖果禮盒，特價450｜原價500

雀兒喜票卡鐵盒二入組，推薦價280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即日起 - 12.26即日起 - 12.26
Vana Candles 幻彩版復古金屬小暖燈禮盒 
特價1,590｜原價2,040

expoexpo
ADOLE— 
A Day 皮革兩用帆布斜背包
推薦價2,260

SOBDEALLSOBDEALL
方型斜背包，特價7,380｜原價8,200

馬鞍斜背小包，特價9,720｜原價10,800

expoexpo
orien't— 
田野沐浴露／洗髮露350ml
優惠85折 

expoexpo
討酒吧！水果酒系列180ml
推薦價180-580

創意美術創意美術
購買聖誕油畫加贈同尺寸畫框
2F尺寸1,990｜4F尺寸3,990
第二幅6折

expoexpo
THE D—
左｜香衣水100ml，推薦價750
右｜香氛身體乳液300ml，推薦價680

LYCORISLYCORIS
100%純馬油多功能修護霜30ml
二瓶特價1,890｜原價1,260／瓶

敲敲金工Choccy Metal敲敲金工Choccy Metal
左｜愛的小房子純銀項鍊，特價1,160｜原價1,280

右｜蝴蝶細語純銀手鍊，特價2,980｜原價3,180

The Gift of X'mas
敲敲金工Choccy Metal敲敲金工Choccy Metal
純銀／銅手環體驗或訂製
二人同行現折300

LYCORISLYCORIS
馬油冬季限定保養禮盒—
馬油護手霜三入套組＋馬油保濕皂＋馬油保濕洗面乳150ml＋
馬油保濕沐浴乳400ml＋馬油舒緩身體乳400ml 

特價2,022｜原價2,700

LYCORISLYCORIS
紳士保養組—
男仕全效精華乳150ml＋馬油保濕洗面乳150ml

特價1,314｜原價2,200

加贈保濕皂盒組

限量
10

限量
60

仙德曼SADOMAIN仙德曼SADOMAIN
鈦極輕量真空保溫瓶350ml，特價2,625｜原價3,500

雙層玻璃翻轉泡茶杯180ml，推薦價500／只
附攜帶收納套

葳妮婚紗飾品葳妮婚紗飾品
Winnie bridal AccessoryWinnie bridal Accessory
迪密特髮飾，推薦價500
弗麗嘉手工耳飾，推薦價290

買二
送一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66折折

7575折折

7575折折

限量 限量 
2020

7575折折



t.s.mall
SPECIAL DISCOUNT南紡│折扣訊息│

新光三越西門店品玩生活期間限定店
2021.12.10 Fri. - 2022.1.02 Sun.   新光三越西門店5F中庭廣場

BIOCHEM倍優BIOCHEM倍優
即日起 - 12.31即日起 - 12.31
單筆消費
滿2,000元即贈護脣膏4.2g乙份
滿3,500元即贈左旋C嫩白保濕身體乳
250ml乙瓶

 

葳妮婚紗飾品葳妮婚紗飾品
Winnie bridal AccessoryWinnie bridal Accessory
任選三件75折(特價品除外)

 

HimalayaHimalaya
任選二件88折(特價品除外)

邊緣工事邊緣工事
單筆消費滿2,000元即贈品牌帆布袋乙只

阿里巴巴扭一下玩具專賣店阿里巴巴扭一下玩具專賣店
扭蛋套組9折
盒玩任二件現折50元

英國糖果屋英國糖果屋
單筆消費滿320元即贈獨家聖誕卡片乙張
單筆消費滿1,280元即贈新繽紛彩蛋乙顆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SOBDEALLSOBDEALL
12.03-2022.1.02
全面9折
單筆消費滿2,500元現抵150元(可累抵)

12.03-12.25
單筆消費滿5,000元即可參加聖誕戳戳樂
12.03-12.26
不限金額消費即贈聖誕皮飾乙個

 

expoexpo
單筆消費
滿500元，即享
禮品包裝服務乙次
滿1,500元，即享
精美禮盒包裝乙次
免費包裝服務依現場情況為主，
如禮品尺寸與包裝不符，另贈包材乙組。
(恕不累贈，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Prodigy波特鉅Prodigy波特鉅
單筆消費
滿1,000元，
即贈廚房瀝水墊／素面口罩擇一

滿3,000元，
即贈蒸氣熱敷眼罩乙個

 

LUCY'S MOUNTAINLUCY'S MOUNTAIN
振興加碼—
單筆消費滿2,500元即贈200元折價券

當日
累計滿1,225即可

兌換

誠品生活馴鹿夜燈 乙份

2021.12.10 Fri. - 2022.1.02 Sun.  新光限定 暖冬獻禮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乙份，數量有限，恕不累贈，兌完為止。
●兌換券將依系統消費滿額排序後進行匯券，將於消費一週後匯入兌換券於誠品人APP內，請持電子兌換券至指定地點兌換。
●兌換地點│南紡購物中心2F誠品書店服務台。●兌換時間│領券起至2022.1.16 Sun. 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