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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於

飾品指定專櫃累計消費滿8,600元，即可兌換

LUX新綠色奇蹟植萃零矽靈護髮膜乙瓶(限量120瓶) 

誠品會員於

3F指定專櫃累計消費滿8,000元，即可兌換

hoi!微醺香氛精油擴香200ml乙瓶(限量48瓶)

誠品會員於

4F、5F指定專櫃累計消費滿3,800元，即可兌換

juliArt瓶中玫瑰洗髮乳75ml乙瓶(限量95瓶)

10.12 Tue. -10.21 Thu.

純萃煥然 
會員專區加碼禮

10.12 Tue. -10.21 Thu.

馥活空間 
會員專區加碼禮

10.12 Tue. -10.21 Thu.

享癒生活 
會員專區加碼禮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瓶，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活動配合指定專櫃：1F│VA Vendome Aoyama、
ELISA GEMS、COCOSHNIK、Minigold、JUST BLOOM、ete、Grastyle；2F│皇宣緣MIRROR、ANVI、
LESIS、ADORN、Olivia Yao Jewellery；3F│VACANZA ACCESSORY、Urban Lazy；4F│MAO'S 
DOLL、Febbi、Silver Twinkle。●活動專櫃若有異動及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
保有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瓶，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
閃店。●排除專櫃若有異動及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瓶，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誠品書店、誠品
風格文具館、誠品知味市集、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5+F│謙碩修改室；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排除專櫃
若有異動及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誠品會員於

活動期間內全館消費累計滿200,000元，即可兌換

iRobot Roomba 960掃地機器人乙台(限量2台)

10.12 Tue. -10.21 Thu.

風格生活家電 
會員滿額禮

●每卡限兌換乙台，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1F│Aesop、
Jurlique、PHYTO、嘉丹妮爾Vecs Gardenia、FLELIS Fragrance法徠麗香水專櫃、AVEDA、茶籽堂、
innisfree、綠藤生機、O'right、STARBRANDS、belif、Santa Maria Novella、VOLUSPA；2F│ARO 
MART、ACCA KAPPA、juliArt；3F│氧顏森活、ALLOYA、CLAUS PORTO、ioma；4F│PH Shop、
Fevrier、e-nail、手舞作、百梳坊、hoi!好好生活、OHANA MAHAALO、iGzen愛居人、PINCENT；
5F│YANKEE CANDLE、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知味市集、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5+F│謙碩修
改室、WHITENING NET；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排除專櫃若有異動及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
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兌換地點｜4F顧客服務中心

活動共同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南西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日累計(風格生活家電 會員滿額禮活動除外)，逾期無效。●購買禮券、三聯式發票或轉開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如使
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乙項活動贈禮，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兌換後之發票剩餘金額不得與下次消費
合計。●使用抵用券、商品禮券、書店禮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得參加全館贈品、贈券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誠品會員相關活動，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至4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點數相關活動僅限台灣申辦之誠品
會員獨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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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活動贈禮(包含抵用券/誠品點)至4F服務台辦理，如
贈禮已使用或遺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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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誠品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會員請
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任一證明，方可兌換。●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升等誠品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活動贈禮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所有贈品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圖
片僅供參考，兌出後除瑕庛品恕不接受退換。排除專櫃若有異動或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禮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詳情請見4F顧客服務中心及「迷誠品」官網公告。
https://meet.eslite.com/tw/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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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Fri. - 11.02 Tue.

歡迎登上
未來幸福專機！
10點誠品點抽
東北亞來回機票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誠品會員於全台實體門市消費，即享以下雙重回饋：

 【天天送！】

會員單筆消費滿888元贈200元
內含│「誠品線上」電子抵用券100元＋實體門市電子抵用券100元

※ 會員每日限回饋一次，恕不累贈，使用期間自消費日隔日起1個月止，門市單筆消費滿500元即可抵用。

  【平日發票加碼住行旅！】

會員憑週一至週四消費發票，

享誠品行旅住宿最高全額折抵優惠
※ 本活動限會員本人入住，抵用期限以發票開立後之60天內折抵

完畢，一張發票限折抵一間一晚住房，一間客房最多以三張同日

發票累計折抵為限，每日限量20間，額滿恕無法提供預訂或延長

折抵期限，最後入住期限至2021.12.28 Tue.止

※ 以上活動皆以發票金額計算，誠品行旅消費之發票不適用。

※ 消費時皆需累計至會員帳號，方可參與活動。

誠品會員至誠品人APP專區或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

憑誠品點10點，即可兌換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抽中

未來機票－長榮航空東北亞不限航點雙人來回機票（價值 113,400元／ 組，共1組）

即日起 - 10.31 Sun.

誠品發票變現金 
強勢回歸雙重送！

 【天天送！活動注意事項】
●誠品會員於全台誠品生活、誠品書店實體門市(含誠品風格文具館、兒童館、音樂館、知味市集、伊織、誠品酒窖、eslite café、expo等)單筆消費之
發票金額滿888元(含以上)，贈線上、線下抵用券各100元。●實體門市100元電子抵用券：將於消費後自動匯入實體門市100元抵用券至誠品人會員帳
號，使用期間自消費日隔日起1個月止，門市單筆消費滿500元即可抵用，逾期自動失效。ex. 8.01消費達檻會員，系統將於當日自動匯券至會員帳號
內，抵用券適用期間為８.02至9.02止。●誠品線上100元線上抵用券：將於消費後撈取達檻名單匯券，自8.19(四)起每週四匯券至對應期間達檻會員的
誠品線上會員帳號內，ex. 8.01-8.08期間消費達檻會員，將8.19(四)匯券，8.09-8.15期間消費達檻會員，將於8.26(四)匯券，依此類推，最後匯券日
為11.11(四)。使用期限自匯券日起1個月止，單筆訂單滿500元即可抵用，逾期自動失效。●本活動每日每會員限回饋乙次，恕不累贈。●回饋之門市
100元抵用券恕不可轉贈、累抵，限於全台誠品生活商場、誠品書店實體門市使用，恕不得使用於誠品畫廊、誠品行旅、誠品講堂、誠品表演廳、誠品電
影院、各門市星巴克STARBUCKS、屈臣氏Watsons、晶碩光學、謙碩服裝修改室、麥當勞、丸亀製麵、7-ELEVEN、全家便利商店、大創DAISO、臨時
櫃及特賣會。●百貨門市抵用券使用方式依各百貨規範為主。誠品書店中壢大江店、桃園統領店、台中三井店，因百貨規範，購買免稅商品(如圖書、雜誌
等)無法使用抵用劵。●門市100元抵用券詳細使用說明請於誠品人APP查詢。門市消費時限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APP進行折抵，恕不接受截圖。

 【平日發票加碼住行旅！活動注意事項】
●誠品會員本人於活動期間內持全台誠品生活、誠品書店實體門市之週一至週四消費發票入住誠品行旅(發票日期限為活動期間內週一至週四之發票)，可
折抵住宿房價，一張發票金額限折抵一間一晚住房，一間客房最多以三張同日發票累計折抵為限，發票可跨店累計，依各房型之房價全額為折抵上限，另
需收取各房型房價之10%服務費，發票金額經折抵後，其餘額恕不得做再次折抵使用，折抵金額以發票額為主，使用抵用券支付之金額恕不折抵，部分專
櫃不適用，詳情以現場公告為主。●使用本活動之折抵優惠時，均需出示會員本人之實體消費發票或載具發票記錄、銷貨明細表及誠品人APP行動會員
卡(或實體會員卡)，並限於消費發票開立後之60天內使用完畢，最後入住期限至2021.12.28 Tue.止，每日限量20間，額滿恕無法提供預訂或延長折抵
期限。●本活動優惠房型：雅緻客房NT$6,000+10%、經典客房NT$8,000+10%、行政套房NT$10,000+10%、行政家庭房NT$13,000+10%；各房
型皆包含早餐及5%營業稅，服務費依各房型房價之10%計算。●誠品行旅訂房專線：02-6626-2828，或請至官網線上訂房 http://www.eslitehotel.
com。●上述活動消費時需累計至誠品會員帳號，該發票金額方可適用於住房之抵用，誠品行旅、誠品畫廊、非誠品表演廳之自製節目及購買禮券之發
票恕無法參與活動。●活動其他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書店、誠品生活、誠品行旅保留調整及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此活動需先登入迷誠品網站方能參與點數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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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活動期間，每筆兌點視為乙次
抽獎機會，每卡不限抽獎機會。●參加兌點為誠品點即時扣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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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2 Fri. 
公布於迷誠品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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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12 Fri.-
2021.12.13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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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為經濟艙機票兌換券，旅遊城市可於機票開立時指定長榮航空東北亞任一航
點，需於2022.12.13前開立機票，機票開立後須於一年內使用完畢，其他未盡事宜，詳
見票券說明或上迷誠品網站查詢。●獎項兌換與詳細兌換後使用方式請參閱迷誠品網站說
明。●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活動詳情

活動詳情
圖片僅供示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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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於eslite Pay綁定指定銀行信用卡並於當日單筆消費滿額即贈電子券乙份，最高享5%回饋！

單筆滿6,000元贈200元電子抵用券乙份  限量500份

內含｜2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單筆滿20,000元贈1,000元電子抵用券乙份  限量300份

內含｜500元電子抵用券╳2張

※本活動消費可參加全館滿千送百活動，惟不得參加館內所有銀行活動！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會員每日各銀行活動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兌完為止！

誠品會員至誠品人APP或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

憑誠品點10點，即可兌換精選飲品／甜品專櫃50元抵用券乙張。

活動期間內兌換即有機會抽中誠品禮券10,000元乙名，至誠品商場指定專櫃使用還可多乙次抽獎機會，

換越多用越多，中獎機率越高！

南西店指定專櫃：B1｜31冰淇淋、日安喝茶、于記杏仁；1F｜鶴茶樓

活動共同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南西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購買禮券、三聯式發票或轉開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銷貨明
細資料，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乙項活動贈禮，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兌換後之發票剩餘金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使用抵用券、商品禮
券、書店禮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得參加全館贈品、贈券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誠品會員相關活動，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至4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點數相關活動僅限台灣申辦之誠品會員獨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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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活動贈禮(包含抵用券/誠品點)至4F服務台辦理，如贈禮已使用或遺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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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誠品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會員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
或誠品人APP任一證明，方可兌換。●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升等誠品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活動贈禮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所有贈品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圖片僅供參考，兌出後除瑕庛品恕不
接受退換。排除專櫃若有異動或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禮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詳情請見4F顧客服務中心及「迷誠品」官網公告。https://meet.eslite.com/tw/tc。

●以下專櫃恕無法使用eslite Pay付款或不適用此活動，若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B1&1F│麥當勞；B1│繼光香香雞。●結帳時請主動出示誠品人APP會員卡，
並使用eslite Pay綁定指定銀行信用卡成功完成支付後，系統將自動匯券至會員帳戶，可至誠品人APP「電子券」頁面查詢。●本活動各銀行限量份數為活動店別
共同計算，活動期間內贈完即兌畢，恕不再另行公告。●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抵用券使用期間為2021.9.24 Fri. - 2021.10.31 
Sun.止，逾期無效，其餘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國泰世華銀行商務卡、CUBE卡／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公司商務卡及採購卡恕不得兌換。●以下專櫃
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200元或50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並以此類推：5F│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知味市集、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
●其餘未盡事宜請依現場公告為準，誠品生活與玉山銀行、國泰世華銀行、聯邦銀行及星展銀行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信用卡循環信用利率、預借現金手續費用及其他費用資訊，請參閱各發卡銀行官網。

●需先登入會員帳號後方可進行點數兌換，會員首次登入請參考誠品人APP及迷誠品網頁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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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扺用券限指定專櫃，單筆消費金額滿50元即可使用，單筆消費限使用乙張，使
用期限至2021.11.09 Tue止，逾期無效，詳細使用說明請見券面說明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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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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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系統將自動發送APP券至誠品人APP會員帳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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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兌換抵用券乙次視為乙次抽獎機會，至指定專櫃使用抵
用券乙次視為乙次抽獎機會，每卡不限抽獎機會次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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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23 Tue公布於迷誠品網站，並由專人電話通知中獎與領獎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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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兌換地點｜4F顧客服務中心

9.24 Fri. - 10.21 Thu.

eslite Pay！
消費輕鬆Pay

9.24 Fri. - 11.02 Tue.

誠品點好好兌 
幸福好食光

前往點數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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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獨家及明星商品
優惠在這裡

讓幸福層層堆疊

由100%至200%

61折

61折

62折

61折

南西
獨家 66折

25折

48折

O'rightO'right｜｜1F1F

歐萊德養髮液-Premier限定版100ml歐萊德養髮液-Premier限定版100ml
（（雷公根／柳蘭）雷公根／柳蘭）

特價特價1,280元｜原價3,280元元｜原價3,280元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O'rightO'right｜｜1F1F

咖啡因養髮液100ml+50ml咖啡因養髮液100ml+50ml
特價特價5,000元│原價8,260元元│原價8,260元　　

ACCA KAPPAACCA KAPPA｜｜2F2F

白麝香香水100ml+30ml白麝香香水100ml+30ml
特價特價2,100元｜原價3,400元元｜原價3,400元　　

innisfreeinnisfree｜｜1F1F

櫻花超值優惠組櫻花超值優惠組

特價特價1,260元｜原價2,057元元｜原價2,057元

*含：濟洲櫻花亮顏霜50ml＋櫻花柔膚水200ml＋濟州櫻花水凝霜20ml＋濟州櫻*含：濟洲櫻花亮顏霜50ml＋櫻花柔膚水200ml＋濟州櫻花水凝霜20ml＋濟州櫻
花果凍潔顏泡泡30g＋綠茶泡泡15ml＋櫻花泡泡15ml＋櫻花傘花果凍潔顏泡泡30g＋綠茶泡泡15ml＋櫻花泡泡15ml＋櫻花傘　　

iLookiLook｜｜3F3F

SPORT b. 太陽眼鏡SPORT b. 太陽眼鏡

特價特價2,980元｜原價4,500元　元｜原價4,500元　

Tiara Tiara STORYTiara Tiara STORY｜｜3F3F

法式刺繡公主袖上衣法式刺繡公主袖上衣

特價特價1,400元｜原價2,880元　元｜原價2,880元　

伊織伊織｜｜2F2F

伊織羽柔毛巾被伊織羽柔毛巾被

特價特價3,800元｜原價6,280元　　元｜原價6,280元　　

ELISA GEMSELISA GEMS｜｜1F1F

K金鍊經典套組K金鍊經典套組

特價特價4,980元｜原價8,260元　元｜原價8,260元　

*含：10K單鑽項鍊＋經典單顆耳環*含：10K單鑽項鍊＋經典單顆耳環　　　　

ORiental TRafficORiental TRaffic｜｜1F1F

舒適純色百搭尖楦金根平底鞋舒適純色百搭尖楦金根平底鞋

特價特價990元｜原價3,980元　元｜原價3,980元　

*共7色(黃／綠／黑／卡其／金／咖啡*共7色(黃／綠／黑／卡其／金／咖啡
／粉紅)／粉紅)

新櫃
登場

5折

6折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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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指數
大評比

5折

41折

6折

南西
獨家

62折

南西
獨家 48折

新櫃
登場 54折

57折

half halfhalf half｜｜3F3F

格子西裝外套（黑）格子西裝外套（黑）

特價特價1,500元｜原價3,680元　元｜原價3,680元　

belifbelif｜｜1F1F

雪酪卸妝霜1+1組雪酪卸妝霜1+1組

特價特價1,480元｜原價2,760元元｜原價2,760元

*含：蓮花淨透雪酪卸妝霜100mlx2*含：蓮花淨透雪酪卸妝霜100mlx2　　

PHYTOPHYTO｜｜1F1F

護色亮采組護色亮采組

特價特價1,200元｜原價1,950元元｜原價1,950元

*含：護色能量洗髮精400ml＋*含：護色能量洗髮精400ml＋
護色能量洗髮精250ml護色能量洗髮精250ml

　　

JurliqueJurlique｜｜1F1F

經典活膚露保濕組經典活膚露保濕組

特價特價1,350元｜原價2,250元元｜原價2,250元

*含：活膚露100ml(玫瑰／薰衣草／紫羅蘭*含：活膚露100ml(玫瑰／薰衣草／紫羅蘭
西柚) 任選1＋玫瑰煥顏泡沫潔顏乳20g＋珍西柚) 任選1＋玫瑰煥顏泡沫潔顏乳20g＋珍
稀玫瑰保濕調理乳10ml＋賦活霜10ml稀玫瑰保濕調理乳10ml＋賦活霜10ml　　

iLookiLook｜｜3F3F

TOM FORD太陽眼鏡TOM FORD太陽眼鏡

特價特價6,980元｜原價14,500元元｜原價14,500元

FRED PERRYFRED PERRY｜｜3F3F

短版3WAY魚尾軍裝大衣短版3WAY魚尾軍裝大衣

特價特價6,580元｜原價13,080元　元｜原價13,080元　

金黑卡會員再加碼

滿20,000 送4,500
再贈juliArt
角質淨化液兌換券

9.24─10.11 |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 送1,000

JurliqueJurlique｜｜1F1F

進化前導露入門組進化前導露入門組

特價特價2,150元｜原價3,750元元｜原價3,750元

*含：進化前導露+150ml＋進化前導露+ *含：進化前導露+150ml＋進化前導露+ 
20mlx2＋臻萃奇蹟緊緻精華5ml20mlx2＋臻萃奇蹟緊緻精華5ml　　

2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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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說自然創作家

南西
獨家

❶｜iGzen愛居人｜4F｜U.S. Apothecar y接骨木花擴香枝236ml，特價1,999元｜

原價2,180元　❷｜手舞作｜4F｜牛奶罐與棉花糖擴香陶，特價1,980元｜原價2,420
元　❸｜CLAUS PORTO｜3F｜Claus porto 里斯本頌歌－夜之女王香氛護膚組，特

價3,990元│原價5,340元 ＊含：夜之女王旅行袋＋身體乳300ml＋護手霜50ml×2＋香氛皂150g　

❹｜Yankee Candle｜5F｜小加熱燈＋瓶中燭S×2，特價2,330元｜原價2,740元　

❺｜expo_select_小巴黎｜4F｜香氛蠟燭禮盒，特價1,399元｜原價1,499元

❻｜PH Shop｜4F｜匿齡再生囤貨組，特價7,100元 
| 原價9,060元 ＊含：Dr.Hauschka再生修護精華液30ml×3＋

律動卸妝洗面乳30ml＋調理液30ml贈玫瑰日霜(清爽型)10ml(價
值500元)　❼｜OHANA MAHAALO｜4F｜任選2款

OHANA MAHAALO 輕香水／淡香水／ Kuschel J
珂雪 輕香水／MOANA PAKIPIKA 輕香水＋任選2款 
OHANA MAHAALO 潤澤療癒護手霜50g／ Kuschel J
珂雪 潤澤護手霜，特價1,888元｜原價2,100元

❽｜VOLUSPA｜1F｜經典玻璃杯蠟燭，特價980元｜原價2,000元＊共3款：玫瑰冰淇淋／牛奶玫瑰／奧圖玫瑰　❾｜松本清｜B1｜ARGELAN 草本保濕

植萃卸妝油150ml，推薦價349元　❿｜juliArt｜2F｜凡購高階洗髮精／潤髮乳1000ml消費滿6,400元，贈草本養髮胺基酸洗髮精-達文
西密碼1000ml ＊My juliArt 洗髮精 1000ml恕不列入 ＊贈品限草本養髮胺基酸洗髮精 -達文西密碼（價值3,600元），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49折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❼

❽ ❾

❿

南西
獨家 75折

79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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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10.11｜香氛美妝指定專櫃當日單筆消費滿3,000 送300

67折

56折

77折

❶｜AVEDA｜1F｜光采豐盈推薦組，推薦價4,280元 ＊含：蘊活菁華更新洗髮精200ml＋蘊活菁華潤髮乳200ml＋蘊活光萃Omega5高效精華200ml　❷｜
AVEDA｜1F｜潔淨舒敏推薦組，推薦價6,150元 ＊含：頭皮淨瑕潔膚凝膠（3件組）＋頭皮淨瑕沁涼平衡膜150ml＋純型洗髮精300ml　❸｜Aesop｜1F｜2021 
Aesop周年慶組合_香芹籽潤澤乳霜組，推薦價4,260元 ＊含：香芹籽抗氧化眼霜10ml＋香芹籽抗氧化面霜60ml　❹｜Aesop｜1F｜2021 Aesop周年慶組合

_高效維他命彈潤組，推薦價5,190元 ＊含：夜間深層滋養面膜60ml+大馬士革玫瑰精露25ml　

❺｜innisfree｜1F｜綠茶籽加大超值組，特價2,530元｜原價3,735元 ＊含：綠茶籽保濕精華160ml＋濟州紅茶極效修護安瓶30ml＋漢拏山柑橘C亮白精華5ml＋濟

州紅茶極效修護安瓶5ml＋綠茶籽保濕精華5ml　❻｜innisfree｜1F｜完美服貼光透舒芙蕾SPF34 PA＋＋（5種色號），買正貨送粉蕊，特價680元｜

原價1,060元　❼｜綠藤生機｜1F｜極境撫紋彈潤組，特價4,803元│原價6,240元 ＊含：極境雙藻復原精華30ml＋綠色海洋精華油30ml＋澄澈眼部雙精華15ml　

❽｜茶籽堂｜1F｜飯店經典組，特價1,800元 |  原價2,260元 ＊含：桑白皮修護洗髮露330ml＋荷葉清舒沐浴露330ml＋金盞花護髮素330ml＋青蜜滋養乳液330ml

新櫃
登場

74折

❾｜STARBRANDS｜1F｜摩洛哥優油買2送6特價4,800元｜原價8,500元＊含：摩洛哥優油200ml×2＋100ml×1＋25ml×2＋15ml×1＋10m×1＋輕優油

10ml×1 ＊週年慶首四日限定(9/24–9/27)　❿｜belif｜1F｜冰河青春抗皺彈力組，特價3,780元｜原價5,090元＊含：冰河能量抗皺精露30ml＋紫苑青春彈力炸

彈精華50ml＋經典保濕精華10ml＋匈牙利女王保濕水精華10ml　⓫｜Santa Maria Novella｜1F｜SMN超水嫩保濕潔顏組，特價5,380元 ｜原價6,600元 

＊含：溫和洗面皂150g＋薔薇保濕化妝水250ml＋高效保濕面霜50ml　⓬｜Santa Maria Novella｜1F｜SMN經典薔薇浪漫香氛組，特價3,000元｜原價

4,350元 ＊含：薔薇室內香錠二入裝＋薔薇美體香粉300g＋精緻手工石榴皂55g

❹

❺

❸

❷

❶

❻

❼

❿
⓫ ⓬❾

❽

新櫃
登場

新櫃
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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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SHNIK｜1F

10K水晶切割珠鑽石手鍊

推薦價13,280元

Urban Lazy｜3F

探險旅程-巴洛克珍珠長鏈

特價5,280元｜原價5,690元

Grastyle｜1F

心晴天然鑽石對戒

特價29,800元｜原價49,000元

Minigold｜1F

璀璨18k金單鑽墬鍊

特價9,999元｜原價13,800元

MIRROR皇宣緣｜2F

堅韌清露翡翠項鍊

特價17,800元起｜原價20,000元

ANVI｜2F

14K金月亮造型手鍊

特價8,600元｜原價10,800元

ete｜1F

粉彩珍珠耳釦 
特價6,500元｜原價6,900元

VA Vendome Aoyama｜1F

K18 玫瑰金馬蹄鑽鍊 
特價17,300元起

Olivia Yao Jewellery｜2F

愛奧尼粉晶耳窩夾

推薦價3,680元

JUST BLOOM｜1F

糖霜多拿滋 甜甜圈耳環

特價2,000元｜原價2,500元

Daniel Wellington｜1F

Petite Amber 32mm 
玫瑰金米蘭腕錶

推薦價6,490元

9.24－10.11｜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 送1,000

時尚殿堂藝術家
73折 61折

新品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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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❶｜Mellow Active｜3F｜Two Ways 正反兩穿罩衫，特價1,060元｜原價1,180元　❷｜CRY｜2F｜後縮襯衫，特價7,180元｜原價7,980元　

❸｜INF｜2F｜21SS 長版層次解構襯衫，特價8,670元｜原價10,200元　❹｜unsnnoi｜3F｜棉質中抽繩V領洋裝，推薦價1,680元；下擺弧形

雙車線垂墜雪紡西裝外套，推薦價1,480元　❺｜Dleet｜2F｜鋪棉打結漁夫帽，特價5,715元｜原價6,350元；鋪棉西裝，特價17,550元｜原價

19,500元；中腰直筒褲，特價6,975元｜原價7,750元

HERLS｜3F

全真皮極簡素面橫飾牛津鞋(男鞋)
特價3,723元

原價4,380元

HERLS｜3F

全真皮經典便仕側V樂福鞋

特價2,460元

原價3,280元

HTHREE｜2F

佩尼穆勒鞋

推薦價5,860元

STEVE MADDEN｜1F

HAILSTORM
特價4,280元

原價5,280元

PEPPER'S｜3F

牛皮漸層水桶包

特價4,980元

原價6,380元

❶ ❷

❹

❺時尚殿堂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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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樂｜4F

印花樂×LINE FRIENDS夢想收藏組合

特價2,990元｜原價3,390元

＊含：可收捲小背心袋＋方圓小提包＋
都會休閒肩揹包＋球型束口袋＋包布巾

SEALSON｜1F

BS｜BACKPACK 
BLACK / GREY

特價3,360元│原價4,200元

BEAMS JAPAN TAIPEI｜1F

evergreen works × BEAMS JAPAN / 
別注 LOGO 配色 托特包

推薦價1,590元

BEAMS JAPAN TAIPEI｜1F

BEAMS JAPAN
重磅T恤

推薦價2,540元

❻｜Dleet｜2F｜短袖墊肩襯衫，特價6,075元｜原價6,750元；左右不同吊帶裙，特價10,350元｜原價11,500元　❼｜Cherng Design｜2F｜

格紋剪接襯衫，特價5,200元｜原價6,500元　❽｜MARJORIE｜3F｜優雅翻領綁帶風衣外套，特價2,380元｜原價3,130元　❾｜Caspia LiLi｜

2F｜Elsa，特價6,860元｜原價9,800元　❿｜Caspia LiLi｜2F｜Zona，特價6,230元｜原價8,900元　

❻ ❼
❽

❾ ❿

9.24－10.11｜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 送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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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10.11 |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 送1,000

沛聲PLAY SOUND｜5F

Fender The Indio
復刻版 藍牙喇叭

特價12,100元｜原價12,800元

　

百梳坊｜4F

經典攜帶梳禮盒組

特價1,480元｜原價1,870元

*含：小四角黃金梳＋小桃專利鬃毛梳

SADOMAIN｜B1

316時尚保溫便當盒1000ml
特價980元｜原價1,400元

*共三款：黑／白／白鐵　

賽先生科學工廠｜5F

太陽能原木擴香器（兩款）

特價1,148元｜原價1,290元

　

誠品書店｜5F

POKETLE x SOU SOU
隨行透明瓶

推薦價推薦價779元元

　

DEVILCASE｜3F

DEVILCASE強化玻璃防護套餐

特價1,570元｜原價2,160元

*含：惡魔防摔殼二代＋戰盾鏡頭保護貼
＋邊緣強化玻璃貼　

Yogibo｜4F

Max大型沙發

特價9,999元｜原價10,800元

*限週年慶首四日(9/24-9/27)　

BEAMS JAPAN TAIPEI｜1F

BEAMS JAPAN 透明Q比公仔

推薦價推薦價1,840元元

　

CN Flower｜1F

銀斑葛（橫紋花器米白加吊繩）

推薦價推薦價2,370元元

LUCY'S MOUNTAIN｜3F

樂波編織方塊地毯組

特價5,980元｜原價6,600元

*一盒為十二片入(50cmx50cm)

品
味
生
活

     
夢
想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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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10.11 |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 送500

大心｜B1

酸辣海陸麵＋

清燉越南牛肉河粉＋

泰國奶茶x2
推薦價638元

*內用10%服務費另計
*餐點供應內容
以餐廳實際菜單為主

朋廚｜B1

一人獨享套餐

特價100元｜原價118元

*含：80元歐式麵包＋蜂蜜瑪德蓮　

FLIPPER'S｜3F

奇蹟的舒芙蕾鬆餅鹹甜雙人優惠套餐

推薦價830元

*含：奇蹟的舒芙蕾鬆餅 (德式香腸＋原味) ＋
美式咖啡x2 
*內用10%服務費另計

于記杏仁｜B1
杏仁冰淇淋（2入）

特價99元│原價 80 元/個

猿田彥咖啡｜1F

10週年紀念

向日葵綜合浸泡式咖啡

（1盒5入）+
猿田彥馬克杯 340ml
特價850元｜原價940元

　

食習｜4F
食習紅燒牛肉麵

推薦價260元

Baskin Robbins
31冰淇淋｜B1

雙球聖代

特價350元│原價 380元

日安喝茶｜B1

6入寒天花果茶凍禮盒

特價350元│原價 420元

帕里帕里Pali Pali ｜1F

八蒜包

推薦價85元

　

美食地圖探險家

❶｜Waku Waku Burger｜5+F｜炙燒明太子牛肉堡，特價285元｜原價290元，居酒屋風明太子雞翅，特價160元｜原價170元(詳細套餐販售內容依

現場供應為主) 　❷｜JOHNNY PAPA｜B1｜現烤日式手作蛋糕，第二件半價（原價180元起）　❸｜YABI KITCHEN｜2F｜陽光迷你蝦滋堡，推薦

價290元　❹｜ 英格莉莉｜3F｜萬聖節雙人套餐，特價1,080元｜原價1,320元(含: 開胃前菜羅勒貽貝乙份＋漢普頓宮花園飯(280元內口味任選乙份)＋千層麵乙

份 (口味任選乙份)＋地瓜蒙布朗豹紋鬆餅＋飲品(150元以下任選兩杯))

❶ ❷ ❸ 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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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 Xi
SPECIAL DISCOUNT南西│折扣訊息│

茶籽堂
消費金額

滿2,000元，贈碗盤洗潔液550ml乙個

滿3,300元，現折300元

滿4,800元，贈苦茶油乳液330ml乙個

南西獨家

髮、身補充包任選三包

折後金額達3,500元

贈衣物手洗精550ml乙個

 
STARBRANDS

週年慶9/24–9/27首四日限定

ghd正貨買一送一

platinum+新白金造型夾(經典黑／經典白）

贈波浪造型杖乙個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O'right

R-Bottle／R-Pack
洗髮精補充包600mlx2
任選3件(含)以上

享7折優惠

 
Olivia Yao Jewellery

消費滿6,000元現抵600元

 
Caspia LiLi

9/24 - 10/21
消費滿10,000元，現抵500元 
*恕不累抵，特價品除外

 
ioma

KRYOLAN 歌劇魅影

口碑底妝任選2入(含)以上

享8折優惠

（七秒修顏粉餅10g／燦妍無瑕粉底

15g／珠光透明粉餅10g／HD賴床

粉底30ml）

 
expo_select

購買毛起來洗商品

滿1,000元，贈帆布袋乙個

滿2,000元，贈極淨潔耳液乙罐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好日子agooday－卡娜赫拉系列商品

享9折優惠

凱林鐵板燒
香煎紐西蘭菲力牛排

第二套半價

FLELIS Fragrance法倈麗香水專櫃
ISSEY MIYAKE一生之水

經典女香禮盒

含：一生之水女香100ml＋25ml

買大送小，特價3,800元（原價5,400元）

 
AVEDA

消費金額

滿6,000元，贈沁涼薄荷旅行組乙組

*含：迷迭／薄荷洗髮精 50ml＋迷迭／薄荷潤
髮乳 50ml＋蘊活光萃Omega 5水潤乳 40ml

滿9,000元，贈逆齡光萃旅行組乙組

*含：蘊活光萃洗髮精50ml＋蘊活光萃潤髮乳
50ml＋蘊活光萃Omega 5高效精華30ml＋強
效保濕面膜40ml
*以上活動不得與其他優惠活動併行，贈品數量
有限送完為止

Aro Mart

泡澡放鬆沐浴鹽 600g
（薰衣草香頌／玫瑰之路／百合花束）

特價799元（原價1,280元）

紓壓放鬆-西西里假期複方精油20ml 
／雅琪朵-保衛達人複方精油20ml／
雅格綠翠-高地薰衣草精油20ml
買一送一    *限同品項

 
juliArt

購買3in1洗髮沐浴露1000ml
單筆消費滿2,700元

贈指定款3in1洗髮沐浴露 碎花裙的

午後1000ml
*滿2,700元贈乙個，滿5,400元贈兩個，
以此類推

B1  

2F  
  

1F  

3F  

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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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 Xi
NEW OPENING南西│新櫃登場│

JOHNNY PAPA｜B1

傳承日本職人精神，取用道地新鮮

食材，用心製作天然健康、口感綿

密的現烤日式手作蛋糕、千層爆漿

蛋撻。

STARBRANDS｜1F

INVEST IN YOUR HAIR , IT IS 
T H E  C R OW N  YO U  N E V E R 
TAKE OFF.  STARBRANDS相信

美，來自對細節的講究、對質感

的不妥協。帶入髮品界的明星品

牌Moroccanoil摩洛哥優油／ghd／

ALTER NA／O&M等品牌，提供

專業諮詢與體驗。

Tiara Tiara STORY｜3F

日本進口服飾、生活雜貨，集合life 
style 複合店風貌。敘述無齡層、森

林系、山林系女性，舒適、樂活、

Simple&Comfort，享受生活樂趣為

理念，Tiara女孩每天都有「心」發

現。

Santa Maria Novella｜1F

發源於1221年義大利聖塔瑪莉亞大

教堂，是香水的始祖也是歐洲最古

老的藥妝店，八百年的優良傳承成

就了頂級香氛保養品專家的歷史地

位。

嘉丹妮爾 Vecs Gardenia｜1F

從花園裡來的保養。由台灣專業藥

師創立，以天然機能性植萃為主

軸，發展出系列溫和、有效，讓敏

弱肌也能安心使用的保養。

BEAMS JAPAN TAIPEI｜1F

以日本為主軸，企劃觸角廣及各領

域的 BEAMS JAPAN。品牌創立五

年間，藉由店鋪、書籍為媒介推廣

販售豐富的商品。此次結合在地品

牌「林百貨」與「春陽茶事」，展

現台日融合的多元魅力。

DEVILCASE｜3F

DEVILCASE 惡魔鋁合金為台灣在

地手機殼專賣店。惡魔防摔殼經過

SGS軍規摔落測試，且超過千種原

創設計背板及多款手機殼顏色可自

由搭配。

belif｜1F

LG旗下保養品牌belif，品牌名稱來

自於信任(believe)，與英國擁有150
年歷史藥草店技術合作，堅持使用

安心原料，重視真實、簡約、真誠

的草本護膚概念，以卓越效果解決

現代人的肌膚困擾。

LUCY'S MOUNTAIN｜3F

「給毛孩健康正向的生活方式」我們

崇尚自然，健康的飼養理念，致力於

提供更多安全可靠的產品，讓主人和

毛孩從家裡到戶外，都能一起享受更

為有趣健康。

POKE GO 夏威夷生魚飯｜1F

POKE GO夏威夷生魚飯以不過度

加工的多種新鮮蔬菜、海鮮、蛋白

質與醬料，自由搭配出專屬的健康

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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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BERRY｜3F

精心挑選集結生活必需品，Richell
深受眾所喜愛的品味嬰童用品/生活

用品，LE BONHEUR顛覆傳統潮

時尚美學、舒適童裝，柔和大地色

系美感與潮流兼具的親子裝，一站

到位滿足您對品味的追求。

Urban Lazy｜3F

彩寶第一品牌，貴族氣質是慾望滿

足後的疲倦感，帶著點舊日光景的

餘暉。是歲月沈澱過後不費力的

美。用光芒紀錄著時光與美好，

Urban Lazy獨一無二的天然彩寶。

Vanger ｜4F

品牌2007年創立以來，已走過漫長

經營十幾年時光，源自於對品味生活

與手工皮革的堅持，工作團隊以過去

旅居海外多年所累積的時尚養份帶

回國內，激發出Vanger設計團隊創意

靈感，完美結合老師傅細膩堅持的精

神，呈現手工皮革鞋款的細膩品質。

Murose x 織途 x Welvng ｜4F

三方設計師合作，MuRose Crystal；
天然水晶原創飾品，跳脫以往對水

晶舊觀念，織途；旅途中的見聞帶

給了創作Macrame的靈感，用雙手編

繪故事和記憶，織造人生旅途以及

WELVNG我們生活；相信一件好的

作品應是帶給人們更好的生活過程，

實現簡約的美好。

PINSCENT｜4F

由台灣獨立調香師創立的香氛品

牌，特別為居家空間設計舒適放鬆

的空間香氣，以真實情境和感受設

計的系列香氣真實細膩，帶我們重

回香氣當下的情緒與畫面，探索香

氣、時間與自我療癒的嗅聞體驗。

unsnnoi｜3F

我們與我們：代表著理性的我們與

感性的我們、我與你、衣服與肌

膚、沉溺與揉合。unsnnoi作為一個

都會女裝選品店，致力於挑選能多

樣搭配、穿著舒適的衣物飾品，發

現剪裁版型裡的經典並與之平衡，

提供妳最自在的選擇。

誠品生活南西 2F誠品生活南西 2F



誠品生活南西 4F誠品生活南西 4F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使用 eslite Pay、街口支付、LINE Pay 及台灣 Pay 消費恕不得兌換；如使用 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 刷卡消費則可兌換之，惟實體卡與行動支付若綁
定同一張信用卡，二者刷卡消費金額恕不得合併計算亦不得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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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值卡加值或儲值卡加值後之消費及紅利折抵恕不列入活動金額計算。●除活
動另有說明外，兌換僅適用於台灣發行之信用卡，正附卡分開計算，限本人兌換不得代領。●各銀行美國運通卡、大來卡、VISA 金融卡恕不得參加分期活動。花旗銀
行金融卡及商務卡 / 國泰世華銀行 CUBE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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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卡及 JCB 晶緻悠遊 DEBIT 卡 / 臺灣銀行達人 VISA 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 / 新光銀行 VISA 金融卡及商務卡 / 兆豐銀行採購卡、商務卡及 VISA 金融卡之消費恕
不得兌換。●限於誠品生活南西消費累計，超過金額恕不再累計，當日消費限於當日消費館內指定地點兌換，逾期恕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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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活動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
為主，各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刷卡分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 3,000 元以上

享 3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 6,000 元以上

享 6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 12,000 元以上

享 12期零利率

花旗銀行、玉山銀行、中國信託銀行、永豐銀行、第一銀行、新光銀行、
日盛銀行、兆豐銀行、遠東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台北富邦銀行、華南
銀行、元大銀行 ( 大眾信用卡適用 )、合作金庫、聯邦銀行、滙豐銀行、
台新銀行、凱基銀行、星展銀行 ( 澳盛信用卡適用 )、臺灣銀行、土地
銀行、臺灣企銀、彰化銀行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兌換至 2021.12.31止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單筆分期滿 12,000元  
贈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6,500 元贈

旅狐保溫袋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2,5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120 份

滿 6,000 元贈

商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18,000 元贈

商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商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2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 份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30 份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7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分期七卡恕不兌換分期
加碼禮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1.9.24 Fri.- 2022.1.03 Mon.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於館內刷卡消費滿額，憑信用卡、同卡號簽單及消費發票
即可兌換指定贈禮，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VISA金融卡同享

2021.9.24 Fri.- 2022.1.03 Mon.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洽詢專櫃人員

※兌換至2021.12.31止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滿 15,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單筆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2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400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8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2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分期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分期滿 2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4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分期滿 5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8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 限分期刷卡兌換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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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份

滿 1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40 份

滿 100,000 元贈

誠品禮券2,000元
乙份，限量 4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14,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3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6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5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單筆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 分期禮恕不加贈

分期滿 5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800元
乙份，限量 30 份

※恕不與「享樂誠品刷花旗」
活動重複兌換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單筆分期滿 12,000 元

贈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800 份

單筆分期滿 24,000 元

贈誠品禮券 400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 限分期刷卡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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