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誠品會員於活動期間內，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500元或扣誠品點20點，即贈 
開春好誠意 牛轉好運紅包袋3入 乙組。

（三色乙組，恕不挑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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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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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前門市指定專櫃│Krispy Kreme、阿默蛋糕、青鳥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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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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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Thu. - 2.16Tue.

開春好誠意 
來店禮

1.21 Thu. - 2.16Tue.

開運購物金 
誠品點好好用

前往點數專區

●活動期間每卡滿額限兌換乙份、扣點限兌換兩份，全台數量有限，送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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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特賣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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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

白卡／金卡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1,000元，即贈「抽獎券」乙張；黑卡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

1,000元，即贈「抽獎券」兩張，有機會獨得 誠品禮券10,000元。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20張抽獎券。●一獎：10,000元（限量1名）、二獎：2,000元（限
量5名）、三獎：500元（限量4名）。●白卡 金卡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1,000元可參加乙
次，滿2.000元兩次；黑卡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1,000元可參加兩次，滿2,000元四次，以此類
推，若該筆消費辦理退換貨則中獎無效。會員消費記錄以誠品會員卡系統記錄為準，得獎者於
公告當日需仍為有效卡方具領取資格。●得獎名單將於2021.03.15 Mon.公布於迷誠品－最新
消息公告資訊頁面，並由專人電話通知中獎與領獎，領獎時須持與中獎人相同姓名之身分證明
文件至誠品生活站前店B1顧客服務中心進行領獎作業，未於期限內報到者，視同放棄兌獎資
格。●領獎期間：2021.03.15 Mon.－2021.04.15 Thu.。●活動其他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與迷
誠品網站為主。

1.21 Thu. - 3.08 Mon.

來試好手氣 
滿額抽

金卡／黑卡會員當日於2個專櫃（含）以上之不同專櫃，累計消費滿80,000元，即贈 輝葉
miniV美型口袋按摩槍乙隻。（價值6,600元，限量5隻）

1.21 Thu. - 3.08 Mon.

來隻好放鬆
滿額禮

●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
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屈臣氏、晶碩光學、松本清、麥當勞、全家便利商店及特賣會。

券面僅供示意



誠品會員於指定專櫃當日單筆消費滿600元，即贈 不二緻果 
芋頭炸彈乙顆兌換券 乙張。（價值60元，限量350張）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僅限以下專櫃參加：樺達奶茶、頂呱呱、上
島珈琲店、鬍鬚張魯肉飯、摩斯漢堡、Yamazaki、樂檸漢堡、MisterDonut、KrispyKreme、阿默
典藏蛋糕、青鳥旅行、快車肉乾、香帥蛋糕、小南門傳統豆花、老鍋底、迷客夏、沐白、先喝道、
不二緻果、STARBUCKS COFFEE、這一小鍋、GO即食小鍋、麥當勞、紅玉滿赤心雞蛋糕專賣店、
菘韓館、菘麵坊、Q丸和洋食堂、吉野家、SUKIYA、老董牛肉麵、德克士炸雞、八方雲集、布萊恩
紅茶、泰飽、莫凡彼咖啡館、簡單李、飽貝。●本活動恕不與「來買好優品 專區禮」重複兌換。

誠品會員於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 2,200元，即贈 MINISO 
100元商品抵用券乙張。（價值100元，限量300張）

誠品會員於當日累計消費滿  3,800元，即贈 KA.RA.DA 
350元抵用券乙張。（價值350元，限量229張）

1.21 Thu. - 2.09 Sun.

來吃好運到 
專區禮

1.21 Thu. - 3.08 Mon.

來買好優品 
專區禮

1.21 Thu. - 3.08 Mon.

來場好伸展 
滿額禮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兌換券詳細規範依券面說明為主，限誠品
生活站前店使用。●僅限以下專櫃參加：樺達奶茶、頂呱呱、上島珈琲店、鬍鬚張魯肉飯、摩斯
漢堡、Yamazaki、樂檸漢堡、MisterDonut、KrispyKreme、阿默典藏蛋糕、青鳥旅行、快車
肉乾、香帥蛋糕、小南門傳統豆花、老鍋底、迷客夏、沐白、先喝道、不二緻果、STARBUCKS 
COFFEE、這一小鍋、GO即食小鍋、麥當勞、紅玉滿赤心雞蛋糕專賣店、菘韓館、菘麵坊、Q丸
和洋食堂、吉野家、SUKIYA、老董牛肉麵、德克士炸雞、八方雲集、布萊恩紅茶、泰飽、莫凡
彼咖啡館、簡單李、飽貝。●本活動恕不與「來吃好運到 專區禮」重複兌換。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兌換券詳細規範依券面說明為主，限誠品
生活站前店使用。●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屈臣
氏、晶碩光學、松本清、麥當勞、全家便利商店及特賣會。

1.21 Thu. - 3.08 Mon.   

犇走
尋找燈籠

誠品會員參加【來試好手氣 滿額禮】即贈兌換券，

並完成以下兩個步驟：

1. 尋找西廣場的燈籠，猜中兩個猜燈謎，並填入兌換券。

2. 出示燈籠牆打卡畫面 即可獲得 雷諾瓦拼圖文化坊 
Gaspard et Lisa×HelloKitty 聯名款系列拼圖乙個。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贈品兌換限站前店消費之當日發票，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累計金額兌換。●兌換贈禮時，需出示實體會員卡 誠品人APP行動
會員卡 有照身分證件任一證明，即可兌換。●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恕不跨會員累計。●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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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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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完為止，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如
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贈禮至服務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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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活動，僅限適用台灣申辦白卡 金卡 黑卡
小童學卡之會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恕不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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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之權利，詳細活動內容，請見迷誠品網站。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個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1.21 Thu. - 3.08 Mon.

犇走Max
雙街大縱走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張集章卡與乙份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
計：站前店｜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單張發票僅可達成乙個門檻，領取集章卡之發票不可再集章。

券面僅供示意

1.21 Thu. - 3.08 Mon.

開春大吉
賀年禮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6,000元

即可兌換 一方春色禮盒—春元 乙盒
（內含｜經典茶萃皂、經典植萃皂、古藏金元寶皂各一個）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12,000元

即可兌換 一方春色禮盒—春悦 乙盒
（內含｜雪巖之木香氛皂、初生之果香氛皂、百花喬沐
淨顏皂、Happy牛Year 皂各一個）

誠品會員指定滿額亦可選擇兌換誠品點│滿6,000元兌300點／滿12,000元兌600點

●各門檻滿額贈：每卡 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
入累計：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松本清、全家便利商店、麥當勞、特賣會。

券面僅供示意

3.集滿上列三個章，可至 站前生活中廣場服務台／R79書店
服務台兌換開春愛環保提袋乙個。

R79
書店服務台

 站前
藝文西廣場

站前
生活中廣場
服務台

需站前店當日累計消費滿 200 元 需 R79 商場當日累計消費滿 200 元
或 R79 書店當日累計消費滿 500 元

1. 誠品會員於站前店／R79商場單店當日累計消費滿200元，可

領取集章卡乙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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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簡單李 
綜合 8入禮盒×2
特價 680元｜原價 950元

❺ 簡單李 
綜合 12入禮盒
特價 496元｜原價 680元

❻ 香帥蛋糕 
芋香卷×2
特價 689元｜原價 720元

❼ 香帥蛋糕 
日式芋頭手作煎餅
特價 329元｜原價 420元

❽ 莫凡彼咖啡館
御守藏福禮盒
特價 588元｜原價 720元

❾ 青鳥旅行 
春茜漫園綜合灌餡蛋捲禮盒

(16 3盒
特價 1,560元｜原價 1,620元

❶ 阿默蛋糕 
吉祥禮盒
特價 437 元｜原價 475 元

❷ 阿默蛋糕 
如意雙層禮盒
特價 796 元｜原價 865 元

❸ 快車肉乾 
豪華經典大禮盒
推薦價 780 元

樂檸漢堡
流金大俠牛堡×1＋鄉村大俠雞堡
×1＋裹漿直刨薯條 (M)×2＋經
典脆炸雞塊×5＋ 55元飲品×2
（可加價更換其他飲品，不含湯品）

特價 399元｜原價 525元

莫凡彼咖啡館 
4 人團聚套餐
特價 1,999元｜原價 2,6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