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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名條
黏貼處

建成公園
Jiancheng Park

光點台北
SPOT-Taipei

晶華酒店
Regent Taipei

台北當代藝術館
MOCA Taipei

林
森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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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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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路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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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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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西路 Nanjing W. Rd.

長安西路 Chang’an W. Rd.

民生西路 Minsheng W. Rd.

捷運中山站 MRT Zhongshan Station

捷運雙連站 MRT Shuanglian Station

誠品R79
eslite 

underground

meet.eslite.com
迷誠品網站  誠品人 eslite  APP

立即體驗！ www.eslite.com
誠品線上

誠品生活南西店 eslite spectrum nanxi store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4號│捷運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 中山站1號出口 

No.14, Nanjing W.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4, Taiwan (R.O.C.)
MRT: Exit 1, Zhongshan Station, Tamsui-Xinyi Line or Songshan-Xindian Line｜TEL: 02-2581-3358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商場　Department store 11:00am - 10:30pm
書店　Bookstore 11:00am - 12:00midnight

週五～週六
Fri. - Sat.

部份專櫃　Selected stores 07:00am - 11:00pm週一～週日
Mon. - Sun.

商場　Department store / 書店 Bookstore　11:00am - 10:00pm週日～週四 
Sun. - �u.

會員專屬—2021.11.12 Fri. - 2022.1.03 Mon.

來店禮│滿$500贈ART-ZOO限定口罩乙
組 

滿額贈│滿$5,000起 即可
兌換ART-ZOO動物隨行杯

誠品點換購物金—11.12 Fri. - 11.30 Tue.

誠品點600點換$100 首波
限量3倍回饋，600點換$300

APP會員驚喜抽好物—2021.11.12 Fri. - 2022.1.03 Mon.

滿$5,000，即可參加抽獎，有機會抽中15項首選好禮

生活聚場

Gathering for Life
南西店
 nan xi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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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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Fri. - 1.03 Mon.

2021 2022

南西

下載
登入立即獲得
$300

11.12 Fri. - 12.31 Fri.

5,000 250

8,000
ART-ZOO  

2021
11.12 Fri. 

2022
1.03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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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Zoo」是個以動物為主題的奇幻世界，在富想像力的場景中，透過一系列造型簡潔和
色彩豐富的動植物訴說大自然的動人故事，引領大眾以藝術的眼光探索生態、啟發好奇心！

兌換地點   

4F顧客服務中心

另有會員來店禮

ART-ZOO 口罩 
詳請見內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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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人APP點數兌換專區  
憑誠品點指定點數 即可兌換 
誠品線上購物金及多樣APP限定好禮 
阿原手工皂禮盒、個人手沖壺、香氛蠟燭暖燈、各式餐券、耶誕派對美食、小物、線上課程...等您來兌。

憑誠品點600點 即可兌換100元電子抵用券 乙張（可累積兌換）
限量加碼 兌換即享 購物金3倍回饋！（限200名，每位會員限兌換乙份，兌完為止）

單日
累計滿15,000 即可兌換 Whitening Net淨白美齒課程券 

乙份（限量80份）

11.12 Fri. -11.30 Tue.  限時兌換  
憑誠品點600點 即可兌換 誠品線上購物金100元（限量5,000份）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11.12 Fri. -11.30 Tue.  點點成金  誠品點換購物金

11.12 Fri. -11.30 Tue.  亮麗微笑  會員滿額禮

11.12 Fri. -12.31 Fri.  誠品人APP  專屬點數兌換

●限量加碼3倍購物金回饋含原活動兌換的1倍。●本券使用期限至2021.12.31 Fri.止，逾期無效，詳細使用方式請見券面說明。●扣點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點數兌換以會員當日持有點數為準，兌換後恕無法取消及退回。●兌換會員相關贈禮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份證件，或誠品人
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方可兌換。●本券為電子券型式，兌換後將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人APP查看抵用券明細，或於專櫃消費時出示會員卡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直接進行折抵。●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使用本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停車折
抵及其它活動之累計消費金額。●本券請自行保管，恕不退換、找零、不另開立統一發票。●本券限誠品生活南西店使用，惟不適用於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知味市集、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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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

●此活動需先下載登入誠品人APP方能參與點數兌換。●扣點限同一位會員，點數兌
換以會員當日持有點數為準，兌換後恕無法取消及退回。●E-coupon為電子券型式，
兌換後將於10個工作天內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人APP查看抵用券明細，該抵用券
僅限於誠品線上消費抵用；本券為無償發行之電子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
範，抵用金額亦不開立統一發票。●詳細兌換與領取方式請見兌換專區頁面說明，誠
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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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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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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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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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面僅供示意

誠品人APP下載誠品人APP下載

活動詳情活動詳情

單筆
消費滿2,000 即可獲得 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抽中

／ ／

南投｜緣溪行
一泊一食 懶人露營
（價值 2,180元 / 組，共 10 名）

新竹｜愛上喜翁
一泊四食 豪華露營
（價值 8,800元 / 組，共 5 名）

基隆｜拉波波村
一泊三食 輕奢露營
（價值 8,000元 / 組，共 5 名）

11.12 Fri. -01.03 Mon.  會員消費滿額抽

●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當日單筆消費滿2,000元可參加乙次，滿4,000元兩次，依此類推，若不符
合活動資格，或該筆消費辦理退換貨。則中獎無效；消費記錄以誠品會員卡系統紀錄為準，得獎者於公告當日需
仍為有效卡方具領獎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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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將於
2022.1.14 Fri.公佈於迷誠品最新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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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文件至指定店別顧客服務中心進行領獎作業，並於指定期間2022.1.14 Fri.-2022.2.1 Tue.辦理領獎，未於期
限內於誠品指定店別報到，視同放棄兌獎資格。●獎項為 KLOOK 優惠折扣碼，領獎後須於該獎項的 KLOOK 頁
面預訂，並於結帳前輸入優惠碼可折抵該獎項全額消費。三項獎項優惠碼可於週一至週四全額使用，週五至週日
無法使用，獎項兌換與詳細兌換後使用方式請參閱迷誠品網站說明。●活動屬機會中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
繳納稅額，詳見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明。●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全民瘋露營全民瘋露營活動詳情活動詳情

單日
累計滿500 即可兌換 ART-ZOO口罩3入乙組（三色乙組，恕不挑款）

11.12 Fri. -01.03 Mon.  THE GIFT OF JOY  會員來店禮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組，全台數量有限，送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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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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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新竹｜愛上喜翁基隆｜拉波波村南投｜緣溪行

01



單日
累計滿5,000 即可兌換 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乙次，
有機會抽中15項首選好禮：Beosound A1 
2nd Gen 防水無線藍牙喇叭（價值9,900元）／ghd gold
造型夾（粉紅限定款）（價值8,000元）／Jodo!小鹿小鹿碰吉君（價值2,880元）

飾品指定專櫃  
單日
累計滿100,000 即可兌換URBANEARS RALIS 
攜帶型藍牙喇叭 乙台（石板藍／限量2台）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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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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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ZOO PT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12.01 Wed. -12.31 Fri.  THE GIFT OF JOY 新年倒數月曆 誠品人APP下載誠品人APP下載

11.12 Fri. -01.03 Mon.   驚喜抽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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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物品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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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遊戲由誠品舉辦，Apple沒有贊助本活動且未以任何形式參與活動，誠品保留活動更改與異動之權利，完整活動詳情及異動公告請依本APP刮刮樂活動說明為準。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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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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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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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限兌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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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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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F指定專櫃  
單日
累計滿10,000 即可兌換
綠藤生機寶貝Touching
沐浴露350ml 乙瓶

4F、5F指定專櫃  
單日
累計滿6,000 即可兌換
純真橙淨
沐浴洗手露250ml 乙瓶

12.01 Wed. -01.03 Mon.  會員專區加碼禮

誠品人APP下載誠品人APP下載

●本活動限誠品生活南西之消費，恕不跨日累計，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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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元
可兌換抽獎機會乙次、滿10,000元兩次‧‧‧以此類推。●本活動僅限台灣誠品會員參加，需至誠品人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遊戲，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各贈品領獎方式與時間請依照誠品人APP
【中獎明細】頁面上說明為主。●本活動屬機率模式，無保證中獎設定。●誠品生活保留活動內容變更、修改及最後解釋之權利；完整活動詳情與異動公告請依誠品人APP活動頁面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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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Y XMAS
歡慶耶誕倒數趣

週週限定商品優惠，一同分享這份喜悅

Baskin Robbins 
31冰淇淋｜B1

耶誕10入禮盒
特價1,188｜原價1,350
*加贈30分鐘乾冰

DANIEL WELLINGTON｜1F

全面兩件7折

Mellow Active｜3F

冬日微醺彩蛋禮
推薦價3,500-4,000
*含：Mulawear限定彈力帶＋彩蛋花生球＋
Mellow Active品牌之香氛蠟燭/擴香

MIRROR皇宣緣｜2F

藍翼玉戒蠟線手鍊
特價2,480｜原價2,680

Just Bloom｜1F

極光雪絨花墜鍊
推薦價1,988

BEAMS JAPAN｜1F

寬鬆丹寧襯衫
推薦價7,180

hoi!好好生活｜4F

北歐編織四季可用披毯－落日橘
推薦價499   *披毯尺寸：127x152cm

朋廚｜B1

任選聖誕系列商品
第二件8折優惠

天仁 CHAFFEE｜B1

同品項大杯第二杯7折

CLAUS PORTO｜3F

護手香氛派對限定組
特價1,130│原價1,430
*含：CLAUS PORTO 馬卡龍香氛皂禮盒10g×15
＋Deep;erence 郁柔護手霜30ml（香味任選）

AVEDA｜1F

蘊活菁華焦點增量精華 5ml
推薦價 2,35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綠藤生機｜1F

冬日修護潤澤組
特價1,670｜原價1,900

*含：活萃修護精華露30ml＋
奇蹟辣木油30ml

VOLUSPA｜1F

華麗年代擴香組，特價1,200｜原價2,800

Vana Living｜5F

木香氛暖燈＋
瑞典製純天然香氛蠟燭200g乙顆

特價3,250｜原價3,870

Santa Maria Novella｜1F

秋冬高效保濕滋潤組
特價 4,700
原價 5,800

*含：TONIC滋養化妝水250ml＋
高效保濕面霜50ml

Santa Maria Novella｜1F

經典手足護理滋養組
特價3,600｜原價4,400
*含：手部保養霜100ml＋
腳部保養霜100ml

OHANA MAHAALO｜4F

輕香水30ml＋鮮果潤唇啵棒3g
特價900 | 原價970
*任選1款 OHANA MAHAALO 輕香水30ml＋
任選1款 OHANA MAHAALO 鮮果潤唇啵棒3g

OHANA MAHAALO｜4F

淡香水筆10ml＋耍心機香膏3g
特價1,200 | 原價1,450
*任選1款 OHANA MAHAALO 淡香水筆10ml＋
任選1款 OHANA MAHAALO 耍心機香膏3g

11/28-12/4

12/19-12/25

12/5-12/11

12/12-12/18

POKE GO｜1F

買自選POKE GO，多送1份佐料

innisfree｜1F

紅茶極效修護組，特價1,280｜原價2,128
*含：濟州紅茶極效修護安瓶 30ml＋修護霜20ml＋修護眼霜5ml

4343折折 66折折

全台
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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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活動

2021
November - December

11月-12月

THEME EVENT

THEME EVENT

│
醜毛衣音樂會   
12.04 Sat.｜18:00-21:00｜4F Event Space

倉促慌忙渡過2021，年末留些空檔的時間給自己、家人和朋友，這段時間彼此有多久沒有相聚？
值得窩在一起的日子，來一場醜醜相聚！
今年邀請南西肯恩、知更、趙廣絜 KJ（Blueburn）、陳佩賢 Jesslyn，和大家穿著醜毛衣開啟12月的約會。

記得穿著#醜毛衣！
著醜毛衣入場即可獲得抽獎號碼，就有機會獲得Marshall Emberton 無線藍牙喇叭（價值5,790元）

前往活動詳情

quoi quoi布知道 ╳
皮革手染手機包    
11.26 Fri.｜19:00-21:00｜4F Event Space

生活有時侯需要一些些傻里傻氣，讓生活更加順暢，和
quoi quoi一起在容易上手的課程中，體驗染色和定色的
美好，找到屬於自己包包的元素！

課程內容：皮革染色/定色/五金安裝
活動費用：誠品點 200點＋150元（價值990元）

前往報名

PINSCENT ╳ 幸運蠟燭
12.01 Wed.｜19:00-21:00｜4F Event Space

復刻時光的香氣，調製真實的味道，將時光中的溫度、
氣味、情緒調製成香氣，親手寫下心意，藏在在逐漸凝
結的蠟液中。當蠟燭再次點燃，心意在淡淡香氣中慢慢
浮現。

課程內容：獨立調香／紙條放置
體驗費用：誠品點 300點＋150元（價值1,160元）

前往報名

把願望裝進襪子！    
11.12 Fri. - 01.03 Mon.        

1F 南側 手扶梯前 打卡點

誠品會員憑不限金額發票明細（需標記姓名與連絡方
式）投入抽獎箱，即有機會抽到 unsnnoi 立體雕花中筒
襪乙雙（款式隨機）

活動將於2022.01.14前抽出得獎者，並由專人聯繫且於
迷誠品公告得獎名單。

前往活動詳情

木島TïmbormOsA ╳ 
手刻木盤  
11.27 Sat.｜16:00-18:00｜4F Event Space

從木頭發想，用雙手製作出自然樸實的木盤。一步步專
注地刻劃出想像的輪廓，保留每一刀手感的痕跡。

活動操作具一定危險性，恕不開放12歲以下孩童參與。
課程內容：刨刀雕刻
體驗費用：誠品點 500點＋200元（價值1,680元）

前往報名

織途 ╳ 編織乾燥花壁掛    
11.27 Sat.｜13:00-15:00｜4F Event Space

讓空氣中彌漫澄淨的氣息，用棉繩自由搭配創造出各種
飾物的編織技藝，編織出各種迷人的飾物，體驗從零到
有的編織，為你的家居增添柔軟的情調！

課程內容：基礎結繩編織
體驗費用：誠品點 500點＋200元（價值1,480元）

前往報名

Bonjour朋廚 ╳ 
聖誕糖霜餅乾   
12.03 Fri.｜19:00-21:00｜4F Event Space

用雙手體驗聖誕氛圍吧！與專業主廚一起親手繪製，將
自己的心意一筆筆的畫上，完成獨一無二的薑餅人傳遞
溫暖的祝福，給予摯友家人最甜蜜的禮物。

課程內容：糖霜餅乾繪製
體驗費用：誠品點 200點＋100元（價值880元）

前往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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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LOVER為你心願挑起愛
Olivia Yao Jewellery｜2F

Tyche－
湖境純銀手環（可刻字）
特價4,278 | 原價4,600

Olivia Yao Jewellery｜2F

Moirae－
海境金色珍珠手環（可刻字）
特價5,004｜原價5,380

VA Vendome Aoyama｜1F

Snow Xmas流星耳環套組
推薦價11,100

Green Parks｜3F

假兩件幾何圖型
針織毛衣
特價1,744
原價2,180

窄管顯瘦直筒褲
特價912
原價1,140

Caspia LiLi｜2F

Elaine 八分膨袖襯衫
特價2,700 | 原價3,200

unsnnoi｜3F

秋冬率性霧感色調服搭組
特價3,360│原價3,740
*含：右側增片側釦襯衫＋柔軟顆粒感織
紋圓領背心＋彈性秋冬款垂墜百褶裙

Dleet｜2F

貼邊圍巾帽背心
特價9,200 | 原價11,500

Dleet｜2F

拉扯西裝洋裝
特價13,200 | 原價16,500

ELISA GEMS｜1F

雪花墜鍊
特價16,800│原價19,600

INF｜2F

凡有電繡
愛心商品
享9折優惠

6767折折

59折

88折折

MARJORIE｜3F

縫製笑容，復古絨布吊帶褲
特價2,200 | 原價3,300INLook｜3F

經典連帽
雙扣長版風衣
特價3,280
原價5,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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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PER'S｜3F

王冠貝殼輕量萬用包（兩入）
特價888│原價1,960

ALLOYA｜3F

無毒水指彩美甲組，特價850｜原價1,146
*含：任2瓶純色水指彩＋708黑蕾絲情節快速美甲貼

STATUS ANXIETY｜2F

零錢鑰匙包
特價960│原價1,280

Urban Lazy｜3F

聖誕伯利恆之星套組
特價1,980｜原價2,760

LESIS｜2F

Vine Ring蔓藤交錯藝術戒指
特價4,980｜原價5,280

LESIS｜2F

Circle Earcuff
金色極簡現代感圓圈耳掛
特價4,060｜原價4,360

VA Vendome Aoyama｜1F

Snow Xmas流星耳環套組
推薦價11,100

S'AIME東京企劃｜3F

真皮直式花朵小方包
推薦價2,280

STEVE MADDEN｜1F

精美禮盒
特價1,880｜原價2,480
*含：毛帽＋手拿包

茶籽堂｜1F

手部潔淨雙入禮盒，推薦價990
*含：肖楠葉純淨洗手露330ml＋
馬栗樹水潤洗手露各330ml

CLASSICO｜4F

橢圓形鈦金屬眼鏡T38-M，推薦價5,980

WHITENING NET｜5+F

BIHAKU 30 DAYS KIT 居家淨齒亮白組
特價2,480｜原價2,980

hoi!好好生活｜4F

戀愛香氛限量禮盒組，推薦價699belif｜1F

粉紅草本典藏禮盒
特價2,550
原價2,960
*含：生草保濕前導精華75ml＋
紫芹潤澤炸彈霜50ml＋
菖蒲溫潤洗面乳100ml

belif｜1F

紫苑星夜加大版禮盒
特價3,100
原價4,870
*含：紫苑炸彈精華75ml＋
紫苑活膚精華露80ml

Santa Maria Novella｜1F

經典皇后香氛禮盒組
特價4,600｜原價5,540
*含：凱薩琳皇后香水100ml＋石榴洗面皂100g＋
義大利原裝禮盒

YABI KITCHEN｜2F

2人推薦餐
推薦價1,290 
*含：越香咖啡排骨（4支）＋重磅黑白胡椒蝦（小）＋
YABI海南雞＋馬來好風光＋亞洲精選米食2人份無限享用
*售價已享優惠，恕無法併用其他折扣優惠，10%服務費另計
*套餐供應內容以餐廳實際供應菜單為主

英格莉莉｜3F

聖誕節雙人套餐
特價1,180｜原價1,440
*含：英式炸魚薯條＋漢普頓宮花園飯（超過$280可補差額）＋
千層麵（口味任選）＋聖誕紅酒燉洋梨豹紋鬆餅＋飲品╳2

凱林鐵板燒｜B1

豪華雙人套餐
特價1,500｜原價1,880
*含：香煎鱸魚＋鮮甜大炒蝦╳2＋原味大干貝╳2＋
乾煎澎湖小卷╳2＋菲力牛排＋富貴雞排＋清炒豆芽╳2＋
應時鮮蔬╳2＋芝麻白飯＋湯品無限供應

鶴茶樓｜1F

凡購買兩杯神濃氏那堤＋蜜糖珍珠免費
特價100｜原價130

Grastyle｜1F

星星天然鑽石項鍊
特價15,800
原價24,300

Minigold｜1F

人魚的眼淚18k珍珠手鍊
特價7,800｜原價10,800

Santa Maria Novella｜1F

薔薇花寵愛香氛禮盒組
特價5,350｜原價6,550
*含：薔薇梔子保濕乳液250ml＋薔薇香水蠟燭300g＋
義大利原裝禮盒

6565折折

7272折折

4545折折

7272折折

MARJORIE｜3F

縫製笑容，復古絨布吊帶褲
特價2,200 | 原價3,300

全新
上市

Yankee Candle ｜5F

瓶中燭L＋M
特價2,638｜原價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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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Friends
FOR Friends

歡聚瘋狂派對時刻
歡聚瘋狂派對時刻FOR Friends

FOR Friends
歡聚瘋狂派對時刻
歡聚瘋狂派對時刻

expo SELECT_KINYO｜4Fexpo SELECT_KINYO｜4F
多彩福貓氣氛燈
推薦價399

這一小鍋｜這一小鍋｜3F3F

特選雪花牛肉+經典石頭鍋
推薦價400　
*清潔費另計

NENE CHICKEN｜1F

誠品南西專屬雙人套餐
特價798｜原價868
*含：任選兩種口味無骨炸雞
（蜂蜜蒜脆薯／青陽美乃滋口味需另加 40 元）＋
原味糖餅一顆＋NENE熱美式一杯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5F5F

小豬威比玩偶&鑰匙圈
推薦價340-1,000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5F5F

《杜連魁》
推薦價1,600

Tiara Tiara Story｜Tiara Tiara Story｜3F3F

動物印花帆布托特包
推薦價480-780
*款式依現場販售為主

BEAMS JAPAN｜BEAMS JAPAN｜1F1F

手工餅乾三入禮盒
推薦價490

BEAMS JAPAN｜BEAMS JAPAN｜1F1F

富士山－別注碗（中）
推薦價360

達橙生活館｜達橙生活館｜B1B1

泰雷加也費歐達
金黃麝香甜白葡萄氣泡酒750ml＋
蒙特索爾黑皮諾
粉紅氣泡酒750ml
特價2,588｜原價3,260

POKE GO｜POKE GO｜1F1F

POKE GO 夏威夷球＋歐胡球
推薦價460
*贈冷泡茶（任選）乙瓶

大心新泰式麵食｜大心新泰式麵食｜B1B1

酸辣海陸麵＋清燉越南牛肉河粉
＋泰國奶茶Ｘ2
推薦價638

于記杏仁｜于記杏仁｜B1B1

冬季限定熱食
第二件9折

金洲韓式料理｜金洲韓式料理｜B1B1

雙人套餐
特價400｜原價456

*含：石鍋拌飯（可選牛／豬／雞肉）＋
泡菜嫩豆腐鍋（可選飯／麵／冬粉）＋

韓式炸雞 （可選甜辣／原味）

DEVILCASE｜3F

惡魔防摔殼PRO
特價1,180｜原價1,380

BEAMS JAPAN｜BEAMS JAPAN｜1F1F

GOLD Q比（小）
推薦價690　
　

O'right｜O'right｜1F1F

全球第1支零碳洗髮精 典藏禮盒組
特價799-899｜原價980-1,080
*含：洗髮精400ml（任選）＋典藏禮盒

小室瓶栽｜小室瓶栽｜4F4F

幸運色瓶栽
第二件 折200｜原價780元起

bitplay｜3F

AquaSeal 防水機能證件套＋風格掛繩
特價850｜原價960

Aro Mart｜Aro Mart｜2F2F

香香沐浴組
特價699｜原價1,060
*含：薰衣草香頌香氛沐浴精華200ml＋
植物皂100g

expo SELECT_匠紙｜expo SELECT_匠紙｜4F4F

柯基刀模板
推薦價680

伊織｜伊織｜2F2F

OTTA系列手帕
指定款式任選2件
特價550｜原價640

神農生活｜4F

祕魯聖木薰香
推薦價200

FRED PERRY｜FRED PERRY｜3F3F

圖樣設計中筒襪（三種花色）
推薦價680

賽先生科學工廠｜賽先生科學工廠｜5F5F

收藏達文西-
擒縱式陀飛輪鐘
特價871｜原價990

印花樂｜印花樂｜4F4F

書衣手帳
推薦價590

Aro Mart｜Aro Mart｜2F2F

耶誕香曲-蘿丹緹枕頭香水100ml
特價580｜原價880

FLIPPERS｜FLIPPERS｜3F3F

舒芙蕾漢堡三入組
特價480│原價560

*含：草莓楓糖鮮奶油＋巧克力香蕉
＋經典楓糖鮮奶油原味

innisfree｜innisfree｜1F1F

綠茶平衡護膚組
特價940｜原價1,399
*含：綠茶籽保濕精華80ml＋水平衡
（調理液30ml＋調理乳30ml＋面霜20ml）

ioma｜ioma｜3F3F

BV 溫馨奢華聖誕養護組
特價999｜原價1,140
*含：沐浴乳250ml＋洗手乳250ml＋
身體霜50ml＋護唇膏5ml

ioma｜ioma｜3F3F

BV戀冬聖誕身體保養組
特價570｜原價1,140
*含：沐浴乳250ml＋身體乳150ml

PH SHOP｜PH SHOP｜4F4F

聖誕爺爺手唇組
特價219｜原價390
*Burt's Bees 蜂蠟護唇膏4.25g＋
手部修護霜8.5g

CLAUS PORTO｜CLAUS PORTO｜3F3F

里斯本頌歌手工香氛皂
禮盒50g×3（香味任選）
特價860｜原價960

belif｜belif｜1F1F

冬季潤澤護手霜組
特價1,080｜原價1,350
*含：英倫花園潤澤護手霜30ml（玫瑰＋
薰衣草＋甜橙各一）＋品牌束口袋

PINSCENT獨立調香｜PINSCENT獨立調香｜4F4F

精油空間擴香瓶
推薦價1,380

Yankee Candle｜Yankee Candle｜5F5F

迷你燭（12入）＋芳香噴霧
特價808｜原價919

Aesop｜Aesop｜1F1F

The Forager 智謀者
特價1,350｜原價1,500
*含：橙香身體乳霜100ml＋苦橙香檸身體潔膚露100ml
*11/15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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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價798｜原價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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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菜嫩豆腐鍋（可選飯／麵／冬粉）＋

韓式炸雞 （可選甜辣／原味）

DEVILCASE｜3F

惡魔防摔殼PRO
特價1,180｜原價1,380

BEAMS JAPAN｜BEAMS JAPAN｜1F1F

GOLD Q比（小）
推薦價690　
　

O'right｜O'right｜1F1F

全球第1支零碳洗髮精 典藏禮盒組
特價799-899｜原價980-1,080
*含：洗髮精400ml（任選）＋典藏禮盒

小室瓶栽｜小室瓶栽｜4F4F

幸運色瓶栽
第二件 折200｜原價780元起

bitplay｜3F

AquaSeal 防水機能證件套＋風格掛繩
特價850｜原價960

Aro Mart｜Aro Mart｜2F2F

香香沐浴組
特價699｜原價1,060
*含：薰衣草香頌香氛沐浴精華200ml＋
植物皂100g

expo SELECT_匠紙｜expo SELECT_匠紙｜4F4F

柯基刀模板
推薦價680

伊織｜伊織｜2F2F

OTTA系列手帕
指定款式任選2件
特價550｜原價640

神農生活｜4F

祕魯聖木薰香
推薦價200

FRED PERRY｜FRED PERRY｜3F3F

圖樣設計中筒襪（三種花色）
推薦價680

賽先生科學工廠｜賽先生科學工廠｜5F5F

收藏達文西-
擒縱式陀飛輪鐘
特價871｜原價990

印花樂｜印花樂｜4F4F

書衣手帳
推薦價590

Aro Mart｜Aro Mart｜2F2F

耶誕香曲-蘿丹緹枕頭香水100ml
特價580｜原價880

FLIPPERS｜FLIPPERS｜3F3F

舒芙蕾漢堡三入組
特價480│原價560

*含：草莓楓糖鮮奶油＋巧克力香蕉
＋經典楓糖鮮奶油原味

innisfree｜innisfree｜1F1F

綠茶平衡護膚組
特價940｜原價1,399
*含：綠茶籽保濕精華80ml＋水平衡
（調理液30ml＋調理乳30ml＋面霜20ml）

ioma｜ioma｜3F3F

BV 溫馨奢華聖誕養護組
特價999｜原價1,140
*含：沐浴乳250ml＋洗手乳250ml＋
身體霜50ml＋護唇膏5ml

ioma｜ioma｜3F3F

BV戀冬聖誕身體保養組
特價570｜原價1,140
*含：沐浴乳250ml＋身體乳150ml

PH SHOP｜PH SHOP｜4F4F

聖誕爺爺手唇組
特價219｜原價390
*Burt's Bees 蜂蠟護唇膏4.25g＋
手部修護霜8.5g

CLAUS PORTO｜CLAUS PORTO｜3F3F

里斯本頌歌手工香氛皂
禮盒50g×3（香味任選）
特價860｜原價960

belif｜belif｜1F1F

冬季潤澤護手霜組
特價1,080｜原價1,350
*含：英倫花園潤澤護手霜30ml（玫瑰＋
薰衣草＋甜橙各一）＋品牌束口袋

PINSCENT獨立調香｜PINSCENT獨立調香｜4F4F

精油空間擴香瓶
推薦價1,380

Yankee Candle｜Yankee Candle｜5F5F

迷你燭（12入）＋芳香噴霧
特價808｜原價919

Aesop｜Aesop｜1F1F

The Forager 智謀者
特價1,350｜原價1,500
*含：橙香身體乳霜100ml＋苦橙香檸身體潔膚露100ml
*11/15上市

5656折折

6767折折

7979折折

6666折折
6666折折

55折折

08



For Family
For Family
偷偷在襪中裝入世界
偷偷在襪中裝入世界For Family
For Family
偷偷在襪中裝入世界
偷偷在襪中裝入世界

ISABELLE WEN｜2F
橄欖綠條紋亮片洋裝
特價19,984 ｜ 原價24,980

SOLOMAX｜3F

SOU.SOU  
特價2,392｜原價2,990

日安喝茶｜B1

闔家歡樂 甜點茶禮盒
特價798｜ 原價878　

ORiental TRaffic｜1F

學院U口尖楦低跟鞋
特價1,500│原價3,980

Cherng Design｜2F

兩用之漁吊帶裙
特價6,750｜原價7,500　 YUER｜2F

Baby馬海毛寬袖開襟罩衫
推薦價9,800

伊織｜2F

森林宴會寶貝組
特價2,750 | 原價3,500
*含：方巾＋圍兜兜＋哺乳枕＋背巾用口水巾

LUCY'S MOUNTAIN｜3F

方形床（卡其色－大）
推薦價2,980
*購買享寵物毯加購價675元

有空5mins｜4F

長袖-散步星空下
特價1,580 | 原價1,680

Grace gift｜1F

Nina聯名-全真皮2way餅乾休閒鞋
特價2,252│原價2,680

日安喝茶｜B1

Fun tea box
 （10入綜合茶組）
推薦價299

SADOMAIN｜B1

雙層玻璃翻轉泡茶杯180ml
買2送1 | 原價500元／個

Vanger｜4F

輕旅－奶茶色大底休閒鞋
推薦價3,780

PH SHOP｜4F

玫瑰保濕組
特價1,280│原價1,760
*含：Dr.Hauschka 玫瑰日霜30ml＋

律動調理液（一般膚質）30ml

in BERRY｜3F

四季水杯組
特價1,900│原價2,445
*含：Richell不鏽鋼隨身杯 ＋

朵朵開隨身杯＋棉柔紗布包巾　

AVEDA｜1F

自信燕麥
推薦價1,780
*含：隨行按摩梳＋純香祛油乾洗髮56g

SEALSON｜1F

UW2.0 | URBAN WALLET 
NEUE LEATHER （RFID）
特價2,560│原價3,200

STARBRANDS｜1F

helios專業造型負離子吹風機
（ghd璀璨限定版）
推薦價8,500

*贈吹風機防塵收納袋乙只

VOLUSPA｜1F

日式庭院4入禮盒（夏／冬）
特價2,000│原價4,000

TOYSELECT｜4F

滿滿Power耶誕木禮盒
特價1,488 | 原價2,000
*含：自帶線10000MAH行動電源＋氣囊支架＋
耶誕賀卡組＋LED串燈
*現場提供其他選品，自由搭配耶誕木禮盒組

moshi｜5F

無線充電行動電源
推薦價2,790

Alto｜5F

MagSafe 磁吸皮革卡套支架 – 焦糖棕
推薦價1,880

＋10 • 加拾｜4F

haffu haffu 1：1襪
推薦價380

百梳坊｜4F

經典黃金梳鬃毛梳禮盒組
特價1,980元 | 原價2,770 moshi｜5F

雙向充電帶線行動電源
特價2,800| 原價3,080

樟之物語｜5F

基礎沐浴組
特價999 ｜ 原價1200
*含：活力幻顏精華皂105g＋
活力沐浴精華皂35g

HERLS｜3F

全真皮瑪莉珍方頭粗跟鞋
特價2,788│原價3,280

手舞作｜4F

四季：冬陽精油蠟燭
特價1,500 | 原價1,720

PHYTO｜1F

荷荷芭能量洗髮精400ml
推薦價1,200

AVEDA｜1F

智慧薑黃
推薦價4,380
*含：蘊活菁華滋養液 150ml＋
洗髮精 200ml＋焦點增量精華5ml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松本清｜B1

FEBREZE 布製品
消臭除菌噴霧370ml 
檸檬草&生薑 / 
薄荷葉&杜松漿果 / 
大馬士革玫瑰&天竺葵
推薦價199

AVEDA｜1F

豐沛椰子
推薦價3,280
*含：蘊活光萃Omega5水潤乳150ml＋
波浪凝露200ml＋洗髮精250ml

Jurlique｜1F

玫瑰呵護身體禮盒
特價3,200│原價4,000
*含：玫瑰護手霜125ml＋恬蜜玫瑰沐浴露300ml＋
恬蜜玫瑰身體乳300ml

juliArt｜2F

玫瑰精萃組
推薦價1,560
*含：大馬士革玫瑰精萃系列洗髮精330ml＋
潤髮乳330ml

Aesop｜1F

The Mentor指導者
特價5,450│原價6,200
*含：香芹籽潔面露200ml＋香芹籽抗氧化活膚調理液200ml＋
香芹籽抗氧化高效精華60ml
*11/15上市

Aesop｜1F

The Listener 傾聽者
特價2,300｜原價2,600
*含：天竺葵身體潔膚露100ml＋身體乳霜100ml＋身體去角質露180ml
*11/15上市

全台
限量

88折折

88折折

88折折

7878折折55折折

7373折折

7979折折

7575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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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THE GIFT OF JOY」 對您來說的意義是什麼？「THE GIFT OF JOY」 對您來說的意義是什麼？
自去年起即遭遇疫情，整個社會瀰漫著不安的情緒，而今年疫情似乎愈趨嚴
峻，我們希望在這動盪的時刻，大家能更加珍惜我們所擁有的，THE GIFT 
OF JOY就是把握在歲末迎新之時，向心愛的家人、朋友送上祝福及感謝的
最佳時刻。

Q   請問您與團隊是因為什麼契機想將動物結合英文字母，進而創   請問您與團隊是因為什麼契機想將動物結合英文字母，進而創   
              作出ART-ZOO藝術動物園？作出ART-ZOO藝術動物園？

緣起2017 iLight Marina Bay藝術節受邀進行藝術創作，憶起童年和表兄
妹們在外婆家動物造型的國宅遊樂場遊玩的美好回憶，及小時候觀看芝蔴街
學習英文的經驗，因自己的母語其實是福建話，所以芝蔴街對我而且是極富
有啟發性及教育性的節目，也默默期許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打造出21世紀
的芝蔴街。
所以在受邀的當下，便將那個埋藏在腦海深處的點子挖了出來，並將這些在
腦袋裡架構許久的點子化為現實，成就了現在的ART-ZOO。

Q   有哪些動物是ART-ZOO的核心角色，或最具代表性呢？有哪些動物是ART-ZOO的核心角色，或最具代表性呢？
Bruno Bear，他充滿著想像力與好奇心。總是隨身攜帶一支Magic 
marker，可以把腦海裡所想的畫面，畫為現實。他常常用著他的超能力，
幫助ART-ZOO裡遇到困難的動物們。
Billie Bee是Bruno Bear的小夥伴，她小歸小，可是有著絕佳的方向感!和
Bruno踏上一次次追尋彩虹的旅程、並探索ART-ZOO WORLD裡各種的神
秘境地，認識並幫助每位動物朋友。

Q   創作這些動物角色過程中，遇過最艱鉅的挑戰？是否有瓶頸？創作這些動物角色過程中，遇過最艱鉅的挑戰？是否有瓶頸？
       如何克服？       如何克服？
從設計、藝術創作工作室踏入授權領域，過程中的每一步對團隊來說都是嶄
新、未知的體驗與考驗，驚喜與瓶頸不斷交織，尤其要將平面的角色設計，
化成立體的巨型氣墊，兼具藝術觀賞價值及安全有趣的玩樂體驗，是相當考
驗團隊成員的想像力及設計能力的!
每當面臨挑戰及瓶頸時，我們會暫時停下腳步，看本書、聽點音樂或看部電
影，以轉換心情。

Q   在創作了這些動物角色後，是否也有從這些角色中得到什麼樣在創作了這些動物角色後，是否也有從這些角色中得到什麼樣
       的啟發？       的啟發？
在創作整個ART-ZOO動物夥伴的過程中，我們也思索著ART-ZOO的模
樣，以及我們的社會責任，我們希望ART-ZOO能喚醒每個人心裡的小孩，
那個充滿想像力、好奇心及單純的小孩。我們也深信每個人都俱有Super 
Power，而真正的Super Power是創造力和同理心的結合。

Q  ART-ZOO是否有夢想中的跨界聯名對象？(品牌/角色) ART-ZOO是否有夢想中的跨界聯名對象？(品牌/角色)
1.我們一直以來最希望能和不同領域的工匠合作，結合ART-ZOO的角色及
傳統的工藝(Craftmanship)，復興、延續這些珍貴的傳統技藝。因為我們
相信，在越來越數位化的時代，唯有身體力行及手作的工藝更能傳遞溫暖。
2.LEGO，因為LEGO陪伴我成長，而且它將每個人的想像無限的延伸。

Q  ART-ZOO未來是否有什麼新作品或計劃？(新角色/展覽/商品) ART-ZOO未來是否有什麼新作品或計劃？(新角色/展覽/商品)
團隊致力於打造更新的體驗，所以並未侷限自己的發展。
新角色、展覽及商品都在計劃之中，我們可能會推出動畫、電影、遊樂
活動、表演、音樂、workshop等等，邀請大家一探有趣的ART-ZOO 
WORLD。

誠品生活禮物節
ART-ZOO藝術動物園

ABOUT
ART-ZOO的創作者Jackson Tan是一位新加坡人藝術家、設計
師，也是策展人。Jackson是新加坡BLACK設計公司的創意總
監，受到童年至動物園參觀並素描動物的兒時回憶啟發，因此與
他的團隊創造並設計了 「ART-ZOO藝術動物園」。

經歷了上半年充滿緊張情緒的氛圍後，2021年也悄悄的來到尾聲，經歷了上半年充滿緊張情緒的氛圍後，2021年也悄悄的來到尾聲，
今年我們邀請新加坡創作者Jackson將「ART-ZOO藝術動物園」今年我們邀請新加坡創作者Jackson將「ART-ZOO藝術動物園」
搬進誠品生活了，在可愛動植物角色們的帶領下，一個充滿豐富色搬進誠品生活了，在可愛動植物角色們的帶領下，一個充滿豐富色
彩又繽紛的誠品生活禮物節 「THE GIFT OF JOY」即將展開！彩又繽紛的誠品生活禮物節 「THE GIFT OF JOY」即將展開！

 「ART-ZOO 藝術動物園-氣墊樂園」是全世界最大結合動物及藝術的主題樂園，目前
已至9座城市巡迴並吸引超過49萬人次造訪。

ART-ZOO奇幻彩虹帆布袋及ART-ZOO 
Minis五個角色：企鵝、蜜蜂、瓢蟲、北
極熊 及仙人掌。 

和日本MIZUIRO聯名製作的醜醜蔬果蠟
筆，一套十色。及ART-ZOO精裝版ABC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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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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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消費滿3,000以上
享3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6,000以上
享6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12,000以上
享12期零利率刷卡分期零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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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0份

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600份

滿15,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8,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0份

滿25,000
贈 誠品禮券400
乙份，限量1,000份

滿80,000
贈 誠品禮券1,200
乙份，限量500份

單筆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20,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分期滿50,000
贈 誠品禮券800
乙份，限量30份

滿14,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38,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58,000
贈 誠品禮券1,0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恕不與「享樂誠品刷花旗」
活動重複兌換

※ 分期禮恕不加贈

※分期七卡恕不兌換分期加碼禮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20份

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兌換至2021.12.31止

滿12,5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120份

※VISA金融卡同享 ※兌換至2021.12.31止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60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6,500
贈 旅狐保溫袋
乙份，限量300份

分期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分期滿25,000
贈 誠品禮券400
乙份，限量300份

分期滿50,000
贈 誠品禮券800
乙份，限量100份

※限分期刷卡兌換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40份

滿100,000
贈 誠品禮券2,000
乙份，限量4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5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7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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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庫、聯邦銀
行、滙豐銀行、台新銀行、凱基銀行、星展銀行、臺灣銀行、土地銀行、臺灣企銀、彰化銀行

※限分期刷卡兌換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800份

單筆分期滿24,000
贈 誠品禮券4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6,000
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8,000
贈 商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禮
物
節

©ART-ZOO PT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郵寄名條
黏貼處

建成公園
Jiancheng Park

光點台北
SPOT-Taipei

晶華酒店
Regent Taipei

台北當代藝術館
MOCA Taipei

林
森
北
路 Linsen N

. R
d.

太
原
路 Taiyuan R

d.

中
山
北
路 Z

hongshan N
. R

d.

承
德
路
二
段 Sec. 2, C

hengde R
d.

南京西路 Nanjing W. Rd.

長安西路 Chang’an W. Rd.

民生西路 Minsheng W. Rd.

捷運中山站 MRT Zhongshan Station

捷運雙連站 MRT Shuanglian Station

誠品R79
eslite 

underground

meet.eslite.com
迷誠品網站  誠品人 eslite  APP

立即體驗！ www.eslite.com
誠品線上

誠品生活南西店 eslite spectrum nanxi store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4號│捷運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 中山站1號出口 

No.14, Nanjing W.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4, Taiwan (R.O.C.)
MRT: Exit 1, Zhongshan Station, Tamsui-Xinyi Line or Songshan-Xindian Line｜TEL: 02-2581-3358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商場　Department store 11:00am - 10:30pm
書店　Bookstore 11:00am - 12:00midnight

週五～週六
Fri. - Sat.

部份專櫃　Selected stores 07:00am - 11:00pm週一～週日
Mon. - Sun.

商場　Department store / 書店 Bookstore　11:00am - 10:00pm週日～週四 
Sun. - �u.

會員專屬—2021.11.12 Fri. - 2022.1.03 Mon.

來店禮│滿$500贈ART-ZOO限定口罩乙
組 

滿額贈│滿$5,000起 即可
兌換ART-ZOO動物隨行杯

誠品點換購物金—11.12 Fri. - 11.30 Tue.

誠品點600點換$100 首波
限量3倍回饋，600點換$300

APP會員驚喜抽好物—2021.11.12 Fri. - 2022.1.03 Mon.

滿$5,000，即可參加抽獎，有機會抽中15項首選好禮

生活聚場

Gathering for Life
南西店
 nan xi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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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Fri. - 1.03 Mon.

2021 2022

南西

下載
登入立即獲得
$300

11.12 Fri. - 12.31 Fri.

5,000 250

8,000
ART-ZOO  

2021
11.12 Fri. 

2022
1.03 Mon. 

● 。● ： ／ ， 。● ：5F-Gif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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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Art-Zoo」是個以動物為主題的奇幻世界，在富想像力的場景中，透過一系列造型簡潔和
色彩豐富的動植物訴說大自然的動人故事，引領大眾以藝術的眼光探索生態、啟發好奇心！

兌換地點   

4F顧客服務中心

另有會員來店禮

ART-ZOO 口罩 
詳請見內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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