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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滿千送百
會員與指定銀行獨享回饋

活動辦法若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

9.24 Fri.－10.11 Mon.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元送5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 ╳ 2張

會員滿5,000元送7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 ╳ 2張+會員加碼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 ╳ 2張

2-3F指定專櫃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送300元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次，不可累贈）內含│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 ╳ 3張

2F伴手禮、知味市集指定專櫃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1,288元送100元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次，不可累贈）內含│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 ╳ 1張 

9.24 Fri.－10.21 Thu. 會員指定專櫃再加碼

1F服飾專櫃當日單筆消費滿10,000元加送500元（活動期間限兌換乙次）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 ╳ 2張 

9.24 Fri.－10.21 Thu. 新加入會員再加碼

全館單筆消費滿5,000元加送300元 內含│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 ╳ 3張 

●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當店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購買禮券、轉開發票（含：電子、二聯式或三聯式）恕不列入計算，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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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活動消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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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方可兌換。●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抵用券使用期間請見本活動頁右上方，詳細使
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抵用券為電子券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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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會員卡、誠品人APP直接進行
折抵。●「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採消費後系統自動匯券，無需至贈品處兌換，惟「刷指定銀行獨享活動」、「消費滿額再加碼」需至2F顧
客服務中心兌換。誠品會員結帳前請先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完成發票消費註記方符合自動贈券之資格；非當日消費補登者恕無法補贈。●「全館滿千
送百活動」恕不得與「大戶禮、2-3F指定專櫃滿千送百、2F伴手禮、知味市集指定專櫃滿千送百」重複兌換。●「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
與「銀行各面額電子抵用券」僅限誠品生活松菸店館內使用，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全館滿千送百活動」與「指定銀行獨享活動」消費金額累計亦不得使用

抵用券：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丸亀製麵；1F-台灣大哥大門市，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以下專櫃需
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或「銀行200元、30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並以此類推：3F-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living project。●
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000元，方可使用「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3F-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living project。●「指定銀行獨享活動」須持台灣發
行之指定銀行信用卡刷卡累計滿額，並須憑信用卡(或手機裝置支付畫面)、同卡號簽單及消費發票(含明細)至顧客服務中心/贈品處兌換；儲值卡加值或儲值卡加值後
之消費及紅利折抵不列入上述活動計算；國泰世華銀行商務卡、CUBE卡／花旗銀行金融卡、商務卡／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公司商務卡及採購卡恕不得兌換。限量份數為各
店同活動共同計算，各銀行採限量贈完為止；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實體卡與行動支付(僅限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刷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
計算，若為同一張信用卡亦僅限兌換乙次。●「指定銀行獨享活動」不得與館內「第四季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指定銀行獨享活動」若有未盡事宜依「

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注意事項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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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辦理退貨，活動贈品

(抵用券/誠品點)需一併退還，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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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抵用券使用期間

2021.9.24 Fri. – 2021.10.31 Sun.止

※ 每張發票消費金額限參加一種滿千送百活動，不得重複兌換，指定銀行獨享回饋活動除外

9.24 Fri.－9.30 Thu.

刷指定銀行獨享

滿10,000元送200元電子抵用券 共限量2,150份│內含│銀行200元電子抵用券 ╳ 1張

滿30,000元送900元電子抵用券 共限量660份│內含│銀行300元電子抵用券 ╳ 3張  

滿50,000元送1,500元電子抵用券 共限量440份│內含│銀行300元電子抵用券 ╳ 5張

● 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 ● eslite Pay、街口支付、LINE Pay與台灣Pay消費恕不得兌換
● 恕不得與「第四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 

銀行贈禮兌換地點：2F顧客服務中心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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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Fri.-10.21Thu.

幸福專寵
大戶禮

10.12 Tue.-10.21Thu.

幸福黑卡
定作禮

誠品會員於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20,000元，即可兌換3M新一代防蟎水洗枕 標準型乙個

  （價值1,299元，限量100個）

滿150,000元，即可兌換OPPO Find X3 Pro手機乙支  

  （價值32,990元，顏色隨機不挑款，限量3支）

黑卡會員於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元，即可兌換

1F  NICOFUN 500元抵用券乙份

9.24 Fri.-10.21Thu.

幸福來敲門 
滿額送到家

誠品會員於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3,000元，即可兌換免費宅配服務乙次

●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白卡／金卡／黑卡／小童學卡之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貨件規格：限制單一貨件於46 x 32 x 30 cm以內。●寄件時
間：台灣本島週一至週六，當天17:00前交寄﹔週日、國定假日即其補假期間，當天14:00前交寄。●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
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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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白卡／金卡／黑卡／小童學卡之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每卡／活動期限內限換乙個／支，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本活動各門檻恕不得重複兌換。●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1F-台灣大哥大門
市／3F-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living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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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黑卡之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每卡／活動期限內限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
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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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2F顧客服務中心

10.12 Tue.-10.21Thu.

幸福金卡
獨享禮

金卡會員於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2,000元，即可兌換

茶籽堂肖楠葉純淨│馬栗樹水潤洗手露50ml 乙瓶  

  （價值120元，限量300瓶）

再加贈茶籽堂200元抵用券乙張

  （單筆消費滿1,000元即可使用乙張）

●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金卡之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每卡／活動期限內限換乙瓶／張，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
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3F-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living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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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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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Tue.-10.21Thu.

幸福白卡
獨享禮

白卡會員於3F誠品書店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元，即可兌換全館200元電子抵用券乙份

  （內含│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x2張）

●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白卡之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每卡／活動期限內限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
誠品畫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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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用券使用期間為：2021.9.24 Fri. - 2021.10.31 Sun.止，逾期無效。● 本券使用範圍：誠品生
活松菸店，惟不適用以下專櫃，排除專櫃若有異動，請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丸亀製麵；1F-台灣大哥大門市，與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
列入累計消費金額計算。● 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滿1,000元，方可使用乙張，並以此類推：3F-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living project。● 使用本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之累計金額及其它活
動消費金額累計。● 本券請自行保管，恕不退換、找零、使用時亦不另開立統一發票，使用後將由結帳櫃檯或收銀台收回。● 本券如有影印、塗改或未加蓋誠品生活鋼印者無效，偽造者並將依法究辦。● 
使用本券之消費如有辦理退貨手續時，須扣除抵用券剩餘金額方可退款，其他贈品需一併退回辦理。● 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 誠品生活保留修改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詳細活動內容依現場公告為主。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2F顧客服務中心

8.20 Fri.-10.24 Sun.
 （週五-週日限定）

幸福週末
滿額送誠品
行旅住宿

誠品會員每週五、六、日於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額，即享以下指定回饋

滿6,000元，即可兌換誠品行旅 雅緻客房住宿兌換券乙晚（價值20,196元）

滿8,000元，即可兌換誠品行旅 經典客房住宿兌換券乙晚（價值24,816元）

滿10,000元，即可兌換誠品行旅 行政套房住宿兌換券乙晚（價值30,591元）

滿13,000元，即可兌換誠品行旅 行政家庭房住宿兌換券乙晚（價值32,307元）

● 本活動須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實體住宿兌換券」。● 誠品會員本人於活動期間內持誠品生活松菸店之週五至週日消費發票即可兌換「誠品行旅 指定房型住宿兌換券／乙晚」乙張，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
松菸店當日單店兌換，恕不跨日累計，逾期無效。活動期間四種房型兌換券會員每卡至多兌換兩張為限，入住需收取各房型房價之10%服務費。● 一張發票金額僅可兌換一間一晚住房，一間客房最多以三
張同日發票累計兌換為限，折抵完之餘額不得再次折抵用其他住宿，且需收取房價之10%服務費。  ● 本活動入住數量與【誠品發票變現金 強勢回歸雙重送】活動合併累計，每位會員最多共計入住兩晚或兩
間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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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利於活動核對。● 兌換活動消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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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限黑卡／小童學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方可兌換。● 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乙項活動贈禮。● 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
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與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以及使用抵用券、商品禮券支付之金額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 入住需出示「實體住宿兌換券」及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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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內入住完畢，最後入住期限至2021.12.28止，每日限量20間，額滿恕無法提供預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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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於週五、週六及連續假日(中秋連假2021.09.18-09.20、雙十連假2021.10.09-10.10)須另加價NT$1,500。辦理入住時間為下午4時以後，退房時間為上午12時以前。● 本活動不包含住宿免費停車，如有
停車需求則可以每台每晚300元之優惠價停放，且每房僅限一台車使用此優惠價格，停車適用時段為入住當日15:00~退房日13:00止。● 本活動限於誠品行旅來電訂房或線上官網訂房，於預訂時請事先告知使
用此活動入住，恕無法指定房型面向，需依實際房況為主；活動期間會員每人最多以入住兩晚或兩間為限。● 本活動如需加床、客房餐飲、Mini Bar等其他住房附加項目，附加項目計價標準須以誠品行旅公
告為準。● 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白卡／金卡／黑卡／小童學卡之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且限成功申辦會員後，持下筆消費發票方可兌換；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至2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本活動
恕不得與誠品會員優惠或其他優惠專案合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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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無條件同意依本商場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金。● 本活
動其他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松菸店、誠品行旅保留調整及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誠品行旅訂房專線：02-6626-2828，或請至官網線上訂房 http://www.eslitehotel.com。

9.24 Fri.-10.21Thu.

幸福瞬間
來敲門

誠品會員於全館當日不限金額消費，即可兌換抽獎券乙張

每週抽出一名幸運得主，有機會抽中

誠品行旅 The Chapter Café 雙人下午茶、
B&O藍芽喇叭等精美好禮

●抽獎券兌換處：2F顧客服務中心●贈品實際規格及價值依官方公告為主。●領獎時需持此存根聯與本人身份證件至誠品生活松菸店2F顧客服務中心領取。●本活動得獎者由錄影方式公開抽出，得獎者於公
告當日仍為有效會員方具領獎資格。●得獎名單將於2021.10.29 Fri.公佈於迷誠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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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證明文件至誠品生活松菸店
2F顧客服務中心進行領獎作業，領獎資格將自中獎名單公佈起保留一個月，未於期限內於報到，視同放棄兌獎資格。●領獎期間：2021.10.29 Fri. -11.30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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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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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於全台誠品生活、誠品書店實體門市(含誠品文具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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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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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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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丸亀製麵、7-ELEVEN、全家便利商店、大創DAISO、臨時櫃、特賣會、謙碩服裝修改室(惟松菸店不排除)及以下專櫃，排
除專櫃若有異動，依現場實際公告為準：松菸店｜台灣大哥大門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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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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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 -10.31Sun.

誠品發票
變現金
強勢回歸
雙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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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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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 Fri.-10.21Thu.

eslite Pay！
消費輕鬆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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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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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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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消費恕不得兌換。●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得兌換亦不得使用電子券，排除專櫃如有異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誠品
行旅、誠品講堂；1F-台灣大哥大門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丸亀製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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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菸店｜3F-誠
品書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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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滿6,000元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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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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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詳情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2F顧客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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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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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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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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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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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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 Fri.-11.02 Tue.

誠品點好好兌 
幸福好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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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期間內兌換即有機會抽中「誠品禮券1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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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專櫃｜B1窩巢咖啡、醋頭家、馬卡諦義大利冰淇淋 、天仁茗茶／ 1F猿田彥珈琲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松菸店當日單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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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利於
活動核對。●上述兌換活動消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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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方可兌換。●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乙項活
動贈禮。●誠品講堂／誠品行旅／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3F-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living project 票券與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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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相關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白卡／金卡／黑卡／小童學卡之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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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辦理退貨，所兌換之抵用券、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退貨時如未攜帶抵用券、活動贈品辦理退貨程序，須無條件同意依本商場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
等值現金。●活動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兌換地點｜2F顧客服務中心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點數專區

活動詳情

圖片僅供示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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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在每個日常

3 ｜ Apple Watch 皮革錶帶
42／44mm -焦糖棕 NO. 0803

AlTO   1F
推薦價2,980元

7 ｜焦糖小女－牛皮休閒鞋 
NO. . 0807
viina   1F
特價1,895元｜原價 3,790元
●部分商品再折 300 元

6 ｜經典多功能長夾 NO. . 0806

SOBDEALL  2F
特價3,290元｜原價 4,700元

5｜蝴蝶結手把迷你雙用
手提肩背包 -艾莉雅（黃）
NO. 0805
AISLE by Abcense  1F
推薦價3,250元

4｜落肩短版背心外套／右側拼格直筒西裝
褲／胸前簍空設計造型上衣 NO. 0804

rather 1F
推薦價2,580／2,880／ 1,880元

1 ｜綠色翻領長襯衫 NO. 0801

NICOFUN   1F
推薦價8,700元

2 ｜ V領大領片襯衫／繫帶修身縮口褲 NO. 0802

DOUCHANGLEE   1F
特價5,338／5,338元｜原價 6,280／ 6,280元

填寫訂購單

❶
❷

❸

 ❺

❹

 ❻

 ❼

85
折

誠品會員 1F服飾專櫃當日

單筆滿10,000元送1,700元

9.24 Fri.——10.21 Thu.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2ZK7h_xShVLb1LH2hwmj5yPXbqrKGN_epHtzNlPNdo/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page.line.me/?accountId=ratherstores&openerPlatform=web&openerKey=profile#mst_challenge=2LBQb4jLfuIsKs-HDeAlI28fjrQ9UcKygdWkemSvk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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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在每個日常

細摺布吊帶長裙 NO.0904

特價11,680元｜原價 12,980元
直條紋接層次襯衫 NO. 0905

特價11,680元｜原價 12,980元

CHARINYEH│1F

綁一邊襯衫洋裝 NO0906

特價12,150元｜原價 13,500元

DLEET│1FCHARINYEH
訂購服務

ISABELLE WEN 溫慶珠│1F

摩洛哥風麻質長洋裝 NO. 0901

特價11,490元｜原價22,980元
幾何刺繡小亮片襯衫
=NO. 0902

特價9,490元｜原價 18,980元

羊毛混紡不對稱拼接洋裝
NO. 0903

特價7,490元｜原價 14,980元

SHIRLEY 
YANG│1F

誠品會員 1F服飾專櫃當日

單筆滿10,000元送1,700元

9.24 Fri.——10.21 Thu.

https://page.line.me/?accountId=qkf2823s&openerPlatform=liff&openerKey=1654867680-wGKa63aV&utm_source=oalist&utm_medium=profile_FnSearchResultList&liff-switch.state=eyJkaXJlY3Rpb24iOiJnbyIsImFwcFN0YXRlIjp7ImFwcFN0YXRlVG9rZW4iOiIxNjI0MjYyNjY4OTMxIiwicmV0dXJuVXJsIjoiaHR0cHM6Ly9saWZmLmxpbmUubWUvMTY1NDg2NzY4MC13R0thNjNhVi9UVy96aC1UVz91dG1fc291cmNlPUxJTkUmdXRtX21lZGl1bT1yZWZlcnJhbCZ1dG1fY2FtcGFpZ249bWFpbiNob21lIiwic2Nyb2xsWCI6MCwic2Nyb2xsWSI6MH19
https://page.line.me/?accountId=fpx8756d&openerPlatform=liff&openerKey=1654867680-wGKa63aV&utm_source=oalist&utm_medium=profile_FnSearchResultList&liff-switch.state=eyJkaXJlY3Rpb24iOiJnbyIsImFwcFN0YXRlIjp7ImFwcFN0YXRlVG9rZW4iOiIxNjI0MjYzMzE3MTkzIiwicmV0dXJuVXJsIjoiaHR0cHM6Ly9saWZmLmxpbmUubWUvMTY1NDg2NzY4MC13R0thNjNhVi9UVy96aC1UVz91dG1fc291cmNlPUxJTkUmdXRtX21lZGl1bT1yZWZlcnJhbCZ1dG1fY2FtcGFpZ249bWFpbiNob21lIiwic2Nyb2xsWCI6MCwic2Nyb2xsWSI6MH19
https://timeline.line.me/user/_dfK58iPPX4OA1GjpJua2AtZlmejuu2rtIa7n16s?utm_medium=windows&utm_source=desktop&utm_campaign=OA_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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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在每個日常

vïga wang│1F

Baby紗薄針織上衣／
Baby紗薄針織長版外套／
有氧寬條紋大寬褲 NO. 1001

推薦價 3,880／6,880／
5,880元

V領玫瑰燕尾－黑白棉質
上衣 NO. 1003
推薦價4,980元

Ysanne│1F

UUU│1F

春簾上衣 NO. 1004

推薦價5,350元

厭世上班 EXCEL連身裙
（錯誤格式紅／列印樣式灰）NO. 1002
特價1,400元｜原價 2,000元
●松菸店獨家優惠

At the Venue
在場│2F

修身洋裝 -排灣陶壺 NO. 1006

特價 16,100元｜原價23,000元
可分拆式連身褲 NO. 1005

推薦價7,280元

whiple Lib
│1F

SABRA ANDRE
│ 1F

7折

誠品會員 1F服飾專櫃當日

單筆滿10,000元送1,700元

9.24 Fri.——10.21 Thu.

https://page.line.me/?accountId=ysanne&openerPlatform=web&openerKey=profile#mst_challenge=_eFCNzjg1fZVQ0q0412Ni_YUxsKqw9rHjJz1amCaEyo
https://page.line.me/?accountId=atthevenue&openerPlatform=web&openerKey=profile#mst_challenge=D-XXfML4zkYlZguj_3jFzTO1W_wGfM5anbLRgX17r3c
https://line.me/R/ti/p/%40632hfjjq


11

 

 【 Pimm's 】羊皮輕便休閒
肩背包 （黑 x 紫紅）NO. 1108

特價5,980元｜原價 7,580元

 【 Lil' Brodie 】真皮帥氣
流行斜背腰包 NO. 1109

特價3,980元｜原價 4,980元

都會通勤頂尖電腦後背包
（灰白色）NO. 1107

推薦價3,980元

自行車健走背包－超大容
量 NO. 1103

特價690元｜原價 1,680元

穆勒鞋－訂做選色 NO. 1102

特價2,980元｜原價 3,580元

Be u│2F DEYA │3F

HANDOS│1F

PAMPA TRAVEL LITE
短靴 NO. 1106

推薦價2,580元

PALLADIUM
│1F

幸福在每個日常

綴香草背心裙 NO. 1101

推薦價 1,780元

MACACA│1F

小方包－墨藍圓葉 NO. 1104

推薦價2,680元

expo 
 （BU‧WU）│2F

ANN綻放 NO. 1105

推薦價 1,680元

Southgate
南登機口│2F

誠品會員全館當日累計滿5,000元送700元
9.24 Fri.——10.21 Thu.

https://page.line.me/?accountId=palladium_taiwan&openerPlatform=web&openerKey=profile#mst_challenge=r2awVsNewiqkICuSxTfyWiXzG-gXoBLYTOE-PQ85wP0
https://line.me/R/ti/p/%40101lkl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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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總需要點綴

1 ｜香氛噴霧－桂花烏龍
 （30ml）NO. 1201

expo  （良氛 Better Ambiance）2F
推薦價 1,080元

2｜愛麗絲奇幻仙境眼影
頰彩盤 NO. 1202

expo  （Ready to Shine）2F
推薦價750元

3｜風和日暖香氛護髮
噴霧（50ml） NO. 1203

expo  （好剪才髮物所）2F
推薦價650元

5｜日本鯖江眼鏡 ／
抗藍光紫外線（限實體櫃）
NO. 1205
Classico  2F
推薦價4,280元

6｜小小公主套鍊 NO. 1206

林曉同  1F
推薦價32,800元

4 ｜精華液六入組 NO. 1204

SNOVA   1F
特價6,660元｜原價 8,880元
●贈底妝系列試用包二入

填寫訂購單

❶
❷

 ❺

❹

❸

誠品
會員

9折

 ❻

誠品會員全館當日累計滿5,000元送700元
9.24 Fri.——10.21 Thu.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2ZK7h_xShVLb1LH2hwmj5yPXbqrKGN_epHtzNlPNdo/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line.me/R/ti/p/%40101lkl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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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總需要點綴
Olivia Yao Jewellery
│1F

金色海潮雙寶石戒指／
金色編織鎖鍊珍珠手環
NO. 1304

推薦價4,980／3,580元

女神雕花珍珠耳環 NO. 1303

推薦價4,500元

日本 TACS品牌－MASK 
PLAYER面具機械腕錶
NO. 1306

特價12,244元｜原價 12,888元

希臘女神系列土耳其石飾
品戒指／耳環／項鍊 NO. 1305

全面8折｜原價 2,850／ 2,980
／ 3,760元

Le Monde Des
Copines│2F

Pipijudy x 
SameSame│2F

Eternal永恆系列 NO. 1308

全系列9折

kinjo草山金工│2F

經典款銀戒 NO. 1301

特價2,400元｜原價 2,880元
●限量 20組

水杉雨露戒指 NO. 1309

推薦價3,980元

I-Shan13蔡依珊
金工創作│1F

誠品
會員

95折

艸化工事│1F

ObsessionNO. 1302

推薦價2,180元
●艸化工事會員，任選葡萄牙軟木皮革飾品享
88折

雙子星套鍊 NO. 1307

推薦價39,800元

林曉同│1F

誠品會員全館當日累計滿5,000元送700元
9.24 Fri.——10.21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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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總需要點綴幸福總需要點綴

茶籽堂│2F

誠品書店│3F

relaxpirit瑜珈墊精油香
氛噴霧 NO. 1409

特價672／1,097元
原價 790／ 1,290元

盤香系列滿 3,000元現折
200元 NO. 1402

天華沉香│3F

經典頭皮舒活組合（含：櫸木

板梳 +完美頭皮淨化液）NO. 1408

特價1,450元｜原價 1,560元
●松菸店獨家優惠

A'MUiR│1F

指定水晶飾品 6折 NO. 1401

化石先生│2F

洗手露居家清潔超值組
NO. 1406

特價2,832元｜原價 3,540元
●松菸店獨家優惠

賽先生科學工廠│2FGOOD MASK│B1

太陽能原木擴香器（兩款）
NO. 1405

特價1,146元｜原價 1,290元

凡單筆消費滿 888元，即贈法鬥限量口罩乙盒
 （10片） ；滿 1,888元，即贈日空或夜空款乙
盒（30片）NO. 1404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85
折

皮尺圍巾 NO. 1403

推薦價650元

At the Venue
在場│2F

誠品會員全館當日累計滿5,000元送700元
9.24 Fri.——10.21 Thu.

阿原 YUAN │2F

艾草皂  （100g） ／月桃皂  （100g） ／月桃洗頭水   （250ml） 
／艾草洗頭水 （250ml）  *各3入 NO. 1407

特價4,872元｜原價 6,990元
●贈：月桃皂 120g +月桃 50ml旅行組
（含：洗澡水＋洗頭水＋潤髮乳）

https://page.line.me/?accountId=atthevenue&openerPlatform=web&openerKey=profile#mst_challenge=D-XXfML4zkYlZguj_3jFzTO1W_wGfM5anbLRgX17r3c
https://page.line.me/?accountId=926ocrzt&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talkroom%3Amessage#mst_challenge=O4383TxRjyLSTwwTSfmr5uxlTJgDOkVSCqQpKU41-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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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多點儀式感

富山傳產│3F

攜帶式銅磬 NO. 1503

推薦價2,400元

曙Muse Feather│1F

水泥杯墊松木桌燈 NO. 1501

特價990元｜原價 1,580元

誠品書店│3F

PLUS Mini吸塵器   NO. 1506
推薦價490元

SALTLIFE
鹽夢工場│2F

午後邂逅 NO. 1504

特價1,133元｜原價 1,288元 （大）

推薦價 1,088元（小）

招財野生大貓 2代 NO. 1502

推薦價880元

expo（研達）│2F

黃本蕊Benrei HUANG
2021 NO. 1507
特價760元｜原價 950元

填寫訂購單

幸福囍蝴蝶結彭派組 NO. 1505

特價 1,499元｜原價 1,660元

Mao's樂陶陶 │2F

誠品會員全館當日累計滿5,000元送700元
9.24 Fri.——10.21 Thu.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2ZK7h_xShVLb1LH2hwmj5yPXbqrKGN_epHtzNlPNdo/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page.line.me/?accountId=shu-muse&openerPlatform=liff&openerKey=1654867680-wGKa63aV&utm_source=oalist&utm_medium=profile_FnSearchResultList&liff-switch.state=eyJkaXJlY3Rpb24iOiJnbyIsImFwcFN0YXRlIjp7ImFwcFN0YXRlVG9rZW4iOiIxNjI0MjY0MzAyOTE3IiwicmV0dXJuVXJsIjoiaHR0cHM6Ly9saWZmLmxpbmUubWUvMTY1NDg2NzY4MC13R0thNjNhVi9UVy96aC1UVz91dG1fc291cmNlPUxJTkUmdXRtX21lZGl1bT1yZWZlcnJhbCZ1dG1fY2FtcGFpZ249bWFpbiNob21lIiwic2Nyb2xsWCI6MCwic2Nyb2xsWSI6MH19
https://page.line.me/saltlife?openQrModal=true
https://line.me/R/ti/p/%40101lkl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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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多點儀式感

解憂擴音手機座 NO. 1601

特價799元｜原價988元

木匠兄妹木工房 
│2F

郭錦如紀念學苑 │2F

銀鹽黑白攝影課程（一）
NO. 1608

特價29,500元｜原價39,500元
●贈全家福乙套（價值 8,500元）

Prolla│2F

47 x 8K丸迷你 TC 棉布刺繡
玫瑰（粉／深藍／米／灰／白）NO. 1605

特價880元｜原價 1,100元

誠品書店│3F

POKETLE x SOU SOU
隨行保溫瓶／ +6NO. 1604

推薦價889元

Dominic Davison－秋日
漫漫（1000片）（限實體櫃）NO. 1609

特價840元｜原價 1,050元
● 10/1-10/21限定販售

Pintoo│2F賽先生科學工廠│2F

日式木盒昆蟲標本系列
NO. 1607

推薦價550-950元 
●第二件 7.5折

化石先生│2F

HANSA－單筆 2,000元
享 8折，滿 6,000元贈鑰
匙圈（不挑款）NO. 1606

環安傢俱│3F

環安傢俱－動物陪讀椅
（霹靂貓－單椅）NO. 1602

特價1,800元｜原價 2,480元

衝浪胖卡（紅／綠）NO. 1603

特價1,247元｜原價 1,418元
● 9/24 - 9/30限定販售

Merci Design
│3F

2-3F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滿3,000元送300元
9.24 Fri.——10.21 Thu.

https://page.line.me/hawood?openQrModal=true
https://page.line.me/nqc5398s?openQrModal=true
https://liff.line.me/1645278921-kWRPP32q?accountId=carpenter_workshop&openerPlatform=web&openerKey=profile#mst_challenge=hSwnnTUColYhRXQxfiMd-HYft_7nSwLi1FsW2hUtk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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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不過有你在

猿田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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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707

特價850元｜原價940元

窩巢咖啡│B1

買任一口味咖啡豆半磅，
贈手沖咖啡乙杯 NO. 1704

奶泡貓掛耳包禮盒 NO. 1701

推薦價200元

expo（奶泡貓）
│2F

長順名茶│3F

魔力阿里山茶禮（150g*2入）
NO. 1705

推薦價 1,500元
●買 2盒即贈 1盒

茉香翠玉（150g）NO. 1703

特價1,050元｜原價 1,520元

山山來茶│3F

淡然有味│3F

消費滿額禮：單筆消費滿 3,000元贈蜜香烏龍手
採原葉袋茶 8入／罐（價值 420元）；滿 5,000
元贈阿里山金萱烏龍茶150g／盒（價值880元）；
滿15,000元贈梨山高山茶150g／盒（價值2,200
元）；以上活動不可累積。NO. 1709

布朗山原生態大樹茶－生
茶2017年 NO. 1708

特價3,800元｜原價4,800元

力雄茶行│3F

午茶夫人│2F

茶包果乾組（玫瑰紅棗枸杞茶 +洛神

花乾）NO. 1706

特價399元｜原價700元

承豐善澤│2F

澤．好茶 - 烏龍 NO. 1702

特價160元｜原價 180元

2F伴手禮、知味市集指定專櫃當日

滿1,288元送100元

9.24 Fri.——10.21 Thu.

https://page.line.me/zyh3067b
https://page.line.me/ladiestea?openQrModal=true
https://line.me/R/ti/p/%40101lkl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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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不過有你在

玉山麵禮盒 NO. 1803

推薦價 1,200元 

藝桐饗宴 │2F安心味覺 │2F

媽媽蜂蜜鬆煎餅 NO. 1802

推薦價750元 

古典玫瑰園│B1

英國茶 125g茶葉 NO. 1806

任選 2罐999元
原價 1,360元

週年慶養生特惠組買 4 送 2
極粹C3薑黃粒 30粒（4入）
贈：極粹C3薑黃粒 12粒（2入）NO. 1808

特價3,700元｜原價6,300元

茶粒茶│2F海邊走走│2F

紫海派綜合蛋捲禮盒
 （含：花生愛餡蛋捲／肉鬆愛餡蛋捲／鐵觀音茶
蛋捲／黑巧克力愛餡蛋捲）NO. 1807
特價1,120元｜原價 1,160元

買五送一，買十送三
NO. 1801

辰熹 │2F

天仁茗茶│B1

春之茶、桂花金萱茶
NO. 1805

特價1,520元｜原價 1,960元

傳統蜜汁黑胡椒豬肉乾
NO. 1804

推薦價250元

快車肉乾│2F

五彩環濾泡壺 NO. 1809

特價450元｜原價 500元（200mL）

特價495元｜原價 550元（300mL）

特價540元｜原價600元（400mL）

COMEBUYTEA│1 F

誠品
會員

9折

2F伴手禮、知味市集指定專櫃當日

滿1,288元送100元

9.24 Fri.——10.21 Thu.

https://page.line.me/?accountId=977yxixe&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talkroom%3Amessage#mst_challenge=3qRb9gLNnIQ_11fcj04LRF8uYvJw1qGnTIlW7FypOS8
https://page.line.me/?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urlScheme%3Ainternal&accountId=iib4074a#mst_challenge=Q9Sba0XbhefjPNzXKDSpxIsqbjVh5cZ9nPuP9TYmp-o
https://page.line.me/wiq3974q?openQrModal=true
https://page.line.me/kuaiche?openQrModal=true
https://page.line.me/?accountId=388bjuvb&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talkroom%3Amessage#mst_challenge=YUK8PgWsBnclx4r9J8XY-3jF_OtRyPFh_wlkYuWwx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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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也就一頓飯

義饗屋│B1

凡點購任兩份主餐 即贈
紅棗白木耳蓮子湯
乙碗

帽哥海味│ B1

凡點購任兩份主餐 即贈
麵包兩份及飲品兩杯

凡點購湯咖哩主餐

全面9折，加贈可口可樂
系列飲品乙杯

銀兔湯咖哩│B1

凡點購任兩份套餐

即享88折優惠

劉媽媽抄手│B1

全品項 9折

恆之茶居│B1

八王子東京拉麵│B1

凡點購主餐任兩份 即贈
泡菜乙份及飲品兩杯

王媽媽廚房│B1

凡點購鮮食包三包

即贈咖哩鮮食包乙份
 （價值 100元）

豚骨烏龍麵（中）＋明太蛋拌
烏龍麵（中）＋炸地瓜＋炸蝦
兩支＋炸雞兩支

特價319元｜原價 415元

丸亀製麵│B1

76
折

五彩鮮蔬雞套餐

特價 159元｜原價 169元

駱姐正雞酒│B1

誠品會員全館當日累計滿5,000元送700元
9.24 Fri.——10.21 Thu.



20

幸福也就一頓飯

餃子奶奶 │B1

凡點購任兩份主餐

享9折，加贈酸辣湯乙碗

果果吃酵醋系列飲品

第二杯5折
頂級酵醋精緻瓶裝 （五種口味）

特價270元｜原價 300元

醋頭家│B1

筒仔米糕＋燙青菜＋香菇
肉羹湯＋仙草冰

特價 160元｜原價 195元

小南門│B1

1.翡翠莊園鑽石山濾掛式
精品咖啡

特價280元｜原價 350元
2 .手沖精品咖啡 全面8折

薩圖爾精品咖啡│B1

冰淇淋禮盒 6入（150ml／杯）

特價720元｜原價 900元

馬卡諦義式冰淇淋│ B1

9折

FLO BAKERY│B1

雪點（福克西亞 -巧克力
棉花糖）＋拿鐵

推薦價230元

酸菜媽媽魚麵&雞腿蔥油
拌麵＋山楂水兩杯

特價358元｜原價 418元

辛火相拌│B1

85
折

圖克圖克 TRUCTRUC
│2F

法國Périgord在地初榨
榛果油＋核桃油組 （限量 100組）

特價 1,043元｜原價 1,490元

誠品會員全館當日累計滿5,000元送700元
9.24 Fri.——10.21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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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也就一頓飯

凡點購任一餐盒

即贈90元美式咖啡
乙杯 ●限平日中午，售完為止。

幸福套餐（冰觀音珍珠奶茶小杯 1杯＋
功夫麵 1碗＋茶香高麗菜 1份）●限春水堂松
菸店使用●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特價245元｜原價 275元

再來咖啡│ 3F

安妞韓辣燙│B1

凡點購任一主餐

即享30元加購炸物或點心乙
份

四季鮮奶茶

特價90元｜原價 100元（大）
特價70元｜原價 80元（中）

凡點購任兩杯綠茶系列
飲品

特價 100元｜原價 120元

果樹媽媽│B1

天仁茗茶│B1

饗記麵舖│B1

凡點購任兩份套餐

即享9折
凡點購任一主餐

即享69元加購炸物乙份

瘦仔林叻沙│B1

桂花烏龍波霸Ｑ珍珠

特價90元｜原價 100元

COMEBUYTEA│1F

春水堂人文茶館│3F

雙人分享餐－
排骨飯＋排骨麵

特價240元｜原價 268元

明吉│B1

89
折

誠品會員全館當日累計滿5,000元送700元
9.24 Fri.——10.21 Thu.

誠品
會員

9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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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自己來打造

 【貓窩DIY】清新柳橙風味－
巨型針織寵物睡墊課程（線上教學）
NO. 2201

特價 1,080元｜原價 1,350元

At the Venue在場│2F

HSU & DAUGHTER 
徐氏父女皮件工作室 │2F

隨手錢包－皮件手作DIY 材料盒 NO. 2203

推薦價 1,480元

填寫訂購單

凡購買DIY 材料組合任兩件
（器皿系列／小品／中品）NO. 2205

幸福成雙價：7折

創意美術│2F

Hubox │2F

Jeantopia知音文創│2F

小夜燈飾品架－獨角獸 NO. 2204

推薦價680元

Q比克造型桌燈 NO. 2202

推薦價990元

手作木筆體驗課程 NO. 2206

推薦價 1,750-4,200元

LEATAI磊泰│ 3F

2-3F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滿3,000元送300元
9.24 Fri.——10.21 Thu.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2ZK7h_xShVLb1LH2hwmj5yPXbqrKGN_epHtzNlPNdo/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page.line.me/?accountId=fdp9143l&openerPlatform=webview&openerKey=webview%3AunifiedSearch#mst_challenge=ArPx0G-rgDz4IY34Nk0xkrNdueXxfCk2qoJ6U02p_Lk
https://page.line.me/?accountId=atthevenue&openerPlatform=web&openerKey=profile#mst_challenge=D-XXfML4zkYlZguj_3jFzTO1W_wGfM5anbLRgX17r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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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自己來打造

美好時光包 NO. 2301

推薦價 1,980元

The Escape
Artist│2F

賽先生科學工廠│2F

After School－DIY
彩繪蛋型鳥笛套組 NO. 2302

特價549元｜原價 590元

組合材料包DIY－
奶油餅乾＋韓系便當蛋糕 NO. 2305

推薦價978元 ●以現場價格為主

材料包DIY－玫瑰檸檬塔 NO. 2306

推薦價527元  ●以現場價格為主

填寫訂購單

禾荳荳美術館 │ 3F

八開美術用具組 NO. 2303

特價 1,999元
原價 2,200 元

動手玩│ 3F

源木盒燈   NO. 2304

特價999元｜原價 1,280元
●附贈燈泡乙顆

木匠兄妹木工房│2F

2-3F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滿3,000元送300元
9.24 Fri.——10.21 Thu.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2ZK7h_xShVLb1LH2hwmj5yPXbqrKGN_epHtzNlPNdo/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timeline.line.me/user/_dZCtnb4oK9VoF-EgJ2GK8v0cR_-PzgLrjnJJQEo?utm_medium=windows&utm_source=desktop&utm_campaign=OA_Profile
https://page.line.me/?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urlSchema%3Aexternal&accountId=ksq2927q#mst_challenge=vxrXfYjYKhGBtY7lTp1D6WI88EHiV5nrRaHH6svcod0
http://line.me/ti/p/@dtg9756s
https://liff.line.me/1645278921-kWRPP32q?accountId=carpenter_workshop&openerPlatform=web&openerKey=profile#mst_challenge=hSwnnTUColYhRXQxfiMd-HYft_7nSwLi1FsW2hUtk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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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果樹媽媽｜B1 

10/1開幕
育有三個孩子的舒媽媽和祥爸爸，用照顧孩子的溫柔，打出最真誠的鮮榨果

汁 。用撐起一個家的強韌，堅持嚴選手摘蔬果，絕不添加防腐， 只為鮮果的

初榨原味，如同果樹媽媽孕育滿樹的果子。

GOOD MASK｜B1 

品牌於2020年成立於香港，全自動化生產線並與台灣本土設計師合作，推出

獨一無二插畫口罩款式。

圖克圖克TRUCTRUC ｜ 2F

法文的”truc”有著東西的意思，每一樣我們選出的好東西，都是親自在歐

洲產地嚴選的職人作品。我們認同小作坊們對於品質的專注且不妥協的職

人精神，特別是歐洲飲食文化裡對於自然無添加的訴求，嚴選來自原產地

（Original)與在地的(Regional)工坊，希望能把職人的心意和精神，從產地親

自交到顧客手中，就像親自旅行一樣。

DENSAN 富山傳產｜3F 

 「DENSAN富山傳產」是無法以創作者的一己之力創造的。它需要與使用者

的各位一起創造及傳播。 因此我們誠心地邀請您與我們一同實際地使用一次

我們的「物品」並希望您能把這寶貴的經驗分享給您身邊的親朋好友們。

A.C Jewelry Atelier｜1F 

9/1-9/30期間限定
旅日十年金工兼珠寶設計師—Anita.Chang 
品牌全系列，從設計至製作完成，皆為設計師親手製作，每個設計，都擁有

獨特美感、手工特有的溫潤。【華凜a kari 系列】：幾和及線條，都會時尚 
 【花壇a katan 系列】：自然植物，細緻優雅

UUU｜1F 

UUU是以針織起家的台灣品牌。團隊親自向老師傅學習針織技術，從紗線織

成布料；再縫成衣服，每個步驟都細細琢磨、每件款式都是我們的經典。

非常歡迎您臨櫃試穿、親身體驗被用心製作出來的服飾！



誠品生活松菸店 3F誠品生活松菸店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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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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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限於誠品生活松菸店消費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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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參加：誠品行旅；
誠品畫廊；誠品講堂、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1F- 台灣大哥大門市；3F- 謙碩服裝修改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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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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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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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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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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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當日累計消費

滿3,600即可以350元加價購、

滿6,000元即可兌換

「誠品生活 
plain-me 風格小包」乙個

尺寸│W26 × H16 cm(±5%） 材質│聚酯纖維（300D）  

兌換地點｜2F顧客服務中心

●本活動僅限誠品生活松菸店累計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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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
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2F三花棉業；3F-謙碩服裝修改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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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金額限誠品生活當店當日消費發票兌換，購買禮券、轉開發票（含：電子、二聯式或三聯式）恕無法參加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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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張消費發票限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加價購僅接受現金／誠品禮券結帳，恕無法接受其它結帳方式。●使用抵用券、商品禮券、書店禮
券於本公司兌換商品時，將無法開立統一發票，恕不可參加全館贈品、贈券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使用誠品商品禮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贈品/贈券活動之累計消費金額及停車折抵計算。●贈品
兌出恕不接受退換（瑕疵品或故障品除外）。●如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贈禮至當店顧客服務中心／贈品處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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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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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恕不得與部份全館促銷活動重複兌換，詳細活動內容以顧客服務中心公告為
準或請上迷誠品網站查詢。

我們相信合宜的外表，是尊重自己的生活。 plain-me 與眾多品牌合作，持續提供多元的搭配提案，
讓更多人正視品味文化的重要。搭配美好的一天，交給 plain-me ！

10.12 – 10.21
TUE.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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