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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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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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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賣會及以下專櫃，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依現場實際公告為準：西門店｜MUJI無印良品、喫茶趣TO GO、
COMEBUY TEA、小樽珈啡、綠蓋茶館；武昌店｜遊戲玩家、甜吧、吃吧；板橋店｜Studio A、SAMSUNG、打鐵仔、樂為生活、晶宴會館；新板店｜unsnnoi、春水
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甜野新星、Dirty Little Riders、1010湘、KIKI餐厅；站前店｜SUKIYA、松本清；亞東醫院店｜杏一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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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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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10.31 Sun.

誠品發票變金
強勢回歸
雙重送！

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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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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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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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詳情

活動詳情

共同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西門店╱武昌店╱板橋店╱新板店╱站前店╱R79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計算。●誠品會員相關活動僅適用台
灣申辦白卡／金卡／黑卡／小學童卡之會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消費恕不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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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贈品數量
有限，兌完為止。●如需辦理退貨，所兌換之活動贈品須一併退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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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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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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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以領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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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身分憑證正反面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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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視為本國中獎人操作之。●以上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
留修改及取消活動之權利。

圖片僅供示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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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3T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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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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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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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06 Wed. - 2021.10.31 Sun.止，逾期無效，其餘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公司商務卡及採購卡恕不得兌換。●各店全館臨時
櫃、特賣會及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得兌換亦不得使用電子券：西門店｜B1-MUJI無印良品、伍星特賣、POPMART；2F-丸亀製麵；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類商品。
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Krispy Kreme、STARBUCKS COFFEE、Rainsky、漫坑、甜吧；2F-FIDO&LILY；3F-67ARROW；4F-CABRÓN、御歌頭；5F-吃吧。
站前店｜STARBUCKS COFFEE、晶碩光學、全家便利商店、麥當勞、屈臣氏 Watsons、Sukiya、松本清。板橋店｜B1-大創DAISO；1F-Studio A、SAMSUNG、米
哥烘焙坊；2F-綠蓋茶館、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上島珈琲店、春水堂人文茶館、unsnnoi（可抵用不可兌換）、甜野
新星；2F-1010湘、Dirty Little Riders、謙碩服裝修改室、有情門（可兌換不可抵用）；3F-KIKI餐厅。R79｜STARBUCKS COFFEE、廣場市集。●以下專櫃需單筆
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100元或50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並以此類推：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音樂館、誠品兒童館。 ●其餘未盡事宜請依現場公
告為準，誠品生活與玉山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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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 Wed. - 
10.31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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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滿3,000元送100元電子抵用券乙份  限量200份｜內含1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單筆滿10,000元送500元電子抵用券 乙份  限量100份｜內含500元電子抵用券╳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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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點數專區

站前店｜Movenpick Cafe莫凡彼
新板店｜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

西門店｜COMEBUYTEA
板橋店｜上島珈琲店





站前店
Taipei Station Store Underground R79

∣R79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站前｜週一至週日 Mon.~Sun. 10:30am~21:30pm
R79｜週一至週日 Mon.~Sun. 11:00am~21:30pm

站前店推出保養品超低折扣
五折起商品，等你帶回家！

週慶幸福超有感
超優惠品牌日
折扣訊息不漏接（P.52）

站前主打品牌日
來店消費抽誠品1萬元禮券，等多項好禮
快手刀下載誠品人APP ! 

APP試試手氣抽好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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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地點｜站前店生活中廣場服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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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注意事項─●贈品兌換限站前消費之當日發票，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購買禮券或轉開發票（含：電子、二聯式或三聯式發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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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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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活動消費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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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貨明細資料；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消貨明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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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活動贈品皆數量
有限，送完為止，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贈品之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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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之退貨還等值現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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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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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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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eet.eslite.com/tw/tc。

金卡／黑卡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 60,000元，

即可兌換 FUJIMEDIC 空氣循環風扇機 乙台。(限量10份，價值6,980元)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台，數量有限兌換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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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便利商店、麥當勞、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松本清及特賣會。●本活動恕不與
「週慶享好眠 寵愛禮 」、「歡慶享圓滿 滿額禮」、 「享幸福 會員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

10.25 Mon. - 11.02 Tue.

幸福好氛圍 
大戶禮

金卡／黑卡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 20,000元，

即可兌換 3M 新一代防蟎水洗枕 乙個。(限量100個，價值1,299元)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 7,000元，

即可兌換  阿原YUAN 珍圓滿禮盒 乙盒。(限量100盒，價值780元)

10.25 Mon. - 11.02 Tue.

週慶享好眠 
寵愛禮

10.25 Mon. - 11.02 Tue.

歡慶享圓滿 
滿額禮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個，數量有限兌換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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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便利商店、麥當勞、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松本清及特賣會。●本活動恕不與「幸
福好氛圍 大戶禮」、「歡慶享圓滿 滿額禮」、 「享幸福 會員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個，數量有限兌換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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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便利商店、麥當勞、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松本清及特賣會。●本活動恕不與
「幸福好氛圍 大戶禮」、「週慶享好眠 寵愛禮 」、 「享幸福 會員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

誠品會員於站前店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消費達指定門檻，

滿 800元，即可兌換 限定誠品週地圖磁鐵 乙份。（限量100份，價值75元)

滿 300元，即可兌換 小南門 60元折價券 乙張。(限量250張，價值60元)

10.06 Wed. - 11.02 Tue.

享食小確幸 
專區禮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抵用劵使用期間：2021.10.06 Wed.-12.02 Thu.●小南門兌
換劵詳細規範依劵面說明為主，限誠品站前店使用。●僅限以下專櫃參加：樺達奶茶、菘韓館、菘麵坊、Q丸和洋
食堂、吉野家、老董牛肉麵、這一小鍋、GO即時小鍋、莫凡彼餐廳、SUKIYA、布萊恩紅茶、八方雲集、肆参雞供
所、上島珈琲店、頂呱呱、鬍鬚張滷肉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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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二緻果、星野製菓、銀兔湯
咖哩、21PLUS、OLAND島嶼水果茶、先喝道、HiSus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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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附兌換。

誠品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100元，即可獲得 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 乙次，

有機會抽中 誠品禮券10,000元、輝葉 震動按摩槍、
SOU‧SOU多功能電鍋 等多項好禮。

10.06 Wed. - 11.02 Tue.

APP會員 
週週抽好禮

●活動期間內每人每日享乙次抽獎機會。●本活動限站前店之消費，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活動遊戲資格：誠
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全家便利商店、麥當勞、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松本清及特賣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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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獎獎項
內容：10,000誠品禮券(1名)、SOU‧SOU｜多功能電鍋(1名)、輝葉｜震動按摩槍(5名)、Funcare｜痠痛按摩
機(3名)、誠品生活｜夏日粉彩隨行杯(12名)、21PLUS｜香草烤雞餐兌換券(50張)、炸雞餐(73張)、烤雞腿餐(76
張)、迷客夏｜冬瓜檸檬(200杯)、誠品貼紙(2600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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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
品
人A

PP

券面僅供示意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即可兌換莫凡彼冰淇淋單球
（小球）兌換券乙份＋莫凡彼折價券100元乙張。（限量2,000份）

●活動內每卡限兌換乙次，數量有限，贈完為止。●100元折價券消費滿300元方可使用乙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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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便利商店、麥當勞、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松本清及特賣會。●折價劵無法與櫃位其它折扣優惠合併使用。●冰淇淋單球兌換劵僅限咖啡口
味與香蕉口味。●本活動恕不與「享食小確幸 專區禮」活動重複兌換。

10.06 Wed. - 10.24 Sun.

站前獨家加碼
好食禮



站前站前│Taipei Station

❶EDN｜站前店B1

富勒烯逆齡奇肌組
（含：富勒烯煥齡賦活前導露140ml＋
富勒烯煥齡賦活精萃50ml＋
富勒烯煥齡賦活水凝乳100ml＋
富勒烯煥齡賦活精質霜50ml＋
富勒烯肌因光感生物纖維面膜30ml(10入/盒)）＊限量30組

特價15,000元 | 原價64,200元 

❷蕾舒翠｜站前店B1

水盈潤系列組
（含：水盈潤潔顏乳×1＋水盈潤去角質凝膠× 1＋
水盈潤晶露×1）＊限量30組

特價999元 | 原價4,100元

❸新德曼｜站前店B1

金采極緻晶凍凝露125ml
特價1,800元 | 原價3,600元

❹Berji｜站前店B1

一抹持妝到底
（含：輕透絲絨氣墊粉凝霜14ml＋裸妍潤色輕透水粉蜜30ml
＋天使花香氛滋潤護手霜30ml）

特價2,280元 | 原價5,560元

❺倍優BIOCHEM｜站前店B1

美白緊緻組2入
（含 : 買LPA亮白保濕全效精華液120ml
送LPA 亮白保濕全效精華脂120ml）

特價1,500元 | 原價3,000元

❻CONI｜站前店B1

潤顏重現組
（含 : 碳酸×乳酸洗顏粉0.7g×30包＋
無限肌緻保濕冰晶晚安霜50ml＋
極光淨化修護冰晶熬夜霜 50ml）＊限量50組

特價1,880元 | 原價6,140元

❼MIKO BEAUTÉ｜站前店B1

小資基礎保養組
（含 : 無瑕清透防護霜30ml×1＋
亮采金球去角質凝膠100ml×1＋
冰川礦物調理水150ml×1）

特價990元 | 原價6,100元

❽乳油木之家｜站前店B1

Sairo乳油木香草溫和沐浴乳750ml＋
Sairo香草乳油木保濕身體乳400ml
贈Sairo甜杏仁溫和沐浴乳750ml＋
Sairo椰子保濕身體乳400ml ＊限量20組

特價2,200元 | 原價4,400元

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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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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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10.6 ─10.12│會員加碼全館滿3,000 送700

 慢活
享

幸福

ABC-MART｜站前店B1
ADIDAS SUPERSTAR SLIP ON
特價2,630元 | 原價3,290元

ABC-MART｜站前店B1
NUOVO PALIN TSL LF 3
特價1,420元 | 原價1,580元

ABC-MART｜站前店B1
NUOVO PLAT GORE6.5
特價1,960元 | 原價2,180元

ABC-MART｜站前店B1
REEBOK ROYAL GLIDERPLCLP
特價1,800元 | 原價2,250元 

CACO｜站前店B1
維尼愛心剪紙男短T｜灰綠 （S–XL）

推薦價590元

CACO｜站前店B1
維尼愛心剪紙女短T ｜粉紅 （S–M）

推薦價490元 

Fandora Shop｜站前店B1
阿泥心心老帽

推薦價690元 

expo｜站前店B1
米工雙面漁夫帽小動物們系列
＊花色依現場為主

推薦價490元 | 單件9折 

expo｜站前店B1
自作自售老虎麵粉復古T (灰藍色)

推薦價780元  ＊10.06-11.02 衣服任兩件9折 

CACO｜站前店B1
奇奇蒂蒂探頭老帽 （精緻繡花款）
推薦價490元 

ABC-MART｜站前店B1
REEBOK FLOATRIDE ENERGY 3.0
特價1,850元 | 原價2,850元

ABC-MART｜站前店B1
NUOVO FL GORE BOOTS 3

特價1,690元 | 原價1,8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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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前│Taipei Station│妝點幸福時刻

阿原肥皂｜站前店B1
拿手好細護手霜禮盒
（含：月桃＋玫瑰＋茉莉護手霜30ml）

特價1,090元｜原價1,230元

阿原肥皂｜站前店B1
牙膏／漱口水系列

任選兩件85折

松本清｜站前店B1
OZIO 歐姬兒 蜂王乳QQ潤白凝露 75g
特價980元｜原價1,690元

松本清｜站前店B1
Melano CC 高浸透維他命C亮白面膜 30枚

特價299元｜原價390元

EDN｜站前店B1
玻尿酸恆潤保濕面膜 30ml 50片 ＊限量30組

特價3,000元｜原價15,000元  

蕾舒翠｜站前店B1
眼膜系列×1盒(50入)＋水盈潤眼凍×1瓶

特價1,980元｜原價4,250元 

蕾舒翠｜站前店B1
玻尿酸水動能面膜×40片

特價7,500元｜原價10,000元 

蕾舒翠｜站前店B1
袋鼠花彈力絲光精華×1瓶＋

花神臻密玫瑰舒膚安瓶×1盒

特價12,000元｜原價20,600元 

CONI｜站前店B1
無限保濕組
（含：無限肌緻極淨卸洗凝膠 420ml×1 
無限肌緻玻尿酸保濕美肌晶露 150ml×1
無限肌緻玻尿酸保濕乳液 60ml×1）＊限量50組

特價2,500元｜原價5,780元  

expo｜站前店B1
23.5N 米粹舒緩活酵體驗組

推薦價550元 



蕾舒翠｜站前店B1
花神臻密玫瑰防禦安瓶×1盒

特價6,000元｜原價8,000元 

Berji｜站前店B1
嫩白水漾化妝水 500ml×2＋

白毫玫瑰保濕身體乳 300ml×2
特價2,980元｜原價5,200元 

Berji｜站前店B1
保濕精華液組
（含：玻尿酸特級保濕精華液50ml＋
極緻美白精華液50ml＋
輕柔舒妍保濕面膜5入/盒＋
槴子花柔嫩皙白化妝水135ml

特價2,999元｜原價5,560元 

Berji｜站前店B1
全天候保濕凍膜50ml×1
龍血潤妍醒膚精露120ml×2

特價3,280元｜原價5,360元 

新德曼｜站前店B1
補水保濕淨膚組
（含：玻尿酸保濕淨膚水300ml×2
冰川礦物調理水150ml×1）

特價990元｜原價5,100元 

CONI｜站前店B1
立體妝感組
（含：奇肌裸光精粹水粉霜 30ml×1        
自動校色光透防護霜SPF48 30ml×1 
立體妝感微霧塑眉筆0.2g+0.8g×1 ）＊限量50組

特價2,000元｜原價5,580元  

CONI｜站前店B1
緊緻電眼組
（含：極萃黑松露全效透潤眼膜 50入/盒＋
無限肌緻透潤緊緻睛艷筆 14ml）＊限量50組

特價3,800元｜原價8,500元 

MIKO BEAUTÉ｜站前店B1
保濕防護明星組
（含：金采極緻晶凍凝露125ml×2＋無瑕修護
防曬霜50ml×1＋冰川礦物調理水150ml×1）

特價1,990元｜原價7,700元 

❸｜expo｜站前店B1

淨毒五郎胺基酸抗菌洗手慕斯

推薦價239元 

❷｜expo｜站前店B1

淨毒五郎 酵素手洗精

推薦價350元

❶｜expo｜站前店B1

淨毒五郎蔬果清潔劑

推薦價209元 

乳油木之家｜站前店B1
Sairo黑加侖修護護手霜125ml＋
Sairo乳油木玫瑰嫩白霜50ml×3
特價1,630元｜原價2,640元 

❷

❸

❶

10.6 ─10.12│會員加碼全館滿3,0003,000  送700700



OPEN!

站前│Taipei Station│幸福帶著走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站前店B1｜站前店B1
Unipapa x 鱷魚牌 生活卡匣/ 防蚊系列/ Unipapa x 鱷魚牌 生活卡匣/ 防蚊系列/ 
芒果黃自黏帶款芒果黃自黏帶款

推薦價推薦價410410元 元 

誠品書店｜站前店B1
ELECOM OT可掛式盥洗收納包

推薦價990元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站前店B1｜站前店B1
UT OF PRINT Tote Bag/ A UT OF PRINT Tote Bag/ A 
Clockwork OrangeClockwork Orange

推薦價推薦價750750元元

松本清松本清｜站前店B1｜站前店B1
MK LAB 元氣酵母鋅錠含MK LAB 元氣酵母鋅錠含

胡椒鹼（60錠） 胡椒鹼（60錠） 

推薦價推薦價139139元 元 

松本清松本清｜站前店B1｜站前店B1
MK LAB 維他命C 咀嚼錠MK LAB 維他命C 咀嚼錠

（120錠） （120錠） 

推薦價推薦價249249元 元 

PG美人網｜站前店B1
卡娜赫拉的小動物 微光質感

翻蓋長夾

推薦價690元

邊緣工事｜站前店B1
水果英文字母項鍊

推薦價880元 

邊緣工事｜站前店B1
交叉鬆緊髮帶–日本布

推薦價480元 ｜兩件9折

雷諾瓦拼圖｜站前店B1
藝術四聯作／慕夏（300片×4幅／光采紙） 

推薦價2,799元 

翻蓋中夾

推薦價590元

翻蓋短夾

推薦價490元 

❶S ' A I M E｜站前店B1｜真皮環扣手提兩用托特包，特價2,799元  |  原價

3,260元   ❷S ' A I M E｜站前店B1｜真皮翻蓋多配件小方包，推薦價2,980元   
❸S'AIME｜站前店B1｜經典波士頓包（綠色），特價1,680元   ❹S'AIME｜

站前店B1｜SA簡寫V線鏈條流蘇小方包，特價1,200元 | 原價1,680元   

❶

❷

❸

❹



10.6 ─10.12│會員加碼全館滿3,000 送700
Fandora Shop｜站前店B1
白白日記2Way包

推薦價690元

expoexpo｜站前店B1｜站前店B1
白爛貓胖胖後背包 白爛貓胖胖後背包 

推薦價推薦價790790元 元 

expoexpo｜站前店B1｜站前店B1
自作自售創意供賣局  自作自售創意供賣局  

推薦價推薦價580580元 元 

expoexpo｜站前店B1｜站前店B1
littd lework刺繡耳環系列（littd lework刺繡耳環系列（宇宙款）宇宙款）

推薦價推薦價630630元 元 
＊10.06-11.02 三件85折、五件8折＊10.06-11.02 三件85折、五件8折

CACO｜站前店B1
高濾親膚時尚口罩熊出動棕 （10入）

推薦價190元 

Fandora ShopFandora Shop｜站前店B1｜站前店B1
好想兔絨毛票卡零錢包好想兔絨毛票卡零錢包

推薦價推薦價330330元 元 

邊緣工事邊緣工事｜站前店B1｜站前店B1
紅瑪瑙珍珠造型手串 紅瑪瑙珍珠造型手串 

推薦價推薦價780780元 元 

邊緣工事邊緣工事｜站前店B1｜站前店B1
傘繩飲料提袋 傘繩飲料提袋 

推薦價推薦價380380元 元 

❶R I T E❶R I T E｜站前店B1｜｜站前店B1｜R ITE×Usagyuuun V3露可小後背包（小突兔）R ITE×Usagyuuun V3露可小後背包（小突兔），特價兩件，特價兩件1,2001,200
元｜原價980元    元｜原價980元    ❷RITE❷RITE｜站前店B1｜｜站前店B1｜多種背法露可小後背包（雷射金）多種背法露可小後背包（雷射金），特價兩件，特價兩件1,2001,200
元｜原價880元   元｜原價880元   ❸PG美人網❸PG美人網｜站前店B1｜｜站前店B1｜櫻桃小丸子 心情連線 手提斜背包櫻桃小丸子 心情連線 手提斜背包，推薦價，推薦價390390元   元   
❹❹RITERITE｜站前店B1｜｜站前店B1｜國旅版吐司包 M號（ 綠豆沙色），國旅版吐司包 M號（ 綠豆沙色），特價特價1,2421,242元 | 原價1,380元元 | 原價1,380元

❶ ❷

❸
❹



站前站前│Taipei Station│享福好美味

肆參雞供所｜站前店B1

花雕雞腿排套餐 
推薦價208208元 

21PLUS｜站前店B1

香脆炸雞桶披薩餐
（含：香脆炸雞×5＋西西里雞肉起司披薩
×1＋四季春茶（M）×2）

特價399399元 | 原價510510元

吉野家｜站前店B1

2人分享餐 ＊圖檔僅供參考＊圖檔僅供參考

特價398398元 | 原價534534元

這一小鍋｜站前店B1

凡點任一鍋品即可享單點豆腐紙＋老油條

特價 50 元｜原價65元

老董牛肉麵｜站前店B1

椒香麻辣牛肉麵＋小籠湯包＋小菜

特價 260 元｜原價310元

樂檸漢堡｜站前店B1

爆炸大俠牛堡×1＋鄉村大俠雞堡×1＋

裹漿直刨薯條(M)×1 ＋憨吉脆薯×1＋

真洋蔥炸圈×4＋青檸鮮果微泡(M)×2

特價399元 | 原價539元

Q丸和洋食堂｜站前店B1

特製燒咖哩套餐

特價 260 元｜原價320元

莫凡彼餐廳｜站前店B1

莫凡彼雙人五品套餐

特價880元 | 原價1,260元

（含：湯品×2＋經典小食3選1＋主食9選2＋
烘焙甜點5選2＋套餐飲品7選2）
＊10％服務費另計
＊圖檔僅供參考

頂呱呱｜站前店B1

秋日饗時炸雞餐
 （含 : 原味雞腿×1＋辣味炸雞×1＋呱呱包×1＋

阿勇雞塊×5＋地瓜薯條＋35元飲料×2）

特價 288 元｜原價340元

摩斯漢堡｜站前店B1

黎麥海洋珍珠堡＋

辣味雞塊5塊（8／16新品）＋中杯紅茶

特價 135 元｜原價170元

獨家
優惠



10.6 ─10.12│會員加碼全館滿3,000 送700

青鳥旅行青鳥旅行｜站前店B1｜站前店B1
蛋捲隨享盒×2 盒（5 入／盒）蛋捲隨享盒×2 盒（5 入／盒）

特價特價300300元 | 原價元 | 原價360360元元

香帥蛋糕｜站前店B1

精緻小芋泥蛋糕（2盒／組）

特價300元｜原價440元

❶阿默蛋糕｜站前店B1

皇家珍藏禮盒  

特價 500 元｜原價590元

❷不二緻果｜站前店B1

女神捲＋拿破崙派  
特價 520 元｜原價700元

星野製菓星野製菓｜站前店B1｜站前店B1
12入銅鑼燒（口味綜合）＋形象保冷袋（小） 12入銅鑼燒（口味綜合）＋形象保冷袋（小） 
特價 特價 580580  元｜原價640元元｜原價640元

快車肉乾快車肉乾｜站前店B1｜站前店B1
傳統密汁豬肉乾／傳統密汁黑胡椒豬肉乾／傳統密汁豬肉乾／傳統密汁黑胡椒豬肉乾／

泰式檸檬辣味肉乾 泰式檸檬辣味肉乾 
任三包折任三包折100100  元｜原價250元／包元｜原價250元／包

山崎麵包｜站前店B1

山崎推薦商品3款 
可可雙色土司

推薦價35元

童話鹽奶油

推薦價42元

舒芙蕾布丁

推薦價50元

上島珈琲店｜站前店B1

青醬野菇火烤嫩雞三明治套餐
 （含 : 青醬野菇火烤嫩雞三明治×1＋R杯飲料7選1）

特價 235 元｜原價290元

❶ ❷

OLAND 島嶼水果茶飲｜站前店B1

芒芒仙草凍（M杯）＊每日限量20杯

特價 58 元｜原價70元

布萊恩紅茶｜站前店B1

凡點任一品項加購媚娘紅茶

現折10 元

迷客夏｜站前店B1

娜杯紅茶拿鐵（L）

推薦價 60 元



Taipei Station
NEW OPENING站前│新櫃登場│

Hi Sushi｜B1

Hi 是簡單、無負擔的新輕食概念!
飯包、飯捲、美國捲食材豐富健康

不油膩，透明的製作過程及全外帶

式的服務，層層馥郁、個個飽實的

新鮮餐點傳遞樂活而美好的生活方

式。產品熱量低、營養價值高，攜

帶方便，不開伙好搭配!

青鳥旅行
10／06—10／08
8入旅行組買三送一 
（取價低贈送）＊限量50組

B1  

Taipei Station
SPECIAL DISCOUNT折扣訊息│

Future
2折以上商品（含2折）

滿2,000元抵200元

阿原
10／06–10／12  全面8折
（部分商品除外）

expo
茶籽堂

髮、身系列｜2件85折，3件8折
家系列｜單件86折

倍優BIOCHEM
3,000元滿額贈平衡保濕3件組
＊芬多精皂不入

CACO
10／06-10／17
全館指定商品2入85折 ，滿2,200即贈  
三眼怪手提袋（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滿3,300元折300元 
滿6,800元折800元

KrispyKreme
10／06-10／09 
單筆消費滿200元

即贈中杯美式咖啡券乙張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Berji

凡至berji專櫃消費滿10,000元

即可免費兌換 活氧醒膚旅行組 乙份
＊每人限贈乙份，恕不累送

CONI
憑全館當日單筆消費

滿3000以上之發票，可至CONI專櫃免費

兌換舒顏柔嫩卸妝水500ml乙瓶

＊限量300瓶 ＊每人限領乙份並不得與同期活動重複兌換

雷諾瓦拼圖
10／01-10／31

凡購買拼圖正品消費滿3,300元，送
生日快樂／彩色版（300片） 乙盒。 
凡購買拼圖正品消費滿6,600元，送
梵谷遇見巴黎／夜光版（1008片） 乙盒。 

凡購買拼圖正品消費滿8,800元，送
神奈川沖浪裏／木質拼圖（220片）乙盒。

ABC-MART
10／1–10／31  全館商品 鞋、衣、包  
任選第二件以上，售價再85折 

乳油木之家
滿5000元送600元
（現折300元＋300元正價商品）

滿8000元送1200元
（現折600元＋600元正價商品）

滿10000元送1800元
（現折900元＋900元正價商品）

＊不累贈

B1  B1  

EDN
保濕舒緩修護凝露200ml 
特價單支299元／ 3支577元
原價單支1,280元
＊消費加送乾洗手200ml（限量30組）

新德曼
舒緩修護精萃30 ml×1＋

超微纖深層淨膚乳100 ml×1＋

肌因抗老修護維導膜25 ml×7片

特價2,290元｜原價7,580元

蕾舒翠
保水膜×20片（凡爾賽花園系列）

特價999元｜原價1,200元

10／06–10／12餐點
（飲品除外，以價低者贈送）

買五
送一



R79│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誠品會員，當日於R79店累計消費滿 2,500元，即贈 300元電子抵用券 乙張。

內含｜全館3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本活動限誠品R79當日消費發票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購買禮券或轉開發票（含：電子、二聯式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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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本券使用
範圍：誠品R79，惟不適用於STARBUCKS COFFEE、廣場市集、特賣會，排除專櫃若有異動，請以現場公告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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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06 Wed. - 2021.10.31 Sun.，逾期無效，抵用券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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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於專櫃消費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APP直接進行折抵。●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
1,500元，方可使用「全館30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並以此類推：誠品R79│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音樂館、誠品兒童館。

10.06 Wed. - 10.24 Sun.

滿千送百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滿 800元，即贈

限定誠品週地圖磁鐵 乙份。（限量100份，價值75元）

10.06 Wed. - 11.02 Tue.

R79週慶　
專屬禮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僅限於誠品R79商場單店消費兌換，以下專櫃消費

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R79｜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音樂館、誠品兒童館。

兌換地點｜誠品R79書店服務台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R79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購買禮券或轉開發票（含：電子、二聯式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如使用發票載具，
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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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贈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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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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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數相關活動僅限台灣申辦之誠品人會員獨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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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誠品R79書店服務台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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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商品禮券、書店禮券之發票，恕不參加全館贈品、贈券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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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贈禮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禮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升等的下一筆
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

券面僅供示意

R79│新櫃登場│
S'AIME｜B1

S'AIME品牌創立於2009年，名字源

自法文，中譯『愛自己』。

品牌宗旨是讓時尚變得平易近人，

卻在細節不平凡。

Vacanza｜B1

Vacanza是義大利文假期的意思，

從耳環、戒指到項鍊，從青春、知

性到穩重，都有件飾品陪你度過！

成為生活裡的輕鬆假期！

Hinuts海拿滋｜B1

Hinuts海拿滋創立於2020年，是海

邊走走的關係品牌。創辦人看到現

代人生活緊湊忙碌，想做出營養好

吃又能提起精神的食品，因此創立

了海拿滋，以水果乾堅果棒及調味

腰果為賣點。

10／08–10／11 歡慶開幕

全館單品價400元以上，

單件95折，任選兩件9折95折，任選兩件9折

10／08–10／24 

單筆消費滿1980元

贈品牌口罩套品牌口罩套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10／08–11／07
單筆滿2500升品牌VIP升品牌VIP
（原單筆3000）

買四
送一

青蔥滋腰果分享袋

加購價199199元 

海苔滋夏威夷豆分享袋

加購價299299元 

Underground R79
NEW OPENING

10／08–10／15歡慶開幕 

真皮馬鞍包新品搶先上 限定9折9折 全台
獨家



R79││Underground R79│幸福異世界幸福異世界

邊緣工事×  D調風采邊緣工事×  D調風采｜R79｜R79
出水芙蓉造型耳飾出水芙蓉造型耳飾

推薦價推薦價1,0801,080元元

＊邊緣工事李金水，消費滿2,000元即贈＊邊緣工事李金水，消費滿2,000元即贈
「帆布袋」1只「帆布袋」1只

有空  5MINS有空  5MINS｜R79｜R79
Luna暹羅魚喵－吊旗Luna暹羅魚喵－吊旗

特價特價720720元｜原價980元元｜原價980元

五十嵐五十嵐｜R79｜R79
情人茶情人茶

推薦價推薦價5050元（Ｍ）／元（Ｍ）／6060元（Ｌ）元（Ｌ）

expoexpo｜R79｜R79
小巴黎 小巴黎 洗髮精／護髮素 洗髮精／護髮素 
任兩件任兩件1,3501,350元  三件元  三件1,9991,999元元

洗髮精 原價699元｜護髮素 原價699元洗髮精 原價699元｜護髮素 原價699元

❸ ❹

❶HANAKO❶HANAKO｜R79｜｜R79｜可愛布偶可愛布偶（M／L），特價（M／L），特價1,428／2,1081,428／2,108元｜原價1,680／2,480元元｜原價1,680／2,480元＊消費滿2,500元送日本購物＊消費滿2,500元送日本購物

袋（送完為止） 袋（送完為止） ❷雷諾瓦拼圖❷雷諾瓦拼圖｜R79｜｜R79｜幾米夜光拼圖（勇敢前進）幾米夜光拼圖（勇敢前進），推薦價，推薦價759759元   元   ❸艸頭黃❸艸頭黃｜R79｜｜R79｜創意拼色貝創意拼色貝

蕾帽，特價蕾帽，特價1,0261,026元｜原價1,080元  元｜原價1,080元  ❹FUTE❹FUTE｜R79｜R79｜｜921毛巾布圓頂漁夫帽，921毛巾布圓頂漁夫帽，特價特價880880元｜原價980元   元｜原價980元   ❺艸頭艸頭
黃黃｜R79｜｜R79｜創意斜背小圓包創意斜背小圓包，特價，特價1,5011,501元｜原價1,580元  元｜原價1,580元  ❻HANAKOHANAKO｜R79｜R79｜｜貓咪帆布袋，貓咪帆布袋，推薦價推薦價990990元  元  
❼有空  5MINS有空  5MINS｜R79｜｜R79｜中性T-shirt-Mr.O｜推薦價中性T-shirt-Mr.O｜推薦價1,2801,280元，元，中性T-shirt-滑板貓｜推薦價中性T-shirt-滑板貓｜推薦價1,101,1000元 元 ＊兩件折100元   ＊兩件折100元   

❽邊緣工事  X 金曜日邊緣工事  X 金曜日｜R79｜｜R79｜卡通可收納飲料杯套，卡通可收納飲料杯套，推薦價推薦價380380元元＊邊緣工事李金水，消費滿2,000元即贈「帆布袋」1只＊邊緣工事李金水，消費滿2,000元即贈「帆布袋」1只

❶❶

❷❷

❺

❻

❼

❽



有空  5MINS有空  5MINS｜R79｜R79
Luna暹羅魚喵－吊旗Luna暹羅魚喵－吊旗

特價特價720720元｜原價980元元｜原價980元

五十嵐五十嵐｜R79｜R79
情人茶情人茶

推薦價推薦價5050元（Ｍ）／元（Ｍ）／6060元（Ｌ）元（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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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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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限於西門店 / 武昌
店 ( 可跨店累計 )、板橋店 / 新板店 ( 可跨店累計 )、站前店 /R79( 可跨店累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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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前店｜麥當勞、松本清、全家便利商店、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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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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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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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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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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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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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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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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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恕不與「享樂誠品刷花旗」
活動重複兌換

※兌換至2021.12.31止

單筆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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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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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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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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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地點｜
西門店 B1顧客服務中心／武昌店 4F顧客服務中心／板橋店 5F顧客服務中心／新板店 1F顧客服務中心／站前店 生活中廣場服務台／R79店 書店服務台

●本活動於西門店、武昌店 / 板橋店、新板店可跨店累計兌換，站前店、R79店僅限單店累計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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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門店│3F-誠品書店；全館臨時櫃與特賣會。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全館臨時櫃與特賣會。板橋店│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4F-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6F-
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全館臨時櫃與特賣會。新板店│1F-春水堂人文茶館、全家便利商店、上島珈琲店、甜野新星、unsnnoi；2F-1010湘、有情門、Dirty Little Riders、謙碩服裝修改室；3F-KIKI餐厅、誠
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全館臨時櫃與特賣會。站前店｜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屈臣氏Watsons、晶碩光學、全家便利商店、松本清、麥當勞、特賣會。R79｜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音樂
館、誠品兒童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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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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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5 – 11.02
MON. TUE.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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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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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地點｜
西門店 B1顧客服務中心／武昌店 4F顧客服務中心／板橋店 5F顧客服務中心／新板店 1F顧客服務中心／站前店 生活中廣場服務台／R79店 書店服務台

●本活動於西門店、武昌店 / 板橋店、新板店可跨店累計兌換，站前店、R79店僅限單店累計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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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門店│3F-誠品書店；全館臨時櫃與特賣會。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全館臨時櫃與特賣會。板橋店│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4F-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6F-
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全館臨時櫃與特賣會。新板店│1F-春水堂人文茶館、全家便利商店、上島珈琲店、甜野新星、unsnnoi；2F-1010湘、有情門、Dirty Little Riders、謙碩服裝修改室；3F-KIKI餐厅、誠
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全館臨時櫃與特賣會。站前店｜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屈臣氏Watsons、晶碩光學、全家便利商店、松本清、麥當勞、特賣會。R79｜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音樂
館、誠品兒童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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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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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5 – 11.02
MON. TUE.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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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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