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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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精品服飾配件5折起
國際美妝品牌必買特惠組6折起

精品美妝一次買到位
一次帶走最新超強實用家電
小米空氣淨化器3等你抱回家

超實用滿額贈一起帶回家
不用思考就下手的選禮對策
一次滿足整個秋冬購物慾

換季新品再加碼

西門店∣武昌店
Ximen Store∣Wuchang Store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週一至週日  Mon.~Sun. 11:30am~10:00pm
（最新營業時間詳見迷誠品網站公告）



國際精品服飾配件5折起
國際美妝品牌必買特惠組6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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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實用滿額贈一起帶回家
不用思考就下手的選禮對策
一次滿足整個秋冬購物慾

換季新品再加碼

西門店∣武昌店
Ximen Store∣Wuchang Store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週一至週日  Mon.~Sun. 11:30am~10:00pm
（最新營業時間詳見迷誠品網站公告）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西門店B1／武昌店4F顧客服務中心

誠品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500元，

贈 Monster  魔爪管浪潘趣碳酸能量飲料 乙罐。(價值59元)

金卡／黑卡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0元，

贈 小米空氣淨化器3 乙台。(價值4,495元)

誠品會員當日於西門店或武昌店全館單筆消費滿1,500元，

即可獲得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抽中

新一代Dyson Supersonic 吹風機 HD03 桃紅色 乙台。

(價值14,600元，限量兩台)。

●活動期間每人每日限換乙份，恕不可累計兌換。●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西門店｜2F-丸亀製麵；3F-誠品書店；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類
商品，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5F-吃吧；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本活動
恕不與「全館滿千送百」活動重複兌換。●「小米空氣淨化器3」西門店限量20台、武昌店限量30台，數量有
限，贈完為止。

●活動期間每人每日限換乙罐，恕不可累計兌換。●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武昌店｜B1-遊戲
玩家；1F-甜吧；5F-吃吧。●「Monster 魔爪管浪潘趣碳酸能量飲料」西門店、武昌店各限量600罐，數量有
限，贈完為止。

●本活動限西門店、武昌店之消費方符合活動遊戲資格，並需至誠品人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遊戲。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5F-吃吧。●活動期間，每人每
日單筆發票享乙次刮刮樂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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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於
2021.11.12 Fri.公告於迷誠品網站【得獎公告】；兌領獎項時間請依照誠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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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贈品兌換限西門店、武昌店當日消費發票，二店可跨店累計，幸福能量來店禮、自造幸福抽獎趣活動除外●誠品人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須出示實體會員卡／誠品人行動
APP會員卡／有照身份證件任一證明，方可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購買商品禮券、電子、二聯或三聯式轉開發票恕不列入計算，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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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活動核對。●全館滿額禮活動以折抵後之發票金額始得以累計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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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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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人會員相關活動僅適用台灣申辦之小童學卡／白卡／金卡／黑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消費恕不適用。● 活動消費累計限申
辦／升等金卡、黑卡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兌換活動消費需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恕不跨會員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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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完為止。●如需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活動贈品(包含抵用券 / 誠品點)至各店服務台／贈品處辦理，如贈禮已使用或遺失(贈禮拆封後視同已使用，瑕疵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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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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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 Wed.-11.02 Tue.

幸福能量
來店禮

10.06 Wed.-11.02 Tue.

金卡／
黑卡會員
專屬滿額禮

10.06 Wed.-11.02 Tue.

自造幸福
抽獎趣

（本活動請至誠品人APP操作）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下載並登入 【誠品人eslite】
step 1

點選右下角 『我的』

step 2

點選 『自造幸福抽獎趣』

step 4

我的

點選 『遊戲任務』

step 3

下載並登入 【誠品人eslite】
step 1

點選右下角 『我的』

step 2

點選 『自造幸福抽獎趣』

step 4

我的

點選 『遊戲任務』

step 3

誠品人APP



西武│Ximen Wuchang│

La Mode ｜西門店2F

韓國品牌專區SC太陽眼鏡

加購價1,990元起│原價8,800-9,350元

Calvin Klein Jeans ｜西門店1F

單寧夾克

特價4,573元｜原價5,380元

Sport b. ｜西門店1F

男裝防風外套

特價5,500元起｜原價9,980元

寇比手工皮件 ｜西門店2F

典雅氣質俏麗斜背包

特價1,900元｜原價2,980元

Arnold Palmer ｜武昌店2F

Kitty聯名- 水桶包 SPOIL / 
熊愛你系列-咖色

特價1,500元｜原價2,680元

IZZUE-ARMY｜西門店1F

多口袋襯衫

特價3,000元｜原價7,650元

IZZUE-ARMY｜西門店1F

多口袋防風外套

特價5,000元｜原價11,990元

IZZUE-ARMY 單筆消費12,000元，即贈品牌雙色毛巾托特包組

商品資訊請掃描

IZZUE-ARMY｜西門店1F

Army徽章襯衫

特價3,000元｜原價7,650元

5.5折

5.5折

4折

6折

4折 4折

7折

週年慶 超有感

LEE｜西門店2F

條紋小LOGO長袖圓領

TEE(限量30件)
推薦價2,980元

單件6折，買一送一



10.06─10.24 全館滿5,000送800

La Mode ｜西門店2F

週慶精選

agnes b. 小b太陽眼鏡

特價3,980元起

原價7,800元~8,800元 

YBG INC ｜武昌店3F

SHARECO香衣水送香水吊卡

(限定10/8限量20組)
特價1,080元｜原價1,330元

YBG INC ｜武昌店3F

KP擴香＋補充瓶

送精油  (限定10/9限量20組)
特價1,000元│原價1,509元

YBG INC ｜武昌店3F

SHARECO沐浴＋

洗髮送洗面乳

(限定10/6限量20組)
特價1,060元│原價1,540元

男研堂 ｜武昌店3F

洗面乳100ml＋肌活永春泉 60ml＋
AHA去角質煥膚精華 30ml＋
多爪毛孔洗卸凝露 30ml＋黑堂太空包

特價2,780元｜原價4,730元

VIVIENNE WESTWOOD ｜武昌店1F

Dolce皮草信封式肩包 
特價8,550元 ｜原價17,100元 VIVIENNE WESTWOOD ｜武昌店1F

Dolce復古信封式肩包 
特價8,550元  ｜原價17,100元

一隻喵 ｜武昌店1F

酪梨刷具組 
推薦價1,100元

YBG INC ｜武昌店3F

KP洗髮+護髮送髮妝水

(限定10/7限量20組)
特價960元│原價1,340元

商品資訊請掃描

5折

5折

5折

72折

送

送

送

送

6折

82折

6折



西武│Ximen Wuchang│

BAKER STREET｜武昌店4F

藍色大學T(無刷毛)
推薦價2,280元

SOLOMAX｜西門店1F

2310-COOL
特價2,390元｜原價2,990元

IZZUE-ARMY｜西門店1F

NHIZ 聯名連帽上衣

特價3,700元｜原價5,350元

IZZUE-ARMY｜西門店1F

NHIZ聯名口袋大學T
特價3,200元｜原價4,590元

IZZUE-ARMY｜西門店1F

NHIZ聯名工裝褲

特價4,500元｜原價6,550元

Palladium｜西門店1F、武昌店4F

Palladium.Logo  T
推薦價990元

Palladium 工裝背心

推薦價3,590元

SOLOMAX｜西門店1F

J90015-C3
特價2,390元｜原價2,990元

SOLOMAX｜西門店1F

2302-FANTASY
特價2,390元｜

原價2,990元

Palladium｜西門店1F、武昌店4F

Palladium 側開拉鍊防水靴

推薦價3,980元

Dickies｜武昌店4F

男式夾克

推薦價2,580元

商品推薦

羅亞戴蒙｜西門店2F

BK643 點亮-大
特價3,000元｜原價3,600元

ALEXANDRE  CHRISTIE｜西門店2F

盛夏系列1+1超值組合

(2808BFR&2811BFB)
推薦價6,350元

不用思考就下手

Palladium ｜
西門店1F、武昌店4F

Palladium米其林聯名款靴

推薦價3,980元

PORTER  INTERNATIONAL｜
西門店1F

TRADE 斜背小包(西門店獨家)
特價1,725元｜原價3,450元

NEW ERA｜武昌店4F

怪物奇兵2聯名板帽

推薦價1,680元

Palladium｜西門店1F、武昌店4F

雙面漁夫帽

推薦價990元

商品資訊請掃描



漂流｜武昌店3F

古著繡花古巴襯衫

推薦價1,980元 漂流｜武昌店3F

選物哈倫寬褲

推薦價1,380元

Taiwanize｜武昌店3F

老虎刺繡落肩寬T
推薦價3,880元

John Henry｜武昌店3F

花襯衫

特價990元｜原價2,680元

EDWIN｜武昌店3F

60週年丹寧長褲

(第二件48折)
推薦價3,690元

LEE｜西門店2F

牛仔外套(限量30件)
推薦價2,490元

LEE｜西門店2F

低腰合身窄管牛仔男褲

推薦價4,180元

第二件五折

poly lulu｜西門店B1

附披肩經典條紋短袖T-shirt
推薦價590元

poly lulu｜西門店B1

愛心刺繡後鬆緊丹寧美型褲 
推薦價790元

G2000｜西門店2F

套裝三件組(不含領帶)
推薦價6,999元

Dickies｜武昌店4F

男式背帶褲

推薦價4,980元

每日主張｜西門店 2F

Modern Liberation印花襯衫

特價1,325元｜原價2,650元

(兩件9折)

商品資訊請掃描

10.06─10.12 金卡╱黑卡會員加碼滿6,000送1,000

商品資訊請掃描



西武│Ximen Wuchang│

LIFE8｜西門店2F

All Wears 鋼鐵人P3級面料 防水外套-台灣製

特價990元｜原價1,980元

LIFE8｜西門店2F

Casual 可摺疊單肩戶外休閒包

特價249元｜原價780元

LIFE8｜西門店2F

Casual 森山系水洗帆布懶人布拖鞋Casual 森山系水洗帆布懶人布拖鞋

特價特價840元｜原價1,680元元｜原價1,680元

LIFE8｜西門店2F

Casual 透氣漂浮水路涼鞋(可水洗)Casual 透氣漂浮水路涼鞋(可水洗)
特價特價495元｜原價1,080元元｜原價1,080元

LIFE8｜西門店2F

Casual 森山系 復古棒球帽

特價249元｜原價580元

LIFE8｜西門店2F

Casual 小沙包收納 抗曬防潑水連帽外套

買一送一｜原價1,390元

品牌館西門LIFE8

LIFE8｜西門店2F

Sport 透氣

太空厚底老爹鞋

特價840元

原價1,680元

LIFE8｜西門店2F

Casual 都市工風雙口袋寬版長褲

特價699元｜原價790元



10.06─10.24 全館滿5,000送800

KANGOL｜西門店1F

BERMUDA 大LOGO鐘型帽 (紅/白)
特價2,380元｜原價2,980元

KANGOL｜西門店1F

WASHED BUCKET漁夫帽 (磚紅色)
特價1,680元｜原價2,080元

KANGOL｜西門店1F

SQUAREK 鐘型帽(深藍/珊綠)   
特價1,980元｜原價3,080元

ROOTS｜西門店1F

經典海狸LOGO
特價2,064元｜原價2,580元

ROOTS｜西門店1F

椒鹽灰系列色塊拼接

特價2,304元｜原價2,880元

ROOTS｜西門店1F

翻玩復古縮口褲

特價2,224元｜原價2,780元

ROOTS｜西門店1F

椒鹽灰系列連身褲

特價3,024元｜原價3,780元

KANGOL｜西門店1F

圓筒帆布水桶包(黑/米)
特價1,580元｜原價2,380元

KANGOL

ROOTS 
REOPEN!

KANGOL｜西門店1F

504 WOOL FLEXFIT 鴨舌帽- 深藍/卡其/灰褐/咖啡色（共4色）

特價1,480元｜原價1,880元

ROOTS｜
西門店1F

椒鹽灰系列椒鹽灰系列

A字中長裙A字中長裙

特價特價2,064元元

原價2,580元原價2,580元

ROOTS｜
西門店1F

原創翻玩色塊原創翻玩色塊

圓領上衣  圓領上衣  
特價特價2,384元元

原價2,980元原價2,980元

ROOTS 滿額贈
10/6wed.-10/24sun. 全面8折

滿8,000元贈多功能後背包(定價2,280元)∕

花卉托特包（定價1,980元）二選一

首四日滿額贈再加碼
10,000送包包＋600抵用券

12,000送包包＋1,200抵用券

（最高可換到2,400折價券，活動詳情請洽專櫃）



西武│Ximen Wuchang│
福音戰士

XRAGE｜武昌店3F

福音戰士聯名帽T
推薦價1,680元

XRAGE｜武昌店3F

福音戰士聯名帽T
推薦價1,680元

XRAGE｜武昌店3F

福音戰士聯名短T
推薦價1,000元

XRAGE｜武昌店3F

福音戰士聯名短T
推薦價1,000元

XRAGE｜武昌店3F

福音戰士聯名短T
推薦價1,000元

XRAGE｜武昌店3F

福音戰士聯名短T
推薦價1,000元

XRAGE



10.06─10.12 金卡╱黑卡會員加碼滿6,000送1,000

XRAGE｜武昌店3F

福音戰士聯名帽

推薦價680元
XRAGE｜武昌店3F

福音戰士聯名雨傘

推薦價680元

XRAGE｜武昌店3F

福音戰士聯名地墊

推薦價680元

Kidult Toy｜武昌店3F

LAM TOY
M&M(mooca+mica)甜蜜星球

推薦價400元/單盒

(一組8盒優惠價3,000元)

野獸國｜武昌店B1

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

索爾與冠格遊戲時間

推薦價799元

野獸國｜武昌店B1

鋼鐵人3 裝甲格納庫 
鋼鐵人 MK4 
推薦價799元

ASIA GOAL｜武昌店3F

FUNKO POP新世紀福音戰士系列

推薦價499元/一個

旗艦館

商品資訊請掃描



西武│Ximen Wuchang│

Arnold Palmer｜武昌店2F

後背包

推薦價3,680元

FX CREATIONS｜西門店2F

Pokemon聯名款後背包(限量30個)
特價1,480元｜原價1,980元

COWA｜西門店3F

多用途長夾

特價2,440元｜原價4,880元

Arnold Palmer｜武昌店2F

米妮聯名後背包

特價3,042元｜原價3,380元

COWA｜西門店3F

杏核色方包

特價5,344元｜原價6,680元

PLAY BOY ｜西門店2F

相機包

特價2,144元│原價2,680元

(限量10個，品牌日限定10/6-10/23)

PLAY BOY ｜西門店2F

後背包(限量20顆)
獨家1,440元｜原價2,880元

Calvin Klein Jeans ｜西門店1F

壓紋LOGO單肩包(米白/黑)
特價3,383元│原價3,980元

Palladium ｜西門店1F、武昌店4F

Palladium 後背包

推薦價1,790元

PORTER INTERNATIONAL ｜
西門店1F、武昌店1F

LINDY後背包 
(西武獨家限量各10個)
特價4,500元｜原價6,450元

PORTER INTERNATIONAL ｜
西門店1F、武昌店1F

NEW HEAT托特包(武昌限量10個)
特價4,000元｜原價5,850元

PORTER INTERNATIONAL ｜
西門店1F、武昌店1F

LUXY兩用包(武昌限量10 個)
特價3,250元｜原價4,650元

S'AIME｜武昌店1F

尼龍蛋型多隔層手提後背包

(限量10個)
特價1,200元｜原價1,600元

Arnold Palmer｜武昌店2F

後背包 Wish系列 - 卡其色

推薦價2,200元

Arnold Palmer｜武昌店2F

馬鞍包 Stunning系列 - 米白色/藍色

推薦價2,200元

加購價
不限金額消費即可NT$890加購 
PORTER INTERNATIONAL
品牌牛仔提袋乙個

不限金額消費即可NT$1,790
加購 PORTER INTERNATIONAL
品牌輕巧手提後背包乙個

滿額贈
單筆消費滿NT$5,500，

即贈PORTER INTERNATIONAL品牌面紙套乙個

單筆消費滿NT$8,500，

即贈PORTER INTERNATIONAL品牌毯枕乙個

背上肩
夏末初秋

商品資訊請掃描

商品資訊請掃描

PORTER INTERNATIONAL



10.06─10.24 全館滿5,000送800

DAISO｜武昌店4F

園藝小缽

推薦價49元

DAISO｜武昌店4F

裝飾植物

推薦價49元

雷諾瓦｜武昌店2F

真心相伴(夜光)300pcs
推薦價759元

expo｜武昌店2F

茶籽堂荷葉清爽沐浴露

推薦價600元

expo｜武昌店2F

茶籽堂荷葉保濕乳液

推薦價480元

expo｜武昌店2F

手持電風扇

推薦價760元

expo｜武昌店2F

香水蠟燭╱

永無止盡的夢想島

推薦價1,200元

expo｜武昌店2F

TAPIO護手霜

推薦價620元

expo｜武昌店2F

expo針線球╱杯墊系列

推薦價180元

expo｜武昌店2F

JOHNNP面紙套

推薦價880元

未來實驗室｜武昌店4F

T  Lamp 雙子掛燈

特價1,099元｜原價1,799元

誠品書店｜西門店 3F

POKETLE x SOUSOU
隨行保溫瓶(S)
五色：白、粉、藍、黑、褐

推薦價779元

PINTOO｜西門店 3F

T1078 造型兒拼 - 
冰雪奇緣2系列 - 雪寶 /  135片

推薦價899元

小室瓶栽｜西門店 3F

繽紛系列火龍果

特價780元

原價880元

誠品書店｜西門店 3F

DULTON Tool Kit
Military │推薦價430元

Delivery  │推薦價430元

Motor Oil │推薦價1,260元

PINTOO｜西門店 3F

H2227-Dominic Davison - 
秋日漫漫 /1000片

特價840元｜原價1,050元

(品牌日限定10/1-11/1)

氛圍 自制所

未來實驗室｜武昌店4F

N7+N7S任選三入

特價2,699元｜原價5,098元

expo｜武昌店2F

黃臭泥╱雙層玻璃杯

(彩虹舉手)
推薦價450元

未來實驗室｜武昌店4F

【Future】7D人體工學躺椅

【Future】7D 氣壓避震背墊

優惠組合價3,999元



❻｜POLINIQ｜西門店 2F

守護幸福銀白K對戒

(ABSNR0011+ADSNR0050)
特價3,999元｜原價6,220元

❺｜ZANZAN｜西門店1F

珍珠造型耳式耳環(銀)
推薦價470元

POLINIQ｜西門店2F

白鋼手鐲

(全面買一送一)
推薦價1,960元/一只

eyesbook｜武昌店2F

摺疊方框墨鏡

特價1,980元｜原價2,480元

eyesbook｜武昌店2F

磁吸式前掛墨鏡(含兩副鏡片)
推薦價3,980元

6ixty8ight｜武昌店2F

髮夾

推薦價198元

2sweet｜西門店2F

Snoopy閃耀雀躍戒指

特價2,300元｜原價2,880元

VIVIENNE WESTWOOD｜武昌店1F

OLGA珍珠耳環

推薦價4,900元

BIS IN DEI｜西門店2F

1+1副眼鏡

推薦價2,950元

(加購進口鏡框現抵500元，

再贈kappa聯名包)
(價值980元)

❶｜CABRON｜武昌店4F

925silver FLOR DE LIS Necklace
推薦價4,280元

❹｜My Story｜西門店3F

幸福圍繞誕生石

純銀項鍊(12月份可選)
特價1,980元｜原價2,580元

❷｜羅亞戴蒙｜西門店 2F

NK841鍊  ·  戀愛

特價2,350元｜原價2,650元

❼｜pifa｜西門店 2F

藤蔓十字架手鍊

特價3,200元｜原價3,980元

全館85折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❸｜pifa｜西門店 2F

純銀(鍍金)小提琴項鍊

特價2,750元｜原價3,280元

全館85折

商品資訊請掃描

商品資訊請掃描

西武│Ximen Wuchang│ 夏末

配飾

❼

JINS｜武昌店3F

niko and...聯名眼鏡

推薦價1,980元



10.06─10.24 指定美妝╱香氛╱內衣單筆滿3,000元送300元

expo｜武昌店2F

de Balets小巴黎/
清奢感流金香氛蠟燭-禮盒組

推薦價1,499元

expo｜武昌店2F

de Balets小巴黎/香水修復護髮素

香水保濕洗髮精

推薦價699元

YANKEE CANDLE｜西門店3F

菩提蘆竹＋補充包2包(限量20份)
特價1,680元｜原價2,000元

OHANA MAHAALO｜武昌店1F

任選1款 
吟遊詩人系列 女性淡香水100ml＋
吟遊詩人絲柔手工皂200g＋

吟遊詩人 絲柔皂禮盒空盒＋

吟遊詩人 品牌紙袋 
特價2,000元｜原價2,750元

首席香水｜武昌店2F

首席香水

BURBERRY HER 女性淡香精30ML 
特價1,200元｜原價2,350元

MUJI｜西門店B1

空間芬香油組

特價699元/60ml｜原價798元

特價1,599元/250ml ｜原價1,798元

大
人
的

居
家
儀
式

G Select｜武昌店4F

G Select香氛蠟燭暖燈

北歐圓頂款(加贈香氛蠟燭)
(限量20名) 
特價2,490元｜原價3,480元

商品資訊請掃描



正宗奶油肌1+1組  
特價1,550元｜原價3,100元

36H超殺過夜底妝組  
特價3,015元｜原價4,350元

偽素顏少女美肌組   
特價2,475元｜原價3,230元

超持妝水粉餅底妝組    
特價3,150元｜原價5,100元

明星唇釉1+1組  
特價900~945元｜原價1,770~1,870元

首一
限定

69
折

76
折

61
折

首三
限定

商品資訊請掃描

西武│Ximen Wuchang│

明星子彈1+1組  
特價693~738元｜原價1,540~1,590元

首三
限定

超細緻眼眉組    
特價2,016元｜原價2,690元

74
折

10.06-10.24 指定美妝/香氛/內衣

單筆滿3,000元送300元

專業職人刷具組  
特價3,915元｜原價6,850元

57
折

玫瑰乳鐵粉囤貨組    
特價4,590元｜原價6,800元

67
折

Lisa 愛用絲柔粉霧唇組  
特價2,583元｜原價4,070元

63
折

M.A.C│武昌店1F



10.06─10.24 全館滿5,000送800

IPINK
西門店B1

小可愛(灰)
推薦價199元

小可愛(白)
推薦價159元

IPINK
西門店B1

好好生活

推薦價890元

IPINK
西門店B1

晚安晚安

推薦價890元

SoftSummer 

FMA ACTIVE｜武昌店 2F

能量平衡Bar｜推薦價1,380元

高腰極彈性瑜珈褲｜推薦價1,580元

Taiwanize｜武昌店3F

素色內著｜推薦價1,280元

Calvin Klein Jeans｜西門店1F

Mader Cotton 系列上衣

兩件2,980元

LOGO腰邊半包臀內褲

推薦價980元

TOOT｜西門店2F

Vivid Color Flat Bikini
推薦價1,650元

TOOT｜西門店2F

TOOTLace-
Up Board Short
推薦價3,050元

FMA ACTIVE｜武昌店 2F

機能剪裁短tee
(抗菌材質)
推薦價620元

棉質休閒短褲

推薦價850元

FMA ACTIVE｜武昌店 2F

MIT超吸水運動毛巾(2色可選)｜
推薦價599元

FMA ACTIVE｜武昌店 2F

防潑水訓練外套

特價1,513元｜原價1,780元

6ixty8ight｜武昌店2F

無鋼圈高包覆三角內衣

推薦價398元

圓形針織單車短褲

推薦價248元

Calvin Klein Jeans｜西門店1F

LOGO腰邊貼身四角褲

推薦價1,480元

Sexy in Shape｜武昌店2F

瑪格麗特前扣

蕾絲美背內衣

推薦價790元

瑪格麗特蕾絲

透膚內褲

推薦價249元



品好乳酪｜武昌店1F

手工焦糖綿布丁禮盒

特價250元｜原價280元

Krispy Kreme 萬聖召喚禮盒｜武昌店1F

4入禮盒220元 │
任4顆萬聖系列甜甜圈

6入禮盒270元 │
任4顆萬聖系列甜甜圈＋2顆42元含以下甜甜圈│ 原價304元

12入禮盒490元│

任4顆萬聖系列甜甜圈＋8顆42元含以下甜甜圈│ 原價556元

品好乳酪｜武昌店1F

四入泡芙禮盒

推薦價300~480元

綠蓋茶館｜西門店3F

鮮檸茶

推薦價75元

小樽手作珈琲｜西門店3F

水蜜桃冰茶

特價100元｜原價130元

丸亀製麵｜西門店2F

週年慶雙人超值餐

(豚骨烏龍麵(中)＋
明太蛋拌烏龍麵(中)＋
炸地瓜＋炸蝦x2＋炸雞x2)

特價319元

原價415元

MUJI│西門店B1 

一口可可夾心酥

(香草奶油風味) 
推薦價39元

MUJI│西門店B1

捲心酥

(可可奶油風味) 
推薦價29元

西武│Ximen Wuchang│

商品資訊請掃描

誠品生活西門店 2F 誠品生活武昌店 3F

COMEBUYTEA｜西門店 1F

紅柚烏龍蘆薈Q
清香烏龍＋葡萄柚汁＋蘆薈水晶

特價90元｜原價100元

●出示誠品會員方享特惠價

COMEBUYTEA｜西門店 1F

厚奶烏龍小芋Q
炭焙烏龍＋皇家厚奶＋小芋圓

特價81元｜原價90元

●出示誠品會員方享特惠價



誠品生活西門店

FIDO & LILY｜武昌店2F

飛朵莉莉專業服裝職人，打造精緻毛
孩童裝，從事流行女裝童裝的職人團
隊，因為總是找不到合身有質感的毛
孩服裝，因此創立 Fido&Lily（ 飛朵莉
莉 ）。我們了解狗狗需求，又精通版
型設計，運用精緻布料來創造高 C/P 
值狗狗服裝。

KANGOL｜西門店1F

英國品牌KANGOL創立於1938年，早
年以羊毛貝雷帽起家，後來推出品牌代
表性的504鴨舌帽最為大眾所認識。歷
經了時代變遷，已成為帽子界的領導品
牌；如今KANGOL早已超越了地區與
年齡，跨越族群與文化，成為時尚名人
熱愛的造型配件！

QUEEN SHOP｜武昌店2F

台灣原創自有品牌，服裝不僅是外在
表象，而是內蘊的生活感受呈現。
在季節與質感間取得完美平衡，設計
出實穿的衣著品，給認真看待生活的
你，擁有隨心所欲的勇氣穿喜歡的衣
服。wearing & showing 做自己好看的
樣子。

Roots｜西門店1F

來自加拿大的Roots創始於1973年，成
立初期Roots以鞋類及皮件扎實手工盛
名，而後更將安大略湖畔休閒生活的靈
感融入設計風格中，衍生出各系列皮革
產品及休閒服裝。設計簡潔及品質耐
用，隨著慢活的生活步調，Roots已經
成為現代人對休閒品牌的一致選擇。

Life8｜西門店2F

Life8以「品味生活，簡單擁有」的品牌
概念於2012年創立，希望能為大家帶來
多樣種類、合理價格並且設計獨特的產
品，以快速、時尚、平價之優勢，成為
台灣男性最矚目的品牌。

J.Lab 香氛實驗室｜武昌店2F

J lab.香氛實驗室採用源自大自然的木
質芬芳，揉合草本精華展現出獨具一
格的頂級香氛體驗，經典暢銷款沐浴
乳「雪松之海」與洗髮精「黑檀之
山」現在於誠品武昌店也能體驗到
囉！

Ximen Wuchang
NEW OPENING西武│新櫃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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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