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10.05 Wed. - 11.07 Mon.

2022

50
UP
UPTO
TO

%
OFF
OFF

10.05 Wed - 10.23 Sun. 全館

滿

2,500 300
2,500 500
送

10.05 Wed - 10.10 Mon. 誠品會員獨享

滿

送

搭配指定銀行 / 行動支付消費享回饋

會員專屬回饋

10.24 Mon.-11.07 Mon.

刷信用卡消費再享3%
10.05 Wed. - 10.23 Sun.

10.11 Tue.-10.31 Mon.

起

綁定eslite Pay消費最高享5%
10.05 Wed. - 10.31 Mon.
即日起 - 11.07 Mon.

無現悠遊付 最高享15%

全館滿千送百
會員與指定銀行回饋再加碼

抵用券使用期間｜

2022.10.05 Wed. – 2022.10.31 Mon.止

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兌換地點｜

誠品Ｒ79書店服務台

※誠品會員滿千送百活動採自動匯券
※每張發票限參加一種滿千送百活動，不得重複兌換， 刷指定銀行獨享活動除外

10.05Wed.-10.23Sun.
全館
當日
累計

滿

2,500送 300

內含│全館$300電子抵用券×1張

10.05Wed.-10.10Mon.
誠品會員獨享
當日
累計

滿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2,500送500

內含｜全館$300電子抵用券x1張＋全館$100電子抵用券x2張

10.05Wed.-10.23Sun. 刷指定銀行獨享
當日
累計

5,000 送150
滿10,000 送300
滿

當日
累計

5,000 送100
滿10,000 送300
滿

共限量300份｜內含銀行$150電子抵用券×1張

共限量100份｜內含誠品禮券$100×1張

當日
累計

當日
累計

共限量150份｜內含銀行$150電子抵用券×2張

當日
累計

滿

20,000 送600

共限量100份｜內含銀行$150電子抵用券×4張

共限量40份｜內含誠品禮券$100×3張

當日
累計

滿

20,000 送600

共限量20份｜內含誠品禮券$100×6張

●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本活動恕不得與「第四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活動排除專櫃說明：●「全館滿千送百活動」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消費金額累計:特賣會。●「刷指定銀行獨享活動」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消費金額累計：
STARBUCKS COFFEE、特賣會。
抵用券使用說明：●「全館$300電子抵用券」、「全館$100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限至2022.10.05Wed.-2022.10.31Mon.止，逾期無效。●「全館$300電子抵用券」與「銀行$150
電子抵用券」僅限R79店消費使用，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準: STARBUCKS COFFEE、特賣會等專櫃。●「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恕不適用
於STARBUCKS COFFEE、書店、兒童館、風格文具館、音樂館。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依現場實際公告為準。●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全館$300電子抵用
券」或「銀行$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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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共同注意事項：●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於R79單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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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
會員兌換「全館$300電子抵用券」、「全館$100電子抵用券」將採消費後系統自動匯券，活動金額認列以發票扣除所有折抵後之實際金額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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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指定銀行獨享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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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9書店服務台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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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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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行動支付恕不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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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指定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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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禮券)需一併退還，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本活動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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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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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slite MEMBERS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誠品R79書店服務台

10.05 Wed. - 10.31Mon. eslite Pay 輕鬆Pay!
綁定指定銀行信用卡消費最高享5%回饋

滿

3,000送100
滿10,000送500

當日
累計

乙份

內含｜銀行$100電子抵用券×1張（共限量470份）

當日
累計

乙份

內含｜銀行$100電子抵用券×5張（共限量255份）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會員每日各銀行活動限擇一門檻兌換，恕不累贈，兌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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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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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帳時請主動出示誠品人APP會員卡，且需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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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或隔日補登恕不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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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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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電子抵用券為無償發
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抵用券使用期間為發券日起 - 2022.10.31 Mon.止，逾期無效，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得兌換亦不得使用「$100電子抵用券」，排除專櫃如有異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STARBUCKS COFFEE、特賣會。●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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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聯邦銀行及星展銀行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即日起 - 11.07 Mon. 無現悠遊付 最高享15%回饋

使用「悠遊付」消費達以下門檻即享回饋
新戶當日
送$
誠品即享券
累計滿

500 50
滿1,000送$100 誠品即享券

乙份

每戶限回饋乙份（共限量200份）

單筆
消費

乙份

每戶回饋上限200元（共限量2,000份）

※符合活動資格者，可疊加回饋，並依悠遊付交易時間序回饋，額滿為止，

活動如額滿則活動提前結束並公告於悠遊卡官網／悠遊卡facebook粉絲團

※本活動不需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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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遊卡官網

●以下專櫃恕不配合，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準：STARBUCKS COFFEE、特賣會。●本活動悠遊付新戶定義：於 2022.9.23 Fri. 00:00~2022.11.07 Mon. 22:30 之間完成註冊及身份驗證之悠遊付帳戶。若活動前曾經註冊過悠遊付，
但悠遊付帳戶失效、註銷或強制停用並於活動期間重新註冊者，恕不符合回饋資格。●回饋計算：消費金額需排除非悠遊付支付之各類行銷折抵或退貨之退款，依符合活動資格使用者扣款帳號之完成交易時間順序核算名額，始回饋；限量
份數採活動店別共同計算，數量有限，贈完為止。●回饋時程：符合消費門檻即匯入至悠遊付APP優惠券票夾，請於Easy Wallet APP首頁點選「優惠券」查詢，活動贈券限於誠品生活門市使用，使用期限至2022.12.31 Sat.止，逾期無效，
其餘使用方式皆以券面說明為準，悠遊卡公司保留更換其他等值回饋之權利。●其他注意事項：(1)回饋時悠遊付需為已註冊開通狀態，若回饋時有下列任一情形，回饋時無法完成入帳，視同放棄回饋資格：悠遊付帳戶失效、帳戶註銷、強
制停用、刪除等或其他違反本活動注意事項。(2)其它活動詳細事項請見悠遊卡官網活動訊息頁面為主。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誠品生活保留變更、終止本活動及對本活動所有事宜做出最終解釋、決定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滿額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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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地點｜誠品R79書店服務台

10.11Tue. - 10.31Mon. 會員滿額抽 機會命運抽豪華旅宿
滿
即享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
有機會抽中活動總價10萬豪華旅宿
單筆
消費

500

乙次

花蓮3日尊榮團｜一人中獎四人賓士包車同遊 (價值$46,800，共1名)

誠品行旅│一泊二食住宿饗宴 (價值$27,282，共3名)

※本活動採系統自動兌換抽獎機會

專人賓士駕⾞尊榮禮遇

●活動期間內單筆消費滿$500（含以上）即可享乙次抽獎機會，單筆金額不累抽，多筆滿額則享多次抽獎會，需至誠品人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遊戲。●本活動於11.15 Tue.
於迷誠品網站【得獎公告】公佈中獎名單。●獎項於抽中後，須自選指定門市領取獎項，並於兌獎時間內憑「遊戲任務＞中獎明細」紀錄，至自選門市完成個人所得收據憑證填寫
後，始完成兌換，逾期視同放棄得獎資格。●本活動僅限台灣誠品會員使用，海外會員恕不適用。●本活動屬機會中獎，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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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3 ⽇尊榮團】一人中獎即享四人同遊，本獎項適用名額為四人同
行出發，且為2022年平日指定時間適用，若遇假日或國定假日行程異動或跨年度使用將依照旅行社公告辦法自行辦理差額加價。費⽤內含指定城市到府接送、交通⾞費（賓士車款
M-Benz Vito Tourer）。住宿為太魯閣晶英酒店及花蓮福容⼤飯店兩人一房住宿各 1 晚、共計2間。餐食為太魯閣晶英酒店⾃助早餐及晚餐、花蓮福容⼤飯店⾃助早餐、松湖驛站午
餐。獎項費⽤不含其他餐費(除兩日飯店早/晚餐)、所有⾏程景點的⾨票、個⼈因素所產⽣之消費，如飲料、私⼈購物費…等。獎項使用規範詳情請見迷誠品活動頁說明，其他未盡事
宜以實際旅行社公告為主。●【誠品行旅│一泊二食住宿饗宴】包含誠品行旅經典客房乙晚、In Between之間餐廳雙人人文套餐乙套，限平日週日至週四使用，使用期限至2023.2.24
Fri.。中獎後至自選門市完成兌換後，將於11.15前匯入電子兌換券至誠品人APP帳號，其他使用規範詳見APP電子兌換券說明，並依誠品行旅公告為主。●點數獎項於抽中當下即時
匯入會員帳戶，可於『【誠品人】APP首頁>誠品點數』查詢點數匯入紀錄。●誠品生活保留活動更改與異動之權利，其他未盡事宜以誠品人APP遊戲任務公告為主。

太魯閣晶英酒店＿峽谷星空電影院
※ 圖片僅供示意參考。

10.05 Wed.、11.05 Sat. 5號會員日 與你共5

活動詳情

單筆滿
點數5倍送還可再抽
「您消費，誠品買單」5名
誠品點5萬點、

888

內含│R79專櫃200元電子抵用券╳１張+R79誠品書店100元電子抵用券╳1張+誠品線上2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 點數5倍送活動│將於消費達檻後自動匯入回饋點數(含原消費累計1倍)至誠品會員帳戶內。● 誠品點5萬點抽獎│達檻後可於當月5-20日至【誠品人APP→遊戲任務】內進行刮刮樂抽獎。點數獎項於抽中當下已即時匯入會員帳戶，可至【會
員專區→點數與消費】查詢點數匯入紀錄。● 您消費，誠品買單抽獎│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當日單筆消費滿$888可參加乙次，消費2筆$888，可獲2次抽獎機會，依此類推…惟每位會員中獎資格限乙次，共抽出5名，中獎名單將
於每月25號公告於【迷誠品網站得獎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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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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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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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 Mon. - 11.07 Mon. 會員來店禮–富翁百寶袋!
即可
滿
兌換富翁百寶袋
滿滿驚喜好禮、袋袋有獎，
還有機會抽中誠品禮券
單筆
消費

500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誠品
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精品文具館、誠品兒童館、STARBUCKS COFFEE、特賣會。排除專櫃若有異
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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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個

2O22

會員滿額禮

1O.24
Mon.

11.07
Mon.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

3,600 即可以 300元加價購
滿6,000即可兌換 淨毒五郎 環保清潔組 乙組

滿

內含│碗盤清潔劑 500ml＋蔬果清潔劑 400ml

2015年成立的MIT自有品牌，同時也是臺灣第一間獲得B型企業認證的居家清潔用品品牌。
秉持著「環境友善、親膚安全、溫和有效」三大堅持，以植物性原料開發環保洗劑，
取代石油提煉的清潔劑，提供消費者更友善世界的潔淨選擇。
誠品線上限定優惠
滿額再贈品牌好禮！

兌換地點│R79店 書店服務台

蔬果清潔劑：EcoCert認證天然原料，亦適用於嬰幼兒食器清潔│碗盤清潔劑：100%植物來源成分，添加蘆薈低敏不傷手
●本活動於R79店限單店累計消費兌換。 ●各門檻滿額贈：每卡

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不列入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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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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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sers｜B1

牛皮潮流後背包
特價

2,380｜原價3,480
Hanako｜B1
L號 米格魯抱枕
特價

2,140｜原價2,680

東京企劃｜B1

真皮3 way方扣小方包

海拿滋｜B1

真皮多格層掀蓋長夾

海拿滋袋裝腰果系列

任選兩件八折

特價

3,599｜原價4,160
首四日全館9折
當日消費滿3,580贈藍芽音響乙台
＊數量有限 贈完為止

Tutti Select

設計選物｜B1
開幕優惠

日系設計服飾
推薦價

990起

巴黎紗巾／桑蠶絲巾
推薦價

499起
當日消費滿3,000

送口罩精油釦

10/05-10/31 全館買

Vacanza｜B1

4送1＊加購品除外

艸頭黃｜B1
十月誕生花

金盞花時尚拼色登山帽，特價

expo｜B1

良氛 擴香瓶／100ml，推薦價
HOOOME 10.5 Wed - 10.23 Sun.

蠟燭暖燈可調升降水磨石款
特價

2,337｜原價2,850

830

1,501｜原價1,580
金盞花日式拼色報童帽，特價1,501｜原價1,580
金盞花立體拼色圓包，特價1,311｜原價1,380

78折
特價599兩支組｜單支原價380

Fute｜B1
固體香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