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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Fri. - 1.03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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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員
專
屬
活
動 全館滿額禮  11.11 Fri. - 1.03 Tue.

消費滿3,600／5,000起
即可
兌換誠品獨家鬍子大叔造型枕、四季毯

誠品點好好兌│聖誕倒數月曆 12.01 Thu. - 12.24 Sat.

誠品點10點 天天抽優質好物
參加再抽「iPhone14」！

誠品點換購物金  11.14 Mon. - 11.30 Wed.

誠品點300點換$50

雙11熱鬧同慶  11.01 Tue. - 11.13 Sun.

誠品點11點換$111

西門、武昌、板橋、新板 11.11 Fri. - 1.03 Tue.



兌換地點｜西門店B1／武昌店4F／板橋店5F／新板店1F顧客服務中心滿額回饋

登入誠品APP，扣誠品點11點，即可
兌換$111電子抵用券 乙張

11.11 Fri. - 11.13 Sun. 單筆消費滿888即可抵用
※ 兌換方式：登入誠品APP >誠品點數>點數兌換，每人限兌換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11.01 Tue. - 11.13 Sun. 誠品生活雙11 熱鬧同慶！

●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間為2022.11.11 Fri-11.13 Sun.止，逾期無效，抵用券詳細使用方式請見券面說明。●本券為電子券型式，兌換後將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APP查看抵用券明細，或於專櫃消費時出示會員卡或誠品APP行動會員卡直接進行折抵。●兌換後恕無法取消及退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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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電子抵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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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券恕不適用於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兒童館、誠品知味市集、臨時櫃、特賣會及以下專櫃：西
門店｜B1-POP MART；2F-丸亀製麵。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STARBUCKS COFFEE、Buttermilk；5F-The CAPE。板橋店｜1F-STUDIO A、SAMSUNG ； 2F-PATYA 打鐵仔、綠蓋茶館； 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MO-BO、unsnnoi；2F-Dirty Little Riders；3F-ITS 

jewel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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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APP

12.01 Thu. - 12.24 Sat. 誠品點好好兌  聖誕倒數月曆 點數專區誠品APP

●此活動需先登入誠品APP或迷誠品網站方能參與點數兌換，首次登入請先註冊帳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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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筆點數兌換視為乙次抽獎機會，每卡不限抽獎機會。●兌換為誠品點即時扣抵，信箱收取到點數兌換成功通知函即獲得抽獎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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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會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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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獎項於一個工作日後抽出並公佈(如遇假日則自動順延)，獎項於活動結束後統一期限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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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9 Mon.-2023.2.09 Thu.辦理領獎，未於期限內至誠品指定店別完成辦理，視同放棄兌獎資格。●活動期間每卡(限同一身份ID)限一次「iPhone14(128GB)」抽獎
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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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抽獎獎項之品項、型號以點數專區活動網頁說明為準。●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誠品APP／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  
憑誠品點10點 即可兌換抽獎機會 乙次，天天抽聖誕倒數24項好禮，如：
Panasonic國際牌 ‒ 負離子空氣清淨機（價值6,490元，共乙台）

康生寵i美足 ‒ 時尚舒壓按摩腳機（價值9,800元，共乙台）

3M新絲舒眠 ‒ 防蟎極暖羽絨被（價值16,990元，共乙份）

活動期間參加抽獎，即有機會再抽中iPhone14 128GB（價值27,900元，共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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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筆
消費滿888點數5倍送，還可再抽：誠品點5萬點、
「您消費，誠品買單」、誠品行旅住宿券再享當日
累計
消費滿5,000送500
內含│
指定商場200元電子抵用券╳1張＋指定書店100元電子抵用券╳1張＋誠品線上2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12.05 Mon. 5號會員日加碼回饋 滿5,000送500

11.14 Mon. - 11.30 Wed. 點點成金  誠品點換購物金

會員至門市或至誠品APP點數兌換專區，
扣誠品點300點，即可

兌換$50電子抵用券 乙張，可累積兌換

●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限至2022.12.31 Sat.止，逾期無效，抵用券詳細使用方式請見券面說明。●本券為電子券型式，兌換後將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APP查看抵用券明細，或於專櫃消費時出示會員卡或誠品APP行動會員卡直接進行折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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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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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電子抵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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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券限誠品西門店／武昌店、板橋店／新板
店使用，惟不適用於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兒童館、誠品知味市集、臨時櫃、特賣會。西門店｜B1-MUJI 無印良品、POP MART；2F-丸亀製麵；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商品、黃金工資。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STARBUCKS COFFEE、Buttermilk；5F-The CAPE。板橋店｜1F-STUDIO A、

SAMSUNG； 2F-PATYA 打鐵仔、綠蓋茶館； 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上島珈琲店、全家便利商店、春水堂人文茶館、安永鮮物、unsnnoi、MO-BO；2F-1010湘、有情門、Dirty Little Riders；3F-ITS jewel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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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面僅供示意

5050
抵用券 抵用券    NT$ NT$

誠品點換購物金誠品點換購物金

本券僅適用於誠品生活本券僅適用於誠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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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行旅住宿券抽獎│本活動為實體抽獎，請至各門市顧客服務中心進行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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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館累計消費滿5千送5百活動
●活動當日每位會員消費滿額限回饋乙次，恕不累贈，消費累計以發票金額為準。●誠品講堂及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無法參與活動。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依現場實際公告為準。西門店｜B1-POP MART。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Buttermilk；5F-The CAPE。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
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

●本活動贈送之500元抵用券，限贈出之門市使用，內含「商場專櫃200元電子抵用券」限西門／武昌、板橋／新板店專櫃單筆消費滿1,500元可抵用、「誠品書店100元電子抵用券」限西門、板橋、新板書店單筆消費滿800元可抵用、「誠品線上200元電子抵用券」限誠品線上單筆消費滿1,500元可抵用。
使用期限自獲券隔日起至當月月底止，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門市抵用券採消費後系統自動匯券，誠品會員結帳前請先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APP行動會員卡完成發票消費註記方符合自動贈券之資格，達檻後將於15-20分鐘後匯入會員APP帳號；非當日消費補登者恕無法補贈。●「西門店X武
昌店商場200元電子抵用券」恕不適用於誠品書店與以下專櫃；西門店｜B1-POP MART；2F-丸亀製麵。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STARBUCKS COFFEE、Buttermilk；5F-The CAPE。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依現場實際公告為準。「板橋店Ｘ新板店商場200元電子抵用券」恕不適用於誠品書店、誠品風格
文具館與以下專櫃：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依現場實際公告為準。●「誠品線上200元電子抵用券」採消費後撈取達檻名單，並於12.09Fri.統一匯入達檻會員的誠品線上會員帳號。優惠券使用期限至當月月底止，逾期將無法使用，恕不得
轉贈。●本活動贈送之抵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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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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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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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共同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指定活動店別當日當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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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活動店別顧客服務中心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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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兌換活動店別顧客服務中心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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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見活動店別顧客服務中心及「迷誠品」官網公告。https://meet.eslite.com/tw/tc。



當日  
不限金額出

示誠品APP會員卡即
贈馴鹿貼紙組 （價值200元；限量100張）

拍照打卡 #誠品生活板橋店 #誠品生活新板店再贈相片列印券
註冊誠品會員加

贈不思議明信片組 （限量74組）

11.11 Fri. - 2023. 1.03 Tue. 會員來店禮

●活動期間每卡各項贈品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限以下專櫃消費累計：板橋店｜6F-樂為生活；7F-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拍照打卡活動不限上傳社群平台facebook或Instagram，貼文方式亦不限限時動態或貼文，兌換贈品時須出示拍照貼文並含＃誠品
生活板橋店＃誠品生活新板店即可兌換。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板橋店5F／新板店1F顧客服務中心

板橋店｜新板店
Ban Qiao Store              Xin Ban Store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週一至週日  Mon.~Sun. 11:00am~10:00pm

誠品APP抽獎  
單筆
消費滿888即可

參加遊戲任務機會乙次，有機會抽中
板橋店｜三星智慧型手錶Galaxy Watch5 乙個（價值15,990元；限量1支）品牌提供｜板橋店1F SAMSUNG

新板店｜APPLE TV 乙台（價值4,990元；限量1台）

11.11 Fri. - 2023. 1.03 Tue. 會員APP抽獎禮

●本活動限指定店別當日消費發票額參加，並需至誠品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遊戲。●板橋店消費發票有機會抽到「三星智慧型手錶Galaxy Watch5」乙支；新板店消費發票有機會抽到「APPLE TV」乙台。●活動期間，每人每筆每店消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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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會員帳號恕不使用。●本活動屬機率模式，無保證中獎設定。●本活動誠品書店、誠品文具館、誠品知味、誠品兒童館、臨時櫃特賣會及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6F-樂為生活；7F-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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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活動頁面公告為準。

11.11 Fri. - 2023. 1.03 Tue. 會員聖誕滿額禮

當日
累計滿60,000即

贈

recolte Air Oven 
Toaster 氣炸烤箱

●本活動限板橋店／新板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可跨店累計，兌換贈品時需含當店發出發票。●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
兌完為止。●誠品書店、誠品文具館、誠品知味、誠品兒童館、特賣會、臨時櫃及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1F-STUDIO A、

SAMAUNG；6F-樂為生活；7F-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單張發票僅能擇一門檻參加，本活動恕不與「20,000會員聖
誕滿額禮」、「聖誕暖心誠品獨家會員滿額禮」重複兌換。

乙台
（價值5,680元；板橋店限量10台／新板店限量10台）

●本活動限板橋店／新板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可跨店累計，兌換贈品時需含當店發出發票。●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
止。●誠品書店、誠品文具館、誠品知味、誠品兒童館、特賣會、臨時櫃及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1F-STUDIO A、SAMAUNG；

6F-樂為生活；7F-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2F-1010湘、有情門；3F-默爾pasta & pizza。●

單張發票僅能擇一門檻參加，本活動恕不與「60,000會員聖誕滿額禮」、「聖誕暖心誠品獨家會員滿額禮」重複兌換。

當日
累計滿20,000即

贈

recolte Plaid
厚燒格子三明治機
乙個
（價值1,580元；板橋店限量20台／新板店限量15台）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11.11 Fri. - 12.25 Sun. 會員馴鹿加碼禮

黑卡當日
累計滿5,000加

贈 
板橋店｜綠藤生機 頭皮淨化洗髮精 
乙瓶（價值480元／規格250ml；限量40瓶）

新板店｜Japhne洗護髮精 
乙瓶（價值500元／規格600ml；限量40瓶）品牌提供｜新板店1F Japhne

於新板店聖誕樹前合照打卡
單筆
消費滿1,000即

贈

CHENMood乾燥聖誕卡片
乙張（價值200元；限量100張）

板橋店＋新板店跨店當日
累計滿12,000即

贈

NB系列F12 Pulsar真無線藍芽耳機 乙個（價值2,480元，限量10個）

11.11 Fri. - 2023. 1.03 Tue. 黑卡專屬禮

11.11 Fri. - 2023. 1.03 Tue. 雙板跨店再加碼

●本活動限指定店別消費發票額累計兌換。●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6F-樂為生活；7F-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2F-1010湘、有情門；
3F-默爾pasta & pizza、誠品書店、誠品文具館、誠品知味、誠品兒童館。

●本活動限新板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兌換。●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
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新板店｜1F-全
家便利商店、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2F-1010湘、有情門；3F-默爾
pasta & pizza、誠品書店、誠品文具館、誠品知味、誠品兒童館。●本活動
恕不與「會員馴鹿加碼禮」重複兌換。

●本活動限板橋店+新板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須跨店累計，兌換贈品時需含兩店消費發票。●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誠品書店、誠品文具館、誠品知味、誠品兒童館及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板橋
店｜B1-DAISO大創；2F-綠蓋茶館；4F-上島珈琲店；6F-樂為生活；7F-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本活動恕不與「聖誕暖心誠品獨家會員滿額禮」重複兌換。

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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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疵品或故障品除外）；活動贈品皆數量有限，送完為止，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
館。●兌換贈禮時，需出示實體會員卡／誠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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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金額不含商品禮券、贈品禮券、電子商品／贈品禮券、會員點數折抵、二聯或三聯式之轉開
發票、禮券購買憑證、停車費、未開立誠品生活發票之品牌及店內公告之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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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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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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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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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活動內容，請見迷誠品網站。

12.05 Mon. - 12.25 Sun. 新板會員耶誕禮

黑卡單筆
消費滿300

金卡單筆
消費滿600

白卡單筆
消費滿1,000即

贈

馴鹿木製拼圖 
乙組（板橋店限量24組／新板店限量36組）

●本活動限當店當日消費發票滿額參加，兌換贈品時需含當店發出發票。●活動期間每卡門
檻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誠品書店、誠品文具館、誠品知味、誠品兒童
館、特賣會臨時櫃及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1F-STUDIO A、SAMSUNG；

6F-樂為生活；7F-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
店；2F-1010湘、有情門；3F-默爾pasta & pizza。●單張發票僅能擇一門檻參加，本活動
恕不與「新板會員耶誕禮」重複兌換。



GAUDI│板橋店2F
毛衣
特價1,695│原價3,690

Footer｜新板店2F
Footer機能襪
任選3雙600
6雙1,110
10雙1,750

SISJEANS│板橋店2F
磚紅百搭休閒長袖帽TEE
特價945│原價1,890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蕾絲馬卡龍粉毛衣
特價1,990｜原價3,980

板橋 · 新板│Ban Qiao · Xin Ban│

HERLS｜新板店1F
蠟感全真皮素面方頭德比牛津鞋
特價3,213元｜原價3,780元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耶誕紅針織外套
特價1,490｜原價2,980

聖誕來點紅

PINK│板橋店3F
冬季長裙
特價2,490│原價5,880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馴鹿毛衣
特價1,490｜原價2,980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平口氣質針織毛衣
特價1,240｜原價2,480

WILDMEET│板橋店2F
兩用襯衫外套(袖可拆式)
特價1,199│原價2,560

PINK│板橋店3F
灰綠短板外套
特價1,290│原價3,280

生氣蓬勃綠

new balance│板橋店1F
厚底鞋款
推薦價2,460
●誠品金／黑卡95折優惠

●滿3,000即可免費宅配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格紋鋪棉薄外套
特價1,990｜原價3,980

SOLOMAX︱板橋店1F
聯名快速配鏡
推薦價3,190起

SISJEANS│板橋店2F
灰綠色縮口短版長袖上衣
特價845│原價1,690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異材質拼接毛衣
特價1,340｜原價2,680

CACO│板橋店2F
風趣蒂蒂大學T
特價783│原價890

奇奇蒂蒂毛織上衣
特價959│原價1,090



板橋 · 新板│Ban Qiao · Xin Ban│

unsnnoi｜新板店1F
波紋線條透色高領打底上衣 
推薦價1,380
斜蓋疊切角短版針織衫 
推薦價1,680
慵懶直車線出芽落地褲 
推薦價1,780
立體接邊厚底樂福鞋
推薦價1,780

unsnnoi｜新板店1F
捲捲羔羊V領背心 
推薦價1,580
後車線剪裁下擺切角西裝褲
推薦價1,780
時髦款漆皮拼接設計襪靴
推薦價1,980
特殊漆皮皮革寬帶肩背包 
推薦價1,680

HERLS｜新板店1F
英倫全真皮流蘇方頭樂福鞋
特價3,383元｜原價3,980元

COWA│板橋店2F
提包
特價6,190｜原價6,980

vensers│板橋店2F
都會風後背包
特價990｜原價1,480

expo｜板橋店1F
花見小路-新版雨靴／
海鸚藍／23.5
推薦價 1,980

MO-BO｜新板店1F
BT21撞色中性大學TEE
(丈青、黑色)
特價499│原價1,180

WILDMEET│板橋店2F
戰術腰帶扣 戶外基本縮口長褲
特價899│原價1,980 



GAUDI│板橋店2F
風衣外套
特價6,392│原價7,990

COWA│板橋店2F
短夾
特價2,200｜原價2,480

HERLS｜新板店1F
全真皮橢圓頭綁帶造型粗跟短靴
特價3,553｜原價4,180

PALLADIUM｜板橋店1F
快穿輪胎橘標防水靴-中性
推薦價3,980

unsnnoi｜新板店1F
立體跳色滾邊透膚短版上衣 
推薦價1,180
左側橫車皺綁帶及踝裙  
推薦價1,880
斜角度方頭短跟貼腿靴 
推薦價1,980

MO-BO｜新板店1F
MIT石墨烯高腰彈力長腿/瘦瘦褲
特價499│原價980

Roots│板橋店2F
小木屋系列 文字設計圓領上衣
推薦價3,280
格紋襯衫
推薦價3,180

HERLS｜新板店1F
全真皮翼紋沖孔橢圓頭牛津鞋
特價3,213｜原價3,780

vensers│板橋店2F
小牛皮個性長夾
特價990｜原價1,880



香氛殿堂│板橋店2F
ACQUA DI PARMA 
高貴系列 玫瑰花淡香精禮盒
特價4,999｜原價7,000

LIORCHWAS里沃思│板橋店1F
雪絨舒緩洗髮露
推薦價980

LIORCHWAS里沃思│板橋店1F
仙人掌淨透沐浴露
推薦價980

Kosuiya│板橋店1F
OHANA MAHAALO 任選3件誘光指彩10ml
推薦價1,140
贈OHANA MAHAALO
愛戀茉莉 芳香指甲油卸除液105mL(溫和型)
(價值450元)

❶

❹

❺

❶  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2F

ANNA SUI 安娜蘇 
綺幻星夜女性淡香水30ml
特價1,180｜原價1,800

❸  香氛殿堂│板橋店2F

ACQUA DI PARMA 
克羅尼亞系列 古龍水禮盒
特價4,299｜原價7,000

❹  REFU香氛避難所 | 新板店2F

聖誕節限定包裝 花草木木擴香竹
特價1,900｜原價2,160

❷  倍優│板橋店1F

保濕香香組   
玫瑰系列香水(五選一)＋芬多精身體乳
特價499｜原價600
●前19名加贈愛蜜濃氨基酸洗面皂10g，送完為止

五
感

六
覺

Japhne｜新板店1F
海顏角鯊烷保濕修護霜
特價888︱原價1,200

Kosuiya│板橋店1F
OHANA MAHAALO 輕香水30ml／
淡香水筆 10ml
Kuschel J珂雪 輕香水85ml／
淡香水 30ml
SAVON & CO. 輕香水30ml
MOANA PAKIPIKA 輕香水28ml
任選3項 特價2,000｜原價2,040

多
重

釋
放

板橋 · 新板│Ban Qiao · Xin Ban│

Japhne｜新板店1F
1%玻尿酸超彈保濕面膜
特價599︱原價700

海顏馬祖海帶面膜
特價799︱原價980

神經醯胺面膜
特價499︱原價600



❼❻

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2F
MONTBLANC Legend RED 
萬寶龍傳奇烈紅男性淡香精100ML
特價1,980｜原價3,400

AirealLand 年零│板橋店1F
最強裸肌雙星組合
特價1,480｜原價2,060
●內含｜3秒煥亮拋光氣墊+無所不遮PS雙色遮瑕蜜

MINEQUO米奈可| 新板店2F
介觀植礦防護液120mL
特價489｜原價510

介觀植礦防護液 50mL 兒童版
特價339｜原價350

介觀植礦抗菌水 300mL
特價1,699｜原價1,790

曌堂｜新板店2F
幸福竹蓆禮盒
特價968｜原價988
●內含｜2顆100g草本舒活皂及竹蓆收納盒

❷

❸

❽

❺  REFU香氛避難所 | 新板店2F

聖誕節限定包裝原礦擴香石
特價1,280｜原價1,480

❻  曌堂｜新板店2F

光燦水嫩防護霜30ml
特價1,700｜原價2,100
●限量10組

❼  曌堂｜新板店2F

光燦亮白乳霜15ml
特價2,400｜原價2,980
●限量10組

五感六
覺

多
重

釋
放

AirealLand 年零│板橋店1F
大眼發電機組合
特價1,180｜原價1,600
●內含｜濃纖大眼睫毛營養液+無所不遮PS雙色遮瑕蜜

曌堂｜新板店2F
草本舒活皂100g系列
任選3件即贈15ml澳洲茶樹精油
特價1,390｜原價1,690

紓壓精油15ml兩入
特價3,980｜原價7,960
●內含｜埃及天竺葵精油+保加利亞真正薰衣草精油

❽光燦抗老霜30ml   

特價2,800｜原價3,500
●限量10組

買2
送2



板橋 · 新板│Ban Qiao · Xin Ban│

1st

8th

22nd

10th

14th

21st

9th

20th

時
數
倒

❶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美國 APOTHEKE 限量蠟燭套裝組合 經典系列，特價2,070｜原價2,250、伊甸園系列，特價2,160｜原價2,350      ❷Purple me 紫米梵團｜新板店3F｜

花圈款，推薦價599 ●11/10-12/31單筆消費滿500元，即可399元加購●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❼橙沐CHENMood｜新板店 1F｜橙香·永不凋零-雪松聖誕樹，推薦價1,880(S)，推薦價3,800(M)
●內含軟糖150g，三種綜合口味＋配件遊戲書1本＋魔術道具4個＋教學小卡4張＋雷射貼紙4 張)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⓬自己印│板橋店4F｜聖誕松松6cm 紙膠帶，推薦價280  ⓭PINTOO│新板店2F│

自動化抽屜掀床，推薦價33,800起、床頭好朋友-變形金剛床頭箱，推薦價13,800起、床邊好朋友-超強收納床邊櫃，推薦價6,680起  ⓯雷諾瓦│板橋店4F｜54片拼圖＋愛現框，
原價2,995  ⓳DAISO│板橋店B1｜午睡枕、坐墊，推薦價99 ●活動日期12/2-12/25  ⓴Yuda Mask│板橋店4F｜原創插畫平面口罩2包(10入/包)＋造型口罩香氛釦乙個，組合推薦價499、
級】軟式珪藻土夜光吸水地墊2入組，特價1,200｜原價1,798  ㉓Micia│板橋店4F｜小刀模機組，特價2,980│原價3,810 ●內含刀模機＋刀模15片＋美術紙x1  ㉔JACAL'S│板橋店2F｜

4th

刻

3rd2nd

11 th
16th

15th



獨角獸祝福，特價1,777｜原價2,222  ❸自己印│板橋店4F｜熊熊榭寄生4cm紙膠帶，特價149│原價165  ❻PINTOO│新板店2F│造型花圈拼圖56片-奇奇與蒂蒂、Tsum Tsum系列聖誕
❽PINTOO│新板店2F│  賀卡拼圖-曼蒂甜蜜聖誕 48片，推薦價260、Hello Kitty系列 歡慶聖誕48片，推薦價280  ⓫安永鮮物 ∣ 新板店1F｜2022聖誕禮盒-魔法學院，特價419│原價500

KORIRI-不可思議的貓世界上學去/233片，推薦價359、 小熊維尼系列 維尼手繪風/329片，推薦價499 ●書衣拼圖改版上市，11/10-12/31限時優惠任選2件9折  ⓮打鐵仔｜板橋店2F｜懶覺好朋友-

推薦價499     ⓰REFU香氛避難所 |新板店2F｜聖誕限定香氣200g蠟燭，推薦價888  ⓱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澳洲 Glasshouse 限量香氛蠟燭-天鵝絨狂想曲組合，特價2,755｜
原創插畫立體口罩2包(10入/包)＋造型口罩香氛釦乙個，組合推薦價699  ㉑雷諾瓦│板橋店4F｜愛現聖誕108片拼圖＋愛現框，推薦價999  ㉒怪獸居家生活｜新板店2F｜rubberanne【頂
PANIER DES SENS 耶誕禮盒，推薦價1,100 ●內含溫和植物皂150g＋護手霜75ml  ㉕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Victoria Eggs 手繪家居-聖誕節限量禮盒組，推薦價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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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翔│板橋店1F

❷雪花手鍊
特價1,584│原價1,980

❸星星耳環
特價1,340│原價1,680

❹星星項鍊
特價990│原價1,980  

ITS jewelry｜新板店3F

❽天然不規則橘粉色 珍珠項鍊
特價1,390｜原價1,590

❾天然寶石彈性戒指
推薦價790
❿日本古董珠花花彈性戒指
推薦價390

MIRROR皇宣緣 ｜新板店3F

❻冬日雪花翡翠墜飾
特價56,850｜原價75,800

❼鹿羽森林翡翠墜飾
特價47,100｜原價62,800   

ITS Jewelry｜新板店3F

❺方塊淨透碧璽項鍊
特價1,590｜原價1,890  

Best 
  Wishs

❶ H o c h o o  好 萩 家 居｜新 板 店 2 F｜

öken沙漏小夜燈，特價3,860｜原
價4,200  ❷ 安 永 鮮 物｜新 板 店 1F｜索
里金斯酒莊-蜜斯嘉氣泡酒(獨享瓶)，
推薦價250、法國磨坊酒莊-玫瑰
粉紅酒(獨享瓶)，推薦價350、法
國磨坊酒莊-經典老藤紅葡萄酒(獨享
瓶)，推薦價400、索里金斯酒莊-

波特酒(獨享瓶)，推薦價300、索里
金斯酒莊-粉紅氣泡酒(獨享瓶)，推薦
價250  ❸ 橙 沐  CHENMood｜新

板 店 1 F｜花果薰香-不凋雪松花圈，推
薦價1,500  ❹HANAKO｜新 板 店

1 F｜小熊維尼(大)，推薦價3,280 

| 單隻9折／兩隻85折  ❺ 有 情 門｜
新 板 店 2 F｜蹦蹦腳几，買一送一，
優惠組合價2,180 ●限定品項與
顏色/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❻ D i r t y 

L i t t l e  R i d e r s｜新 板 店 2 F｜EVA胎
版平衡車＋護具＋little安全帽，特
價5,920｜原價6,580 ●凡購買套

組加贈平衡車停車架1個  ❼ 有 情 門｜
新 板 店 2 F｜大麋鹿，推薦價8,880  

❽HANAKO｜新板店1F｜Lady狗，推
薦價2,280 | 單隻9折／兩隻85折

板橋 · 新板│Ban Qiao · Xin Ban│

MIRROR皇宣緣 ｜新板店3F

❶雙喜雙福翡翠耳環
特價3,660｜原價3,880

Cherish



聖 胃入肆放
饗宴 誕

1010湘 ｜新板店2F

歡聚湘味3人套餐 
推薦價2,200
●內含6道精選菜色（燒椒皮蛋、棒棒蝦4支、
臭豆腐肥腸阿干鍋、松子年糕牛肉 、東安仔雞
、腐乳空心菜）＋人氣飲品3杯＋神仙缽飯3人份
無限續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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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島珈琲店│板橋店4F

阿里山綜合咖啡豆(100g)
推薦價300
濾掛咖啡(5入)
推薦價325

厄瓜多綜合咖啡豆(100g)
推薦價300
濾掛咖啡(5入)
推薦價325

薄多義義式手工披薩︱板橋店5F
瑪格麗特披薩＋金沙雞肉義大利麵＋
259套餐，推薦價767元
 ●259套餐內含開胃點＋法利亞小點＋飲品

HOPE︱板橋店B1

奶油明太子透抽麵
推薦價380元
甜心套餐
推薦價150元
組合餐
特價480︱原價530

上島珈琲店│板橋店4F

拿坡里義大利麵套餐
推薦價280

登義︱板橋店4F紅酒香料包期間限定上市：北歐市集、芒果微醺、清爽洛神，兩入推薦價350  

默爾pasta & pizza ｜新板店3F

調酒套餐
特價799｜原價988

●內含開胃小點*1＋手作料理*1＋調酒*2
●開胃小點（五擇一）：樂活小沙拉、今日湯品、
more脆薯、醋漬野菇、可樂餅5入。手作料理，
（四擇一）：辣炒野菇蝦仁、番茄豬肉丸、義式香
料炸雞、蒜香鯷魚花椰菜。調酒（三擇二）：
初嘗禁果、看破紅塵、情聖麥斯。

彌敦道港式飲茶︱板橋店5F

XO醬豬扒炒公仔麵｜推薦價288、
海皇茶碗蒸｜推薦價98、
流沙芝麻吉｜推薦價98、
美極生抽蝦｜推薦價388

綠蓋茶館│

板橋店2F

綠蓋茶｜推薦價90

春水堂人文茶館 ｜新板店1F

雙人組合套餐
特價670｜原價 730 

●內含小杯冰珍珠奶茶*2＋功夫麵*2＋茶香高麗菜（葷／素）*1＋招
牌豆干*1＋黃金脆皮薯條*1
●限春水堂新板店使用，恕不與其他活動合併使用。●套餐優惠組合為
固定品項，恕無法更換。●春水堂人文茶館保留活動修改之權利。

上島珈琲店 ｜板橋店4F、新板店1F

上島進口咖啡磚禮盒 
推薦價480

安永鮮物 ∣ 新板店1F

自然時記-生機果乾禮盒
特價599∣原價710 

●內含無籽葡萄乾/罐＋
蔓越苺/罐＋堅果/罐



11.11 Fri. – 01.03 Tue.   誠品點好好用，讓你從裡到外亮起來！

●本活動限於指定店別之顧客服務中心兌換。●各品項每卡每日限換乙次。●扣點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僅限誠品會員(小童學卡除外)且本人現場兌換，須出示實體誠品人會員卡或官方版行動APP會員卡與有照證件方可兌換，非本人恕無法代替兌換。●點數兌換以會員當日持有點數為準，
商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商品兌換後，除瑕疵外，恕不接受退換貨服務。●本活動其他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LIORCHWAS里沃思│
板橋店1F
蠟菊舒緩修護面膜乙片
價值200元︱限量20份

1200 點

或

500 點

＋

100 元

800 點

或

100 點

＋

50 元

500 點

或

50 點

＋

50 元

HERLS｜新板店1F
訂製皮革鞋刷保養組
價值699元︱限量5份

Ban Qiao˙ Xin Ban
NEW OPENING板橋̇ 新板│新櫃登場│

LIORCHWAS 里沃思LIORCHWAS 里沃思｜板橋店 1F｜板橋店 1F

全方位凍齡保養領導品牌，從基礎清潔至全
身養護，專為亞洲肌膚打造無負擔保養，頂
級用料、獨家舒心香氣，讓你由內而外透出
純粹好膚質。

AirealLand 年零AirealLand 年零｜板橋店 1F｜板橋店 1F

AirealLand年零為帶給敏弱肌高端抗老的
MIT輕奢保養品牌，以純粹內容物取悅肌
膚；cozy white品牌主理人「台灣妞韓國
媳」，以多年經驗主導研發一系列口碑商
品，兩者皆屬於人氣電商Airbubu自創品
牌。

僑俐瓷器僑俐瓷器｜新板店 2F｜新板店 2F

為自家餐桌添加色彩,每樣商品都有自己的獨
特性所在。

Vilson 米森Vilson 米森｜新板店 2F｜新板店 2F

 「日日米森，讓有機走入日常」米森堅持從
產地掌握有機、無添加的安心食材，讓你我
的餐桌與世界同步。

紫米梵團紫米梵團｜新板店 3F｜新板店 3F

Purple me 起源於一個從小喜歡神祕學及
水晶礦石的女孩，在學習金屬編織及金工技
法後成立了Purple me。用心藏在每一個細
節--挑選良好品質的天然石，幫晶石淨化、
充電及開啟光能，最後幫晶石調頻成最適合
的狀態，將飾品成為隨身攜帶的療癒師。

PALLADIUMPALLADIUM｜板橋店 1F｜板橋店 1F

創立迄今延續品牌不斷探索的大膽精神，自
1947年起探險過的47個全球指標性城市，
經過70年的不斷尋求創新與超越，決定以 
#DARETHEUNKNOWN為理念號召全球
新世代潮人，以不同視角詮釋PALLADIUM 
「大膽」、「不羈」、「忠於自我」的品
牌精神，鼓勵勇於探索未知可能，開創
PALLADIUM全新紀元。

BoomBoom 選品服飾BoomBoom 選品服飾｜新板店 1F｜新板店 1F

BoomBoom選品服飾以進口流行女
裝、飾品配件與台灣獨立設計師的創
作小物結合，多樣化的商品組成無可
取代的美感，提供顧客愉悅且新穎的
時尚感受。

MINEQUO 米奈可MINEQUO 米奈可｜新板店 2F｜新板店 2F

以日本介觀構造萃取技術提取植礦力量，
Miraculous、Unique、Mineral為品牌核
心概念，帶來天然無刺激的強效抗菌力，
「植」感防疫新美學，安心你我日常！
 【開幕限定】1. 12/1起任選2件享9折優惠與
限量小禮-品牌紅包5入，任3件再贈品牌杯墊
1入。2. 12/15起精裝禮盒85折，贈品牌杯墊
1入。●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怪獸居家生活怪獸居家生活｜新板店 2F｜新板店 2F

一群年輕設計師，搜尋台灣擅長、卻還不為
人知的材料與工藝，戮力創作優質產品，
將想像化為真實。推出rubber anne「軟式
珪藻土類」產品、經營 B+、瑪思特、日竹
門等優質品牌，取得荷蘭miffy、熊讚等人
氣IP授權。期待每一位光臨素雅、多彩、古
怪、熱鬧的怪獸居家世界！

默爾默爾pasta&pizzapasta&pizza｜新板店 3F｜新板店 3F

堅持零添加，拋棄繁複的烹調，重視天然與
原味。「生命就該付諸在美好的事物上」這
是想帶給每位來客的體會，也是寄託在料理
中的more。

【開幕限定】開幕首周到店，消費幾份披薩，
將獲贈同等數量的「經典瑪格麗特披薩招待
券」。

紫米梵團│新板店3F
天使祝福小水晶
價值255元︱限量33份

即將
開幕

12/1
開幕

12/6
開幕



誠品生活板橋店 1F

誠品生活新板店 3F





2022誠品生活禮物節特別企劃   

你所不知道的
UNCLE TOMMY鬍子大叔
╳
AUD林志恆
明亮的紅藍黃配色加上大大的絡腮鬍，捷運族最熟悉的身影，他就是「鬍子大叔」！
今年我們邀請藝術家AUD林志恆，將鬍子大叔變身為聖誕老人，帶著家族夥伴
們一起進入誠品生活，在濃厚的聖誕節慶氛圍下，亮眼又繽紛的誠品生活禮物節
「Cherish & Share」盛大展開！

在創作了鬍子大叔後，是否也有從角色中得到什麼樣的啟發？
最有感的是即使在別人眼裡不重要，也不能因此放棄自己的堅持！體悟來
自創作時，常常花大半天時間構思畫面裡的每個角落，雖然大多數人不會
特別注意到，但始終相信越在意細節的處理，越能讓作品成為經典。

通常會怎麼樣找尋靈感？沒靈感的話會怎麼辦？
以往都會說靈感來自生活，但隨著生活方式越趨規律，反而少了一些突如
其來的刺激，所以靈感缺乏時，第一件事就是打開網頁，到處搜尋元素激
發自己的想像力，並在吸收一堆資訊後，反芻轉換成自己的創作關鍵。

「Cherish & Share」 對您來說的意義是？簡單介紹本次視覺的設計理念
懂得分享自己的幽默，才能從中感受到自己有多幽默，什麼意思！？
這次是以過聖誕的感受系列發想，因應不同主題有相對應的視覺動線與
配色邏輯，內容分別為挑選禮物時的雀躍感、聖誕佈置的期待感、拆禮
物時的驚喜感，以及與家人團聚時的溫馨感！

這次與誠品合作，最期待能帶給誠品粉絲什麼樣的感受呢？
最想帶給誠品粉絲如同鬍子般濃厚的節慶氛圍，這是第一次用新風格進行
大規模合作，全新的鬍子大叔將陪伴粉絲一起渡過熱鬧的聖誕節，並一同
迎接新的一年。

因為什麼契機而創作出鬍子大叔的角色？
插畫家最愛幫自己創設虛擬分身了！鬍子大叔誕生的原因也是如此，初版
大叔的設定原是位身形肥短、充滿幽默感的怪怪大叔，後來因為參與了捷
運進站計劃，因此重新定位形象設計了新版幽默溫馨的大叔。

鬍子大叔跟插畫家本人的相似度有幾%？有什麼相似處？
初版怪大叔大概有80%，隨著角色的成長與人設上的調整，性格相似度則
越來越低，畢竟為了賺錢還是要圓滑些，但至始至終唯一保持的還是幽默
的態度。

幕後推手
藝術家AUD志恆

鬍子大叔的
TMI時間

3月21日，白羊混雙魚。

生日&星座？

三句話介紹自己的魅力點？

1.跟我相處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好笑就大聲笑，不好笑就不要笑啊。（莫名情
緒突然上來）
2.我有軟軟澎澎的鬍子跟肚子，摸起來跟躺起來都很舒服，你要來我家躺躺嗎？
3.第三個我留在心中好了。（就這樣許起了願望）

如何跟大叔一樣幽默感滿分？

可以練習拍照的時候，每張快門一下就閉眼睛，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其實
遺傳基因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的父親就是個充滿幽默感的人（包含長相），
從小耳濡目染的我，對於幽默就特別有感。

介紹這次一起來誠品玩的夥伴們吧！

接到誠品禮物節的邀請後，馬上揪我老婆柔伊、女兒查莉與口罩哥馬斯卡一同
變裝參與，除了由我本人變身聖誕老人外，大家有發現其他人各自扮演的角色
嗎？分別是馴鹿、雪人以及薑餅人喔。

今年聖誕節有什麼規劃？

肯定是去誠品大血拼啊∼只要有人敢破壞展場任何一處的視覺，我一定跟他拼
到底！開玩笑的啦∼以往聖誕節都是跟家人窩在家，今年特別跟朋友規劃兩天
一夜宜蘭之旅，包整棟民宿好好的笑一下。

對於這次變身聖誕老人的想法？

最後想跟誠品粉絲說的一句話

超級開心！終於有機會扮演聖誕老人啦！多麼夢寐以求的任務啊∼另外設計師
也在衣著上做了點變化，換成最愛的帽T，並捨棄皮帶等配件，讓整體造型更加
俐落簡潔，身形也放大了些，看起來更加飽滿，就如同棉被剛曬完太陽般，有
種蓬鬆暖和又帶點香氣的感覺。（拼命聞）

小檔案—AUD ╳ 鬍子大叔小檔案—AUD ╳ 鬍子大叔

鬍子大叔（UNCLE TOMMY），擅長運用獨特三原色，紅、鬍子大叔（UNCLE TOMMY），擅長運用獨特三原色，紅、
黃、藍進行創作， 以挖掘日常荒謬事件為樂，深信只要持續黃、藍進行創作， 以挖掘日常荒謬事件為樂，深信只要持續
保持幽默過生活，不管到哪都將自帶罐頭笑聲。保持幽默過生活，不管到哪都將自帶罐頭笑聲。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行動支付僅限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消費兌換，實體卡與行動支付若綁定同張信用卡，二者刷卡消費金額恕不得合併計算亦不得重複兌換；其餘行動支付消費恕不得參加。●兌換須出示
實體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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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請出示銷貨明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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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卡及VISA金融卡／華南銀行VISA金融卡及JCB晶緻悠遊DEBIT卡／臺灣銀行商務卡及採購
卡／彰化銀行VISA金融卡之消費恕不得兌換。●以上活動限於西門店/武昌店(可跨店累計)、板橋店/新板店(可跨店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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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如需辦理退貨，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活動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各銀行保留修改、變更、取
消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中國信託銀行、花旗銀行、玉山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台新銀行、聯邦銀行、永豐銀行、第一銀行、新光銀行、日盛銀行、兆豐銀行、台北富邦銀行、華南銀行、合作金庫、滙豐銀行、
星展銀行、臺灣銀行、彰化銀行、凱基銀行、遠東銀行、台灣企銀、元大銀行、土地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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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23 Fri.- 2023.1.03 Tue.

適用專櫃與分期期數請洽詢專櫃人員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2.9.23 Fri.- 2023.1.03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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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卡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滿6,000
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2,000
贈 商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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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分期滿10,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3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9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刷CUBE卡選樂饗購享小樹點(信用卡)

3%回饋無上限，10點可折抵10元

※分期禮限擇一門檻兌換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800份

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1,00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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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20,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50,000
贈 誠品禮券800
乙份，限量8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限單筆分期刷卡兌換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每月限量180份

滿10,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每月限量135份

單筆滿13,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每月限量90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分期禮限擇一門檻兌換

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43,000
贈 誠品禮券7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3,000
贈 誠品禮券1,1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滿15,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3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份

滿60,000
贈 誠品禮券1,000
乙份，限量20份

滿18,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50份

滿3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500
乙份，限量50份

※分期禮限擇一門檻兌換

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9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600份

滿40,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25,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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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行動支付僅限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消費兌換，實體卡與行動支付若綁定同張信用卡，二者刷卡消費金額恕不得合併計算亦不得重複兌換；其餘行動支付消費恕不得參加。●兌換須出示
實體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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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請出示銷貨明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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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卡及VISA金融卡／華南銀行VISA金融卡及JCB晶緻悠遊DEBIT卡／臺灣銀行商務卡及採購
卡／彰化銀行VISA金融卡之消費恕不得兌換。●以上活動限於西門店/武昌店(可跨店累計)、板橋店/新板店(可跨店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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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如需辦理退貨，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活動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各銀行保留修改、變更、取
消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中國信託銀行、花旗銀行、玉山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台新銀行、聯邦銀行、永豐銀行、第一銀行、新光銀行、日盛銀行、兆豐銀行、台北富邦銀行、華南銀行、合作金庫、滙豐銀行、
星展銀行、臺灣銀行、彰化銀行、凱基銀行、遠東銀行、台灣企銀、元大銀行、土地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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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23 Fri.- 2023.1.03 Tue.

適用專櫃與分期期數請洽詢專櫃人員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2.9.23 Fri.- 2023.1.03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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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卡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滿6,000
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2,000
贈 商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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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分期滿10,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3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9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刷CUBE卡選樂饗購享小樹點(信用卡)

3%回饋無上限，10點可折抵10元

※分期禮限擇一門檻兌換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800份

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1,00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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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20,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50,000
贈 誠品禮券800
乙份，限量8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限單筆分期刷卡兌換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每月限量180份

滿10,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每月限量135份

單筆滿13,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每月限量90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分期禮限擇一門檻兌換

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43,000
贈 誠品禮券7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3,000
贈 誠品禮券1,1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滿15,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3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份

滿60,000
贈 誠品禮券1,000
乙份，限量20份

滿18,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50份

滿3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500
乙份，限量50份

※分期禮限擇一門檻兌換

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9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600份

滿40,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25,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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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4F  5F  1F

特賣會及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

列入累計：西門店│B1-POP MART。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Buttermilk；5F-The CAPE。板橋店│1F-STUDIO A、SAMSUNG；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春水
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 、全家便利商店；2F-1010湘、有情門；3F-默爾pasta & pizza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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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準或請上迷誠品網站查詢。●排除專櫃若有異動或其他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

聖誕暖心  
誠品獨家會員滿額禮

3,600 

；  | 100%

5,000 250
8,000 

；  | 100%

2022

11.11 Fri.

2023

1.03 T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