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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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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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西門店B1／武昌店4F顧客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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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Fri. - 2023. 1.03 Tue. 黑卡會員專屬滿額禮

單筆
消費滿1,500
贈SHARECO 香水吊卡 乙個（價值380元）

●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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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恕不與「聖誕暖心會員滿額禮」、「黑卡／金卡會員專屬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西門店｜B1-POP MART；2F-丸亀製麵；3F-誠品書店；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類商品、黃金工資，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Buttermilk；5F-The CAPE；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
●「SHARECO 香水吊卡 」西門店、武昌店各限量150個，數量有限，贈完為止。贈禮款式以現場實際為主，隨機贈送，恕不可挑選。

11.11 Fri. - 2023. 1.03 Tue. 白卡會員專屬滿額禮

11.11 Fri. - 2023. 1.03 Tue. 金卡會員專屬滿額禮

當日
累計滿30,000
贈日本BRUNO手持蒸氣熨斗 乙台（價值2,480元）

●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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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恕不與「聖誕暖心會員滿額禮」、「金卡／白卡會員專屬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西門店｜B1-POP MART；2F-丸亀製麵；3F-誠品書店；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類商品、黃金工資，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Buttermilk；5F-The CAPE；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
●「日本BRUNO手持蒸氣熨斗 」西門店、武昌店各限量15台，數量有限，贈完為止。贈禮顏色以現場實際為主，隨機贈送，恕不可挑選。

●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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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恕不與「聖誕暖心會員滿額禮」、「黑卡／白卡會員專屬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西門店｜B1-POP MART；2F-丸亀製麵；3F-誠品書店；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類商品、黃金工資，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Buttermilk；5F-The CAPE；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
●「KINYO充電式暖暖寶 」西門店、武昌店各限量100個，數量有限，贈完為止。贈禮顏色以現場實際為主，隨機贈送，恕不可挑選。

當日
累計滿12,000
贈KINYO充電式暖暖寶 乙個（價值9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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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於西門店／武昌店  
單筆
消費滿1,500即可獲得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 乙次
有機會抽中iPad(64G) 乙台（價值10,500元，限量1台）

11.11 Fri. - 2023. 1.03 Tue. 耶誕抽獎趣 ! ﹝本活動請至誠品APP操作﹞

11.11 Fri. - 2023. 1.03 Tue. 誠品點好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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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店｜B1-POP MART；3F-誠品書店。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Buttermilk；5F-The 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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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領獎項時間請依照誠品APP【中獎明細】頁面上說明為主。
●贈禮顏色以現場實際為主，圖片僅供示意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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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活動頁面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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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出示實體誠品人會員卡、有照證件或官方版行動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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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提供運送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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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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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卡會員專屬滿額禮、耶誕抽獎趣活動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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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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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門店 西門店
西門店

武昌店
西門店、武昌店

POP MART  
LABUBU 帆布袋
價值330元︱限量50份

POP MART
Molly 小畫家化妝鏡
價值350元︱限量50份

BIS IN DEI
膠囊零錢包
價值990元︱
黑色 / 粉色各限量7個、 
藍色 / 咖啡色各限量6個

雷諾瓦拼圖  
兔巴哥／傻大貓／
豬小弟(108片)

價值529元︱
兔巴哥限量8個、傻大貓
限量18個、豬小弟限量12個

花花草草療癒多肉植物店  
手作體驗課程兌換券
價值450元︱
西門店、武昌店各限量100份

660 點 700 點

1,060 點
或

110 點＋200 元

900 點
或

100 點＋150 元

1,980 點
或

200 點＋350 元



西武│Ximen Wuchang│

首席國際香水｜武昌店2F

Gucci Bloom 花悅沁郁女性淡香精 30ml 
特價2,200｜原價3,100

KANGOL｜西門店1F

Light 尼龍抽繩水桶包 
特價1,480｜原價2,080

KANGOL｜西門店1F

CORD燈芯絨報童帽 
特價2,000｜
原價2,880

大師修SHIFU｜
西門店3F

OnPro PD18W
快充行動電源 
推薦價898

交
換
禮
物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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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JINS｜武昌店3F

JINS X Dick Bruna 
米飛聯名款 
超細纖維眼鏡布  
推薦價150

JINS｜武昌店3F

JINS X Dick Bruna 米飛聯名款    
推薦價2,480-2,980

❷

❸

❹

❺

❻
❼

❽

❾

❿ ⓫

⓬ ⓭

❶

❼｜男研堂｜武昌店3F

胺基酸多功能洗面乳100ml＋
貓掌洗臉刷 X 1 
特價799｜原價1,210

❷｜莉莉可 R Floral&Candle｜武昌店2F

女神永生花圈 
推薦價1,580

❹｜expo BEAUTY｜武昌店1F

THE D / 香衣水 
推薦價750

❽｜YBG.INC｜武昌店1F

SHARECO香水 
推薦價1,580

❾｜RECA Alquimista｜武昌店2F

atmosphere 陽光琥珀擴香禮盒 
特價1,280｜原價1,580

❶｜A Plastic Project｜武昌店2F

BT21 minini吸吸杯禮盒組 
特價990｜原價1,180

❺｜札幌藥粧｜武昌店1F

凜戀 rinRen R5th 洗髮精 / 潤髮乳 
推薦價499

❻｜札幌藥粧｜武昌店1F

心屋本舖入浴劑 
推薦價99

❿｜馥雩。沉藝｜武昌店2F

咬錢招財蛙陶藝擺件 
特價2,380｜原價2,500

⓬｜DIMENSION｜西門店2F

日系創意風格襪 
特價99｜原價180

❸｜DIMENSION｜西門店2F

日系藤編手提小廢包 
特價460｜原價680

⓭｜香氛殿堂｜西門店3F

UDV 小小香氛禮盒
戀愛特調 / 誘惑特調
特價399｜原價500

(優惠2件600)

⓫｜S'AIME｜武昌店1F

寶石斜背馬鞍包 
推薦價1,780

心
意
交
換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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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S｜武昌店3F

JINS X Dick Bruna
米飛聯名款 眼鏡收納袋 
推薦價500

S'AIME｜武昌店1F

直式提把巧酥小方包 
推薦價1,680



美國 PADDYWAX大豆蠟燭
聖誕鐵盒系列-14小時蠟燭 (五款插畫&香氣)
特價490｜原價590

美國 KIKKERLAND趣味禮品
桌面高爾夫兩用馬克杯｜特價442｜原價520

德國 dorothee lehnen
手工羊毛氈方形熱水袋/ 愛心/白色愛心淡翡翠綠底
特價1,080｜原價1,280

首席國際香水｜西門店2F

BVLGARI 寶格麗極地冰峰60ML
特價2,100｜原價3,350

甜蜜約定｜西門店2F

HelloKitty
Cosplay 虎  銀墜  
特價2,700｜原價3,700

甜蜜約定｜西門店2F

SNOOPY
迎向未來黃金墜
特價6,900｜原價8,210

My Story｜西門店3F

My Melody美樂蒂純銀耳環  
特價1,980｜原價2,080

首席國際香水｜西門店2F

COACH 曠野玫瑰30ML ｜
特價1,200｜原價1,750

首席國際香水｜武昌店2F

Gucci Bloom 花悅女性淡香精 30ml 
特價2,200｜原價3,100

S'AIME｜武昌店1F

證件夾泡芙鍊條包 
推薦價1,780

Peachup｜武昌店2F

臀膜 (緊緻翹臀、保濕修復、
美臀亮白、抗痘去角質)  

單包320元，多包組合價
依現場優惠為主

RECA Alquimista｜武昌店2F

RECA.CO Cactus 米白 
特價1,280｜原價1,380

交
換
禮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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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hty Jaxx
海賊王系列_王下七武海半剖公仔 
推薦價390 / 單入

TOBIcoBACO
日本 豐田產業TOBIcoBACO跳箱收納盒/
 Punva堆疊式3層 
特價1,683｜原價1,980

誠品線上
一掃即購

努力工作沒時間
日夜夢迴無思緒 誠品好推薦

Yuda Mask｜西門店2F

原創插畫平面口罩 X2＋ 造型口罩香氛扣 X1 
推薦價 499 

奕綸口罩｜西門店2F

MD醫療輕色系莫蘭迪/成人/30入
特價207｜原價259

4D立體防護口罩丹寧系列/8入
特價134｜原價168

日本和服系列/成人/30入
特價239｜原價299

COMEBUYTEA｜西門店1F

五彩品茗禮盒
醇香四季8g X 5包＋日月潭蜜香紅 6g X 5包＋
五彩環濾泡壺300ml
特價1,161｜原價1,490

「出示誠品會員，方享特價優惠」

COMEBUYTEA｜西門店1F

藏
焙韻金萱20g X 6罐＋
極品冬片比賽茶20g X 6罐
特價1,251｜原價1,890

「出示誠品會員，方享特價優惠」

Wacaco
Wacaco Picopresso
高階版隨身咖啡機/ 
最新第三代/ 禮盒組 
特價3,314｜原價3,899

● 11/11-12/25，WACACO全品項85折



西武│Ximen Wuchang│ 酷炫收藏 誰最富

EDWIN｜武昌店3F

江戶勝羊羔毛牛仔外套 
推薦價4,690

漂流 Drift Zine｜武昌店3F

日款粉紫金工牡丹經典黑羽絨和服
推薦價2,180

❻｜小宇宙溜溜球｜武昌店3F

『燃燒你的小宇宙溜溜球組』
Hertz蝶型溜溜球一顆＋
D3蛋型溜溜球一顆＋
Magicyoyo溜溜球專用繩一盒
推薦價1,599

❾｜馥雩。沉藝｜武昌店2F

鹿皮出土 地藏王菩薩
特價3,280｜原價3,500

❶｜ASIA GOAL｜武昌店3F

麥法蘭 7吋 DC GAMING  可動公仔套組
(夜翼 / 紅頭罩 / 羅賓 / 蝙蝠女)
特價1,500｜原價2,598

● 限量10組

❹｜ASIA GOAL｜武昌店3F

麥法蘭7吋巫師 利維亞的傑洛特
WOLF ARMOR可動公仔＋
12吋巫師寒冰巨人

全系列第二件2折

❸｜漫坑｜武昌店2F

Mego 8吋DC吊卡系列
特價1,250｜原價1,500

❷｜漫坑｜武昌店2F

美國漫畫
推薦價350起

VANA Candle｜西門店1F

聖誕瑞典香氛蠟燭束口禮袋
a.聖誕蠟燭75g＋瑞典製火柴盒｜特價490｜原價770

b.聖誕蠟燭75g＋LED蠟燭｜特價490｜原價770

c.永恆記憶擴香＋托盤｜特價590｜原價1,230

❿｜野獸國｜西門店3F

火箭三眼怪
特價935｜原價1,099

⓫｜野獸國｜西門店3F

PX301皮克斯球&
頑皮跳跳燈水晶球
特價1,360｜原價1,600

❺｜香氛殿堂｜西門店3F

克羅尼雅系列 古龍水禮盒｜
推薦價4,299 

高貴系列 玫瑰花淡香精禮盒｜
推薦價4,999

❿

❽｜莉莉可 R Floral&Candle｜武昌店2F

浪漫小花束浮游花瓶
推薦價1,580

❷ ❸ ❹

❺

❻

❶

❽
❾

⓫

❼｜XRAGE｜武昌店3F

七龍珠 悟空地墊 
推薦價1,000



野獸國｜武昌店B1

【預購】DAH-027DX 玩具總動員 安迪 大衛斯 豪華版
預購價1,971｜建議售價2,190

(預計發貨日-2023年第二季)

野獸國｜武昌店B1

【預購】DAH-033DX 玩具總動員 阿薛 飛利浦 豪華版
預購價1,791｜建議售價1,990

(預計發貨日-2023年第二季)

Pintoo｜西門店3F

小熊維尼系列
維尼手繪風 / 329片 / 
推薦價499
(任選2件9折)
(2022/11/10~2022/12/31)

Pintoo｜西門店3F

KORIRI不可思議的貓世界
上學去 / 233片
推薦價359
(任選2件9折)
(2022/11/10~2022/12/31)

Pintoo｜西門店3F

V1100賀卡拼圖 - 
曼蒂 - 甜蜜聖誕 / 48片
推薦價260

雷諾瓦拼圖文化坊｜武昌店2F

2022/12/2-2022/12/25
愛現聖誕
108片拼圖＋愛現框
優惠價999

雷諾瓦拼圖文化坊｜武昌店2F

2022/12/2-2022/12/25
愛現聖誕
54片拼圖＋愛現框 
優惠價499

Pintoo｜西門店3F

賀卡拼圖 - 
Hello Kitty系列 - 
歡慶聖誕 / 48片
推薦價280

JEKCA｜西門店3F

柴犬達摩S系列
特價1,999｜原價2,470

● 限量10組

這東西太酷了，錢錢對不起！！

誠品生活西門店 2F 誠品生活武昌店 3F



西武│Ximen Wuchang│

Handmade Heart Warm

COWA｜西門店3F

皮革鑰匙圈
特價790｜原價880

PIFA｜西門店2F

永恆經典簡約四爪項鍊
特價1,680
原價1,980

寇比手工皮件｜西門店2F

復古學院風真皮2WAY郵差包22270
特價3,900｜原價5,280

YANKEE CANDLE｜西門店3F

瓶中燭22oz＋燈罩
推薦價2,388

木雕森林｜武昌店3F

公版手機殼全面8折，如需客製化請洽專櫃 

花花草草多肉植物店｜武昌店3F

圓葉山烏龜
推薦價800

花花草草多肉植物店｜武昌店3F

熊童子
推薦價600

meil 文創｜西門店3F

❶｜飲料杯袋｜推薦價75
❷｜壓克力吊飾｜推薦價120起
❸｜手帳貼紙｜推薦價55
❹｜手捏手繪小公仔｜推薦價280
❺｜恐龍貼紙｜推薦價100
❻｜恐龍明信片｜推薦價45
❼｜貼紙｜推薦價15

莉莉可 R Floral&Candle｜武昌店2F

手作客製化花藝、韓式蠟燭課程 
推薦價1,280起

Silver Spring。金工。手作銀飾｜武昌店2F

銀戒課程，二人同行95折
誠品會員加贈敲敲鑰匙圈課程

Ciao Play｜武昌店2F

23 PLUS 流體熊套組
（23公分流體熊 X 1、吊飾小熊 X 1）
特價1,150｜原價1,280

Ciao Play｜武昌店2F

流體熊畫 PRO MAX
(23公分流體熊X2，
40公分X40公分畫板X1)
特價2,099｜原價2,480

Ciao Play｜武昌店2F

簇絨鏡子
特價1,580｜原價1,800

雨沢屋｜武昌店2F

手工純銀貓咪木棉珠項鍊
推薦價980

雨沢屋｜武昌店2F

手工純銀月光石淡水珍珠耳勾
推薦價880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❼

羅亞戴蒙｜西門店2F

逐流
特價2,200｜原價2,750

暖心手作  零失誤

MUJI 無印良品｜西門店B1

羊毛織大判披肩
深藍格紋
推薦價890



誠品生活西門店 B1



西武│Ximen Wuchang│

⓭｜eyesbook｜武昌店2F

雷朋 RB3764D｜特價4,760｜原價5,950

⓯｜eyesbook｜武昌店2F

雷朋 RB4379D
特價4,760｜原價5,950

M.A.C｜武昌店1F

全新霧幻性感唇膏五色組
特價2,800｜原價3,950

M.A.C｜武昌店1F

濃密煽情大眼組 
推薦價1,350｜原價1,780 

盛裝出席閃整路

❷
G2000｜西門店2F

男性修身襯衫 
推薦價1,672

❶
G2000｜西門店2F

男性休閒西裝外套 
推薦價5,272

❸
G2000｜西門店2F

男性窄版休閒褲 
推薦價2件2,999

❹
FindNew 帆紐｜西門店B1

Pallashock Hiker 
推薦價3,380

❻
ZANZAN冉冉｜西門店1F

愛麗絲兔兔針織背心 
推薦價1,150

馥雩。沉藝｜武昌店2F

SUANA Ayzit 項鍊 
推薦價2,180

馥雩。沉藝｜武昌店2F

SUANA Umay 耳環
推薦價1,590

❺
NEW ERA｜武昌店4F

洋基老帽 石灰白
推薦價1,380

IZZUE-ARMY｜西門店1F

MA1雙面外套
推薦價12,590

IZZUE-ARMY｜西門店1F

軍風工作褲
推薦價4,790

❾｜Alexandre Christie｜西門店2F

2984LHB 
推薦價4,200

⓮｜Alexandre Christie｜
西門店2F

9205MC 
推薦價7,000

❷

❸

❹

❻

❼

❽

❿

⓫

⓬

⓭

❶

❺

❾

⓮

⓯

⓰

La Mode｜西門店2F

ROAV摺疊墨鏡 8折起

❾
PORTER INTERNATIONAL｜
西門店1F、武昌店1F

PAWN 托特包
推薦價3,250

⓫
PORTER INTERNATIONAL｜
西門店1F、武昌店1F

NEW HEAT JET BLACK 腰包
推薦價5,250

⓬
FindNew 帆紐｜西門店B1

OFF-GRID LO UTILITY 
推薦價3,080

❼
寇比手工皮件｜西門店2F

真皮半月馬鞍包 
特價2,700｜原價3,580

❽
ZANZAN冉冉｜西門店1F

側綁繩高腰打摺褲 
推薦價1,080

❿
NEW ERA｜武昌店4F

洋基老帽 皇家藍
推薦價1,380



COWA｜西門店2F

提包｜特價6,190｜原價6,800

BIS IN DEI｜西門店2F

CI049C2 ｜推薦價2,990

COWA｜西門店3F

長夾 
特價4,700｜原價5,280

POLINIQ｜西門店2F

蝶舞銀白K手鍊 
特價3,588｜原價4,800

WAVE SHINE｜西門店1F

率性落肩單寧短外套 
推薦價1,390

ChooShop｜西門店1F

公牛經典腰包｜推薦價1,380
公牛經典帽T｜推薦價1,980
公牛經典棉短褲｜推薦價1,380

SOLOMAX｜西門店1F

奶瓶材質系列｜特價1,990 (配到好)｜原價2,990

CACO｜武昌店4F

奇奇蒂蒂毛織上衣
推薦價1,090

CABRON｜武昌店4F

THUG JESS NECKLACE BRASS
特價1,780｜原價1,880

CABRON｜武昌店4F

STATELY GALAXY BRACELET古銀
特價2,830 ｜原價2,980

Taiwanize｜武昌店3F

復古老虎商標大印花中性寬版
落肩純棉連帽T恤
推薦價4,280

Vivienne Westwood｜武昌店1F

Anna羊毛格紋相機包
推薦價17,900

Levi's｜西門店2F、武昌店3F

90's Trucker牛仔外套｜推薦價 4,390
Baggydad直筒牛仔褲｜推薦價 3,990

Macro Way｜武昌店3F

LOGO 長T
特價1,800｜原價2,280 

PLAYBOY｜西門店2F

翻蓋斜背包 Refined系列 米白
特價3,042｜原價3,380

iPink｜西門店1F

愛的小護士(黑/白) 
推薦價1,280

Sexy in Shape｜武昌店2F

心動蕾絲組合
特價999｜原價1,290

ChooShop｜西門店1F

SCANDINAVIAN FOREST
北歐小刺蝟-FLOW608 長腿輕量復古老爹鞋 
特價1,980｜原價2,280

TOOT｜西門店2F

Half-monogram Pattern NANO 內褲 
推薦價1,700

WAVE SHINE｜西門店1F

收腹綁帶針織長腿寬褲 
推薦價1,290

Bling Bling 的你 就是全場焦點

❾
PORTER INTERNATIONAL｜
西門店1F、武昌店1F

PAWN 托特包
推薦價3,250

❿
NEW ERA｜武昌店4F

洋基老帽 皇家藍
推薦價1,380



❶

❷

西武│Ximen Wuchang│

❸

❹

❺

❻

❼

❽

❾

❿

⓫

⓬

⓭

⓮

質感生活  享滿足 宅在家時間多
人人都是設計師

❶｜CALVIN KLEIN JEANS ｜西門店1F

格紋襯衫式外套
推薦價7,580

❷｜CALVIN KLEIN JEANS ｜西門店1F

90年代雙色直筒牛仔褲
推薦價7,580

❸｜CALVIN KLEIN JEANS ｜西門店1F

BONDED FLEX 薄墊無鋼圈胸罩(女)
推薦價2,680

❹｜CALVIN KLEIN JEANS ｜西門店1F

BOUNEDE FLEX 彈力比基尼內褲
推薦價1,280

❽｜Fantino Home凡第諾家居 ｜西門店B1

膠原蛋白襪
推薦價190起 (任選3件79折)

❺｜XRAGE｜武昌店3F

花火尺玉香氛蠟燭(2入) 
推薦價380

❼｜G SELECT｜武昌店4F

FLAVOUR 擴香禮盒組
特價550｜原價619

❻｜大創DAISO｜武昌店4F

坐墊
推薦價69

⓫｜ROOTS ｜西門店1F

城市悠遊系列修身外套(男)
推薦價4,280

❿｜ROOTS ｜西門店1F

城市悠遊系列修身長褲(男)
推薦價3,580

⓬｜大創DAISO｜武昌店4F

造型靠枕
推薦價99

❾｜大創DAISO｜武昌店4F

地墊
推薦價99

⓭｜MUJI 無印良品 ｜西門店B1

頭皮護理洗髮精600ml｜推薦價399，水漾潤澤洗髮精600ml｜推薦價539
受損修護洗髮精600ml｜推薦價539

⓮｜大創DAISO｜武昌店4F

多功能保暖膝上毯
推薦價99



VANA Candle｜西門店1F

聖誕幾何款暖燈禮盒
特價1,990｜原價2,980

買一送一，買任一暖燈送蠟燭 X 1

MurMurTalk毛毛頭寵物俱樂部 ｜西門店2F

Doter-實木方窩抓抓貓跳台
特價3,600｜原價4,500

MurMurTalk毛毛頭寵物俱樂部 ｜西門店2F

Doter-弧型躺椅貓跳台
特價1,200｜原價1,500

TOOT ｜西門店2F

Funky Fresh 長袖T
推薦價4,900

expo BEAUTY｜武昌店1F

Laboratory Scent
實驗室香氛 / 元素擴香
推薦價1,380

TalYah｜武昌店1F

FILORGA玻尿酸保濕精華30ml送去角質淨化霜15ml＋
新肌賦活晚安面膜15ml(30ML送30ML)
特價1,584｜原價3,374

Fantino Home凡第諾家居 ｜西門店B1

印花袋包系列
特價250元起，任選2件79折

Fantino Home凡第諾家居 ｜西門店B1

有機棉冬季寢具
四件組特價9折 

(誠品會員獨家81折)

ASIA GOAL｜武昌店3F

聖誕倒數 迪士尼經典系列 24PDQ
特價1,760｜原價2,200

ASIA GOAL｜武昌店3F

聖誕倒數 漫威聖誕節2022  24PDQ
特價1,760｜原價2,200

皮小姐衣櫃｜武昌店2F

美臀馬甲組（美臀馬甲緊身褲＋心機領域背心）
特價1,111｜原價1,660

皮小姐衣櫃｜武昌店2F

溫感美組合 溫感美短版上衣＋高腰暖腹褲
特價599｜原價780

ONE BOY｜西門店1F

無尺碼無鋼圈舒適無痕內衣
推薦價550
(任選三件1,500)

MUJI 無印良品 ｜西門店B1

撥水加工尼龍附筆套肩背包 (灰色)
推薦價750



西武│Ximen Wuchang│

冬季戀曲 雨和舞
Life8 ｜西門店2F

防水噴霧 
加購價168｜原價290

(購買任一商品即可享
此優惠，售完為止)

MUJI 無印良品 ｜西門店B1

可減輕肩膀負擔撥水加工聚酯纖維
附手把後背包 (綠色)
推薦價890 Life8 ｜西門店2F

抗曬防潑水連帽外套 (附收納袋)
特價599｜原價1,280

FX CREATIONS｜西門店2F

【OUTDOOR】風格前線-15.6吋電腦後背包
特價2,222｜原價2,580

PALLADIUM選品｜武昌店4F

TIMBUK2 CLASSIC MESSENGER 郵差包 XS 
推薦價3,180

PALLADIUM選品｜武昌店4F

日韓限定POLER RAIN COAT
可收納式防水斗篷
推薦價2,980

大創DAISO｜武昌店4F

雨傘 
推薦價99

大創DAISO｜武昌店4F

雨衣 
推薦價99

PALLADIUM選品｜武昌店4F

PALLASHOCK TRAVEL WP＋
推薦價4,280

PALLADIUM選品｜武昌店4F

PALLADIUM RCYCL LT＋WP＋Z
輕量拉鍊防水靴
推薦價3,580

Ximen Wuchang
NEW OPENING西武│新櫃登場│

MUJI 無印良品 ｜西門店B1

空間芬香油 180ml.
推薦價599

ONE BOYONE BOY｜西門店1F｜西門店1F

2008年，為打造舒適的衣著體驗、實踐機能兼具
時尚的理念，我們成立了品牌—ONE BOY。
ONE BOY—擁有赤子之心及淳樸的本質，從基本
的布料挑選到質感的嚴格把關，無一不細膩謹慎，
就是要帶給消費者最貼心的穿著體驗。
一個男孩的成長之路充滿泥濘及挑戰，我們將創造
機能界的時尚王國，將oneboylife融入你我生活，
城市機能、開關由我。

Ciao Play Ciao Play ｜武昌店2F｜武昌店2F

在這科技發達的年代，商品的種類琳瑯滿目，但總
是難以體現獨特性與紀念意義；Ciao Play提供多
樣性的項目可以讓大家來發揮自己的創意，不論是
手作地毯還是流體熊都可以做出獨一無二屬於自己
的作品！非常適合親子、朋友、情侶，一起來體驗
這充滿儀式感的活動!!!
讓手作的溫度傳送到每一個人心裡。

莉莉可 R Floral&Candle 莉莉可 R Floral&Candle ｜武昌店2F｜武昌店2F

“因為重視，所以才要親手做”花禮
定制‧花禮工作坊‧手工蠟燭定制‧
蠟燭工作坊．韓式蠟燭、石膏證書課
程。

New
Open

New
Open

New
Open

冬天濕又冷，誠品陪你暖暖過



品好乳酪｜武昌店1F

抹茶草莓蛋糕捲
推薦價580

COMEBUYTEA｜西門店1F

柴茶鮮奶波霸Q珍珠
特價90｜原價100

「出示誠品會員，方享特價優惠」

丸亀製麵｜西門店2F

番茄雞肉烏龍麵  
賞味價
(中)134 / (大)164

綠蓋茶館｜西門店3AF

鮮檸茶
推薦價85

小樽手作珈琲｜西門店3F

小樽鬆餅套餐
小樽招牌咖啡＋珍珠鮮奶油鬆餅｜特價320｜原價340
(可補差價更換任意飲品)

品好乳酪｜武昌店1F

黑糖奶蓋糬薯泡芙
推薦價150

老彭友秘制辣掌｜武昌店1F

小菜指定2罐＋小菜任選3罐
優惠價1,225 (加價99，另贈不鏽鋼環保餐具1組)

RECA Alquimista｜武昌店2F

喬銘巧克力精裝禮盒(10入)
特價520｜原價680

點心時刻好幸福

誠品生活武昌店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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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