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郵寄名條
黏貼處

meet.eslite.com
迷誠品網站  誠品人 eslite  APP

立即體驗！ www.eslite.com
誠品線上

誠品生活松菸店 eslite spectrum songyan store
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捷運板南線 市政府站1號出口，步行約400公尺

No.88, Yanchang Rd., Xinyi Dist.,Taipei 110, Taiwan (R.O.C.)
MRT: Exit 1, Taipei City Hall station, Line 5｜TEL: 02-6636-5888

商場 retail / 書店 bookstore│11:00am - 10:00pm

表演廳 performance hall│依各活動開放入場時間為準

誠品畫廊 eslite gallery 
週日 Sun.～週一 Mon.│不營業／週二～週六 Tue. - Sat.│11:00am - 7:00pm

電影院 art house 
週一～週六 Mon. - Sat.│11:00am - 10:00pm
週日 Sun.│10:00am - 10:00pm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國父紀念館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捷運市政府站
MRT City Hall Station

臺北文創
Taipei New Horizon

松山文創園區
Songshan
Cultural Park

光
復
南
路 G

uangfu S. R
d.

市民大道五段 Sec. 5, Civic Blvd.

忠孝東路四段 Sec. 4, Zhong Xiao E. Rd.

松高路 Songgao Rd.

菸廠路 Yanchang Rd.

6.01 Wed. - 7.05  Tue.

2022

松菸店
 song yan store

6.01 Wed. - 7.05 Tue.

2022

滿 送

信用卡、eslite Pay及行動支付滿額享回饋

刷指定銀行3%~5%／悠遊付最高10%回饋
誠品獨家限定禮   6.07 Tue. - 7.05 Tue.

來店禮｜單筆滿500即可
兌換MASK BOY行李吊牌

滿額禮｜滿3,600起即可
兌換即刻出發 極輕兩用包

加碼禮｜消費滿額再送誠品行旅餐券／住宿券

指定專櫃單筆消費滿額

滿 送

6.01 Wed. - 6.06 Mon. 

滿額再加碼   6.07 Tue. - 7.05 Tue.

金／黑卡單日累計滿80,000
即可
兌換 Harman Kardon藍牙喇叭

會員單日累計滿150,000
即可
兌換 BALMUDA空氣清淨機

會員專屬活動

6.01 Wed. - 7.05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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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Wed. - 6.15 Wed. 浪漫618．精明全天候 線上下同慶

6.01 Wed. - 6.30 Thu. eslite Pay 輕鬆Pay！

6.01 Wed. - 7.05 Tue. 悠遊付 創造你的無現生活

登入誠品線上活動頁
6.18 Sat.-6.20 Mon. 單筆消費滿5,000即可抵用

即可
領取

當日
累計

指定門市$618電子抵用券

※領券期間：6.01 Wed. ─ 6.15 Wed.

●活動期間每會員限領乙次，恕不得轉贈或累抵。●會員登入活動頁領取後，系統將自動發送電子抵用券至誠品人APP會員帳號內，可於誠品人APP【優惠券】中查詢。●本券限於指定門市之商場專櫃、誠品書店，單筆消費滿$5,000可抵用，使用期間為6.18 Sat. 至 

2022.6.20 Mon.止，逾期無效，詳細使用說明請見券面說明為準。●以下專櫃恕不可抵用：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B1-丸亀製麵；1F-台灣大哥大門市；3F-謙碩服飾修改室、eslite premium 黑卡中心、聚聚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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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請詳見全館活動注意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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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陽信銀行信用卡之顧客請
於當日持手機裝置畫面、電子發票（含銷貨明細）至指定地點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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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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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內贈完即兌畢，恕不再另行公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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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6.30 Thu.止，逾期無效，其餘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丸
亀製麵；1F-台灣大哥大門市。●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銀行$200電子抵用券」：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丸亀製麵；1F-台灣大哥大門市；3F-謙碩服裝修改室。●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銀行$200電子抵用
券」乙張，並以此類推：誠品書店（含兒童館、音樂館、文具館、精品館、livingproject、知味市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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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與玉山銀行、花旗銀行、聯邦銀行、星展銀行及陽信銀行保留活動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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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借現金手續費及其他費用資訊，請參閱各發卡銀行官網

綁定指定銀行信用卡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惟陽信銀行贈品形式為誠品禮券，兌換需至2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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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線上

悠遊付下載

●以下專櫃恕不配合，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準：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丸亀製麵；1F-台灣大哥大門市。●回饋資格：悠遊付付款成功之金額需排除各類行銷折抵或退貨之退款，始判定回饋資格。●悠遊付回饋
金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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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金額以「單筆實際消費額」計算回饋，四捨五入計算至個位數。●回饋時程：悠遊付回饋金將於活動結束次月月底前回饋至悠遊付錢包，請於Easy Wallet APP點選「我的」→「交易紀錄」
→「收入」內查詢，恕不另行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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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信用卡循環信用利率、預借現金手續費及其他費用資訊，請參閱各發卡銀行官網

活動詳情

使用「悠遊付」付款，筆筆皆享5%回饋，

消費最高享5%回饋

即可
兌換滿6,000 限量400份（內含｜銀行$200電子抵用券X1張）200乙份
即可
兌換

單筆
消費

滿20,000 限量200份（內含｜銀行$200電子抵用券X5張）1,000乙份

滿1,000再享5%回饋，
總回饋上限30萬元，贈完即止! 
※每帳戶回饋上限200元，額滿將於悠遊卡Facebook官方粉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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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額回饋 兌換地點│2F顧客服務中心

SPECIAL
OFFER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6.01 Wed. - 7.05 Tue. 會員滿額抽 - 即刻出發，度假趣！

6.07 Tue. - 7.05 Tue. 會員來店禮 - MASK BOY 行李吊牌！

●本活動採系統自動兌換抽獎機會●本活動將於7.15 Fri.公告中獎名單於迷誠品網站。●活動詳情與其他未盡事宜，請見迷誠品網站以及誠品人APP遊戲任務公告為主。●圖片僅供示意參考

即刻出發！MASK BOY行李吊牌 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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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2F-誠品知味市集； 

3F-誠品書店（含兒童館、音樂館、文具館、精品館、living proj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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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1,000即享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乙次單筆
消費

有機會抽中：2021全新開幕高雄洲際酒店
豪華經典房住宿券 （價值19,540元／組，共5組）

BL.T33大廳酒吧英式下午茶組 （價值880元／組，共5組）

誠品點1,000點

單筆
消費

即可
兌換滿500

特別合作:

●兩門檻贈禮恕不累贈，每卡每日限各兌換乙份，活動期間限各兌換六份。●本活動需至顧客服務中心進行登記兌換，活動結束後統一於2022.7.18 Mon.以電子券型式匯入【誠品人APP】會員帳戶內，匯入時同步以簡訊通知。●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
計：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不可與「會員加碼禮 」、「會員大戶禮」活動重複兌換。●「誠品行旅The Chapter Café 饗樂套餐電子兌換券」使用期限至2022.11.30 Wed.，不分平假日皆可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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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行旅雅緻客房住宿電子兌換券」使用期限至2022.11.30Wed.，限週日至週四入住，如欲入住週五、週六或連續假期（含前一日），每房須加價1,5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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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 Tue. - 7.05 Tue. 會員加碼禮 身心靈的漫遊饗宴 

滿20,000
誠品行旅 The Chapter Café 饗樂套餐 乙份（價值1,430元）

滿36,000
誠品行旅 雅緻客房住宿 乙晚（價值16,000元）
※本活動需至顧客服務中心進行登記兌換

即可
兌換

即可
兌換

滿額即享指定回饋當日
累計

※ 圖片僅供示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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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額回饋 兌換地點│2F顧客服務中心

SPECIAL
OFFER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6.07 Tue. - 7.05 Tue. 金／黑卡會員加碼禮

6.01 Wed. - 7.05 Tue. 會員大戶禮

●活動期間每會員／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注意事項請詳見全館活動注意事項說明。

●活動期間每會員／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注意事項請詳見全館活動注意事項說明。

金／黑卡會員
贈【Harman Kardon】Citation Oasis 
多功能智能聲控藍牙喇叭   （價值7,990，限量5組）

4

會員

滿80,000 （含以上）

滿150,000 （含以上）

當日
累計

當日
累計

贈【BALMUDA】The Pure空氣清淨機 （價值18,880，限量2組）

滿額回饋 兌換地點│2F顧客服務中心

SPECIAL
OFFER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6.07 Tue. - 7.05 Tue. 誠品點好好用 - 即刻出發，清涼一夏！

●本活動需先下載並登入誠品人APP會員帳號方可進行兌換。兌換方式：登入誠品人APP →誠品點數→點數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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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每會員/每門市限兌換乙張電子抵用券，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扺用券限指
定專櫃，不限消費金額抵用，單筆消費限使用乙張，使用期限至 2022.7.11 M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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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將自動發送電子抵用券至誠品人APP會員帳號內。●若因不可抗拒因素，取消點數商品兌換，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網站或誠品人APP【會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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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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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
兌換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 — ●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松菸店當日單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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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利
於活動核對。●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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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乙項活動贈禮。● 消費累計以發票金額為準。● 誠品行旅／誠
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 、誠品表演廳、 誠品畫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以上專櫃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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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及銷貨明細至2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點數
相關活動僅限台灣申辦之誠品人會員獨享。●使用抵用券、商品禮券、書店禮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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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兌換之抵用券、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退貨時如未攜帶抵用券、活動贈品辦理退貨程序，須無條件同意依本商
場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金。● 活動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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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誠品人APP

憑誠品點50點
誠品人APP點數兌換

精選冰品╱飲品專櫃$50電子抵用券
松菸店指定專櫃│ eslite café、山山來茶、天仁茗茶、再來咖啡、米娜咖啡、 

果樹媽媽、馬卡諦義大利冰淇淋、窩巢咖啡、醋頭家、
COMEBUYTEA、橘時咖啡    



●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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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很大，人生很短，所以就該不虛此行！ 
背包客旅人艾迪摳，勇敢跨出舒適圈，以最
真摯的心面對世界。說到底旅人們所追求的
不過是他人平凡的日常，於是他將這些日常
化為自身的養分，以溫柔的筆觸，書寫下自
己奮鬥過的證明。就讓我們藉著他的旅程故
事，一同翱遊吧！

在每個關係裡，對方給予的，是否總也剛好
是你最想得到的？ 如果是，那麼你是很幸運
的！但總有那麼一些時候會遇到難以溝通甚至
悶悶不樂的感覺，那種無法互相述說的疑難雜
症，就透過心靈探索旅程一同來解開吧~

我們總會說，回憶是無價的，在旅途之中我們
總會到處拍拍照，記錄下一些旅行的回憶，
就讓我們一起把那份美好透過底片沖洗收藏起
來，把每段美好保鮮存放！

【即刻起航】暢談人生之旅
座談活動

【幸福旅程】彩繪心靈探索

互動式繪畫體驗 

【回憶降落】收藏精彩時刻 
底片拍洗體驗活動

6.10 Fri.｜19:00-20:30｜B1午茶區

｜B1午茶區｜The Escape Artist

｜2F 郭錦如紀念學苑

旅程 三部曲

6.18 Sat.｜15:00-18:00

6.25 Sat.｜上半場11:00-12:00(拍照) / 下半場14:00-15:00(洗照片)

7.04 Mon. - 7.05 Tue. 5號會員日，與您共5！限時加碼回饋！

※滿千送百採自動匯券

活動詳情

單筆
消費滿888點數5倍送，還可再抽5萬點、

滿5,000送500
內含│指定專櫃$200電子抵用券×１張＋書店$100電子抵用券×1張＋誠品線上$200電子抵用券×1張（每會員限回饋乙次。）

「您消費，誠品買單」5名、誠品行旅住宿券
當日
累計

會員獨享線上下眾多驚喜優惠商品，邀您一起共5！
●活動詳情請見迷誠品網站公告。

再享

5

Eddie Ko（艾迪摳）

掃描即刻報名

滿額回饋 兌換地點│2F顧客服務中心

SPECIAL
OFFER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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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VA｜ 1F
雙效人氣修復套組
（胎盤X25%胎盤精華液3瓶＋胎盤日間護膚乳霜UV2瓶）

特價5,520元｜原價6,900元
誠品會員再9折

POLLIO｜愛奧尼粉晶珍珠耳窩夾
推薦價3,680元

如意小熊 寶貝手鍊 
推薦價9,988元

moods｜ 2F
迷你牛皮貝殼包（白/杏）
頂級頭層牛皮/附長揹帶及精緻禮盒
特價2,980元｜原價3,980元
全店滿 $10,000
另送價值2,980元真皮女包

LIN SHIAO TUNG林曉同｜ 1F
心坎鑲三瓣心套鍊-30分 
推薦價70,900

珍珠足球熊墜（不含鍊）
推薦價191,000元

OLIVIA YAO JEWELLERY｜ 1F
ASTERIA｜星夜女神玫瑰珍珠耳環
（可改夾式）
推薦價4,580元

機場 CATWALK
6.01 - 6.06 全館滿5,000送500



機場 CAT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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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GA WANG｜ 1F
單側立體口袋上衣
推薦價6,380元

Hotel V｜ 1F
NIGEL CABOURN 丹寧吊帶褲
推薦價15,200元
NIGEL CABOURN經典三件Tee恤套組
推薦價5,280元
NIGEL CABOURN經典三件襪套組
推薦價2,480元
VEJA RIO BRANCO復古運動鞋
推薦價4,980元
VEJA CAMPO 休閒鞋
推薦價5,180元

DOUCHANGLEE｜ 1F
袖下開口短版工裝外套
特價5,800元｜原價7,280元
鬆緊腰混紡棉闊腿褲
特價5,300元｜原價6,680元

SABRA ANDRE｜ 1F
當日消費滿1萬
贈品牌刮刮券乙張
以此類推，不可抵換現金折扣或其他商品

 ISABELLE WEN｜ 1F
金絲刺繡抽繩長洋裝
特價22,704元｜原價28,380元 

WHIPLE｜ 1F
點點拼接連身帽子洋裝
推薦價6,880元 

6.01 - 6.06 全館滿5,000送500



機場 CAT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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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INYEH｜ 1F
刺洞邊連袖上衣
特價7,740元｜原價9,680元 

 rather｜ 1F
深淺拼色西裝外套
推薦價3,580元
錐形九分牛仔褲
推薦價1,780元

Ysanne｜ 1F
白色印花襯衫
推薦價6,880元
黑色麻料長褲
推薦價5,480元

SHIRLEY YANG｜ 1F
V領Aline無袖洋裝
特價7,680元｜原價10,980元
長直筒寬褲
特價5,510元｜原價 7,880元

DLEET｜ 1F
不平衡抽褶裙
特價5,845元｜原價8,350元 
雙帽簷漁夫帽
特價3,325元｜原價4,750元 

LINOUS｜ 1F
滿3000送150元品牌電子折價券
滿5000送300元品牌電子折價券

YEUSEN｜ 1F
春夏系列全面7折起

6.01 - 6.06 全館滿5,000送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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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o｜ 2F
經典波士頓圓 C25
推薦價4,280元

Le Monde Des Copines ｜ 2F
日本設計師獨家設計Swarovski水晶太陽眼鏡
全系列9折

viina｜ 1F
真皮厚底休閒涼鞋（白/綠）
特價2,790元 ｜ 原價 4,890元

TaiChi素 T專賣｜ 2F
全館商品依館內售價為主

水鹿 sambar shoes｜ 1F
271 U型縫細帶瑪莉珍女鞋
特價2,250元 ｜ 原價 2,500元

木子 moods｜ 2F
久站久走氣墊高跟鞋 
台灣手工純牛皮（共七色）
特價3,280元｜原價3,980元
全店滿10,000元
另送價值2,980元真皮女包

❶ Go with the flow｜ 1F
碧璽拉長彩蝶之石
推薦價6,000元

❸ I-Shan13 蔡依珊金工創作｜ 1F
銀杏葉耳環
特價3,100元｜原價3,680元

❷ Pipijudy x SameSame｜ 2F
不規則扭結耳環
特價1,976元｜原價2,080元

❶

❷

❸

街拍時尚

松菸
獨家

6.01 - 6.06 全館滿5,000送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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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OS ｜ 1F
Pimms 泡泡包 - 黑夜
特價5,980元｜原價7,580 元

SOBDEALL｜ 2F
馬鞍斜背小包
特價9,720元｜原價10,800元

寇比手工皮件｜ 1F
真皮兩用抽繩水桶包
特價3,000元｜原價3,980元

deya｜ 3F
deya BRAVO 2合1抗菌商旅背包 - 黑迷彩
特價4,680元｜原價5,480元

簡約斜背包
特價7,920元｜原價8,800元

MACACA｜ 1F
橙月3D Bra
推薦價1,780元
禾花純棉寬褲
推薦價 2,280元
消費滿3,800送MACACA運動毛巾
滿7,800送kinto運動水壺

❹ 揀選 living stone｜ 1F
詩篇23 - 手環系列
特價4,500元｜原價5,000 元

❺❻ 拓銀｜ 2F
小葉咖啡豆戒
特價1,280元｜原價1,480元
等一個人項鍊（16吋鍊）
特價2,700元｜原價2,900元

❹

❺ ❻

街拍時尚 6.01 - 6.06 全館滿5,000送500



新櫃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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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Living｜ 2F
紅色煙囪燒烤爐
推薦價2,200元
產品尺寸：W42*D29*H36 cm
淨重：4.5 kg
材質：食品級鐵電鍍烤網/不鏽鋼/金屬
※需簡易自行組裝

聖查理百年藥妝店｜ 1F
黑卡會員79折

茶籽堂｜ 2F
小鹿袋旅行組（50mL*4）
推薦價450元

阿原｜ 2F
艾草洗手液250ml＋茉莉護手霜30g
特價780元｜原價970元

Jo model｜ 1F
6.15 - 6.30
雀躍小蒼蘭旅行組 
特價199元｜原價220元

乓乓五斗櫃 pāng dresser｜ 2F
髮香噴霧50ml（全香調任選）
特價610元｜原價680元

背包     旅人 6.01 - 6.06 全館滿5,000送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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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 Muse Feather｜ 1F
春夏無袖套裝/上衣＋短褲
特價880元｜原價1,180元
多種款式顏色

荷葉邊喇叭褲/長褲（2色）
特價780元｜原價1,080元

Mao's樂陶陶｜ 2F
相親相愛Ｔ-Ｓhirt
特價621元｜原價690元

玩具萬事屋｜ 2F
精選吊飾買二送一
推薦價80 - 150元/個

The Escape Artist｜ 2F
舒適邊境枕 2入
特價1,960元｜原價2,500元

環安傢俱｜ 3F
展示書櫃＋多功能輔助腳凳
特價9,350元｜原價14,460元

YU Living｜ 2F 
戶外摺疊椅
推薦價2,800元/個

產品尺寸：55x55x67cm
淨重：3kg
最大承重：100kg
材質：金屬框架/全棉帆布/樺木

與書法藝術家何景窗老師聯名的
相親相愛Ｔ-Ｓhirt，期待與您一
起相親相愛、享受生活！

6.01 - 6.06 全館滿5,000送500童心童趣



童星童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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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ES｜ 1F
病毒盾家庭禮盒
特價1,390元｜原價1,545元

天華沉香｜ 3F
買隨身旅行香套組＋3寸會安紅土沉臥香
贈檜木精油5ml 一瓶（市價200元）

Panasonic｜ 3F 新驊專櫃
隨行杯果汁機（MX-XPT103）
特價1,590元｜原價1,980元
贈隨行杯杯套

音波電動牙刷（EW-DP54）
特價7,290元｜原價9,990元
贈1年份刷頭
登錄再送個人型沖牙機乙台

青石｜ 2F
Oblio 殺菌充電器
特價3,380元｜原價3,980元

攜帶輕省便利、使用安心無毒，
為新一代家庭防疫科技首選 

鹽夢工場｜ 2F
全館正價鹽燈88折

新品

6.01 - 6.06 全館滿5,000送500童心童趣



Hubox ｜ 2F
管件造型DIY
推薦價2,090元

Jo model｜ 1F
6.01 - 6.14 香水DIY
特價199元｜原價299元

14

草山金工｜ 2F
一日銀匠手作體驗 - 經典指紋銀對戒
特價7,800元｜原價9,360元

禾荳荳美術館｜ 3F
世界名畫人物系列/日本浮世繪材料包
特價699元｜原價1,299元

坤水晶｜ 2F
彩繪玻璃體驗課程
特價兩件9折｜原價500-1,200元

徐氏父女皮件工作室｜ 2F
皮件手作課程：Dumpling化妝包
特價2,166元｜原價2,280元

磊泰｜ 3F
手作筆體驗課程贈真皮筆套
推薦價2,000 - 4,800元/堂
特價9折
不與其他活動併用

藝術旅人 6.01 - 6.06 全館滿5,000送500



The Escape Artist｜ 2F
玩畫禮物包
特價1,490元 ｜原價1,650元

黑土 x石樂｜ 2F
玉石拋光 - 古典手把件
特價2,200元｜原價2,500元

15

郭錦如紀念學苑｜ 2F
30組彩色＋30組黑白
特價8,500元｜原價17,000元

賽先生科學工廠｜ 2F
螢光蕈植物生態瓶
手作線上組合包
推薦價1,490元

動手玩｜ 3F
玫瑰檸檬塔手作課程
特價605元｜原價638元
限1位陪玩，需加收$69元陪玩費，另有10%服務費

創意美術｜ 2F
爸爸的玩具
模型全面88折

6.01 - 6.06 全館滿5,000送500藝術旅人



吃客饗味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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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士｜ 3F
小正琴酒 櫻島小柑橘
特價1,250元｜原價1,400元

TrucTruc 圖克圖克｜ 2F
法國Patrick Font 精品釀酒葡萄果汁
250mlＸ4 提盒組
推薦價960元

誠品知味市集｜ 2F
Doritos墨西哥脆餅
（起司原味/311.8g）
特價158元｜原價180元

誠品知味市集｜ 2F
員林仙草涼露禮盒（6入）
會員9折｜推薦價310元

誠品知味市集｜ 2F
雪伍德莊園麗絲玲白葡萄酒
會員9折｜推薦價1,099元

長順名茶｜ 3F
翠巒烏龍100G
特價買1送1｜原價1,200元

春水堂｜ 3F
冰黑糖琥珀仙草拿鐵/冰黑糖琥珀珍珠拿鐵
推薦價(S)115元/(M)220元
川味銷魂皮蛋/水晶鮮蝦餃
推薦價110元
限春水堂松菸店使用，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天仁茗茶｜ B1
春之茶（雙罐）
特價1,520元｜原價1,960元

6.01 - 6.06 全館滿5,000送500



吃客饗味

17

恆之茶居｜ B1
黑金燒賣
特價130元｜原價160元

馬卡諦義大利冰淇淋｜ B1
外帶迷你杯
滿500元享8折
購買冰淇淋迷你杯，如欲另購脆杯需加收5元

米娜咖啡｜ B1
任點120元以上飲品一杯
送馬卡龍一顆（市價65元）
口味無法挑選

橘時咖啡｜ 2F
冰滴咖啡
第二件8折

窩巢咖啡｜ B1
牛肉起司捲/雞肉起司捲＋手沖咖啡
（耶加雪菲or超級迦右黃曼20目）
特價168元｜原價210元

明吉｜ B1
豬肉煎餃
推薦價90元

帽哥海味｜ B1
麻辣海鮮河粉（乾）
推薦價150元

八王子｜ B1
唐揚雞拉麵
特價180元｜原價220元

劉媽媽抄手大滷麵｜ B1
哨子麵
特價90元｜原價100元

駱姐正雞酒｜ B1
青木瓜雞套餐
特價179元｜原價189元

金名號｜ B1
單品雞肉飯餐盒
推薦價100元

小南門｜ B1
筒仔米糕＋燙青菜＋香菇肉羹＋招牌豆花
特價180｜原價220元

銀兔湯咖哩｜ B1
湯咖哩主餐 加購 雞/豬/牛（擇一）
特價50元｜原價80元

新品

6.01 - 6.06 全館滿5,000送500



吃客饗味

承豐善澤｜ B1
玉山酒莊果醋兩入組
（限定蘋果及葡萄口味）
特價990元｜原價1,100元

18

茶粒茶｜ 2F
年中慶限量組合
極粹C3薑黃粒（30粒/5入）
特價5,500元｜原價9,250元

醋頭家｜ B1
台灣鹿谷烏龍茶
特價買1送1｜原價45元

COMEBUYTEA｜ 1F
鳳梨茉莉寒天Q（茉莉綠茶＋鳳梨汁＋寒天晶球）
特價90元｜原價100元
出示誠品會員方享9折特價優惠。

古典玫瑰園｜ B1
英國製茶大師典藏禮盒（鐵罐裝）
口味任選2罐
特價815元｜原價950元
茶罐口味：倫敦蜜桃茶/玫瑰花瓣特調茶/
皇家茉莉茶/皇家玫瑰特調茶/30週年紀念茶

午茶夫人｜ 2F
荔枝風味紅茶 10入/袋
特價99元｜原價199元
特價商品不列入全館折扣活動

淡然有味｜ 3F
《處處喝好茶》手採原葉袋茶15入全系列
特價620元｜原價680元

藝桐饗宴｜ 2F
桂花釀2瓶
特價1,000元｜原價1,040元
加碼贈迷你禮盒一組
（原價280元）

力雄茶行｜ 3F
云福普洱茶大叶種生茶2007年
推薦價2,800元/片｜原價3,500元/片
三片限時特價7,000元（限量30組）

再來咖啡｜ 3F
濾掛咖啡
買1盒多送2包

辰熹｜ 2F
季節果乾
買10送3

海邊走走｜ 2F
獨家活動
消費滿999
贈新鮮魚骨頭酥一入（價值150元）
每日限量20組

新品

6.01 - 6.06 全館滿5,000送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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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OUS｜ 1F

在黑暗裡的微光，引人注目卻
不刺眼從穿衣展現出對生活的
態度，散發出俐落且優雅的氣
場引進各式選舒適的材質、內
斂的色調、時髦的剪裁提供給
正在尋找獨特設計的你

YU Living｜ 2F

家是一個有溫度的空間， 在佈
置擺設中體驗生活樂趣， 提升
自主創意，隨時隨地沈浸歐式
傢居美學。希望透過全新傢居
品牌讓大家輕鬆享有夢寐以求
的居家生活從起床時刻嗅聞香
氣， 家人美好相處時光，與我
們的家人把家佈置溫暖溫馨。

友士｜ 3F

涉獵日本由北至南各地深具特
色的酒類，並使用完整專業的
冷鏈物流持續為台灣消費者提
供最新鮮與道地的日本酒。

乓乓五斗櫃
 pāng dresser｜ 2F

乓乓，就是台語的香香。
生動靈巧如你。
五斗櫃收藏的香氣，有知性淡雅、有成熟慾望、 
有清新甜香、有深邃沉靜、有奔騰綻放。
每個氣息裡，都裝載著獨特的自己。

日安工坊 HIYASU｜ 3F

嚴選日本陶瓷器皿，打造小資
族精緻餐具，讓「HIYASU日
安工坊」點綴你的日常生活嚴
選商品包含：日本直送進口陶
瓷、日本進口生活小物、專利
設計商品和各式餐具。

黑土 x石樂｜ 2F

台灣黑土x石樂賣所，讓你與
獨特的黑色玉石「台灣墨玉」
近距離接觸，尋找傳習也傳意
的禮物。除了傳統石雕，也運
用原形石頭創造出各種生活用
品，並透過親手體驗石工藝，
感受以「石」做樂，以藝術說
故事。

Go with the flow｜ 1F

隨心而做、隨遇而安、順勢而
為、順其自然我們秉持著單純
手作人的心,在金工中與水晶交
流與純銀對話把一份真心的心
放進銀飾作品中。

松菸│新櫃登場│
NEW

OPE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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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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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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卡及商務卡之消費恕不得兌換。●以上活動限於誠品生活松菸店消費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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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行旅；誠品畫廊；誠品講堂、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1F-台灣大哥大門市；3F-謙碩服裝修改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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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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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4.01 Fri.- 2022.7.04 Mon.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洽詢專櫃人員

滿6,000
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8,000
贈 商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商品禮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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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期七卡恕不兌換分期加碼禮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5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5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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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300份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2.4.01 Fri.-202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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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殊說明外，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滿8,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30,000
贈 誠品禮券5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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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活動限 4.16  - 6.3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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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份

滿4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2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150份

單筆分期滿20,000
贈 誠品禮券500
乙份，限量100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單筆分期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5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38,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0
贈 誠品禮券1,000
乙份，限量100份

※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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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滿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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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限量150份

單筆分期滿24,000
贈 誠品禮券400
乙份，每月限量90份

※7月份數與6月份數採合併計算 ※VISA金融卡同享

滿7,500
贈 兩用背包
乙份，限量350份

滿12,5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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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名條
黏貼處

meet.eslite.com
迷誠品網站  誠品人 eslite  APP

立即體驗！ www.eslite.com
誠品線上

誠品生活松菸店 eslite spectrum songyan store
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捷運板南線 市政府站1號出口，步行約400公尺

No.88, Yanchang Rd., Xinyi Dist.,Taipei 110, Taiwan (R.O.C.)
MRT: Exit 1, Taipei City Hall station, Line 5｜TEL: 02-6636-5888

商場 retail / 書店 bookstore│11:00am - 10:00pm

表演廳 performance hall│依各活動開放入場時間為準

誠品畫廊 eslite gallery 
週日 Sun.～週一 Mon.│不營業／週二～週六 Tue. - Sat.│11:00am - 7:00pm

電影院 art house 
週一～週六 Mon. - Sat.│11:00am - 10:00pm
週日 Sun.│10:00am - 10:00pm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國父紀念館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捷運市政府站
MRT City Hall Station

臺北文創
Taipei New Horizon

松山文創園區
Songshan
Cultural Park

光
復
南
路 G

uangfu S. R
d.

市民大道五段 Sec. 5, Civic Blvd.

忠孝東路四段 Sec. 4, Zhong Xiao E. Rd.

松高路 Songgao Rd.

菸廠路 Yanchang Rd.

6.01 Wed. - 7.05  Tue.

2022

松菸店
 song yan store

6.01 Wed. - 7.05 Tue.

2022

滿 送

信用卡、eslite Pay及行動支付滿額享回饋

刷指定銀行3%~5%／悠遊付最高10%回饋
誠品獨家限定禮   6.07 Tue. - 7.05 Tue.

來店禮｜單筆滿500即可
兌換MASK BOY行李吊牌

滿額禮｜滿3,600起即可
兌換即刻出發 極輕兩用包

加碼禮｜消費滿額再送誠品行旅餐券／住宿券

指定專櫃單筆消費滿額

滿 送

6.01 Wed. - 6.06 Mon. 

滿額再加碼   6.07 Tue. - 7.05 Tue.

金／黑卡單日累計滿80,000
即可
兌換 Harman Kardon藍牙喇叭

會員單日累計滿150,000
即可
兌換 BALMUDA空氣清淨機

會員專屬活動

6.01 Wed. - 7.05 Tu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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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

在
生
活
中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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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同
行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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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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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體驗！ www.eslite.com
誠品線上

誠品生活松菸店 eslite spectrum songyan store
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捷運板南線 市政府站1號出口，步行約400公尺

No.88, Yanchang Rd., Xinyi Dist.,Taipei 110, Taiwan (R.O.C.)
MRT: Exit 1, Taipei City Hall station, Line 5｜TEL: 02-6636-5888

商場 retail / 書店 bookstore│11:00am - 10:00pm

表演廳 performance hall│依各活動開放入場時間為準

誠品畫廊 eslite gallery 
週日 Sun.～週一 Mon.│不營業／週二～週六 Tue. - Sat.│11:00am - 7: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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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週六 Mon. - Sat.│11:00am - 10:00pm
週日 Sun.│10:00am - 10: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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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ngfu S. R
d.

市民大道五段 Sec. 5, Civic Blvd.

忠孝東路四段 Sec. 4, Zhong Xiao E. Rd.

松高路 Songgao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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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菸店
 song yan store

6.01 Wed. - 7.05 Tue.

2022

滿 送

信用卡、eslite Pay及行動支付滿額享回饋

刷指定銀行3%~5%／悠遊付最高10%回饋
誠品獨家限定禮   6.07 Tue. - 7.05 Tue.

來店禮｜單筆滿500即可
兌換MASK BOY行李吊牌

滿額禮｜滿3,600起即可
兌換即刻出發 極輕兩用包

加碼禮｜消費滿額再送誠品行旅餐券／住宿券

指定專櫃單筆消費滿額

滿 送

6.01 Wed. - 6.06 Mon. 

滿額再加碼   6.07 Tue. - 7.05 Tue.

金／黑卡單日累計滿80,000
即可
兌換 Harman Kardon藍牙喇叭

會員單日累計滿150,000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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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地點｜松菸店 2F顧客服務中心

●本活動僅限誠品生活松菸店累計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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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
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2F-誠品知味市集；3F-誠品書店(含兒童館、音樂館、文具館、精品館、living proj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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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式或三聯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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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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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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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E.

TUE.

2O22

6.
07

7.
05

服裝提供｜TENDER.S 

城
市
探
索

 

會
員
滿
額
禮

合作品牌Fyber Forma｜
來自台灣的原創袋包品牌，以極富實驗性質的Tyvek®泰維克輕薄抗水材質作為象徵性面料，秉持著「從城市生活出發，機能化為日常」的品牌哲學。 

特殊布料Tyvek® （泰維克®）｜
由美國DuPont技術研發，薄達0.5-10 微米的無方向性纖維組成，此特殊材質兼具防水、輕量、強韌以及可回收再利用等特性。因材質特殊，表面皺褶為製程中的自然狀況。

3,600 350

6,000
W32 × H37 cm(±5%  Tyvek® 

週日 Sun. ～周四 Thu.��｜ 11:00am�-�9:30pm
週五 Fri.、周六 Sat.、國定假日前一日��｜ 11:00am�-�10:00pm

營業時間依迷誠品公告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