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送$1,200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電子抵用券×2張＋餐飲$100電子抵用券×2張＋指定專櫃$300電子抵用券×1張＋誠品線上$200電子抵用券×1張

滿20,000送$4,700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電子抵用券×8張＋餐飲$100電子抵用券×8張＋指定專櫃$300電子抵用券×4張＋加碼$100電子抵用券×5張＋誠品線上$200電子抵用券×1張 

B1／4F
滿6,000加贈$200電子抵用券
內含│加碼$100電子抵用券×2張

滿12,000加贈$500電子抵用券
內含│加碼$100電子抵用券×5張

1F／2F／5F
滿18,000加贈$700電子抵用券
內含│加碼$100電子抵用券×7張

滿36,000加贈$1,500電子抵用券
內含│加碼$100電子抵用券×15張

●B2-LAC、德風健康館、長庚生物科技；6F-YAMAHA可參加1F／2F／5F加碼活動

9.23 Fri. -9.25 Sun. 會員之夜滿千送百

活動說明—●「全館$250電子抵用券」、「餐飲$100電子抵用券」、「指定專櫃$300電子抵用券」、「加碼$100電子抵用券」採當日消費後系統自動匯券，惟「指定銀行獨享雙重回饋」需於消費當日上午11:00起至6F視聽室／商場閉店後請
至3F讀者服務中心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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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會員卡完成消費累計後，方符合自動贈券之資格；非當日消費補登者恕無法補贈。●「誠品線上$200電子抵用
券」限單筆消費滿1,888元方可折抵，活動結束後統一於2022.10.04 Tue.前以電子券型式匯入誠品人APP會員帳戶內，使用期限為2022.10.04 Tue ─2022.10.19 Wed.止，逾期無效。●「誠品線上$200電子抵用券」活動期間每會員限領乙次，恕
不得轉贈或累抵。單筆訂單限用一張抵用券，不適用廠商直送、部分商品折抵，商品是否適用折扣，請依結帳購物車顯示為準。抵用券攤提方式按商品金額比例，分攤折抵至訂單內各項商品，若部分退訂或全單退訂，返回金額將以扣除抵用券後之
實際付款金額為準。訂單扣除抵用券折扣後，若未達免運門檻，則將收取運費。抵用券恕不找零或退換現金，一經使用、訂單取消、退貨亦不退還。誠品線上保留隨時修改或調整活動內容及相關規定之權利。●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會員之
夜滿千送百」及「指定銀行獨享雙重回饋」活動累計：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1F-schulzworks；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B2-7-ELEVEN。●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指定樓層限定加碼 」活動累計：誠品講堂；
6F-全樓層專櫃（YAMAHA可列入累計）；5F-靜思書軒、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1F-schulzworks；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B2-全樓層專櫃（LAC、德風健康館、長庚生物科
技可列入累計）。●「指定銀行獨享雙重回饋」須持台灣發行之指定銀行信用卡刷卡滿額，憑信用卡（或手機裝置支付畫面）、同卡號簽單及消費發票（須含銷貨明細)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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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值卡加值或儲值卡加值後之消費及紅利折抵恕不列入上述活動計算；各銀行採各門檻限量贈完為止；實體卡與行動支付(限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其餘行動支付恕不配合）刷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計算，若實體
卡與行動支付為同一張卡號，亦不重複兌換。●未盡事宜依「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注意事項為準。
抵用券使用說明—●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全館$250電子抵用券」、「加碼$100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間：2022.9.23 Fri.-2022.10.31 Mon.；「餐飲$100電子抵用券」、「指定專櫃$300電子抵用券」使
用期間：2022.10.11 Tue.-2022.10.31 Mon.，逾期無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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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館$250電子抵用券」僅限誠品信義店館內使用，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玩具將軍；4F-大師修、Sophia Roy；1F-schulzworks；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B2-7-ELEVEN、麥當勞 McDonald's、
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明德素食園、晶碩光學、Mimi's Café米米咖啡、艷麗南洋鹹甜食、英國奶奶、Rubber Anne、正官庄、十二籃主題市集、檸檬大叔、奕綸口罩、JIAROGA嘉洛展。●「加碼$100電子抵用券」僅限誠品信義店
館內使用 ，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玩具將軍、誠品兒童館；4F-大師修、Sophia Roy、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知味市集；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1F-schulzworks；B1-綠蓋茶‧館、
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B2-7-ELEVEN、麥當勞 McDonald's、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明德素食園、晶碩光學、Mimi's Café米米咖啡、艷麗南洋鹹甜食、英國奶奶、Rubber Anne、正官庄、十二籃主題市集、檸檬大叔、奕
綸口罩、JIAROGA嘉洛展。●「餐飲$100電子抵用券」僅限誠品信義店指定餐飲專櫃使用：6F-泰市場 泰式海鮮自助餐Spice Market、1010 湘、光合箱子、Just Grill；5F- 雞湯大叔、默爾義大利餐廳；4F-KIKI餐廳、しゃぶしゃぶ温野菜日本
涮涮鍋專門店、Waku Waku pasta、稻舍食館Rice&Shine、Moshi café；3F- 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1F- Fika Fika Cafe'、agnès b. café；B1-金色三麥、樺達奶茶；B2- 全樓層專櫃（惟7-ELEVEN、晶碩光學、麥當勞McDonald's、哈肯
舖 手感烘焙Hogan bakery、明德素食園、OWNDAYS、SADOMAIN 仙德曼、艷麗南洋鹹甜食、英國奶奶、Rubber Anne、正官庄、十二籃主題市集、檸檬大叔、奕綸口罩、JIAROGA嘉洛展不適用）。●「指定專櫃$300電子抵用券」僅限誠
品信義店指定服飾配件專櫃使用：4F-Moshi、慢溫、Alto、KEIZU Shoes、MESTILO、Doughnut、Modigliani莫莉里安尼、BeauJewelry、Ficelle Design Jewelry、Isha Jewelry、品選物、Lee's Jewelry李氏私飾、Brigid Accessory、
Silver Twinkle、VentureZac、MuRose Crystal、Miimiiko；2F-Anomi_e、Caspia Lili、& by tan&luciana、dienes silver、KJADE、Eunice Kuo Metalwork、艸化工事 Maison du Corsage、Le Bonheur Design 豊泊荷•春花、ARTE WHITE、
PIQUADRO、PORTER INTERNATIONAL、青田兔庭、ChooShop；1F- 全樓層（惟 Fika Fika Café、agnès b. café、schulzworks、CN Flower 、 EDN、HORDMEN男研堂、K度十光不適用）；B1-The Ladywore、iPINK、People's Market、
French Connection、YUPENG-SHIH、MANGO、MONDADA、VCstyle、OH!HER、WHITE OCEAN、REEF、Vanger、NU守護鍺、Story Leather、ZIPPO、CONINICO、KAWAPARA、WHYNOTNOW、COWA、TaiChi 素T。●以下專櫃
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全館$250電子抵用券」乙張，並以此類推：5F-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知味市集；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

9.24 Sat. 指定樓層限定加碼

了
解
更
多

滿千送百無上限   五重驚喜大放送
9.24 刷指定銀行最高享30%回饋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可累贈（惟誠品線上電子抵用券活動期間限贈乙次）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指定樓層限擇一門檻回饋乙次



滿30,000即可
兌換

KINYO多功能陶瓷
美食鍋 乙台（價值990，限量150台）

滿80,000即可
兌換

YAMADA多用輕食
餐點料理機 乙台

（價值3,990，限量63台）

滿180,000即可
兌換

iRobot Roomba i3 
掃地機器人 乙台

（價值14,880，限量35台）

9.24 Sat. 指定銀行獨享雙重回饋 

兌換地點｜6F視聽室／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所有贈品活動贈禮皆於活動開始當天上午11:00起至6F視聽室兌換。●兌換誠品會員相關贈禮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方可兌換。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主卡與附卡分開計算），方可進行贈品兌
換。●誠品會員活動僅適用台灣申辦白卡╱金卡╱黑卡╱小童學卡之會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恕不適用。●發票金額限誠品生活當店當日消費發票兌換，購買誠品禮券／商品禮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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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並出示紙本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於活動核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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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活動贈品數
量有限，兌完為止。●如需辦理退貨，所兌換之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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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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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門檻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單張發票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兌換過之發票消費餘額不得再合併累計計算。●贈禮款式及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B2-7-ELEVEN。

9.24 Sat. 歡樂無限 會員加碼禮

滿60,000加贈誠品禮券1,000
（限量100份）

滿20,000加贈誠品禮券100
（限量50份）

滿13,000加贈誠品禮券200
（限量30份）

滿6,000加贈誠品禮券100
（限量20份）

滿5,000送誠品禮券100
（限量100份）

滿40,000加贈誠品禮券200
（限量30份）

滿60,000加贈誠品禮券1,000
（限量30份）

滿12,000加贈誠品禮券200
（限量10份）

滿10,000加贈誠品禮券200
（限量50份）

（限單筆分期）

了
解
更
多

滿千送百無上限   五重驚喜大放送
9.24 刷指定銀行最高享30%回饋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本活動可與滿千送百重複兌換

※本活動可與「週年慶刷指定銀行獨享」或「第四季銀行刷卡滿額禮」
擇一活動重複兌換；會員各銀行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恕不累贈，贈完為止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15:30-16:30
迎賓巨人小丑
17:00-17:30｜20:00-20:30
巴奇先生 Papi Bucket《水桶互動秀》

18:00-18:30
天馬戲創作劇團
《世界冠軍小丑雜耍特技互動秀》

19:00-19:20
胡嘉豪《高空馬戲藝術》

21:00-21:30
馬戲之門《紳士馬戲》

奇幻馬戲 出神入化的馬戲演出、魅力無窮的
劇場表演

和精彩可期的特技舞蹈，

一連串超乎想像的驚喜活動與你相遇！

      1F 戶外廣場
9.24 Sat.-9.25 Sun.｜14:00-20:00
【奇遇盛宴—蜷尾家、金色三麥、彩虹熱狗、
Taugamma頭家嬤煙燻BBQ、FADA髮大美式餐車、
方人也商行、No Worries Cafe、COOKIEUPUP、
4x4_Dessert、拉CHA茶×DRAFTEA by 草字頭等
人氣品牌限時出攤！】

15:30-16:30
迎賓巨人小丑
17:00-17:30｜20:00-20:30
黃翊《扯鈴身體藝術》&范婷雅《花式特技呼拉圈》
18:00-18:30
TB AllStar《當代特技演繹》
19:00-19:30
周子益《喜劇特技雜耍秀》
21:00-21:30
天馬戲創作劇團《奇幻粉墨馬戲秀》

9.24 Sat.

9.25 Sun.

      1F 戶外廣場
9.24 Sat.-9.25 Sun.｜11:00-22:30
【幻夢之遊—夢幻摩天輪和奇幻旋轉木馬驚喜
登場！】
※參加方式：
誠品會員憑當日不限金額消費銷貨明細即可搭乘摩天輪／旋轉木馬
乙次 

1F 戶外廣場

歡迎光臨．奇幻馬戲       9.23  Fri.-9.25  Sun. 精彩活動一覽



9.24 Sat.-9.25 Sun.｜11:00-16:00
【馬戲郵局—限時開張】

9.24 Sat.｜15:00-21:00
【爵士響宴—爵色魅影樂團】

9.25 Sun.｜19:30-20:00
【夢幻時光—周蕙驚喜演唱】

1F 五米大道 1F 大廳

      1F-3F 快閃
9.23 Fri.｜20:00-20:30
【奇幻旅程—泥灘地浪人移
動劇場】

      3F 誠品音樂館
9.23 Fri.｜22:00-24:00
【Drink Dream瘋狂酒吧—DJ林貓王×Spring Vodka─快閃派對】
9.24 Sat.｜22:00-01:00
【夢遊派對—凹與山×絕情少年ZENBØ & Barry Chen×DJ 
LazyFinga─音樂不斷電】

      3F 典藏敦南
9.23 Fri.｜21:00-22:00
【文字的奇想劇場—許含光
×Crispy脆樂團─主題沙龍】

      1F 戶外廣場（agnès b. café前）

9.24 Sat.｜14:00-16:00
【氣球放送─氣球大叔 Sony】

      5F 誠品兒童館
9.25 Sun.｜15:00-16:00
【繪本魔法屋─《我家附近的流
浪狗》賴馬的故事時間】

      3F 琴藝空間
9.24 Sat.｜14:00-14:30
【神奇的魔笛手—
YAMAHA狂想二重奏】

魔幻劇場
5F 森活遊藝區 ｜9.24 Sat. 

為大小朋友獻上一系列

無與倫比的魔幻演出！

16:00-17:00
【Bill街頭演奏會】

17:00-18:00
【氣球米妮-魔幻氣球音樂秀】

19:00-20:00
【萬花筒劇團-淘氣皮皮歷險記】

14:00-15:00
【蛋糕姐姐說故事】

歡迎光臨．奇幻馬戲       9.23  Fri.-9.25  Sun. 精彩活動一覽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請勿飲酒



KOIZUMI尚品｜5F
指定品牌商品全面85折；
商品任選3件再享98折；滿5件再享95折
單筆消費滿5,000贈木工PAPA實木音箱手機座-原木
色乙個（價值700）；滿35,000贈送鬼滅之刃兒童桌
墊乙張（價值3,000）

MAD et LEN by bhome｜2F
MAD et LEN全面85折

南法香頌｜4F
商品全面7折

Barbour｜1F
WL Transport 短板棉質外套
推薦價13,700

ASPORT｜1F
Beyond Yoga 復古花紋運動套裝
推薦價3,680／4,380
單筆消費滿25,000贈空氣跳繩束
口包組乙個（價值2,680）
※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薑心比心｜4F
商品任選2件8折

FRED PERRY｜1F
英國製絎縫外套
推薦價10,480

Journal Standard｜1F
nanamica軍褲 by 長谷川昭雄 
推薦價10,700

CA4LA｜1F
9.23-9.25
商品全面8折 
※高訂系列除外；圖片僅為示意，
實際販售款式依現場為主

ARTIFACTS｜1F
A-COLD-WALL-暈染開襟衫
推薦價22,980

QUEEN OF SHEBA｜B1
乳香純皂150g 
買一送一
乳香純皂50g 
買三送三

Toy world｜5F
9.24-10.05
商品全面8折
※扭蛋、一番賞、特價商品除外

OWNDAYS｜B2
單筆消費滿2,000現折100；
滿3,000現折300；滿4,000現
折500；滿5,000現折700
※最高折700，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Toy world lego｜5F
9.24-10.05
商品全面8折
※特殊商品除外

話題新品
全台首發!

限時搶購!
年度僅此ㄧ檔

綠藤生機｜2F
凡購買任一組合商品，
即可以1,580元加購
誠品獨家活萃修護精
華露50ml乙瓶
※每人限購乙瓶，售完為止

hengstyle恆隆行｜5F
Style全系列85折起

9.24  會員之夜．一日限定

MOSA沐莎植感生活｜4F
INSIGHT 洗護商品系900ml
買一送一
特價2,150│原價4,300
※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6868折折

ACCA KAPPA｜2F
白麝香經典淡香精100ml＋白麝
香香水50ml＋白麝香香氛皂50g
特價3,800│原價5,580

土屋鞄製造所｜1F
Plesoie 輕柔牛皮斜背包
推薦價18,600

長庚生物科技｜B2
冬蟲夏草菌絲體30入×3
特價8,415│原價10,800

LAC｜B2
回原膠原蛋白AG抗糖飲8瓶×3
＋優鎂鈣60入×3
特價8,600│原價14,367

德風健康館｜B2
歐之光倍舒明膠囊
第2件5折
特價2,475│原價3,300

expo BEAUTY｜4F
單筆消費滿2,000現折200
黑卡會員單筆消費滿2,000；
白／金卡會員滿2,500贈【SAWAA】
藻荇舒緩洗面露乙條（價值620）

Y-3｜1F
UTILITY BP＋SLING V2
特價16,000│原價24,78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O'right歐萊德｜2F
咖啡因洗髮精1000ml＋咖啡因
護髮素1000ml＋綠茶護手霜
100ml＋綠茶身體油100ml＋
茶樹抗菌頭皮噴霧50ml
特價4,260│原價7,000

UNI Color｜B1
全系列通用護髮券3張
特價2,250│原價4,500
※每人限購乙份；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O.P.I｜B1
秋冬玩色攻略
經典指甲油系列15ml
任選5件5折
單筆消費滿3,000現折300；
滿5,000現折600
※7折以下特價商品不列入計算

QSHION｜5F
舒柔釋壓枕買一送一
特價2,980│原價5,960

全台最低，輕鬆入荷!

6161折折

Mamas&Papas｜5F
感統玩具系列商品
任選3件以上享65折
※部份商品除外

限時搶購!
年度僅此ㄧ檔

Anomi_e｜2F
PROJECTbyH.
“POMPEII”誠品限定款
特價12,750│原價15,000

會員禮遇
信義獨家!

環安傢俱｜5F
單筆消費滿10,000現折1,000

PORTER INTERNATIONAL｜2F
HIP極簡風輕量後背包
特價4,100│原價5,950

55折折 55折折

6969折折

6565折折

5,000 1,200
誠品會員

滿 送



Journal Standard｜1F

秋冬新品全面9折起；單筆消費滿5,000現
折500
※特定商品除外

BAGMANIA｜1F
新品全面85折；單筆消費折扣後滿25,000
贈簡約法式牛奶杯乙個（價值980）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ONETEASPOON｜1F
單筆消費滿8,000現折1,000；滿20,000享
85折再加贈獨家閃電包乙個（價值1,200）
※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ST.MALO W.｜1F
商品全面85折起；秋冬機能系列新品任選
2件8折
9.23-10.31 單筆消費折扣後滿2,500贈品
牌防水收納袋乙個（價值590）；滿
5,000贈朵朵綿雲蓄熱毯乙條（價值
990）；滿10,000贈秘魯100%幼羊駝
四季披肩乙條（價值2,990）

Barbour｜1F
黑卡會員商品全面85折
※聯名款商品除外

單筆消費折扣後滿15,000現折800；滿
30,000現折2,000
※特價商品恕不列入累計；門檻擇ㄧ，恕不累贈

土屋鞄製造所 ｜1F
黑卡會員／品牌會員
凡購買任一皮革商品贈品牌皮革置物盤
乙個（價值2,500）

Double Take｜1F
9.23-9.26 商品全面85折；單筆消費滿5,000
現折300

inooknit｜1F
商品全面85折
※特價商品除外

Y-3｜1F
9.23-9.27 秋冬新品全面8折起

FRED PERRY｜1F
9.23-9.26 季節款商品全面8折；
經典款商品全面9折

Gianni Chiarini｜1F
商品全面85折；單筆消費滿10,000現折
1,000；滿16,000加贈品牌經典卡片零
錢包乙個（價值3,200）

1F

9.24  不容錯過．優惠情報

服配精選品牌85折起



Aesop｜2F
高效維他命滋養組 
（完美滋潤面霜60ml＋大馬士革玫瑰精露 
25ml）

特價5,250│原價5,850

O'right歐萊德 ｜2F
咖啡因麥拉寧養髮液50ml＋經典氣墊梳＋
酒釀護手霜40ml
特價3,880│原價5,560

北歐櫥窗Nordic｜2F
日本@aroma天然植萃香氛商品全面88折

Anelet｜2F
MYF香氛第2件8折
※折扣以價低者計

AVEDA ｜2F
蘊活菁華滋養液150ml＋蘊活頭皮按摩刷
特價2,600│原價3,400
※每人限購乙組；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ACCA KAPPA｜2F
身體乳300ml任選＋白麝香沐浴乳50ml＋
白麝香香氛皂50g
特價1,350│原價2,080

RECLASSIFIED調香室｜2F
商品全面9折
※特價商品除外
9.23-10.31 單筆消費滿2,000贈Q版香水
7.5ml乙個（價值490）；滿3,000贈無
盡系列2ml×6（價值894）；滿5,000
贈迷你香水組合乙個（價值990）

TENDER.S｜1F
結帳金額享9折；
品牌會員結帳金額享85折

安妮的收藏｜1F
9.23-10.31 黑卡會員／品牌VIP享8折

CHARLES & KEITH｜1F
單筆消費滿3,600贈限量愛心卡夾乙個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ARTIFACTS｜1F
9.23-9.29 服飾新品全面85折起
※生活、香氛、精選商品除外

唯你珠寶｜1F
唯多利亞系列全面買一送一
※價格以價高者計
單筆消費折扣後滿5,000現折500
※可累贈

茶籽堂｜2F
凡購買肖楠葉修護護手霜75ml贈肖楠
葉修護護手霜10ml乙條（價值200） 
單筆消費滿4,200贈貼身衣物手洗精500ml
乙瓶（價值350）

  

綠藤生機｜2F
綠藤熱銷全明星組 
（頭皮淨化洗髮精250ml＋活萃修護精華
露30ml＋綠色海洋精華油30ml） 
特價3,050│原價3,740
贈活萃修護精華露8ml乙瓶+綠色海洋
精華油5ml乙瓶（總價值690）

100 PHANTOM Perfumer Taipei 百氛苑｜2F
商品全面8折起

New Balance｜1F
全面8折起；單筆消費滿3,300現折300；
滿6,600現折600再加贈NB收納鞋盒乙
個
※英美製鞋、指定商品除外

Olivia Yao Jewellery｜1F
不限金額消費贈純銀鉚釘耳針乙對（價
值2,000）；單筆消費滿6,000現折600

香氛保養8折起2F

5,000 1,200
誠品會員

滿 送



青田兔庭｜2F
Melie Bianco純素皮革包包全面89折
Thamon 葉子皮革包包全面8折
單筆消費折扣後滿3,500贈日本製木質動
物杯墊乙個（價值310）

PIQUADRO｜2F
精選限量商品6折起
單筆消費滿5,000現折500；
滿20,000現折3,000

Le Bonjour Design 豊泊荷·春花｜2F
商品全面85折起
單筆消費滿6,000現折600
※可累贈

艸化工事 Maison du Corsage｜2F
黑卡會員消費任一飾品贈多用途香氛紗花
飾品乙只（價值2,080）
※三色可選，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Marimekko｜2F
9.23-10.31 單筆消費滿5,000現折500
※可累贈
9.23-9.25 單筆消費折扣後滿8,000贈春夏
兩季襪子任選2雙（價值2,000）

Eunice Kuo Metalwork｜2F
單筆消費滿10,000現折500
※可累贈

& by tan&luciana｜2F
9.23-10.10 單筆消費滿10,000現折800；
品牌VIP再享95折
※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Vana Candles｜2F
凡購買任一大暖燈贈瑞典北歐幻彩袖珍
香氛蠟燭75g乙個（價值550）

ARTE WHITE｜2F
單筆消費滿3,000現折200；
滿6,000現折800※可累贈

Moshi｜4F
IonGo 10K Duo-海洋藍帶線行動電源
特價2,990｜原價3,490

Doughnut｜4F
商品全面8折

雷諾瓦拼圖文化坊｜4F
單筆消費滿9,900贈靈光現／璀璨版／沐冉1000片拼
圖乙盒（價值1,859）
※特價商品除外

Alto｜4F
商品全面85折
※新品、特價商品除外
單筆消費滿5,000贈皮革保養乳液乙罐（價值500）

micia美日手藝館｜4F
單筆消費滿3,000贈300元品牌購物金；滿6,000贈800
元品牌購物金；滿8,000贈1,000元品牌購物金；滿
10,000贈1,500元品牌購物金

MOSA沐莎植感生活｜4F
指定香水系列8折
9.23-10.31 單筆消費滿3,000贈NESTI DANTE 義大利
手工皂250g乙顆（價值450元）；滿6,000贈BE PURE
蘆薈頭皮角質磨砂膏乙條（價值850）；滿9,000贈
INSIGHT隨行組乙組（價值900）
※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質感選物滿千現折2F

商品全面8折起4F

OSIM｜2F
凡至櫃上體驗按摩椅贈OSIM 3D舒眠眼
罩乙個（價值380）；單筆消費滿38,888
贈OSIM摩髮梳乙個（價值1,680）
※贈品顏色依實際為主，數量有限，
贈完為止，恕不累贈

伊織毛巾｜2F
9.23-9.25【台灣限定】
伊織三折刺繡手帕2件組
特價799│原價960
單筆消費滿3,800享83折；滿6,500享79
折；滿10,000享75折

Pethany+Larsen｜2F
商品全面9折；單筆消費滿3,000贈300元
品牌禮券
※特定商品除外
香氛美妝品單筆消費滿2,000贈純露化妝
水10ml乙瓶（價值295）
※特價商品除外



KEIZU Shoes｜4F
鞋款單雙現折300；2雙現折700再加贈
英格藍貓聯名鞋袋乙個（價值299）

Isha Jewelry｜4F
商品全面82折；單筆消費滿3,000加贈99
元品牌購物金

Ficelle Design Jewelry｜4F
商品全面8折起；單筆消費滿3,500現折
300；滿6,000現折600再加贈眼罩禮
盒組乙個（價值1,580）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Brigid Accessory｜4F

項鍊／手鍊系列商品全面85折
9.23-10.31 單筆消費滿1,500加贈Rainbow
天然石彈力戒指乙枚（價值490）；滿
2,300加贈Rainbow天然石手鍊乙條
（價值650）

MIESTILO｜4F
商品全面88折；單筆消費滿3,800加贈品
牌皮革袋（小）乙個（價值590）
※k金、特價商品除外

Beau Jewelry｜4F
商品全面第2件7折；品牌會員第2件6折
※k金商品除外

K金商品全面95折

Lee's Jewelry 李氏私飾 ｜4F
指定商品全面8折起
單筆消費滿5,000贈幾何尾戒乙枚（價值
1,380）；滿8,000加贈限量月下戀人貝
殼項鍊乙條（價值2,880）

檜山坊｜4F
商品全面第2件6折
9.23-10.31 單筆消費滿3,000贈檜木制菌
滋潤護手霜乙個（價值330）；滿5,000贈
水晶能量精油瓶乙個（價值1,080）

村山Tsun Shan｜4F
藏式精油香氛身體按摩油系列商品
全面75折

iGzen愛居人｜4F
SOiL有機精油／按摩油 全系列3件8折起
凡購買任ㄧ精油，即可以1,750元加購負
離子擴香儀乙個（價值4,500）

阿原肥皂｜4F
臉部保養全系列
2件85折；3件8折；
5件75折

LUCY’S MOUNTAIN｜4F
TALL TAILS玩具系列商品
全面85折

QSHION｜5F
LIFEAPP系列商品全面8折；
凡購買貓產品贈貓抓板乙組
（價值99）

Docky逗奇｜5F
指定寵物玩具品牌
商品任選3件88折

毛孩用品

全台獨家優惠
毛孩用品

全台獨家優惠
毛孩用品毛孩用品

全台獨家優惠全台獨家優惠

愛創造Allietare｜4F

商品全面8折起；單筆消費滿1,888贈可愛
小巧蠟燭乙個（價值280）；滿2,999贈
典雅長柄火柴盒乙個（價值350）；
滿6,999贈神秘款許願蠟燭乙個（價值
890）

MuRose Crystal｜4F
水晶簇全面8折起；水晶鎮全面85折；經典
款水晶手鍊全面9折；單筆消費滿8,888贈
迷你紫晶鎮乙個（價值980）

I Want Sweets 英國糖果屋｜4F
商品全面8折起

USERWATS｜4F
商品全面2件85折起；單筆消費滿3,000
現折100再加贈香水小樣乙個（價值890）

ToySelect拓伊生活｜4F
單筆消費滿2,500現折300；滿5,200現折
660

MERCI Design｜4F
商品任選2件88折

5,000 1,200
誠品會員

滿 送



Tai Chi 素T│B1
商品全面9折

WHITENING NET淨白美齒SPA│B1
9.23-10.31 淨白美齒課程買三送一
特價3,999│原價7,920

WHITE OCEAN│B1
商品全面8折起；單筆消費滿5,000現折
500

OH！HER│B1 
9.23-9.25 全面85折
※配件、特價商品除外

YUAN｜5F
精選上衣任選2件
特價999│原價2,560-3,960

KALASKIDS卡樂司北歐童裝｜5F
9.23-10.31 秋冬新品任選2件8折；
春夏商品全面65折

DOCKY逗奇｜5F
凡購買AIRBUGGY 全系列推車贈Airbuggy
周邊商品1,500元品牌購物金 

拼圖總動員│5F
商品全面8折
※特價商品除外

9.23-10.31 單筆消費滿3,000贈指定款300
片拼圖乙盒（價值690）；滿4,000贈指
定款500片拼圖乙盒（價值850）；滿
5,000贈指定款1000片拼圖乙盒（價值
999）
※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BECKMANN｜5F 
單筆消費滿3,000現折400再加贈L夾六
款套組乙份（價值72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Yefans｜5F
童裝全面單件9折；2件88折；3件85折
UV400兒童造型墨鏡買一送一
特價499│原價600

有情門│5F
陳列商品全面9折；單筆消費滿150,000享85
折

TG｜5F
商品全面85折；單筆消費滿3,000贈耐熱
玻璃白酒杯300ml乙個（價值450）／
耐熱玻璃水杯350ml乙個（價值400）
／玻璃擴香瓶140ml乙個（價值300）

QSHION｜5F 
居家床墊／坐墊系列商品全面85折；凡購
買床墊贈保潔墊乙個（價值880-990）

French Connection│B1
春夏商品全面5折；早秋新品8折；第2件再
享9折；第3件再享8折

Mango│B1
商品全面任選2件85折
※特價商品除外

親子用品8折起／家飾家電85折起5F

商品全面8折起B1



CONINICO｜B1
商品全面8折；單筆消費滿5,000贈限量托特
包乙個（價值998）；滿8,000贈烏拉圭天然
紫水晶擺設乙個（價值1,088）
黑卡會員不限金額消費贈迷你天然水晶球
連底座擺設乙個（價值299）

iPINK｜B1
單筆消費滿1,000享77折
黑卡會員滿5,000現折300
9.23-10.31 滿3,500加贈iPINK晴陽傘（價
值590）

YUPENG SHIH｜B1
單筆消費滿10,000贈1,500元品牌購物金

TESORO｜B1
單筆消費滿6,000現折500；滿10,000現折
1,000

Japhne｜B1
單筆消費滿2,000現折200

KOLY｜B1
香氛商品全面75折起；
LINE系列全面85折

新肌霓｜B1
商品全面9折；優惠組合78折起；單筆消費
滿3,000贈私密計畫-加倍呵護慕斯乙瓶
（價值480）

乳油木之家｜B1
單筆消費滿5,000現折300再加贈300元品
牌購物金＋Sairo乳油木濃縮護手霜
50ml乙瓶（價值500）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恕不累贈

金色三麥｜B1
內用單筆消費滿500享350c.c杯裝啤酒
第2杯5折
※每人限優惠乙次
※恕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請勿飲酒

MagiPlanet星球工坊｜B2
凡購買Premium系列任選2包贈Classic
系列任選乙包（價值160）

快車肉乾｜B2
凡購買大真空任選2包贈小包真
空肉乾乙包（價值120）
※小新系列、特價、加購商品除外；
口味隨機，以現場為主

HABIBI｜B2
6入禮盒買二送一
特價900│原價1,350

品好乳酪｜B2
提拉米蘇多餡乳酪泡芙買一送一
特價100│原價200

于記杏仁｜B2
杏仁冰淇淋買一送一
特價80│原價160

儂特利｜B2
豪華點心組
（松果薯球＋棒棒雞條×3）
買一送一
特價70│原價140

英國奶奶｜B2
綜合司康大禮盒
（綜合司康＋手工果醬
＋德文郡奶油）
特價599│原價790

艷麗南洋鹹甜食｜B2
椰奶蓋肉桂捲買一送一
特價149│原價298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Diva Life｜B2
比利時純巧克力6片裝隨手包 
買四送二（口味任選）
特價680│原價1,020

壹零捌抹茶茶廊｜B2
綜合霜淇淋買一送一
特價108│原價216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人氣排隊甜點飲品
買一送一

B2

【英國奶奶一日店長活動】
 14:00-贈完為止
不限金額消費贈手作夾心司康乙個，
並可與英國奶奶Amy合照乙張

5,000 1,200
誠品會員

滿 送



超限定
聯名
福袋
特價588
原價940

集墨
袋組 
特價399
原價579

NAGASAWA
Kobe INK 物語  
愛麗絲的夢/
童話王國的森林
定價850（罐）

購買展場任一筆款

即可499加價購
（原價770）

精裝鐵盒墨水禮盒
內附藍濃道具屋限定聯名墨水一瓶，
迷霧藍/寂靜森，兩色擇一

  

9.24Sat. 會員一日回饋9.23Fri.-9.25Sun. 
會員限定優惠

2-3F誠品書店、3F誠品知味市集、3F FORUM書寫超試、
4F誠品風格文具館、5F誠品兒童館

      滿2,000 現折200  
2F誠品精品文具館、3F誠品音樂館

      滿3,000 現折150

會員登入誠品人APP，憑誠品點5點

      購書享5本 (含)以上

77折電子優惠券 乙張

滿額現折

誠品點兌換

單筆
消費

單筆
消費

（2-3F誠品書店、5F誠品兒童館，限量500張，兌完為止） 

注意事項．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或迷誠品公告為主，誠品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
及內容之權利。．更多誠品書店活動詳情，請掃QR code 

3F FORUM
更多書寫超試
展場體驗活動，
請掃QR code

會員獨享─信義獨家優惠

即可
兌換

《我沒時間討厭
你：香奈兒的
孤傲與顛世》

特價237
原價300

《少女的祈禱》
特價300
原價380

誠品書店│2F、3F

《 220 for 2020》
David Hockney
限量作品集，

附親簽複製畫乙張

特價1,200,000
原價1,280,000

《The Antiquarian
Sticker Book：
Imaginarium》

特價699
原價910

《Deep River》
首度復刻發行黑膠

特價1,599
原價1,799

《Gotcha!》
附贈信義獨家海報

特價499
原價1,100

《Amazing
   Machines》

 (10冊合售)

特價649
原價3,295

《兒童樂園》
30週年典藏黑膠

特價1,099
原價1,299

誠品音樂館│3F 誠品兒童館│5F

誠品
首賣

黑卡
專屬

誠品音樂館─
積木場景組 

9.23-10.31
全台誠品書店門市、
誠品線上同步預購

限量
預購

滿額贈禮

15:00-17:00【夢幻物語】
林果良品ORINGO─皮革工藝坊

當日於2F誠品精品文具館，單筆消費滿10,000，
即可兌換林果良品皮革杯帶&TOAST咖啡杯乙
組，活動時段內享雷雕燙印服務乙次（限量15份）

17:00-19:00【冒險書寫體】
今晚我是手─創作題字會

當日憑4F誠品風格文具館，單筆消費滿700之
銷貨明細，即可於活動時段內兌換今晚我是手
現場書寫冒險字句乙張（限量90份）

全套收藏
預購價 預購詳情1,999

13:00-15:00【初秋魔幻花草茶】
CNGREEN─Pop-Up Shop

當日憑誠品書店不限金額之銷貨明細，即可於
3F COOKING STUDIO兌換CNGREEN初秋魔
幻花草茶乙杯（限量100杯）

加碼款待

內含書寫超試
聯名筆、墨、
紙各一品

內含
吳竹Kuretake
聯名可填充
空心筆一支
與LiFE聯名
筆記本一本

（禮盒內不含筆）



50
UP TO

OFF
%50

UP TO

OFF
%

9.23 Fri. - 10.31 Mon.

滿

送

9.23 Fri.-10.10 Mon. 

會員專屬回饋   10.11 Tue. - 10.31 Mon.

來店禮｜單筆滿500即可
兌換富翁百寶袋

滿額禮｜滿3,600起即可
兌換淨毒五郎 環保清潔組

滿額抽｜機會命運抽總價10萬豪華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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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 Fri. - 9.25 Sun.

2022

捷運市政府站

臺北市政府
Taipei City Hall

新光三越
Shin Kong Mitsukoshi

Department Store

國父紀念館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忠孝東路五段 Sec. 5, Zhongxiao E. Rd.

松高路 Songgao Rd.

基
隆

路
地

下
道

仁愛路四段 Sec. 4, Renai Rd.

松
仁
路 Songren R

d.

市
府
路 Shifu R

d.

MRT Taipei City Hall Station
當日全館累計消費滿500元發票可免費停車半小時，每車每日最多優惠3小時，平日機車與汽車第一小時未
滿以一小時計算，假日汽車以半小時計算。誠品會員黑卡及金卡每週一至週五，當日累計消費滿500元以
上，可享會員優惠半小時（例假日、國定假日及彈性放假日除外；每日每卡限優惠一次）。以上優惠每日每
車最高上限為3小時  （含會員優惠）。

免費停車
優惠

誠品信義店 eslite xin yi store
台北市松高路11號│捷運板南線 市政府站2號出口

No.11, Songgao Rd., Taipei City 110, Taiwan (R.O.C) 
MRT: Exit 2, Taipei City Hall Station,Nangang-Banqiao-Tucheng Line｜TEL: 02-8789-3388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商場　 Department store 11:00am - 11:00pm
2F書店 2F Bookstore       11:00am - 11:00pm
3F書店 3F Bookstore       24Hours
5F        eslite Lifestyle & Children    11:00am - 10:00pm

週五～週六
Fri. - Sat.

商場　 Department store 11:00am - 10:00pm
2F書店 2F Bookstore       11:00am - 10:00pm
3F書店 3F Bookstore       24Hours

週日～週四 
Sun. - �u.

驚喜禮遇 會員來店禮
9.23 Fri. -9.25 Sun.

黑卡不限金額
金卡單筆滿600／白卡單筆滿1,000即可兌換

※情境示意圖，商品不含瓶

9.24 
屏東九如在地小農

UNCLE LEMON
檸檬磚12入
乙盒（價值320-390，限量1,700盒）

9.25 
法國原裝進口

Milly&Sissy
環保洗沐系列40g
乙份（價值480，限量1,500份）

9.23 
丹麥第一低卡冰品

UNDERGROUND
低熱量冰淇淋280g
乙桶（價值219，限量1,000桶）

兌換地點｜6F視聽室／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本活動可與滿千送百重複兌換

冰品保存關係
僅兌換至當日

22:30

！

●會員同卡號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9.23來店禮因冰品保存關係，僅兌換至當日22:30止，為響應環保，現場恕不提供保冰劑、保冰袋，敬請自備前來兌換。●Underground低卡冰淇淋：草莓
白巧克力脆片280g／可可黑巧克力脆片280g／鹽味焦糖杏仁粒290g；UNCLE LEMON檸檬磚：純檸檬磚／蜂蜜檸檬／金桔檸檬口味；Milly&Sissy環保洗沐系列：乳油木／櫻花／百香果／夢幻香草／淘氣桃子沐浴乳
40g、清新蘋果／杏仁蜂蜜／甜櫻桃洗手乳40g。以上贈禮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B2-7-ELEVEN。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所有贈品活動贈禮皆於活動開始當天上午11:00起至6F視聽室兌換。●兌換誠品會員相關贈禮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方可兌換。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主
卡與附卡分開計算），方可進行贈品兌換。●誠品會員活動僅適用台灣申辦白卡╱金卡╱黑卡╱小童學卡之會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恕不適用。●發票金額限誠品生活當店當日消費發票兌換，購買誠品禮券／商品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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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銷貨明細資料；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並出示紙本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於活動核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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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活動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如需辦理退貨，所兌換之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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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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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