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滿 送
9.23 Fri - 10.10 Mon.

誠品會員獨享

全館

9.23 Fri - 9.29 Thu.

3,0003,000
滿 送6003,0003,000

400

搭配指定銀行 / 行動支付消費享回饋
9.23 Fri. - 10.10 Mon.

刷信用卡消費再享3%
10.01 Sat. - 10.23 Sun.

綁定eslite Pay消費最高享5%
9.23 Fri. - 11.07 Mon.

無現悠遊付 最高享15%

滿額抽｜5號會員日單筆滿888 點數5倍送、
還可
再抽 誠品點5萬點、「您消費，誠品買單」5名
誠品行旅住宿券

抽好禮｜全館單筆消費滿300
 即可
獲得 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乙

次

二區

郵寄名條
黏貼處

meet.eslite.com
迷誠品網站

www.eslite.com
誠品線上

誠品生活西門店 eslite spectrum ximen store
台北市峨眉街52號  No.52, Emei St., Taipei City 108, Taiwan (R.O.C)
TEL: 02-2388-6588

誠品生活板橋店 eslite spectrum ban qiao store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46號│捷運板南線 府中站2號出口

No.46, Sec. 1, Zhongshan Rd., Banq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R.O.C)
MRT: Exit 2, Fuzhong Station, Bannan Line｜TEL: 02-2959-8899

誠品生活武昌店 eslite spectrum wuchang store
台北市武昌街二段77號  No.77, Sec. 2, Wuchang St.,Taipei City 108, Taiwan (R.O.C)
TEL: 02-2381-3838

誠品生活新板店 eslite spectrum xin ban store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66號│捷運板南線 板橋站2號出口

No.66, Sec. 2, Xianmin Blvd., Banq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R.O.C)
MRT: Exit 2, Banqiao station, Bannan Line｜TEL: 02-6637-5366

 誠品人 eslite  APP
立即體驗！

2022

9.23 Fri. - 10.10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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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Fri. - 10.10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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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專屬回饋 9.23 Fri.-10.10 Mon. 

站前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兌換地點｜中廣場服務台

抵用券使用期間｜
2022.9.23 Fri.– 2022.10.31 Mon.止
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9.23Fri.-10.10Mon. 

9.23Fri.-10.10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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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上租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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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便利商店、麥當勞McDonald's、SUKIYA、格上租車、松本清。

抵用券使用說明：●「全館$100電子抵用券」、「指定餐飲$100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限至2022.09.23 Fri.-2022.10.31 Mon.止，逾期無效。

●「全館$100電子抵用券」與「銀行$150電子抵用券」僅限站前店消費使用，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準：ABC-MART、全家便利商店、格

上租車、STARBUCKS COFFEE、松本清、SUKIYA、麥當勞 McDonald's、palladium、德益名品、特賣會等專櫃。●「指定餐飲$100電子抵用券」僅限站前店以下專櫃使用，

適用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準:樺達奶茶、菘韓館、菘麵坊、Q丸和洋食堂、老董牛肉麵、這一小鍋、GO即食小鍋、莫凡彼餐廳、布萊恩紅茶、八方雲集、肆叁雞供

所、頂呱呱、摩斯漢堡、KrispyKreme、Yamazaki、阿默典藏蛋糕、青鳥旅行、快車肉乾、香帥蛋糕、小南門傳統豆花、先喝道、老蔡水煎包、龜記茗品、MUM MUM饅饅

好食、Mrs. Fields 美國菲爾斯太太餅乾、海邊走走、酷覓星、老彭友祕制辣掌、懿品乳酪菓子手造所、銀兔湯咖哩、 21PLUS、Beard Papa's、拾果OLAND。●「莫凡彼雙

人英式下午茶抵用券」僅限站前店莫凡彼餐廳使用，詳細適用方式請依券面說明為準。●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全館$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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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共同注意事項：●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於站前店單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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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電子抵用券」、「指定餐飲專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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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中廣場服務台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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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滿當日
累計 送150

 共限量300份｜內含銀行$150電子抵用券×1張

10,000滿當日
累計 送300

 共限量150份｜內含銀行$150電子抵用券×2張

20,000滿當日
累計 送600

 共限量100份｜內含銀行$150電子抵用券×4張

5,000滿當日
累計 送100

 共限量100份｜內含誠品禮券$100×1張

10,000滿當日
累計 送300

 共限量40份｜內含誠品禮券$100×3張

20,000滿當日
累計 送600

 共限量20份｜內含誠品禮券$100×6張

刷指定銀行獨享

全館

9.23Fri.-9.29Thu. 

誠品會員獨享 

3,000滿當日
累計 送600

3,000滿當日
累計 送400
內含│全館$100電子抵用券×3張+指定餐飲專櫃$100電子抵用券×1張

內含│全館$100電子抵用券×4張+指定餐飲專櫃$100電子抵用券×2張

全館滿千送百
會員與指定銀行回饋再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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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會員滿千送百活動採自動匯券

金卡╱黑卡會員加碼 

3,000滿當日
累計 加贈
莫凡彼雙人英式下午茶抵用券 
限量100份，贈完為止（恕不累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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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ㄈ

當日
累計滿3,000送100 乙份

內含｜銀行$100電子抵用券×1張（共限量470份）

當日
累計滿10,000送500 乙份

內含｜銀行$100電子抵用券×5張（共限量255份）

綁定指定銀行信用卡消費最高享5%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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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便利商店、麥當勞McDonald's、格上租車、松本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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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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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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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便利商店、麥當勞McDonald's、格上租車、松本清、SUKI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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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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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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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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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地點｜站前店中廣場服務台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10.01Sat. - 10.23 Sun. eslite Pay 輕鬆Pay!

9.23 Fri. - 11.07 Mon. 無現悠遊付 最高享15%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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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遊卡官網

使用「悠遊付」消費達以下門檻即享回饋
新戶當日

累計滿500送$50 誠品即享券 乙份

每戶限回饋乙份（共限量200份）

單筆
消費滿1,000送$100 誠品即享券 乙份

每戶回饋上限200元（共限量2,000份）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滿額回饋

兌換地點｜站前店中廣場服務台

SPECIAL
OFFER

9.23 Fri. - 10.10 Mon. 站前週慶抽好禮

●活動期間內每卡每日享乙次抽獎機會，並需要至誠品人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遊戲。●本活動限站前店之消費，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活動遊戲資格：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ABC-MART、全家便利商店、格上租車、
STARBUCKS COFFEE、松本清、SUKIYA、麥當勞 McDonald's、palladium、德益名品、特賣會等專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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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領獎項方式與時間依照誠品人APP【中獎明細】頁面上說明為主。
●得獎者皆需出示本人誠品人APP會員畫面、本活動領獎畫面與身分證/護照證件供商場工作人員備存影印，並協助填寫個人統收單、中獎清冊使可領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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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請依誠品人APP活動頁面公告為準。●獎項內容：誠品禮券五千元好禮等多項好禮。

10.05 Wed. 5號會員日 加碼回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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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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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店抽獎辦法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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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會員於站前店全館單筆
消費滿300

即可
獲得 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 乙次

有機會抽中誠品生活$5,000誠品禮券 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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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名、誠品行旅住宿券
會員獨享線上下眾多驚喜優惠商品，邀您一起共5！



9.23 - 9.29 誠品會員首7日
滿3,000送600

日系品牌特賣會 
超high回饋！

活動地點｜誠品站前店 B1

商品全面          起
即日起   10/31

2折
Champion
服飾5 折起 鞋款7 折起

FILA
服飾5 折起 鞋款7 折起

Kangol
服飾5 折起 鞋款7 折起

Palladium
鞋款4 折起

阿原
任選兩件8 折、五件65 折

EVERLAST
服飾5 折起 鞋款7 折起

Otto
機能服飾2折起、運動水壺5 折起



Taipei Station
NEW OPENING站前│新櫃登場│

Shoongmart 熊超市｜B1
韓國直送量販超市，讓您購物零時差。
嚴選各類人氣零食、話題美妝商品、
美容保養好物，一次滿足所有購物需求。

Shoongmart 熊超市｜B1

JAVIN DE SEOUL Wink 霧面氣墊粉餅 
 Cover Vanilla 亮白色(暖調) 15g
特價419｜原價690

Shoongmart 熊超市｜B1

JCOSNORI 櫻花淨白素顏霜 50ml
特價259｜原價499

Shoongmart 熊超市｜B1

Luna 持久保濕遮瑕膏
白瓷色 Porcelain 7.5g
象牙白 Lvory 7.5g
自然米色 Beige 7.5g

特價259｜原價499

Shoongmart 熊超市｜B1

OHS 糯米紫菜片（桶）280g
推薦價659

Shoongmart 熊超市｜B1

LOTTE X 太極堂巧克力蘋果夾心派32g（12入）
推薦價249



  尋
寶
      地 
圖

9.23 - 9.29 誠品會員首7日
滿3,000送600

S'AIME東京企劃｜B1

真皮3WAY方扣小方包
+真皮多格層掀蓋長夾
特價3,599｜原價4,160天天&匠心｜B1

天天成人平面醫療口罩任
5盒(藍／粉／黃／紫／白)
特價1,300｜原價2,000

雷諾瓦｜B1

10.01Sun. - 10.31Mon. 
活動期間來店消費即贈來店禮乙份（每人限領乙次）
滿3,300 贈「謝謝」300片拼圖 or 托特包（二擇一）
滿6,600 贈「咖啡街漫步」1008片拼圖
or Degano隨行杯（二擇一）＊10月限定雷諾瓦尋寶活動

晶澈選品｜B1

9.23 Fri – 10.02 Sun.
薄荷透日30片買3盒
送薄荷透日10片裝1盒
特價1,350｜原價1,560

膜點子｜B1

Osiemens
保護貼優惠85折
亮面玻璃保護貼，推薦價890
藍光玻璃保護貼，推薦價990
防窺玻璃保護貼，推薦價1,090

糖彩彩色月拋任選2盒，
即可20元加購晶碩保養液乙瓶
特價420｜原價560

UAG iPhone14耐衝擊保護殼
推薦價1,480



限定
優惠

berji｜B1

黑鑽玫瑰奇肌精萃油40ml

贈黑鑽玫瑰花瓣面膜50ml x2

特價6,800｜原價12,160

 妝容
 吸睛度

 100%

倍優｜B1

白藜蘆醇水精華250ml 
&黑玫瑰洗卸慕絲170ml
特價1,600｜原價2,500

香氛舒壓輕便組
滿3,000
贈香氛舒壓輕便組乙組
（芬多精皂不列入）
特價1,600｜原價2,500

乳霜系列      
900~1,150／40g 
1,600~2,300／120g
第二件5折

全能御妍魚子霜50ml

加贈全效極潤
活氧精華乳100ml x2

特價26,800｜原價44,400

蕾舒翠｜B1

去角質x2+潔顏蜜x1

特價2,500｜原價5,200

蕾舒翠｜B1

防曬隔離x2

特價1,880
原價5,200

水盈潤晶露x2

特價1,500｜原價3,000
密集修護眼部精華50mlx2

青春奪目精華眼霜30mlx2

贈膠原蛋白保濕眼膜(50入/盒)
特價7,760｜原價15,320

購買「柔光透妍修片粉餅11g」

贈零粉感蜜粉餅刷乙入
特價1,600｜原價2,599



9.23 - 9.29 誠品會員首7日
滿3,000送600
Nu+derma｜B1

超微纖深層淨膚乳100mlx2

特價1,200｜原價3,360

水嫩眼膜 10ml（10入）
+微震導入舒壓拉提美眼筆10ml

特價1,980｜原價4,800

肌因抗老微導膜 25ml（20片）
特價3,000｜原價6,000

玻尿酸超潤水導生物纖維面
膜30ml（20片）
特價3,800｜原價7,600

Nu+derma｜B1

海神霜100mlx1
＋晶凍凝露125mlx1
＋金球去角質凝膠100mlx1
特價6,800｜原價10,600

CONI｜B1

憑全館當日單筆消費滿3,000
以上之發票，即可至CONI專櫃免費兌換

白麝香經典淡雅潤膚乳120ml
乙瓶（限量300瓶）

CONI｜B1
❶極萃黑淨透角質膠 120ml 3瓶 
特價2,000｜原價6,000

EDN｜B1

玻尿酸／緊緻抗皺面膜50入24折
特價3,000｜原價12,500

❸美妍保濕潔顏油幕斯500ml
極萃黑松露晶緻賦活水420ml
極光淨化舒緩保濕眼部精華15ml
特價2,980｜原價7,760

❷輕盈悠涼甦活霜100ml 2瓶
特價2,680｜原價5,360

❶

❷

❸

20片



 

加入你的寶藏

收
藏
品

文青必備的
    私房          小物

RITE｜B1

RITE 環保紗系列
皮革國旅版-牛奶雪糕
特價1,512｜原價1,680

誠品書店｜B1

amazin' graze堅果穀物燕
麥脆片/藍莓枸杞
特價210｜原價280

誠品書店｜B1

活著是為了說故事
（作者親簽版）
特價316
原價400

逆轉的文明史
羅斯大地
特價458
原價580

腸道．大腦．腸道菌
特價332
原價420

樹蔭的溫柔
特價379
原價480

別鬧了, 動物大人！
特價498
原價630

誠品書店｜B1

即日起至10/31
購買Logitech系列商品
滿1,500即贈平板筆電包
滿2,500再贈冰霸杯

RITE x Hello Kitty酷企鵝
國旅凱蒂貓M-巧克力
推薦價1,680
贈Kitty吊飾杯套

S'AIME東京企劃｜B1

頭層真皮金釦梯形包
推薦價2,680



 發胖
  時刻

加入你的寶藏

收
藏
品

菘韓館｜B1

雙人套餐
泡菜嫩豆腐煲+海陸石鍋拌飯
+辣炒年糕+酥炸嫩豆腐+飲料x2
特價788｜原價896

菘麵坊｜B1

雙人套餐 
雞排咖哩飯+豚骨大蒜叉燒麵
+可樂餅+飲料x2
特價499｜原價516

莫凡彼餐廳｜B1

拿鐵咖啡(H/I)買一送一
*內用另收10%服務費
*兩杯冰熱需一致，且不可寄杯
*恕無法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特價120｜原價240

頂呱呱｜B1

Q原味炸雞（2入）
特價99｜原價110

青鳥旅行｜B1

8入旅行盒/12入蛋捲簡約盒
任選三盒特價990｜原價1,050

Beard Papa's｜B1

9.23 Fri – 10.02 Sun
日式香草泡芙6入特惠組
特價330｜原價360
＊數量有限 售完為止
＊實際商品以實體為主，不可與其他優惠併用

這一小鍋｜B1

剝皮辣椒雞胸鍋套餐
特價335｜原價355
剝皮辣椒雞腿鍋套餐
特價350｜原價370

快車肉乾｜B1

09.23 Fri - 10.02 Sun.
肉鬆系列第二件5折  
肉紙／肉乾同價位商品 第二件8折 
＊小新系列／特價品／加購價／優惠商品除外

＊另享雙主餐升級
優惠，加購價梅花
豬$68或培根牛$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