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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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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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Fri. - 10.31 Mon.

2022

會員之夜｜歡迎光臨．奇幻馬戲
9.24 Sat.

超過30場精彩活動
旋轉木馬、摩天輪驚喜登場
當日消費再享來店禮、加碼禮
超值回饋一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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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命運抽活動總價10萬豪華旅宿

全館

滿 送
9.23 Fri. - 10.10 Mon. 

會員

滿 送
9.26 Mon. - 10.10 Mon. 

20,00020,000 2,5002,500

會員加碼累達最高享30%回饋9.23 Fri. - 9.25 Sun. 

國際•薈萃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信義店
 xinyi

全館滿千送百

●誠品會員兌換「全館$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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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指定銀行獨享」需於消費當日上午11:00起至6F視聽室(9.23-9.25)、B1贈品處(9.26-1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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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禮券、三聯

式發票或轉開發票恕不列入計算，會員兌換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電子發票證明聯、銷貨明細資料；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並出示紙本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於活動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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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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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23 Fri.-2022.10.31 Mon.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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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滿千送百」、「刷指定銀行獨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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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250電子抵用券」與「銀行$300電子抵用券」僅限信義店館內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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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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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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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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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銀行$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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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指定銀行獨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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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指定地點B1贈品處／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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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與館內「第四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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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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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張發票消費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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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地點｜6F視聽室(9.23-9.25)、B1贈品處(9.26-10.10)
             ※誠品會員滿千送百活動採自動匯券
                      ※非會員、刷指定銀行獨享活動請至上方地點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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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9.23 Fri.-9.25 Sun. 

9.23 Fri.-10.10 Mon.  

9.26 Mon. - 10.10 Mon.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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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信銀行贈品形式為誠品禮券
●恕不得與「第四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

全館
5,000滿當日

累計 送500
內含│全館$250電子抵用券×2張

會員
限定 

內含│全館$250電子抵用券×8張 
              加碼$100電子抵用券×5張

20,000滿當日
累計 送2,500

刷指定銀行獨享

30,000滿當日
累計 送900

 共限量300份／內含｜銀行$300電子抵用券×3張

50,000滿當日
累計 送1,500

 共限量100份／內含｜銀行$300電子抵用券×5張

10,000滿當日
累計 送300

 共限量800份／內含｜銀行$300電子抵用券×1張

 會員之夜
活動詳情

                      滿5,000送1,200
                      滿20,000送 4,700

會員
全館

郵寄名條
黏貼處

9.23 Fri. - 10.31 Mo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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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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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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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 Fri. -11.07 Mon. 無現悠遊付 最高享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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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7-ELEVEN、麥當勞 McDonald's、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明德素食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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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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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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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
使用「悠遊付」消費達以下門檻即享回饋：
◆悠遊付新戶累計滿500送$50誠品即享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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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戶回饋上限200元，共限量2,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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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品處兌換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B1贈品處（9.26-10.10）、B1顧客服務中心（10.11-10.31）／ 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當日
單筆滿888點數5倍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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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 Wed. 5號會員日 加碼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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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消費可與全館滿千送百活動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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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需使用相同會員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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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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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10.31 M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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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得使用「$200電子抵用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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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

元，方可使用「$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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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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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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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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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贈品處進行兌換。●本活動屬機會中
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見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會員每日各銀行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
    恕不累贈，贈完為止

滿20,000即可
兌換1,000（共限量375份）滿6,000即可

兌換200（共限量670份） 

                綁定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累計消費最高享5%回饋！※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內含｜$200電子抵用券×1張 內含｜$200電子抵用券×5張

活動詳情

立即下載悠遊付悠遊卡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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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Tue. -10.31 Mon.  誠品點好好兌 優惠放大券

誠品人APP憑誠品點10點即可
兌換

精選專櫃商品優惠放大券／專屬折扣券

●活動期間內單筆消費滿500(含以上)即可享乙次抽獎機會，單筆金額不累抽，多筆滿額則享多次抽獎機會，需至誠品人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遊戲。●本活動於2022.11.15 Tue. 於迷誠品網
站【得獎公告】公佈中獎名單。●獎項於抽中後，須自選指定門市領取獎項，並於兌獎時間內憑「遊戲任務＞中獎明細」紀錄，至自選門市完成個人所得收據憑證填寫後，始完成兌換，逾期視同放
棄得獎資格。●本活動僅限台灣誠品會員使用，海外會員恕不適用。●本活動屬機會中獎，無保證中獎設定，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見全館共同注意事項說明。●【花蓮3日尊榮團】一
人中獎即享四人同遊，本獎項適用名額為四人同行出發，且為2022年平日指定時間適用，若遇假日或國定假日行程異動或跨年度使用將依照旅行社公告辦法自行辦理差額加價。費用內含指定城市到
府接送、交通費(賓士車款M-Benz Vito Tourer)。住宿為太魯閣晶英酒店及花蓮福容大飯店兩人一房住宿各 1 晚、共計2間。餐食為太魯閣晶英酒店自助早餐及晚餐、花蓮福容大飯店自助早餐、松湖
驛站午餐。獎項費用不含其他餐費(除兩日飯店早/晚餐)、所有行程景點的門票、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如飲料、私人購物費⋯等。獎項使用規範詳情請見迷誠品活動頁說明，其他未盡事宜以實際
旅行社公告為主。●【誠品行旅│一泊二食住宿饗宴】包含誠品行旅經典客房乙晚、In Between之間餐廳雙人人文套餐乙套，限平日週日至週四入住，使用期限至2023.2.24 Fri.。中獎後至自選門
市完成兌換後，將於2022.11.15 Tue.前匯入電子兌換券誠品人APP帳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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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數獎項於抽中當下即時匯入會員帳戶，可於『【誠品
人】APP首頁>誠品點數』查詢點數匯入紀錄。●誠品生活保留活動更改與異動之權利，其他未盡事宜以誠品人APP遊戲任務公告為主。

●本活動需先下載並登入誠品人APP會員帳號後方可進行點數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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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每卡各專櫃限兌換乙次，5F-拼圖總動員限量50份、Mamas&Papas限量100份、YOGIBO限量50份；2F-& by tan&luciana限量30份、Le Bonheur Design 豊泊荷•

春花限量30份；B1-Japhne限量30份；B2-于記杏仁限量30份、星球工坊限量100份，各專櫃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優惠券／折扣券限指定專櫃使用，單筆消費限使用乙張，使用期限至 2022.10.31 Mon.，逾期無效，詳細使用規範依說明為準。●本券恕不退換、不找零亦不得折換現金。●活動期間顧客使用
優惠券／抵用券，由專櫃人員出示QRcode予顧客進行APP抵用券核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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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兌換券至誠品人APP會員帳號內。●若因不可抗拒因素，取消點數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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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優惠券／折扣券消費之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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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Tue. -10.31 Mon. 會員滿額抽 機會命運抽豪華旅宿

當日
單筆滿500即可

兌換富翁百寶袋乙個（限量1,000個）

內含驚喜好禮、袋袋有獎，還有機會抽中
誠品禮券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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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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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咖啡eslite cafe'；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B2-誠品酒窖、7-ELEVEN。

●本活動屬機會中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見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

10.11 Tue. -10.31 Mon. 會員來店禮 富翁百寶袋

※本活動採系統自動兌換抽獎機會

當日
單筆滿500
即享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乙次

有機會抽中活動總價10萬豪華旅宿：
花蓮 3日尊榮團 │
一人中獎四人賓士包車同遊（價值46,800，共1名）

誠品行旅│一泊二食住宿饗宴（價值27,282，共3名）

參與專櫃｜5F-拼圖總動員、Mamas&Papas、YOGIBO；2F-& by tan&luciana、
Le Bonheur Design 豊泊荷‧春花；B1-Japhne；B2-于記杏仁、星球工坊

誠品人APP

※兌換方式：登入誠品人APP >
誠品點數>點數兌換

太魯閣晶英酒店_峽谷星空電影院

專人賓士駕車尊榮禮遇



10.11 Tue. -10.31 Mon. 黑卡專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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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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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咖啡eslite cafe'；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B2-誠品酒窖、7-ELEVEN。●不可與「會員滿額禮 」、「會員專區禮 」活動重複兌換。

當日
累計滿100,000即可

兌換

YAMADA自動奶泡咖啡機乙台 （價值6,990，限量20台）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B1顧客服務中心／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10.11 Tue. -10.31 Mon. 會員專區禮

10.11 Tue. -10.31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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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贈品處（9.26-10.10）、B1顧客服務中心（10.11-1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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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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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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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身份憑證正反面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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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視為本國中獎人操作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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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 點 350 點

300  點

兌換地點｜B1顧客服務中心／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注意事項｜
●扣點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點數兌換以會員日持有點數為準，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各品項每卡／每日限換乙份。

Mamas&Papas｜5F
迷彩先鋒三合一全地形折疊拖車（橡膠胎）
價值5,990｜限量4份

Mamas&Papas｜5F
TumTum 矽膠餐具三件組
價值1,190｜限量9份

南法香頌｜4F
歐巴拉朵忍冬蜂蜜洗髮精100ml
價值320｜限量100份

HODRMEN 男研堂 ｜1F
冷杉沐浴亮背組
冷杉沐浴旅行裝10ml＋刷背巾
價值370 ｜限82份

B1／4F／5F
當日
累計滿3,000即可

兌換

茶籽堂乳液四入
體驗組
乙組（價值200，限量800組）

1F／2F
當日
累計滿10,000即可

兌換

UNI Color 
護髮課程券
乙張（價值1,500，限量200張）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茶籽堂乳液四入體驗組內含：青蜜滋養乳液10m×1、荷葉清舒乳液10ml×1、 肖楠葉平衡乳液
10ml×2（新品）●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靜思書軒、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B1-金色三麥。●不可與「黑卡專屬禮 」活
動重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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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不可與「黑卡專屬禮 」活動重複兌換。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圖片僅供參考，實品請以實物為主。

5000點





 ❽❽❽❽

● 夢幻摩天輪和旋轉木馬驚喜登場!
● 蜷尾家、金色三麥、彩虹熱狗等9家人氣品牌限時出攤!
● 天馬戲創作劇團、馬戲之門等超過30場不間斷奇幻演出!

活 動 詳 情

30
UP TO

OFF
%

白卡、金卡會員消費滿額享優惠升等

許願商品
驚喜鉅獻



 ❽❽❽❽

❹｜New Balance｜1F
237男／女款奶茶色休閒鞋（優尼聖獨家配色）
特價1,990｜原價2,680

❶｜DOUBLE TAKE｜1F
MOTHER 精選款牛仔褲
 特價6,500｜原價8,000-10,000

❷｜JOURNAL STANDARD｜1F
軍裝風 Cardigan
特價2,250｜原價4,500

❸｜ONETEASPOON｜1F
丹寧襯衫
特價4,800｜原價7,200 

❼❼｜O'right歐萊德｜2F
咖啡因麥拉寧養髮液100ml＋
咖啡因麥拉寧養髮液50ml＋
綠茶香水50ml
特價5,980｜原價14,460

❻｜｜QUEEN OF SHEBA｜B1
乳香純皂150g×5＋
乳香純皂50g×3＋
乳香純皂12g×12
特價8,400｜原價12,060 

❿｜ACCA KAPPA｜2F
白麝香香水100ml＋
白麝香沐浴香氛組
（香皂150g＋沐浴乳100ml＋身體乳100ml）

特價2,100｜原價3,600

❺｜ST.MALO W｜1F
秘魯工匠手工100%天然無染
羊駝毛混色拼接等比例家飾娃娃
120cm／150cm
特價38,999／49,999
原價 48,800／62,800

❾｜❾｜TENDER.S｜1F
SOE空氣感束口寬褲
特價6,980｜原價9,380 

❽｜❽｜Gianni Chiarini｜1F
Sofy肩背托特包
特價13,280｜原價16,600

7474折折
全台
首發

信義
獨家

❸

❹

❺

❶

55折折

7474折折
5858折折

❻

❼

❽

❾

❿

❷
6767折折

4141折折

77折折

許願商品
驚喜鉅獻

40%
OFF

Up To  



TG｜5F
耐熱玻璃布丁杯360ml／
白瓷馬克杯320ml／
白瓷義式濃縮杯盤組90ml
推薦價400／800／850
指定商品買一送一

RECLASSIFIED調香室｜2F
大理石香氛蠟燭暖燈組
（含香氛蠟燭200g）

特價2,990｜原價3,980

德風健康館｜B2
歐仕康 Q10膠囊／維生素E膠囊／朝鮮薊膠囊
任選3件7折
推薦價1,800／1,250／1,800 

幸修園｜B2
日本BROOK'S濾掛咖啡60入大福袋
（含20種口味）

特價1,350｜原價2,500

壹零捌抹茶茶廊｜B2
豪華聖代套餐
特價198｜原價223

全台
最低

expo BEAUTY｜4F
COCOLO x YURI聯名組
潔顏霜30g＋滴肌菁30ml＋保濕霜30ml

特價3,680｜原價4,540

茶籽堂｜2F
補你想補髮身自由配
任選330ml／補充包3件以上88折

MOSA沐莎植感生活｜4F
INSIGHT 仙人掌果強效舒敏髮浴400ml＋
仙人掌果強效舒緩霜100ml
特價1,200｜原價2,4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歐法頌｜B1
蛋白皂6入組
特價1,999｜原價3,600

5656折折

南法香頌｜4F
南法蕾朵純露200ml買三送三
特價2,340-3,240｜原價4,680-6,480

55折折55折折

Anelet｜2F
Margot&Tita 30ml 7入組禮盒
特價5,500｜原價6,930

薑心比心｜4F
商品全面任選2件85折

6565折折HODRMEN 男研堂｜1F
夏日挑痘限量組
胺基酸洗面乳100ml＋肌活永春泉60ml＋
CSA鬥痘精華30ml＋貓掌洗臉刷＋森野運動毛巾

特價2,990｜原價4,570

信義
獨家

The Ladywore｜B1
商品全面3件85折

LAC｜B2
9.23-9.26
酵母NMN粉末食品30包2入組
特價15,000｜原價25,000Dr. Origins達橙生活館｜B2

義大利維羅納經典紅白酒組合
特價2,500｜原價3,160

7575折折

5454折折

66折折
信義
獨家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禁止飲酒

熱銷破盤組合
僅此一檔



PIQUADRO｜2F
BRIEF系列機能行動後背包（15.6吋）
特價10,500｜原價17,640

STORY Leather｜B1
聯名商品-家有萬金大甲鎮瀾宮招財商品
推薦價1,888

康生｜5F
氣壓揉捶全功能按摩椅墊＋
寵i美足時尚舒壓按摩腳機
特價20,600｜原價46,600

QSHION｜5F
嬰兒床架＋床墊組（60×120×5cm） 
特價12,800｜原價18,680

高原木材｜5F
DIY杉木桌
特價3,500｜原價5,000

全台
最低

拼圖總動員｜5F
咒術迴戰交流會／鬼滅之刃主角人物
1000片拼圖
特價999｜原價1,600

趣玩鹿｜5F
比手畫腳磁力拼拼樂
特價1,600｜原價1,880

全台
最低 6262折折

信義
獨家 6969折折

誠品風格文具館｜4F
9.23-10.10
SAKURA-Craft Lab 005書寫筆
特價792｜原價1,200

信義
獨家 77折折

信義
獨家 66折折

誠品兒童館｜5F
Hasbro-生命之旅
超級瑪利歐遊戲組
特價799｜原價1,099

唯你珠寶｜1F
紫水晶耳環
推薦價18,000

dienes silver｜2F
幸福珠珠手繩×2
特價1,780｜原價2,560

TAICHI素T專賣｜B1
單筆消費滿1,500現折100
加贈品牌襪乙雙；
滿3,000現折300
加贈冰絲涼感內褲乙件

R&F｜1F
指定精選商品全面3折起；
商品全面9折；
單筆消費折扣後滿10,000
現折1,000；滿20,000
現折2,200

MIRROR皇宣緣｜1F
冰翠觀音翡翠項鍊
特價70,800｜原價118,0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77折折

4444折折

6666折折
7373折折

66折折

選物大富翁
下好離手



NU守護鍺｜B1
橘色包裝護具第2件5折
推薦價1,280-4,500

全台
首發

Lula漆皮貼腿短靴
推薦價3,290

方釦菱格斜背包
推薦價2,290

Gabine水桶包
推薦價1,690

CHARLES & KEITH 秉持簡約優雅的設計美
學，推崇大膽前衛的設計理念，致力於為現
代摩登女性打造風格百變的配飾單品。產品
涵蓋女鞋、包袋、太陽眼鏡、鑰匙扣等時尚
單品，輕鬆滿足任意風格的搭配需求。

CHARLES & KEITH1F

信義
獨家

Barbour｜1F
Avon 寬版油布外套
推薦價 16,800

Double Take｜1F
MOTHER DENIM 
線條紋理短外套
推薦價12,780

ST.MALO｜1F
墨西哥工匠傳統手工布織技藝
吊床包
特價1,782｜原價1,980

PORTER INTERNATIONAL｜2F
MATT格紋拼接手提包
特價3,350｜原價4,850

COWA｜B1
經典斜背包
特價9,880｜原價10,980

& by tan&luciana｜2F
抽皺長版上衣
特價4,410｜原價4,900

R&F｜1F
幾何車折襯衫
特價8,892｜原價9,880

青田兔庭｜2F
MELIE BIANCO-經典三用托特包
特價4,877｜原價5,480

inooknit｜1F
漫遊平底鞋
（黑色／紅色）

推薦價2,680

KEIZU Shoes｜4F
茹浮華拱廊／經典樂福鞋
特價2,380｜原價2,980

iPINK｜B1
9.23-10.10
任選正價內衣3套／6套
推薦價2,800／5,200

10.11-10.31
正價內睡衣買三送一
※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6969折折

新櫃
登場

全台
首發

Venture Zac｜4F
經典側背包
特價3,599｜原價3,980

VCstyle｜B1
Lite輕量快乾運動長褲
任選2件現折200

不敗單品不敗單品穿搭
打造萬眾矚目焦點



ONETEASPOON｜1F
品牌logo單寧外套
特價6,800｜原價11,200 

OH!HER｜B1
質感挺版九分西裝褲
特價1,380｜原價1,580

信義
獨家

❶❶｜MONDADA｜B1
商品全面2件88折
❷｜❷｜People's Market｜B1
商品全面5折買六送一

BAGMANIA｜1F
LM洗舊感運動上衣／
LM洗舊感縮口運動褲鑽石貓咪
特價9,980／8,080
原價11,800／9,680

French Connection｜B1
可拆領針織毛衣
特價3,424｜原價4,280

ASPORT｜1F
P.E NATION 
撞色條紋緊身車褲
推薦價4,180

MANGO｜B1
泰西風衣
（卡其 ／薄荷綠／ 咖啡色）

特價2,890｜原價3,490

ONETEASPOON｜1F
閃電高腰丹寧
推薦價6,600

Gianni Chiarini｜1F
Carlotta鏈帶斜背包
特價7,040｜原價8,800

10MOOn｜1F
黑色V領抽摺洋裝 
推薦價6,980

maggie's love｜1F
拼接西裝麻外套
推薦價12,980

Annie's Collection｜1F
商品全面85折

6161折折
7171折折

YUPENG SHIH｜B1
紫標商品全面
買一送一 

Caspia LiLi｜2F
Rex+Seven套裝
（黑／卡其）

特價3,980｜原價5,600

ASPORT｜1F
PE NATION-奶灰運動短袖／長褲
推薦價3,580／3,780

agnès b. ｜1F
碎花排釦洋裝
特價4,999｜原價7,58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6666折折

❶ ❷



77折折

Olivia Yao Jewellery｜1F
RADIANT-多層次鋯石
鎖鍊長鍊（雙戴法）
推薦價5,100

❸｜❸｜Modigliani 莫莉里安尼｜4F
星河漫步手鍊
特價1,526｜原價2,180

❺｜❺｜Lee's Jewelry李氏私飾｜4F
永續的愛手鍊（金）
特價1,880｜原價2,880

❶❶｜Ficelle Design Jewelry｜4F
呼喊愛情天然石手鍊-四色
特價1,700｜原價1,790

❷｜❷｜Beau Jewelry｜4F
春 · 薄霧-月光石耳線
特價1,918｜原價2,180

❹｜❹｜MuRose Crystal｜4F
水晶耳環任2件74折
特價1,000｜原價1,360
水晶簡約項鍊
推薦價900

Isha Jewelry｜4F
單鑽幸運草純銀項鍊
特價880｜原價1,299

❶

❷

❸

❹

❺

SPORT b. ｜1F
手環（男／女）
特價1,999｜原價3,28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唯你珠寶｜1F
翡翠葫蘆項鍊
推薦價 26,800

MIRROR皇宣緣｜1F
簡約清透翡翠手鍊
特價8,280｜原價13,800

66折折

6868折折

6161折折
7575折折

KJADE｜2F
白翡翠平安手環組
特價2,800｜原價 3,720
商品全面8折

信義
獨家 6565折折

WHITE OCEAN｜B1
輕婚紗系列全面85折

6868折折

6565折折

❾｜dienes silver｜2F❾｜dienes silver｜2F
凱薩琳菱形戒
特價3,880｜原價4,280

❼｜Eunice Kuo Metalwork｜2F❼｜Eunice Kuo Metalwork｜2F
白貓Keshi珍珠耳鏈
推薦價3,200

❻｜MIESTILO｜4F❻｜MIESTILO｜4F
自帶光圈C字白鋼／玫瑰金手環
特價1,280／1,480
原價1,980／2,180

❽｜Brigid Accessory｜4F❽｜Brigid Accessory｜4F
Valancy彈力戒指組合
特價590｜原價670

❻

❼
❽

❾

細節的魅力細節的魅力
優雅詮釋！



5858折折

土屋鞄製造所｜1F
BRIDLE 馬鞍皮紳士手拿包
推薦價38,800
贈BRIDLE零錢包乙個（價值5,600）
※限量製作，售完為止

Doughnut｜4F
Macaroon Tiny 
Organic Cotton
特價1,024｜原價1,280 

TAICHI素T專賣｜B1
顯肌組合（飛魚＋大衛） 
推薦價1,210
※單組現折30元，以此類推

KURA CHIKA by PORTER｜1F
PORTER SENSES SHOULDER PACK
推薦價8,250

Vanger｜B1
男女鞋類
推薦價3,280-4,980

Alto｜4F
Apple Watch 皮革錶帶-焦糖棕
42／44／45mm
推薦價2,980

ARTIFACTS｜1F
ADER ERROR 不規則下擺西裝外套
推薦價21,980

NEW BALANCE｜1F
327男女款休閒鞋（優尼聖獨家配色）
特價2,390｜原價2,980

PIQUADRO｜2F
MARTIN系列牛皮後背包（14吋）
特價8,990｜原價15,57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TOYSELECT拓伊生活｜4F
BLAC 鞣製皮革MagSafe
磁吸iPhone12／13全型號手機殼
特價1,290｜原價1,490
※無mini尺寸

master-piece｜1F
YOSEMITE聯名手機繩包袋
推薦價 6,400

Barbour｜1F
Transport 油布夾克
推薦價15,600

THE WAY眼鏡精品｜1F
GUCCI／CHOLE精品眼鏡
推薦價15,600／14,100

Y-3｜1F
AJATU COURT FORMAL
推薦價12,800

Y-3｜1F
U GRAPHIC LS TEE
推薦價7,480

Journal Standard｜1F
Birkenstock x JournalStandard, Kyoto
特價5,580｜原價6,200

Anomi_e｜2F
PROJECTbyH. 2022春夏系列
商品全面9折
※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信義
獨家

質感嚴選質感嚴選
有型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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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法蘭Fran那迷人的呢喃式的哼唱，仿佛是
在喃喃自語，卻也像在對著世界傾訴。妳平時會
將心事和他人分享嗎?面對不順心的事物時，妳
都怎麼抒發呢?

Fran:會跟家人聊些日常，也會找親近的朋友
聊聊，更多時候是寫文字記錄，寫歌的時候就可
以回頭翻翻看看，找找靈感。當然也有很多時候
真的好生氣，就罵個髒話囉（笑）。

Q:法蘭Fran當初是如何走上音樂創作這一
條路的?這一路走來是否和妳想像中的一樣?讓
妳堅持下去的動力是什麼呢?

Fran:當初蠻順其自然地走上音樂這條路，
當然一路走來跟想像中還是有些不一樣。不過
我覺得很多事情可以把它看作一個球面，每個
半徑都是不同的指向，但這些半徑都是必須的，
才能撐起整個球狀。堅持下去的動力就是從工
作中、作品中、還有別人的作品中得到快樂，每
一點小小的微光只要它沒有熄滅，持續在發生，
就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

Q:人生中有各式各樣的遭遇，面對未知難免
會感到徬徨不安，法蘭Fran有什麼話可以送給
正在摸索的人們嗎?

Fran:適度沉溺在某種情感或情緒裡，我覺
得蠻好的，要哭就哭，要笑就笑，都可以當作是
一種享受，不用硬性地管束自己得不哭得堅強，
給自己太多 無 形 的 枷 鎖，最 後 可 能 會 爆 炸 ～
試 著 享 受 其 中、適 度 地 抒 發 排 解，身 心 會比
較健康。

Q:從「 法 蘭 黛 樂 團 」到「 法 蘭 Fra n 」，歷 經
不同的角色和創作媒介的轉換，心境上面有
什麼樣的變化?關於未來，妳有什麼想像呢?
 

Fran:在樂團裡身為團長及主創，校長兼撞
鐘，事情比較繁雜，常常要擔心、思索很多不同面
向的事務。有時候還真是會不知道接下來要去
哪？2019年法蘭黛十週年單曲，我寫了〈接下
來要去哪〉這首歌，其實就有點像是一首求救
之歌，以一種疏離的方式，發出了奇特的求救
訊號（笑）。停了兩年，人生嘛！總要停下來好好
想一想，想好了就可以再出發。現在專注在個人
的音樂創作上，當然依然是依賴著許多人的才
華協力，不過心境上相對比較放鬆，只需要代表
自己，可以再隨心所欲一些。至於對未來的想
像，目前還不太有具象的目標，就是希望自己
可以越來越強壯、更有力氣，可以照顧更多想
照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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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夢也可以說是妳的創作養分之一，這聽起
來是一個相當美妙奇幻的過程。妳是如何將夢
轉化為音樂?夢對妳來說是什麼樣的存在呢?

Fran:我覺得夢蠻像是內在狀態的反映，每次
做完夢後，好像又更加了解自己一點，知道原來我
是有害怕、擔心的，內心深藏的意念或欲望，在夢
境裡就會顯現出來。我會記住夢裏的氛圍，透過音
樂這個途徑，去承載、復刻夢境帶給我的感受。

Q:曾聽妳將音樂比作回憶的載體，可以帶妳
回到生命中的某一段時光。是否有這麼一首歌
記載著妳的所有，讓妳在難受時得以遁逃，在
開心時可以與人分享呢?

Fran:很多歌曲對我來說都有著這樣的力道。
現在在腦海裡冒出的歌曲，是蔡琴的〈最後一夜〉

（可能我最近特別想家），小時候都跟著爸爸媽
媽聽音樂，他們很喜歡蔡琴的歌曲。到了現在，
只要這首歌前奏一出現，好像就能立即帶我回
到家。腦海中浮出的回憶畫面是好多個小時候
的午睡時光，後院裡的幾棵樹讓風吹得颯颯作
響，聽著那樣的聲響安心地睡著。當時心愛的人
事物都好好地擺放在身邊，從來不擔心明天、從
來不害怕明天。（其實我現在也住在被樹林圍繞
的地方，那是我依戀的安全感～）

Q:法蘭Fran這次將帶來什麼樣的作品，希望透過作品和大家說些什麼呢?請和
我們分享製作這張專輯時加入了哪些元素，有什麼不同以往的嘗試吧!

Fran:我覺得每個人內在的靈魂都有很多種面向，這次的首張個人專輯想把更多不一
樣的面貌帶給大家。以往是樂團的形式，是聚每一位團員的音樂態度，這張新作品在音
樂性上與闡述內容會比較聚焦在女性思維、女性情感的面向。

Q:創作的過程中往往是孤獨的，有時信手拈來便是一段旋律，有時卻數個月依舊
停滯不前。法蘭Fran平時如何汲取創作靈感?在創作的路上是否有遇過讓妳刻骨
銘心的瓶頸呢?

Fran:各種感官上的體會都會變成靈感來源，氣溫、空氣濕度、嗅覺、聽覺、視覺，都會
引發一些回憶。我也很享受在大量聽音樂的狀態，每天都會留時間來好好聽音樂，各種
類型的音樂都聽，從很早期二三零年代的音樂到當代的我都喜歡。音樂像是帶我穿梭時
空的飛行器，特別是這兩三年因為疫情受限了肉體上的自由，但只要戴上耳機聽音樂，
就可以進行一段腦內的旅行。另外，透過小說、電影、別人的故事，抑或是和家人、親近的
朋友聊天，也是我學習情感、情緒，激發靈感的方式。
創作瓶頸特別容易發生在做配樂的時候，因為配樂是表達戲劇中的角色情感，有時候得
讓「自己」跳脫出來，扮演一個旁觀者。但常常還是免不了會用個人生命經驗去詮釋、拆
解，因此陷入自我懷疑的狀態（笑），這中間的拉拉扯扯對我來說，會是比較苦惱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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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從法蘭Fran的作品當中，可以聽見妳用
浪漫的口吻，細數愛的各種面貌。妳總是細膩
且 柔 美 地 詮 釋 出 情 感 的 曲 折，妳 理 想 中 的 愛
是什麼模樣呢?

Fran:大概會是那種心有靈犀的狀態吧！即使
不總是常相處，但各自一方、各自安好，心在人就
在。如果心不在，人在也沒意思啊！（嘆）

Q:法蘭Fran平時會來誠品信義店走一走嗎?
什麼樣的物品會特別吸引妳注意呢?

Fran:高中的時候我常常翹課，自己一個人去
看電影、或去誠品看書。很沈迷在書櫃間、一堆書
籍間流連忘返，任意挑選翻看，像是隱身在一個大
觀世界中。我也一直都很喜歡那種被大世界淹沒、
自己是一顆小小塵埃的感覺，很有種安心感。另外，
一些有創意的文創商品也常常會抓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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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法蘭Fran那迷人的呢喃式的哼唱，仿佛是
在喃喃自語，卻也像在對著世界傾訴。妳平時會
將心事和他人分享嗎?面對不順心的事物時，妳
都怎麼抒發呢?

Fran:會跟家人聊些日常，也會找親近的朋友
聊聊，更多時候是寫文字記錄，寫歌的時候就可
以回頭翻翻看看，找找靈感。當然也有很多時候
真的好生氣，就罵個髒話囉（笑）。

Q:法蘭Fran當初是如何走上音樂創作這一
條路的?這一路走來是否和妳想像中的一樣?讓
妳堅持下去的動力是什麼呢?

Fran:當初蠻順其自然地走上音樂這條路，
當然一路走來跟想像中還是有些不一樣。不過
我覺得很多事情可以把它看作一個球面，每個
半徑都是不同的指向，但這些半徑都是必須的，
才能撐起整個球狀。堅持下去的動力就是從工
作中、作品中、還有別人的作品中得到快樂，每
一點小小的微光只要它沒有熄滅，持續在發生，
就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

Q:人生中有各式各樣的遭遇，面對未知難免
會感到徬徨不安，法蘭Fran有什麼話可以送給
正在摸索的人們嗎?

Fran:適度沉溺在某種情感或情緒裡，我覺
得蠻好的，要哭就哭，要笑就笑，都可以當作是
一種享受，不用硬性地管束自己得不哭得堅強，
給自己太多 無 形 的 枷 鎖，最 後 可 能 會 爆 炸 ～
試 著 享 受 其 中、適 度 地 抒 發 排 解，身 心 會比
較健康。

Q:從「 法 蘭 黛 樂 團 」到「 法 蘭 Fra n 」，歷 經
不同的角色和創作媒介的轉換，心境上面有
什麼樣的變化?關於未來，妳有什麼想像呢?
 

Fran:在樂團裡身為團長及主創，校長兼撞
鐘，事情比較繁雜，常常要擔心、思索很多不同面
向的事務。有時候還真是會不知道接下來要去
哪？2019年法蘭黛十週年單曲，我寫了〈接下
來要去哪〉這首歌，其實就有點像是一首求救
之歌，以一種疏離的方式，發出了奇特的求救
訊號（笑）。停了兩年，人生嘛！總要停下來好好
想一想，想好了就可以再出發。現在專注在個人
的音樂創作上，當然依然是依賴著許多人的才
華協力，不過心境上相對比較放鬆，只需要代表
自己，可以再隨心所欲一些。至於對未來的想
像，目前還不太有具象的目標，就是希望自己
可以越來越強壯、更有力氣，可以照顧更多想
照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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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夢也可以說是妳的創作養分之一，這聽起
來是一個相當美妙奇幻的過程。妳是如何將夢
轉化為音樂?夢對妳來說是什麼樣的存在呢?

Fran:我覺得夢蠻像是內在狀態的反映，每次
做完夢後，好像又更加了解自己一點，知道原來我
是有害怕、擔心的，內心深藏的意念或欲望，在夢
境裡就會顯現出來。我會記住夢裏的氛圍，透過音
樂這個途徑，去承載、復刻夢境帶給我的感受。

Q:曾聽妳將音樂比作回憶的載體，可以帶妳
回到生命中的某一段時光。是否有這麼一首歌
記載著妳的所有，讓妳在難受時得以遁逃，在
開心時可以與人分享呢?

Fran:很多歌曲對我來說都有著這樣的力道。
現在在腦海裡冒出的歌曲，是蔡琴的〈最後一夜〉

（可能我最近特別想家），小時候都跟著爸爸媽
媽聽音樂，他們很喜歡蔡琴的歌曲。到了現在，
只要這首歌前奏一出現，好像就能立即帶我回
到家。腦海中浮出的回憶畫面是好多個小時候
的午睡時光，後院裡的幾棵樹讓風吹得颯颯作
響，聽著那樣的聲響安心地睡著。當時心愛的人
事物都好好地擺放在身邊，從來不擔心明天、從
來不害怕明天。（其實我現在也住在被樹林圍繞
的地方，那是我依戀的安全感～）

Q:法蘭Fran這次將帶來什麼樣的作品，希望透過作品和大家說些什麼呢?請和
我們分享製作這張專輯時加入了哪些元素，有什麼不同以往的嘗試吧!

Fran:我覺得每個人內在的靈魂都有很多種面向，這次的首張個人專輯想把更多不一
樣的面貌帶給大家。以往是樂團的形式，是聚每一位團員的音樂態度，這張新作品在音
樂性上與闡述內容會比較聚焦在女性思維、女性情感的面向。

Q:創作的過程中往往是孤獨的，有時信手拈來便是一段旋律，有時卻數個月依舊
停滯不前。法蘭Fran平時如何汲取創作靈感?在創作的路上是否有遇過讓妳刻骨
銘心的瓶頸呢?

Fran:各種感官上的體會都會變成靈感來源，氣溫、空氣濕度、嗅覺、聽覺、視覺，都會
引發一些回憶。我也很享受在大量聽音樂的狀態，每天都會留時間來好好聽音樂，各種
類型的音樂都聽，從很早期二三零年代的音樂到當代的我都喜歡。音樂像是帶我穿梭時
空的飛行器，特別是這兩三年因為疫情受限了肉體上的自由，但只要戴上耳機聽音樂，
就可以進行一段腦內的旅行。另外，透過小說、電影、別人的故事，抑或是和家人、親近的
朋友聊天，也是我學習情感、情緒，激發靈感的方式。
創作瓶頸特別容易發生在做配樂的時候，因為配樂是表達戲劇中的角色情感，有時候得
讓「自己」跳脫出來，扮演一個旁觀者。但常常還是免不了會用個人生命經驗去詮釋、拆
解，因此陷入自我懷疑的狀態（笑），這中間的拉拉扯扯對我來說，會是比較苦惱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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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從法蘭Fran的作品當中，可以聽見妳用
浪漫的口吻，細數愛的各種面貌。妳總是細膩
且 柔 美 地 詮 釋 出 情 感 的 曲 折，妳 理 想 中 的 愛
是什麼模樣呢?

Fran:大概會是那種心有靈犀的狀態吧！即使
不總是常相處，但各自一方、各自安好，心在人就
在。如果心不在，人在也沒意思啊！（嘆）

Q:法蘭Fran平時會來誠品信義店走一走嗎?
什麼樣的物品會特別吸引妳注意呢?

Fran:高中的時候我常常翹課，自己一個人去
看電影、或去誠品看書。很沈迷在書櫃間、一堆書
籍間流連忘返，任意挑選翻看，像是隱身在一個大
觀世界中。我也一直都很喜歡那種被大世界淹沒、
自己是一顆小小塵埃的感覺，很有種安心感。另外，
一些有創意的文創商品也常常會抓住我！



EDN｜1F
玻尿酸面膜50入／
緊緻抗皺面膜50入
特價3,000｜原價12,500 秉持天然純淨理念，與歐洲知名設計師合作，以極簡當代

的風格為設計核心，致力於研發令人安心的天然香氛氣味
產品，呼應品牌識別雲朵的圖騰，代表東方的好運與西方
的寧靜，簡單粹白的雲朵勾勒出SERENE HOUSE 致力追
求室內空間的清新愉悅空氣與天然純淨香氛的品牌藍圖。

SERENE HOUSE5F2424折折

6767折折

愛創造 Allietare｜4F
祝你好運精油套組
好運款香氛精油10ml3入

特價2,160｜原價2,700

Japhne｜B1
淨白撫紋修護組
淨白保濕水凝乳30ml＋四胜肽修護精華液30ml

特價1,280 ｜原價1,660

村山 Tsun Shan｜4F
精油睡眠噴霧買二送一
特價2,560｜原價3,840

檜山坊｜4F
香氛大富翁．心靈療癒四件組
台灣原生檜木精油10ml＋法國真實薰衣草精油10ml＋
澳洲尤加利精油10ml＋義大利甜橙精油10ml

特價2,480｜原價3,120
贈水晶能量精油瓶乙個（價值200）

iGzen 愛居人｜4F
童顏有機面膜任選50片85折
（沒藥／橙花／乳香／玫瑰天竺葵）

特價8,075-8,500｜原價9,500-10,000
贈有機深層面膜×5（價值1,000）

Pethany+Larsen｜2F
精華乳液蠟經典瓶120ml＋
滴管瓶30ml
特價1,995｜原價2,270

DakiniDéesse｜B1
女神養成組
無暇女神油10ml＋魅力女神油10ml

特價2,539｜原價2,880

YUE BEAUTY｜B1
九本草-去角質凝膠125ml＋
氧氣泡沫洗面乳100ml＋
保濕面霜50g＋蝸牛面霜 50g
特價3,600｜原價4,720

miimiiko｜4F
植萃精油噴霧30ml任選4入
特價2,699｜原價3,120

綠藤生機｜2F
玫瑰撫紋抗老組
綠色海洋精華油-格拉斯玫瑰限定版30ml＋
極境雙藻復原精華30ml

特價3,880｜原價4,66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Aesop｜2F
Eidesis Eau de Parfum
艾底希思香水 50ml
推薦價5,600

ACCA KAPPA｜2F
白麝香香水禮盒
白麝香香水30ml＋白麝香沐浴乳50ml＋

白麝香身體乳50ml

特價1,300｜原價1,950

OHANA MAHAALO｜4F
輕香水30ml／淡香水筆10ml＋
潤澤療癒護手霜50g任選乙款＋
舒體SPA按摩乳240ml任選乙款＋
耍心機香膏3g任選乙款
特價2,000｜原價2,560

Perth's King｜2F
舒緩放鬆按摩霜110ml＋
活絡肩背按摩油50ml＋麻布旅行包
特價1,350｜原價1,96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6969折折



PURE純淨抗菌噴霧500ml
推薦價599
贈抗菌噴霧100ml乙罐
（價值199）

月光缽香氛膠囊機
推薦價1,280
贈膠囊蠟乙個
（價值250）

繁星香氛霧化機
推薦價3,980
贈甜橙精油0ml乙罐
（價值700）

HODRMEN 男研堂｜1F
型男挑痘組
胺基酸多功能洗面乳100ml＋肌活永春泉60ml＋
CSA控油鬥痘精華30ml＋貓掌洗臉刷 

特價2,890｜原價3,980

新肌霓｜B1
頭皮淨化組 
頭皮淨透洗髮露350ml×2＋
輕盈護髮精華150ml

特價1,689 ｜原價2,060

O.P.I｜B1
古布阿蘇／Nail Envy護甲系列
第2件5折
※以價低者計

KOLY｜B1
Rucipello精品禮盒牙膏套組
牙膏100g×4＋7度牙刷×4

特價1,850｜原價2,600
贈Rucipello牙膏100g乙個（價值520）
※隨機贈送，恕不挑選

O'right歐萊德｜2F
全系列洗沐護1000ml（任選3件）＋
曠野玫瑰洗卸慕絲220ml／綠茶護手霜100ml／
綠茶身體油100ml（任選3件）
特價4,740起｜原價12,280起

MOSA沐莎植感生活｜4F
INSIGHT調理劑（百里香）100ml
推薦價2,000
贈INSIGHT洗髮精／護髮素400ml任選乙瓶
（價值950-1,300）

UNI Color｜B1
全系列通用護髮券6張
特價6,000｜原價9,000

AVEDA｜2F
結構強韌推薦組
花植結構重鍵洗髮精200ml＋花植結構重鍵潤髮乳200ml＋
花植結構重鍵精華100ml 3件組

推薦價6,050

乳油木之家｜B1
Athena's可可&乳油木滋潤霜150mlＸ3＋
Sairo榛果強效身體乳400ml＋
AGRADO乳油木玫瑰嫩白霜 50mlＸ2
特價4,650｜原價7,76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66折折

7171折折

7373折折

6767折折

阿原肥皂｜4F
皂類3件9折；6件85折；10件8折

K度十光｜1F
COSMIC SPECULATION宇宙的猜想
星球發射台擴香（太空人版）
特價3,312｜原價3,680

南法香頌｜4F
歐巴拉朵馬賽皂洗衣絲750gＸ2
（香味任選）＋馬賽皂300gＸ2
特價1,699｜原價2,400

100 PHANTOM Perfumer 
Taipei 百氛苑｜2F
經典香氛暖燈組（含蠟燭185g）

特價3,680｜原價4,560

USERWATS│4F
精巧版精油大豆蠟燭3入
特價1,980｜原價2,700

Vana Candles｜2F
復古金屬大款暖燈-紅銅／幾何款暖燈
推薦價1,990
贈瑞典香氛地圖蠟燭200g乙個
（價值990）

茶籽堂｜2F
手部養護3件組
洗手露1L任選乙包＋洗手露330ml＋護手霜30ml

特價2,120｜原價2,410

3939折折

7171折折

豐富生活豐富生活層次
呵護身心質感體驗



全台
首發

品味生活從美好空間開始

CNFlower｜1F
秋之花藏恆星盆花
推薦價3,500

Mamas&Papas｜5F
追光小象（壁掛）
特價1,950｜原價2,59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Yamaha Music & Life｜6F
AvantGrand NU1X
擁有傳統鋼琴打擊系統的跨界數位鋼琴
推薦價169,100

恆隆行｜5F
Style 美姿調整座椅立腰款
特價17,880｜原價20,000
贈SODASTREAM GENESIS
氣泡水機（白）乙個（價值3,750）

MERCI Design｜4F
小動物椅凳
小牛／小河馬／小象／
大牛／大河馬／大象 
特價998-1,888
原價1,302-2,260

OSIM｜2F
減壓養身椅-勁速紅
特價149,800｜原價198,000

PLAYSOUND沛聲｜2F
B&W Formation Wedge 
無線音樂系統
特價29,900｜原價43,200

USERWATS｜4F
單人沙發躺椅-麻灰色
特價3,880｜原價5,200

7575折折

QSHION｜5F
居家床墊系列全面85折
凡購買床墊贈保潔墊乙個（價值880）

恆隆行｜5F
9.23-10.10
Dyson-吹風機HD08（桃色）
推薦價14,600
贈原廠鐵架乙個（價值4,000）

TESORO｜B1
Tokidoki懶骨頭
特價4,199｜原價4,490

ST.MALO｜1F
秘魯工匠手工玻璃手繪藝術復古掛鏡
特價1,428-4,148｜原價1,680-4,880

6969折折

怪獸包膜｜B1
OMIX 美型玻璃燈立體環繞
無線藍牙喇叭
特價1,500｜原價2,190

6868折折

yogibo｜5F
Luxe Max+U
特價18,400｜原價20,000

化石先生｜5F
指定療癒小礦礦85折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北歐櫥窗 Nordic2F

能作NOUSAKU｜2F
福祿吉祥室內擴香
蘋果／葫蘆／鳳梨 
推薦價4,500

expo BEAUTY｜4F
HANSCHIU 居家擴香三入禮盒
花香組合 
特價1,343｜原價1,580

康生｜5F
魔法抓抓抓＋筋舒福頸椎熱敷
特價4,980｜原價12,960

KOLY｜B1
InBody 家用型便攜式體脂計（H20B）
特價11,999｜原價14,500
贈 InBody x Blender Bottle V2
經典防漏搖搖杯乙個（價值499）＋
InBody x Footer 襪子乙個（價值480）

未來實驗室｜B1
凡購買任一品牌商品即可以699
加購負壓鮮榨杯乙個（原價799）
※消耗品除外

穎品茶業｜B2
陶藝家茶器作品全面88折

SADOMAIN仙德曼｜B2
1壺4杯定窯茶具旅組（12件組）
特價1,530｜原價1,800

誠品書店│3F
9.23-10.10
荷蘭Just Dutch-手工編織Miffy／
Boris布偶（蒙德里安藝術風吊帶褲款）
特價990｜原價1,180

誠品精品文具館｜2F
日本kakimori系列文具
推薦價150-3,640

伊織毛巾｜2F
伊織竹久夢二花の世界
棉紗長巾2件組
特價1,080｜原價1,360

Moshi ｜4F
無線充電提案
Sette Q (with power adapter) 三合一充電盤＋
Flekto Apple Watch 折疊式隨身磁吸充電器

特價3,980｜原價5,37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3838折折

北歐櫥窗Nordic｜2F
丹麥Bjørn Wiinblad伊娃手繪陶瓷花器
推薦價2,100起

以「窺見北歐深度價值，放眼全球美學設計」為理念，提供來自北歐或全球最新、最優質的生活用品，
讓您在家中、辦公室、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享受設計為人帶來的便利以及美好。

TG｜5F
商品全面85折

7474折折



Mamas&Papas｜5F
Strada雙向手推車
（鎏金灰／黑鑽石／水墨綠）

特價18,900｜原價26,900

雷諾瓦拼圖文化坊｜4F
10.01-10.31
凡購買拼圖商品單筆消費滿3,300
贈「謝謝你」300片拼圖乙個（價值759）／ 
托特包乙個（價值699）；滿6,600贈
「咖啡街漫步」1008片拼圖乙個（價值1,399）／
Degano隨行杯乙個（價值1,399）
※限正價品，恕不累送

高原木材｜5F
悠閒檜木積木
特價3,200｜原價4,200

GAGA monster｜5F
GAGA monster史萊姆怪獸星球將引導小朋友們透
過五感啟動創造與想像力。在嚴選的台灣製造材料
中創作出獨一無二的探險旅程。旅途中，將會認識
不同的夥伴、進化出不同的史萊姆怪獸，更延伸出
許多有趣、歡樂與感動的故事。

史萊姆入門實驗組
怪獸膠水360ml×3＋魔法藥水＋食用色素水×3

特價1,080｜原價1,246
儲值會員課程點數滿5,000送500（點）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信義
獨家

Tiger Family｜5F
學院風超輕量護脊書包
Pro 2蜜桃粉蝶
特價3,180｜原價3,58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Forever Fun｜5F
Moonrock 書包
全面9折

信義
獨家

CiPU｜5F
9.23-10.02
商品全面8折
10.03-10.31
商品全面9折
※部分商品除外

Old Soles｜5F
秋冬新品單件9折；第2件起85折
單筆消費滿2,000
贈量腳墊板乙個（價值39）
※每筆限贈乙個

KOIZUMI｜5F
商品全面88折
任選3件再享98折；滿5件95折

環安傢俱｜5F
剛剛好書桌椅組-超值組（大）
特價15,900｜原價32,080

7373折折

KAWAPARA｜B1
LIVEWORK文具組合
筆記本＋紙膠帶＋原子筆

特價360｜原價450
※依現場款式為主

信義
獨家

5折

信義
獨家

7折

I Love Sprinkle｜5F
Vanessa娃娃鞋
特價1,080｜原價1,48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全台
最低

Anomi_e｜2F
OMIObyH. 系列全面9折
※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陪伴孩子
當快樂孩

子王



寵愛寵愛
毛孩寶貝毛孩寶貝

QSHION｜5F
LIFEAPP系列全面8折
※特價品除外

信義
獨家

soda n'cream｜5F
精靈仙子髮絲禮盒系列
全面85折

eYefans｜5F
精選童裝
單件9折；2件88折；3件85折

YUAN｜5F
秋冬新品全面8折

Beckmann｜5F
單筆消費滿3,000現折300

Lucy's Mountain｜4F
TALL TAILS玩具系列全面9折

趣玩鹿｜5F
⻄班牙miniland-磁鐵遊戲板套組（4 入）
特價1,890｜原價2,360

JunBai x MurMur Talk 
毛毛頭寵物俱樂部｜4F
doter寵愛物語-CT97
爬梯吊床太空艙貓跳台
特價6,960｜原價8,700
商品全面8折起

信義
獨家

拼圖總動員｜5F
超級瑪麗歐系列商品全面8折

micia美日手藝館｜4F
小刀模機套組＋丹迪紙及彩色泡棉
特價2,980｜原價3,860

拍拍小童touché select｜5F
熊熊愛你包屁衣
特價1,500｜原價1,680
凡購買熊熊愛你系列任選2件
贈有機棉小熊娃娃乙隻（價值780）

Vigor Life｜5F
BuddyPhones
school+／cosmos+
系列全面8折

O'right歐萊德｜2F
歐錦葵嬰幼兒慕絲650ml×3
特價2,898｜原價4,140

信義
獨家

TOY WORLD｜5F
NERF-極限系列3號
特價799｜原價1,499

5353折折
信義
獨家

Aqmore ｜5F
漂亮久一點系列指甲水任選3瓶組合
特價999｜原價1,080

Lifistar｜5F
洗面慕絲270ml＋抗敏保濕露200ml＋
亮白乳液80ml
特價2,599｜原價2,860

77折折

信義
獨家

QSHION｜5F
嬰兒系列全面8折
※特價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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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ゃぶしゃぶ温野菜日本涮涮鍋專門店│4F
全天饗宴任您吃 午餐時段／晚餐時段
特選肉類＋新鮮蔬菜＋小菜＋鍋肴＋甜點＋無酒精飲料，約40種的餐點自由選擇

推薦價399／489起
※兒童用餐費用請洽服務人員
※10%服務費另計，用餐時間90分鐘

默爾pasta & pizza｜5F 
凡內用消費任一主餐即可以299元加購鯷魚番茄／
四騎士口味／羅勒青醬燻雞野菇披薩乙份
（原價360／370／370）
※10%服務費另計
※圖片僅供參考

凱林鐵板燒｜B2
經典雙人餐
板腱牛排＋富貴雞排＋鱸魚＋鮮蝦×4＋干貝×2＋杏鮑菇＋

應時鮮蔬×2＋清炒豆芽×2

特價1,080｜原價1,200

金色三麥｜B1
歡聚四人分享餐
海鮮水果沙拉／南洋松阪豬沙拉＋現釀啤酒蝦／墨魚醉嗆烏魚子＋蝦仁鮭魚披薩

／德式香腸披薩＋西班牙海鮮燉飯／松露野菇燉飯＋金色三麥經典大拼盤 

推薦價3,120
※享150/杯加購500c.c.精釀啤酒（至多4杯）
※10%服務費另計
※圖片僅供參考，依實際餐點為主

1010湘｜6F
歡聚湘味5人套餐
精選料理9道（燒椒皮蛋＋神仙孜然肋排骨5支＋臭豆腐肥腸阿干鍋＋松子年糕

牛肉＋串燒蝦＋東安仔雞＋辣椒炒蛋＋鄉里小炒肉＋腐乳空心菜）＋

人氣飲品任選5杯＋神仙缽飯5人份無限續碗

推薦價3,860
※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10%服務費另計
※套餐內容以餐廳實際供應菜單為主

Supreme Salmon美威鮭魚｜B2
鮭魚綠蔬雙人套餐
嫩烤鮭魚菲力白花椰米＋明太子嫩烤雞腿（附白飯）＋

義式烤時蔬＋和風胡麻龍鬚菜＋黃金玄米茶2杯

特價606｜原價736

KIKI餐廳│4F
八人合菜
老皮嫩肉＋蒼蠅頭＋水煮牛肉／水煮魚＋臘肉高麗＋刀口椒炒水蓮＋五更腸旺＋山藥牛腩煲／
燒蹄花＋紅椒燒魚／豆酥魚＋川薑絲豬肉絲／川薑絲牛肉絲＋雞米粑粑＋醬爆蝦＋口水雞（冷
盤）＋鳳梨苦瓜雞湯（大）／腐竹魚頭鍋＋烏梅汁2瓶／烏梅汁1＆每日果汁1壺＋白飯8碗

推薦價5,360
※10%服務費另計※圖片僅供參考

❶

❷

❸

❹

稻舍食館Rice&Shine｜4F
懷舊紅燒肉客飯
推薦價370
內用餐點加購料理包享85折

美好滋味，分享生活幸福片刻

❶｜普利亞義大利麵｜B2
蕃茄肉醬義大利麵＋玉米濃湯
推薦價150

❷｜幸修園｜B2
輕食組合
飯糰×2＋飲品（黑咖啡／紅茶／綠茶）

特價 155｜原價170

❸｜滿哥甜品坊｜B2
傳統養生系列甜品

買六送一
特價630｜原價735

❹｜餡老滿｜B2
水餃8顆＋小菜2樣＋燙青菜＋酸梅湯＋綠豆糕
特價180｜原價210



Fika Fika Café ｜1F
薄荷巧克冰拿鐵
推薦價180

誠品酒窖｜B2
海洋限定版Oyster Chablis
William Fevre 2020 oyster 
sea edition
特價1,260｜原價1,680

長庚生物科技｜B2
寶島菁醇3瓶
特價21,600｜原價24,000
贈納豆紅麴乙瓶（價值1,600）／
明亮複方乙瓶（價值1,450）

LAC｜B2
10.01-10.31
益菌群25B膠囊食品
30顆2入組
特價1,790｜原價3,580
※每人限購乙組

極淨Pureness Health｜B2
極淨糙米釀造醋全面75折 
 

Oliviers&Co.│2F
西班牙熱炒專用橄欖油雙入組
熱炒專用橄欖油750ml2入＋塑膠油嘴
＋野宴風尚麻布購物袋-小
推薦價1,970

紐玩生活｜B1
凡4人同行並消費Happy Hour
歡樂時段紅白酒（2杯450／人）
即贈Tip Top 冰淇淋每人乙球
（價值80）

品好乳酪｜B2
四種口味乳酪收藏盒
太妃糖＋巧克力＋抹茶＋檸檬

推薦價480
誠品會員享88折

樺達奶茶｜B1
美容奶茶
推薦價65

degugu果果迪｜B2
9.23-10.16
飲料大富翁
貳莓冰茶（M）＋蜜香紅鮮奶茶（L）＋
金鑽鳳梨青（L）＋招牌檸檬美式（L）

特價239｜原價290Magi Planet 星球工坊｜B2
Classic／Premium系列任選各3包
特價1,000｜原價1,260

于記杏仁｜B2 
雪花冰系列／豆腐冰9折

Diva Life｜B2
麻布袋系列
買二送一
特價700-960｜原價1,050-1,440
※限同價位商品

快車肉乾｜B2
肉紙／肉乾
第2件8折
※限同價位商品
※小新系列、加購價、優惠商品除外

天仁茗茶｜B2
茶食
買五送一
特價500-900｜原價600-1,080

HABIBI｜B2
16入馬卡龍禮盒
推薦價1,200
贈3入禮盒乙盒 （價值230）
※每人限購5組

7575折

55折

咖啡午茶饗宴

誠品知味市集｜3F
花果椿妝15%
百香果梅酒300ml貓爪杯禮盒
推薦價422
黑／金卡會員享9折

誠品知味市集｜3F
嘎蹦熊鮮魷脆片／ 黃金鹹蛋發財桶
推薦價420
黑／金卡會員享9折

美好滋味，分享生活幸福片刻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禁止飲酒禁止酒駕，未滿十八禁止飲酒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禁止飲酒



Xin Yi
NEW OPENING新櫃登場│

Anelet│2F

精選義大利米蘭香氛精品品牌「My 
fragrances」與法國拉法葉百貨精品入
門香水第一品牌「Margot&Tita」，搶
先獨賣精萃超過100種高質感香水、擴
香、蠟燭等香氛產品，用氣味挖掘潛意
識最深層的感受。

青田兔庭│2F

純素皮革品牌登場，不使用動物皮革也能
很時尚。
【開幕優惠】商品全面9折；單筆消費滿
3,000現折300

ChooShop│2F

ChooShop 北歐小刺蝟全新開幕！來自
北歐、風靡日本的療癒森林動物，瑞典設
計師打造，清新簡約的森林格調伴著療癒
人心的氣息。
【開幕活動】單筆消費滿1,000贈精緻包
款乙個（價值1,080）；滿2,000加贈精
美配件乙個（價值1,280）；滿4,000再
贈精緻配件乙個（價值1,280）

拍拍小童｜5F

touché 在法文裡有「說的好 ! 」也有
一擊命中的涵義，以精選那些命中我們
心的好設計為初心，再來一點點玩心和
美學的發揮，透過孩子的手來感受這個
美好的體驗，我們都有一顆愛孩子的
心，更想分享給您，讓我們和孩子一起
拍手歡呼 touché !

白点｜5F

手作俄羅斯戳針課程4歲孩子也能輕鬆
上手，發揮與生俱來的想像力，34種
顏色任意挑選，帶領大家進入一場夢幻
色彩的毛線世界，來白点實現你的療癒
起點。

玩具將軍｜5F

我們是由一群喜歡玩具的人組成，追求
好質量的服務與商品，注重細節格調並
在乎顧客感受，期許每位玩具愛好者都
能在我們這邊找到喜歡的玩具！

【開幕優惠】單筆消費滿1,000贈開幕小
禮物乙份（價值350）

Perth's King栢司金｜2F

台灣芳療精油保養品牌專為東方人膚質打
造的專櫃精油品牌，全系列商品以精油、
植萃為主，減去不必要的添加物，把最簡
單的做成最好的，以「嚴品細質」的理
念，為您帶來「有感受的保養」。

【開幕活動】商品全面9折；2件8折；3
件75折

Docky 逗奇寵物／親子概念館｜5F

嚴選頂級母嬰、寵物實用商品，蒐羅最強
推車AIRBUGGY、最強拖車VEER、最強
歐美車UPPABABY、最強成長椅Nomi、
世界No1汽座MaxiCosi等業界頂尖品牌，
讓您一次就買對，耐用一輩子！

SERENE HOUSE｜5F

秉持天然純淨理念，與歐洲知名設計師
合作，以極簡當代的風格為設計核心，
致力於研發令人安心的天然香氛氣味產
品，呼應品牌識別雲朵的圖騰，代表東
方的好運與西方的寧靜，簡單粹白的雲
朵勾勒出品牌致力追求室內空間的清新
愉悅空氣與天然純淨香氛的藍圖。

K度十光｜1F

選物界的獨立頭腦，選品三大核心"ART.
LIFESTYLE.FRAGANCE"，嚴選世界各
地的精選氣味，打造生活中的香氛藝廊。

HODRMEN 男研堂 ｜1F

專注解決男性肌膚問題的男性保養品牌，
全品項專為亞熱帶男性膚質開發，解決男
生怕黏膩、擦不住，想保養卻不知如何挑
選的困擾，想要保養有感，一定要試試。

【開幕優惠】不限金額消費贈胺基酸洗
面乳10ml（價值150）※數量有限，贈
完為止

iPINK｜B1

｜A-H罩杯｜♡BE NICE TO YOURSELF♡
無論是棉花糖女孩還是骨感女孩，在這
裡都能找到適合你的內衣。



REEF｜B1

美式海灘涼拖鞋品牌，創辦人為兩兄弟
即是衝浪好手，為推動衝浪活動，在阿
根廷開了衝浪小店，受南加州的生活風
格影響，集資創立品牌，簡單的拖鞋也
可以很時尚。

極淨Pureness Health｜B2

成立於2005年本著愛惜台灣的心情，採
用來自埔里純淨優質泉水和在地優質米以
食品級的高標準，嚴選製作釀造醋及手工
皂、洗顏慕斯、面霜、精華液等一系列護
膚產品。
【開幕優惠】商品全面75折

SONNEY'S BAGEL｜B2

保留猶太五道手工做法，同時改良適合
台灣人的口感，嚴選採用來自日本，一
級紅春麥製成的麵粉，同時重視人文思
考教育及食者的健康。
【開幕優惠】9.23-9.25單筆消費滿800
贈兒童版貝果乙顆（價值55）；誠品會
員加贈蘋果汁乙瓶（價值45）

BABAMAMA｜B2

在最美麗的土地上，用最傳統的方法培育
作物，「有機」不是一個商品名詞，而
是幾千年自然智慧的傳承。照顧土地，土
地就會照顧你；照顧蔬果，蔬果就會照顧
你。食用健康無毒的作物，照顧伴你一生
的身體，身體就會用一輩子的飽滿豐收回
報你。

The Ladywore｜B1

質感女裝設計師品牌，致力於將簡單俐落
的風格與舒適的質感，淬鍊為融合自身氣
質的風格，讓女人綻放由內而外散發出的
自信，成為都會質女想擁抱的穿搭。

TAICHI素T專賣｜B1

專為亞洲體型研發多種版型，致力於用最
少的單品，創造最多的風格，歡慶開幕特
惠活動！
【開幕優惠】9.24一日限定商品全面9折

創意毛線の藝術｜HAKUDAN 白点手作工坊
9.23 Fri. - 10.10 Mon.｜11:00 - 21:00｜5F HAKUDAN 白点專櫃 

用不同的新意，開啟新學期！白点手作工坊為大家準備五彩繽紛的毛線，結合俄羅斯戳針創造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裝
飾小物，在創作過程中，體會不同的手作藝術，讓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成為毛線藝術家！（課程製作4公分圖形，16
公分畫布內製作3個作品，課程總長約1.5小時）。

主辦單位 | HAKUDAN 白点手作工坊  
報名費用 | 449元（含材料，贈吊飾零件乙個），現場付款及匯款完成後即算報名成功，繳費後不退費改堂，可轉讓 
報名方法 | 現場報名／網路報名請掃Qrcode（每場次8人，以報名成功先後順序優先安排） 
注意事項 | 由於現場製作需使用剪刀、戳針，6歲以下兒童需家長陪同，需請現場老師評估圖案複雜程度可否製作

織出回憶の毛線藝術｜HAKUDAN 白点手作工坊
10.11 Tue. - 10.31 Mon.｜11:00 - 21:00｜5F HAKUDAN 白点專櫃

織出心中的顏色，点入生活的溫度！白点手作工坊為你留下不一樣的紀念品，每個小朋友心中想像的圖形與顏色，都
是最珍貴獨特的。讓孩子畫出來的圖形結合毛線藝術，讓回憶與收藏變得更不一樣。（客製化規格以16cm畫框內為
主，製作時間約7-14天，完成後通知訂購人至現場領取，或宅配至家中，運費酌收85元）。

主辦單位 | HAKUDAN 白点手作工坊 
報名費用 | 2,500元，現場付款及匯款完成後即算報名成功，繳費後不退費、不改圖，不可轉讓（此為客製化商品需
現場訂購或網路預購，以報名成功先後順序優先安排） 
報名方法 | 現場報名／網路報名請掃Qrcode 
注意事項 | 活動適合年齡3-14歲兒童，客製化課程需提供圖檔讓現場老師進行評估是否適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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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籽堂
9.23-10.31
單筆消費滿2,500贈肖楠葉純淨洗手露50ml＋
肖楠葉平衡沐浴露50ml乙組（價值240）；
滿3,600贈茶籽堂ＸHMM 樂土底盤乙個（獨家跨界合作）；
滿5,300贈馬栗樹水潤洗手露330ml乙個（價值550）；
滿6,800贈小鹿袋旅行組50ml×4（價值600）

Xin Yi
SPECIAL DISCOUNT折扣訊息│

1F

2F

4F

FRED PERRY
9.27-10.31
商品全面9折
※部分經典款商品除外

ONETEASPOON
9.23-10.31
商品全面單件現折300；2件現折1,000；不限金額消
費贈大衣防塵袋乙個（價值600）並可以5,000元加購
真皮包款（原價8,200-14,200）；單筆消費折扣後滿
10,000加贈獨家閃電包乙個（價值1,200）

ST.MALO W.
9.23-10.31
商品全面單件9折；2件85折；秋冬機能系列新品
誠品／品牌會員限定單件85折；2件8折

Pethany+Larsen
9.23-10.31
單筆消費滿2,000贈限量貝殼相框乙個（價值1,200）

PIQUADRO
9.23-10.10
單筆消費滿5,000現折500 

綠藤生機
9.23-10.31
單筆消費
滿3,500
贈300品牌購物金；
滿5,000贈化妝包＋300品牌購物金（價值1,030）；
滿8,000贈化妝包＋500品牌購物金（價值1,230）

K度十光
9.23-10.31
香氛全面8折起；L' Original 全面95折，凡購買車
香再享補充裝加購價8折 ；

單筆消費滿3,500贈英倫牛皮零錢包乙個（價值290）；
滿5,000贈K°品牌野餐袋乙個（價值599）；
滿8,000贈Cosmic Speculation 
訂製滅燭器工具盒乙個（價值1,580）

唯你珠寶
9.23-9.27
唯多利亞復古系列全面買一送一
（以價高者計）；
翡翠系列7折，消費折扣後滿5,000現折500；

滿10,000現折1,000（可累計）
9.28-10.31
商品全面7折；消費折扣後滿5,000現折500；

滿10,000現折1,000（可累計）

Anelet
9.23-10.31
單筆消費滿3,000贈淡香精15ml乙個（價值590）；
滿5,000贈淡香精30ml乙個（價值990）；
滿10,000贈淡香精30ml＋髮香噴霧150ml乙組
（價值1,580）

Marimekko
9.26-10.31
單筆消費滿8,000贈經典雙對杯組乙組
（價值2,190）
※限正價商品，贈品不累贈，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南法香頌
9.23-10.31
阿爾卑斯小徑室內噴霧100ml兩入組7折（香味任選） 
蕾朵玫瑰緊緻煥采油30ml＋蕾朵玫瑰純露200ml69折
木雕森林
9.23-10.31
商品全面3件77折

KEIZU Shoes
9.23-10.31
凡加入Line好友，正價商品單雙折200；2雙折500，
凡購買2雙以上再贈英格藍貓聯名鞋袋乙個（價值299）

ADAM亞果元素
9.23-10.31
GRAVITY C1 磁吸快充行動電源，推薦價1,490
加贈C120C充電線乙個（價值490）

Lee’s Jewelry 李氏私飾
9.23-10.31
品牌10周年戒指／項鍊組9折
稻舍食館
9.23-10.31
凡購買飯食套餐加購飲料現折30

Brigid Accessory
9.23-10.31
商品全面3件9折；單筆消費1,500贈
Rainbow彈力戒指乙個（價值490）；
滿2,300贈Rainbow手鍊乙個（價值650）

Moshi
9.26-10.31
凡購買保護殼套配件＋系列保護貼現折200

O’right歐萊德
9.23-10.31

單筆消費滿10,000
贈枸杞撫紋青春露100ml乙瓶
（價值1,980）

AVEDA
9.23-10.31
單筆消費
滿6,000贈逆齡光萃旅行組乙份（價值1,500）；
滿9,000贈結構強韌旅行組乙份（價值2,300）；
滿11,800贈光采豐盈旅行組乙份（價值3,300）；
滿15,800贈花植保濕隨行組乙份（價值4,530）；
滿25,800贈豐盈美麗迎新禮乙份（價值6,550）
※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美日手藝館
9.23-10.10
童話動物月對／四季小森林印章買一送一；
單筆消費滿5,000贈500元門市購物金

USERWATS
9.23-10.31
實木床頭櫃／小邊桌／書報架-麻灰色49折
MERCI Design 
9.23-10.31
凡購買任一摩艾面紙盒贈摩艾水果叉乙組
（價值280）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村山 Tsun Shan
9.23-10.10
精油環境擴香瓶88折
9.23-10.31
單方精油任選6件85折；不限金額消費贈漢方手工皂隨
身包25g乙個（價值150）；單筆消費滿3,000贈精油擴
香木乙個（價值300）；滿6,800贈澄澈天香精油護髮油
乙個（價值1,800）

MIESTILO
9.23-10.31
單筆消費滿1,000現折100；滿3,200贈品牌精美小禮
乙個（價值399）；K金商品96折
※每人限贈乙次，Ｋ金商品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VentureZac
9.23-10.31
單筆消費滿5,000贈皮革保養油50ml／皮革杯墊乙個
（價值250）

ToySelect拓伊生活
9.23-10.31
單筆消費滿1,388贈200元品牌購物金；
滿2,888現折200；滿3,888現折350；
滿5,200現折660
蠟筆小新系列單筆消費滿1,500贈蠟筆小新香氛片
乙個（價值65）；凡購買手機殼＋保護貼加贈
同型號盲袋抽抽手機殼乙個（價值590-890）

PORTER INTERNATIONAL
9.23-10.31
精選商品全面7折起；單筆消費
滿6,500贈CINCH小包乙個（價值1,450）；
滿8,500贈PORTER水壺袋乙個（價值2,250）；
凡加入品牌LINE好友，點擊幸運輪盤進入遊戲，即
可抽現金優惠及好禮

iGzen愛居人
9.23-10.31
愛居人香氛系列商品單筆消費
滿3,500贈童顏有機面膜乙片（價值200）；
滿6,000贈SOiL有機甜羅勒精油乙瓶（價值640）
滿10,000贈LSG水漾茉莉香水100ml乙瓶
（價值1,500）
童顏有機商品單筆消費
滿6,600贈乳香潤唇精華乙個（價值580）

SOiL有機精油／按摩油
系列單件9折；2件85折；3件8折

北歐櫥窗Nordic
9.23-10.10
精選家具品牌85折起

青田兔庭
9.23-10.31
單筆消費滿8,000贈玉米竹纖維環保隨行杯乙個
（價值860）



5F

B1 B2COWA
9.23-10.31
部分商品5折起；第1件9折，第2件8折；
原價12,000以上商品8折；7折含以上折扣後滿
12,600現折300乙次
不限折扣消費滿8,800贈捲尺乙個（價值1,280）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KAWAPARA
9.23-10.31
單筆消費滿500
贈Dow-Dow品牌紙膠帶乙個（價值150）；
滿1,000
贈Dow-Dow品牌手拿鏡乙個（價值280）；
滿1,500
贈Dow-Dow品牌手馬克杯乙個（價值390）
※活動僅適用於DowDow品牌之商品，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iPINK
9.23-10.31
單筆消費滿3,500贈品牌晴陽傘乙個（價值590）
※贈品顏色隨機贈送

Magi Planet 星球工坊
9.23-10.31
單筆消費滿730贈經典系列爆米花110g乙包
（價值160）※口味任選

ALLOYA
10.01-10.27
單筆消費滿2,000贈轉盤乙次
（每滿1,000可再轉乙次）

10.28-10.31
單筆消費滿1,500享weekly sale限定色加購價6折
起；滿4,000贈1,000（品牌商品）

CONINICO
9.25-10.10
商品全面85折；單筆消費滿5,000
贈天然原礦乙個（價值988）

10.11-10.31

商品全面85折；單筆消費滿8,000贈烏拉圭天然紫
水晶擺設乙個（價值988）；滿15,000贈烏拉圭天
然紫水晶擺設乙個（價值1,888）
※限正價商品

ME5
9.25-10.31
心型粉晶刮痧板6折起

NU守護鍺
9.23-10.31
商品全面85折

幸修園
9.23 - 10.31
任選20包掛耳咖啡享75折；
單筆消費滿1,000贈掛耳咖啡×3（價值120）；
滿1,500贈摩卡綜合掛耳咖啡7入組乙個（價值280）

于記杏仁
9.23-10.31
不限金額消費即可以99元加購杏仁海苔脆片乙包
（原價140）；
單筆消費滿500贈杏仁咖啡乙包（價值60）
 ※可累贈

LAC
10.01-10.31
單筆消費滿3,800贈200元品牌商品券乙份（價值200）

德風健康館
9.23-10.31
單筆消費滿8,000贈任選
艾迪維他命發泡錠乙件（價值280）

Ficelle Design Jewelry
9.23-10.31
單筆消費滿2,500贈美人魚尾耳環乙個（價值470）；
滿5,000贈星夜裡的人彩鋯手鍊乙個（價值1,390）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拍拍小童touché select
9.23-10.10
秋冬商品單件9折，2件85折；春夏商品全面7折；
單筆消費滿5,000贈品牌小手袋乙個（價值680）

拼圖總動員
9.23-10.31
誠品會員全面9折，拼圖總動員會員8折

DOCKY
9.23-10.31
凡購買AIRBUGGY Dome3 4in1寵物推車／
中大型寵物CUBE系列推車贈專屬訂製車牌乙個
（價值1,290）；再享Lifeapp寵物座墊加價購8折

環安傢俱
9.23-10.31
單筆消費滿10,000贈HA書擋2入乙組（價值440）

SERENE HOUSE
9.23-10.31
單筆消費
滿2,200
贈PURE純淨抗菌噴霧100ml乙個（價值199）；
滿3,800
贈SERENE HOSUE香氛寶盒乙個（價值500）；
滿5,800
贈樂園擴香瓶香氛組合乙個（價值980）

玩具將軍
9.23-10.31
指定盲盒買四送一；
單筆消費滿5,000贈價值500內商品乙個；
滿10,000贈價值1,000內商品乙個

穎品茶業
9.23-10.31
單品茶葉全面88折；茶葉商品單筆消費滿1,600
贈原葉茶包組（內含四種茶品）乙組（價值160）；
茶器商品滿10,000現折1,000
（僅限折抵玻璃茶具系列）

檸檬大叔
9.23-10.31
純檸檬磚（12顆／盒）＋蜂蜜檸檬膠囊（12顆／盒）
推薦價890，贈大叔經典帆布袋乙個（價值390）

極淨Pureness Health
9.23-10.31
商品全面75折；單筆消費滿500贈極淨米粕皂28g
乙個（價值100）；滿1,000贈極淨保濕洗顏慕絲
30ml乙個（價值150）

Diva Life
9.23-10.31
單筆消費滿800贈璀璨巧克力禮盒（單入）乙個
（價值100）；滿2,000贈Diva Life終身會員卡乙張
（持品牌會員卡享9折）
※贈禮口味以現場為主

O.P.I
9.23-10.31 
單筆消費滿1,500即可以5折加購指甲油快乾滴劑／
指甲油稀釋劑／去光水筆／迷你套組／分裝罐乙個
（價值480-1,200）

KOLY
9.23-10.31 
香氛商品全面85折起；LINE系列商品9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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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活動限於誠品信義店全館刷卡消費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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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講
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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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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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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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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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份

單筆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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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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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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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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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單筆分期刷卡兌換

※VISA金融卡同享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2,5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23,500
贈 誠品禮券400
乙份，限量1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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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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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UP TO

OFF
%50

UP TO

OFF
%

9.23 Fri. - 10.31 Mon.

2022

會員之夜｜歡迎光臨．奇幻馬戲
9.24 Sat.

超過30場精彩活動
旋轉木馬、摩天輪驚喜登場
當日消費再享來店禮、加碼禮
超值回饋一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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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命運抽活動總價10萬豪華旅宿

全館

滿 送
9.23 Fri. - 10.10 Mon. 

會員

滿 送
9.26 Mon. - 10.10 Mon. 

20,00020,000 2,5002,500

會員加碼累達最高享30%回饋9.23 Fri. - 9.25 Sun. 

國際•薈萃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信義店
 xinyi

全館滿千送百

●誠品會員兌換「全館$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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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指定銀行獨享」需於消費當日上午11:00起至6F視聽室(9.23-9.25)、B1贈品處(9.26-1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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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禮券、三聯

式發票或轉開發票恕不列入計算，會員兌換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電子發票證明聯、銷貨明細資料；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並出示紙本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於活動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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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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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23 Fri.-2022.10.31 Mon.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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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滿千送百」、「刷指定銀行獨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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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250電子抵用券」與「銀行$300電子抵用券」僅限信義店館內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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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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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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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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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銀行$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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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指定銀行獨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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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指定地點B1贈品處／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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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與館內「第四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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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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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張發票消費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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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地點｜6F視聽室(9.23-9.25)、B1贈品處(9.26-10.10)
             ※誠品會員滿千送百活動採自動匯券
                      ※非會員、刷指定銀行獨享活動請至上方地點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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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9.23 Fri.-9.25 Sun. 

9.23 Fri.-10.10 Mon.  

9.26 Mon. - 10.10 Mon.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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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信銀行贈品形式為誠品禮券
●恕不得與「第四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

全館
5,000滿當日

累計 送500
內含│全館$250電子抵用券×2張

會員
限定 

內含│全館$250電子抵用券×8張 
              加碼$100電子抵用券×5張

20,000滿當日
累計 送2,500

刷指定銀行獨享

30,000滿當日
累計 送900

 共限量300份／內含｜銀行$300電子抵用券×3張

50,000滿當日
累計 送1,500

 共限量100份／內含｜銀行$300電子抵用券×5張

10,000滿當日
累計 送300

 共限量800份／內含｜銀行$300電子抵用券×1張

 會員之夜
活動詳情

                      滿5,000送1,200
                      滿20,000送 4,700

會員
全館

郵寄名條
黏貼處

9.23 Fri. - 10.31 Mo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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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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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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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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