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紡店
 t.s.mall store

新春開運香氛禮   1.12 Thu. - 3.01 Wed.

誠品會員當日專櫃累計消費

滿6,000元即可
兌換獨家招財兔 擴香精巧盒乙

盒

滿12,000元即可
兌換獨家好運兔 擴香寶盒乙

盒

尼尼迎春 會員來店禮   1.12 Thu. - 1.29 Sun.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500元或扣誠品點50點即可
兌換尼尼迎春 紅包袋三入乙

組

南紡專屬 新朋友限定   1.01 Sun. - 3.31 Fri.

下載誠品APP加入會員
持當日誠品生活專櫃
不限金額發票
即可
兌換南紡店獨家下載禮乙

份

1.12 Thu. - 3.01 Wed.



66折折

55折折

88折折

Urban UnitsUrban Units
Marshall Woburn III 三代藍牙喇叭
奶油白

推薦價23,900

BEARBOSS 熊老闆精選好東西BEARBOSS 熊老闆精選好東西
Keychron 機械式鍵盤，推薦價2,990起
二件88折

BIOCHEM 倍優BIOCHEM 倍優
即日起至2.06  福袋—淨透修護組
黑玫瑰氨基酸洗卸慕絲170ml＋白藜蘆醇水精華120ml＋藍銅保濕緊緻精華液120ml

特價1,188｜原價2,400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日本ARTHAおまち堂食器，推薦價215起

expoexpo
DONKEY Lucky Cat 招財貓，推薦價1,380

expoexpo
大春煉皂—芝萃深層護髮油
推薦價380

LUCY'S MOUNTAINLUCY'S MOUNTAIN
TALL TAILS 狗骨頭寵物毯S
推薦價980

SOBDEALLSOBDEALL
限定紅色商品8折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recolte Air Oven Toaster 氣炸烤箱
推薦價5,680

SOBDEALLSOBDEALL
迎春獻禮—新年換新夾
精選皮夾6折

PintooPintoo
1.22 大年初一限量販售
Pintoo 新春福袋
推薦價880／袋

我不是胖虎—胖且開心600片
推薦價779

expoexpo
大春煉皂—
古銅幣皂，推薦價300

expoexpo
小小PETIT—
水性無毒可剝式指甲油
推薦價380起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癸卯年福田瓦煎燒禮盒
推薦價218／盒



限量
22

8585折折

8787折折

8888折折

6262折折

6464折折

限量
3055折折

expoexpo
HITOCAT—
吉豆貓祈福達摩貓草球
推薦價280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龍虎堂—
干支幸運籤擺飾｜卯
推薦價190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日本DETAIL Midori Komatsu Happy 
New Year Rabbit 俄羅斯娃娃擺飾 
推薦價1,280，黑／金卡會員9折

SOBDEALLSOBDEALL
經典波士頓包，特價13,430｜原價15,800

BIOCHEM 倍優BIOCHEM 倍優
即日起至2.06  福袋—蘭鑽活膚組
蘭鑽精粹活膚乳霜40g＋蘭鑽精粹活膚乳霜120g

特價1,600｜原價2,500 

expoexpo
HANSCHIU 瀚思—
寵物友善招財貓擴香組
推薦價600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LEGO 樂高鑰匙圈燈
推薦價420

SADOMAIN 仙德曼SADOMAIN 仙德曼
大理石七層不沾鴛鴦鍋32cm
特價1,200｜原價2,400

expoexpo
野田實驗室—
APOMAN 織品精油驅蟎噴霧100ml
玫瑰天竺葵

推薦價399
HimalayaHimalaya
阿育吠陀經典禮盒—
Himalaya香皂任選八入

特價488｜原價560

palfun  palfun  2.01 開幕
瑞凱善循D3 90顆／盒，推薦價1,600
沛力美皙維他命發泡錠系列
推薦價450起，同品項買三送一

LUCY'S MOUNTAINLUCY'S MOUNTAIN
PAWGO 胸背＋牽繩組合
特價1,300｜原價1,479

BIOCHEM 倍優BIOCHEM 倍優
即日起至2.06  福袋—頭皮養護組
氨基酸雙效修護洗髮精1000ml＋頭皮養護
調理精華150ml＋氨基酸雙效修護髮膜180ml

特價1,988｜原價3,200

BEARBOSS 熊老闆精選好東西BEARBOSS 熊老闆精選好東西
TIMBUK2 經典款側背包，推薦價3,180起
TIMBUK2 13吋＋11吋 組合價85折

expoexpo
淨毒五郎CHEF CLEAN—
除臭地板清潔劑1000ml
推薦價699



BEARBOSS 熊老闆精選好東西BEARBOSS 熊老闆精選好東西
BOOX電子閱讀器旗艦機款
推薦價4,180起
BOOX 指定機型
組合黑白配現折200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HOLOHOLO HOWALK CUP 雙層不鏽鋼隨行杯 
推薦價959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NICI 精選鑰匙圈
推薦價340起

SADOMAIN 仙德曼SADOMAIN 仙德曼
鈦極輕量真空保溫杯500ml
特價3,400｜原價4,000

敲敲金工 Choccy Metal敲敲金工 Choccy Metal
情侶手環課程體驗／訂製
銅｜特價1,200｜原價1,280

銀｜特價3,100｜原價3,200

SADOMAIN 仙德曼SADOMAIN 仙德曼
316不鏽鋼吸管直飲隨行杯700ml
二件85折加贈上蓋
推薦價1,100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STEAMCREAM 蒸汽乳霜
推薦價640

LUCY'S MOUNTAINLUCY'S MOUNTAIN
COFFEE AND JOHN×Filter017 
Frisbee 運動飛盤
推薦價590

Urban UnitsUrban Units
Gaston Luga
上｜Rullen 防潑水後背包
推薦價4,890
右｜Splashini 防潑水側背小包
推薦價2,890 Urban UnitsUrban Units

Urbanears BOO Tip 真無線藍牙耳機 
推薦價2,490

Urban UnitsUrban Units
Marshall Motif A.N.C. 真無線抗噪藍芽耳機 
推薦價6,590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yunivers hsieh 莉莉系列腕錶溫柔銀色款 
推薦價4,280，黑／金卡會員9折



t.s.mall
SPECIAL DISCOUNT南紡│折扣訊息│

BEARBOSS 熊老闆精選好東西BEARBOSS 熊老闆精選好東西
老會員回娘家—
文石BOOX筆芯組
優惠價250｜原價490

 

palfun palfun 2.01開幕
瑞凱—
新HEPA高單位魚油膠囊60顆／盒
推薦價1,200
美基適活性B12膠囊100顆／盒
推薦價1,800
景和—
菁采紫錐菊複方益菌膠囊30顆／盒
菁采紅石榴複方膠囊30顆／盒
菁采琉璃苣油30顆／盒
菁采複方月順膠囊30顆／盒
推薦價2,400／盒
同品項買三送一
各限量22組

SOBDEALLSOBDEALL
石蠟帆布新品95折
品牌隨行咖啡禮盒
加購價2,340｜原價3,900

即日起至1.31 
全系列商品9折
消費滿3,000現抵300
可累抵／不與其他優惠並用

1.20-1.31
不限金額消費即贈兔寶寶集線器乙只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HimalayaHimalaya
任選二件88折 特價商品除外

即日起至1.31
消費滿888元即享抽抽樂乙次
內含商品折價券、熱門商品兌換券

 

誠品線上一掃即購誠品線上一掃即購

誠品線上
迎新春24小時不打烊

日本 DECOLE ｜誠品線上 日本 DECOLE ｜誠品線上 
Concombre 開運福兔公仔—
開運貓與開運兔
特價351｜原價390

ODOYO｜誠品線上 ODOYO｜誠品線上 
Magic Punch Lite 極mini按摩槍
銀色Sliver

推薦價2,601

富士 FUJIFILM｜誠品線上富士 FUJIFILM｜誠品線上
instax Mini LiPlay 馬上看相機
玫瑰金

推薦價4,990

logitech 羅技｜誠品線上logitech 羅技｜誠品線上
Lift 人體工學垂直滑鼠
玫瑰粉

特價2,241｜原價2,490

EYE CANDLE｜誠品線上EYE CANDLE｜誠品線上
茶色香氛蠟燭240ml
特價1,512｜原價1,680

英國 wxy｜誠品線上英國 wxy｜誠品線上
經典擴香100ml
推薦價1,980

招財揪吉｜誠品線上招財揪吉｜誠品線上
揪吉萬貫
玫瑰金

推薦價5,980



兌換地點｜2F誠品書店服務台

活動共同注意事項—●發票金額累計限誠品生活南紡店當店當日消費發票，恕不跨店跨日累計，每人每筆發票限兌換乙次。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兌換會員相關贈禮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及當日消費電子發票證明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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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活動僅適用台灣申辦之會員卡／累計卡，台灣以外之海外會員卡恕不適用。●誠品人專屬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升等誠品人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且消費時請出示誠品人會員卡或誠品人APP

行動會員卡累計消費方可列入活動計算，活動不可跨會員累計。●所有贈品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圖片僅供參考，贈品一經兌換恕不接受退換；活動贈品皆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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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且兌換後之發票剩餘金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抽獎活動由誠品生活主辦，持卡人參加本活動即表示同意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得於辦理本活動之需要範圍內，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蒐集、
處理、利用其個人資料。●活動其他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調整變更活動之權利。

當日
累計消費滿500或扣誠品點50點即可

兌換

尼尼迎春 紅包袋三入乙組

●活動期間每卡滿額限兌換乙份、扣點限兌換兩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扣點兌換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會員點數依當日持有之點數為準。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來店禮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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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1.12 Thu. - 1.29 Sun.  尼尼迎春 會員來店禮

t.s.mall
NEW OPENING南紡│新櫃登場│

BEARBOSS 熊老闆精選好東西 BEARBOSS 熊老闆精選好東西 ｜2F｜2F

我們蒐羅各式讓生活充滿更多樂趣且具
有質感、觸感、美感的數位配件。除了
嚴選品牌與商品，我們更專注於服務的
本質，期許提供所有消費者最佳的購物
體驗以及使用者經驗。

開櫃活動｜
加入會員消費不限金額即贈PSK深海源
萃極效修護面膜乙片

 有趣研究所 有趣研究所｜2F｜2F

 2.04 即將登場

零基礎的創作體驗，大小朋友一起來，
來場屬於自己的藝術之旅！
用創作保留美好時光，
讓生活增添更多儀式感，
流體熊的存在感絕不容忽視！

開櫃活動｜
首七日消費即贈品牌小熊鑰匙圈乙個

泰想念泰想念｜2F｜2F

快閃限定 1.11 - 2.28

全台最大泰國美食、伴手禮的品牌來囉！
不用飛出國就能用最優惠的價格買到多樣
泰國零食餅乾、飲料、民生用品，最齊全
的南洋好物都在「泰想念」！

開櫃活動｜
消費滿800元即贈泰國限定POCKY棒
乙盒

 palfun palfun｜2F｜2F

 台安藥局全新品牌
 2.01 即將登場 
palfun．為好友間親切的對話，帶有輕鬆、
樂趣之意。
palfun．由醫師藥師組成的專業團隊陪您
輕鬆聊健康、聊生活；提供健康嚴選好物
外，也開放palfun會員線上預約醫師藥師，
做線上健康視訊諮詢。

開櫃活動｜NEUTRADERM®海洋賦活護唇
膏4g／護手霜50ml 同品項買二送二

全台
獨家

台南
獨家



1.12 Thu. - 3.01 Wed.

2023

誠品 eslite APP
立即體驗！

誠品線上
www.eslite.com

誠品生活南紡店  eslite spectrum t.s. mall store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366號│南紡購物中心 A1館2F
No.366, Sec. 1, Zhonghua E. Rd., East Dist., Tainan City 701, Taiwan (R.O.C)
TEL：06-6025600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11:00am - 10:00pm
除夕1.21 Sat.｜營業至6:00pm
初一1.22 Sun.｜恢復正常營業時間

迷誠品網站
meet.eslit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