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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滿千送百

誠品APP下載

滿 5,000送1,000
全館（不含香氛美妝）

滿 3,000送 400
香氛美妝

超能強檔 會員滿千送百 
全館（不含香氛美妝）滿5,000送1,000
香氛美妝滿3,000送400

會員來店禮

不限消費金額送
老協珍美顏飲／BnnBee蜂蜜軟糖輕便包
黑卡會員再加贈AVEDA洗髮精組

4.15 Sat. 會員日超能回饋

4.15 Sat. 會員日獨享好禮

全年唯一尊爵升等

滿36,000立即升等黑卡會員
滿3,600立即升等金卡會員

超能獨家滿額贈

滿15,000贈 超能女子奇癒禮盒
滿38,000贈 Ms.elec迷你美容小冰箱
滿60,000贈 Steamery手持蒸氣掛燙機



在這個宇宙中，每個女子都是與眾不同的超能力者，
為了致敬身兼多職的超能女子，今年會員日，
誠品生活南西將舉辦一場專屬妯郎的派對，
讓南西成為超能女子們療癒身心靈的所在！

活動詳情

超能女子的日常，
經常需要與各種人事物鬥智鬥勇，南西集結了
各方超能女子，一起來切磋彼此的超能力吧！

超能女子專屬超能力
快狠準的狙擊力

13:00-13:30 ｜ 飛鏢比賽 場次 A
13:30-14:00 ｜ 飛鏢比賽 場次 B

超能女子需要隨時做好準備，才能精準的擊中目標！

行走的百科全書

16:00-17:00 ｜ 機智問答

面對生活中的難題，超能女子的知識庫需要不停的更新！

鋼鐵般的力量

14:30-15:30 ｜ 腕力比賽

為了扛起生活中的重擔，超能女子們的臂力和腕力可是不容小覷！

參加任一場超能競賽
皆可獲得精美小禮，

名額有限，快來報名吧！

超能競賽報名表

長期處在壓力中的超能女子們，是時候參加派對好
好放鬆一下了！南西邀請了充滿魅力的超能女子們一
起同樂，今晚就拋開一切好好享受 !

17:30-18:00｜怡岑 18:00-18:30｜黃小胖 19:00-20:00 ｜于子育

Girls' HOT TALK

可鹽可甜耳朵派對

超能女子座談會

20:30-21:00 ｜ 羅莎莎 ╳ 徐靖玟
21:15-21:45 ｜ 衛柔伊 ╳ Allyson

黑卡／金卡會員限定  

內含 | 南西全館500元電子抵用券╳1張、南西指定專櫃3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lululun 溫潤淨膚卸妝凝露及透亮潔膚卸妝水不累贈，採隨機贈送，恕不挑款。

滿千送百

活動說明－●美妝香氛活動專櫃：1F│LE LABO、PENHALIGON'S、innisfree、O'right歐萊德、茶籽堂、綠藤生機、belif、Aesop、AVEDA、法倈麗香水、Jurlique、DEPOT、hearth、嘉丹妮爾、Santa Maria Novella、
STARBRANDS、AirealLand年零；2F│Aro Mart、ACCA KAPPA、juliArt覺亞、RE Classified、ALLOYA；3F│Japhne；4F│PH SHOP、hoi!好好生活、OHANA MAHAALO、PINSCENT、樟之物語；5F│YANKEE 
CANDLE、VANA CANDLES；5+F│WHITENING NET。

抵用券使用說明－●抵用券使用期限為2023.4.15 Sat.─2023.5.23 Tue.止，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全館500元、300元電子抵用券』、『eslite Pay指定銀行100元電子抵用券』僅限誠品
生活南西使用，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亦不得使用抵用券：4F│紋身便利店、LOVA BAG、meil文創、ABIGAILS；5+F│謙碩修改室，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指定專櫃300元、100元電子抵
用券』僅限誠品生活南西以下專櫃使用：1F│Jurlique、Santa Maria Novella、belif、DEPOT、ELISA GEMS、Just Bloom、Daniel Wellington、CITEN pop-up、Grastyle、VECS GARDENIA嘉丹妮
爾；2F│if&n、ANVI、ACCA KAPPA、AroMart、伊織、VIINA、CRY、SU:MI、Cherng Design、TAN&LUCIANA、HTHREE；3F│英格莉莉、FRED PERRY、ALL BLACK、PEPPER'S、MARJORIE、
FLIPPER'S、VC style、Plain-me；4F│hoi!好好生活、登義 Deng Yi、PH SHOP、Isha Jewelry、埕米峰x御華生、樂陶陶、小室瓶栽；5F│moshi、alto。●『松菸／西門／武昌50元電子抵用券』僅
限松菸店、西門店及武昌店擇一使用，抵用券不得使用於誠品行旅、誠品講堂、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誠品書店、誠品知味市集及以下各店專櫃：松菸店-B1│丸亀製麵；1F│台灣大哥大
門市；3F│謙碩服裝修改室／西門店-B1│POP MART、伍星特賣；1F│品牌聯合特賣；2F│德益品牌聯合特賣、丸亀製麵；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類商品、黃金工資，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武昌
店-B1│遊戲玩家；1F│STARBUCKS COFFEE、一條貓貓燒、元室咖啡、Buttermilk；2F│98 points；3F│藍莓8號、伍星特賣；4F│Code Corner、SOF • MART EXHIBITION；5F│The CAPE，全館臨
時櫃及町環保活動市集。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使用方式詳券面說明。●抵用券為電子券形式，誠品會員消費達檻後將自動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APP查看抵用券明細，或於專櫃消費
時出示會員卡或誠品APP直接進行折抵。

共同注意事項－●lululun溫潤淨膚卸妝凝露及透亮潔膚卸妝水數量有限，贈完為止；兌出後除瑕疵品恕不接受退換。●『松菸／西門／武昌50元電子抵用券』及『誠品線上10%回饋抵用券150元』每卡限兌換
乙次。●「滿千送百」、「eslite Pay 限定回饋」採消費後系統自動匯券，惟「刷指定銀行獨享回饋」活動需至4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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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發票金額限誠品生活南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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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於活動核對。●本頁銀行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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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皆須出示正本，恕不得以其它形式(含截圖)提供辨識。●花旗銀行VI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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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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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不重複兌換。●「eslite Pay限定回饋」：結帳時請主動出示誠品APP會員卡，且須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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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電子券」頁面查詢；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兌乙次，如不同會員綁定同一張信用卡，則依同一會員滿額之交易時間先後順序進行匯券，恕無法指定會員帳戶。●本頁
銀行活動如有未盡事宜以「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注意事項為準。●『誠品線上10%回饋抵用券』單筆消費滿1,500元可折抵150元，活動結束後由系統撈取達檻兌換名單，並於4.21 Fri.前匯入電子抵用券至誠品
APP會員帳號，使用期限為2023.4.24 Mon.─2023.5.4 Thu.止，逾期無效。●『誠品線上10%回饋抵用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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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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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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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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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任一證明，方可兌換。●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升等誠品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本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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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活動指定／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主。

4.15 Sat. 會員日限定滿千送百
金卡／黑卡會員及指定銀行回饋再加碼
本頁活動限誠品會員參加 ／ 抵用券使用期間│2023.4.15 Sat.─2023.5.23 Tue.止，逾期無效 ／ 本頁銀行活動會員各銀行限兌換乙次，恕不累贈，贈完為止。

eslite Pay 限定回饋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不可與館內銀行活動重複兌換憑eslite Pay消費達檻即贈電子券乙份！

刷指定銀行信用卡達檻即贈誠品禮券乙份！

滿15,000加贈200 限量50份

滿6,000送100 限量20份／滿15,000送300  限量10份

全館（不含香氛美妝專櫃） 
當日
累計滿5,000 送 800  乙份

全館再加碼  
當日
累計滿5,000 送 200  乙份

內含│松菸／西門／武昌50元電子抵用券╳1張、誠品線上10%回饋抵用券150元╳1張
※本活動不累贈

香氛美妝專櫃  
當日
累計滿3,000 送 400  乙份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

刷指定銀行獨享回饋 ※需至4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可與「第二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

當日
累計滿25,000加贈 800  乙份

及lululun 卸妝凝露或卸妝水  乙罐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滿6,000加贈100  限量200份／滿18,000加贈300 限量100份

滿5,000加贈100  限量60份／滿15,000加贈200  限量20份／滿20,000加贈400 限量10份

滿6,000送100 限量30份／滿30,000送600 限量20份

滿5,000送100 限量100份／滿20,000送600 限量50份

滿30,000送600 限量30份

內含 | 南西全館500元電子抵用券╳1張、南西指定專櫃3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內含 | 南西全館300元電子抵用券╳1張、南西指定專櫃1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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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注意事項－●lululun溫潤淨膚卸妝凝露及透亮潔膚卸妝水數量有限，贈完為止；兌出後除瑕疵品恕不接受退換。●『松菸／西門／武昌50元電子抵用券』及『誠品線上10%回饋抵用券150元』每卡限兌換
乙次。●「滿千送百」、「eslite Pay 限定回饋」採消費後系統自動匯券，惟「刷指定銀行獨享回饋」活動需至4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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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發票金額限誠品生活南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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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於活動核對。●本頁銀行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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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皆須出示正本，恕不得以其它形式(含截圖)提供辨識。●花旗銀行VI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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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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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不重複兌換。●「eslite Pay限定回饋」：結帳時請主動出示誠品APP會員卡，且須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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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電子券」頁面查詢；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兌乙次，如不同會員綁定同一張信用卡，則依同一會員滿額之交易時間先後順序進行匯券，恕無法指定會員帳戶。●本頁
銀行活動如有未盡事宜以「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注意事項為準。●『誠品線上10%回饋抵用券』單筆消費滿1,500元可折抵150元，活動結束後由系統撈取達檻兌換名單，並於4.21 Fri.前匯入電子抵用券至誠品
APP會員帳號，使用期限為2023.4.24 Mon.─2023.5.4 Thu.止，逾期無效。●『誠品線上10%回饋抵用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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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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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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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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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任一證明，方可兌換。●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升等誠品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本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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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活動指定／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主。

4.15 Sat. 會員日限定滿千送百
金卡／黑卡會員及指定銀行回饋再加碼
本頁活動限誠品會員參加 ／ 抵用券使用期間│2023.4.15 Sat.─2023.5.23 Tue.止，逾期無效 ／ 本頁銀行活動會員各銀行限兌換乙次，恕不累贈，贈完為止。

eslite Pay 限定回饋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不可與館內銀行活動重複兌換憑eslite Pay消費達檻即贈電子券乙份！

刷指定銀行信用卡達檻即贈誠品禮券乙份！

滿15,000加贈200 限量50份

滿6,000送100 限量20份／滿15,000送300  限量10份

全館（不含香氛美妝專櫃） 
當日
累計滿5,000 送 800  乙份

全館再加碼  
當日
累計滿5,000 送 200  乙份

內含│松菸／西門／武昌50元電子抵用券╳1張、誠品線上10%回饋抵用券150元╳1張
※本活動不累贈

香氛美妝專櫃  
當日
累計滿3,000 送 400  乙份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

刷指定銀行獨享回饋 ※需至4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可與「第二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

當日
累計滿25,000加贈 800  乙份

及lululun 卸妝凝露或卸妝水  乙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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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6,000加贈100  限量200份／滿18,000加贈300 限量100份

滿5,000加贈100  限量60份／滿15,000加贈200  限量20份／滿20,000加贈400 限量10份

滿6,000送100 限量30份／滿30,000送600 限量20份

滿5,000送100 限量100份／滿20,000送600 限量50份

滿30,000送600 限量30份

內含 | 南西全館500元電子抵用券╳1張、南西指定專櫃3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內含 | 南西全館300元電子抵用券╳1張、南西指定專櫃1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憑當日不限消費金額發票即可
兌換 老協珍 美顏飲 乙包 

或 BnnBee當支蜜蜂蜜軟糖輕便包
（蜂膠／檸檬／葡萄）乙份

全會員  

黑卡限定  

當日
累計滿200 即可兌換 
啤酒肚釀製 The N˚1 臺灣拉格啤酒 500ml 乙罐

當日
累計滿5,000 即可

獲得 抽獎機會乙次
有機會抽中 Dear b&b 精選旅宿－
花蓮 本來食藝空間平日雙人房兩天一夜免費入住 
乙份（價值 8,500元）

黑卡憑當日不限消費金額發票加贈
AVEDA 蘊活光萃潤澤洗髮精 50ml＋ Omega 5高效精華 10ml 乙組

Q彈澎潤 會員來店禮

能量補給 會員暢飲禮

假期加載 悠閒流淌

●各門檻每卡限兌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老協珍 美顏飲與BnnBee當支蜜 蜂蜜軟糖輕便包（蜂膠／檸檬／葡萄）品項、口味採隨機贈送，恕不挑款。●本活動恕不與「能量
補給 會員暢飲禮」重複兌換。●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4F│紋身便利店、LOVA BAG、meil文創、ABIGAILS；5F│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知味市集、Gift+禮物
包裝專門店；5+F│謙碩修改室，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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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每卡限兌乙罐，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恕不與「Q彈澎潤 會員來店禮」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活
動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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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兩天一夜免費入住可選真善美／知足／自在房型。●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會員當日消費滿5,000元可參加乙次，滿
10,000元兩次⋯依此類推，共抽出1名。●活動中獎名單將於4.28 Fri.公告於『迷誠品網站得獎公告』，並由專人電話通知中獎與
領獎，領獎時須持與中獎人相同姓名之身分證明文件至誠品生活南西4F顧客服務中心進行領獎作業，並於指定期間2023.4.29 Sat.-
2023.5.31 Wed.辦理領獎，未於期限內領獎，視同放棄兌獎資格。●本旅宿使用期限至2023.12.28 Thu.，詳細使用方式詳見「Dear 
b&b入住邀請函」。●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誠品會員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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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即刻療癒 元氣滿格

風格加成 會員滿額禮

4F expo SELECT 養顏會員禮 5F 誠品書店 專屬回饋

共同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南西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購買禮券、三聯式發票或轉開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
料，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乙項活動贈禮，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兌換後之發票剩餘金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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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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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任一證明，方
可兌換。●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 升等誠品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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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相關
活動，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至4F 顧客服務中心兌換；點數相關活動僅限台灣申辦之誠品會員獨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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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活動贈禮( 包含抵用券/ 誠品點) 至4F 顧客服務中心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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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
退貨程序。●活動贈禮數量有限兌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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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專櫃若有異動或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禮與調
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詳情請見4F 顧客服務中心及「迷誠品」官網公告。https://meet.eslite.com/tw/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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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
累計滿36,000，立即升等黑卡會員（原需累計滿 50,000元）

當日
累計滿3,600，立即升等金卡會員（原需累計滿 6,000元）

Join us! 會員加速升等

●本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誠品會員；非誠品會員，請先下載誠品APP申辦白卡會員。●會員升等需持當日全館
滿額消費發票至4F顧客服務中心辦理。●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當日
累計滿15,000 即可兌換 超能女子 奇癒禮盒乙盒，兌換還有機會獲得 

Dear b&b 精選旅宿－宜蘭 自然而然平日雙人房兩天一夜免費入住
乙份（價值 6,400元）

禮盒內含│綠藤生機 auscentic 山山微香沐浴蜜 350ml ╳ 1、
蓓膚美 Care+ 香水沐浴彈 120g（果漾甜心／忘憂森林）╳ 1、
壓壓 chill moment 舒壓球
（地球本人／厭世招財貓／孤單太空人／想色色樹懶）╳ 1

●每卡限兌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恕不與「風格加成 會員滿額禮」重複兌
換。●Dear b&b 精選旅宿限量乙份，隨盒隨機贈出，詳細使用方式以券面說明為主。●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4F│紋身便利店、LOVA BAG、meil文創、ABIGAILS；
5F│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知味市集、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5+F│謙碩修改
室，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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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每卡各門檻限兌換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恕不與「即刻療癒 元氣滿格」重
複兌換。●單張發票限兌換乙項門檻贈禮，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兌換後剩餘金
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4F│紋身便利店、LOVA BAG、
meil文創、ABIGAILS；5F│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知味市集、Gift+禮物包裝專
門店；5+F│謙碩修改室，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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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每卡各門檻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
兌完為止。●繆香、WAT商品之消費
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滿額活動以
折扣後之發票金額為準。●本活動至
4F expo SELECT櫃台兌換。●本活動
其它未盡事宜，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變
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誠品書店購書優惠」僅限購買圖書，恕不適用於雜誌。●「誠品書店購書優惠」
每位會員當日限贈乙次。●『誠品書店100元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限為2023.4.16 
Sun.-5.31 Wed.止，逾期無效，僅限購買圖書，恕不適用於雜誌、食品、玩具類等
商品，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誠品書店保有修改本券使用方式之權利，未盡事
宜以迷誠品公告為準。

當日
單筆滿2,000現折200 （可累折）

當日
單筆購書滿5本（含）以上送100 乙份黑／金卡當日

單筆滿3,000；白卡當日
單筆滿3,600

加贈樂木集竹編禮盒 乙份（價值 1,040元）

當日
單筆滿2,500 即可兌換 新肌霓修復美手霜  乙份（價值 520元）

當日
累計滿 38,000  即可兌換 Ms.elec 迷你美容小冰箱 乙台（價值 3,280元）

當日
累計滿 60,000  即可兌換 Steamery Cirrus 3 手持蒸氣掛燙機 乙台（價值 4,980元）

內含│綜合茶包9入╳1＋雙層玻璃杯╳1
內含│誠品書店1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B1指定專櫃  
●「誠品書店滿額現折」僅限當日單筆消費、可累折，消費累計以發票金額為準。

4.15 Sat.會員日限定滿額回饋
MEMBER'S  DAY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4F顧客服務中心

禁止酒駕           未滿18歲請勿飲酒



憑當日不限消費金額發票即可
兌換 老協珍 美顏飲 乙包 

或 BnnBee當支蜜蜂蜜軟糖輕便包
（蜂膠／檸檬／葡萄）乙份

全會員  

黑卡限定  

當日
累計滿200 即可兌換 
啤酒肚釀製 The N˚1 臺灣拉格啤酒 500ml 乙罐

當日
累計滿5,000 即可

獲得 抽獎機會乙次
有機會抽中 Dear b&b 精選旅宿－
花蓮 本來食藝空間平日雙人房兩天一夜免費入住 
乙份（價值 8,500元）

黑卡憑當日不限消費金額發票加贈
AVEDA 蘊活光萃潤澤洗髮精 50ml＋ Omega 5高效精華 10ml 乙組

Q彈澎潤 會員來店禮

能量補給 會員暢飲禮

假期加載 悠閒流淌

●各門檻每卡限兌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老協珍 美顏飲與BnnBee當支蜜 蜂蜜軟糖輕便包（蜂膠／檸檬／葡萄）品項、口味採隨機贈送，恕不挑款。●本活動恕不與「能量
補給 會員暢飲禮」重複兌換。●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4F│紋身便利店、LOVA BAG、meil文創、ABIGAILS；5F│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知味市集、Gift+禮物
包裝專門店；5+F│謙碩修改室，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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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每卡限兌乙罐，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恕不與「Q彈澎潤 會員來店禮」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活
動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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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兩天一夜免費入住可選真善美／知足／自在房型。●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會員當日消費滿5,000元可參加乙次，滿
10,000元兩次⋯依此類推，共抽出1名。●活動中獎名單將於4.28 Fri.公告於『迷誠品網站得獎公告』，並由專人電話通知中獎與
領獎，領獎時須持與中獎人相同姓名之身分證明文件至誠品生活南西4F顧客服務中心進行領獎作業，並於指定期間2023.4.29 Sat.-
2023.5.31 Wed.辦理領獎，未於期限內領獎，視同放棄兌獎資格。●本旅宿使用期限至2023.12.28 Thu.，詳細使用方式詳見「Dear 
b&b入住邀請函」。●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誠品會員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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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即刻療癒 元氣滿格

風格加成 會員滿額禮

4F expo SELECT 養顏會員禮 5F 誠品書店 專屬回饋

共同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南西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購買禮券、三聯式發票或轉開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
料，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乙項活動贈禮，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兌換後之發票剩餘金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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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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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任一證明，方
可兌換。●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 升等誠品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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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相關
活動，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至4F 顧客服務中心兌換；點數相關活動僅限台灣申辦之誠品會員獨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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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活動贈禮( 包含抵用券/ 誠品點) 至4F 顧客服務中心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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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
退貨程序。●活動贈禮數量有限兌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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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專櫃若有異動或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禮與調
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詳情請見4F 顧客服務中心及「迷誠品」官網公告。https://meet.eslite.com/tw/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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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
累計滿36,000，立即升等黑卡會員（原需累計滿 50,000元）

當日
累計滿3,600，立即升等金卡會員（原需累計滿 6,000元）

Join us! 會員加速升等

●本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誠品會員；非誠品會員，請先下載誠品APP申辦白卡會員。●會員升等需持當日全館
滿額消費發票至4F顧客服務中心辦理。●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當日
累計滿15,000 即可兌換 超能女子 奇癒禮盒乙盒，兌換還有機會獲得 

Dear b&b 精選旅宿－宜蘭 自然而然平日雙人房兩天一夜免費入住
乙份（價值 6,400元）

禮盒內含│綠藤生機 auscentic 山山微香沐浴蜜 350ml ╳ 1、
蓓膚美 Care+ 香水沐浴彈 120g（果漾甜心／忘憂森林）╳ 1、
壓壓 chill moment 舒壓球
（地球本人／厭世招財貓／孤單太空人／想色色樹懶）╳ 1

●每卡限兌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恕不與「風格加成 會員滿額禮」重複兌
換。●Dear b&b 精選旅宿限量乙份，隨盒隨機贈出，詳細使用方式以券面說明為主。●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4F│紋身便利店、LOVA BAG、meil文創、ABIGAILS；
5F│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知味市集、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5+F│謙碩修改
室，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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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每卡各門檻限兌換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恕不與「即刻療癒 元氣滿格」重
複兌換。●單張發票限兌換乙項門檻贈禮，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兌換後剩餘金
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4F│紋身便利店、LOVA BAG、
meil文創、ABIGAILS；5F│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知味市集、Gift+禮物包裝專
門店；5+F│謙碩修改室，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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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每卡各門檻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
兌完為止。●繆香、WAT商品之消費
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滿額活動以
折扣後之發票金額為準。●本活動至
4F expo SELECT櫃台兌換。●本活動
其它未盡事宜，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變
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誠品書店購書優惠」僅限購買圖書，恕不適用於雜誌。●「誠品書店購書優惠」
每位會員當日限贈乙次。●『誠品書店100元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限為2023.4.16 
Sun.-5.31 Wed.止，逾期無效，僅限購買圖書，恕不適用於雜誌、食品、玩具類等
商品，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誠品書店保有修改本券使用方式之權利，未盡事
宜以迷誠品公告為準。

當日
單筆滿2,000現折200 （可累折）

當日
單筆購書滿5本（含）以上送100 乙份黑／金卡當日

單筆滿3,000；白卡當日
單筆滿3,600

加贈樂木集竹編禮盒 乙份（價值 1,040元）

當日
單筆滿2,500 即可兌換 新肌霓修復美手霜  乙份（價值 520元）

當日
累計滿 38,000  即可兌換 Ms.elec 迷你美容小冰箱 乙台（價值 3,280元）

當日
累計滿 60,000  即可兌換 Steamery Cirrus 3 手持蒸氣掛燙機 乙台（價值 4,980元）

內含│綜合茶包9入╳1＋雙層玻璃杯╳1
內含│誠品書店1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B1指定專櫃  
●「誠品書店滿額現折」僅限當日單筆消費、可累折，消費累計以發票金額為準。

4.15 Sat.會員日限定滿額回饋
MEMBER'S  DAY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4F顧客服務中心

禁止酒駕           未滿18歲請勿飲酒



belif｜1F

女王基礎補水組
特價2,150｜原價2,770
*含：佛手柑平衡保濕化妝水200ml＋匈牙利女王保濕水精華75ml＋
佛手柑平衡保濕化妝水5ml*8  *限量40組

VIINA｜2F

真皮粗帶微方頭瑪莉珍
特價1,790｜原價3,990

3｜CRY｜2F

接拼外套
特價7,660｜原價9,580

1｜SU：MI｜2F

全品項7折起

FLIPPER'S｜3F

誠品會員金卡85折／黑卡8折

登義 Deng Yi｜4F

限定養生組合
特價2,430｜原價3,029

*含：8入漢方茶系列3盒（參參不息＋專注有神＋輕盈水水各1）＋
雙層玻璃瓶*1   *贈：品牌麻布袋＋湯浴包*3

（百花＋抹草＋放鬆各1）（價值599元）

英格莉莉｜3F

Engolili粉撲鬆餅 （草莓煉乳／金萱桂花珍珠／
可可焦糖香蕉）
特價199｜原價280 *限量50份

2｜FRED PERRY｜3F

單筆消費
滿6,000送600

誠品
獨家 4545折折

誠品
獨家

1 2

3

誠品
獨家

伊織｜2F

伊織棉花糖長巾2件組
特價1,100｜原價1,380

ANVI｜2F

LUXE星耀三鑽套組
特價4,500｜原價5,300
*含：三鑽項鍊＋三鑽手鍊 全台

獨家

Jurlique｜1F

珍稀玫瑰保濕精華組
特價1,900｜原價4,000
*含：珍稀玫瑰保濕潤透精華30ml*1
*贈：珍稀玫瑰保濕潤透精華5ml*6

誠品
獨家 4848折折

誠品
獨家

全台
獨家

重磅重磅
登場登場全
台
獨
家

全
台
獨
家

       
       
誠
品
獨
家

誠
品
獨
家

誠品
獨家

誠品
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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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囤
貨貨
首首
選選

11 11送送買買

買買22送送11

VECS GARDENIA嘉丹妮爾｜1F

金盞花凍膜買1送1
特價1,200｜原價2,400

1｜DEPOT｜1F

洗髮沐浴組
特價5,000｜原價6,760
*含：NO.101 日用平衡洗髮精1000ml＋
NO.102 抗屑控油洗髮精1000ml
*贈：NO.601溫和沐浴膠*2

ALL BLACK｜3F

MaxLuggPennySling
厚底樂福涼鞋 
特價3,206｜原價4,580

3｜PEPPER'S｜3F

Marley牛皮雙拉鍊方包（午夜藍） 
特價3,200｜原價4,580
 *限量5個

MARJORIE｜3F

野罌粟，滿版印花雙層下擺撞色裙
特價2,900｜原價3,680

2｜AroMart｜2F

美魔凍齡系列任選4瓶
特價7,600｜原價12,800
*特價品項含：保加利亞玫瑰逆時凍齡精華／
凍齡菁露30ml／白瓷精華乳霜／全效修復乳霜 40ml
*贈：玫瑰精油潔面乳 250ml1瓶
（價值1,000元；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hoi!好好生活｜4F

超聲波水氧機600ml
智能遙控版

特價599｜原價1,280

expo SELECT｜4F
23.5 °N 米粹舒緩
活酵凍膜100ml 

特價540｜原價650

Santa Maria Novella｜1F

薔薇保濕化妝水500ml
特價2,150｜原價3,450
*消費滿5,000即可以62折加購
*贈：薔薇／橙花保濕化妝水250ml 
*限量20組 每人限購乙組

ACCAKAPPA｜2F

沐浴乳500ml系列
特價2,200｜原價3,300

7474折折 5959折折

誠品
獨家

明星
商品

年度
最低 7979折折

誠品
獨家 77折折

誠品
獨家

買1
送1

4747折折

誠品
獨家

買1
送1 6262折折

1 2

3

買2
送1 6767折折

年年
度度
最最
低低  

      

不不
容容
錯錯
過過！！

44.15.15Sat.Sat.超能會員日限定 全館滿5,000送 1,000超能會員日限定 全館滿5,000送 1,000

誠品
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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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

ALL BLACKALL BLACK
滿5,000現折500

誠品書店
單筆滿2,000現折200 （可累折）
單筆購書5本（含）以上 
（不含雜誌）
贈100電子抵用券 乙張
*抵用券使用期限：4.16－5.31，僅限購
買圖書，恕不適用於雜誌、食品、玩具類
等商品，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3F

inooknitinooknit
誠品會員滿5,000現折500
*9折以下商品不列入滿千送百活動

ALLOYA FOREVER AROMAALLOYA FOREVER AROMA
滿3,300送300／滿5,500送1,000

& by tan & luciana& by tan & luciana
全系列商品單筆滿萬現折800
*可累贈，不與滿額贈、紅利、優惠商品併用

RE CLASSIFIEDRE CLASSIFIED
滿3,000現折300
*不併用其他優惠方案

AISLE by abcense AISLE by abcense 
品牌會員單筆滿5,500折500

LaModeLaMode
HelenKeller海倫凱勒系列
單筆滿3,000現折300

1F

2F

JUST BLOOMJUST BLOOM
滿6,000現折300
加贈：300品牌折價券
及品牌珠寶盒
*300品牌折價券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CITENCITEN
單筆滿3,300現折300
滿5,500現折500

COCOSHNIKCOCOSHNIK
滿20,000現折2,000

Tan & LucianaTan & Luciana
單筆滿萬現折800
*可累贈，不與紅利、優惠商品併用

好想要！
品牌獨家滿額贈

買千送百折上折

1F

2F

3F

4F

5F

JUST BLOOMJUST BLOOM
全品項全品項8折／K金折／K金95折折

HTHREEHTHREE
全品項9折
*不含新品系列

AISLE by abcenseAISLE by abcense
加入品牌會員享95折
*不含新品系列

SU:MISU:MI
春夏指定新品9折

CHERNG DESIGNCHERNG DESIGN
全面全面7折起折起

MIRROR皇宣緣MIRROR皇宣緣
緣典系列商品緣典系列商品8折折

YUERYUER
獨家背心系列商品
1件8折／2件75折／3件7折

LESISLESIS
全品項9折
*不含  14K  GOLD NUDE系列

PEPPER'SPEPPER'S
全品項8折

MARJORIEMARJORIE
全品項全品項95折折
*不含聯名系列商品

Half halfHalf half
全品項全品項8折折

PH SHOP天然系專家PH SHOP天然系專家
誠品會員全品項誠品會員全品項85折折

小室瓶栽小室瓶栽
600ml大容量瓶栽全面600ml大容量瓶栽全面6折起折起

Mao's 樂陶陶Mao's 樂陶陶
紅白商品全面紅白商品全面9折折

IshaIsha
戒指全品項任選戒指全品項任選2件件75折／折／
第第3件件65折折
*以價低者計算折扣

AltoAlto
全品項8折

誠品書店
SNOW FOX極致薰衣草雙效精萃SNOW FOX極致薰衣草雙效精萃
金卡會員金卡會員9折／黑卡會員折／黑卡會員85折折

moshimoshi
誠品會員購買 Moshi 全系列
充電設備系列享全單充電設備系列享全單9折折

人氣品牌全面8折起

買1送1、
買2送1水水趁現在

!!

B1

1F

2F

4F

5F

松本清松本清
豐台灣面膜5入全系列
買1送1

innisfreeinnisfree
洗卸系列買2送1
*贈送品項以價低者計

AroMartAroMart
FANNY全系列買1送1

ACCAKAPPAACCAKAPPA
白麝香香水100ml香水
買2送1

plain-meplain-me
指定水桶包系列
全面8折

JaphneJaphne
全面85折

PinscentPinscent
口罩香氛筆買1送1

Vanger Vanger 
小白鞋系列任選2雙折300

TOYSELECTTOYSELECT
指定品項買1送1
買冰川系列軍規防摔手機殼
贈：鋁合金鏡頭框及按鍵組 1組
（價值290元）

賽先生科學工廠賽先生科學工廠
真皮編織花圈項鍊買1送1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茶籽堂茶籽堂
單筆消費任2件髮身系列補充包1L
贈：洗手露330ml乙瓶 （任選）

埕米峰Ｘ御華生埕米峰Ｘ御華生
誠品會員燕窩美顏飲買1送1

2F

4F

RE CLASSIFIEDRE CLASSIFIED
任選50ml（含）以上香水系列任選50ml（含）以上香水系列
贈：7.5ml香水 （任選味道）

YUERYUER
消費滿10,000 
贈：針織小背心內搭
消費滿20,000
贈：針織防曬外套

BUWU布物設計BUWU布物設計
買貼身包
贈：迷你包 （花色任選）

Terry & Andris JewelryTerry & Andris Jewelry
滿5,000元
贈：珍珠耳環 （價值1,080元）

hoi!好好生活hoi!好好生活
香氛滿1,500
贈：50ml擴香 （伯爵紅茶）

murosemurose
滿8,888
贈：Buli解答牌 1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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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

ALL BLACKALL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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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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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雜誌）
贈100電子抵用券 乙張
*抵用券使用期限：4.16－5.31，僅限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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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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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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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2F

3F

4F

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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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現形，能量湧現 ！
會員於 5F 書店消費文具類商品滿 $500，即可兌換號碼牌乙張，憑號碼牌兌
換詩籤烘烤手作體驗乙次。

● 花漾解惑小舖  ⸺  詩籤烘烤手作體驗

14:00-18:00、19:00-21:00｜5F 文具館外梯廳口

合作單位│物外 YSTUDIO      ●活動限額 100 名，額滿為止。

漫漫時光淬煉出女性的成熟與獨特。
講座邀請知名行銷講師 ─ 陳珮甄 Selena，分享新書《你不能選擇出身，但
能活出想要的人生》及精彩的女力生命經歷。 

● 時光淬鍊沙龍  ⸺  
《你不能選擇出身，但能活出想要的人生 》新書分享會
15:00-16:30｜5F FORUM

合作單位│圓神出版      ●自由入座，免費參加。

經典回顧，重拾勇氣。
泰瑪及露易絲為兩位結伴度假的中年婦女，她們本想捨下一切，卻意外展開
一場驚心動魄的公路逃亡生涯…無法回頭、卻不絕望，兩人同心對抗，不屈
服命運的安排。

● 跨時空映放室  ⸺  《 末路狂花 》
21:00-23:00｜5F FORUM

合作單位│Skyline Film
●誠品會員於誠品 APP【點數兌換】，憑誠品點 40 點即可兌換活動票券一張，限額 30 組，額滿為止。

邀請天然漢方保養品牌樂木集，帶您現場認識藥材、DIY 手作居家草本按
摩球，讓生活忙碌的您在家也能擁有 SPA 級療癒，享受美好舒壓時光！

13:00-20:00｜4F expo SELECT

●  草本舒壓居家 SPA

●活動體驗限量 120 名，額滿為止。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兌換地點｜4F顧客服務中心

01.13 Thu. -02.15 Tue.  誠品點好好用 吃好送好過好年 活動詳情活動詳情

●此活動需先下載登入誠品人APP或登入迷誠品網站方能參與點數兌換，首次登入請先請參考誠品人APP及迷誠品網頁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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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扺用券限指定專櫃滿額扺用，單筆消費限使用乙張，使用期限至2022.2.20 Sun. 止，逾期無效，詳細使用說明請
見券面說明為準。●活動期間同品項每卡限兌換乙張APP扺用券，數量有限，兌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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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完成，系統將自動發送APP券至誠品人APP會員帳號內。●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網站或誠品人APP【我的】中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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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使用折價券消費之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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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

誠品人APP或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  

  2023.5.19 (Fri.) ~ 5.28 (Sun.) | 4F Event space

CHANTEZ Patisserie 穿石、COME UP Patisserie、allumer、that dessert 那個甜點、小隻甜點室、小豬圓舞曲、

4X4 dessert、嘟氏。微甜、棲地甜點、MANO MANO、高原甜點╳慕嶼商行╳餅不甜、漂夢島甜點工作室、

布 朗 尼 先 生、I'm dessert、kuki house 軟 餅 乾 專 賣 店、嬌 嬌 咖 啡、山 分 之 一、Lunahandmadedessert、

P.f. 甜點設計、季子 Kiko Bakery、weekendnodessert、amùu 阿木、雅山甜舖、Atelier MU 莯、魚兒日菓、

茶菓一色、豆莢、COOKIE UPUP.....and more.

2023.5.19 (Fri.) ~ 5.28 (Sun) 夢幻甜點店 第 5 屆  

活動期間累計消費滿 1,500 即可兌換 菓然陶氣 聯名午茶組

活動詳情｜出席品牌｜

誠品生活南西｜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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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Fri.

2023

4.01Sat.－4.30 Sun.  誠品APP月月消費，筆筆抽驚喜

※抽獎方式：登入【誠品APP】→首頁→遊戲任務→月月消費，筆筆抽驚喜

●本活動為誠品APP遊戲任務抽獎，會員需先登入誠品APP。●活動採系統自動兌換抽獎機會，當月消費筆數限兌換當月抽獎機會，逾期失效。消費筆數計算方式由發票開立成功
張數與日期計算，不跨月計算，跨月補登消費紀錄亦不列入本活動回饋資格；消費筆數越多，抽獎機會越多。●本活動屬機會中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細請見全

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明。●誠品保留活動內容變更、修改及最後解釋之權利，完整活動詳情以迷誠品網站公告為準。

登入誠品APP，且至誠品實體門市或誠品線上，

完成任一筆不限金額消費即可獲得 抽獎機會 乙次

消費筆數越多，抽獎機會越多！

詳細活動內容

●每卡限兌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恕不與「風格加成 會員滿額

禮」活動重複兌換。●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以下專櫃消費金

額恕不列入：4F│紋身便利店、LOVA BAG、meil文創、ABIGAILS；5F│
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知味市集、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5+F│
謙碩修改室，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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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共同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南西當日當店兌換，恕

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購買禮券、三聯式發票或轉開發票恕不

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

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

外，限兌換乙項活動贈禮，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兌換後之發

票剩餘金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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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活動兌換誠品

點數、贈禮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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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任一證明，方可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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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活

動贈禮（包含抵用券/誠品點）至4F顧客服務中心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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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活動贈禮數量有限兌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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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盒內含│綠藤生機auscentic山山微香沐浴蜜350mlΧ1、蓓膚美
Care+香水沐浴彈120g（果漾甜心／忘憂森林）Χ1、壓壓chill moment 
舒壓球（地球本人／厭世招財貓／孤單太空人／想色色樹懶）Χ1

兌換地點‒4F顧客服務中心

當日累計滿15,000即可兌換
超能女子奇癒禮盒乙盒

兌換還有機會獲得
Dear b&b 精選旅宿宜蘭自然而然
平日雙人房兩天一夜免費入住乙份

（價值6,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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