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會員     滿500或扣誠品點50點
      尼尼迎春 紅包袋

尼尼迎春 會員來店禮1.12 Thu. - 1.29 Sun.

●每卡滿額限兌換乙份、扣點限兌換兩份，三入乙組，恕不挑款，送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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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1F-台灣大哥
大門市／3F-誠品書店(含兒童館、音樂館、文具館、精品館、livingproject)，以上專櫃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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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方式：登入誠品APP>誠品點數>點數兌換

登入誠品APP憑誠品點300點
       $100好年購物金
指定伴手禮專櫃     滿300現折100 
指定餐廳     滿500現折100

伴手禮｜有菓手工坊、海邊走走、茶粒茶、辰熹、午茶夫人、藝桐饗宴、
安心味覺、橘時咖啡、長順茗茶、山山來茶、再來咖啡
餐廳｜恆之茶居、龐德羅莎、溫叨

誠品點好好兌 好年購物金1.12 Thu. - 2.12 Sun.

●需先登入會員帳號後方可進行點數兌換，會員首次登入請參考誠品APP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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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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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扺用券，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兌換方式為誠品點即時扣抵，系統將自動發送電子抵用券至誠
品APP會員帳號內。可於誠品APP查看抵用券明細。●於專櫃消費時需出示會員卡或誠品APP行動會員卡方可進行折抵。●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誠品APP【會員中心】中查
詢。●本券恕不退換、找零、不另開立統一發票。●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使用本券折抵之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之金額累計及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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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迎春｜好年節

●「全館$250電子抵用券」與「全館$200電子抵用券」僅限誠品生活松菸店館內使用，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
廊、丸亀製麵；1F-台灣大哥大門市；3F-謙碩服裝修改室、誠品書店(含兒童館、音樂館、文具館、精品館、livingproject)，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
● 抵用券使用期限 2023.1.13 Fri.- 2.28 Tue.，逾期無效。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活動詳情依各專櫃現場公告為主。

指定專櫃｜1F-LIN SHIAO TUNG林曉同、nicofun、SHIRLEY YANG、CHARINYEH、Isabelle Wen、whiple Lib、vïga wang、DOUCHANGLEE、Dleet、Hotel V、Story 

wear、YEUSEN、rather、MACACA、Ysanne、Go with the flow、揀選living stone、OLIVIA YAO、I-Shan13蔡依珊金工創作、AISLE by Abcense／2F-台灣黑土、草山金工
／3F-淡然有味、力雄茶行、友士、天華沉香、環安傢俱、Panasonic

伴手禮專櫃｜B1-天仁茗茶、有菓手工坊／2F-橘時咖啡、茶粒茶、辰熹、午茶夫人、藝桐饗宴、安心味覺、海邊走走、LOUU／3F-山山來茶、長順茗茶

1.13 Fri. - 1.15 Sun. 72小時辦年貨 指定專櫃滿萬送千

會員指定專櫃     滿10,000送1,000
會員伴手禮專櫃     滿1,688送200

即可
兌換

當日
累計

即可
兌換

單筆
消費

單筆
消費

單筆
消費

單筆
消費

（3入乙組，恕不挑款）

（內含│全館$250電子抵用券x4張）

（內含│全館$200電子抵用券x1張）



Lab22-XPRESOLE 咖啡除臭襪大咖

賀年大吉 會員滿額禮1.16 Mon. - 3.01 Wed.

●活動期間各門檻每會員／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But. we love butter Leap To 2023跳躍吧新年限定禮盒 兩入組」、「Mao’s樂陶陶 x 何景窗 x 
uulin 花伴雙層禮盒組」、「Apple Watch SE」當日不累贈，已兌換過之發票不得重複計算。●贈禮款式及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其餘注意事項請詳見下方全
館活動注意事項說明。

1.16 Mon. - 1.31 Tue. 年年高升 會員卡別禮

●活動期間各門檻每會員／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贈禮款式及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
●其餘注意事項請詳見下方全館活動注意事項說明。

會員單筆消費滿1,288，即可兌換
●黑卡會員 送「長順茗茶-台灣頂級紅茶」
或「Lab22-XPRESOLE 咖啡除臭襪大咖」
●金卡會員 送「恆之茶居指定點心四選二 （限內用）」價值120~200元，共限量300組

價值393元，共限量134組

價值400元

長順茗茶-台灣頂級紅茶 恆之茶居指定點心四選二 

1.糖不甩(3粒/份)

2.薑汁燉奶(1碗)

3.爆漿奶皇包(2粒/份)

4.芋頭包(2粒/份)

1.

2. 3.

4.

滿25,000 送
「But. we love butter Leap To 2023 
    跳躍吧新年限定禮盒（2入組）」價值1,456元，限量100組

當日
累計

滿50,000 送
「Mao’s樂陶陶 x 何景窗 x uulin 
    花伴雙層禮盒組」價值3,660元，限量15組

當日
累計

兩種花色

隨機贈送



※本活動需至2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抽獎序號

迎春福袋 開運驚喜抽1.22 Sun. - 1.29 Sun.

1.25 Wed. - 2.05 Sun.

●會員購買指定專櫃品牌福袋或單筆消費滿2,000(含以上)，即可憑會員卡(或APP行動會員卡)、福袋貼紙憑證、消費發票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抽獎序號，憑序號可至誠品APP「遊
戲任務」參加刮刮樂抽獎遊戲。●福袋貼紙憑證：購買一個品牌福袋即可獲得一張貼紙憑證，買兩個可獲得兩張，以此類推，每張貼紙可兌換乙次抽獎序號。●全館單筆消費滿
2,000即可兌換乙次抽獎序號，每位會員限兌乙份。抽獎序號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畫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
3F-誠品書店(含兒童館、音樂館、文具館、精品館、livingproject)，以上專櫃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本活動於2023.2.15 Wed.於迷誠品網站【得獎公告】公佈中獎
名單。●獎項於抽中後，須指定期間2023.2.06 Mon.-2.28 T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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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會員怒不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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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4天3夜雙人自由行】本獎項適用名額為兩人同行出發，航空限為星宇航空-桃園／成田往返經濟艙機票兩張。住宿限為池袋太陽城王子飯店，住宿3晚未含早餐(兩人一
室)。出發日期至2023.12.31 Sun.止。但遇連續假日、寒假、暑假或特定日期航空公司或飯店有價格調漲時，尚須補足旺季加價。●此獎項內容不含兩地機場稅、燃油稅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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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留活動更改與異動之權利，其他未盡事宜以誠品APP遊戲任務公告為主。

●活動期間每會員／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其餘注意事項請詳見下方全館活動注意事項說明。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2F 顧客服務中心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滿額回饋

●活動期間每會員／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But. we love butter Leap To 2023跳躍吧新年限定
禮盒 兩入組」、「Mao’s樂陶陶 x 何景窗 x uulin 花伴雙層禮盒組」、「Apple Watch SE」當日不累贈，已兌換過
之發票不得重複計算。●贈禮款式及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可與現金券回饋同步併用，以下專櫃恕不參
加：環安傢俱、Panasonic。●其餘注意事項請詳見下方全館活動注意事項說明。

1.12 Thu. - 3.01 Wed. 好年如意 黑卡大戶禮

   黑卡會員當日累計滿10萬送
「Apple Watch SE」

會員購買專櫃限量品牌福袋或     滿2,000
     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   ，有機會抽中
就要出國玩－東京4天3夜雙人自由行！ 

價值7,900元，限量2組

（價值36,400元，共1名）

錢兔好運 烘爐地發財金

會員單筆消費滿588送
「錢兔好運 烘爐地發財金」限量2,000組

全館
單筆

即可
兌換

乙
次

誠品APP



會員單筆消費滿1,288送
「關西玉山麵精裝版」

會員單筆消費滿1,314送「誠品點520點」

放閃情人節 愛你13142.11 Sat. - 2.14 Tue.

●活動期間每位會員限回饋乙次，恕不累贈。
●回饋之誠品點520點將於活動後自系統撈取會員消費資料，於2.28 Tue. 前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APP首頁>誠品點數查詢。
●其餘注意事項請詳見下方全館活動注意事項說明。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 — ●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松菸店當日單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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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利於活動核對。●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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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乙項活動贈禮。● 消費累計以發票金額為準。● 誠
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 、誠品表演廳、 誠品畫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以上專櫃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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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及銷貨明細至2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點數相關活動僅限台灣申辦之誠品人會員獨享。●使用抵用券、商品禮
券、書店禮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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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兌換之抵用券、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退貨時如未攜帶抵用券、活動
贈品辦理退貨程序，須無條件同意依本商場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金。●活動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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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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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額回饋

●活動期間各門檻每會員／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贈禮款式及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
●其餘注意事項請詳見下方全館活動注意事項說明。

2.01 Wed. - 3.01 Wed. 麵麵俱到 會員專屬禮

價值80元，限量840組

限量400組



DOUCHANGLEE｜DOUCHANGLEE｜1F

千鳥格紋cashmere背心
特價8,900｜原價11,180

緹花鬆緊腰打摺中長裙
特價5,700｜原價8,280

rather｜rather｜1F

雙面穿無領羊羔絨外套
推薦價3,980

Lab22｜Lab22｜2F

BiiON Trainer NFT Doodles #2753 繽紛經典
特價2,580 (1入) 4,080 (2入)｜原價3,280

YEUSEN｜YEUSEN｜1F

全面5折起

Dleet｜Dleet｜1F

半圍巾V領外套
特價16,450｜原價23,500

TAICHI素T專賣｜TAICHI素T專賣｜2F

︱賈伯斯︱重磅舒適 
長袖盔甲 硬挺修身 JOBS
特價690｜原價790
全館消費滿3件95折+贈品牌襪乙雙
滿5件9折+贈冰絲內褲乙件

MACACA｜MACACA｜1F

波希上衣-小鹿粉
推薦價1,780

CHARINYEH｜CHARINYEH｜1F

❶繡圖卡其色大衣
特價23,180｜原價28,980

❷繡圖飛行夾克
特價18,380｜原價22,980

❶

❷

寇比手工皮件｜寇比手工皮件｜1F

真皮兩用肩背包
特價3,900｜原價5,280

錢兔賜錦‧換新裝
穿新衣、戴新帽，春節拜年要光鮮亮相

同時也是準備好更棒的自己，來開啟美好的新的一年

木子moods｜木子moods｜2F

氣質真皮長柄方包
特價3,580｜原價4,980

  CHATPON｜  CHATPON｜2F

  滿3000現抵300
（包款1件享9折，2件以上享85折
  帽子、襪子一律9折）



❶

❷

❻

❽

MACACA｜MACACA｜1F

波希上衣-小鹿粉
推薦價1,780

⓭⓬

❼

❿

❶｜ Ysanne｜ 1F｜羊毛七分袖大衣，推薦價17,800。❷｜ SHIRLEY YANG楊雪琪｜ 1F｜短版開襟外套，特價

4,790｜原價 11,980，裝飾釦開岔直筒裙，特價3,870｜原價 9,680。❸｜ nicofun｜ 1F｜大毛領斗篷 ，推薦價

22,800。❹｜miimiiko｜ 1F｜精選帽子 &髮飾類商品 任2件95折（特價品除外）。❺｜ whiple Lib｜ 1F｜花圈高
領羊毛上衣，推薦價5,980。❻ deya｜ 3F｜ deya cross maverick經典機能後背包 -黑，特價6,282｜原價 6,980。

❼｜ SOBDEALL｜ 2F｜ 時尚肩背包，特價14,280｜原價 16,800。❽｜ HOTEL V｜ 1F｜ SAINT JAMES BOLBEC，

特價1,390｜原價 2,780｜ SAINT JAMES NAVAL RAY ROUGE 經典限量款，特價2,090｜原價 4,180。❾｜ STORY 

WEAR｜ 1F｜限量刺繡善良會贏有機棉 Tshirt 兩入優惠3,980❿｜ AISLE by Abcense｜ 1F｜防水底台軍靴，特價

5,681｜原價 5,980。⓫｜ viina｜經典牛皮馬銜扣尖頭樂福鞋，推薦價2,990。⓬｜水鹿 Sambar shoes｜長翼紋
雕花瑪莉珍女鞋，特價3,100｜原價 3,450。⓭｜ CLASSICO｜ 2F｜ 復古雙樑膠框，推薦價4,280。

❾

❺

❹

❸

⓫



❻

❷

❺

❶

❸

❹

LIN SHIAO TUNG林曉同｜LIN SHIAO TUNG林曉同｜1F

綠蝶彩剛套鍊
推薦價90,500

OLIVIA YAO JEWELLERY｜OLIVIA YAO JEWELLERY｜1F

金色瑪瑙雙寶石戒
推薦價4,980

拓銀｜拓銀｜2F

小立體兔子項鍊 (搭配16吋銀鍊)
特價1,900｜原價2,100

❶｜ I-Shan13 蔡依珊金工創作  ｜ 1F｜五色寶石手鍊，推薦價24,000。❷｜揀選 l iving stone ｜

1F｜大玫瑰系列，特價 3,500｜原價 4,000，小玫瑰系列，特價 2,600｜原價 3,000。❸｜ STORY 

WEAR｜ 1F｜配件類Mittag科技銀飾全系列9折。❹｜Go with the flow｜ 1F｜Hermosa手感純銀手環，
特價6,000｜原價 6,850。❺｜ Pipijudy X SameSame ｜ 2F｜草莓軟糖，特價1,152｜原價 1,280。

❻ agape ｜ 1F｜甜美絨布頸鍊，推薦價290，華麗毛絨耳環，推薦價390。

天天
天天
有有
好好
心心
情情
、、
更更
有有
好好
運運
氣氣

守守
珠珠
戴戴
兔兔
‧‧
添添
好好
運運

新春必備開運小物新春必備開運小物



康生｜康生｜2F

休閒曲木椅
特價2,980｜原價4,980

Jo Model｜Jo Model｜1F

日不落青檸馬黛茶晶亮光感護髮素
特價680｜原價850

茶籽堂｜茶籽堂｜2F

手部養護三入組（肖楠葉純淨洗手露 50mL+
肖楠葉純淨洗手露330mL+肖楠葉修護護手霜 30mL）

特價1,080｜原價1,150

乓乓五斗櫃pāng dresser｜乓乓五斗櫃pāng dresser｜2F

空間噴霧 任選四瓶
特價2,500｜原價3,200

miimiiko｜miimiiko｜1F

miimiiko全系列香氛商品
兩件以上95折 
（不含空間織品噴霧與植萃精油噴霧）

阿原｜阿原｜2F

艾草/舒方樂活淨身鹽任選1
+艾草皂115g*1
特價780｜原價970

揚楣兔氣‧春意濃

Panasonic新驊專櫃｜Panasonic新驊專櫃｜3F

變頻高效型除濕機 16L/日
特價19,590｜原價21,900

新品新品
上市上市

MOSA沐莎植感生活｜MOSA沐莎植感生活｜1F

植感秀髮組（INSIGHT七葉樹髮浴400ml+

檸檬髮膜250ml+人蔘隨手護（免沖洗護髮）100ml）

特價1,099｜原價2,280

阿皂屋｜阿皂屋｜2F

迎春沁涼潔膚保養組
特價1,650｜原價1,883

限量30組，售完為止

YU Living｜YU Living｜2F

年節福袋組
特價800｜原價1,200
內容物:瓷器杯盤組+香氛蠟燭+
兔年錢筒(不挑色)+日式竹製筷組

1/22
開賣開賣

環安傢俱｜環安傢俱｜3F

剛剛好(大)│北歐風桌椅組
特價12,900｜原價23,800

SNOVA｜SNOVA｜1F

雙雙對對套組
（日本第三胎盤精華液X2+胎盤日間護膚乳霜X2）

特價4,875｜原價5,540
贈紅色保溫瓶



馬丘MACHILL｜｜誠品線上
麻將精裝組/ 黑背紅綠黑
特價4,212｜原價4,680
 1/31前限時特價4,200

美國 LOLOI ×RIFLE PAPER｜美國 LOLOI ×RIFLE PAPER｜誠品線上
美國 復古花束刺繡長枕套（藍底 33×53.3cm）

特價2,533｜原價2,980

百美紙品｜百美紙品｜誠品線上
2023兔年燙金春聯/ 迎春/ 3入裝
特價108｜原價120

磊泰｜磊泰｜3F

消費滿600元即贈
walking系列筆記本 乙本（不累贈）

化石先生｜化石先生｜2F

HANSA 兔兔福袋
推薦價999

販售期間1/3~1/31

pintoo｜pintoo｜2F

David Maclean-午後時光 /1200片
特價1,000｜原價1,250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3F

日本 Kamawanu 
正月木芥子擺飾/小幅兔
特價408｜原價480

誠品線上選物專區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3F
比利時 ATELIER PIERRE Miffy鑰匙圈
特價158｜原價185

賽先生科學工廠｜賽先生科學工廠｜2F
DIY礦石收藏架+標本礦石(一款)
組合價888｜原價980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3F

日本 DETAIL Midori Komatsu 
Happy New Year Rabbit 俄羅斯娃娃擺飾
特價990｜原價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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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anello × SOU．SOU｜｜誠品線上
迷你兩用托特包/ SO-SU-U
特價1,755｜原價1,950

誠品線上 
一掃即購

阿皂屋｜阿皂屋｜2F

迎春沁涼潔膚保養組
特價1,650｜原價1,883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3F

荷蘭 MAISON DEUX X Miffy 掛毯
特價1,752｜原價1,990

YU Living｜YU Living｜2F

年節福袋組
特價800｜原價1,200
內容物:瓷器杯盤組+香氛蠟燭+
兔年錢筒(不挑色)+日式竹製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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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玩｜3F

熊熊布朗尼
特價648｜原價682 
*限1位陪玩，需加收89元陪玩費，另有10%服務費

創意美術｜2F

(兔相有禮)
兔子的油畫課程或作品 享8折優惠
*除夕∼初三 凡到櫃上消費滿2000以上贈送2000元
商品抵用金 (下筆消費使用)

草山金工｜2F

經典刻字銀戒(一只)課程
推薦價4,680 第二件五折

郭錦如紀念學苑｜2F

攝影課+外拍+銀鹽暗房沖洗
(贈黑白軟片一卷+相紙藥水+價值$399白卡紙)

特價2,950｜原價3,950

Nana's Flower House｜2F

手作年節花禮/提籃花禮/蘭花組盆花禮
優惠價2,800起

限量10組



❶｜有菓手工坊  ｜ B1｜經典牛軋糖禮盒（內含：台灣巧克力風味、回韻鐵觀音、午后伯爵、甜蜜蔓越莓，四個口味各

一盒）特價849｜原價 1070。❷｜安心味覺｜ 2F｜小麻花捲系列任5件，特價270｜原價 300。

❸｜辰熹果乾｜ 2F｜任一堅果 +任一果乾｜特價500｜原價 560。❹｜藝桐饗宴｜ 2F｜滿1,000
送一雙200筷子 +一盒  /一袋喉糖100。

❶ ❸
❷

❹

COMEBUYTEA｜COMEBUYTEA｜1F

五彩品茗 
醇香四季（8g） x 5包+日月潭蜜香紅（6g）
x 5包+五彩環濾泡壺（300ml）x 1
特價1,290｜原價1,490

誠品知味市集｜誠品知味市集｜2F

吉品無二福貴糕
優惠價880 

海邊走走｜海邊走走｜2F

新年禮盒系列
特價520起 / 盒

春水堂人文茶館｜春水堂人文茶館｜3F

茗香佐茶 │ 茶禮組合
【阿里山金萱5g x 5入、阿里山手工紅茶3g x 5入、
茗香烏龍茶薄餅1入】

推薦價688 / 組

淡然有味｜淡然有味｜3F

《幽哉》茶食禮盒-鼎泰豐桂圓酥+得獎茶葉
（榮獲日本世界綠茶大獎、食品界米其林大獎）
推薦價1,380

玉兔送春‧禮往來  
新春時節就是送禮時節，為親朋好友們

挑選一份貼心又實用的禮，獻上真心誠意的祝福。

  活動優惠至2023/02/05止



❶
❸

❷

❹

 山山來茶｜ 山山來茶｜3F

 山山來茶著涎
（東方美人+蜜香紅茶）

 推薦價1,500
長順茗茶｜長順茗茶｜3F

春芯馥郁伴手茶禮
特價699｜原價959

大黑松小倆口｜大黑松小倆口｜2F

牛軋糖鳳梨酥禮盒
特價550｜原價650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3F

癸卯年福田瓦煎燒禮盒
優惠價218

友士｜友士｜3F

甲子招財貓孤樽1800ML
特價2,188│原價2,500

TrucTruc 圖克圖克｜｜2F

法國Moulin de la Veyssière 百年手作堅果油
100ml三入禮盒 (榛果油｜黑松露核桃油｜核桃油)

特價1,550｜原價1,600

午茶夫人｜午茶夫人｜2F

太妃糖風味紅茶10入/袋
焦糖蘋果風味紅茶10入/袋 
荔枝風味紅茶10入/袋 
特價99/袋｜原價199/袋

❶｜窩巢咖啡  ｜ B1｜超級黄曼 20目 /衣索比亞耶加水洗 咖啡豆禮盒，推薦價888。❷｜再來咖啡｜
3F｜濾掛咖啡，買10送2。❸｜力雄茶行｜ 3F｜ 2003年綠印熟茶｜特價3,000｜原價 4,800。

❹｜茶粒茶｜ 2F｜樂活茶包禮盒  三角立體茶包袋裝 *3入（口味：桂花烏龍茶、金萱烏龍茶、春舞桃香紅茶）｜特

價679｜原價 830 

限量12組

未滿18歲請勿飲酒
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優惠期間1/12-1/29

天仁茗茶｜｜B1

茗里賞雙罐
特價2,000｜原價2,560



走心雞蛋糕｜走心雞蛋糕｜B1

心心相印分享餐  
推薦價185 
含雞蛋糕*8（口味：紅豆 芋頭 
可可 抹茶 果乾 伯爵茶 原味）

 全心全意分享餐  
 推薦價225
 含鹹派*1 雞蛋糕*5 
（鹹派口味任選1
 /雞蛋糕口味任選3）

福兔迎香‧人團圓  
相聚時節怎能少了美食，一家團聚用餐，
度過歡喜滿足的時光，也期許來年富足平安。

餃子奶奶｜餃子奶奶｜B1

點購水餃套餐 現折10元

丸亀製麵｜丸亀製麵｜B1

咖哩牛肉烏龍麵  
推薦價164（大碗）134（中碗）

溫叨｜溫叨｜2F

家傳好味獅子頭套餐＋九層塔香三杯土雞腿套餐
特價770｜原價810

潔妹麻辣燙｜潔妹麻辣燙｜B1

雙人團圓麻辣餐
特價270｜原價300

駱姊正雞酒｜駱姊正雞酒｜B1

何首烏套餐
特價169｜原價189

辛火相拌｜辛火相拌｜B1

番茄魚雙人套餐
(含:番茄紅湯魚*1+飯*2+小菜*3)
推薦價399

深淬工坊｜深淬工坊｜B1

冒菜(麻辣燙)套餐
特價188｜原價220

春水堂人文茶館｜春水堂人文茶館｜3F

熱老梅露洛神花茶 (S) 推薦價125
熱紅寶石洛神花飲 (S) 推薦價120

米娜咖啡｜米娜咖啡｜B1

熱美式咖啡買2送1

小南門｜小南門｜B1

紅豆湯圓
推薦價65 

天仁茗茶｜天仁茗茶｜B1

香橙四季烏龍
推薦價80（M）100（L）



❶｜恆之茶居｜ B1｜餐蛋公仔湯麵，特價160｜原價 180。❷｜金名號｜ B1｜舒肥雞湯拉麵贈飲料，推薦價

99。❸｜明吉｜ B1｜凡點套餐加購40優惠鴨血豆腐｜原價 65。❹｜安妞韓辣燙｜ 2F｜新春恭喜 年年魷魚，
消費滿250即送小菜醃辣魷魚一份。❺｜江江滷｜ B1｜烤香腸，單隻原價 65，三支推薦價150｜。❻｜帽
哥海味｜ B1｜干貝麵線，特價290｜原價 390。❼｜劉媽媽抄手大滷麵｜ B1｜凡點主餐加購50優惠 紅油
抄手｜原價 70。

❻

❼

❷

❺

❶

❸

❹



❶｜醋頭家｜ B1｜頂級酵醋飲 L杯 ，特價50｜原價 60。❷｜果樹媽媽｜ B1｜草莓奇異果汁，特價100｜原價
110。❸｜橘時咖啡｜ 2F｜任一匈牙利捲 +冰滴咖啡，享9折。❹｜再來咖啡｜ 3F｜任一甜點 +任一飲品，享95折。

❶

❸

❷

❹

馬卡諦義大利冰淇淋｜馬卡諦義大利冰淇淋｜B1

馬卡諦經典麻糬鬆餅(巧克力/蜂蜜/黑糖珍珠)

推薦價250｜升級飲品套餐330
**餐點內均含一球冰淇淋，口味任選 
**草莓為季節限定擺盤

松菸限定

妮好美味 捲｜妮好美味 捲｜B1

雙口味（原味跟太妃核桃） 

附太妃海鹽焦糖醬（一個） 

推薦價500

FLO BAKERY｜FLO BAKERY｜B1
德式布丁塔 推薦價185
FLO嚴選義式咖啡 推薦價95起







●單張發票限擇一門檻兌換，單一門檻每卡每日限兌換三次。●請於刷卡當日持銀聯卡、同卡號簽單及發票/銷貨明細至服務台完成抵用券兌

換。●誠品行旅、誠品表演廳、購買禮券、紅利折抵及儲值卡加值恕不列入消費金額累計。●誠品及銀聯國際保留活動與贈品更改或終止權

利，其它未盡事宜，詳見迷誠品。

即日起至2023.3.31

刷銀聯享優惠 

※券面僅供示意

持62、81開頭之銀聯卡消費滿額享─誠品書店及誠品生活指定專櫃：

・ NT3,000元（含以上），贈150元電子抵用券      ・ NT15,000元（含以上），贈900元電子抵用券
當日當店累計消費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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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銀行、台北富邦銀行、華南銀行、合作金庫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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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Wed.- 2023.4.06 Thu.
適用專櫃與分期期數請洽詢專櫃人員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部份專櫃無法使用eslite Pay結帳，請洽詢專櫃人員。●電子抵用券為無償發行，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使用期間自發券日起三個月內使用完畢，逾期無效，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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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支付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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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刷卡消費恕
不合併計算亦不重複兌換；其餘行動支付消費恕不參加。●兌換須出示實體信用卡(或手機行動裝置畫面，非截圖)、同卡號簽單、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方可兌換贈禮；如使用發票載具，亦請出示銷貨
明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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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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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光銀行VISA金融卡及商務卡 永豐銀行公司卡、配銷卡、儲值卡、簽帳金融卡及Debit Card之消費恕不得兌換本頁所有活動。●以上活動限於誠品生活松菸店消費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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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行旅；誠品畫廊；誠品講堂、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1F-台灣大哥大門市；3F-謙碩服裝修改室。●本頁活動贈
品顏色與規格以現場實物為準，限量份數為活動店別共同計算，數量有限，兌畢恕不再另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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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銀行保留活動調整之所有權利，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銀行刷卡滿額禮
1.04 Wed.- 2023.4.06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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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於館內累計消費滿

8,800送$200電子抵用券 限量300份 eslite Pay 獨享 採自動匯券；會員每日限兌乙次，恕不累贈
1.04 Wed.- 2023.4.06 Thu.

滿6,000
贈 商品

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8,000
贈 商品

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商品
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 
贈 誠品

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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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份

滿12,000
贈 誠品

禮券300
乙份，限量15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
禮券100

乙份，限量80份

滿8,000
贈 誠品

禮券100
乙份，限量1,500份

滿20,000
贈 誠品

禮券3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32,000
贈 誠品

禮券500
乙份，限量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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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
贈 誠品

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

禮券300
乙份，限量600份

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
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5,000
贈 誠品

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

禮券2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500
贈 誠品

禮券1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13,000
贈 誠品

禮券200
乙份，限量300份

單筆滿25,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
禮券2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

禮券200
乙份，每月限量150份

單筆分期滿24,000
贈 誠品

禮券400
乙份，每月限量90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4月份數合併於3月計算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36,000
贈 誠品

禮券6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55,000
贈 誠品

禮券9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分期滿6,000
贈 誠品

禮券100
乙份，限量6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

禮券2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20,000
贈 誠品

禮券3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6,000 
贈 誠品

禮券100
乙份，限量150份

分期滿18,000
贈 誠品

禮券300
乙份，限量50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5,000
贈 誠品

禮券100
乙份，限量720份

滿10,000
贈 誠品

禮券200
乙份，限量540份

單筆滿13,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
禮券100

乙份，限量3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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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
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6,000
贈 誠品

禮券100
乙份，限量1,460份

滿12,000
贈 誠品

禮券200
乙份，限量52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
禮券100

乙份，限量230份

分期滿10,000
贈 誠品

禮券200
乙份，限量60份

分期滿28,000
贈 誠品

禮券600
乙份，限量30份

分期滿50,000
贈 誠品

禮券1,100
乙份，限量20份

滿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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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期七卡恕不兌換分期加碼禮



滷肉飯是台灣小吃的精髓，香噴噴.油亮亮，膠質豐
富而不油膩，另人難忘的繞齒滋味，江江滷堅持真材
實料製作，入口就能感受我們的用心，讓您吃出最有
溫度的古早味。

江江滷｜B1

松菸｜新櫃登場｜
NEW
OPENNING

「如果幸福是有味道的⋯」 
《初心緣起》

追尋傳統的味道，延續回憶的味道 ，傳遞幸福的味道 
《獨特風味》

手作天然粉漿，堅持用好料，吃一口就上癮！
融入高級法式奶油，烘焙時香氣四溢、入口深香。
瑪德蓮雞蛋糕配方，冷熱各有風味。

走心雞蛋糕｜ B1



郵寄名條

黏貼處誠品生活松菸店 eslite spectrum songyan store
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捷運板南線 市政府站1號出口，步行約400公尺

No.88, Yanchang Rd., Xinyi Dist.,Taipei 110, Taiwan (R.O.C.)
MRT: Exit 1, Taipei City Hall station, Line 5｜TEL: 02-6636-5888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商場 retail / 書店 bookstore│11:00am - 10:00pm

表演廳 performance hall│依各活動開放入場時間為準

誠品畫廊 eslite gallery
週日 Sun.～週一 Mon.│不營業／週二～週六 Tue. - Sat.│11:00am - 7:00pm

電影院 art house
週一～週六 Mon. - Sat.│11:00am - 10:00pm
週日 Sun.│10:00am - 10:00pm

除夕1.21 Sat.│商場、書店營業至 6:00pm、電影院營業至4:00pm、

表演廳不營業；誠品畫廊1.21 Sat. - 1.26 �u. 不營業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國父紀念館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捷運市政府站
MRT City Hall Station

臺北文創
Taipei New Horizon

松山文創園區
Songshan
Cultural Park

光
復
南
路 G

uangfu S. R
d.

市民大道五段 Sec. 5, Civic Blvd.

忠孝東路四段 Sec. 4, Zhong Xiao E. Rd.

松高路 Songgao Rd.

菸廠路 Yanchang Rd.

1.12 Thu. - 3.01 Wed.

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