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員專屬滿額禮
7.08 Fri.-7.31 Sun.
滿5,000元，或滿3,600元以299元加購，
即贈Champion帆布袋

香氛派對禮
7.15 Fri.-7.31 Sun.
單筆滿1,000元
即贈香氛殿堂100元商品抵用券

Lucky Summer !
7.08 Fri.-7.31 Sun.
單筆滿1,500元，
即有機會抽中3M新一代防蹣水洗枕

金卡 / 黑卡會員專屬滿額禮
7.08 Fri.-7.31 Sun.
滿30,000元，
即贈Jodo小鹿碰吉君



會員當日  
累計
消費滿5,000，或滿3,600元以299元加購，
贈Champion帆布袋 乙個（價值580元）

金卡／黑卡會員當日  
累計
消費滿30,000，贈Jodo小鹿碰吉君 乙支（價值3,280元）

會員當日  
單筆
消費滿1,000，贈香氛殿堂100元商品抵用券 乙份

誠品會員當日於西門店或武昌店全館  
單筆
消費滿1,500，即可

獲得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 乙次
有機會抽中3M新一代防蟎水洗枕 乙個。（價值1,299元，限量2個）

●活動期間每人每日限換乙個，恕不可累計兌換。●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門檻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西門店｜B1-POP MART；2F-丸亀製麵；3F-誠品書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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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本活動恕不與「金卡／黑卡會員專屬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
●「Champion帆布袋」西門店、武昌店共限量132個，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活動期間每人每日限換乙支，恕不可累計兌換。
●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西門店｜B1-POP MART；2F-丸亀製麵；3F-誠品書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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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本活動恕不與「會員專屬滿額禮 」活動重複兌換。
●「Jodo小鹿碰吉君」西門店、武昌店共限量16支，數量有限，贈完為止，贈禮顏色以現場實際為主，隨機贈送，恕不可挑選。

●活動期間每人每日限換乙個，恕不可累計兌換。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
西門店｜B1-POP MART；2F-丸亀製麵；3F-誠品書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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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
●「香氛殿堂100元商品抵用券」西門店、武昌店共限量200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此券不得轉售或兌現，使用期間、使用方式及規定詳見券面說明。

●本活動限西門店、武昌店之消費方符合活動遊戲資格，並需至誠品人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遊戲。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西門店｜B1-POP MART；3F-誠品書店。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
●活動期間，每人每日單筆發票享乙次刮刮樂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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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領獎項時間請依照誠品人APP【中獎明細】頁面上說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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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人APP活動頁面公告為準。

滿額回饋
7.08  Fri. -7.31 Sun. 會員專屬滿額禮

7.08  Fri. -7.31 Sun. 金卡／黑卡會員專屬滿額禮

7.15  Fri. -7.31 Sun. 香氛派對禮

7.08  Fri. -7.31 Sun.  Lucky Summer! ﹝本活動請至誠品人APP操作﹞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贈品兌換限西門店、武昌店當日消費發票，二店可跨店累計，香氛派對禮、Lucky Summer!活動除外●誠品人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須出示實體會員卡／誠品人行動APP會員卡／有照身份證件任一證明，方
可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購買商品禮券、電子、二聯或三聯式轉開發票恕不列入計算，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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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活動核對。●全館滿額禮活動以
折抵後之發票金額始得以累計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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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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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人會員相關活動僅適
用台灣申辦之小童學卡／白卡／金卡／黑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消費恕不適用。● 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升等金卡、黑卡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兌換活動消費需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恕不跨會員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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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如需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活動贈品(包含抵用券 / 誠品點)至各店服務台／贈品處辦理，如贈禮已使用或遺失
(贈禮拆封後視同已使用，瑕疵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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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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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活動詳情請洽西門店B1顧客服務中心 / 武昌店4F顧客服務中心



銀行刷卡滿額禮

●使用eslite Pay、街口支付、LINE Pay、台灣Pay及悠遊付消費恕不得兌換；如使用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刷卡消費則可兌換之，惟實體卡與行動支付若綁定同一張信用卡，二者刷卡消費金額恕不
得合併計算亦不得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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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於活動核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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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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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行達人VISA金融卡、商務卡及
採購卡／新光銀行VISA金融卡及商務卡／彰化銀行VISA金融卡之消費恕不得兌換。●以上活動限於誠品生活西門店、武昌店跨店消費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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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品顏色與規格以現場實物為準，贈品樣式採隨機出貨，除瑕疵或故障品外，恕不接受換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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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ZZUE ARMY｜西門店 1F
LOGO棉質背心
特價1,533｜原價2,190 

TOOT｜西門店 2F
雙色海灘褲  
推薦價3,780

IZZUE ARMY｜西門店 1F
塗鴉花襯衫  
特價3,675｜原價5,250

IZZUE ARMY｜西門店 1F
軟料舒適短褲  
特價3,213｜原價4,590 

IZZUE ARMY｜西門店 1F
四口袋軍裝襯衫  
特價3,675｜原價5,250

每日主張｜西門店2F
櫻桃印花襯衫
推薦價 2,950
●買一送一

去當一個
海邊長大的孩子吧

IZZUE ARMY｜西門店 1F
口袋軍事短褲 
特價3,283｜原價4,690 

Alexandre Christie｜西門店 2F
AC6577MAR 年度系列
推薦價 12,800
加碼贈植鞣厚實小牛皮帶



KANGOL｜西門店 1F
PRIVACY DUAL SMALL 
水桶包(藍色/黑色)  
特價1,596｜原價2,280

寇比手工皮件｜西門店 2F
典雅真皮長夾結合斜背小包  
特價2,000｜原價2,980

寇比手工皮件｜西門店 2F
真皮質感中性腰包  
特價1,800｜原價2,480

S'AIME｜武昌店1F
真皮COCO多隔層小方包S  
推薦價2,480

Life8｜西門店2F
Casual MIT 簡約同色
印花假兩件短袖上衣
特價559｜原價1,180

5'07 studio｜武昌店2F
不規則茶晶月光石手鍊  
推薦價1,280

POLY LULU｜西門店B1
浪漫V領碎花抓皺澎袖洋裝
中大尺碼洋裝 
推薦價750

皮小姐衣櫃｜武昌店2F
美臀馬甲 激瘦緊身褲&
心機領域 寬肩帶運動背心
美臀馬甲980
心機領域680
●任選2件8折

Life8｜西門店2F
Casual 高磅圈圈布
印花休閒短褲
特價559｜原價1,180

皮小姐衣櫃｜武昌店2F
冰感塑型 塑身無痕內褲 
推薦價380
●買二送一



羅亞戴蒙｜西門店 2F
NK831 光影-小｜
特價1,580｜原價1,980

雨沢屋｜武昌店2F
立體微光不對稱蝴蝶耳環
推薦價700

雨沢屋｜武昌店2F
編織花毬不對稱耳環 
推薦價680

雨沢屋│武昌店2F
雨時彩編織繡球花耳環
推薦價500

5'07 studio｜武昌店2F
方形切割玫瑰石榴石戒指
推薦價780

羅亞戴蒙｜西門店 2F
RZ503 本色-大｜
特價2,000｜原價2,500

COWA｜西門店 3F
GAD0624TA小桶包
特價8,980｜原價9,980

毛毛頭寵物俱樂部｜西門店 2F
AFP追夢系列-捕夢網遊戲墊
特價399｜原價450

甜蜜約定｜西門店 2F
黃金愛心串珠手鍊
特價2,800｜原價3,580

甜蜜約定｜西門店 2F
HelloKitty白金愛夢幻珠手鍊
特價9,900｜原價11,680

屬於浪人的
營火晚會



范倫鐵諾│西門店2F
Valentino襯衫
一件299元起，二件500元起

5'07 studio｜武昌店2F
大菱形月光石珠珠鎖骨鍊
推薦價1,280

雨沢屋｜武昌店2F
手繪琺琅鳥羽耳環
推薦價500

Life8｜西門店2F
Casual 森山系 戶外隨身小包
特價379｜原價980

Life8｜西門店2F
山系速乾登山帽(防潑水)
特價459｜原價1,180

COWA｜西門店 3F
GAA0554NC綁帶包
特價3,140｜原價6,980

伍星選品│西門店2F
POLER 風格印花
旅行收納袋
特價480｜原價1,480

S'AIME｜武昌店1F
真皮鏈條瑪德蓮貝殼包
推薦價2,480

伍星選品│西門店2F
POLER 風格印花雙面斗篷
特價1,880｜原價5,980

伍星選品│西門店2F
free waters 拖鞋
特價1,399｜原價1,680



FantinoHome│西門店B1
質感柚木餐廚用品系列49元起

FantinoHome│西門店B1
涼感親膚夏裝
880起

FantinoHome│西門店B1
MIT手縫牛皮拖鞋
1,280起

毛毛頭寵物俱樂部│西門店2F
AFP追夢系列-原野帳篷貓抓板
(內含貓草)
特價580｜原價650

首席香水│武昌店2F
Calvin Klein CK one Summer 2021 
淡香水100ml 禮盒
特價1,500｜原價2,800

首席香水│武昌店2F
Juicy Couture Viva La 100ML
特價1,200｜原價3,650

首席香水│武昌店2F
John Varvatos 工匠BLUE男性淡香水125ml
特價2,300｜原價3,450

皮小姐衣櫃│武昌店2F
益生淨 私密潔膚露
推薦價680
●買二送一

皮小姐衣櫃│武昌店2F
蠶絲蛋白含鐵膠原果凍   推薦價580
●買二送一

仲
夏
夜
之
夢

毛毛頭寵物俱樂部│西門店2F
AFP追夢系列-圖騰睡窩貓抓板
(內含貓草)
特價520｜原價580



Dance
the

night away

毛毛頭寵物俱樂部│西門店2F
ABBY洗毛精 500ml 任選三瓶
特價960｜原價1,140

COMEBUYTEA│西門店1F
紅柚烏龍蘆薈Q
(清香烏龍+葡萄柚汁+
蘆薈水晶)
特價90｜原價100

●出示誠品會員方享特價優惠

PINTOO│西門店3F
收納罐拼圖 卡娜赫拉的小動物
系列-沁涼夏日-香甜鳳梨 96片
推薦價599

老彭友秘制辣掌│武昌店1F
爆脆辣椒
推薦價270

老彭友秘制辣掌│武昌店1F
宮保辣炒雞
推薦價240

老彭友秘制辣掌│武昌店1F
花雕酒燒雞
推薦價240

PINTOO│西門店3F
月夜系列 - 紐約帝國大廈1000片
特價945｜原價1,050

PINTOO│西門店3F
ONE PIECE  1200片
特價1,305｜原價1,450

COMEBUYTEA│西門店1F
原創混搭波霸Q珍珠
(清香烏龍&茉莉綠茶&
錫蘭紅茶+經典珍珠)
特價63｜原價70

●出示誠品會員方享特價優惠

COMEBUYTEA│西門店1F
芭樂烏龍寒天Q
(清香烏龍+芭樂汁+
寒天晶球)
特價90｜原價100

●出示誠品會員方享特價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