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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地點｜4F顧客服務中心

11.11 Fri. - 11.30 Wed. 暖心耶誕 會員滿額禮

11.11 Fri. - 2023.1.03 Tue. 歡樂聖誕 驚喜抽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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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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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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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

●本活動限誠品生活南西之消費，恕不跨日累計，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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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元可兌換抽獎機會乙次、滿10,000元兩次⋯以
此類推。●本活動僅限台灣誠品會員參加，需至誠品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遊戲，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各贈品領
獎方式與時間請依照誠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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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留活動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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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活動頁面公告為準。

誠品APP誠品APP

誠品APP誠品APP

當日
累計 滿12,000 即可兌換 登義暖心茶禮盒 乙份（限量100份）   

全館
累計 滿5,000 即可兌換 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抽中 15 項首選好禮
如：BALMUDA 蒸氣烤麵包機 （價值8,490元）／Airpods 搭配無線充電盒 （價值6,490元）／

HTHREE 手染真皮鞋 （價值最高6,650元）

登入誠品APP，扣誠品點 11 點 即可兌換  $111 電子抵用券 乙張
11.01 Tue. - 11.13 Sun. 誠品生活雙11 熱鬧同慶！

●抵用券使用期限為2022.11.11 Fri.－2022.11.13 Sun.止，詳細使用方式請見券面說明。●本券為電子券型式，兌換後將匯入會員帳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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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會員卡直接進行折抵，兌換後恕無法取消及退回。●本券為無償發行之電子抵用券，不受
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使用電子抵用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停車折抵及其它活動之累計消費金額。●本券請自行保管，恕不退換、找零、不另開立統一發票。●本券恕不適用於2F－誠品酒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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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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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

●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限至2022.12.31 Sat.止，逾期無效，抵用券詳細使用方式請見券面說明。●本券為電子券型式，兌換後將匯入會員帳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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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會員卡直接進行折抵。●扣點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點數兌換以會員當
日持有點數為準，兌換後恕無法取消及退回。●本券為無償發行之電子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使用電子抵用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停車折抵及其它活動之累計消費金額。●本券請自行保管，恕不退換、找零、不另開立統一發票。●本券限誠品生活南西店使用，恕不適用
於2F－誠品酒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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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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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

※11.11 Fri. - 11.13 Sun.單筆消費滿888即可抵用 ※兌換方式：登入誠品APP >誠品點數>點數兌換，每人限兌換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門市兌換需本人持會員卡至4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誠品APP兌換方式：登入誠品APP >誠品點數>點數兌換

扣誠品點 300 點 ／600 點 即可兌換 $50 ／ $100 電子抵用券 乙張（可累計兌換）

11.14 Mon. - 11.30 Wed. 點點成金 誠品點換購物金

內含│南西商場$200電子抵用券╳１張＋南西書店$100電子抵用券╳1張＋誠品線上$200電子抵用券╳1張

12.05 Mon. 5號會員日加碼回饋 滿5,000送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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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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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F顧客服務中心
進行抽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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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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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活動屬機會中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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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館累計消費滿 5千送 5百活動│活動當日每位會員消費滿額限回饋乙次，恕不累贈，消費累計以發票金額為準。● 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
無法參與活動：5+F－謙碩修改室。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依現場實際公告為準。● 本活動贈送之 500元抵用券，內含「南西商場 $200電子抵用券」限南西店單筆消費滿 1,500元可抵用、「南西書店 $100電子抵用券」限誠品書店、誠品知味市集、誠品風格文具館、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使用，單筆消費
滿 800元可抵用、「誠品線上 $200電子抵用券」限誠品線上單筆消費滿 1,500元可抵用。使用期限自獲券隔日起至當月月底止，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 門市抵用券採消費後系統自動匯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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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西商場 $200電子抵用券」恕不適用於 5F－誠品書店、誠品知味市集、誠品風格文具館、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5+F－謙碩修改室，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依現場實際公告為準。●「誠品線上 $200電子抵用券」採消費後撈取達檻名單，並於 12.09 Fri.統一匯入達
檻會員的誠品線上會員帳號。優惠券使用期限至當月月底止，逾期將無法使用，恕不得轉贈。●本活動贈送之抵用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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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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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點）需一併退還，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

5號會員日5號會員日

單筆
消費 滿 888 點數 5 倍送，還可再抽：
誠品點 5 萬點、「您消費，誠品買單」、誠品行旅住宿券
再享 當日累計 消費滿 5,000 送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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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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券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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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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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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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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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 Thu. -  2023.1.03 Tue. 會員專區耶誕加碼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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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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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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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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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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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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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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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活動配合專櫃：B1－凱林鐵板
燒、全家大戶屋、大心；2F－YABI；3F－這一小鍋、英格莉莉、FLIPPER'S、默爾
義大利麵；4F－食習；5+F－WakuWaku Burg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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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2F指定專櫃  

4F、5F指定專櫃  

3F指定專櫃  

餐飲指定專櫃  

當日
累計 滿15,000  即可兌換
O'right咖啡因洗髮精禮盒 400ml 乙組

當日
累計 滿 5,000 即可兌換
LUX綠色奇蹟髮品組 乙組
 （三擇二隨機贈送，恕不挑款）

當日
累計 滿10,000 即可兌換
PINSCENT香氛100ml 乙瓶

單筆
消費 滿1,000 即可兌換
MK抗菌濕紙巾捲 乙捲

●此活動需先登入誠品APP或迷誠品網站方能參與點數兌換，首次登入請先註冊帳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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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每筆點數兌換視為乙次抽獎機會，每卡不限抽獎機會。●兌換為誠品點即時扣抵，信箱收取到點數兌換成功通知函
即獲得抽獎資格。●若因不可抗拒因素，取消點數兌換，抽獎資格將同步取消，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網站或誠品APP【會員中心】中查
詢。●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得獎者於公告當日需仍為有效卡友方具領獎資格，當日獎項於一個工作日後抽出並公佈(如遇假日則自
動順延)，獎項於活動結束後統一期限領取並由專人電話通知中獎與領獎事宜，領獎時須持與中獎人相同姓名之身份證明文件至指定店別顧客服
務中心進行領獎作業，並於指定期間2023.1.09 Mon. － 2023.2.09 Thu.辦理領獎，未於期限內至誠品指定店別完成辦理，視同放棄兌獎資格。
●活動期間每卡(限同一身份ID)限一次「iPhone14(128GB)」抽獎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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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抽獎獎項之品項、型號以點數專區活動網頁說明為準。●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誠品APP／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  

12.01 Thu. - 12.24 Sat. 誠品點好好兌  聖誕倒數月曆
誠品APP誠品APP點數專區點數專區

憑誠品點10點  即可兌換  抽獎機會乙次，天天抽聖誕倒數 24 項好禮，如：
Panasonic國際牌－負離子空氣清淨機  （價值 6,490元，共乙台）

康生寵 i美足－時尚舒壓按摩腳機  （價值 9,800元，共乙台）

參加抽獎即有機會再抽中iPhone14 128GB （價值27,900元，共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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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NCLE LEMON 檸檬大叔｜3F｜檸檬大叔交換禮物All in組 特價1,399｜原價2,119  *含：純檸檬*1＋蜂蜜檸檬*1＋金桔檸檬*1＋大叔傻萌磨砂瓶    2 ｜löwfun裸放茶旅｜1F｜暖冬午茶組 

特價320｜原價345 *含：紅玉（H）＋果韻乃（H）＋司康奶油茶組    3 ｜誠品酒窖｜2F｜CHAMPAGNE ANDRE CLOUET 精選香檳組 特價3,675｜原價4,900 *含：NV SILVER BRUT＋NV GRAND 

RESERVE    4｜神農生活｜4F｜童心未泯小經典禮袋  特價329｜原價365  *含：神農生活數字餅乾＋小豬撲滿 *1＋神農生活玻璃杯（三隻小豬款 ）*1＋神農生活荷包袋*1（款式依現場供應為主）   5｜ROYCE'｜B1 ｜

生巧克力 （牛奶）｜推薦價520 ／白巧克力起司洋芋片｜推薦價480

店長加碼！店長加碼！
凡消費聖誕套餐即可至4F服務台兌換聖誕禮物1份

新櫃
登場 7979折折

1 ｜默爾pasta & pizza｜3F｜內用任選２份主餐  即可＋799升級調酒套餐｜原價988  *含：開胃小點5選1（樂活小沙拉／今日湯品／more脆薯／醋漬野菇／可樂餅5入）＋手作料理4選1（辣炒野菇蝦仁／老奶奶燉

番茄豬肉丸／義式香料炸雞／蒜香鯷魚花椰菜）＋期間限定新品調酒3選2（初嘗禁果／看破紅塵／情聖麥斯）*10%服務費另計  *門市現有加價升級套餐恕無法加價升級調酒餐點  2｜這一小鍋｜3F｜剝皮辣椒雞套餐 雞胸肉鍋｜推薦價
335 ／ 雞腿肉鍋｜推薦價350   3｜Waku Waku Burger｜5+F｜糖漬蕃茄牛肉堡 特價280｜原價300 ／ 奶油白菜腐竹濃湯 特價50｜原價90    4｜英格莉莉｜3F｜ 感恩饗宴雙
人套餐 特價1,260｜原價1,500 *含：英式炸魚薯條＋漢普頓宮花園飯（320元內口味任選）＋千層麵＋紅酒燉洋梨豹紋鬆餅＋飲品*2（150元內任選2杯）（以上餐點可補價差升級） 5｜FLIPPER'S｜3F｜11.11－2023.1.03 舒芙蕾漢堡
3入組｜推薦價430 *贈：漢堡限定提盒 ／ 12.01－2023.1.03聖誕限定舒芙蕾－奇蹟的舒芙蕾 柑橘巧克力｜推薦價350 *贈：外帶限定鬆餅提盒    6｜YABI ｜2F｜聖誕歡聚4人餐 推薦價2,610 
*含：越香咖啡排骨（4支）＋YABI拉餅＋重磅黑白胡椒蝦＋ YABI海南雞＋噴香酥炸檸檬魚＋仁當牛肉＋馬來好風光＋亞洲精選米食4人份無限享用 *售價已享優惠，恕無法併用其他折扣優惠，10%服務費另計 *圖片僅供參考，套餐供應內容以餐廳實際供應菜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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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酒駕 未滿18歲 請勿飲酒

新櫃
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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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18歲請勿飲酒，本場所
不販賣酒予未滿18歲者

新櫃
登場吃貨首選吃貨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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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南西ft.直男行為研究社
聖誕願望是想要有人一起過？無論男女先麻煩請到社長的爛事
樂園詳讀筆記，切記上面的行為全部不要做！

社長聖誕勸世箴言
祝福大家精心挑選的聖誕禮物能送到對方心坎裡，展現誠意最重要！
千萬不要一廂情願事後又把禮物要回去母湯母湯！（大聲喊）

禮物節特別企劃：
聖誕禮物大作戰！

社長IG 社長FB

HERLS｜3F

復古全真皮T字瑪莉珍粗跟鞋
特價2,873｜原價3,380
*11.14－11.27期間限定

松本清｜B1

潤姬桃子潤肌素（30日份）
特價1,111｜原價1,280
*2件特價1,998

PH SHOP天然系專家｜4F

玫瑰保濕組
特價1,111｜原價1,760
*含：Dr.Hauschka 玫瑰日霜30ml＋

  律動卸妝洗面乳30ml *限量30組

伊織｜2F

伊織柔竹物語無撚絲長巾2件組
特價1,520｜原價1,840
*限量15組

belif｜1F

玫瑰籽礦物清爽乳液 125ml
特價1,111｜原價1,380

hoi!好好生活｜4F

hoi!四季可用披毯／保暖毯
推薦價499起

Yogibo｜4F

單筆消費滿11,111
現折1,111

綠藤生機｜1F

蜂膠＋深層潔淨組
特價1,320｜原價1,500
頭皮淨化蜂膠＋洗髮精 350ml 2 入
*限量30組

PLAYSOUND 沛聲｜5F

Ｍarshall Ｗillen便攜隨身藍牙喇叭
推薦價3,990

11.14Mon. -11.27 Sun.

第1波主打不容錯過

O'right歐萊德｜1F

曠野玫瑰洗髮精1000ml＋
曠野玫瑰護髮素250ml
特價2,111｜原價3,360
*11.01－11.15期間限定

6464折折

6363折折

11.11Fri. - 11.13 Sun.

雙11限定線下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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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gibo｜4F

Pod＋漢堡坐墊
特價11,111｜原價11,960
*不可與櫃位現金折扣活動併用

HERLS｜3F

牛皮拼接綁帶造型方頭粗跟短靴
特價3,808｜原價4,480

ALLOYA FOREVER AROMA｜3F

ALLOYA 無毒水轉印套組
特價1,225｜原價1,444
*含：水性亮油Y025＋水指彩任選１色＋轉印油任
  選2色＋轉印鋼板1款＋轉印專用章&版一套
*贈：隨身透明包1個

Santa Maria Novella｜1F

TONIC 滋養化妝水250ml 
推薦價2,200
*購買1瓶即可以7折優惠加購同品項
*限量20組

Alto｜5F

迪士尼系列－Alto AirPods Pro
皮革保護套（三眼怪星球／大笑米奇）
推薦價1,480

AVEDA｜1F

綠珊瑚禮盒  推薦價3,800
*含：花植結構重鍵精華100ml＋花植結構重鍵馥活精萃 100ml ＋隨行按摩梳＋
AVEDA X 3.1 Philip Lim植感手拿包

Yogibo｜4F

Yogibo瑜珈球
特價3,580｜原價3,800

11.28 Mon. -12.11 Sun.

第2波戰情白熱化

© Dicney

PENHALIGON'S｜1F

女士聖誕香氛組合（5ml*5）
推薦價1,990元

新櫃新櫃
登場登場

© Dicney

12.12 Mon. -12.25 Sun. 

第3波臨時抱佛腳也不怕

Barbour｜1F
SL Ashby 油布外套
推薦價13,200

新櫃新櫃
登場登場

LE LABO｜1F
檜木護手霜55ml
推薦價1,000元

新櫃新櫃
登場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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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op｜1F

Igneous 山岩漫步年度禮盒 
推薦價1,350

 *含：天竺葵身體潔膚露100ml＋天竺葵身體乳霜100ml

1｜AroMart｜2F｜耶誕香曲－蘿丹緹枕頭香水全系列100ml 全面66折｜原價880-1,080  2 ｜松本清｜B1｜Suisai  淨透酵素粉N 特價612｜原價680 *買1大組送2小組

3 ｜PH SHOP天然系專家｜4F｜好香檸檬護膚組 特價899｜原價1,360 *含：Burt's Bees 好香的檸檬油147.8ml*2入   4 ｜松本清｜B1｜黛絲恩髮根緊緊防斷去結限量組  特價699｜原
價1,000  5｜PH SHOP天然系專家｜4F｜護唇修護組  特價400｜原價800 *含：Burt's Bees $200護唇膏 任選4入  6 ｜hoi!好好生活｜4F｜hoi ! LAB香氛全系列2件85折 *含：茶香氛／百岳香氛系列  

7｜VANA Candles｜5F｜聖誕瑞典香氛蠟燭禮袋 特價490｜原價770 *含：聖誕蠟燭75g＋瑞典製火柴盒   8｜innisfree｜1F｜綠色聖誕護手霜禮盒  推薦價580 *含：綠色聖誕限定味道80ml＋粉紅珊瑚

30ml＋度假小屋30ml  9｜belif｜1F｜舒撫水水組 特價1,780｜原價2,270 *12月上市  *含：老虎草舒撫修復霜50ml＋老虎草舒撫柔膚水20ml*2   10｜O'right歐萊德｜1F｜曠野玫瑰護髮油100ml＋綠
茶護手霜40ml  特價1,496｜原價1,860 *12.01－12.31期間限定  11｜hand hand hand｜3F｜藝術家Aiste蠟燭＋香氛包組合  特價1,980｜原價2,700  *12.01新上市  *含：handhandhand藝術家Aiste限

定香氛精油蠟燭（大）＋檀木220g*1＋藝術家Aiste限定攜帶式吊掛香氛包檀木20g*1  12｜AroMart｜2F｜海洋沁心－海洋之聲擴香瓶300ml＋海洋之聲枕頭香水100ml  特價2,080｜原價3,260
13｜miimiiko｜4F｜全系列香氛商品2件以上95折  *不含空間織品噴霧與植萃精油噴霧 

DEPOT｜1F

DEPOT刮鬍禮盒
特價4,580｜原價5,980
*含：頂級刮鬍刀＋DEPOT剃鬚刷＋刮鬍刷組架＋
  基本金屬碗＋NO.404舒緩刮鬍皂乳125ml

Jurlique｜1F

2022玫瑰嫩膚保養禮盒
特價3,200｜原價4,000
*含：玫瑰護手霜125ml＋恬蜜玫瑰沐浴露
  300ml＋恬蜜玫瑰身體乳300ml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3

$1,000

小資交換首選

社長
嚴選

 : 

還不
知如
何抓
住女
孩的
目光
？

社長
為你
挑出
不出
錯、
不失
敗的
品味
香氛
！

77折折

6767折折

6666折折

推薦金句：

變身高質感型男

55折折買2
送2

新櫃
登場 7373折折

$1,000－
$2,000

實
用
美
麗

   

誠
意
滿
點

推薦金句：

包裹著玫瑰香氛入睡

12

推薦金句：

振奮感官的香氛滋養

6464折折

6464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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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H SHOP天然系專家｜4F｜緊緻抗老組  特價2,999｜原價3,900 *含：Dr.Hauschka 再生修護精華液30ml＋律動調理液100ml（一般膚質）  2｜樟之物語｜4F｜香氛綺肌禮盒 特價2,500｜原價
3,158 *含：樟之物語活力幻顏精華皂105g*2＋森林香氛10ml*2   3｜ACCA KAPPA｜2F｜茉莉&睡蓮淡香精50ml 特價2,600｜原價3,150 *贈：茉莉&睡蓮護手霜75ml   4｜Santa Maria Novella｜1F｜

經典探索香氛系列石榴洗手露250ml 特價2,280｜原價2,880 *贈：精緻手工石榴香皂55g（價值600元）*限量11組   5｜Aesop｜1F｜Precipitous 城市藍圖年度禮盒 推薦價5,700 *含：香芹籽抗

氧化高效精華 60ml＋香芹籽抗氧化活膚調理液 200ml＋香芹籽潔面露 200ml   6 ｜綠藤生機｜1F｜活萃緊緻修護組 特價2,870｜原價3,260 *含：w1 活萃修護精華露 30 ml＋o3 綠色海洋精華油 30 ml *限量30組  

 7｜PENHALIGON'S｜1F｜  Luna 聖誕禮讚組合 推薦價7,700 *含：Luna 100ml 淡香水＋Luna 300ml 身體乳液   8 ｜innisfree｜1F｜綠色聖誕雙茶優惠組 特價2,720｜原價4,616
 *含：綠茶籽保濕精華160ml＋調理液30ml＋保濕霜20ml＋綠茶泡泡50ml＋紅茶修護精華50ml   9 ｜AVEDA｜1F｜月桃 推薦價3,900 *含：蘊活菁華滋養液 150ml＋蘊活菁華更新洗髮精 200ml＋AVEDA X 3.1 Philip Lim植感手拿包    

10            ｜LE LABO｜1F｜黑茶29淡香精100ml 推薦價9,950   11            ｜HEARTH｜1F｜AMLY防禦淨化銀泉精華噴霧100ml 推薦價2,380  12           ｜PINSCENT｜4F｜調香師經典香氛禮盒 

特價2,550｜原價3,210 *含：擴香*1＋噴霧*1＋蠟燭*1＋口罩香氛筆*1（香味任選）  13｜RECLASSIFIED｜2F｜聖誕香氛組 特價2,690｜原價3,340 *含：經典／百怪香水40ml*1＋經典擴香150ml*1＋經典蠟燭200g*1

新櫃
登場

新櫃
登場

新櫃
登場

$2,000

頂級保養送禮
自用

兩相宜

誠品
獨家

新品
上市

1

2

4 5
6

7

9

3

5959折折

10 11

12

1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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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IS｜2F

經典寬版金面耳環
特價3,080｜原價3,980

MIRROR 皇宣緣｜2F

冬日雪花翡翠墜飾
特價56,850｜原價75,800

ANVI｜2F

Lyra 耳環
推薦價3,500

ADORN｜2F

Protea 海神花苞項鍊
特價4,185｜原價4,650

Mojito Silver ｜2F

銀鍊聖誕禮盒
特價1,350｜原價1,570
*含：任選純銀素項鍊*1＋手鍊*1＋精緻包裝

OLIVIA YAO JEWELLERY ｜2F

Ikelos｜金色海潮雙珍珠戒指
特價4,384｜原價4,980

Isha Jewelry ｜4F

純銀長圓牌刻字手鍊
特價1,680｜原價1,980

SOLOMAX ｜3F

超輕量時尚膠框
特價2,990｜原價4,800

COWA ｜4F

提包
特價6,190｜原價6,880

ALL  BLACK ｜3F

Square Insert
特價2,988｜原價6,580

SU:MI ｜2F

寧靜法式洋裝（杏／紅棕／黑／灰）
特價3,852｜原價4,280

BEAMS ｜1F

Champion × Ray BEAMS /
別注 半拉鍊衛衣
推薦價4,680

Green Parks ｜3F

燈芯絨長裙
推薦價2,030

7575折折

6262折折

誠品
獨家 4545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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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  Vendome Aoyama+｜1F

香水瓶項鍊
推薦價10,700

SCANDINAVIAN FOREST ｜3F

長腿輕量老爹鞋
特價1,980｜原價2,280

ORiental TRaffic｜3F

撞色縫線高跟樂福鞋
特價1,500｜原價3,980

HERLS｜3F

帥氣厚底切爾西中筒靴
特價1,311｜原價2,180

*11.11－11.13期間限定

inooknit ｜2F

庫伊拉平底鞋
推薦價2,680

AISLE by abcense ｜2F

BCNV幾何建築高跟踝靴
特價9,810｜原價10,900

Murose Crystal｜4F

簡約水晶項鍊
特價880｜原價980

社長嚴選 : 
富質感的日系輕珠寶，
讓兩人之間的溫度直線上升！

Minigold｜1F

K金單顆鑽項鍊
特價4,280｜原價5,980

新櫃
登場

7272折折

1

2

53

4

6

7

8

77折折

1 ｜MARJORIE｜3F｜拼色領長洋裝 推薦價5,280 2 ｜Half half ｜3F｜Ps'company溫柔落肩拐花針織外套／粉色復古洋裝  特價2,200｜原價3,180 ／特價

2,700｜原價3,880  3 ｜Cherng Design ｜2F ｜藍條收腰洋裝  特價5,780｜原價6,800   4 ｜& by tan&Luciana ｜2F｜ 後配布長板壓線吊帶洋裝 特價 6,750 ｜
原價7,500  5｜Crystal Apricot ｜2F｜精選西裝外套系列現折700  6｜Caspia lili ｜2F｜Reesie 推薦價4,980  7 ｜CRY｜2F｜紫粉直條襯衫／繡圖卡其寬褲  特價6,860 ｜
原價8,580 ／特價8,780｜原價10,980  8｜unsnnoi ｜3F｜直線立體出芽設計圓領上衣／後背交叉繞帶大學tee／特殊刷色氣球牛仔褲  推薦價1,280 ／2,080／1,880  

66折折 3838折折

推薦金句： 
你的氣質就是香氣的來源

推薦金句： 
一顆鑽屬於一個人

推薦金句： 
簡約設計但對你的心意可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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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Venue｜3F

QQ小提包３件組
特價1,530｜原價2,040

plain-me｜3F

防潑水水桶包(中)
特價998｜原價1,480

TOYSELECY｜4F

購買雙線行動電源＋PD充電頭 
贈木禮盒＋耶誕卡＋
液態矽膠充電線
*11.26－2023.1.03 期間限定

RomanexLifehoho｜4F

Romane Little paper
造型鑰匙圈CoCo組（白＋灰）
特價650｜原價740

賽先生科學工廠｜5F

Forever標本兩用布包系列
特價499｜原價520

小室瓶栽｜4F

限定斜口瓶紅白兔水晶聖誕款2瓶組合款
特價1,100｜原價1,460

*推薦價730／瓶

外星變形貓寵物零食專賣｜4F

凍乾嚐鮮8入組
推薦價459
*含：8種口味各5克

Ｍao's樂陶陶｜4F

聖誕特別版拒胖大碗
推薦價850

moshi｜5F

會員購買 iPhone 14 系列保護殼套
享Qubit USB-C Charger（20W）
迷你充電器（PD 快充）
加購價590元（原價790元）

DEVILCASE｜3F

DEVILCASE防摔殼自由配
推薦價680起

BUWU｜4F

手套＋脖圍
任選2件8折
*優惠期間11.11－11.13

社長嚴選 :
    預算有限沒關

係，

         誠意無限
最重要！

特別小巧思  生活都是禮！特別小巧思  生活都是禮！

7575折折

6767折折

7575折折

新櫃新櫃
登場登場

特別小巧思  生活都是禮！特別小巧思  生活都是禮！

推薦金句：

不只溫暖你的心，
還溫暖你的末梢神經

推薦金句：

經得起考驗的真心
不怕摔

推薦金句：

QQ的人拎QQ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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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IcoBACO｜誠品線上
日本豐田產業跳箱收納盒－ 
Punva堆疊式3層
特價1,683｜原價1,980

Wacaco｜誠品線上
Picopresso高階版隨身咖啡

機－禮盒組
推薦價3,314

*11.11-12.25 WACACO全品項85折

POST GENERAL｜誠品線上
便攜型戶外露營LED掛燈－薩克斯藍
推薦價480
*11.11-12.25 POST GENERAL全品項85折

美國 PADDYWAX大豆蠟燭｜誠品線上
聖誕鐵盒系列－14小時蠟燭（5款插畫&香氣）
特價490｜原價590

ADERIA｜誠品線上
昭和復古系列深型點心碗
特價612｜原價720

哈玩具｜5F

RE-MENT－聖誕老公公的家完整組（8入）
特價2,070｜原價2,760
*12月上市
*推薦價345／小盒

bitplay｜3F

v2輕旅包13L
特價2,180｜原價2,480

誠品線上同慶聖誕

誠品書店｜5F

美國 BLITHE AND BONNY 
手部和身體潤膚乳（葡萄柚）
特價672｜原價790

誠品知味市集｜5F

Ruta露特海鹽焦糖牛奶巧克力
特價216｜原價240
*誠品會員限定

繭裹子｜4F

羊毛氈鐘型漁夫帽－雪屋
推薦價980

*限量10件

MAO'S DOLL 襪娃手創館｜4F

聖誕限定手工娃娃 
任選2隻88折｜原價2,360

新櫃新櫃
登場登場 7575折折

expo SELECT｜4F

HOOOME－蠟燭暖燈（可調升降大理石）
特價2,040｜原價2,550

expo SELECT｜4F

EYE CANDLE茶色香氛蠟燭
Religious Cedar宗教雪松（240ml）
特價1,512｜原價1,680

誠品線上 一掃即購各式驚喜禮物24小時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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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誠品生活禮物節特別企劃   

你所不知道的
UNCLE TOMMY鬍子大叔
╳
AUD林志恆
明亮的紅藍黃配色加上大大的絡腮鬍，捷運族最熟悉的身影，他就是「鬍子大叔」！
今年我們邀請藝術家AUD林志恆，將鬍子大叔變身為聖誕老人，帶著家族夥伴
們一起進入誠品生活，在濃厚的聖誕節慶氛圍下，亮眼又繽紛的誠品生活禮物節
「Cherish & Share」盛大展開！

在創作了鬍子大叔後，是否也有從角色中得到什麼樣的啟發？
最有感的是即使在別人眼裡不重要，也不能因此放棄自己的堅持！體悟來
自創作時，常常花大半天時間構思畫面裡的每個角落，雖然大多數人不會
特別注意到，但始終相信越在意細節的處理，越能讓作品成為經典。

通常會怎麼樣找尋靈感？沒靈感的話會怎麼辦？
以往都會說靈感來自生活，但隨著生活方式越趨規律，反而少了一些突如
其來的刺激，所以靈感缺乏時，第一件事就是打開網頁，到處搜尋元素激
發自己的想像力，並在吸收一堆資訊後，反芻轉換成自己的創作關鍵。

「Cherish & Share」 對您來說的意義是？簡單介紹本次視覺的設計理念
懂得分享自己的幽默，才能從中感受到自己有多幽默，什麼意思！？
這次是以過聖誕的感受系列發想，因應不同主題有相對應的視覺動線與
配色邏輯，內容分別為挑選禮物時的雀躍感、聖誕佈置的期待感、拆禮
物時的驚喜感，以及與家人團聚時的溫馨感！

這次與誠品合作，最期待能帶給誠品粉絲什麼樣的感受呢？
最想帶給誠品粉絲如同鬍子般濃厚的節慶氛圍，這是第一次用新風格進行
大規模合作，全新的鬍子大叔將陪伴粉絲一起渡過熱鬧的聖誕節，並一同
迎接新的一年。

因為什麼契機而創作出鬍子大叔的角色？
插畫家最愛幫自己創設虛擬分身了！鬍子大叔誕生的原因也是如此，初版
大叔的設定原是位身形肥短、充滿幽默感的怪怪大叔，後來因為參與了捷
運進站計劃，因此重新定位形象設計了新版幽默溫馨的大叔。

鬍子大叔跟插畫家本人的相似度有幾%？有什麼相似處？
初版怪大叔大概有80%，隨著角色的成長與人設上的調整，性格相似度則
越來越低，畢竟為了賺錢還是要圓滑些，但至始至終唯一保持的還是幽默
的態度。

幕後推手
藝術家AUD志恆

鬍子大叔的
TMI時間

3月21日，白羊混雙魚。

生日&星座？

三句話介紹自己的魅力點？

1.跟我相處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好笑就大聲笑，不好笑就不要笑啊。（莫名情
緒突然上來）
2.我有軟軟澎澎的鬍子跟肚子，摸起來跟躺起來都很舒服，你要來我家躺躺嗎？
3.第三個我留在心中好了。（就這樣許起了願望）

如何跟大叔一樣幽默感滿分？

可以練習拍照的時候，每張快門一下就閉眼睛，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其實
遺傳基因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的父親就是個充滿幽默感的人（包含長相），
從小耳濡目染的我，對於幽默就特別有感。

介紹這次一起來誠品玩的夥伴們吧！

接到誠品禮物節的邀請後，馬上揪我老婆柔伊、女兒查莉與口罩哥馬斯卡一同
變裝參與，除了由我本人變身聖誕老人外，大家有發現其他人各自扮演的角色
嗎？分別是馴鹿、雪人以及薑餅人喔。

今年聖誕節有什麼規劃？

肯定是去誠品大血拼啊∼只要有人敢破壞展場任何一處的視覺，我一定跟他拼
到底！開玩笑的啦∼以往聖誕節都是跟家人窩在家，今年特別跟朋友規劃兩天
一夜宜蘭之旅，包整棟民宿好好的笑一下。

對於這次變身聖誕老人的想法？

最後想跟誠品粉絲說的一句話

超級開心！終於有機會扮演聖誕老人啦！多麼夢寐以求的任務啊∼另外設計師
也在衣著上做了點變化，換成最愛的帽T，並捨棄皮帶等配件，讓整體造型更加
俐落簡潔，身形也放大了些，看起來更加飽滿，就如同棉被剛曬完太陽般，有
種蓬鬆暖和又帶點香氣的感覺。（拼命聞）

小檔案—AUD ╳ 鬍子大叔小檔案—AUD ╳ 鬍子大叔

鬍子大叔（UNCLE TOMMY），擅長運用獨特三原色，紅、鬍子大叔（UNCLE TOMMY），擅長運用獨特三原色，紅、
黃、藍進行創作， 以挖掘日常荒謬事件為樂，深信只要持續黃、藍進行創作， 以挖掘日常荒謬事件為樂，深信只要持續
保持幽默過生活，不管到哪都將自帶罐頭笑聲。保持幽默過生活，不管到哪都將自帶罐頭笑聲。



2022誠品生活禮物節特別企劃   

你所不知道的
UNCLE TOMMY鬍子大叔
╳
AUD林志恆
明亮的紅藍黃配色加上大大的絡腮鬍，捷運族最熟悉的身影，他就是「鬍子大叔」！
今年我們邀請藝術家AUD林志恆，將鬍子大叔變身為聖誕老人，帶著家族夥伴
們一起進入誠品生活，在濃厚的聖誕節慶氛圍下，亮眼又繽紛的誠品生活禮物節
「Cherish & Share」盛大展開！

在創作了鬍子大叔後，是否也有從角色中得到什麼樣的啟發？
最有感的是即使在別人眼裡不重要，也不能因此放棄自己的堅持！體悟來
自創作時，常常花大半天時間構思畫面裡的每個角落，雖然大多數人不會
特別注意到，但始終相信越在意細節的處理，越能讓作品成為經典。

通常會怎麼樣找尋靈感？沒靈感的話會怎麼辦？
以往都會說靈感來自生活，但隨著生活方式越趨規律，反而少了一些突如
其來的刺激，所以靈感缺乏時，第一件事就是打開網頁，到處搜尋元素激
發自己的想像力，並在吸收一堆資訊後，反芻轉換成自己的創作關鍵。

「Cherish & Share」 對您來說的意義是？簡單介紹本次視覺的設計理念
懂得分享自己的幽默，才能從中感受到自己有多幽默，什麼意思！？
這次是以過聖誕的感受系列發想，因應不同主題有相對應的視覺動線與
配色邏輯，內容分別為挑選禮物時的雀躍感、聖誕佈置的期待感、拆禮
物時的驚喜感，以及與家人團聚時的溫馨感！

這次與誠品合作，最期待能帶給誠品粉絲什麼樣的感受呢？
最想帶給誠品粉絲如同鬍子般濃厚的節慶氛圍，這是第一次用新風格進行
大規模合作，全新的鬍子大叔將陪伴粉絲一起渡過熱鬧的聖誕節，並一同
迎接新的一年。

因為什麼契機而創作出鬍子大叔的角色？
插畫家最愛幫自己創設虛擬分身了！鬍子大叔誕生的原因也是如此，初版
大叔的設定原是位身形肥短、充滿幽默感的怪怪大叔，後來因為參與了捷
運進站計劃，因此重新定位形象設計了新版幽默溫馨的大叔。

鬍子大叔跟插畫家本人的相似度有幾%？有什麼相似處？
初版怪大叔大概有80%，隨著角色的成長與人設上的調整，性格相似度則
越來越低，畢竟為了賺錢還是要圓滑些，但至始至終唯一保持的還是幽默
的態度。

幕後推手
藝術家AUD志恆

鬍子大叔的
TMI時間

3月21日，白羊混雙魚。

生日&星座？

三句話介紹自己的魅力點？

1.跟我相處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好笑就大聲笑，不好笑就不要笑啊。（莫名情
緒突然上來）
2.我有軟軟澎澎的鬍子跟肚子，摸起來跟躺起來都很舒服，你要來我家躺躺嗎？
3.第三個我留在心中好了。（就這樣許起了願望）

如何跟大叔一樣幽默感滿分？

可以練習拍照的時候，每張快門一下就閉眼睛，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其實
遺傳基因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的父親就是個充滿幽默感的人（包含長相），
從小耳濡目染的我，對於幽默就特別有感。

介紹這次一起來誠品玩的夥伴們吧！

接到誠品禮物節的邀請後，馬上揪我老婆柔伊、女兒查莉與口罩哥馬斯卡一同
變裝參與，除了由我本人變身聖誕老人外，大家有發現其他人各自扮演的角色
嗎？分別是馴鹿、雪人以及薑餅人喔。

今年聖誕節有什麼規劃？

肯定是去誠品大血拼啊∼只要有人敢破壞展場任何一處的視覺，我一定跟他拼
到底！開玩笑的啦∼以往聖誕節都是跟家人窩在家，今年特別跟朋友規劃兩天
一夜宜蘭之旅，包整棟民宿好好的笑一下。

對於這次變身聖誕老人的想法？

最後想跟誠品粉絲說的一句話

超級開心！終於有機會扮演聖誕老人啦！多麼夢寐以求的任務啊∼另外設計師
也在衣著上做了點變化，換成最愛的帽T，並捨棄皮帶等配件，讓整體造型更加
俐落簡潔，身形也放大了些，看起來更加飽滿，就如同棉被剛曬完太陽般，有
種蓬鬆暖和又帶點香氣的感覺。（拼命聞）

小檔案—AUD ╳ 鬍子大叔小檔案—AUD ╳ 鬍子大叔

鬍子大叔（UNCLE TOMMY），擅長運用獨特三原色，紅、鬍子大叔（UNCLE TOMMY），擅長運用獨特三原色，紅、
黃、藍進行創作， 以挖掘日常荒謬事件為樂，深信只要持續黃、藍進行創作， 以挖掘日常荒謬事件為樂，深信只要持續
保持幽默過生活，不管到哪都將自帶罐頭笑聲。保持幽默過生活，不管到哪都將自帶罐頭笑聲。

誠品生活南西｜4F



Nan Xi
SPECIAL DISCOUNT南西│折扣訊息│

BEAMSBEAMS
11.10－11.13消費享BEAMS會員
11% 購物金回饋

JUST BLOOMJUST BLOOM
11.11 滿千現折$111
12.08－2023.1.02
精選商品85折／K金95折
*不含特價品

AVEDAAVEDA
植入美好特別企劃
11.18－2023.1.05購買任 1 Holiday 
禮盒贈潤手霜（純香）25ml
 （價值250元）

OHANA MAHAALOOHANA MAHAALO
吟遊詩人系列第2件6折

織途×Pimary織途×Pimary
兒童餐具杯、碗、盤組合
特價628｜原價880

Tiara Tiara STORYTiara Tiara STORY
精選推薦65折起

ADOLEADOLE
滿2,000現折200
結帳金額滿4,500贈真皮卡夾

OHANA MAHAALO OHANA MAHAALO 
花漾指甲貼片（24入）
買1送1｜原價800

DYDASHDYDASH
PICUP兩用飲料提袋
聖誕限定2件88折
（原價420元）

DleetDleet
特價18,800｜原價23,500
*限量5件

Viga WangViga Wang
立領條紋大襯衫
特價5,500｜原價6,880

ACCAKAPPAACCAKAPPA
淡香精15ml*2＋護手霜75ml禮盒
特價1,799｜原價2,350

4F  

3F  2F  1F 

2F  

  

Nan Xi
NEW OPENING南西│新櫃登場│

LE LABOLE LABO｜1F｜1F

國際香迷必收紐約慢香水
中山商圈首間專門店進駐誠品生活南西！
LE LABO深信世上不乏香水，但具靈魂的香
氛卻寥寥可數，全系列淡香精、蠟燭與身體保
養，提供簡約瓶身和個人化印籤。

hearthhearth｜1F｜1F

美好生活選品店
hearth純淨生活美學選品店概念來自”with 
heart,for earth”，為heart和earth 兩字的
結合，也是壁爐之意，是為家中帶入溫暖的關
鍵，期待透過髮膚到香氛與居家嚴選商品，可
以滿足人們對家與生活的美好想像。

SU:MI SU:MI ｜2F｜2F

美麗會凋零，靈魂不會
始於2 0 1 2年夏天，台灣服裝設計師品牌
SU:MI，透過對衣裳的執著，用最單純的纖維
結構包覆外在、拋開過多修飾，讓每一個獨一
無二的靈魂，建構屬於自己的個性。

BarbourBarbour｜1F｜1F

百年英國工藝著裝
英國百年品牌以防風防水、經久耐用裝束聞名
全球，以獨家油布材質抵抗惡劣氣候，其堅韌
品質與機能廣受到皇室與大眾青睞；出眾工藝
品質，結合當代流行元素，跨越種族、性別與
年齡的界限。

ORiental TrafficORiental Traffic｜3F｜3F

日本流行女鞋品牌Reopen

ORiental Traffic深耕日本市場20年，從設
計、打版、生產到銷售與服務皆為全盤不假他
人，秉持「比他人更快掌握流行的資訊」的理
念，近一步認為不只流行，更要實穿舒適，由
此呈現與眾不同的提案與企劃。

ALL BLACKALL BLACK｜3F｜3F

台灣鞋品設計品牌
ALL BLACK創立於台灣，進入歐美市場近20
年廣受歡迎，最新的設計著重於皮料顏色上的
撞擊，異材質混搭與實用穿著的舒適度達成平
衡，以時下最流行的幾何EVA LUGG形式底台
展現個人品味，簡單卻不妥協。

普利亞義大利麵普利亞義大利麵｜B1｜B1

高貴不貴義式料理
專營平價美味的義大利麵、燉飯、焗烤與披
薩，以專業技術搭配歐洲原裝橄欖油及奶油製
品與新鮮配料，定期更新菜單，以提供符合時
令、無添加的創新義大利料理。

PENHALIGON'SPENHALIGON'S｜1F｜1F

英皇室御用百年香氛
富含英倫氣息手藝的製香世家，以豐富的傳承
為基石，為現今重新演繹傳統；自1870年即
以令人驚豔的製香技術與有趣調皮的演繹，帶
給全世界的聞香客們衝擊與驚喜。擁有2面英
國皇室勳章的加持。

7171折折

買1
送1

55折折

 

11.18 盛大開幕12.03 盛大開幕

12.03 盛大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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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南西｜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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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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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活動限於誠品生活南西消費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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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單筆分期刷卡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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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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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