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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日20

22 12.0412.02 Fri. Sun.

抵用券使用期間│2022.12.02 Fri.-2022.12.31 Sat.止，逾期無效12.02Fri. - 12.04Sun. 會員日限定滿千送百
會員限定滿千送百 ※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

※ 會員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恕不累贈，贈完為止  ※ 星展銀行活動可與「第四季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  ※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當日累計滿5,000送600

活動排除專櫃說明 ●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會員限定滿千送百活動、會員滿額再加碼、刷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eslite Pay 輕鬆Pay」消費金額累計：西門店｜B1-POP MART、伍星特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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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termilk；5F-The CAPE；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另以下專櫃亦不列入「eslite Pay輕鬆Pay」消費累計：武昌店│1F-STARBUCKS COFFEE。　抵用券使用說明 ●抵用券使用期限為
2022.12.02 Fri.-2022.12.31 Sat.止，逾期無效。●『全館$500電子抵用券』、『全館$200電子抵用券』、『銀行$100電子抵用券』僅限西門店、武昌店使用，適用方式請依券面說明為準。　●『全館$500電子抵用券』、『全館$200電子抵用券』、『銀行
$100電子抵用券』不得使用於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以下專櫃：西門店｜B1-POP MART、伍星特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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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STARBUCKS COFFEE、Buttermilk、阿發的阿
公是木匠、257 Scents、創愛工作室、Amber White、La Primera覺萃、柂璋工作室、紅土丘、Henna Judi、畫貓小姐、半個靈魂、BLOOM、Cookieupup、一條貓貓燒、貝殼製造所、阿凡達限定店；2F-98 points；3F-67.ARROW；5F-The CAPE。●以下專櫃
限單筆消費滿2,000元，方可使用乙張電子抵用券，依此類推：西門店│3F-誠品書店。活動共同注意事項 ●本活動恕不與『聖誕暖心會員滿額禮』、『黑卡／金卡／白卡會員專屬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限當日於西門店／武昌店消費累計(可跨店計算)，
『全館$500電子抵用券』、『全館$200電子抵用券』、『銀行$100電子抵用券』採消費後系統自動匯券，惟「刷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活動需至西門店B1贈品處／武昌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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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金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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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線上$100電子抵用券』限單筆消費滿999元方可折抵，活動結束後由系統撈取達檻兌換名單，並於2022.12.09 Fri.
前匯入至誠品APP會員帳號，使用期限為2022.12.10 Sat.─2022.12.22 Thu.止，逾期無效；活動期間每會員限領乙次，恕不得轉贈或累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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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eslite Pay輕鬆Pay」：(1)結帳時請主動出示誠品APP會員卡，且需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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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slite Pay綁定之信用卡，同信用卡號每日限換乙次，如不同會員綁定同張信用卡亦僅限回饋乙次，恕不再重複贈送；花旗銀行金融卡、商務卡消費恕不得兌換。(3)其餘未盡事宜請依現場公告為準，誠品生活與花旗銀行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
權利。●「星展獨享回饋」：(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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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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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行動支付恕不配合)刷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計算，若實體卡與行動支付為同張信用卡，亦不重複兌換。(2)其餘未盡事宜請依現場公告及「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注意事項」為準，誠品生
活與星展銀行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信用卡循環信用利率、預借現金手續費用及其他費用資訊，請參閱各發卡銀行官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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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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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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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含│全館$500電子抵用券X1張＋誠品線上$100電子抵用券X1張

會員滿額再加碼 ※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活動期間每日限擇一門檻回饋乙次

當日累計滿8,000送200
內含│全館$200電子抵用券X1張

當日累計滿12,000送400
內含│全館$200電子抵用券X2張

eslite Pay 輕鬆Pay   ※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 

滿5,000送100 ( 限量50份 )

內含│銀行$100電子抵用券X1張

會員刷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  ※ 請至西門店B1贈品處／武昌店4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滿6,500加贈誠品禮券100 ( 限量30份 )

單筆分期滿10,000加贈誠品禮券200 ( 限量20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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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額回饋 ●西門店、武昌店可跨店消費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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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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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町叮噹跨店禮、會員專屬來店禮、耶誕抽獎趣、暖心回饋 ‧ 滿千折百、歡樂加碼 ‧ 首登好禮、專屬心意 ‧ 滿額好禮活動除外。●誠品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須出示實體會員卡／

誠品行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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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2023.1.03Tue. 耶誕抽獎趣 !﹝本活動請至誠品APP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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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MART；3F-誠品書店。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Buttermilk；5F-The CA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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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中獎明細】頁面上說明為主。●贈禮顏色以現場實際為
主，圖片僅供示意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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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活動頁面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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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 (64G)乙台（價值10,500元，限量1台）、誠品行旅In Between之間雙人人文套餐乙份（價值7,282元，限量5份）、

誠品行旅 雅緻客房住宿乙晚（價值16,000元，限量5份）。

12.03Sat. 限定活動

●活動期間每卡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數量有限，贈完為止。●全館臨時櫃、特賣會及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西門店｜B1-POP MART、伍星特賣；2F-德益品牌聯合特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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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Buttermilk、阿發的阿公是木匠、257 Scents、創愛工作室、Amber White、La Primera覺萃、柂璋工作室、紅土丘、Henna Judi、畫貓小姐、半個靈魂、BLOOM、Cookieupup、
一條貓貓燒、貝殼製造所、阿凡達限定店；2F-98 points；3F-67.ARROW；5F-The CAPE。●本活動恕不與『聖誕暖心會員滿額禮』、『黑卡／金卡／白卡會員專屬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馥雩沉藝身體油保養噴霧 」西門店、武昌店共限量155瓶；「任
天堂 Game & Watch: 超級瑪利歐兄弟 攜帶型遊戲機」西門店、武昌店共限量40台；「小米空氣淨化器3」西門店、武昌店共限量47台；「新一代Dyson Supersonic 吹風機 HD03 桃紅色」西門店、武昌店共限量2台；數量有限，贈完為止，贈禮顏色、款式以現場
實際為主，隨機贈送，恕不挑選亦不提供保固。

●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各換乙份，恕不可累計兌換。●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門檻兌換，恕不得跨門檻重複兌換。●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西門店｜B1-POP MART。武昌店｜B1-遊戲玩家；
1F-Buttermilk；5F-The CAPE。●贈品顏色、款式皆以現場實際為主，恕不挑選，數量有限，贈完為止，品牌保有調整及變更活動之權利。

●活動期間每人限兌換乙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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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誠品書店。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Buttermilk；5F-The CAPE。
●「Macro經典原味熱紅酒香料(增量包) 」西門店、武昌店各限量150包，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會員專屬來店禮

當日單筆消費滿1,000，贈Macro經典原味熱紅酒香料（增量包) 乙包（價值120元）。

12.02Fri.-12.04Sun.誠品會員 限時升等

●本活動僅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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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至西門店B1／武昌店4F顧客服務中心辦理。●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當日累計消費滿3,600，立即升等金卡會員（原需累計滿6,000元）

12.02Fri.-12.04Sun.西門町叮噹跨店禮

★會員憑當日當店消費滿額發票即可至指定專櫃兌換：
單筆消費滿500，即可至西門店2F 奕綸口罩專櫃兌換聖誕精選口罩乙片（價值50元） 
or  西門店2F Yuda Mask專櫃兌換限量原創插畫口罩乙片（限量100片）

★憑西門店當日指定金額發票即可至武昌店2F A PLASTIC PROJECT專櫃兌換：
‧單筆滿1,000，即可兌換吸吸管乙支（價值100，限量200支）‧累計滿3,600，即可兌換BT21購物袋乙個（價值450，限量20個）

★憑武昌店當日指定金額發票即可至西門店2F指定專櫃兌換：
單筆滿2,500，即可至FX CREATIONS專櫃兌換咒術迴戰毛巾乙條（價值250元，限量30條）

累計滿3,000，即可至Alexandre Christie專櫃兌換Zippo打火機乙個（價值1,000-1,500元）

累計滿12,000，即可至Alexandre Christie專櫃兌換指定腕錶乙個（價值4,000-5,600元）

會員滿額再加碼

當日累計消費達指定門檻加贈：

滿18,000，贈馥雩沉藝身體油保養噴霧乙瓶（價值1,650元）

滿28,000，贈任天堂 Game & Watch: 超級瑪利歐兄弟 攜帶型遊戲機乙台（價值1,980元）

滿50,000，贈小米空氣淨化器3 乙台（價值4,495元）

滿120,000，贈新一代Dyson Supersonic吹風機HD03桃紅色乙台（價值14,600元）



英國Funtime紓壓小物 

特價229︱原價290
《哈利波特》 嘿美立體聖誕倒數日曆 

特價899︱原價1,575
SOUNDS GOOD 低筒 / 中筒襪 

特價三雙799︱原價一雙299

12.02Fri. - 12.04Sun. 西門書店專屬活動 誠品書店│西門店3F

●活動僅限誠品西門書店，恕不適用於其他門市或誠品生活專櫃。●電子抵用券內含：誠品書店$100抵用券乙張+誠品線上$100電子抵用券乙張；單筆消費滿$600方可抵用。●贈品CANDY POPPY爆米花為草莓熱戀口味，限量150組。●贈品《咒術迴戰展》展
覽票券限量120張，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贈品《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首映七日電影票券限量250張，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贈品恕不累贈、不挑款，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活動詳情請洽書店櫃台或店內文宣，誠品書店保留活動修改及異
動之權利，並於「迷誠品」官網公告後實施。●實體門市與誠品線上之優惠活動、售價依通路不同而有差異，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暖心回饋 ‧ 滿千折百

會員於西門書店當日單筆消費滿1,500現折150（可累折）。

歡樂加碼 ‧ 首登好禮

首次登入誠品APP贈200電子抵用券。
活動期間於西門書店當日消費使用，加碼贈CANDY POPPY 爆米花隨手包2入組。
（贈品數量有限，贈完為止；電子抵用券內含：誠品書店$100抵用券乙張＋誠品線上$100電子抵用券乙張；單筆消費滿$600方可抵用）

專屬心意 ‧ 滿額好禮

會員當日於西門書店單筆消費滿1,000(含)以上
贈《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電影票券乙張或《咒術迴戰展》展覽票券乙張。
（贈品恕不挑款，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12.02Fri. - 12.04Sun. 西門書店禮物推薦 誠品書店│西門店3F

12.02Fri. - 12.04Sun. expo BEAUTY武昌店專屬活動

會員來店禮

單筆消費滿800，贈【林三益】刷具清潔組 乙份。

會員滿額禮

單筆消費滿1,500，贈【會員專屬滿額禮】乙份。
12.02 Fri. ：【 in Pairs】襪子禮盒二入組
12.03 Sat. ：【 KWAILNARA】潤白沐浴乳
12.04 Sun. ：【 天使髮則】益生菌控油 / 水潤洗髮精

跨櫃消費加碼贈

憑西門店 / 武昌店全館當日消費發票，
至expo BEAUTY武昌店單筆消費滿1,000，加贈【好食在加碼禮】乙份。
12.02 Fri. ：【 Tony's Chocolonely】巧克力歡樂包
12.03 Sat. ：【 Ourhome】牛骨高湯 / 300g
12.04 Sun. ：【 韓味不二】海樂多海苔酥BBQ / 50g
●滿額活動以單筆消費折扣後金額為準。●每人每日限兌乙份，單筆消費恕不累贈同項贈禮，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綠色行動響應：不索取提袋加碼抽獎

12.02 - 12.04 限定！
於expo BEAUTY武昌店消費不索取提袋，除了為您捐出5元外，再加碼抽green beauty好禮！
●活動期間消費不索取提袋即可參加，單筆消費恕不累贈。



雜 貨 區 — 尋 尋 覓 覓 找 到 你

環 保 區 — 便 利 G e t  環 保 G r e a t

COMEBUYTEA│西門店1F

金典輕奢杯墊

加購價125︱原價200
★出示誠品會員方享加購價優惠

MUJI 無印良品│西門店B1

12.01-12.25 

空間芬香油系列，任2件以上9折

小宇宙溜溜球│武昌店3F

一個人的聖誕

Replay Pro蝶型溜溜球＋

Magicyoyo溜溜球專用繩

推薦價799

ASIA GOAL│武昌店 3F

消費滿5,000
即贈Loungefly 迪士尼

米奇米妮氣球款斜背包 乙個
●限量3名
●店內消費滿3,000送200振光折價券
   滿5,000送400振光折價券 (不累贈)

YUDA MASK│西門店2F

憑會員至櫃上兌聖誕原創插畫口罩一片 (市價20)

 ●隨機款限量100片

全台
獨家

COMEBUYTEA│西門店1F

金典隨行吸管杯 (520ml)

加購價359︱原價600
★ 出示誠品會員方享加購價優惠

FantinoHome│西門店B1

職人手刻柚木筷叉匙三入組

聖誕節限定包裝

特價499︱原價680

COMEBUYTEA│西門店1F

經典黑泡茶保溫瓶 (450ml)

加購價449︱原價700
★ 出示誠品會員方享加購價優惠

大師修│西門店3F

OnPro 3.4AUSB快充豆腐頭 

特價399︱原價449

FX CREATIONS│西門店2F

OUTDOOR 極簡生活-

14吋電腦後背包(BN-棕色)

特價1,000︱原價2,280

寇比手工皮件│西門店2F

掀蓋式真皮郵差包

特價2,300︱原價3,080

G-Select│武昌店4F

FLAVOUR 150g香氛蠟燭2入＋

CHIC DEMON迷你托特包

特價999︱原價1,150

COMEBUYTEA│西門店1F

時尚黑分離泡茶瓶 (280ml)

加購價539︱原價800
★ 出示誠品會員方享加購價優惠

奕綸口罩 YII LOON MASK│西門店2F

全館8折 

43折



馥雩。沉藝│武昌店2F

Asena 珍珠項鍊

推薦價2,980

皮小姐衣櫃│武昌店2F

USO美體塑身衣

【挖洞平角款】／

【後脫三角款】

買二送一，

送

【挖洞平角款-膚色】

ONEBOY│西門店1F

SKIN BRA 無尺碼無鋼圈

舒適無痕小浪花內衣

特價550︱原價790

SOLOMAX│西門店 1F

RAY-BAN 2022 KimuTaku 代言款

配到好6,490

PORTER INTERNATIONAL│西門店1F，武昌店1F

精選優惠商品6折起

LIFE8│西門店 2F

Casual厚實毛料

翻領長版大衣

特價1,850︱
原價3,960

歡樂町叮噹   閃靚HOHOHO

甜蜜約定│西門店2F

HelloKitty 聖誕銀手鍊

特價3,800︱原價4,280
●限量3組

甜蜜約定│西門店2F

拉拉熊黃金墜

特價6,350︱原價7,580
●限量3組

Terry & Andris│武昌店3F

純銀手鍊配戒指組合價85折

卡布恩│武昌店4F

925S ENYA VINE GRASS RING

特價2,600︱原價2,680
●限量5組

卡布恩│武昌店4F

925S ELF FEATHER BRACELET

特價3,000︱原價3,180
●限量5組

首 飾 類 — 美 麗 佳 人 專 屬 珠 寶

Calvin Klein Jeans│西門店 1F

秋冬商品全面7折起
3件再9折

TOOT│西門店2F

Costume Theme Boxer 

特價1,995︱原價2,100

7折 46折

會員
3日

CHOO SHOP│西門店1F

SCANDINAVIAN貝殼手工帆布鞋

特價1,380︱原價1,680
●凡購買任一刺蝟商品即贈精美配件乙個

服 裝 類 — T h e  A  T e a m  必 備 裝 扮  

會員
3日

西門
獨家

IZZUE ARMY│西門店 1F

羊毛皮革棒球外套

特價10,554︱原價17,590



B1
MUJI 無印良品│

12.01-12.25 

四輪硬殼止滑拉桿箱88L｜推薦價4,830

3F
COWA│全館9折
My Story│加入APP會員，滿2,000折300
YANKEE CANDLE│ 

22oz瓶中燭＋燈罩│推薦價2,388
大師修│CHANGEi 鋼化玻璃保護貼9折  
香氛殿堂│

EVODY系列產品即贈法國知名香水5支
推薦價3,990
小樽手作珈琲│    

美式咖啡買一送一，消費滿350，
送 精選小點心【香草泡芙乙顆】

PINTOO│

拼圖＋組合框享89折優惠
(限定片數300、500、600及全景1000、1600)     

西門店

武昌店

西門X武昌 會員折扣 購購GO!

4F
G-Select│

EVERLAST 後背包    

特價980｜原價1,180   

●限量10組

FindNew 帆紐│西門店B1

Paladium│武昌店4F

Poler短袖2件7折    

Reef FreeWaters2雙8折    

滿2,000，送品牌毛巾

2F
Silver Spring│

單筆滿3,800，送純銀耳環二選一
RECA Alquimista│

消費滿4,000，贈印花集磁鐵多用包  

eyesbook｜ 

購買鏡框加鏡片多贈送

1.56非球面防污膜鏡片乙付
Queen Shop｜

全館88折後再享9折，
折扣後滿1,500再折200 (可累計)

特價品除外

馥雩。沉藝｜

消費滿500，
可參加投壺遊戲抽獎乙次。
12.03-12.04 

加碼憑1樓市集消費發票不限金額，
可至櫃上折抵50元。

   

會員
3日

會員
3日

PLAY BOY｜

PLAYBOY經典鍊條真皮掀蓋包

特價1,980｜原價3,480

JUNBAI｜

AFP追夢系列-圖騰睡窩貓抓板 

送AFP追夢系列-羽毛魚魔杖逗貓棒 
特價499｜原價830

丸亀製麵
卡娜赫拉的小動物集食享樂活動

活動期間消費滿100元，即可累積1點、
如購買限定套餐加贈1點
點數皆可兌換或加價換精選禮品

會員
3日

1F
M.A.C│

聖誕節美美焦點彩妝一對一

凡預約活動消費不限金額，

送預約禮M.A.C明星底妝3件組
S'AIME│

全館2件9折 (單價400元以上)

品好乳酪｜ 

草莓奶酒乳酪泡芙買一送一

STARBUCKS COFFEE｜    

12.02 全品項享85折優惠
(不包含飲料、服務性商品、隨行卡及其儲值)

Vivienne Westwood｜

秋冬商品8折起

3F
TAIWANIZE│

全品項2件89折3件79折
滿5,000折500
TAIWANIZE UNDERWEAR

買二送三，滿5,000折500

1F
CALVIN KLEIN JEANS│

秋冬商品全面7折起，3件再9折
ZANZAN 冉冉｜

獨家全館飾品買一送一

I PINK｜

正價內衣原價890-1,280   

任2套折300／任3套折600／任6套折1,500
其他商品全面85折
VANA Candle｜

聖誕蠟燭禮袋｜推薦價490
聖誕蠟燭禮包｜推薦價990
香氛聖誕襪｜推薦價590 部分商品限時5折起
【買一送一】 
任挑一盞暖燈送大蠟燭乙個

ROOTS｜

部分商品69折起
Made in heaven｜

全面5折
COMEBUYTEA｜

厚奶烏龍小芋Q (炭焙烏龍＋皇家厚奶＋小芋圓)

特價90 ｜原價100  ★出示誠品會員即享9折     

2F
G2000｜

全館商品7折起
Alexandre Christie｜

全館滿千折百
6572MCL小牛皮石英錶系列5折
La Mode｜   

滿5,000折500，再折100
DIMENSION｜   

全館88折   

100元加購森林系列鑰匙圈 (原價380)     

消費滿1,000，送防水行李貼   

消費滿2,000，送微笑帆布側背袋   

(數量有限 送完為止)

Bevis｜   

全館零碼特賣品65折起，滿5,000折300
PIFA｜全館85折
POLINIQ｜全館85折
           

會員
3日

會員
3日

札幌藥粧｜

指定商品6折起
    

   

會員
3日

PORTER INTERNATIONAL｜（西門店同享優惠）

精選優惠商品6折起



西 門 視 聽 室 各自領域中完美發揮之餘，不忘初衷與你我分享夢想

請不要吝嗇你的掌聲，一起度過難忘的周末

聖誕微醺氛圍共同來沉浸其中，全在西門町叮噹  

將文字化作為一首首深入人心的旋律，

搭配主唱溫暖且撫慰人心的嗓音，

在書店內靜謐的午後，陪伴著閱讀中的你們。

音樂詩人
小老鷹樂團主唱小實 詞曲創作歌手

魔術表演經歷逾十年，展演過上百場的魔術秀，

擅長於互動類型魔術，透過互動方式與民眾近距離接觸。

耶誕魔幻舞台
林政德

跨足街頭、酒吧及展演空間音樂演出。

        tony_erhu

藝享空間未來新星
Tony&黑貓 國樂創新表演家

米滷蛋電視卡通主題曲演唱者

         djroromusic

藝享空間未來新星
RoRo趙珮榕 影片製作斜槓歌手

專業薩克斯風老師

藝享空間未來新星
不小元&懶馬克 薩克斯風雙人組

熱愛音樂的小小夢想家

藝享空間未來新星
阿喵＆愛德華小夢想樂團

西門店
小舞台

西門店
3F

西門店
小舞台

西 門 休 憩 廳

探訪已消逝的蓬萊仙山電視台幕後祕辛！當年為何被勒令停業？

透過藝術畫作，透過文史田野，為你揭開蓬萊仙山的前世今生。

報名連結

西門多怪奇 書店閱讀趣

與莊口袋的不期而遇

專業繪畫講師親自引領你進入藝術殿堂

透過小酌方式激發天馬行空的創作靈感

描繪心中原始想法，讓夢想無邊無際。

微醺品繪畫 

煩悶時刻需要微醺的體驗，又不想過多酒精感

天冷時節想要暖暖的溫度，又不想喝熱湯甜湯

一堂教你如何在家犒賞自己的課程。

居家熱紅酒

西門店
3F

現場設有品飲與酒類選購，有品味的你不妨來誠品品生活

西門店
3AF

西門店
3AF

12.03Sat. 13:00–15:3012.03Sat. 15:00–16:30

12.04Sun. 14:00–16:00 12.04Sun. 13:00–16:00 12.04Sun. 16:30–19:00

12.03Sat. 15:00–16:30

12.02Fri 15:00–18:00 12.03Sat. 17:00–18:00
12.04Sun. 17:00–18:00

《蓬萊仙山》新書分享會

西門店
小舞台

提供消費者帶來生活

的儀式感，葡萄酒是

媒介，使人們壓力釋

放，提高生活動能、

創造與品質，也讓消

費者理解葡萄酒可以

成為生活中時尚的配

件。

Littledream40yyshenqq          blumax8363

西門店
2F

12.03Sat. 16:00–18:30

西門店
小舞台

來自印度講究身心靈合一的肢體表現

伸展手腳，釋放工作繁忙壓力

拿杯品酒，舒緩生活緊張情緒，

生活由此從心開始。

微醺品瑜珈

西門店
3AF

12.02Fri. 19:00–20:15
12.03Sat. 15:00–15:20、15:40–16:00 (Free)

12.04Sun. 15:00–15:20、15:40–16:00 (Free)



武 昌 耶 誕 鈴 聲 響
聖誕節絕對不能少的就是HOHOHO

DJ 

14歲小男生的絕世爵士

7歲玩到14歲的超快爵士鼓手

誼級鼓手
12.03Sat. 13:00–15:00

誠
品
會
員
日
限
定

耶
誕
町
市
集

藝
享
空
間
未
來
新
星

#Illpa放歌我放心

 

嘻哈創作歌手，婁峻碩SHOU、Barry Chen等

專屬DJ。

DJ ILLPA
12.03Sat. 16:00–17:30

人
氣
市
集
舉
辦
為
期
2
天
的
市
集
主
題
活
動
募
集
眾
多
微
甜
美
食
、

微
醺
飲
品
、
特
色
創
意
商
品

12.03 Sat.  - 12.04 Sun.  13:00–20:00 

貝殼製造所 一條貓貓燒 阿凡達限定店 cookieupup BLOOM

La Primera覺萃 257 Scents 半個靈魂 Amber White 畫貓小姐

Henna Judi 創愛水晶工作室 紅土丘 阿發的阿公是木匠 柂璋工作室

M
C SON

IC

武昌店館外廣場

霹靂特技雜耍秀

15分鐘讓你笑聲滿滿的雜技表演

霹靂大頭俠 
12.04Sun. 14:00–16:00

pz_show_

出道超過10年，擅以多變的聲音控制能力駕馭各

式曲風，完美地融入每個派對場景。

MC SONIC
12.03Sat. 16:00–19:30

百場音樂派對與獨立唱片廠牌幕後推手

亞洲流行天后，NBA傳奇球星私人派對指定DJ。

DJ SLASHIE
12.03Sat. 17:30–19:30

台北知名夜店頭牌擔當MC

誼級鼓手 easydrumm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