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SHION LIFE

 LIFE IS

5.11 Tue.

3.11 Thu.

2021

20213.11 �u.-5.11 Tue. 

百貨同慶／

3.11 �u. - 4.07 Wed.

中友店
全館滿3,000送300

百貨同慶／

3.19 Fri. - 4.05 Mon. 

台中大遠百店
專櫃滿5,000送500

百貨同慶／

3.26 Fri. - 4.11 Sun. 

園道店
單筆滿3,000送300



報名享購物金回饋 下載誠品人APP

3.12㊄─3.21㊐ 生日購物金大放送
報名並下載登入APP即享線上下同步累計最高10%回饋

3.12㊄─當天準時下班！齊聚信義生日派對
8場域活動精彩不斷名人齊聚歡慶

3.05㊄起─「誠品線上」搶先許願
領取獨家電子抵用券

願望成真．禮物滿載

※詳細活動內容以顧客服務中心公告或請上迷誠品網站查詢

兌換地點｜中友店│11F誠品書店服務台／園道店│3F誠品書店服務台

台中大遠百店│9F誠品書店服務台／台中三井店│2F誠品書店服務台

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發票金額累計限活動店別當店當日消費發票，恕不跨店跨日累計，每人每筆發票限兌換乙次。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兌換會員相關贈禮請出示實體
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及當日消費電子發票證明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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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活動僅適用台灣申辦之白卡／金
卡／黑卡／小童學卡，台灣以外之海外會員卡恕不適用。●金卡會員／黑卡會員專屬活動消費累計限升等金卡會員／黑卡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且消費時請出示誠品會員卡或誠品人APP行動會
員卡累計消費方可列入活動計算，活動不可跨會員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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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贈品皆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
●如需辦理退貨，所兌換之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退貨時如未攜帶活動贈品辦理退貨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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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且兌換後之發票剩餘金
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活動其他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調整變更活動之權利。

●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兌換乙次。各店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
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酒窖、expo、 living project、 blackpages CAFÉ、特賣
活動，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發票金額累計限活動店別當店當日消費發票，恕不跨
店跨日累計，每人每筆發票限兌換乙次。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

金卡／黑卡會員

當日專櫃累計消費滿10,000元，

即贈Dleet 聯名晴雨傘乙份。

designed by Dleet
台灣設計師服裝品牌，以慣有的極簡線條搭配黑白色調，
透過版型的解構與重組，呈現出低調簡約的設計風格。

經典黑白
限定滿額禮

中友店
3.11 Thu. - 4.07 Wed.

台中大遠百店
3.19 Fri. - 4.05 Mon.

園道店
3.26 Fri. - 4.11 Sun.

台中三井店
3.26 Fri. - 4.11 Sun.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3.11─4.07│當日累計消費

滿3,OOO 送3OO中友│3.11─5.10

PEPPER'S｜11F
Norah 牛皮手提包

特價3,500元｜原價4,380元 

PEPPER'S｜11F
Audrey 牛皮手提包

特價3,900元｜原價4,980元

Feather Leather 羽革｜11F
925項鍊精選

特價1,980元｜原價3,260元

(款式依現場為主)

HERLS｜10F
真皮編織造型尖頭樂福鞋

特價2,788元｜原價3,280元

SOBDEALL｜11F
3.11 - 4.21限定

經典復刻斜背箱包

特價8,640元｜原價10,800元

SU:MI｜10F
初醒側釦上衣

特價1,690元｜原價1,988元

微步剪接鉛筆裙

特價2,285元｜原價2,688元

JULIUS｜10F
3.18 - 4.21限定

初時暮光

特價1,180元｜原價1,390元

時光旅程

特價1,600元｜原價1,890元

限量
20



3.11─4.07│當日累計消費

滿3,OOO 送3OO中友│3.11─5.10

SOBDEALL｜11F
日系雙拉鍊手提包

特價7,888元｜原價9,280元

自己印紙膠帶｜10F
歐式復古人物紙膠帶

推薦價280元

HERLS｜10F
內真皮雕花沖孔圓頭牛津鞋

特價1,785元｜原價2,380元

Feather Leather 羽革｜11F
串珠系列9折

想想選品｜11F
手作雙層髮帶任選第二件現抵50元

想想選品｜11F
黃銅寵物吊牌＋寵物皮革飾帶

特價1,580元｜原價1,650元

Pintoo｜11F
存錢球拼圖套裝組—

卡娜赫拉的小動物系列120片

推薦價580元

Février 菲芙利｜10F
馬賽皂400g
買五送一
特價1,900元｜原價2,280元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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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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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原
價2,090

元



3.19─4.05│專櫃當日累計消費

滿5,OOO 送5OO
台中大遠百│3.19─5.11

YANKEE CANDLE
蘆竹香精120ml
任選二組，推薦價1,998元

即贈芳香片乙入

草山金工
小玫瑰單朵戒指＋小玫瑰單顆滑動項鍊

特價5,000元｜原價5,480元

Pintoo
拼圖中的拼圖1,000片

特價840元｜原價1,050元

YANKEE CANDLE
左｜風尚系列12.25oz 指定款任二入，特價1,800元｜原價2,100元 
右｜風尚系列19.5oz 任二入，特價2,600元｜原價3,100元

Février 菲芙利
伯爵玫瑰護手霜75ml二入

特價1,190元｜原價1,520元

Gram&Co.
霧金幾何撞色耳環

特價552元｜原價920元

Feather Leather 羽革
925銀飾系列9折

草山金工
經典純銀對戒＋

指紋印記／紀念詩句雷刻

特價8,000元｜原價8,760元

YANKEE CANDLE
瓶中燭22oz 指定款任二入

特價2,890元｜原價3,400元

Février 菲芙利
台中大遠百限定

碗盤清潔套組檸檬薄荷，推薦價1,480元

限量
10

限量
20



3.19─4.05│專櫃當日累計消費

滿5,OOO 送5OO
台中大遠百│3.19─5.11

PUGU田園雜貨
4.01-5.10 限定

凡購買手作花圈，可享現折100元優惠

Pintoo
存錢球拼圖套裝組120片

推薦價580元

Pintoo
收納罐拼圖128片

推薦價1,070元
PUGU田園雜貨
4.01-5.10 限定

消費滿888元 ，即贈紅蘿蔔叉子或湯匙

Gram&Co.
幾何拼接撞色真皮中夾

特價1,095元｜原價2,190元

Gram&Co.
緗黃兩用真皮肩背包

特價1,290元｜原價2,580元

Février 菲芙利
3.11 - 4.14 限定

天然海綿兩件88折

Février 菲芙利
台中大遠百限定

鞋品清潔套組

推薦價2,280元

Feather Leather 羽革
帆布系列包款75折

品牌皮帶2.5cm指定款

特價1,680元｜原價1,980元



3.26─4.11│當日單筆消費

滿3,OOO 送3OO園道│3.26─5.09

永心鳳茶
左｜玉山金萱紅茶(熱)，推薦價200元、芋泥千層，推薦價180元

右｜櫻桃鴨肉飯，推薦價380元、香辣五花乾拌麵，推薦價280元、什錦砂鍋魚飯，推薦價360元

有意思EXPLORE
皮納塔創作藝術—寶石系列意思包

特價990元｜原價1,280元

嘉丹妮爾
3.11 - 4.06 限定

面膜六片裝 任選四盒特價1,200元｜原價399-499元／盒

WANDER
Elizabeth W香根草系列

身體保濕乳霜200ml＋護手霜36ml
特價1,800元｜原價2,010元

嘉丹妮爾
3.11 - 4.06 限定

積雪草修復面膜6片＋

積雪草修復緊緻精萃50ml＋
舒敏角鯊潤澤精萃30ml
特價1,709元｜原價2,278元

創意美術
報名10幅風景／花卉班，

即贈風景套組／材料金6,000元，

再享加大20號數

雷諾瓦
SNOOPY夜光拼圖300片

銀河夢想／一起愛地球

推薦價759元

WANDER
3.11 - 5.10 限定

單筆消費滿3,500元，即贈Maine Beach
豪勳爵島椰子護手霜50ml(價值350元)

貴吐司TOTOI TOAST
3.26 - 4.15 限定

貴人套組—

蜜香生吐司＋

奶茶／奶酥抹醬

特價390元｜原價450元



3.26─4.11│當日單筆消費

滿3,OOO 送3OO園道│3.26─5.09

SILVER TWINKLE
14K金星芒項鍊

推薦價6,880元

dienes silver
箴言敲打遊戲手鍊

特價11,480元｜原價13,060元

森下樹
水桶包，推薦價3,980元

3.11-5.11 限定

同價位商品，第二件享89折優惠

Vingt six
手拿零錢包

推薦價690元

dienes silver
扭轉對戒

特價4,460元｜原價4,960元

Alto
園道店限定

Metro 皮革手機殼

(iPhone 12／Pro)
特價1,478元｜原價1,680元

SILVER TWINKLE
14K金誕生石耳擰

推薦價1,880-3,080元

dienes silver
敲打缺口手環二只

特價5,000元｜原價5,560元

Alto
旅行皮革手機收納包

推薦價3,280元

石英粉限量5個

Vingt six
上｜海洋泡泡耳環，推薦價1,280元

下｜琺瑯色的小麗花，推薦價1,380元

Février 菲芙利
迷你蠟燭75g二入

特價999元｜原價1,180元



台中三井│3.26─5.09

CRAFTHOLIC宇宙人｜1F
大抱枕花海系列

特價1,200元｜原價2,000元

ROSE HOUSE Café｜2F 
養生茶系列，推薦價420元起

買三送一

先喝道｜1F
當日指定飲品享限定優惠

喫茶趣TOGO｜2F
春之茶225g
特價760元｜原價980元

Pintoo｜2F
收納罐拼圖64片

推薦價560元

La Mode｜1F
agnes b. 太陽眼鏡

特價4,580元｜原價7,800元

La Mode｜1F
ARMANI 太陽眼鏡

單一特價2,980元 SOLOMAX｜1F
第二副75折  (部分商品除外)

S'AIME東京企劃｜1F
尼龍3WAY蛋蛋後背包(S)
推薦價1,680元

CRAFTHOLIC宇宙人｜1F
熊貓坐姿抱枕二入組

特價1,800元｜原價2,400元

限量
10



 
NEW
OPENING新櫃登場│

貴吐司TOTOI TOAST｜園道店 3F     3.09 NEW OPEN

從日本風靡到台灣的生吐司你吃過了嗎？

來自台中的手撕好滋味！看似平凡無奇的吐司，透過筋道麵團拉出對

品質的堅韌與講究。入口軟嫩水感的質地，帶有醇厚奶香甘甜入味，

越嚼越香的滋味讓人沉迷其中。

用單純的好食材，做最珍「貴」的吐司！

有意思Explore｜園道店 3F     3.23 NEW OPEN

上一次，好好和自己相處是什麼時候？

藉由藝術深入了解、探尋與自己相處的時間。打開「意思包」享用，

無論何種身份年齡、有經驗者或是初學者，都能以最便利的方式，透

過創作的成就感得到心靈快樂。專屬你的藝術，可以這樣輕鬆做！

PUGU田園雜貨｜台中大遠百店 9F     4.01 NEW OPEN

童話故事般的森系雜貨空間。

這裡有著各式療癒的森林動物、手作森系花圈及各式田園雜貨，期待

大家用「心」、用視覺一同感受純淨綠意的小森林，享受一個悠閒浪

漫的午后時光！

BAKER STREET 貝克街｜台中三井店 1F     3.03 NEW OPEN

超可愛的草泥馬來了！

品牌起源於英國市集，由一群熱愛藝術的設計師手繪出以羊駝、骷髏

為主的圖騰，搭配歐洲原產無毒染劑、美國原產有機棉手工製作成

T-shirt，穿起來親膚舒適又安心。

每季都會有不同的主題創作，帶給您出不同風格的體驗！

先喝道｜台中三井店 1F     4.01 REOPEN

台灣最大的下午茶體系－古典玫瑰園集團所設立的茶飲品牌之一。

以「高品質、國民價」為訴求，茶葉來自台灣及斯里蘭卡最好茶區最

高等級的茶葉，著名的飲品飲品有英式水果茶、台灣鐵觀音系列、台

灣四季青、皇家伯爵茶系列等。

CRAFTHOLIC 宇宙人｜台中三井店 1F     4.01 REOPEN

由一群來自宇宙星球的生物，化身為兔子、熊熊、猴子、貓咪等可愛

動物，和地球人類做朋友。

憑著可愛的超能力，使接觸過的人類，都會深深地對 宇宙人沉迷不

已！ 軟綿綿的觸感，讓人一抱就捨不得放手，成功擄獲地球人的心！



郵寄名條

黏貼處

meet.eslite.com
迷誠品網站  誠品人 eslite  APP

立即體驗！ www.eslite.com
誠品線上

誠品生活中友店  eslite spectrum chung yo department store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61號  台中中友百貨C棟10、11F｜TEL：04-2221-1287
10、11F.,Building C,No.161, Sec. 3, Sanmin Rd., North Dist., Taichung City 404, Taiwan (R.O.C.)

誠品生活園道店  eslite spectrum park lane store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68號  勤美誠品綠園道3F｜TEL：04-2326-6085
3F., No.68, Gongyi Rd., West Dist., Taichung City 403, Taiwan (R.O.C.)

誠品生活台中大遠百店  eslite spectrum top city store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251號  台中大遠百南棟9F｜TEL：04-2258-9619
9F., Building South, No.251, Sec. 3, Taiwan Blvd., Xitun Dist., Taichung City 407, Taiwan (R.O.C.)

誠品生活台中三井店  eslite spectrum mitsui outlet park store
台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十段168號  MITSUI OUTLET PARK台中港｜TEL：04-2657-0766
No.168, Sec. 10, Taiwan Blvd., Wuqi Dist., Taichung City 407, Taiwan (R.O.C.)

迷人香氣 會員滿額禮
4.06 Tue. - 5.11 Tue. 台中大遠百店

4.08 �u. - 5.10 Mon. 中友店

4.12 Mon. - 5.09 Sun. 園道店／台中三井店

誠品會員當日專櫃累計消費滿5,OOO元即可兌換

嘉丹妮爾香氛精油蠟燭100g 乙份(價值720元)

●本活動限台中大遠百店／中友店／園道店／台中三井店單店當日累計兌換。●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中友店限量30份、園道店限量30份、台中大遠百店限量35份、台中三井店限量25份，兌完為
止。●以下專櫃消費發票恕不列入活動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酒窖、expo、 living project、 blackpages CAFÉ、特賣活動及園道店｜永心鳳茶。●兌換會員相關贈禮請出示實體會員
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及當日消費電子發票證明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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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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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辦理退貨，所兌換之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退貨時如未攜帶活動贈品辦理退貨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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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且兌換後之發票剩餘金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活動其他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調整變更活動之權利。

嘉丹妮爾—用一顆實在的心創造沒有負擔的美麗

香橙小徑｜清甜氣息像漫步在開滿甜橙、果樹的林中小徑

兌換地點｜台中大遠百店－9F誠品書店服務台／中友店-11F誠品書店服務台／園道店-3F誠品書店服務台／台中三井店-2F誠品書店服務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