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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虎》| 民間視虎為神獸，具有鎮邪保安寧的作用，虎身佈滿銅錢，尚有招財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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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虎生豐來店禮   1.13 Thu. - 2.06 Sun.

滿500或扣誠品點50點
即可
兌換虎年紅包袋／黑卡會員加贈春聯乙

組

天下皆春，好運禮   1.13 Thu. - 3.01 Tue.

滿6,000／12,000即可
兌換國立歷史博物館

獨家合作六合同春 碗筷禮盒組 
 

會員限時兌點抽   1.13 Thu. - 2.08 Tue.

點數專區                        
會員憑誠品點20點
即可
兌換抽獎機會乙

次

南紡店
 t.s.mall store

1.13 Thu. - 3.01 Tue.

2022



當日
累計滿500或扣誠品點50點
即可
兌換福虎生豐紅包袋 三色乙組，恕不挑款
黑卡會員兌換

加贈福虎招財春聯 二入乙組

當日
累計滿6,000即可

兌換

六合同春 碗筷組 乙盒
尺寸／ 碗 - Φ 11cm×H 6cm、竹筷 - 長 21 cm

滿12,000即可
兌換

六合同春 雙碗湯筷組 乙盒
尺寸／ 碗 - Φ 11cm×H 6cm、竹筷 - 長 21cm、竹湯匙 - 長 14.5 cm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1.13 Thu. - 2.06 Sun.  福虎生豐 會員來店禮

1.13 Thu. - 3.01 Tue.  天下皆春，好運禮！ 會員滿額禮

●活動期間每卡滿額限兌換乙份、扣點限兌換兩份。黑卡加贈春聯組每卡限加贈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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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來店禮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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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門檻滿額贈：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限擇一門檻兌換，恕不重複兌換。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兌換地點｜2F誠品書店服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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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人APP專區或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  
憑誠品點20點，即可

兌換抽獎機會乙次

有機會抽中
1.13 Thu. - 1.20 Thu.

女人迷 - 內在進化牌卡 乙組（限量2組）

1.21 Fri. - 1.28 Fri. 

麒麟山告解室 - 財運補充蠟燭 乙組（限量2組）

1.29 Sat. - 2.08 Tue.

只是 ZISHI Art - 門神滑板 乙組（限量2組）

1.13 Thu. - 2.08 Tue.  好物在手，人生順手  會員限時兌點抽

活動詳情活動詳情

●此活動需先登入迷誠品網站方能參與點數兌換，首次登入請先註冊網路帳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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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筆兌點視為乙次抽獎機
會，每卡不限抽獎機會。●參加兌點為誠品點即時扣抵，信箱收取到點數兌換成功通知函才算兌換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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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誠品網站或誠品人APP【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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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將於2022.2.17 Fri. 公布於迷誠品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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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17 Fri. - 2022.3.21 Mon. 辦理領獎，未於期限內
於誠品指定店別完成辦理，視同放棄兌獎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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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兌換與詳細說明、規格請參閱迷誠品網
站公告。●其他未盡事宜請見迷誠品網站查詢，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與國立歷史博物館合作，挑選富有天下皆春，萬物欣欣向榮寓意的《六合同春》版畫，
透過現代感設計融入生活物件，帶給大眾具有文化深度的新樣貌！

活動詳情活動詳情



新品
上市

8383折折

SOBDEALLSOBDEALL
經典復古斜背包
特價9,900｜原價12,000

經典皮插扣手提兩用包
特價10,500｜原價12,600

仙德曼SADOMAIN仙德曼SADOMAIN
大理石七層不沾鴛鴦鍋
含玻璃鍋蓋32cm

特價1,920｜原價2,400

琺瑯單柄雪平鍋18cm
特價725｜原價850

LUCY'S MOUNTAINLUCY'S MOUNTAIN
SECRET BASE—大山帳＋專屬外帳
特價6,768｜原價8,080

LUCY'S MOUNTAINLUCY'S MOUNTAIN
Studio Ollie—嗅聞玩具
全系列95折

expoexpo
印花樂×HYDY
輕靚水瓶590ml
推薦價990

NUNU
2022招財福袋—
5件健康能量服飾、配件等隨機商品 

特價5,888
價值20,000

PintooPintoo
我不是胖虎—
左｜龍吟虎嘯1,200片，推薦價1,250
右｜福氣拱拱來2,000片，推薦價1,790

Prodigy波特鉅Prodigy波特鉅
二合一眼頸枕
特價700｜原價890

福虎添翼的開運佈局

BIOCHEM倍優BIOCHEM倍優
即日起至2.15
虎年福袋—
黑玫瑰氨基酸洗卸慕絲170ml＋
藍銅保濕緊緻精華液120ml＋
藍銅面膜五入

特價1,088｜原價2,200

虎年福袋—
玫瑰幼嫩金前導水精華120ml＋
玫瑰幼嫩金前導精華液120ml＋
玫瑰幼嫩金精華脂120ml

特價1,888｜原價3,800

葳妮婚紗飾品Winnie bridal Accessory葳妮婚紗飾品Winnie bridal Accessory
❶濃情蜜意 手工髮飾，推薦價550
❷約定期限 髮夾，推薦價380

PintooPintoo
即日起至2.28 ONE PIECE無框拼圖—
發財120片，特價340｜原價380

吉／春56片，特價200｜原價220

HimalayaHimalaya
新春福袋—
乳霜蜂蜜香皂75g＋阿育吠陀潔膚皂75g＋茶樹精油護
髮霜175ml＋苦楝淨化撕拉面膜100ml＋番紅花淨白修
護霜50g＋溫和胡桃磨砂霜100ml

特價999｜原價1,370

阿育吠陀淨化潔膚禮盒
阿育吠陀淨化潔膚皂75g八入

特價688｜原價800

LYCORISLYCORIS
濟州島馬油緊緻抗皺保養組—
馬油護手霜30ml＋蛋白緊緻精華液15ml＋
綠寶石絲絨包＋蛋白緊緻抗皺霜10ml

特價1,499｜原價2,230

限量
8

4949折折
6767折折

4949折折

7373折折

7979折折

7575折折

新品
上市 88折折

❶

❷



LYCORISLYCORIS
煥白莓萃組合—
山莓美白霜50ml＋山莓美白液135ml

推薦價2,400

PintooPintoo
初一開賣 新春福袋
特價880｜價值2,000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HAWKINS&BRIMBLE
基礎保養清爽禮盒組
推薦價1,380
誠品黑／金卡會員9折

LYCORISLYCORIS
韓國濟州島紳士保養禮盒套組—
男仕全效精華乳150ml＋品牌帆布束口袋＋馬油保濕皂120g盒組

特價999｜原價1,879

敲敲金工Choccy Metal敲敲金工Choccy Metal
❶銀河款情侶對戒，加購鍍色優惠，特價5,660｜原價6,200

❷招財防小人尾戒訂製，特價1,980｜原價2,200

❸情人結手鍊／閨蜜組合，特價5,550｜原價6,000

Urban UnitsUrban Units
GastonLuga Splash 瑞典設計防水後背包
推薦價3,400
Marshall Acton II 家用式藍牙喇叭
推薦價11,900

Urban UnitsUrban Units
Sudio— 
T2 真無線藍牙耳機
推薦價3,580

LUCY'S MOUNTAINLUCY'S MOUNTAIN
LUCY'S MOUNTAIN啤酒六入禮盒
特價1,080｜原價1,200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壬寅年福田瓦煎燒禮盒
推薦價198

葳妮婚紗飾品Winnie bridal Accessory葳妮婚紗飾品Winnie bridal Accessory
火熱之心 耳環
推薦價190

5353折折

expoexpo
錦源興—
烏魚子印花提袋
推薦價650

Urban UnitsUrban Units
Urbanears—
Plattan II BT 耳罩式藍牙耳機
推薦價2,490

創意美術創意美術
春節油畫課程
4F／6P尺寸 第二幅6折

Prodigy波特鉅Prodigy波特鉅
防蚊款舒足枕＋舒腰枕套組
特價1,700｜原價2,380

誠品書店誠品書店
即日起至2.20 日本藥師窯錦彩招福虎擺飾—
左｜S松竹梅，推薦價250、右｜L破魔箭，推薦價1,575
誠品黑／金卡會員85折

SOBDEALLSOBDEALL
左｜經典飾釦短夾，特價4,140｜原價4,600

右｜限定款拉鍊長夾，推薦價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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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mall
NEW OPENING南紡│新櫃登場│

Urban UnitsUrban Units｜2F｜2F

Ubran Units將電子產品導入時尚的概念，從此，電子產品不再事充滿冰冷的科技感。
而是真正屬於熱愛生活的每一個現代人能表達自我，突顯個性的時尚配件。
事實上，Urban Units的LOGO是由兩個看似相斥的U型磁鐵所組成，
代表了我們絕不妥協於實用(Utility)與城市風情(Urban)之間。
要讓所有的科技產品走向時尚，打造一個現代人必備朝聖的電子配件的殿堂。

開櫃活動｜即日起至1.16 單筆消費滿5,000元現折300元

神釀川日本酒專賣店神釀川日本酒專賣店｜2F｜2F

快閃限定 2021.12.31 -2022.1.26 

在台南經營了10年的日本酒專賣店，
主要販售日本全系列酒類，是南部地區日本酒款最豐富的專賣店，
並有專業的介紹讓初次飲用日本酒的人也可以快速地挑選到自己喜愛的酒款。

開櫃活動｜限定款酒品85折起

扭不庭扭不庭｜2F｜2F

快閃限定 2022.1.27 - 2022.2.28

起初只是喜歡收集小公仔，喜歡扭扭扭，從小在玩具店長大的我，
思索著為什麼不能自己買機器回來扭呢? 
買了一台後發現不夠，目前「扭不庭」已經有約600台扭蛋機，
週週更新商品，希望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扭不停。
近兩年新增盲盒的各類商品，期待抽中的感覺，跟扭蛋一樣令人驚喜、期待。

t.s.mall
SPECIAL DISCOUNT南紡│折扣訊息│

 

SOBDEALLSOBDEALL
全系列商品9折
1.14-2.06 
單筆消費滿3,000元現抵300元
2.07-2.28
單筆消費滿2,500元現抵150元
1.14-2.06
品牌會員折扣後
結帳金額滿4,500元，即贈
石蠟帆布面紙收納袋乙個

LYCORISLYCORIS
即日起至2.15
凡購買任一好年節禮合組或
單筆消費滿1,500元，即可抽
LYCORIS虎年幸運籤餅乙個
(恕不累贈，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SADOMAIN仙德曼SADOMAIN仙德曼
即日起至2.08
鍋具系列85折
琺瑯系列85折
單筆消費滿1,000元，即可享
100元加購防疫清潔除汙仙潔水
300ml (原價200元)

90元加購除油洗碗布三入組 (原價180元)

50元加購平底鍋專用刷 (原價100元)

expoexpo
單筆消費滿888元，
即贈心想事誠刮刮卡乙張

Prodigy波特鉅Prodigy波特鉅
1.13-2.06
商品全面88折
折扣後滿888元，
加贈品牌紅包袋二入
凡購買眼罩系列商品，
即贈蒸氣發熱包
乙盒 (價值490元)

 

LUCY'S MOUNTAINLUCY'S MOUNTAIN
毛孩新春限量福袋3,888元 (價值4,500元起)

內含寵物玩具、用品及配件，另有機會獲得原肉寵物零食。

凡購買限量福袋，即享
SecretBase大山帳
抽獎機會乙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