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日滿1,000 即可兌換 阿原YUAN 洗手水 乙瓶

當日累計
消費滿2,000 即可兌換 有空 小方巾 乙個

當日累計
消費滿6,000 即贈 大春煉皂 一方春色禮盒 乙盒 

當日單筆
消費滿200 即可獲得 抽獎機會 乙次

春日淨手滿額贈 4.18Mon.-5.16Mon. 春風滿面滿額贈  4.18Mon.-5.16Mon.

巾力充沛滿額贈 4.18Mon.-5.16Mon. APP會員抽好禮 4.15Fri.-5.16Mon.

會員專屬活動



全館注意事項─●贈品兌換限站前消費之當日發票，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購買禮券或轉開發票（含：電子、二聯式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累計金額兌換。●兌換贈禮時，需出示實體會員卡／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任一證明，即可
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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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活動消費需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恕不跨會員累計。●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消貨明細資料；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消貨明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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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恕不接受退貨；活動贈品皆數量有限，送完為止，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贈品之權利。●如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贈禮至服務台，如贈禮已使用或遺失，須無條件同意依誠品生活公告之退貨還等值現金。●誠品會員活動，僅限適用台灣申辦白
卡／金卡／黑卡／小童學卡之會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恕不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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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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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之權利，詳細活
動內容，請見「迷誠品」網站。https://meet.eslite.com/tw/tc。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誠品會員  
當日單筆

消費滿200 即可獲得 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乙次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台，數量有限兌換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全家便利商店、麥當勞、松本清及特賣會。

4.15 Fri. -5.16 Mon. APP會員抽好禮

全館當日 
累計
消費滿3,000
送300 限量300份

活動排除專櫃說明：●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會員滿千送百」消費金額累計，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站前店｜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抵用券使用說明：
●抵用券使用期間2022.04.15 Fri.-2022.4.30 Sat.●「全館100元及指定餐飲專櫃50元電子抵用券」僅限站前店單店館內使用，詳細適用方式請依券面說明為準。●「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單筆
消費滿500元使用乙張，單筆1,000元使用二張，以此類推。●滿千送百活動每日每會員限回饋一次，恕不累贈。●「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不得使用於以下專櫃，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
場實際公告為準：站前店｜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全家便利商店 Family Mart、STARBUCKS COFFEE、麥當勞 McDonald's、松本清、SUKIYA、特賣會。●「指定餐飲專櫃50元電子抵用
券」惟適用於以下專櫃，適用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站前店｜樺達奶茶、菘韓館、菘麵坊、Q丸和洋食堂、吉野家、老董牛肉麵、這一小鍋、GO即食小鍋、莫凡彼餐廳、布
萊恩紅茶、八方雲集、肆参雞供所、上島珈琲店、頂呱呱、鬍鬚張滷肉飯、摩斯漢堡、Yamazaki、樂檸漢堡、MisterDonut 、KrispyKreme、阿默典藏蛋糕、青鳥旅行、快車肉乾、香帥蛋糕、
小南門傳統豆花、老鍋底、迷客夏、不二緻果、星野製菓、銀兔湯咖哩、21PLUS、OLAND島嶼水果茶、先喝道。共同注意事項：●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於站前店單店兌換，逾期發票恕不
接受兌換，購買禮券、轉開發票（含：電子、二聯式或三聯式）恕不列入計算。●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銷貨明細資料；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活動核
對。●兌換活動消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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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方可兌換。●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接
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抵用券使用期間請見本活動頁右上方，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抵用券為電子券型式，兌換後將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人APP查看抵用券明細，或於
專櫃消費時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APP直接進行折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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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須辦理退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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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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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Fri. -4.17 Sun. 會員消費滿千送百

兌換地點｜站前店 生活中廣場服務台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誠品會員  
當日累計

消費滿2,000 即可兌換 有空 小方巾 乙個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個，數量有限兌換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全家便利商店、麥當勞、松本清及特賣會。●本活動恕不與「春日淨手滿額贈」、「春風滿面滿額贈」活動重複兌換。

4.18 Mon. -5.16 Mon. 巾力充沛滿額贈

誠品會員  
當日累計

消費滿1,000 即可兌換 阿原YUAN 洗手水 乙瓶／95ml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瓶，數量有限兌換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全家便利商店、麥當勞、松本清及特賣會。●本活動恕不與「巾力充沛滿額贈 」、「春風滿面滿額贈」活動重複兌換。

4.18 Mon. -5.16 Mon. 春日淨手滿額贈

誠品會員  
當日累計

消費滿6,000 即贈 
大春煉皂 一方春色禮盒    乙盒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個，數量有限兌換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誠品

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全家便利商店、麥當勞、松本清及特賣會。●本活動恕不與「巾力充沛滿額
贈 」、「春日淨手滿額贈」活動重複兌換。

4.18 Mon. -5.16 Mon. 春風滿面滿額贈

（價值240元）

（價值220元）

（價值899元）

春
元



天天&匠心｜站前店 B1
『天天防護口罩』為台灣康匠旗下品牌之
一，致力於創造更加舒適與使用安全、便
利的不織布口罩，為不同的使用族群量身
訂做，解決消費者戴口罩的煩惱。  天天
防護口罩希望藉由一小片口罩，讓人們能
輕鬆、舒適的呼吸，就像天天都有好空氣
般，帶給人們愉悅舒適的環境與生活。

NEOFLAM｜站前店 B1
NEOFLAM致力於推出能對環境和人體無害的創新廚具。讓全球人
們在使用廚具上能更安心放心。誠信是NEOFLAM的經營理念!取
之於大地用之於大地，NEOFLAM商品為天然環保成分，讓消費者
在享受便利同時， 能夠透過商品感受到樸實的手作溫度。友善環
境、愛護地球。

晶澈選品｜站前店 B1
晶澈科技（BeautyTech Platform）旗下代
理銷售國內外知名隱形眼鏡品牌(包含晶
碩隱形眼鏡PEGAVISION、AQUAMAX、

FLANMY、CRUUM、ReVIA......等等），並預計
在近期代理更多的美瞳及美妝保養品牌。

Taipei Station
NEW OPENING站前│新櫃登場│

天天平面醫療口罩x2藍、粉、黃、紫 （50入╱盒）
特價520｜原價600 ※無法與其他優惠活動合併計算

PMPC透明凝膠保濕片面膜3入
特價145｜原價250

Snow系利 
28cm炒鍋（電磁底）+玻璃蓋
特價999 ｜原價4,980

Venn系列 
18cm單柄湯鍋 +玻璃蓋-淺大理石
特價799 ｜原價2,490

維他命賦活保濕水凝面膜3入
特價195｜原價335



春日  愛保養

❶  berji｜berji｜玻尿酸特級保濕精華液50ml x2 喚彩亮妍細白面膜5入╱盒 x1｜｜特價2,580｜｜原價4,560 ❷  berji｜berji｜城市肌能修護露120ml x1 茶樹
淨妍調理化妝水 135mlx1｜｜特價2,880｜原價3,280 ❸  berji｜berji｜輕透保濕潤色隔離霜30ml x1裸妍潤色輕透水粉蜜30ml x1柔光透妍修片粉
餅11g x1｜｜特價4,280｜原價6,560 ❹ berji｜berji｜雙效靚白潔顏蜜500ml x1嫩白水漾化妝水500ml x1｜｜特價2,400｜原價4,000

❺CONI｜CONI｜基礎極淨｜｜無限肌緻玻尿酸淨妍角質膠 120ml 膠囊系列面膜（5入╱盒）任選兩盒 （限量30組）｜｜特價799｜原價2,398 ❻CONI｜CONI｜
清爽防護清爽防護｜｜自動校色防護霜SPF48 30ml無限肌緻極淨卸洗凝膠 420ml （限量30組）｜｜特價1,980｜原價3,580 ❼CONI｜CONI｜呵護獻禮呵護獻禮｜｜無限肌
緻玻尿酸淨妍角質膠120ml 極光淨化舒緩保溼眼部精華 15ml 無限肌緻玻尿酸保濕乳液60ml 玫瑰果油護手霜 50ml╱酪梨油護手霜 
50ml （限量30組）｜｜特價2,980｜原價5,980 ❽CONI｜CONI｜舒壓潔淨舒壓潔淨｜｜無限肌緻明亮舒壓精華筆10ml 無限肌緻玻尿酸保濕美肌晶露150ml 自
動校色防護霜30ml  （限量30組）｜｜特價2,800｜原價5,400

❻ ❼

蕾舒翠｜蕾舒翠｜花神晶凝霜x1花神防禦安瓶（10入）x1
加贈水盈潤潔顏乳x2 小黑包x1（贈品限量20個）
特價10,000｜原價13,500

蕾舒翠｜蕾舒翠｜袋鼠花彈力絲光精華x2 
加贈水盈潤潔顏乳x2
特價10,000｜原價13,800

倍優｜倍優｜基礎清潔組
黑玫瑰氨基酸洗缷慕絲 170ml x2入
黃金保濕卸妝 120ml x2入
特價999｜原價1,820

倍優｜倍優｜年輕光精華組
買脈輪微囊雙星35ml╱任1款 
送脈輪美妍體油30ml╱任1款
特價1,200｜原價1,700

❾NU derma｜NU derma｜無瑕清透防護霜30mLx2｜｜特價1,500｜
原價5,200 ❿NU derma｜NU derma｜金采極緻晶凍凝露125mL 買一送
一｜｜特價1,800｜原價3,600 ⓫NU derma｜NU derma｜海神霜(金采
賦活保濕精華霜)100mLx1+金采極緻晶凍凝露125mLx1+無
瑕清透防護霜30mLx1｜｜特價5,800｜原價11,200

EDN｜緊緻抗皺彈力面膜 30ML（50片）
特價3,000｜原價15,000

EDN｜光燦輕感防曬隔離乳50ml+
煥顏無暇素顏霜EX 50ml
特價999｜原價3,960

❾  ❿ ⓫

❺ ❽

❷❶

❸

❹



EXPO

春日 好食光

春日 懂送禮

23.5｜經典凍膜體驗組╱周年插畫版
特價650｜原價840

莫凡彼餐廳｜女王豪華饗宴
4.14 Thu.—5.08 Sun.
女王豪華饗宴 （適用3人） 
湯品x3+莫札瑞拉起司蕃茄海鮮沙拉x1+精選排餐x2
+主食x1+雙倍幸福草莓金磚吐司x1+附餐飲品x3
※內用10%服務費依原價另計
※無法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加碼活動——
活動期間點購女王豪華饗宴，同桌用餐人身分證合計
有5.2.0三碼，即贈莫凡彼冰淇淋單球乙份（小球） 
※每桌限贈乙份 
特價1,688｜原價2,470

頂呱呱｜馨愛母親節分享餐
原味炸雞x1+辣味三節翅x1+原味雞腿x1
+地瓜薯條x1+呱呱包x2+35元飲品x2  
※一日50份
特價319｜原價405

這一小鍋｜真飽大份量雙人餐（肉量25盎司）
湯底擇二 : 經典石頭鍋、源味大骨鍋、頤心菌菇鍋  
湯底優惠 : 菌菇鍋湯底費優惠0元 （原價50元）
內容物 : 培根牛肉&無骨雞腿肉雙拼1份、
梅花豬肉1份、綜合蔬菜盤1份、湯底2鍋
※其他湯底費另計，清潔費每人$20元另計
推薦價648

OLAND｜茶類拿鐵M杯（口味任選）
+熱壓吐司（50元口味任選）
特價100｜原價120

FUTURE
碎花襯衫
特價834｜原價2,780

休閒短褲
特價744｜原價2,480

FUTURE
連身洋裝
特價1,074｜原價3,580

經點草帽
特價384｜原價1,280

S 'AIME 東京企劃
品牌經典真皮圓釦雙色小方包
推薦價2,480

S 'AIME 東京企劃
頭層真皮金扣泡泡包
推薦價2,880

Logitech｜MX Anywhere 3
即日起-4.30 Sat.
無線滑鼠 石磨灰╱玫瑰粉/珍珠白
特價2,690│原價2,990

Oooh｜小白瓶╱琥珀木玫瑰
保濕護手噴霧（紅色）
推薦價260

誠品書店
esliteΧSOU．SOU
口金包╱12号帆布
推薦價2,480

誠品獨家 誠品書店
日本 Legato Largo Lusso 長夾（粉）
推薦價1,390 

誠品書店
VAGO FRESH
食物真空壓縮機保鮮袋套組
微型壓縮機+保鮮袋（S）（M）（L）x5 

推薦價2,680

誠品書店
MISOKA 日本奈米礦物牙刷
THE聯名設計款
特價442｜原價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