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1 Wed. - 6.06 Mon. 

會員專屬活動

板橋、新板、站前
滿 送

誠品獨家限定禮   6.07 Tue. - 7.05 Tue.

來店禮｜單筆滿500即可
兌換MASK BOY行李吊牌

滿額禮｜滿3,600起即可
兌換即刻出發 極輕兩用包

加碼禮｜消費滿額加碼
再送誠品行旅餐券／住宿券

信用卡、eslite Pay及行動支付滿額享回饋

刷指定銀行3%~5%／悠遊付最高10%回饋

誠品人APP限定   6.07 Tue. - 7.05 Tue.

憑誠品點50點換飲品／冰品$50抵用券

西門、武昌
滿 送

R79
滿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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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eslite.com
迷誠品網站  誠品人 eslite  APP

立即體驗！ www.eslite.com
誠品線上

2022

誠品生活西門店 eslite spectrum ximen store
台北市峨眉街52號  No.52, Emei St., Taipei City 108, Taiwan (R.O.C)
TEL: 02-2388-6588

誠品生活站前店 eslite spectrum taipei station store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7號B1F│台北車站K區、M區地下街 

B1F. ,NO.47 ,Sec.1 ,Zhongxiao W.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R.O.C)
TEL: 02-6632-8168

誠品R79店 eslite underground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6號B1之中山地下街B1-B48號店鋪 (不含B24、B26號)  
B1F. ,NO.16  ,Nanjing W.Rd. ,Datong Dist. ,Taipei City 103 ,Taiwan(R.O.C)
TEL: 02-2563-9818

誠品生活板橋店 eslite spectrum ban qiao store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46號│捷運板南線 府中站2號出口

No.46, Sec. 1, Zhongshan Rd., Banq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R.O.C)
MRT: Exit 2, Fuzhong Station, Bannan Line｜TEL: 02-2959-8899

誠品生活武昌店 eslite spectrum wuchang store
台北市武昌街二段77號  No.77, Sec. 2, Wuchang St.,Taipei City 108, Taiwan (R.O.C)
TEL: 02-2381-3838

誠品生活新板店 eslite spectrum xin ban store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66號│捷運板南線 板橋站2號出口

No.66, Sec. 2, Xianmin Blvd., Banq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R.O.C)
MRT: Exit 2, Banqiao station, Bannan Line｜TEL: 02-6637-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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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

滿3,600即可以350元加價購

滿6,000即可兌換 即刻出發 極輕兩用包 乙個

尺寸│W32 × H37 cm(±5%） 材質│Tyvek® 

服裝提供｜TENDER.S 

兌換地點｜西門店 B1顧客服務中心／武昌店 4F顧客服務中心／板橋店 5F顧客服務中心／新板店 1F顧客服務中心 ／站前店 生活中廣場服務台／R79店 書店服務台

●本活動於西門店、武昌店／板橋店、新板店可跨店累計兌換，站前店、R79店僅限單店累計兌換。●各門檻滿額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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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書店、

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知味市集、誠品兒童館、全家便利商店、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西門店｜B1-POP MART。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Krispy Kreme、甜吧；2F-元大玩具；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

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安永鮮物；2F-Dirty Little Riders、謙碩服裝修改室；3F-ITS jewelry。站前店｜松本清、麥當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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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進行贈品兌換。●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恕不跨會員累計。●發票金額限誠品生活當店當日消費發票兌換，購買禮券、轉開發票（含：電

子、二聯或三聯式）恕無法參加兌換，兌換時請出示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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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於活動核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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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購價僅接受現金/誠品禮券結帳，恕無法接受其他結帳方式。●贈品兌出恕不接受退換（瑕疵品或故障品除外）。●如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贈禮至當店顧客服務中心／

贈品處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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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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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恕

不得與部份全館促銷活動重複兌換，詳細活動內容以顧客服務中心公告為準或請上迷誠品網站查詢。

合作品牌Fyber Forma｜
來自台灣的原創袋包品牌，以極富實驗性質的Tyvek®泰維克輕薄抗水材質作
為象徵性面料，秉持著「從城市生活出發，機能化為日常」的品牌哲學。 

特殊布料Tyvek® （泰維克®）｜
由美國DuPont技術研發，薄達0.5-10 微米的無方向性纖維組成，此特殊材質兼具防水、
輕量、強韌以及可回收再利用等特性。因材質特殊，表面皺褶為製程中的自然狀況。



抵用券使用期間｜
2022.6.01Wed.-2022.6.30Thu.止
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6.01Wed.-6.06Mon. 誠品會員

 

 

西門店／武昌店全館 
5,000滿當日

累計 送700
內含│全館$500電子抵用券    1張+指定專櫃$200電子抵用券    1張

5,000滿當日
累計 送150
共限量350份，內含│銀行$150電子抵用券    1張

站前店／板橋店／新板店全館 

3,000滿當日
累計 送300
內含│站前店-全館$100電子抵用券    3張

板橋店/新板店-全館$300電子抵用券    1張

R79全館 
2,500滿當日

累計 送300
內含│全館$100電子抵用券    3張

站前店全館滿額加碼
10,000滿當日

累計 加贈 200
內含│全館$100電子抵用券    2張，每卡限兌換乙次

板橋店指定3C專櫃加碼

10,000滿當日
累計 送 500
內含│全館$500電子抵用券    1張

10,000滿當日
累計 送300
共限量30份，內含│誠品禮券$100    3張

首6日滿千送百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刷指定銀行最高享13-17%回饋

●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
●eslite Pay、街口支付、LINE Pay、台灣Pay及悠遊付消費恕不參加銀行活動

活動排除專櫃說明：●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全館滿千送百」與「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消費金額累計，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西門店｜B1-POP MART；

2F-丸亀製麵、Levi’s 特賣、Daily Statement、70s Vintage；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與鑽石類商品、黃金工資。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Krispy Kreme、甜吧；2F-漫坑、雨沢屋、馥雩。沉藝、98 points、

元大玩具；3F-67ARROW；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B1-大創DAISO；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綠蓋茶館；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安永鮮物；

2F-Dirty Little Riders、謙碩服裝修改室；3F-ITS jewelry。●板橋店指定3C限以下專櫃消費累計：1F-Studio A、SAMSUNG。

抵用券使用說明：●「全館$500、$300、$100電子抵用券」與「銀行$150電子抵用券」僅限西門店/武昌店、板橋店/新板店、站前店、R79店單店館內使用，詳細適用店別及方式請依券面說明為準。●「全館

$500、$300、$100電子抵用券」與「銀行$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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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STARBUCKS COFFEE、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西門店｜

B1-MUJI無印良品、POP MART；2F-丸亀製麵、Levi’s 特賣、Daily Statement、70s Vintage；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與鑽石類商品、黃金工資。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Krispy Kreme、甜吧；2F-漫坑、

雨沢屋、馥雩。沉藝、98 points、元大玩具；3F-67ARROW；4F-限定店。站前店｜麥當勞McDonald's、松本清、ABC MART、SUKIYA。板橋店｜B1-大創DAISO、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

綠蓋茶館；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安永鮮物；2F-Dirty Little Riders、謙碩服裝修改室；3F-ITS jewelry。●「指定專櫃$200電子抵用券」僅限西門店、武昌店使用，僅限使用於以下專櫃，

適用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西門店｜B1-Findnew帆紐、FANTINOHOME；1F-北歐小刺蝟；2F-JunBai x MurMurTalk毛毛頭寵物俱樂部、70s Vintage；3F-大師修、香氛殿堂。武昌店｜

1F-M.A.C、expo BEAUTY、札幌藥粧、TalYah；2F-首席國際香水、Sexy in Shape、6IXTY8IGHT、皮小姐衣櫃；3F-男研堂、YBG.INC(僅限香氛、保養品)、TAIWANIZE(僅限男性內著)；4F-G Select(僅限香

氛)。●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全館$500、$300、$100電子抵用券」乙張或「銀行$150電子抵用券」乙張，並以此類推：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音樂館、兒童館、知味市集。新

板店｜1F-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2F-1010湘；3F-KIKI餐厅。

活動共同注意事項：●「全館$500、$300、$100電子抵用券」採當日於西門店／武昌店(可跨店計算)、板橋店／新板店(可跨店計算)、站前店、R79店單店消費後系統自動匯券，無需至贈品處兌換，惟「指定銀行

獨享加碼回饋」需於消費當日至消費當店指定地點(詳見本頁右上角)兌換；活動金額認列以發票扣除所有折抵後之實際金額為準，誠品會員結帳前請先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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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禮券、三聯式發票或轉開發票恕不列入計算，會員兌換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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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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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銀行

獨享加碼回饋」須持台灣發行之指定銀行信用卡刷卡累計滿額，並須憑信用卡(或手機裝置支付畫面)、同卡號簽單及消費發票(含明細)至顧客服務中心/贈品處兌換；儲值卡加值或儲值卡加值後之消費及紅利折抵不列

入上述活動計算；花旗金融卡、商務卡／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公司商務卡及採購卡恕不得兌換。限量份數為各店同活動共同計算，各銀行採限量贈完為止；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實體卡與行動

支付(僅限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刷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計算。●「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不得與館內「第二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若有未盡事宜依「銀行

刷卡滿額禮」注意事項為準。●使用抵用券或誠品商品禮券消費之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之累計金額及停車折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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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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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加碼兌換地點｜
西門店｜B1顧客服務中心、武昌店｜4F顧客服務中心
站前店｜生活中廣場服務台、板橋店｜5F顧客服務中心
新板店｜1F顧客服務中心、R79店｜B1書店服務台
(誠品會員滿千送百活動採自動匯券)

5,000滿當日
累計 送100
共限量50份，內含│誠品禮券$100    1張

刷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10,000滿當日
累計 送300
共限量200份，內含│銀行$150電子抵用券    2張

●以上活動採自動匯券 



6.01 Wed. - 7.05 Tue. 悠遊付 創造你的無現生活

●以下專櫃恕不配合，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準：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STARBUCKS COFFEE、全家便利商店 Family Mart。西門店│B1-POP MART；2F-丸亀製麵。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6F-樂
為生活；7-9F-晶宴會館。站前店｜麥當勞McDonald's、松本清、ABC MART、SUKIYA。●回饋資格：悠遊付付款成功之金額需排除各類行銷折抵或退貨之退款，始判定回饋資格。●悠遊付回饋金計算：依符合活動資格使用者扣款帳號之完成交易時間順序
核算名額，回饋金額以「單筆實際消費額」計算回饋，四捨五入計算至個位數。●回饋時程：悠遊付回饋金將於活動結束次月月底前回饋至悠遊付錢包，請於Easy Wallet APP點選「我的」→「交易紀錄」→「收入」內查詢，恕不另行通知。●其它活動詳細
事項請見悠遊卡官網活動訊息頁面為主。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誠品生活保留變更、終止本活動及對本活動所有事宜做出最終解釋、決定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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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悠遊付」付款，筆筆皆享5%回饋
單
筆滿1,000再享5%回饋，
總回饋上限30萬元，贈完即止！
※每帳戶回饋上限200元，額滿將於悠遊卡Facebook官方粉絲頁公告

活動詳情活動詳情悠遊付下載悠遊付下載

●本活動消費可參加全館滿千送百活動，惟不得參加館內所有銀行活動。●結帳時請主動出示誠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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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至誠品人APP「電子券」頁面查詢；使用陽信銀行信用卡之顧客請於當日持手機裝置畫面、電子發票（含
銷貨明細）至當店顧客服務中心兌換，逾期或隔日補登恕不得兌換。●本活動各銀行限量份數為活動店別共同計算，花旗銀行金融卡、商務卡／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公司商務卡及採購卡恕不得兌換，活動期間內贈完即兌畢，恕不再另行公告。●電子抵用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
範；抵用券使用期間為發券日起 - 2022.6.30 Thu.止，逾期無效，其餘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得兌換亦不得使用「銀行$200電子抵用券」：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全家便利商店 Family Mart、STARBUCKS COFFEE。西門店｜B1-POP MART；2F-丸亀製麵、Levi's 特賣、Daily 
Statement、70s Vintage；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與鑽石類商品、黃金工資。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Krispy Kreme、甜吧；2F-漫坑、馥雩。沉藝、98 points、元大玩具、雨沢屋；3F-67ARROW；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
館。新板店｜1F-安永鮮物；2F-Dirty Little Riders、謙碩服裝修改室；3F-ITS jewelry。站前店｜麥當勞 McDonald's、松本清、ABC MART、SUKIYA。●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得使用「銀行$200電子抵用券」：西門店｜B1-MUJI無印良品。●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銀行$200電子抵用
券」乙張，並以此類推：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音樂館、誠品兒童館。新板店｜1F-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2F-1010湘；3F-KIKI餐厅。●其餘未盡事宜請依現場公告為準，誠品生活與玉山銀行、花旗銀行、聯邦銀行、星展銀行及陽信銀行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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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Wed. - 6.30 Thu. eslite Pay 輕鬆Pay！

eslite Pay綁定指定銀行信用卡消費最高享5%回饋！

當日
累計滿6,000即可

兌換200 乙份

（共限量400份｜內含銀行$200電子抵用券×1張）

登入誠品線上活動頁即可領取指定門市$618電子抵用券
6.18 Sat.-6.20 Mon. 單筆消費滿5,000即可抵用
※領券期間：6.01 Wed. ─ 6.15 Wed.

6.01 Wed. - 6.15 Wed. 浪漫618．精明全天候 線上下同慶

●活動期間每會員限領乙次，恕不得轉贈或累抵。●會員登入活動頁領取後，系統將自動發送電子抵用券至誠品人APP會員帳號內，可於誠品人APP【優惠券】中查詢。●本券限於指定門市之商場專櫃、誠品書店，單筆消費滿5,000元可抵用，使用期間為2022.6.18 Sat. 至 2022.6.20 Mon.止，逾期無
效，詳細使用說明請見券面說明為準。●以下專櫃恕不可抵用：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STARBUCKS COFFEE、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西門店｜B1-POP MART；2F-丸亀製麵；3AF-綠蓋茶館。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Krispy Kreme、甜吧；2F-元大玩具；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
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安永鮮物；2F-謙碩服裝修改室、Dirty Little Riders；3F-eslite premium 黑卡中心、ITS jewelry。站前店｜麥當勞 McDonald's、松本清、SUK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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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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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詳情活動詳情

6.07 Tue. - 7.05 Tue. 會員來店禮 – MASK  BOY 行李吊牌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知味市集、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兒童館、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全家便利商店 Family 
Mart。西門店│B1-POP MART。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2F-元大玩具；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B1-大創DAISO；1F-Studio-A、SAMSUNG；2F-綠蓋茶館、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
館。新板店｜1F-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安永鮮物；2F-Dirty Little Riders、謙碩服裝修改室、1010湘；3F-ITS jewelry、KIKI餐厅。站前店│松本清、麥當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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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
消費滿500即可

兌換即刻出發！MASK BOY行李吊牌 乙個
多種限定款式等你來收集！（隨機出貨，恕不挑款）

當日
累計滿20,000即可

兌換1,000 乙份

（共限量200份｜內含銀行$200電子抵用券×5張）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惟陽信銀行贈品形式為誠品禮券，兌換需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會員每日各銀行活動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兌完為止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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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lite MEMBERS

兌換地點｜西門店B1／武昌店4F
板橋店5F／新板店1F

站前店B1／R79 B1顧客服務中心



6.01 Wed. - 7.05 Tue. 會員滿額抽 – 即刻出發，度假趣！

●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得兌換，排除專櫃如有異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西門店｜B1-POP MART。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活動期間內單筆消費滿$1,000
（含以上）即可享乙次抽獎機會，單筆金額不累抽，多筆滿額則享多次抽獎會，需至誠品人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遊戲。●本活動將於7.15 Fri.公告中獎名單於迷誠品網站。●獎項於抽中後，須自選指定門市領取獎項，並
於兌獎時間內憑「遊戲任務＞中獎明細」紀錄，至自選門市完成個人所得收據憑證填寫後，始完成兌換，逾期視同放棄得獎資格。●點數獎項於抽中當下即時匯入會員帳戶，可於『【誠品人】APP首頁>誠品點數』查詢點數匯入
紀錄。●本活動僅限台灣誠品會員使用，海外會員恕不適用。●本活動屬機會中獎，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市值超過新台幣1,000元以上者，得獎物品的價值將併入得獎者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主辦單位將依稅法規定於年度結
束後開立扣繳憑單予得獎者；得獎者若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183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不論中獎獎項價值多寡，均須先就中獎所得扣繳20％機會中獎稅金。得獎者需出示繳款收據與身
分證/護照影本與填寫個人統收單，始可領獎，且主辦單位須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予得獎者。得獎者參加本活動而需支付任何稅捐皆為中獎者之法定義務，概與主辦單位/執行單位無關。前述稅捐法規如有更新或變動者，依修正後
之規定辦理。●誠品生活保留活動更改與異動之權利，其他未盡事宜以誠品人APP遊戲任務公告為主。

單筆
消費滿1,000即

享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乙次
有機會抽中，2021全新開幕
高雄洲際酒店豪華經典房住宿券（價值19,540元／組，共5組）

BL.T33大廳酒吧英式下午茶組（價值880元／組，共5組）

誠品點1,000點
高雄洲際酒店 豪華經典房

高雄洲際酒店 BL.T33經典英式下午茶
※ 下午茶圖片僅為示意，實際需以現場供應為主

特別合作｜

6.07 Tue. - 7.05 Tue. 誠品點好好用 – 即刻出發，清涼一夏！ 
誠品人APP誠品人APP

誠品人APP 
憑誠品點50點即可

兌換精選飲品／冰品專櫃 $50電子抵用券
兌換方式：登入誠品人APP > 誠品點數 > 點數兌換

●本活動需先下載並登入誠品人APP會員帳號後方可進行點數兌換。●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誠品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活動期間每會員/每門市限兌換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扺用券限指定專櫃，不限消費金額抵用，單筆消費限使用乙張，使用期限至 2022.7.11 Mon.止，逾期無
效，詳細使用說明請見券面說明為準。●本券恕不退換、不找零亦不得折換現金，且須出示會員本人APP券核銷，恕不接受截圖。●兌換方式為誠品點即時扣抵，信箱收取到點數兌換成功通知函才算完成，系統將自動發送電子抵用券至誠品人APP會員帳號內。●若因不可抗拒因素，取消點數商品兌換，
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網站或誠品人APP【會員中心】中查詢。●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使用抵用券消費之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之累計金額及停車折抵。●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站前店｜布萊恩紅茶 站前店｜樺達奶茶 站前店｜21PLUS 站前店｜莫凡彼餐廳站前店｜OLAND

西門店｜綠蓋茶館 西門店｜小樽手作珈琲 西門店｜天仁茗茶喫茶趣 ToGo 西門店｜COMEBUYTEA

新板店｜安永鮮物 新板店｜上島珈琲店 新板店｜春水堂人文茶館 板橋店｜上島珈琲店

滿額回饋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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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地點｜西門店B1／武昌店4F／板橋店5F／新板店1F／站前店B1／R79 B1顧客服務中心

單筆
消費滿888點數5倍送，還可再抽
5萬點、「您消費，誠品買單」 5名、誠品行旅住宿券
再享當日累計

消費滿5,000送500
內含│商場專櫃$200電子抵用券×1張＋誠品書店$100電子抵用券×1張＋誠品線上$200電子抵用券×1張

會員獨享線上下眾多驚喜優惠商品，邀您一起共5！

7.04 Mon. - 7.05 Tue. 5號會員日，與您共5！兩日加碼回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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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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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各門市顧客服務中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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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累計消費滿5千送5百活動｜活動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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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依現場實際公告為準。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西門店｜B1-POP 
MART。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2F-謙碩服裝修改室。站前店｜麥當勞 McDonald's、松本清。●本活動贈送之500元抵用券，僅限於消費店別抵用，內含「全館＄200元電子抵用券」僅限西門店/
武昌店（可跨店使用）、板橋店/新板店（可跨店使用）、站前店（限單店使用），館內專櫃單筆消費滿1,500元可抵用、「誠品書店100元電子抵用券」限誠品書店、兒童館、文具館、精品文具館、知味市集使用，單筆消費滿800元可抵用、「誠品線上200元電子抵用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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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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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專櫃200元電子抵用券」恕不適用於誠
品書店、兒童館、風格文具館、精品文具館、知味市集、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STARBUCKS COFFEE、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及以下專櫃，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依現場實際公告為準。西門店｜B1-POP MART；2F-丸亀製麵。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
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2F-謙碩服裝修改室。站前店｜麥當勞 McDonald's、松本清、SUKIYA。●R79店不參加「誠品行旅住宿券抽獎」、「全館累計滿5千送5百活動」。●「誠品線上200元電子抵用券」採消費後撈取達檻名單，並於7.08 Fri. 統一匯入達檻會員的誠品線上會員帳
號。優惠券使用期限為7.09 Sat.-7.31 Sun. 止，逾期將無法使用，恕不得轉贈。廠商直送、部分商品不參與優惠券折抵，商品是否適用折扣，請依結帳購物車顯示為準。單筆訂單限用一張優惠券，且單筆訂單滿額之計算方式以實際結帳時之金額為準。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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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金額將以扣除優惠券後之實際付款金額為準。訂單扣除優惠券折扣後，若未達免運門檻，則將收取運費。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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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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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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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詳情活動詳情

當日全館
累計消費滿額，即享指定回饋：

滿20,000即
贈

誠品行旅 The Chapter Café 饗樂套餐 乙份
（價值1,430元）

滿36,000即
贈

誠品行旅 雅緻客房住宿 乙晚
（價值16,000元）

6.07 Tue. - 7.05 Tue. 會員加碼禮—身心靈的漫遊饗宴

●兩門檻贈禮恕不累贈，每卡每日限各兌換乙份，活動期間限各兌換六份。●本活動需至服務台進行登記兌換，活動結束後統一於2022.7.18 Mon.以電子券型式匯入【誠品人APP】會員帳戶內，匯入時同步以簡訊通知。●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 西門店｜B1-
POP MART。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Krispy Kreme、甜吧；2F-元大玩具；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2F-謙碩服裝修改室。站前店｜麥當勞 McDonald's、全家便利商店、松本清。●可與「會員來店禮、城市探索會員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不可
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西門店、武昌店｜金卡／黑卡會員專屬滿額禮。●「誠品行旅The Chapter Café 饗樂套餐電子兌換券」使用期限至2022.11.30 Wed.，不分平假日皆可使用，其他使用規範詳見APP電子兌換券說明，並依誠品行旅公告為主。●「誠品行旅雅緻客房住宿電子兌換券」使用期限至
2022.11.30 Wed.，限週日至週四入住，如欲入住週五、週六或連續假期（含前一日），每房須加價1,500元，其他使用規範詳見APP電子兌換券說明，並依誠品行旅公告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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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apter 饗樂套餐

誠品行旅 雅緻客房

即日起至12.31 Sat. 金卡獨享3萬里程回饋

●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得兌換，排除專櫃如有異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西門店｜B1-POP MART。武昌店｜1F-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門市抵用券$100恕不適用於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STARBUCKS COFFEE、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西門店｜
B1-POP MART；2F-丸亀製麵。武昌店｜ 1F-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站前店│麥當勞McDonald's、松本清、SUKIYA。●每卡限回饋乙次。●會籍累計金額結算至當月月底，並於次月10日前系統自動匯入$500誠品電子抵用券。●金卡會籍累計金額查
詢：請登入誠品人APP>會員中心。●消費時需累計誠品人會員消費始可列入活動計算，不可跨會員累計消費金額。●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限自獲券日起至次月月底，單筆消費滿500即可抵用，相關使用規範，請詳見券面說明。●誠品保留調整或修改活動內容及相關規定之權利。

金卡會籍累計
消費滿30,000以

上即送500（內含│門市$100電子抵用券×3張＋誠品線上$100優惠券×2張）

※本活動需至顧客服務中心進行登記兌換
※ 圖片僅供示意參考







誠品會員 
當日單筆消費滿1,000
即可
兌換福虎生豐 好運帆布袋 乙個 (價值200元)

6.01 Wed. - 6.06 Mon. 享好運 滿額禮

6.07 Tue. - 7.05 Tue. 享原滿 滿額禮

6.07 Tue. - 7.05 Tue. 享好眠 寵愛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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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卡／黑卡會員 
當日累計消費滿7,000
即可
兌換阿原 珍原滿禮盒 乙個 (價值7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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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好眠 寵愛禮」活動重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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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原滿 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

金卡／黑卡會員 
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0
即可
兌換3M新一代防 水洗枕 乙個 (價值1,299元)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站前｜營業時間依迷誠品公告為準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站前店B1 顧客服務中心

站前店
Taipei Station Store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6.07 Tue. - 7.05 Tue. 誠品站前店APP年中抽好禮

●誠品會員每卡每日享乙次抽獎機會，並需要至誠品人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遊戲。
●本活動限站前店之消費，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活動遊戲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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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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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領獎項方式與時間依照誠品人APP【中獎明細】頁面上說明為主。
●得獎者皆需出示誠品人APP本活動領獎畫面與身分證件，提供得獎者本人身分證/護照證件影本，並填寫個人統收單、中獎清冊，始可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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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APP活動頁面公告為準。
●獎項內容：誠品禮券一萬元、靈感信手黏來貼紙等多項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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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卡會員 
當日單筆消費滿200
即可
兌換阿原 艾草包 乙個 (價值99元)

6.07 Tue. - 7.05 Tue. 白卡會員 專屬滿額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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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會員 
當日單筆消費滿300
即可
獲得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 乙次 



Taipei Station
NEW OPENING站前│新櫃登場│

BEARD PAPA'SBEARD PAPA'S｜B1｜B1

BEARD PAPA'S日式泡芙的經營理
念，販賣最新鮮的優質泡芙，不僅注
意每個處理手續的清潔衛生，更強調
無時無刻給予顧客最親切的笑容和服
務，顧客的肯定就是我們最好的回
報，BEARD PAPA'S重視對您的服務
和商品的質感，Have a smile!!

老蔡水煎包老蔡水煎包｜B1｜B1

老蔡水煎包成立於2001年，秉持
以老麵糰製作，吃起來有傳統的麵
糰香，內餡有鮮肉、高麗菜、韮菜
三種。豆漿採用非基改黃豆研磨製
造，香醇好喝。

饅饅好食 Mum,Mum Cake饅饅好食 Mum,Mum Cake｜B1｜B1

蛋糕的全新體驗!入口即化!天然食材
百分百！真心新鮮水果餡，好吃好
美好安心。來自新竹的我們！不滿
足於現況，致力於創造內外兼具、
療癒系甜點的第一品牌！吃的到嚴
選新鮮的食材！更是您從沒品嚐過
的獨特口感!是我們將一顆一顆新鮮
水果滿滿的堆疊!是我們堅持每日手
作! ~是我們堅持新鮮配送!就是要讓
您吃的到當季新鮮的好味道! 安心陪
伴您每個值得慶祝的日子！

小南門豆花 傳統美食小南門豆花 傳統美食｜B1｜B1

小南門創立於民國85年，於東吳大學城
區部旁之小南門以手推餐車經營起家，
因所販售之豆花完全遵循古法以純手工
製作，故而取名「小南門傳統豆花」。
小南門豆花材料新鮮，口感細緻滑嫩，
入口即化，受到附近居民及學生喜愛，
顧客絡繹不絕。目前於百貨公司及醫院
之美食賣場以專櫃型態經營，民國100年
亦設立獨立店面；並於民國91年起陸續
推出「傳統美食」、「點心世界」二品牌，
因口味傳統道地，皆深獲消費者好評。

樺達奶茶樺達奶茶｜B1｜B1

創立於1982年，白底黑字紙杯，是陪
伴許多高雄人的成長記憶。四季冷熱
飲供應，嚴選純紅茶調蔗糖加牛乳不
加冰塊，讓顧客享受一杯健康與口感
兼具的特色飲品，好滋味難以取代！

摩斯漢堡摩斯漢堡｜B1｜B1

MOS以提供真誠的服務與美味的餐
點為基本理念，一本東方「食的文
化」及「醫食同源」的概念，堅持
開發並提供對健康有益的新餐點，
我們選擇真材實料且對身體有益的
高品質食材，獨具東方口味。

龜記茗品Guiji龜記茗品Guiji｜B1｜B1

創立於2017 年，龜記以樸實外表與獨
特古早味飲品闖進手搖飲市場並迅速爆
紅，經典招牌「紅柚翡翠」 更因 「每
一口都喝得到滿滿果粒」而大受歡迎！
「龜記」是台語「果實」的意思，代表
是成果、更是起頭，以「小人物大生
活」理念選用台灣在地小農用心栽種、
親自熬煮的原物料： 不論是楊桃汁 或黑
木耳露 ，龜記秉持初衷，尋找兒時回憶
裡漸漸被遺忘的美好滋味。

台灣山崎麵包Yamazaki台灣山崎麵包Yamazaki｜B1｜B1

源自於日本的台灣山崎麵包，成立
於1987年，一直以來堅持慎選原
料，每天現場烘培，提供最新鮮的
產品，且不斷開發新產品，如：手
工現做的三明治、柔軟的土司、銅
鑼燒等多樣日式風味的點心，讓顧
客都可以買到自己喜愛的產品，享
受美味的麵包。



青鳥旅行青鳥旅行｜B1｜B1

是專為吃貨人設計的創意蛋捲，除了
充滿天馬行空的實驗精神，對甜點的
無比癡狂外，也用兼具傳統酥脆口感
包覆著巧思，翻轉大眾對傳統蛋捲的
印象。透過「吃台灣蛋捲，品世界味
道」的方式，持續探索蛋捲的100種可
能，帶領大家環遊世界，讓蛋捲像青
鳥一樣，陪伴在每個人的日常時刻，
並感受滿滿的幸福。

Krispy KremeKrispy Kreme｜B1｜B1

當您聽到人們討論 ''Krispy Kreme''
的時候，他們通常指的是經典美味：
原味糖霜甜甜圈。從1930年保留至今
的食譜幫助Krispy Kreme製作獨特
又美味的原味糖霜甜甜圈。若您彈指
間從未握有過一顆暖暖的原味糖霜甜
甜圈，您必須馬上嚐試。除了經典美
味之外，還有各種新鮮、可口，包含
有內餡及不同口味的甜甜圈和糕點類
供您選擇。

酷覓星酷覓星｜B1｜B1

利用繁複多層次包覆食品工藝，不斷融
合東西方文化，持續顛覆大家對傳統零
食想像，讓零食不再只是非甜即鹹的選
擇題，而是同時能吃到甜與鹹的黃金搭
配！2017年，一支帶有濃濃台灣味的
香鬆起士糙米捲，勇闖國際美食大賞，
從比利時米其林級主廚們口中奪下二星
風味絕佳獎肯定。持續帶領台灣零食，
在世界的舞台發光發熱。

快車肉乾快車肉乾｜B1｜B1

南門市場老字號如雲，快車肉乾從角落一個攤位開始，兩夫妻親手烘烤賣肉乾，那種散發在地溫暖的好滋味，大家都喜
歡，於是一攤成長成十攤，之後快車肉乾交由第二代掌門人持續茁壯，不變的是還保有傳統濃厚的人情味持續飄香。曾
經風光的南門，隨著時代演進客人逐漸流失，快車肉乾帶入網路行銷手法，為傳統市場出身的快車注入朝氣。改包裝、
推出配套組合任意搭、邀粉絲玩臉書按讚優惠48折，短短半年，快車肉乾晉升網路人氣賣家 100強。快車肉乾，一樣的
老名字、一樣的好味道，卻有了新的樣貌。 快車最暢銷的杏仁薄脆肉紙，平均每片要花1.5小時才能製作完成，厚度最
薄僅0.01公分，薄可透光，爽脆香酥。由於食材天然、卡路里低、不油膩，反而成為現在輕肉食主義者的良伴。30年來
如一日堅持手工現烤。所有豬肉乾採用新鮮豬後腿肉，以釀造 180天的家傳 古早味醬油醃製而成，真空按摩後 高溫烘
烤，厚度、熟度、 色澤須同時兼顧，火候拿捏成了獨門技術，進駐誠品生活松菸店2F，聚集了來自台灣各地的伴手禮
商品的地方，期望藉由文創和在地商品的結合，能吸引到更多台灣以外的顧客認識，讓大家能看見我們做肉乾的用心和
堅持，讓品牌更加壯大。

Mrs.FieldsMrs.Fields
美國菲爾斯太太餅乾美國菲爾斯太太餅乾｜B1｜B1

起源於美式經典現代故事—
一位努力烘焙出自己"甜蜜"夢想的偉
大女企業家，從自家烘焙的巧克力脆
片餅乾(Chocolate chip cookie)開始，
孕育出成功的傳奇故事，彷彿咬下
Mrs.Fields餅乾的瞬間，甜而響亮。

老彭友 秘制辣掌老彭友 秘制辣掌｜B1｜B1

因為老彭友本身就是來自於宜蘭的
品牌，所以想著把宜蘭知名的鴨掌
做成小菜，這也成就了他們獨有的
秘制辣掌。  他們的白玉鴨掌都是
用人工去骨，所以可以安心吃到脆
脆的口感，再搭配獨特的醬汁醃製
過，讓整隻鴨掌都充滿了鮮、香和
辣的香氣相當過癮。

海邊走走海邊走走｜B1｜B1

『海邊走走手工蛋捲』是台灣第一蛋
捲伴手禮品牌，名稱的由來顧名思義
是希望傳達出，輕鬆自在來台灣淡水
踏青，買好吃的美食，度過美好的一
天。並搭配品牌手工蛋捲，讓手工蛋捲
有了新的生命，首創爆漿的花生餡口味
蛋捲，深受台灣及亞洲各國消費者喜
歡，目前是來台旅遊必買伴手禮。

阿默典藏蛋糕阿默典藏蛋糕｜B1｜B1

1994年7月，『阿默蛋糕』以簡單、
靜雅的店面座落在熙來攘往的萬華火
車站附近，為傳統的繁華增添些許的
現代，這就是阿默的起點。『阿默』
由Amo而來，Amo在拉丁文中有”喜
好、喜愛”的意思，而我們相信唯有
默默耕耘，用心製作出的產品，才能
讓消費者口腹滿足、深深喜愛。 



21PLUS｜站前店 B1

誠品限定優惠組
香草烤雞x1+涼拌胡麻青花x1

+雞肉洋蔥圈x1

特價500｜原價640

老董牛肉麵｜站前店 B1
雙人套餐
椒香麻辣半筋半肉麵+清燉牛肉麵
特價391｜原價460

老董牛肉麵｜站前店 B1
小籠湯包+牛肉捲餅
特價179｜原價210

老董牛肉麵｜站前店 B1
紅燒牛肉湯餃+牛肉捲餅
特價187｜原價220

拾果OLAND｜站前店 B1
鳳梨冰茶 M
特價60｜原價70

鐵觀音紅茶 茶包禮盒(20入)
推薦價390

布萊恩紅茶｜站前店 B1
復刻紅茶 新品上市
M50元 L60元

這一小鍋｜站前店 B1
任選肉類主餐，主餐肉品加量半價

菘韓館｜站前店 B1
豚骨大蒜叉燒拉麵
推薦價218

菘韓館｜站前店 B1
豬排咖哩飯
推薦價258

莫凡彼餐廳｜站前店 B1
凡點購雙人午茶組，即贈送2包濾掛咖啡
*恕無法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贈品款式隨機，依現場為主，送完為止
推薦價599

站前│Taipei Station│美食大冒險

菘韓館｜站前店 B1
雙人套餐
石鍋拌飯+泡菜豆腐鍋+
辣炒年糕+炸豆腐+飲品x2
特價788｜原價896



天天匠心｜站前店 B1
成人平面醫用口罩系列(50入)
款式：藍／粉／黃／紫／白
推薦價300

天天匠心｜站前店 B1
【天天Ｘ宇宙人】

幼幼防菌立體醫用口罩系列 (20入)
款式：乖乖睏／歡樂樂隊｜推薦價150

【天天Ｘ宇宙人】
兒童防菌立體醫用口罩系列 (20入)
款式：QQ軟糖／雪花泡泡｜推薦價150

天天匠心｜站前店 B1
成人平面醫用口罩-行星系列（20入）
款式：地球／水星／火星／土星
金星／木星 （共6款）｜推薦價159

天天匠心｜站前店 B1
【匠心Ｘ鋼彈】平面醫療級口罩系列 (20入) 
尺寸：M婦幼款(適合大童及小臉女生)、L成人款式：
❶完整機體系列—獨角獸鋼彈、新安洲裝甲、剎帝利裝甲❷局部機體系列—獨角獸模式&
獨角獸毀滅模式、新安州模式&吉翁公國❸數位迷彩—獨角獸、解放獨角獸、新安洲、
吉翁量產MS、剎帝利、報喪女妖(共11款)｜推薦價170

天天匠心｜站前店 B1
【匠心×奶油獅 】3D立體口罩系列（10入）
尺寸：XS幼幼款（適合1~3歲）、S兒童款（適合4~8歲）
款式：魔幻叢林綠／魔幻叢林橘｜推薦價99

天天匠心｜站前店 B1
茶香系列 成人魚型口罩列(3入)
款式：蜜香紅茶／凍頂烏龍茶／高山綠茶
推薦價79

外出趴趴罩

天天匠心｜站前店 B1
【天天Ｘ早安健康】兒童防菌立體醫用口罩-加強款(40入)

防菌／防空汙／防風保暖／鼻腔保濕
款式：藍/粉｜推薦價320

天天匠心｜站前店 B1
【天天Ｘ大港開唱 】人生好罩

成人魚型口罩(20入)｜推薦價300

6.01 - 6.06 誠品會員全館滿3,000送300

天天匠心｜站前店 B1
成人韓版魚型醫療級口罩系列（20入）款式：伯爵奶茶／香檳葡萄／莓果派對
／宇治抹茶／爆漿藍莓 （共5款）｜推薦價240

天天匠心｜站前店 B1
【天天ＸPORTER】成人平面口罩
紮染軍綠(20入)｜推薦價299



站前│Taipei Station│妝扮輕旅行

CONI｜站前店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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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盒
特價799｜原價2,398

CONI｜站前店 B1
清爽防護
自動校色防護霜SPF48 30ml
無限肌緻極淨卸洗凝膠 420ml
特價1,980｜原價3,580

CONI｜站前店 B1
舒壓潔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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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價2,800｜原價5,400

NU derma｜站前店 B1
金采極緻晶凍凝露125ml

特價1,000｜原價1,800

NU derma ｜站前店 B1
亮采金球去角質凝霜
特價1,000｜原價2,000

NU derma ｜站前店 B1
海神霜(金采賦活保濕精華霜)100ml x1

+金采極緻晶凍凝露125ml*

+無瑕清透防護霜30ml x1 

特價5,800｜原價11,200

蕾舒翠 ｜站前店 B1
❶花神晶凝霜 x1+花神防禦安瓶（10入）x1

特價10,000｜原價13,500

❷花神晶凝霜 x1+袋鼠花彈力絲光精華 x1

特價10,000｜原價12,300

❸水盈潤眼凍 x1+眼膜系列x50片
特價2,500｜原價4,250

berji ｜站前店 B1
海藻去角質凝膠120ml x2

特價1,500｜原價3,000

berji ｜站前店 B1
輕透保濕潤色隔離霜30ml x1

裸妍潤色輕透水粉蜜30ml x1

特價2,280｜原價4,560

berji ｜站前店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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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N ｜站前店 B1
藍金活酵能量舒壓眼膜8ml（50片）
特價999｜原價6,000

多肽睛澈修護眼膜10ml（50片） 
特價999｜原價6,000

晶澈選品 ｜站前店 B1
著丹寧系列 新色上市
❶時尚棕 ❷經典灰 ❸經典棕
推薦價275／盒

berji ｜站前店 B1
極致美白精華液50ml x1

密集修護眼部精華50ml x1

槴子花柔嫩皙白化妝水135ml x1

特價2,500｜原價4,560

倍優｜站前店 B1
脈輪香霧
任選2入88折
※贈能量貼

倍優｜站前店 B1
小資女最愛清潔組
氨基酸洗面皂150g（玫瑰／苦棟）
愛蜜濃氨基酸洗面皂150g

黃金保濕卸妝油 120ml

任選1入9折、3入85折

❶
❷

❸

❶ ❷ ❸



6.01 - 6.06 誠品會員全館滿3,000送300

PG美人網｜站前店 B1
PGｘ櫻桃小丸子 幸運物語

❶手提包｜推薦價890 ❷斜背小包｜推薦價790
❸翻蓋斜背包｜推薦價1,080 ❹斜背包｜推薦價980

PG美人網｜站前店 B1 ❶角落小夥伴 沁甜時分｜抗UV舒柔涼感短袖T恤｜推薦價490 ❷角落小夥伴 甜漾冰氛｜荷葉袖抗UV舒柔涼
感T恤｜推薦價490 ❸角落小夥伴 雨你相聚｜吸濕排汗短袖T恤｜推薦價390 ❹角落小夥伴 手作娃娃｜公主袖吸濕排汗T恤｜
推薦價390 ❺角落小夥伴 有你真好｜吸濕排汗短袖T恤｜推薦價390

RITE｜站前店 B1
皮蛋肉鬆吐司包
推薦價1,980

FUTURE｜站前店 B1
海軍風上衣
特價804｜原價2,680

休閒百搭褲裙
特價834｜原價2,780

FUTURE｜站前店 B1
碎花洋裝
特價1,074｜原價3,580

S'AIME東京企劃｜站前店 B1
雙背帶2用蝴蝶水桶包
推薦價1,880

RITE｜站前店 B1
藍莓蘇打吐司包
推薦價1,680

❶

❸

❶

❶ ❷ ❸ ❹ ❺

❷

❹



誠品會員 
當日於R79店累計滿2,500
即
贈100電子抵用券 三張

6.01 Wed. - 6.06 Mon. 滿千送百

6.07 Tue. - 7.05 Tue. 口罩天天戴 滿額禮

6.07 Tue. - 7.05 Tue. 外出良品 滿額禮

本活動限誠品R79當日消費發票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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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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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本券

使用範圍：誠品R79，惟不適用於：STARBUCKS COFFEE，特賣會，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抵用券適用期間：2022.06.01 Wed.-2022.06.30 Thu.，逾期無效，抵用券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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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並以此類推：誠品R79│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音樂館、誠品兒童館●「指定銀行獨享回饋

活動」須持台灣發行之指定銀行信用卡刷卡累計滿額，並須憑信用卡(或手機裝置支付畫面)、同卡號簽單及消費發票(含明細)至顧客服務中心/贈品處兌換；儲值卡加值或儲值卡加值後之消費及紅利折抵不列入上述活動計算；花旗金融卡、商務卡／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公司商務卡及採購卡恕不得

兌換。限量份數為各店同活動共同計算，各銀行採限量贈完為止；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實體卡與行動支付(僅限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刷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計算。●「指定銀行獨享回饋活動」不得與館內「第二季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指定銀行

獨享回饋活動」若有未盡事宜依「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注意事項為準。●使用抵用券或誠品商品禮券消費之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之累計金額及停車折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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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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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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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音樂館、誠品兒童館。
●本活動恕不與「外出良品 滿額禮」重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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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音樂館、誠品兒童館。
●本活動恕不與「口罩天天戴 滿額禮」重複兌換

誠品會員 
當日累計消費滿2,000 即可

兌換 天天口罩
匠心成人韓版魚型口罩(20入)宇治抹茶色 乙盒

誠品會員 
當日累計消費滿6,000 即可

兌換RITE側背包 乙個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R79｜營業時間依迷誠品公告為準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R79
Underground R79

內含｜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3張

100
本券僅適用於誠品R79店

使用期間｜ 2022.6.01 Wed. - 2022.6.30 Thu.止
逾期無效，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抵用券   NT$

誠品R79店

年中慶滿千送百 

A000001 100
本券僅適用於誠品R79店

使用期間｜ 2022.6.01 Wed. - 2022.6.30 Thu.止
逾期無效，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抵用券   NT$

誠品R79店

年中慶滿千送百 

A000001 100
本券僅適用於誠品R79店

使用期間｜ 2022.6.01 Wed. - 2022.6.30 Thu.止
逾期無效，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抵用券   NT$

誠品R79店

年中慶滿千送百 

A000001

（價值1,980元)

（價值240元)

兌換地點｜誠品79書店服務台



有空5mins｜R79店 B1有空5mins｜R79店 B1
啵~草莓-長版上衣啵~草莓-長版上衣
特價特價1,104｜原價｜原價1,3801,380

FUTE｜R79店 B1FUTE｜R79店 B1
韓版紙莎草編織帽韓版紙莎草編織帽
特價特價480｜原價｜原價680680

防潑水城市郵差包防潑水城市郵差包
特價特價2,380｜原價｜原價2,5802,580

艸頭黃｜R79店 B1艸頭黃｜R79店 B1
法式浪漫大盤帽法式浪漫大盤帽
特價特價1,550｜原價｜原價1,6801,680

S'AIME 東京企劃｜R79店 B1S'AIME 東京企劃｜R79店 B1
雙層拉鍊手提肩背2way包雙層拉鍊手提肩背2way包
特價特價1,602｜原價1,780｜原價1,780
※限量十顆※限量十顆

海拿滋｜R79店 B1海拿滋｜R79店 B1
水果堅果磚 （鳳梨／芒果／番茄）水果堅果磚 （鳳梨／芒果／番茄）
購價購價199｜原價｜原價250250

HANAKO GOODS｜R79店 B1HANAKO GOODS｜R79店 B1
捲毛紅貴賓（捲毛紅貴賓（22款）款）
特價特價1,428
原價原價1,6801,680

VACANZA ACCESSORY｜R79店 B1VACANZA ACCESSORY｜R79店 B1
❶ ❶ 雙釦弧形‧純銀戒指  （銀）雙釦弧形‧純銀戒指  （銀）
特價特價670｜原價｜原價750 750 ※限量※限量55個個

expo｜R79店 B1expo｜R79店 B1
花見小路  黑花見小路  黑
推薦價推薦價1,480
花見小路  奶茶白花見小路  奶茶白
推薦價推薦價1,580

❶❶

❷❷
❷ ❷ 迷你鏈垂掛全純銀迷你鏈垂掛全純銀耳環 耳環  （銀） （銀）
特價特價340｜原價｜原價380 380 ※限量※限量55個個

expo｜R79店 B1expo｜R79店 B1
Romane Airpods ProRomane Airpods Pro  
保護套（矽膠）吐司／烤吐司保護套（矽膠）吐司／烤吐司
推薦價推薦價439

R79│Underground R79│食旅遊玩Style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使用eslite Pay、街口支付、LINE Pay及台灣Pay消費恕不得兌換；如使用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刷卡消費則可兌換之，惟實體卡與行動支付若綁定同一張信用卡，二者刷卡消費金額
恕不得合併計算亦不得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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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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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行達人VISA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新光銀行VISA金融卡及商務卡之消費恕不得兌換。●以上活動限於西門店/武昌店(可跨店累計)、板橋店/新板店(可跨店累計)、站前店/R79(可跨店
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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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參加：站前店｜麥當勞、松本清、全家便利商店、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贈品
顏色與規格以現場實物為準，贈品樣式採隨機出貨，除瑕疵或故障品外，恕不接受換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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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4.01 Fri.- 2022.7.04 Mon.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洽詢專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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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8,000
贈 商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分期七卡恕不兌換分期加碼禮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5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5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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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300份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2.4.01 Fri.-2022.7.04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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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殊說明外，信用卡同卡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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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500份

單筆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2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150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單筆分期滿20,000
贈 誠品禮券5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分期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5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38,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0
贈 誠品禮券1,000
乙份，限量100份
※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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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每月限量150份

單筆分期滿24,000
贈 誠品禮券400
※7月份數與6月份數採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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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活動限 4.16  - 6.3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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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份

滿4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