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U Living | 2F

ME TIME

春夏新品-木蓋香氛蠟燭 300G
香草/梔子花/玫瑰荔枝
原價 600 元｜特價 400 元

DAVI 單人布沙發-棕/白色
原價 7,500 元｜特價 6,100 元DAVI 厚腳蹬-棕  

原價 1,800 元｜特價 1,300 元

鋁合金不沾平底鍋-24CM
原價 1,250 元｜特價 1,000 元

鋁合金不沾平底鍋-28CM
原價 1,400 元｜特價 1,120 元

香氛禮品組合
原價 1,800 元｜特價 1,600 元

迷你小燉鍋二件組-橘色/紅色 
原價 880 元｜特價 720 元

烤盤二件組-橘色/紅色
原價 780 元｜特價 600 元

旅行用茶具三件組
茶壺杯-白色 / 布包-深藍色 /白色
原價 1,550 元｜特價 1,350 元

THU

�/��

MON

�/��

滿 5,000 送 500
滿 3,000 送 300

4/29 Fri. - 5/02 Mon. 誠品會員於指定專櫃單日累計消費

詳 見 內 頁



北極熊媽媽任搭北極熊
化石先生 | 2F

兩件 85 折
一期一會瓷杯瓷壺組
送阿里山金萱150g(限量20組)

淡然有味 ￨ 3F

原價 4,880 元｜特價 4,000 元

病毒盾家庭禮盒
PURES | 1F

原價 1,545 元｜特價 1,390 元

媽媽收到可能會愛
Hubox | 2F

推薦價 1,390 元

法國阿爾卑斯山香氛蠟燭經典款
TrucTruc 圖克圖克 | 2F

推薦價 1,280 元

手部養護3件組
任選洗手露1L＋洗手露330mL＋護手霜30mL

茶籽堂 | 2F

原價 2,410 元｜特價 2,120 元

初級四季油畫
創意美術 | 2F

原價 3,190 元
FB打卡價 2,500 元

Muse版型女U領T-
修身剪裁 俐落穿著

TaiChi素T專賣 | 2F

原價 620 元｜特價 558 元

LaQ呵比暴龍 | 300pcs+4pcs
誠品書店 | 3F

原價 1,050 元｜特價 893 元

母親節擴香花精油禮盒
(萬花四季春茶/迷人蜜香紅茶)

家香 Jia Shiang | 1F

原價 2,360 元｜特價 1,880 元

摺耳貓水泥桌燈
曙muse feather | 1F

原價 1,580 元｜特價 1,280 元

好好整理組(含櫃腳)
環安傢俱 ￨ 3F

原價 7,780 元｜特價 4,900 元

ANBOX趣玩紙屋 | 一企趣存錢
誠品書店 | 3F

原價 650 元｜特價 553 元

茶香玫瑰洗沐系列
JO MODEL ￨ 1F

原價 2,360 元｜特價 2,000 元

黑卡會員消費滿 5,000
享 79 折優惠 

聖查理百年藥妝店 ￨ 1F

台灣墨玉手鍊
黑土x石樂 | 2F

「我的媽媽」(A5尺寸)
禾荳荳美術館 | 3F

原價 1,200 元｜感恩回饋價 699 元

大嘴鳥呼吸氣氛燈
expo ￨ 2F

全館 88 折
特價品、配件、組合優惠除外

SALTLIFE鹽夢工場 | 2F

700ml
任選二入

不併用
會員卡優惠 需預約

推薦價 569 元

原價 2,380 元起｜現折 520 元

抗老保濕組
(胎盤精華液X2/胎盤配合滋潤化妝水X1/胎盤配合保濕乳液X1)

SNOVA | 1F

原價 5,910 元｜特價 5,024 元

會員再9折
送兩面用

燈芯絨花色袋

iTQi食品界
米其林獎



hapidae草莓洛神紅茶法式軟糖
誠品知味市集 | 2F

推薦價 180 元

炆久之芯滴紅豆／5入盒裝
誠品知味市集 | 2F

原價 900 元｜特價 792 元

有機枸杞原汁 30ml／10入／盒
誠品知味市集 | 2F

原價 720 元｜特價 539 元

咖啡系列飲品 88 折
醋頭家 | B1

購買馬卡諦經典麻糬鬆餅套餐
送口罩一包  

馬卡諦冰淇淋 | B1

曼寧玫瑰純露
誠品知味市集 | 2F

推薦價 600 元

茉香翠玉
外帶第2杯半價(原價160元/乙杯) 

山山來茶 | 3F
米鬆餅+手沖咖啡乙杯
(尼加拉瓜愉悅莊園or衣索比亞古吉日曬)

窩巢咖啡 | B1

原價 220 元｜特價 180 元

Double Box-可微波不鏽鋼
便當盒／綠豆沙

expo | 2F

原價 1,480 元｜特價 1,280 元

好日子agooday大食袋
expo | 2F

原價單件 690 元 / 兩件 1,380 元

任兩件 1,180 元

手作皮件包款課程 
Hsu & Daughter 徐氏父女皮件工作室 | 2F 

包款課程全系列 85 折

KAKA大三鮮脆片／鹹蛋黃
誠品知味市集 | 2F

推薦價 130 元

橘時咖啡 | 2F
匈牙利捲+ 冰滴咖啡乙瓶
享 9 折優惠

凡購買咖啡禮盒
贈2包濾掛咖啡

再來咖啡 | 3F

新品上市
哈蜜瓜四季凍飲

天仁茗茶 | B1
綠豆沙牛奶2杯
果樹媽媽 | B1

原價 130 元｜特價 110 元

●誠品會員於指定專櫃單日累計消費滿 5,000 元，送 500 元電子抵用券。
●單日累計消費滿5,000元指定專櫃：1F-SHIRLEY  YANG、CHARINYEH、ISABELLE WEN、
WHIPLE、VIGA  WANG、DOUCHANGLEE、DLEET、Hotel  V、SABRA ANDRE、YEUSEN、
rather、MACACA、LINOUS、YSANNE、林曉同、Aisle by abcense、OLIVIA YAO、蔡依珊、揀
選living stone；2F-圖克圖克、郭錦如紀念學苑、木子moods、CLASSICO、草山金工、化石
先生；3F-力雄茶行、淡然有味、天華沉香、友士、Panasonic、長順茗茶、環安傢俱。
●活動期間每人每卡「加碼一」消費累贈最高回饋上限2,000元。消費累計以發票金額為準。

●誠品會員於指定專櫃單日累計消費滿 3,000 元，送 300 元電子抵用券。
●單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指定專櫃：1F-水鹿、viina、Go with the flow、PURES、WANRU 
FU、Jo   Model、SNOVA、家香、聖查理、恬雨、曙muse feather；2F-阿原、林三藝、拓銀、
Pipijudy、YU Living、鹽夢工場、台灣黑土、Le Monde Des Copines、Hubox、坤水晶、藝桐
饗宴、茶粒茶、辰熹、食光研究室所、午茶夫人、安心味覺、海邊走走；3F-山山來茶、Deya。
●活動期間每人每卡「加碼二」消費累贈最高回饋上限1,200元。消費累計以發票金額為準。

注意事項：●會員可同時參與「加碼一」與「加碼二」回饋優惠。●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及銷貨明細至2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加碼活動與全館滿額禮不得同步並用。●抵用券使用期限 
2022.4/29 Fri. - 5/31 Tue.，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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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用券使用方式如有未盡事宜，請以現場公告為準。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見全館活動注意事項說明。

2022.4/29 Fri. - 5/02 Mon.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 — ●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松菸店當日單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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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利於活動核對。●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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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乙項活動贈禮。●活動期間每位會員消費滿額限回饋乙次，不可累贈。消費累計以發
票金額為準。●誠品行旅／誠品講堂／B1-誠品電影院 、誠品表演廳、 誠品畫廊／1F-台灣大哥大門市，以上專櫃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所有贈品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圖
片僅供參考，兌出後除瑕庛品恕不接受退換。●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及銷貨明細至2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點數相關活動僅限台灣申辦之誠品人會員獨享。●使用抵用券、商品禮券、書
店禮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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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反面影本始得以領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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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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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辦理退貨，所兌換之抵用券、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退貨時如未攜帶抵用券、活動贈品辦理退貨程序，須無條件同意依本商場公告之退貨價格
退還等值現金。●活動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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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4/28 (Thu.) - 5/16 (Mon.)

4/28 (Thu.) - 5/16 (Mon.)

4/28 (Thu.) - 5/16 (Mon.)

4/28 (Thu.) - 5/16 (Mon.)

5/07 (Sat.)

會員單筆消費每滿$1,000 即可參加 APP 遊戲任務抽獎

第二波 ： 4/28 Thu. - 5/16 Mon.

有機會抽中價值逾萬元設計師包款；JAMEI CHEN 牛皮手提包
Vanessa Bruno托特包、多款精美項鍊、飾品等。

●注意事項請詳見下方全館活動注意事項說明。

會員單筆消費滿$5,000 送山山來茶 獨享下午茶組
 (飲品+甜點，價值$310 / 限量300份)

●下午茶券使用期限 2022.04.01 Fri. - 05.31 Tue，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
準。●需持銷貨明細至2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下午茶券。●注意事項請詳見下方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說明。

●注意事項請詳見下方全館活動注意事項說明。

會員單日消費累積滿$60,000 (含以上) 送
SHURE AONIC 215 無線藍芽耳機
(價值$8,290，限量6組)

●注意事項請詳見下方全館活動注意事項說明。

詳情請掃描QR CODE

會員單日消費累積滿$10,000 (含以上)送
3M防蟎兒童單人被 (價值$6,490，限量4組)

掃描QR CODE 即刻報名

香氣實驗室｜調出屬於自己的迷人香調，這罐香水只屬於妳！
Jo Model 研製 24 種精選香調，調製專屬於妳的香氛氣味

活動內容： Jo Model客製化香水調製活動+加贈品牌氣墊梳（乙支）
+松菸店獨家贈送「SAINT CHARLES 30分鐘芳香療法按摩體驗」
活動地點： 誠品生活松菸店 B1午茶區
活動時間： 14:00 -15:30（1.5h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