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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
年中慶 
癒しい 。最療癒的遊逛指南

活動共同注意事項：

●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於信義店、松菸店、南西店單店兌換，恕不跨店累計計算，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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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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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抵用券使用期間見本活動頁右上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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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滿千送百活動」、「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活動」恕不得與信義店｜「感官新體驗 專屬禮」、松菸店｜「療癒食禮 專區滿額禮」、「森

林洗禮 境外旅客限定」重複兌換。●「銀行加碼100元、300元電子抵用券」適用店別：信義店、松菸店、南西店、西門店、武昌店，各店適用規範請依券面說明為主。●「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活動」須持

台灣發行之指定銀行信用卡刷卡累計滿額，憑信用卡（或手機裝置支付畫面）、同卡號簽單及消費發票兌換，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恕不得兌換；儲值卡加值或儲值卡加值後之消費及紅利折

抵恕不列入上述活動計算；各銀行採各門檻限量贈完為止，各門檻限量份數為全台活動共同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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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實體卡與行動支付為同一張卡號，恕不重複兌換。本活動可與「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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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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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用券使用說明：

●「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及「信義店加碼100元電子抵用券」僅限兌換店別當店館內使用，不可跨店別使用，適用方式請依券面說明為準。●誠品講堂、誠品畫廊、誠品行旅、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及

各店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與「銀行加碼100、300元電子抵用券」，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信義店｜5F-靜思書軒、恆隆行dyson特賣會；4F-大師修、與你、

KVAN Select；1F-STARBUCKS；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特賣會；B2-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麥當勞 McDonald's、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明德素食園。松

菸店｜B2-丸亀製麵；1F-台灣大哥大門市；2F-三花棉業。南西店｜5+F-謙碩修改室；全館臨時櫃及活動快閃店。●誠品講堂及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信義店加碼100元電子抵用券」，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

現場實際公告為準：信義店｜5F-靜思書軒、恆隆行dyson特賣會、誠品兒童館；4F-大師修、與你、KVAN Select、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

具館；1F-STARBUCKS；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特賣會；B2-7-ELEVEN、晶碩光學、麥當勞 McDonald's、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屈臣氏 Watsons、明德素食園、誠品酒窖。●以下專

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或「銀行加碼100、30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並以此類推：信義店｜5F-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2F-誠品

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松菸店｜3F-living project、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南西店｜5F-誠品書店、誠品文具、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誠品知味。

活動排除專櫃說明：

●誠品講堂、誠品畫廊、誠品行旅、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及各店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全館滿千送百活動」與「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活動」消費金額累計，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

準：信義店｜5F-靜思書軒、恆隆行dyson特賣會；4F-與你、KVAN Select；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特賣會；B2-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松菸店｜B2-丸亀製麵；1F-台灣

大哥大門市；2F-三花棉業。南西店｜5+F-謙碩修改室；全館臨時櫃及活動快閃店。●誠品講堂及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信義店「指定樓層同慶加碼活動」，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信義

店｜5F-靜思書軒、恆隆行dyson特賣會、誠品兒童館；4F-與你、KVAN Select、誠品風格文具館；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B1-綠蓋茶．館、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特賣會；B2-7-ELEVEN、晶碩

光學、屈臣氏 Watsons、誠品酒窖。

2020 6.04Thu. - 2020 6.30Tue.止
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抵用券使用期間：

6.04�u.-6.09 Tue.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刷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

兌換地點：

信義店｜B1 贈品處／商場閉店後請至3F藝術館

松菸店｜B2 顧客服務中心

南西店｜4F 顧客服務中心

首 6 日
滿千送百
刷指定銀行最高享回饋１％

※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   ※街口支付與LINE Pay消費恕不參加銀行活動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單店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元送5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 x 2 張

信義店

單店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元送5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 x 2 張

松菸店／南西店

滿10,000元送100元電子抵用券 共限量500份

滿30,000元送900元電子抵用券 共限量300份

 內含│銀行加碼100元電子抵用券 x 1 張

 內含│銀行加碼300元電子抵用券 x 3 張

信義店／松菸店／南西店

B2 ／ B1 ／ 4F ／ 5F  滿6,000元加贈2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加碼100元電子抵用券 x 2 張

1F／2F／6F  滿20,000元加贈5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加碼100元電子抵用券 x 5 張

・指定樓層同慶 當日累計消費再加碼

※各門檻每卡/每日限加贈乙次

（限分期刷卡）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信義店B1贈品處(6.04-6.09)、B1顧客服務中心(6.10-7.01)／商場閉店後請至3F藝術館；
松菸店B2顧客服務中心；南西店4F顧客服務中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當日單店服飾、配件專櫃累計消費滿20,000元，即可兌換誠品行旅In Between主廚精選義法饗
宴單人套餐乙份（價值2,530元）
當日單店累計消費滿36,000元，再加贈誠品行旅雅緻客房住宿乙晚（價值20,196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至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憑誠品點10-50點，可兌換療癒美食優惠券；

並於活動期間內到指定專櫃使用，即有機會抽中 illy 品味經典 River濾壓壺（價值1,280元，共1只）、

Dyson Ball Fluffy+ CY24紅圓筒式吸塵器（價值33,500元，共1台）

使用LINE Pay「我的條碼」付款，單筆消費滿5,000元
享LINE POINTS 2%點數回饋！

- 綁定任一發卡銀行卡片或註冊一卡通帳戶付款皆可參與，以每筆實際支付金額╳2%後四捨五入計算。
- 活動期間每LINE Pay帳號最高限得200點。
- 限量10萬點，贈完為止。

活動再加碼  
使用已綁定「中國信託LINE Pay聯名卡」付款，單筆消費滿5,000元，
再享LINE POINTS 3%點數回饋！

- LINE POINTS 3%點數回饋為中國信託活動加碼2%點數回饋+原中國信託LINE Pay卡一般消費1%點數回饋。
- 中國信託活動加碼2%點數回饋：活動期間每LINE Pay帳號最高限得300點，所有LINE Pay用戶總回饋上限為20萬點，贈完為止。
- 原中國信託LINE Pay卡一般消費1%點數回饋：將於商店請款完成(約5至7個工作天)後陸續發放。

◎LINE POINTS點數折抵金額不列入活動計算。
◎點數回饋額滿訊息將透過LINE Pay官方帳號通知，請務必加入LINE Pay官方帳號並解除封鎖。
◎活動加碼2%點數回饋為付款成功24小時後陸續發放。

提醒：必須同意行銷資訊提供政策，才可獲得活動回饋點數；使用LINE Pay消費恕不參與館內任何銀行活動。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單店單筆消費滿1,000元，即可獲得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抽中：

OSIM V手天王（價值148,800元，共1名）、

OSIM 護眼樂（價值3,280元，共10名）

●本活動需至顧客服務中心登記，活動期間每卡(限同一身分ID)各門檻限兌換乙次。●本活動將統一於2020.7.17 Fri.以電子券型式匯入【誠品人APP】
會員帳戶內，並於匯入時同步以簡訊通知。●服飾、配件活動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信義店│B1-TOUGH、in、Salad、French 
Connection、YU-PENG SHIH、MANGO、MONDADA、D'SHOWROOM、odbo、Vanger、Story Leather、be*U、Superdry、Blancy、People 
Market、PEPPER'S、MOBO、TAIWANIZE、TOOT、COWA；1F-全樓層專櫃（惟STARBUCKS、K'space、agnès b. CAFÉ、O!Balloon、法國 adopt'、
EDN、CNFlower不適用)；2F-MARIMEKKO、dienes silver、莫莉里安尼、Caspia LiLi、Minimalist、PORTER、惟物之間 x KJADE 體驗空間、
PIQUADRO、Le Bonheur Design、Bannies pashmere、艸化工事 Maison du Corsage、VESSEL、MS MingShine Xinyi、R&F、TAN&LUCIANA；
4F-ADOLE、Mao's Doll襪娃、Raz studio、超硬、Hannah Huang Jewelry、MIESTILO、Doughnut、Beau  Jewelry、Ficelle Design Jewelry、Isha 
Jewelry、Silver Twinkle、Fuku Fuku Jewelry、alto、moshi、框框；5F-Mamas&Papas、卓也藍染、幸聞園、Kalaskids、CIPU、tiger family、
I love sprinkle、CANI、GOOMI、Old soles、mombabyfun、Beckmann、送子鳥、oui oui。松菸店│1F-全樓層專櫃（惟誠品行旅／誠品講堂／台灣大
哥大門市不適用）；2F-MARIMEKKO、dienes silver、莫莉里安尼、Caspia LiLi、Minimalist、PORTER、惟物之間 x KJADE 體驗空間、PIQUADRO、
Le Bonheur Design、Bannies pashmere、艸化工事 Maison du Corsage、VESSEL、MS MingShine Xinyi、R&F、TAN&LUCIANA；4F-ADOLE、
Mao's Doll襪娃、Raz studio、超硬、Hannah Huang Jewelry、MIESTILO、Doughnut、Beau Jewelry、Ficelle Design Jewelry、Isha Jewelry、
Silver Twinkle、Fuku Fuku Jewelry、alto、moshi、框框、VentureZac；5F-Mamas&Papas、卓也藍染、幸聞園、Kalaskids、CiPU、Tiger Family、
I love sprinkle、CANI、GOOMI、Old soles、mombabyfun、Beckmann、送子鳥、oui oui。松菸店│1F-全樓層專櫃（惟誠品行旅／誠品講堂／台灣
大哥大門市不適用）；2F-全樓層專櫃（惟溫叨Cafe & Dining、安心味覺、有記茶行、藝桐饗宴、味百選、海邊走走、快車肉乾、原味千尋、茶粒茶、上
信饌玉、辰熹商行、248農學市集、金長利、71°N QOOKIE MADE、小樽手作珈琲、三花棉業不適用）；3F-全樓層專櫃（惟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
館、living project、春水堂、淡然有味、再來咖啡、京盛宇、SIID CHA、長順茶行、山山來茶不適用）。南西店│1F-russet、AS Group、VIVENTY、
ORiental TRaffic、jeffreycampbell、STEVE MADDEN、MICHAEL KORS、VA Vendome Aoyama、ete、COCOSHNIK、ELISA GEMS、Grastyle、
JEWELRY MOTHERHOUSE、JUST BLOOM、DANIEL WELLINGTON、MELROSE、CHOiCE、Front、Arnold Palmer X Hello Kitty、Gracegift；
2F-DOUCHANGLEE Lab、Isabelle Wen溫慶珠、Dleet、J&NINA、Viga Wang、CRY、Whiple 、Cote'lac、if&n、YUER、& by tan&luciana、
HTHREE、R&F、Legal Girl法律女孩花藝事務所、STATUS ANXIETY.、Viina、Passion、IN、YUWEN、ZOEYF、dienes silver；3F-Garden by one 
way、Green Parks、SOLOMAX、XWYSiblings、PIQUADRO、FRED PERRY、Half half、INLook、MARJORIE、PEPPER'S、HERLS、override、
VACANZA ACCESSORY、S'AIME東京企劃、BANNIES' PASHMERE、iLOOK、bitplay、W.wear；4F-皮兒吧、Febbi、DYDASH、MAO'S DOLL襪娃手創
館、艸化工事、印花樂、BUWU布物設計、花見小路、Humming、CLASSICO、繭裹子、emmaAparty、SEW INCORPORATION、Ultrahard超硬、Silver 
twinkle、modigliani 莫莉里安尼、一月一日、加拾；5F-Alto、鈹工作室、目目設計、moshi。●誠品講堂、誠品畫廊、誠品行旅、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
廳、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精品文具館、誠品音樂館、誠品兒童館、誠品知味市集及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滿36,000元贈誠品行旅雅緻
客房住宿」消費金額累計，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信義店│5F-靜思書軒；3F-誠品咖啡eslite café；B2-誠品酒窖、7-ELEVEN、晶碩光
學、屈臣氏 Watsons。松菸店│1F-台灣大哥大門市；3F-living project。南西店│5F-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5+F-謙碩修改室；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
●不可與信義店「感官新體驗 專屬禮」、松菸店「療癒食禮 專區滿額禮」、「森林洗禮 境外旅客限定」、南西店「南西獨家最優惠 專區A＋B加碼禮」活動
重複兌換。●「誠品行旅In Between主廚精選義法饗宴單人套餐電子兌換券」使用期限至2020.11.30 M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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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30 Mon.，限週日至週四入住，如欲入住週五或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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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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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累計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活動
期間，每筆到櫃用券次數視為乙次抽獎機會，每卡不限抽獎機會。●兌換為誠品點即時扣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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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點數商品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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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專區】中查詢。●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得
獎名單將於2020.7.16 T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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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16 Thu.-2020.8.16 S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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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無法使用LINE Pay付款或不適用此活動櫃位如下，若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信義店｜誠品講堂；1F-STARBUCKS；B2-屈臣氏Watsons、7-ELEVEN、
麥當勞 McDonald's、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明德素食園。松菸店｜誠品行旅、誠品講堂；1F-台灣大哥大門市；B2-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
誠品畫廊、丸亀製麵。南西店｜1F-1011。Sip Tea；B1&1F-麥當勞 McDonald's；B1-繼光香香雞、夏樹甜品；5+F-謙碩修改室。●回饋點數為「一般點
數」，由LINE Pay計算及入點，有效期限為最後一次獲得點數當日起算180日止，一旦超過有效期限，將會立即失效。●以上活動僅限臺灣LINE帳號且已註
冊LINE Pay的用戶參加，請務必於結帳前完成註冊LINE Pay。●本活動相關問題請洽LINE Pay客服專線：02-6631-5166 (365天，09:00~18:00)或填寫問
題反應表：https://contact-cc.line.me/serviceId/11399 。●如遇無法交易的狀況，請務必於24小時內與LINE Pay客服中心聯繫，提供(1)消費日期及時間
(2)櫃位名稱(3)服務人員姓氏(4)遭遇的狀況。LINE Pay客服中心：02-6631-5166 (365天，09:00~18:00)或填寫問題反應表：https://contact-cc.line.me/
serviceId/11399 。提醒您：若未符合資格仍不得要求補發實際交易金額計算後的LINE POINTS點數。●一旦發現有用戶以任何方式違反活動公平原則之行
為，LINE Pay有權取消該用戶活動資格。●其它未盡事宜請見LINE Pay活動訊息頁面為主。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LINE P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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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當日單筆消費滿1,000元可參加乙次，滿2,000
元兩次，依此類推 ，若不符合活動資格，或該筆消費辦理退換貨則中獎無效；消
費記錄以誠品會員卡系統紀錄為準，得獎者於公告當日需仍為有效卡方具領獎資
格。●得獎名單將於2020.7.15 Wed.公布於迷誠品－最新消息，並由專人電話通
知中獎與領獎，領獎時須持與中獎人相同姓名之身分證明文件至指定店別顧客服務
中心進行領獎作業，領獎資格將自中獎名單公佈起保留一個月，未於期限內於誠品
指定店別報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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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獎期間：2020.7.15 Wed.-
2020.8.15 Sat.。●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6.10 Wed. - 7.01 Wed.

會員專屬 
誠品行旅 
美食驛站

6.04 Thu. - 7.01 Wed.

誠品點好好兌 
享美食
再抽療癒商品

6.04 Thu. - 7.01 Wed.

LINE Pay
滿額最高享
5%回饋！

6.04 Thu. - 7.01 Wed.

舒壓療癒滿額抽

共同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信義店╱南西店╱松菸店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計算。●兌換贈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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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贈品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贈品圖片僅供參考，兌出後除瑕疵品恕不接受退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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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以領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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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身分憑證正反面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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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國中獎人操作之。●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活動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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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誠品人會員相關贈禮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方可兌換。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誠品人
會員活動僅適用台灣申辦之會員卡/累計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恕不適用。●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活動詳情 前往點數專區

活動詳情

LINE Pay
活動網頁

圖片僅供參考
非實際餐點



療癒心體驗，優質好物滿足你

精選療癒好物，從服飾、香氛到沁涼舒心美食，

由內而外滿足身心靈。指定專區消費滿10,000元
即贈3M™無痕™Lifestyle收納系列！

五感新體驗，45家新櫃同步登場
45家新櫃新體驗，給你最完整的五感療癒！
有吃有喝又有玩，還有獨家優惠等你來！

觸動你的心，誠品人專屬享受

讓你打從心底滿足的專屬享受，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消費滿5,000元送500元，
指定樓層再加碼贈，最高享回饋17%。

五感學習，感官實驗室

療癒時光也要有療癒體驗！

10種以上的多樣化選擇，讓你的6月週週都精彩！

信義│Xin Yi

百樣優惠商品至低5折！
24小時購物不打烊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 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信義店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計算。● 兌換贈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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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贈品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贈品圖片僅供參考，兌出後除瑕疵品恕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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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以領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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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身份憑證正反面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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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獎人操作之。● 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活動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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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誠品人會員相關贈禮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方可兌換。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 誠品人會員活動僅
適用台灣申辦之會員卡/累計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恕不適用。● 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Xin Yi
SPECIAL OFFER信義│滿額回饋│

兌換地點│信義店B1贈品處(6.04-6.09)、
B1顧客服務中心(6.10-7.01)／商場閉店後請至3F藝術館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6.04 Thu. - 7.01 Wed.

24小時不斷電 
加碼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憑商場單筆消費滿1,000元之發票，即贈「誠品信義書店50元電子抵用券」 乙張

憑書店單筆消費滿1,000元之發票，即可至指定專櫃兌換專屬優惠：

ASH、EDN、PERTH'S KING、歐倫琪草本保養Orenzi Herbal Skincare、九本草、蕾舒翠、
伊織毛巾、第一化粧品、茶籽堂、1902 香氛選物店、化石先生、Häagen-Dazs、津吉栗、
幸修園、蔬坊、明德素食園

●本活動不需至贈品處/顧客服務中心登記兌換。●「誠品信義書店50元電子抵用券」活動期間每卡限兌乙次；僅限信義店門市使用：2F-誠品書店、誠品精
品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知味市集；4F-誠品風格文具館；5F-誠品兒童館，將以電子券形式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人APP查看抵用券
明細，消費時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APP直接進行折抵；單筆消費滿500元方可抵用乙張，使用期限至2020.7.01 Wed.，使用規範依券上說明為準。
●「指定專櫃專屬優惠」每卡/每筆發票限兌乙次，各優惠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書店消費限信義店門市：誠品書店(含音樂館、知味市集)、誠品精品文具
館、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兒童館。●請以迷誠品活動詳情網頁公告為準。

活動詳情

6.04 Thu. - 7.01 Wed.

感官新體驗
專屬禮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60,000元，即可兌換
Airvida M1鈦項圈負離子空氣清淨機
乙台(價值4,980元，限量45台)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120,000元，即可兌換 

cado cuaura BD-E1溫感護髮吹風機
乙台(價值12,900元，限量11台)

●各門檻每卡/每日限換乙次，消費金額不得合併累計計算，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
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B2-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升等誠品人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恕不
得與全館其他促銷活動重複兌換(銀行刷卡禮除外)。

6.04 Thu. - 7.01 Wed.

觸動你心
專區禮

6.04 Thu. - 7.01 Wed.

療癒食刻
專區禮

於B1/4F/5F當日累計消費滿3,500元，即可兌換
默爾義大利餐廳招待券 乙張
(限量450張)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張，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
計：5F-靜思書軒、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B1-金色三麥。●招待券限
兌換義式沙拉米披薩/南瓜鮭魚燉飯/辣味橄欖番茄雞肉義大利麵乙份，隨機贈送恕
不挑選，使用規範依券上說明為準。●不可與「全館滿千送百活動」、「指定銀行
獨享加碼回饋活動」、「指定樓層同慶加碼活動」、「感官新體驗 專屬禮」活動重
複兌換。

乙組(價值998元，限量477組)

3M    無痕     Lifestyle收納系列™ ™

誠品信義店B1｜誠品生活南西5＋F

於1F/2F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0元，即可兌換

●每人/每日限換乙組，黑/白兩色隨機贈送，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
列入累計：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內含：3M™無痕™Lifestyle層板架 
+ 組合式排鉤(五鉤) 。●不可與「全館滿千送百活動」、「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
活動」、「指定樓層同慶加碼活動」、「感官新體驗 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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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Xin Yi│全館狂歡24hr不斷電

拼圖總動員｜5F

三麗鷗208片+70片拼圖合購優惠
特價400元｜原價800元
AJR208-009~016-208片8款任選乙盒+AJR70-041~048-70片8款任選乙盒

Story Leather｜B1

萬用收納包(12色)
特價1,688元｜原價3,376元
贈大甲鎮瀾宮聯名平安符乙個

GNC健安喜｜B2
益菌群25B膠囊(30顆)兩件組
特價3,206元｜原價4,580元

大師修｜4F

iPhone原廠電池更換
特價1,090元起｜原價1,890元起

MASION PROMAX｜1F
ONIGIRI 鴕鳥壓紋牛皮側肩包
特價4,000元｜原價16,200元

九本草｜B1

28天抗皺安瓶 買一送一
特價16,580元｜原價33,160元
加贈九本草水凝膠眼膜乙盒(價值1,280元)

誠品書店｜3F
Tiny Tabletop Gardens: 35 Projects 
for Super Small Spaces-Outdoors 
and in
特價413元｜原價825元

誠品書店｜3F

Shop Image Graphic in New 
York
特價1,225元｜原價2,450元

誠品書店｜3F

When: The Scientific Secrets 
of  Perfect Timing
特價315元｜原價630元

誠品書店｜3F

Gigged: The Gig Economy, the End of 
the Job and the Future of Work
特價300元｜原價599元

誠品書店｜3F

Soppy: A Love Story
特價200元｜原價399元

誠品書店｜3F

The Fast Days Cookbook: Delicious and 
Filling Low-Calorie Recipes for the 5:2 Diet
特價358元｜原價715元

誠品書店｜3F

Hugh Johnson's Pocket 
Wine Book 2018
特價300元｜原價600元

誠品書店｜3F

The Ar t and Ma king of Pacif ic R im 
Uprising
特價788元｜原價1,575元

6.04─6.09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滿5,000 送500

誠品書店｜3F

The Beatles: The BBC Archives 1962-
1970
特價1,100元｜原價2,200元

Allietare 愛。創造｜4F
療癒香氛兩件組

特價795元｜原價1,590元

誠品書店｜3F

Barbra Streisand: Steve Schapiro 
& Lawrence Schiller
特價1,225元｜原價2,450元

MONDAINE｜2F
瑞士國鐵Giant大錶面限量腕
錶/42mm-黑面
特價5,400元｜原價10,800元

EDN 茵蝶｜1F
雙效保濕礦晶噴霧150ml 兩件組
特價999元｜原價3,960元

Bhome｜2F
Baobab比利時香氛蠟燭 大尺寸(3Kg)
特價6,000元｜原價12,000元

HANSA｜5F

噴火龍(紅)30公分+小木豬15公分
特價600元｜原價1,200元

超療癒

5折好物

茶粒茶｜信義店B2｜松菸店2F｜南西店B1

黃金薑黃粒 激活保護力超優惠組合
特價3,960元｜原價6,000元
(黃金薑黃粒 90g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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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誠品信義店 F

信義│Xin Yi│吸睛大法！萬眾矚目的小秘訣

TENDER.S喜歡在內斂的設計之中，看到日本設計師們細膩的
巧思和講究，在和諧的氛圍中洋溢著些許的與眾不同。那種讓

人在每一個時刻保有自信，並將自信融合在每一個生活當下的

穿衣品味，無論對穿的人或是看的人來說，都是最棒的視覺療

癒。

Q.  視覺療癒是什麼？

PINKSELFIE│ 1F

黑色鋪棉騎士休閒外套/黑色騎士立體行縫窄裙
特價14,384/6,864元｜原價17,980元/8,580元

PINKSELFIE│ 1F

繽紛火花印花寬版短袖T/繽紛火花印花寬版短褲
特價6,064/5,824元｜原價7,580元/7,280元

TENDER.S│ 1F

飾品全系列

現貨95折/訂製9折
推薦價8,000-20,000元

KURA CHIKA PORTER│ 1F

FLYING ACE
推薦價2,000~22,100元

         TENDER.S

PINKSELFIE著重於發掘女人靈魂中獨特自我的一面，運用

原創開發設計，凸顯女人特點的剪裁方式，將高端時尚與街

頭風格完美混和，而這套2020春夏系列黑色騎士鋪棉外套，

是使用來自歐洲的頂級布料拼接而成，最特別的是外套袖子

的薄毛呢，與香奈兒經典外套為同款布料，在視覺跟觸感上

都具有高端的極致享受。

        PINKSELFIE

好的設計可以深入消費者的內心，注入了日本職

人的靈魂與手藝，打造出獨樹一格，消費者能夠

更加清楚看見商品的細節和特色，才能將品牌的

獨特布料與立體剪裁的質感完美呈現。

  KURA CHIKA PORTER

KURA CHIKA PORTER│ 1F

精選包款8折
特價4,880-8,960元｜
原價6,100元~1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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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❷

❸

❹

❺

信義│Xin Yi│吸睛大法！萬眾矚目的小秘訣

❶｜FEDE｜1F｜ATOS LOMBARDINI圖騰劍領西裝外套/圖騰寬褲，特價18,800/10,240
元｜原價23,500/12,800元　❷｜PEPPER'S｜信義店B1｜南西店3F｜牛皮手提包，特價3,900元｜原
價4,980元　❸｜TOUGH｜B1｜墨綠個性襯衫，特價3,260元｜原價4,080元　❹｜VANGER｜B1｜

男孟克鞋(三色)，特價3,222元｜原價3,580元　❺｜VESSEL｜2F｜超纖皮革撞色後背包，特價

4,990元｜原價6,280元

odbo｜B1

真皮側背包

特價2,500元｜原價4,500元

alto｜

信義店4F｜松菸店1F｜南西店5F

旅行手機收納包(焦糖棕)
推薦價3,280元 FukuFuku｜4F

全品項一件9折/
兩件85折/三件8折

Salad｜B1

菱格側背包

特價5,900元｜原價7,380元

6.04─6.09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滿5,000 送500

框框｜4F

複合材質透圓框眼鏡(玫瑰金)
特價2,592元｜原價2,880元

Single｜1F

ROAV摺疊太陽眼鏡
特價6,282元｜原價6,980元

Gianni Chiarini｜1F

ELETTRA中型醫生包
特價11,760元｜原價16,800元

master-piece｜1F

撞色側背包

推薦價4,700-5,600元
(M、L尺寸/日本製/共7色) 

SPORT b. ｜1F

牛皮防刮皮夾

特價4,500元｜原價6,280元
限量10件

OFFERMANN｜1F

法蘭克福系列

隨行托特袋(兩色)
特價4,980元｜原價5,480元

PIQUADRO｜信義店2F｜南西店3F

VOSTOK牛皮後背包
特價7,260元｜原價14,530元

Darker Than Black Bags｜1F

Mini Valley Cube Shoulder Bag青空藍 
特價13,110元｜原價13,800元

COWA｜B1

暖黃斜背包

特價4,800元｜原價6,980元

PORTER｜2F

Heat系列經典後背包(黑/藍/綠) 
推薦價5,775元 

Doughnut｜4F

Black系列 V3
特價1,504元 | 原價1,880元

TED BAKER｜1F

CARMIL印花斜背包
特價2,800元｜原價4,080元

CiPU｜5F

Airy側背包(L)+ CiPU地標貼貼(台北Taipei)
特價3,380元｜原價 3,860元

MS MingShine Xinyi｜2F

Andres Sendra短靴(含原廠鞋撐)
特價8,400元｜原價16,800元

5折

69折

Ultrahard 超硬｜信義店4F｜南西店4F

方形小托特

特價1,099元｜
原價1,680元

65折

5折56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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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6.09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滿5,000 送500信義│Xin Yi│吸睛大法！萬眾矚目的小秘訣

NU 守護鍺｜B1

尊爵項鍊

特價4,776元｜原價7,960元
購買兩件即享6折

LeBonheur豊泊荷｜2F

粉紅假期+愛蜜麗珠鍊耳環
特價1,780元｜原價3,060元

OLIVIA YAO JEWELLARY｜1F

Pollio E Earcuff
推薦價3,680元

Isha Jewelry｜信義店4F｜R79

美好繁花系列商品9折 莫莉里安尼｜2F

波西米亞流蘇手鍊

特價702元｜原價1,080元

Alexendre Christie｜1F

馬卡龍全彩系列 圓形/方形
特價3,990/3,800元｜原價4,200/4,000元
加贈品牌羊毛氈收納包乙個

Ficelle Design Jewelry ｜4F

第二次相遇-白蝶貝/青金石/拉長石/太陽石
特價1,490元｜原價1,690元

MIRROR 皇宣緣｜1F

紫夏翡翠手鍊

推薦價6,000元

Hannah Huang Jewelry｜4F

賽蓮海妖的珍珠耳環

特價1,999元｜原價3,699元

Blancy｜B1

沁透雨點純銀項鍊

特價1,680元｜原價1,980元

dienes silver｜2F

圓舞曲手鍊

特價2,380元｜
原價2,680元

Fuku Fuku Jewelry｜4F

全品項一件9折/
兩件85折/三件8折

惟物之間 x KJADE 體驗空間｜2F

TACS鏡頭在手-機械限量款2020春夏新色：《黃金時刻》組合
(含機械錶一只及可替換復古真皮錶帶＋黃金鋼錶帶各一)
特價19,888元｜原價21,776元

KD 科定｜5F

實木家飾「鼠來寶」

特價2,160元｜原價2,400元

RAZ STUDIO｜4F

奧地利水晶可調式手鍊項鍊組

特價5,480元｜原價6,960元

信義│Xin Yi│吸睛大法！萬眾矚目的小秘訣

Beau Jewelry｜4F

水滴寶石系列(項鍊+耳環)
特價2,560元｜原價2,960元

唯你珠寶｜1F

維多莉亞珍珠貝殼墜

特價4,800元｜原價7,600元

惟物之間 x KJADE 體驗空間｜2F

傾心系列（耳環、手鍊、項鍊）

特價3,980元｜原價4,640元

Urban Lazy｜1F

微波

特價2,280元｜原價3,480元
購買三件享88折

信義
獨家

YUMIKO JAPAN｜1F

AKOYA珍珠造型耳環/珍珠項鍊
特價11,883元/6,698元｜
原價13,980元/7,880元

58折

65折

54折

66折
6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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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6.09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滿5,000 送500信義│Xin Yi│吸睛大法！萬眾矚目的小秘訣

BANNIES’PASHMERE｜

信義店2F｜南西店3F

刺繡蠶絲羊毛紗巾

特價1,938元｜原價2,280元

agnès b.｜1F

藍色反膝短褲(限量4件)
特價6,990元｜原價9,980元

ASPORT｜1F

HEROINE 雙層造型運動內衣
推薦價4,280元

NIKE｜1F

WMN NSW TOP SS CROP/
WMN NSW FLC SKIRT LONG
特價1,060/1,600元｜
原價1,780/2,680元

FRED PERRY｜1F

抽象滾邊袖棉質上衣

推薦價2,980元
即日起至6.14
Summer Fair全面9折

TAIWANIZE｜B1

宋緙絲富貴長春數位Ｔ-Shirt
特價2,144元｜原價2,680元

❶｜YU-PENG SHIH｜B1｜輕舞飛揚金色羽毛紗裙，特價8,820元｜原價9,800元　❷｜Caspia LiLi｜2F｜Tania，特價2,800元｜

原價4,900元 　❸｜ARTIFACTS｜1F｜ADER error 短版上衣，推薦價4,980元　❹｜DOUBLE TAKE｜1F｜Blue Life沁藍荷葉邊套

裝  上身／下身，推薦價3,880／6,480元　❺｜Maggie's love｜1F｜開釦蕾絲麻襯衫，推薦價 11,980元 （限量5件）　❻｜

Barbour｜1F｜Alexachung聯名油布罩衫，推薦價25,200元　❼｜BAGMANIA｜1F｜小碎花後挖洞開叉長洋裝，特價8,980元｜
原價10,800元 　❽｜XWYSiblings 幸聞園｜5F｜芬蘭MAINIO黑幾何方塊撞色有機棉長版上衣，特價1,050元｜原價1,590元　❾｜伊

織｜2F｜星光頂級印度棉運動毛巾兩件組，特價1,560元｜原價1,710元 購買即贈價值150元刺繡服務　❿｜ASH｜1F｜KRUSH LUREX，特

價7,104元｜原價8,880元　⓫｜TAN& LUCIANA｜2F｜Logo圖鴨層次荷葉上衣，特價5,580元｜原價6,980元

French Connection｜B1

方領綁帶洋裝

特價2,786 元｜原價3,980元

D’SHOWROOM｜B1

Sophia Wu傘擺荷葉連袖上衣
特價4,233｜原價4,980元
SchulzWorks jewelry冠狀病毒項鍊
特價2,944｜原價3,780元

MANGO｜B1

卡薩貝洋裝

特價1,390 元｜原價1,790元

Marimekko｜2F

Unikko早春限定蔚藍色斜側包
特價4,200元｜原價7,690元

Y-3｜1F

DISTRESSED 
SIGNATURE TEE
推薦價5,480元

JOURNAL STANDARD｜1F

「One and Only」COFFEE SMILE TEE
推薦價1,500元

TOOT｜B1

蓄光運動nano貼身四角
推薦價1,700元

信義
獨家

❻

❼
❽

❾

❿

❷

❸

❶

❹

❺

Superdry｜B1

海灘背心

特價1,420元｜原價1,780元
海灘短褲

特價2,460元｜原價3,080元

⓫

❽

57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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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信義店2F｜誠品生活南西1F

信義│Xin Yi│吸睛大法！萬眾矚目的小秘訣

O!Balloon｜1F

Colorful Sphere 繽紛迷你星體
特價880元｜原價1,180元

傢作｜B1

Nancy sofa
特價98,500元｜原價110,000元
運費另計，價格依照材質、尺寸有所不同

BabyGarden｜5F

Air成長型床邊床+床寢組+寶寶毯
特價11,999元｜原價20,680元

Hengstyle恆隆行｜5F

Style ELEGANT美姿調整椅高背款+
Style AthleteII軀幹定位調整椅升級版
特價9,990元｜原價11,700元
買全品項任一商品贈Style優雅救星化妝包乙個
(限量20組，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La Boite樂盒｜2F

美國STUCK IN GLASS 造型玻璃杯(單個)
特價980元｜原價1,280元

北歐櫥窗｜2F

Rhino犀牛座凳
特價27,990元｜原價31,100元

Prolla｜B1

遮光黑膠磨石子自動開收傘

特價1,200元｜原價1,500元

北歐櫥窗｜2F

Sanaa兔子椅
特價14,130元｜原價15,700元

Craft Design 手創村｜4F

Macrame編織植物吊籃
特價688元｜原價1,080元

Aykasa｜4F

折疊籃(L)
特價850元｜原價1,080元
買大送小

WOKY沃廚｜4F

極簡輕量陶瓷保溫杯(580ml)
特價1,680元｜原價2,180元

K'space｜1F

KL艾薩克義大利長纖棉布料印花寢飾搭配

MD菲林斯精梳棉緹花寢飾(雙人4件式)
特價19,800元｜原價44,660元

64折

58折

Tiger Family｜5F

小學者超輕量護脊書包組-迷幻蝴蝶/8號足球
特價2,780元｜原價3,778元
加贈文具組+鉛筆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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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信義│Xin Yi│刺激你的腦內啡

PLAYSOUND｜2F

Marshall Kilburn II攜帶式藍牙喇叭 
特價10,900元｜原價14,900元

moshi｜4F

Spatia AirPlay無線音響 
特價11,900元｜原價16,400元
信義店獨家加贈Aerio時尚郵差包乙只(價值
4,500元)

聽見幸福音樂盒｜4F

日本Sankyo30音梳收藏型音樂盒
特價7,900元｜原價8,800元

expo｜4F

DAQICONCEPT
無線音響燈

推薦價7,750-9,250元
加贈鳥籠燈罩乙個(價值850元)

Blue Stone青石｜4F

Fine 藍芽喇叭 (灰) 
特價1,650元｜
原價2,980元

誠品音樂館｜3F

萬松嶺

特價285元｜原價570元

誠品音樂館｜3F

The Adventures of Bernie 
the Schoolboy(180g Vinyl)
博尼的大冒險

特價600元｜原價1,200元

誠品音樂館｜3F

我遇見你: 2015飛演唱會還原現
場全曲目(限量精裝版/2CD)
特價290元｜原價580元

演奏者透過樂器演奏，將感情注入音樂中並帶給人療癒的氛

圍，是因為不論是優美或激昂的音樂，讓人感受到演奏者情感

的起伏，音樂就是有這種魔力。音樂，既是一種表達方式，更

具有強大的情緒感染力，有了音樂，我們可以表達喜怒哀樂，

可以抒發心中的情感，讓音樂成為媒介，與生活互動。

Yamaha Music & Life｜6F

CSP系列數位鋼琴

69,800元起
(買琴贈原廠專用耳機、專業麥克風)

Yamaha Music & Life｜6F

MCR-B270組合式小型音響
特價12,900元｜原價15,900元

PLAYSOUND｜2F

英國B&W PX無線藍牙耳罩式
耳機

特價8,800元｜原價16,800元

誠品信義店 2F

Q.  音樂能夠帶給人療癒的感受
是因為什麼？

  Yamaha Music & Life

        WAMU-OH 瘋狂的空間

藝術音樂是無形的治癒人心的能量，無

論年齡、性別、情緒、感官，藝術音

樂皆能呈現出其多元的姿態來滋潤人

心，讓人們感染音樂所傳達的能量，

WAMU-OH 更藉由肢體與藝術動態的

體驗，更多層次的療癒身體不同的感官。

WAMU-OH 瘋狂的空間｜5F

好大好大的Rawr! 瘋狂音樂恐龍潑彩

派對

特價1,980元｜原價2,500元
(需於櫃位/粉絲團預約)

WAMU-OH 瘋狂的空間｜5F

手作Bling Bling音樂盒
特價1,080元｜原價1,350元
(限量20個)

55折

52折5折

5折
5折

21



❶｜温野菜｜4F｜豪華饗宴任您吃，推薦價平日549元，晚餐/假
日649元　❷｜金色三麥｜B1｜享一人獨享套餐，推薦價480元
（13道精選主食任選+主廚特製沙拉+精選炸物拼盤＋350c.c.啤酒乙杯，可換無

酒精飲品）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❸｜普利亞義大利麵｜
B2｜購買主餐加點套餐現折30元（不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❹｜
Supreme Salmon美威鮭魚｜B2｜纖美鮭魚季雙人套餐，特價

615元｜原價895元（炭烤彩蔬厚切鮭魚排飯+嫩烤鮭魚溫野菜沙拉+泰式鮭
魚干貝海鮮丸+火焰鮭魚握壽司+夏日芒果奶酪X2+冰/熱黃金玄米茶X2）

信義│Xin Yi│食食刻刻，沁涼消暑 6.04─6.09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滿5,000 送500

❶｜1010湘｜6F｜樂享湘味雙人套餐，推薦價1,260元 (神仙缽飯無限享用

+神仙孜然肋排骨+松子年糕牛肉+東安仔雞+腐乳空心菜+翡翠檸檬X2) 10%服務費另計，
恕無法與其他折扣優惠併用，餐點供應內容以餐廳實際菜單為主)　❷｜O&CO.｜2F｜

義大利摩地納葡萄香醋系列，推薦價790-1,890元(特級摩地納香醋、無花

果醋、蜂蜜薑汁醋、芒果醋、白葡萄香醋)　❸｜東京豚極｜B2｜秘傳豬排第二份

半價(若欲同時點購300g與200g秘傳豬排，折扣品項以價低者計)　❹｜誠品知味
市集｜3F｜小惡魔彩繪冰棒，特價69元｜原價80元

            雞湯大
叔

雞湯大叔為專注在湯頭的火鍋品牌，只為湯

控而生，與五星級酒店主廚合資成立，志在

用一鍋鍋的法式雞湯療癒人們的味蕾。

K'space cafe｜1F

下午茶優惠組合

推薦價299元

❶｜贊贊熊茶飲｜信義店B2｜南西店B1｜大杯搖擺奶茶 買二送一，特價160
元│原價240元　❷｜The Greenery蔬坊｜B2｜購買沙拉或輕食即享紅茶拿鐵買
一送一，特價65元｜原價130元　❸｜福瑞麥斯 德國酒藏｜B2｜紅、白葡萄酒

任選12瓶享85折　❹｜誠品知味市集｜3F｜法國貓頭鷹氣泡酒(蘋果/粉紅蘋果/栗香

蘋果)，推薦價160元 (任選6瓶即贈原廠啤酒杯乙個)

❶｜HABIBI｜B2｜馬卡龍18入自選禮盒，特價999元｜原價1,100元　❷｜力雄茶行｜5F｜全品項商品9折　❸｜JuiceBear果汁熊｜B2｜芒

果鳳梨冰茶85折　❹｜NENE CHICKEN｜B2｜購買炸雞即享特調飲料 買一送一｜原價100元(買一送一飲料恕無法挑選口味)　❺｜天仁茗

茶｜信義店B2｜松菸店B2｜天仁CHAFFEE 南西店B1｜春之茶(225g/罐)，特價760元｜原價980元　❻｜滿哥甜品坊｜B2｜傳統養生甜品系列商品 
買3送1

   ❶

   ❶

   ❸    ❸

   ❷

   ❹    ❹

❷

❸

❺

❻

❹

Häagen-Dazs｜B2

冰淇淋(球)買2送1
特價250元｜原價350元
(6.04-6.07期間限定)

❶
❷

❸ ❹

❹

雞湯大叔│5F

伊比利松阪豬套餐

推薦價398+10%

雞湯大叔│5F

乾煎雞腿排套餐

推薦價298+10%

我們獨家飲品滿足您

對咖啡的熱情，就像

Four Barrel 所傳遞的

原初精神，挑咖啡的

工作交給我們，享用

的部份留給您。

    Four Barrel Coffe

❶

❷

Q.  品牌認為自家產品帶給消費者最療癒的
原因是什麼？

Four Barrel Coffe｜2F

Affogato阿法奇朵

88折

Four Barrel Coffe｜2F

蜜蜂叮檸檬冰咖啡

88折

卓也小屋｜4F

精選蛋糕

推薦價138元
(點單人套餐可以優惠價88元加購蛋
糕一款、雙人套餐贈一款蛋糕、四
人套餐贈兩款、六人套餐贈三款)

預約電話：02-2722-8382

5折

5折

   ❷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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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信義│Xin Yi│香氣貽人療癒室 6.04─6.09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滿5,000 送500
❶｜誠品風格文具館│4F｜PA D DY WAX Tinsel 

Candle蠟燭(五款)，特價648-1,215元│原價

720-1,350元　❷｜SIELE│B1｜5D水感彈力霜+玫

瑰調理露，特價3,500元│原價5,230元　❸｜

ORENZI│B1｜歐倫琪經典組，特價1,280元│

原價1,480元 (美白泥膜350g*1+粉刺150g*1)　❹｜誠品

風格文具館│4F｜PADDYWAX Eco Green Diffuser

擴香瓶118ml(十款)，特價1,395元│原價1,550元　
❺｜Pimary│4F｜The Herb Farm Protecting Skin 

Defend Mist抗污染保濕噴霧，特價880元│原價

1,080元　❻｜嘉丹妮爾│B1｜植萃亮白奇蹟組，特價

3,000元│原價3,640元 (植萃亮白奇蹟露50ml+植萃亮白

奇蹟淡斑精華乳30ml+植萃亮白奇蹟精華霜30ml)

❶｜乳油木之家│B1│TricBiO深層修護重健洗髮乳 250ml*3+TricBiO深層修護柔絲液晶50ml，特價1,980元│原價3,290元　❷｜Aesop│
信義店2F｜南西店1F│防曬身體乳液SPF50 150ml，推薦價1,300元  　❸｜PERTH'S KING│B1│基礎保養組(純淨潔淨露220ml+舒暢全效膠
320ml)，推薦價3,200元 加贈五月玫瑰花水60ml+金縷梅花水60ml　❹｜綠藤生機│2F│第三選擇防曬分享組，特價1,140元│原價 1,300元(第三

選擇防曬30ml*2無潤色 / 潤色任選)　❺｜第一化粧品│信義店2F｜南西店4F│玫瑰清潔組，特價1,800元│原價2,350元(玫瑰果潔顏卸粧油250g+玫瑰胺基
酸潔膚霜500g+玫瑰胺基酸潔膚霜15ml)  

❶｜ARTIFACTS│信義店1F｜松菸店1F │ROSY RINGS 常綠森林(385ml)，推薦價2,980元　❷｜南法香頌│4F│皂絲，特價1,580元│原
價2,460元 加贈黑肥皂1L　❸｜adopt'法國香水│1F│任選淡香精30ml*2(含新香)，特價1,520元｜原價1,920元 　❹｜樟之物語│信義店4F｜南

西店5F│青春活力洗沐組，特價3,760元 | 原價4,940元 (活力沐浴精華皂三入盒正貨*1、活力幻顏精華皂正貨*2)加贈地中海去角質天然海綿　❺｜1902 香氛
選物店│4F│GRANDS CURS 香水系列100ml，特價3,060元│原價3,800元  加贈針管+NESTI條紋皂，買三件加贈NESTI禮盒乙組

❶｜Bhome│2F│Baobab 比利時香氛-擴香，特價2件7折，3件以上6折

│原價7,600元　❷｜QUEEN OF SHEBA│B1│乳香香水油 10ml，特價

1,080元│原價2,180元  　❸｜北歐櫥窗│2F｜@aroma獨享香氛機，推薦
價8,200元 加贈淨化系列天然純精油乙件

❶｜La Boite樂盒│2F│LONELY擴

香座組合（含香水），特價4,990
元│原價5,300元(擴香座單買3,800元)  　

❷｜USERWATS│4F│香氛燈組特

價1,000元│原價1,890元(香氛燈+

甜橙/薰衣草精油任選1瓶)  　❸｜天華沉

香│5F│盤香系列，全系列95折 滿
2,500元加贈香夾乙個    　❹｜iGzen 愛
居人│信義店4F｜南西店4F｜URBAN 
R ituelle澳本儷萃  Lemongrass清新

檸檬草 大豆香氛蠟燭 400gm，特價

1,399元│原價1,680元

❶

❷

❸
❶ ❷

❸ ❹ ❺

❶ ❸❷

5折

❶

❸

❷

❹
信義
獨家

53折

❸

❺

❷ ❹

Q.  聞到"香氣"的感官
如何詮釋？

ACCA KAPPA│信義店2F｜南西店4F

白麝香亮澤洗髮精250ml+白麝香防護晶

亮髮露50ml+白麝香深層潤髮乳50ml 
特價1,900元│原價2,450元

ACCA KAPPA│信義店2F｜南西店4F

地中海陽光饗宴淡香精50ml+
托斯卡尼輕盈護手霜75ml
特價2,500元│原價3,100元

香氣永遠是讓人心情美好的元

素，各種香味的選擇也是個人特

質的展現。或是浪漫或是放鬆，

也可以是率性，也可以是低調，

每個人都藏著一段精彩的香味故

事，藉由流轉的各種氛圍，訴說

自己的真心絮語。

         ACCA KAPPA

茶籽堂│2F

髮身系列330ml+1L(限同款)
特價1,496~1,980元│
原價1,760~2,330元

茶籽堂│2F 

護手霜禮盒

特價1,600│原價1,720元
加贈馬栗樹洗手露50ml乙瓶  

             茶籽堂

茶籽堂以『讓繁忙的都市人

走入臺灣山林』為宗旨，

以草本療癒清香將山林中的

清新、百花綻放的芬芳，甚

至是戀人相處般的甜蜜愉

悅，在安心洗淨同時讓心靈

放鬆，舒緩忙亂一天的身心

靈，親身感受土地與肌膚間

平衡自然的好。

❶｜誠品風格文具館│4F│a r ô m e  r é c o l t e  D i f f u s e r  擴
香瓶  5 0 m l共三款，特價810元│原價9 0 0元   　❷｜
BsaB│B1│240ml擴香精油組特價3,180元│原價4,160元 
(加贈50ml簡約擴香組)  　❸｜BANNIES’PASHMERE│信義店

2F｜南西店3F｜AGRARIA 香氛小擴香，特價2,788元│原
價3,280元  　❹｜K'space│1F│席爾斯香氛蠟燭，特價第

二件5折│原價1,800-8,790元  　　

❹

6折

64折

❶ ❸

❺

❷ ❹

❻

66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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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Xin Yi│「觸」動你的心

誠品信義店 B1

奇蹟莊園｜B1

夏日清爽大作戰

特價2,680元│原價3,275元
(固髮清潔露380ml+頭皮甦活調理液  30ml+護髮油 
30ml) 加贈固髮清潔露30ml+頭皮甦活調理液10ml

              UNI color

UNI color客製化的頭皮/護
髮課程療程結合SHISEIDO
美的科學衍生的頂尖護髮產

品，按顧客的頭皮狀況、問

題選用合適的產品，幫您解

決因多次染燙而造成的受損

髮質，打造健康的頭皮、美

麗柔順的秀髮。

❶｜AVEDA│信義店2F｜南西店1F│逆齡保鮮推薦組，推薦價4,280元  (蘊活菁華滋養液150ml+蘊活光萃Omega 5高效精華200ml+蘊活菁華滋養液

30ml) 　❷｜iimono│4F│橫濱馬油化粧露，特價買一送一│原價1,980元 　❸｜OPI│B1│如膠似漆15ml*2瓶+專業去光水110ml，特

價1,360元│原價1,720元 　❹｜AQmore│5F│花神系列水性指甲油/淺紫、淡橘、灰藍綠、淺咖啡，特價1,240元│原價1,440元 　❺｜

ALLOYA│B1│居家光撩指尖的迫降組，特價1,999元│原價2,595元 (素色光撩*3+閃亮光撩*1+LED美甲燈)

❶｜安珂│5F│指紋銀墜DIY/純銀戒指DIY，特價500-1,000元│原價1,000-2,000元(同價位買一送一) 　❷｜化石先生│5F│天鐵隕石對戒，特

價18,000元│原價27,000元 加贈天鐵對鍊乙條(價值9,000元)　❸｜卓也藍染│5F│DIY輕柔圍巾+夏季短T85折 　❹｜ToySelect│4F│黃阿瑪的

後宮生活聯名手機配件-行動電源，特價1,390元 | 原價1,690元

奇蹟莊園｜B1

窈窕一夏組

特價3,569元│原價6,569元
(奇蹟賦活油 30ml+奇蹟復活青春面膜 1盒+曲線美人精油 
10ml+豐挺傲人精油 10ml) 加贈60分鐘窈窕美人或豐滿美胸
SPA乙堂

❶

❶

❸

❸

❺

❷

❷

❹

❹

UNI color│B1 

全彩單色染髮

特價1,800元│原價2,200元

Q.  如何透過"觸覺"達到身心上
的療癒及滿足？

城市裡的一片綠洲，感受綠意的輕

拂，享受片刻的寧靜，開啟身體與

自然的對話，達到身心舒緩效果。

透過奇蹟莊園獨家SPA手技讓身體

自然療癒、深層放鬆。放下電玩動

漫、取消姊妹下午茶，來一趟城市

綠洲僻靜之旅吧！

               奇蹟
莊園

UNI color│ B1

APP艾得護髮+造型剪髮
特價1,680 元│原價2,500元

67折

54折

5折

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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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Xin Yi│「觸」動你的心 6.04─6.09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滿5,000 送500

誠品兒童館│5F

MOOMU香草味馬卡龍安全
軟積木/粉色蛙蛙收納桶/120片
特價2,250元│原價2,499元

WHITENING NET│信義店B1｜南西店5+F

淨白美齒SPA課程六堂
特價6,599元│原價11,880元

小時尚工坊│5F

小時尚設計盒

特價1,280元│原價1,580元
加贈小時尚補充包乙份

Backers│4F

Qbi益智磁吸軌道玩具 plus
特價4,480元│原價5,560元

雷諾瓦│4F

梵谷－麥田群鴉

推薦價1,399元

Mamas & papas│5F

大熊座四合一摺疊拖車

特價7,900元│原價9,990元

知品兒童縫紉│5F

角落生物束口袋-裁縫課程
特價1,280元│原價1,500元
(含教學與材料，布料為授權商品)

鍾愛一生│5F

釣魚高手

特價1,799元│原價2,299元

風物語│5F

28 PCS 創意驚喜箱+ 17PCS 車輪變變變
特價2,980元│原價4,460元

未來實驗室│B1

翻轉烤箱

特價2,980元│原價3,999元

美日手藝館 micia│4F

抹茶趣味印章組(3盒)
特價1,000元│原價1,170元
(單盒390元)

誠品兒童館│5F

My Granny's Purse
特價450元│原價595元

蕾舒翠│B1

滋養舒緩組

特價10,000元│原價22,500元
(花神賦活肌密水凝霜100ml*1瓶+花神百花肌密精華液
6ml*10pcs)*1盒) 加贈LPG課程2堂  

阿原肥皂│4F

阿原肥皂洗護系列+黃金梳
特價1,530-1,830元 | 原價1,830-2,130元

貝登堡手創館│5F

夢幻白9吋壓模機套組
特價6,499元│原價9,600元
(含大尺寸組合刀模)

56折

培芝家電 | 5F 

LG樂金A9+濕拖無線吸塵器 鐵灰A9PSMOP2X
特價25,900元│原價28,900元 
掃QR CODE 加贈水洗3效濾網組

67折

44折

OSIM│2F

V手天王
特價99,800元│
原價148,800元

67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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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  主題活動
Xin Yi  THEME EVENT

2020-2020
June - July

6月-7月

為穿搭加點品味，紳士皮鞋入門講堂
6.13 Sat.｜15:00-16:30｜B1Vanger

紳士穿搭必有雙好皮鞋，但要如何挑選適合自己的鞋型、款式和顏色才能穿出最好的搭配呢？Vanger
邀請您一同踏入皮鞋時尚！

主辦單位│Vanger手工真皮男鞋 ／ 參加方式│現場報名 
活動費用│免費報名

記憶土司提升學習力講座
6.07 Sun.、6.13 Sat.│14:00-16:00│5F 森活遊藝區

孩子每天學習狀況不佳？ 功課拖拖拉拉永遠做不完？白天睡眠不足一直黑眼圈？趕快來到現場
一起來體驗專注力大挑戰吧！

主辦單位│ 培芝家電／參加方式│臨櫃報名
活動費用│免費報名／師資│王素逸心理諮商師

繪畫吧!七彩夢幻星空瓶
6.27 Sat.｜15:00-17:00 ｜5F 森活遊藝區

台北新藝術博覽會系列活動來了！此次邀請藝術家撒貞明，運用顏料帶領孩童繪出屬於自己的璀燦星

空。讓透明的星空瓶透過光線，在早晨和夜晚有著不同的樣貌。除了放置欣賞，孩童的作品也能持續

運用當作收納罐，讓生活增添更多趣味！

主辦單位│台北新藝術博覽會／ 參加方式│線上報名，限額10組(2人/組)，詳見QRCODE
活動費用│100元／ 兒童適合年齡│8~12歲

手護你心
6.28 Sun.｜15:00-17:00｜B1 O.P.I

使用品牌旗下最專業的抗老手足保養—  PRO SPA 古布阿蘇系列，從指尖修型到深層滋養，細心滋
潤呵護、療癒您疲憊的雙手！    

主辦單位│O.P.I. ／ 參加方式│ LINE預約報名，詳見QRCODE
活動費用│600/人 

歐倫琪，問題肌膚的專家
6.20 Sat.｜14:00-14:30 ｜B1 ORENZI歐倫琪

源自大地植萃成分、溫和卻充滿力量，泥膜可以成為日常保養品？

歐倫琪泥膜憑什麼這麼夯？讓歐倫琪為您展示成分的天然，讓人驚艷的原因，

邀請您一同參加“找回肌膚初始的健康”之旅～

主辦單位│ ORENZI 歐倫琪／參加方式│詳見QRCODE
活動費用│免費報名

指彩繽紛
6.21 Sun.｜15:00-17:00 ｜B1北梯廳

夏日微風，步行於片片綠草地，彎下腰撿起來那朵小花，咦！指尖怎麼能少了點繽紛待它呢？快到愛

若雅來一場指尖對話，教您如何在對的場合，除了穿對衣服，還要配對指甲的衣服喔！  

主辦單位│ALLOYA愛若雅／ 參加方式│線上報名，限額10人，詳見QRCODE
活動費用│299元/人，可折抵當日消費150元

台灣人認識日本插畫家的第一步
6.02 Tue.-6.30 Tue.│24hrs│3F外文書區

信義24小時書店外文書區第一檔海外出版社交流特展，邀請到日本PIE出版社，
帶來「台灣人認識日本插畫家的第一步」展覽，介紹引領最新日本文化潮流的插

畫家。

主辦單位│PIE、誠品書店
參加方式│自由參加

6.06 Sat.｜14:00-15:00｜5F 幸聞園

在快時尚發達的世代，我們要如何保護地球呢？透過故事內容，

啟發孩童了解有機種植可以如何幫助地球，減少地球的負擔！

主辦單位│幸聞園

參加方式│線上報名，詳見QRCODE
活動費用│免費報名

恆有風格搶先體驗會
6.06 Sat.-6.21 Sun.｜5F Hengstyle恆隆行

美好的生活方式來自擁有高質感和風格的居家用品，恆隆行邀請您一同尋找最合

適的居家五感體驗。即日起於限定時間至hengstyle專櫃完成指定任務將及可獲得
限時限量贈禮！

6.06、6.07│STYLE護脊椅體驗
6.13、6.14│氣泡水機特調體驗
6.20、6.21│高壓蒸汽熨斗體驗，製作專屬燙貼T-shirt  (限量10名)

主辦單位│Hengstyle恆隆行 ／ 參加方式│現場免費報名

活動詳情

小小時尚玩轉穿搭！小時尚設計體驗課開班
6.04 Thu.-7.01 Wed.│5F 小時尚工坊、森活遊藝區

從小培養時尚獨特性，讓孩子透過手作、AR科技和繪畫體驗中，
找到美感的直覺體驗與風格創造力！

6.04-7.01│孩子的第一本手創翻翻書│5F小時尚工坊
6.06│啟動孩子的設計原創力設計引導課│ 14:00-15:00、15:30-16:30│ 5F森活遊藝區
6.20│AR動畫在衣櫥玩四季以及美感APP裡的設計創意│14:00-17:00 每小時一
堂│5F森活遊藝區
主辦單位│小時尚工坊／參加方式│現場、線上報名，詳見QRCODE
活動費用│800/人

活動詳情

活動詳情

活動詳情

活動詳情

活動詳情

活動詳情

《我的衣服破掉了，怎麼辦？》
   故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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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 Yi
NEW OPENING信義│新櫃登場│

KURA CHIKA POTER｜1F

創立於1935年，迄今已有80年以上

的歷史。將「一針入魂」奉為品牌

圭臬，由日本技藝精熟的職人們，

將此信念貫徹於袋包細節，在世界

各地備受極高的讚譽。【開幕優

惠】即日起至6.30精選商品8折起

Alexendre Christie｜1F

一只適合的好錶，戴出屬於自己的

獨特氣質。Alexandre Christie為最

貼近生活的腕錶品牌，擁有多元款

式，小資族也能輕鬆負擔的時尚單

品。

PINKSELFIE｜1F

許多知名品牌多以中性服飾來代表

各自的潮流文化，而PINK SELFIE
跟其他品牌不同，為女性設計的專

屬版型，讓女性不再帶有中性或男

性氣息，真正賦予女性前衛及時尚

性感的潮流品牌。

OFFERMANN｜1F

OFFER MANN以嚴選高級材料與

簡約設計打造，將時尚工藝與氣度

品味完美結合，滿足精彩多變的都

會生活面貌，讓你的每一段旅程都

能輕鬆歡度。

【開幕優惠】商品9折

TENDER.S｜1F

從眾多日本品牌中，嚴選出兼具設

計感、品質，實穿性的單品。我們

希望幫助客人精準地挑選，並投資

在值得的商品。一件好的衣服，可

以歷久彌新，不被流行所淘汰。幫

顧客挑選出能陪你二十年的好單

品，是我們的初衷。

TED BAKER｜1F

TED BAKER以出眾品質、獨特的色
彩設計發展出男女裝及配飾享譽全

球，不但對細節一絲不苟，揉合傳

統和現代風格，同時注入我行我素

的幽默感和英倫態度。

Minimalist｜2F

創立於泰國曼谷，為專門經營羊皮

芭蕾舞鞋的優秀品牌。不僅專注於

設計，柔軟度及舒適性更是著重的

關鍵。因此羊皮的柔軟材質，成為

製鞋的最佳選擇，結合橡膠鞋底和

足弓支撐設計巧思，使鞋子擁有最

好的舒適度。

綠藤生機｜2F

台灣純淨保養品牌－綠藤生機，為

亞洲唯一連續四年蟬聯「對世界最

好」大獎的B型企業。從肌膚需求出
發，萬人響應「無乳液實驗」的保

養兩步驟，打造讓敏感肌也安心的

天然選擇，並盡可能讓每個成分都

為肌膚所用而存在。

誠品信義店 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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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2F

R&F向崇尚自然簡約, 線條優美的設

計思考,為了讓設計成為一種更貼近生
活的美學

【開幕優惠】

消費滿10,000元現抵1,000元
消費滿10,000元贈折疊購物收納袋乙個

Valencia Cafe X Four Barrel 

coffee roasters｜2F

來自美國舊金山嬉皮區的Valencia 
Cafe X Four Barrel coffee roasters，提
供高品質香醇咖啡。店裝以簡約融

合嬉皮元素，是不少文青聚集的熱

門場所。

Xin Yi
NEW OPENING信義│新櫃登場│ Xin Yi

NEW OPENING信義│新櫃登場│

茶籽堂｜2F

成立於2004年，致力發展臺灣苦茶

油文化。以無毒栽培的方式推動契

作農場及苦茶樹新植計畫，攜手與

農民開啟農藝新價值，傳承台灣美

好人事物，讓文化繼續發揚。

【開幕優惠】 消費滿1,800 元即贈馬
栗樹洗手露50ml

TAN&LUCIANA｜2F

陳探月&袁憶甄兩個摯友的名字，

一個設計師品牌。不使用動物皮

草，堅持運作天然素材，對環境與

人體充滿省思，物質與抽象結合成

為一種放鬆享樂的概念，在她們的

設計地盤上，注重人文藝術就如同

對服裝堅持的高品質一樣

MERCI Design｜4F

MERCI Design讓生活更美好，精心
挑選富有異國設計感與實用性的傢

飾品，搭配自家團隊所開發的獨創

之作，凝聚不同的巧思，讓每個人

的生活更加美好。

【開幕優惠】正價商品任選兩件88
折，部份特價商品除外

Pimary｜4F

Pi m a r y相信無論何地，接近大自

然、回歸基本就是和諧與平靜的生

活方式。每個商品都是精心細選，

以天然、環保角度出發，提倡可持

續的生活方式。

【開幕優惠】消費滿千送百

RAZ STUDIO｜4F

簡約輕珠寶設計，輕奢高級感，讓

妳在不同身份間轉換，每個角色都

游刃有餘，不一定很耀眼，但一定

是最適合妳的，RAZ STUDIO輕奢

設計給妳不同。

【開幕優惠】任選兩件享88折

WOKY 沃廚｜4F

憑著專業及堅持的態度，延續台灣

特有的傳統工藝技術，研發及開發

最新技術，WOKY沃廚將五金工藝

延伸至生活用品上，走進我們生活

中的每個角落。【開幕優惠】消費

滿3,000元以上，即贈SUNLIFE皇家
冰瓷分格保鮮盒(價值1,099元)

WAMU-OH 瘋狂的空間｜5F

教育創新得獎團隊Mulab及Wasabi 
L ab攜手成立『WA M U-O H』親

子音樂藝術品牌，以跨領域創新模

式，帶領孩子在玩樂中培養獨立音

樂藝術美學。【開幕優惠】消費(不
限金額)加打卡，前100名即贈限量恐
龍串珠吊飾

力雄茶行｜5F

創立於民國94年，是一家集生產、

銷售、傳揚茶文化為一體、經營各

種名優茗茶、含茶製品及茶具茗器

的企業。

【開幕優惠】越陳越香熟茶(片)特價
3,800元｜原價4,500元

美日手藝館 micia｜4F

美日手藝館 micia，豐富生活的美好

印記。提供千種印章圖樣與豐富的

搭配素材滿足您的手作癮，輕便好

攜，等你來發現！MIT台灣製造的

高品質，在地生產的親切價格，共

享手作生活的美好。

tiger family｜5F

擁有專業的德國IGR協會證書，符合
人體工學的超輕量護脊書包，黃嘉

千及寶貝女兒夏天、歐洲800萬以上

家長及小朋友使用後強力推薦！

【開幕優惠】到櫃試背即贈原廠可

愛筆袋(價值399元)，送完為止

安珂｜5F

利用神奇銀黏土，透過手捏﹑搓﹑

黏等技法，簡單易學。經高溫燒成

即可創造獨一無二個性銀飾，大人

小孩都可玩。【開幕優惠】購買課

程點數每10點送1點。80點即可成為
VIP，加碼贈925銀鍊乙條

台玻｜5F

台灣玻璃公司自有品牌「TG」，以

注重生活品味的年輕世代為對象，

邀請國際設計師深澤直人，將對台

灣文化的觀察融入設計，製作美感

品味的耐熱玻璃器皿行銷全球。

【開幕優惠】消費滿3,000元即贈精

選好禮(價值650元)

天華沉香｜5F

天華沉香創立五十年，將香的藝術

與文化發揮的淋漓盡致，嚴格替消

費者把關篩選，成就了一件件巧奪

天工、意象萬千的作品。

【開幕優惠】消費滿2,000元即贈殺

菌梢楠精油香皂乙組

小時尚｜5F

「小時尚工坊」為結合主題思維及

設計邏輯的兒童美感課程，鼓勵孩

子獨立思考、探索色彩，關注腳下

的土地、享受創作的美好，啟動孩

子的設計原創力！開幕期間特別推

出明星商品與隨到隨玩美感課程，

豐富孩子的美感學習

PANTONE P 2-15 C

RGB194 179 45 
HEX/HTMLC2B32D 
CMYK0 0 85 32

PANTONE 2188 C

RGB0 66 106 
HEX/HTML00426A
CMYK100 43 0 55

PANTONE P 47-8 C

RGB129 46 39 
HEX/HTML812E27 
CMYK0 91 92 47

ACCA KAPPA｜2F

ACCA KAPPA成立已有150年歷

史，以義大利花園美麗花卉與綠色

植物為靈感，開啟感官與嗅覺的精

彩世界。優雅、充滿文化氣息的思

想，對生活中每個細節的細緻感

受，打造出精緻高質感的香氛及沐

浴系列商品。

MS MingShine Xinyi｜2F

「MS = Men’s  St y l e  =  Men’s 
Select」是台灣少見的義式風格選品

店。以鞋履為主，輔以配件，堅信

精準選擇才能創造風格。打造坊間

少見的一站式紳士全品項服務。

XINYI

默爾義大利餐廳｜5F

用美食說故事：有一群人堅持義大

利職人手法，在他們專注的神情下

提供著傳統的義大利美食。

【開幕優惠】消費滿1,000元即贈默

爾筆記本，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恆隆行｜5F

恆隆行品牌代理事業至今走過一甲

子的時光，仍對代理商品熱情從沒

停歇，目前代理全球近二十五個品

牌，商品範圍更橫跨五大類別，提

供消費者更優異的生活。

【開幕優惠】6.04-6.07全館加碼滿額
贈、獨家限定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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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 designer｜B1

Magic designer於2015年香港台北

同步成立。針對時下小坪數住宅空

間，結合室內設計規劃，設計出多

功能性傢俱。堅持台灣製造，兼具

設計以及耐用。【開幕優惠】滿

20,000元，現折2000元

Dakini Deesse｜B1

創辦人費盡千辛萬苦，終於將這梵文

稱之為「喜來芝」的神祕物質公諸於

世，並將它融入現代技術，調製出讓

世界美容保養權威們驚嘆的返齡保養

品系列，能夠在短時間內、有效解決

愛美人士所困擾的所有肌膚問題。

Xin Yi
NEW OPENING信義│新櫃登場│ Xin Yi

NEW OPENING信義│新櫃登場│

ORENZI｜B1

歐倫琪，問題肌膚的專家。

植萃精華，覺醒修復，找回肌膚初

始的健康。

【開幕優惠】歐倫琪經典組特價

1,280元｜原價1,480元   

ME5｜B1

ME5的含意為關心身邊愛我們的人

+5要素(需求、品質、舒適、安全、

創新)，ME5堅信，對於美好事物的

堅持，不僅是對自身期許，更是對

客戶的承諾。

Mimi's Café米米咖啡｜B2

Mimi's Café米米咖啡是一間精品咖啡與手作甜點專賣店，品牌精神強調使用簡單自然與高品質的原料，搭配當季
與在地食材，創作最美味的手作甜點。

【開幕優惠】購買手作甜點即贈招牌「葡萄萊姆酒夾心」乙份

HH冰室｜B2

來自香港，因為想家、想念以前上

班前翠華的一杯「茶走」，2 0 1 7
年的冬天，決定捲起袖子當一個任

性的老闆，想念香港的什麼就賣什

麼！【開幕優惠】原味雞蛋仔+凍檸

系列(凍檸茶/凍檸樂/凍檸七)飲品特
價99元

潮星州 海南雞飯專賣｜B2

潮星州海南雞飯專賣，以新加坡的

著名小吃為主，致力將道地新加坡

料理呈現給台灣。【開幕優惠】購

買海南雞飯系列免費贈送海南雞乙

份、主餐系列免費贈送小份叻沙麵

(豬肉或蔬菜)。活動恕不併用。

培芝家電｜5F

培芝家電深耕台灣40年，以滾動式

精進服務型態，貼近每一家百貨客

層的特性，完整規劃線上採購至線

下體驗的服務。公司持續精進，讓

消費者「放心買，安心用」是我們

永續經營的理念。

odbo｜B1

o d b o為o - o r i g i n a l、d - d e s i g n、
b-black、o-one，利用剪裁增添獨

特風格，深信黑色將為時尚帶來力

量，而你將為這獨一原黑設計深深

著迷。不管幾年，odbo都是永續流

行的象徵。

豐曜｜5F

豐曜國際文創係以人文工藝、生活

美學、在地自然為出發點，結合台

灣當代陶藝名師之茶器作品與台灣

特色茶為經營內容，以「陶藝廊‧

茶空間」為經營理念，與消費者共

同品味寧靜致遠的現代茶生活美

學。

康生健康科技｜5F

CONCER N Your Life享受可以很

輕鬆，幸福就在一指間。我們開發

能滿足每個酸痛部位的產品，就是

要讓你知道：「康生，從小地方開

始，因懂你而存在。」【開幕優

惠】舒壓按腳機+U型按摩頸枕，特

價9,800元│原價$19,480元

Djeco 智荷｜5F

來自法國的益智玩具品牌，所有的

產品皆有國際插畫家參與設計，為

孩子帶來豐富的美感體驗。拼圖、

桌遊、木玩、手作，智荷陪伴孩子

成長茁壯！【開幕優惠】全品項85
折起

尚品｜5F

【KOIZUMI】日本NO.1原裝進口

兒童成長書桌椅。優良無毒、低甲

醛乙醚的材質及JIS安全標章認證。

多種組合模式，寬敞的桌面、巧思

的收納、豐富的機能，提供最舒適

的書房環境，陪伴孩子一起長大。

雞湯大叔｜5F

雞湯大叔是專為湯控而生的火鍋品

牌，志在用法式雞湯滿足湯控味

蕾，主打湯頭有蔬果雞湯、白蘭地

燉雞，及季節湯頭。

【開幕優惠】6.04-6.17凡姓氏注音有
ㄔ(誠)ㄆ(品)ㄊ(湯)ㄎ(控)的人，內用
套餐7折

KD科定｜5F

KD科定是台灣木建材的品牌先驅，
產品多元：木地板、實木家飾、文

創小品等，品質值得信賴。【開幕

優惠】消費滿2,000元即贈家電，文

創家飾類滿5,000即贈實木手機架，

購買實木餐桌即贈氣炸鍋乙台

原圓家庭｜5F

創立於1995年，「培育優質的下一

代」不只是口號，是我們多年來積

極的行動，全方位打造國內孩子的

智慧與心靈視野，與先進國家的孩

子同步起跑；我們相信原圓家庭這

塊園地，有你所需要的、想要的、

渴望的。

旺代 ｜5F

旺代以創造美好居家生活的精神，

引進高品質、多樣化的世界知名家

居設計及廚坊品牌，具國際信譽及

品質保證。加上團隊細心服務，帶

給您最貼心、滿意的家居生活！

【開幕優惠】精選品牌8折，消費滿

1,000元即贈lotus彩晶筆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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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信義店 6F

注意事項｜扣點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點數兌換以會員當日持有點數為準，贈品數量
有限，兌完為止。●加價購僅限至B1贈品處或顧客服務中心兌換。●各品項每卡每日限換乙次，僅能
擇一兌換方式參加。●當店專櫃商品限指定店別兌換，商品兌換後，除瑕疵外，恕不接受退換貨服務。
●本活動其他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6.04 Thu. - 7.01 Wed.

信義店4F｜1902香氛選物店
INSIGHT 旅行組
價值1,000元│限量30組

信義店5F｜CiPU

小乖乖餵兜兜
價值450元│限量67件

450 點

信義店2F｜第一化粧品
藍銅水光彈嫩凍膜 15ml
價值600元│限量50瓶

600 點

or

200 點
+60元

1000 點

300 點

or

+100元

信義店4F｜iGzen 愛居人
童顏有機 乳香活膚修護乳-旅行瓶10ml
價值300元│限量100瓶

300 點

兌換地點│B1贈品處(6.04-6.09)、
顧客服務中心(6.10-7.01)
商場閉店後請至3F藝術館

誠品信義店 6F



誠品信義店 5F



誠品信義店 5F

※ 分期禮恕不加贈

刷卡分期零利率 2020.4.01 Wed. - 2020.7.01 Wed.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見現場公告或詢問專櫃人員

單筆消費滿 3,000 元以上

享 3 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 6,000 元以上

享 6 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 12,000 元以上

享 12 期零利率

花旗銀行、玉山銀行、中國信託銀行、永豐銀行、第一銀行、新光銀行、
日盛銀行、兆豐銀行、遠東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台北富邦銀行、華南
銀行、元大銀行 (大眾信用卡適用 )、合作金庫、聯邦銀行、滙豐銀行、
台新銀行、凱基銀行、星展銀行 (澳盛信用卡適用 )、臺灣銀行、土地
銀行、臺灣企銀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0.4.01 Wed. - 2020.7.01 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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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注意事項：●使用街口支付及 LINE Pay消費恕不得兌換刷卡滿額禮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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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刷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計算；實體卡與行動支付為同一張卡片恕不得重複兌換。●須出示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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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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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活
動金額計算。●除外籍旅客刷卡滿額禮活動外，兌換僅適用於在台灣發行之信用卡，正附卡分開計算。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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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卡 /聯邦銀行 VISA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 /滙豐銀行 VISA金融卡、現金回饋
御璽卡、公司卡及商務卡 /華南銀行 VISA金融卡、JCB晶緻悠遊 DEBIT卡、超級現金回饋卡 (含 HappyCash及 HappyGo聯名卡 )/土地銀行MasterCard金融
卡 /臺灣銀行 VISA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 /永豐銀行公司卡、配銷卡、儲值卡及簽帳金融卡 /新光銀行 VISA金融卡、商務卡恕不得參加刷卡滿額禮活動。●以
上活動刷卡消費，限當日於誠品信義店、松菸店、南西店單店消費累計，恕不得跨店累計，超過金額無法累計兌換，下述消費恕無法累計兌換：誠品畫廊；誠品講堂；
誠品行旅；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信義店｜ B2-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松菸店｜ 1F-台灣大哥大門市。當日消費限於當日消費館內指定地點兌換，逾期
恕無法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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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銀行保留修改、變更、取消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全台
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上述活動辦法如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主，各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5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60 份

滿 2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5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5,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滿 1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3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5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13,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單筆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3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5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3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6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VISA 金融卡同享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1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8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500 元
乙份，限量 4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50 份

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3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5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3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 分期七卡恕不參與    
     分期禮

※ 限信義店、南西店
     消費兌換
※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300 份

分期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使用說明依券面為主）

單筆分期滿 12,000 元

贈威秀影城電影票
乙張，限量 300 份

單筆分期滿 24,000 元

贈威秀影城電影票
二張，限量 100 份

※ 僅限分期刷卡兌換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分期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分期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分期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 僅限分期刷卡兌換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