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0 Thu. - 11.27 Sun.

2022

高屏區
 Kaohsiung & Pingtung

閱讀 城市生活新美學

Reading︱�e New Aesthetics

會員專屬 限定活動

生活大富翁 會員豪禮抽 10.20 Thu. – 11.27 Sun.

滿1,000
即享APP遊戲任務抽獎乙次，
次次均有獎！

清新淨化 會員滿額禮 11.08 Tue. - 11.27 Sun.

限量
兌換淨毒五郎環保清潔組

高雄大遠百店指定專櫃

首7日會員獨享加碼贈

10.20 Thu. - 11.07 Mon.

3,000 300
8,000 300加

送

10.20 Thu. – 10.26 Wed.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10.20 Thu. - 11.07 Mon. 購物回饋 滿千送百

10.20 Thu. - 10.26 Wed. 首7日會員加碼贈

10.20 Thu. - 11.07 Mon. 百貨同慶 滿千送百

●本活動恕不得與其他滿額活動重複兌換。●「會員100元電子抵用券」僅限誠品生活高雄大遠百店使用。●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消費回饋 滿千送百」消費金額累計：誠品書店。●以下專櫃恕不得
使用「會員100元電子抵用券」：誠品書店、DAISO大創。●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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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人APP直接進行折抵。

●本活動恕不得與其他滿額活動重複兌換。●「會員加碼100元電子抵用券」僅限誠品生活高雄大遠百店使用。●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首7日會員加碼贈」消費金額累計：誠品書店。●以下專櫃恕不
得使用「會員加碼100元電子抵用券」：誠品書店、DAISO大創。●「餐飲50元抵用券」單筆消費不限金額可抵用，每次限抵用乙張，以下專櫃可使用：Lab。●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
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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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人APP直接進行折抵。

會員當日於指定專櫃累計
消費滿3,000送300電子抵用券

內含｜會員100元電子抵用券X3張｜抵用券使用期間：2022.10.20 Thu.‒11.27 Sun.，逾期無效。

會員於指定專櫃當日累計
消費滿8,000再加送300電子抵用券

內含｜會員加碼100元電子抵用券X2張+餐飲50元抵用券x2張｜抵用券使用期間：2022.10.20 Thu.‒11.27 Sun.，逾期無效。

百貨全館當日累計
消費滿5,000送500抵用券

●抵用券兌換及使用方式，依百貨公告為主。

活動店別｜高雄大遠百店

活動店別｜高雄大遠百店

10.20 Thu. - 11.27 Sun. 生活大富翁 會員豪禮滿額抽

●此活動需先下載誠品人APP方能參與抽獎，首次登入請先註冊網路帳號。●單筆金額不累抽，多筆滿額則享多次抽獎機會，需至誠品人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遊戲。 

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1,000
即享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獲得
Nespresso膠囊咖啡機、±0多功能電烤鍋、
誠品點5,000點等好禮，次次均有獎！

活動店別｜高雄大遠百店、屏東店、駁二店

活動店別｜屏東店

共同注意事項—●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無法參與活動： 誠品書店、expo 。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依現場實際公告為準。●發票金額累計限高雄大遠百店、屏東店、駁二店各店單店當日消費發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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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於活動核對。●兌換活動消
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主卡與附卡分開計算)，恕不跨會員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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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抵用券、商品禮券、書店禮券之抵用金
額恕不列入全館贈品、贈券活動之累計消費金額及停車折抵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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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卡/黑卡會員專屬活動消
費累計限升等金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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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員卡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累計消費方可列入活動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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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疵品或故障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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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活動贈品(抵用券/誠品點)至當店顧客服務台
辦理，如贈禮、抵用券已使用或遺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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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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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獎活動屬機會中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見APP活動頁面公告。●排除專櫃若有異動及活動其他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及誠品人
APP為主，誠品生活保留調整變更活動之權利。



●活動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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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本活動恕不得與「滿千送百」、「享樂購物會員來店禮」、
「清新淨化會員滿額禮」「承載幸福會員滿額禮」重複兌換。

享受生活 大戶限定禮

10.27 Thu . - 11.27 Sun. ｜高雄大遠百店

10.20 Thu . - 11.27 Sun.｜屏東店

10.20 Thu. - 11.27 Sun.｜駁二店

黑／金卡會員 當日累計消費
滿15,000即可

兌換未來實驗室N7D空氣清淨機乙台

滿30,000即可
兌換Sodastream 氣泡水機乙台

黑／金卡會員 當日累計消費
滿15,000即可

兌換recolte復古果汁機乙台

黑／金卡會員 當日累計消費
滿15,000即可

兌換未來實驗室N7D空氣清淨機乙台

清新淨化 會員滿額禮

11.08 Tue. - 11.27 Sun. ｜高雄大遠百店、屏東店、駁二店

會員當日累計
消費滿3,600加價300或滿6,000

即可
兌換淨毒五郎環保清潔組乙組 

內含│碗盤清潔劑500ml + 蔬果清潔劑400ml

●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恕不得與「享樂購物會員來店禮」「享受生活 大戶限定禮」重複兌換。

 享樂購物 會員來店禮

11.08 Tue. - 11.27 Sun.｜高雄大遠百店、屏東店、駁二店

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500即可
兌換富翁百寶袋乙個

內含│ 抽獎卡乙張，憑中獎聯至服務台兌換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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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誠品書店、expo。●本活動恕不得與「清新淨化會員滿額禮」、
「享受生活大戶限定禮」重複兌換。

承載幸福 會員滿額禮

10.20 Thu. - 11.07 Mon.｜駁二店

會員當日累計
消費滿1,500贈童趣設計果凍包乙個 

●活動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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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贈品圖僅供參考，依實際現場為準。



Caltan Design｜高雄大遠百店｜駁二店
鈕珠扣造型零錢真皮短夾
特價1,860元│原價2,280元

桃子害喜｜高雄大遠百店｜駁二店

全館飾品買三送一
消費滿1,500元

加贈指定系列純銀耳環（價值390元）

COWA｜高雄大遠百店｜屏東店

梯形信封包
特價4,530元│原價6,980元

羅亞戴蒙｜高雄大遠百店
共生
特價2,100元│原價2,500元
獨白-小
特價1,580元│原價1,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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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asi｜高雄大遠百店

Blue for Men隱士男香100ml

特價1,080元│原價2,380元
Secret蜜桃與茶花 精緻日常魅力女香75ml 

特價990元│原價1,980元
❷

❶

Median｜高雄大遠百店

一個好的我寬鬆大學tee
推薦價780元

水洗舊寬鬆牛仔外套
推薦價1,580元

❷

❶

人字紋相機包
特價6,500元│原價7,680元

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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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遠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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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車線直筒落地褲
推薦價880元

❸

❹

車線棒球帽
推薦價380元

Shine! 
C

hance &
 com

m
unity chest

❺

❺ 編織懶人鞋
推薦價1,080元

❸



COWA｜高雄大遠百店｜屏東店
草蓆紋牛革長夾
特價4,752元│原價5,280元

❷

❶

保
持

精
緻

Caltan Design｜高雄大遠百店｜駁二店
經典中性雙口袋手提真皮包
特價4,500元│原價5,500元

藝術城市集｜高雄大遠百店

一隻文鳥 雙面皮革鏡
特價350元│原價390元

迷你福玩偶鑰匙圈
特價350元│原價390元

桃子害喜｜高雄大遠百店｜駁二店

全館服飾任選2件9折、3件享88折

消費滿4,500元

加贈簡約復古皮帶(價值790元)

Lab' 遠百｜高雄大遠百店
焦糖布朗尼鬆餅+黑糖拿鐵
組合價390元│原價455元

藝術城市集｜高雄大遠百店
當比 探海相框畫
推薦價980元

JIN CHA GOD｜高雄大遠百店
Have a good day with God 
不規則奶油盤+奶油果醬刀
推薦價450元

生
活
百
寶
箱

報風景進階班10幅課程30,000起，
加贈風景套組一套及3,000元商品金(價值10,700元)

創意美術｜高雄大遠百店

HAPPY ART系列
特價12,000元│原價15,750元

再加贈1,200元商品金

原創IP大集合

❷❶

Pintoo｜屏東店｜駁二店

11.10-11.30 優惠推薦
桌上時鐘拼圖-克林姆 - 吻145片
特價702元│原價780元

Evgeny Lushpin - 漫遊巷弄的28號電車1200片
推薦價1,250元

❷

❶

❷❶

❷

❶ ❸

Median｜高雄大遠百店

軟綿坑條短版上衣
推薦價580元

細肩帶皮短裙
推薦價980元

八角皮革帽
推薦價580元

方頭軟皮鞋
推薦價1,280元

❷

❶

❸

❹

Live an exquisite 
lifestyle



NEW
OPENING新櫃登場│

黑豆桑｜高雄大遠百店

天然靜釀醬料，堅持天然釀造，最簡單的

醬油，最幸福的味道。

快閃活動｜10.20-10.23
缸底醬油買三送三，快閃價1,020元
厚黑金醬油買三送三，快閃價1,350元
其他商品任選二瓶85折

JIN CHA GOD｜高雄大遠百店 NEOFLAM｜高雄大遠百店

新品上市
玻璃吸管杯 推薦價250元
不規則奶油盤+奶油果醬刀 推薦價450元

來自台灣原創品牌，希望透過設計療癒你

的生活上面帶著上帝的話語，讓上帝的祝

福進入到你的生命。

韓國鍋具品牌以全天然陶瓷塗層製成之不

沾鍋，主打FIKA風格系列。

韓國人氣鍋具品牌
全面3折起

憑誠品生活駁二店全館不限金額消費發票，
購買同品項，冰／熱一致飲品
享第二杯半價優惠

Median
單筆消費滿1,000現折100(可累贈)

消費滿3,000元，即贈隨身小花鏡
消費滿5,000元，即贈隨身大花鏡

高雄大遠百店 駁二店

折扣訊息
SPECIAL
DISCOUNT│

Caltan Design
全面84折起
10/12-11/02單筆消費滿1,600元，
贈抽獎券乙張(不累贈)

COWA
全面9折，第二件以上8折
定價12,000(含以上)商品8折元，
7折(含以上)折扣後滿12,600現折300元
7折(含以上)折扣後滿8,800元加贈品牌禮品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羅亞戴蒙
10/20-10/23首四日 全館85折
消費滿5,000元，即贈造型細鍊乙條

星巴克
單筆消費滿800元贈星巴克手拿包乙個。
●週年慶活動期間如遇星巴克滿額贈活動，擇一門檻參加，怒不重複兌換。●
單筆發票僅限兌換乙個(組)，依各門市實際數量為準怒不累送；數量有限，贈完
為止。贈品樣式隨機贈送，怒不挑款。●詳細活動依星巴克現場公告為主。

●單張發票限享乙次優惠



誠品生活高雄大遠百店 17F

誠品生活高雄大遠百店 17F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

滿3,600即可以300元加價購

滿6,000即可兌換 淨毒五郎 環保清潔組 乙組
內含│碗盤清潔劑 500ml＋蔬果清潔劑 400ml 

會員滿額禮

兌換地點
高雄大遠百店｜17F書店服務台  / 屏東店｜5F書店服務台  / 駁二店｜1F書店服務台

●本活動限高雄大遠百店、屏東店、駁二店單店累計兌換。●活動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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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二店 | expo。●本活動恕不得與「滿千送百」、「享樂購物會員來店禮」、「享受生活 大戶限定禮」重

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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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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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張消

費發票限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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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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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其他未盡事宜，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蔬果清潔劑：EcoCert認證天然原料，亦適用於嬰幼兒食器清潔│碗盤清潔劑：100%植物來源成分，添加蘆薈低敏不傷手
2015年成立的MIT自有品牌，同時
也是臺灣第一間獲得B型企業認證
的居家清潔用品品牌。秉持著「環

境友善、親膚安全、溫和有效」三

大堅持，以植物性原料開發環保洗

劑，取代石油提煉的清潔劑，提供

消費者更友善世界的潔淨選擇。

誠品線上限定優惠
滿額再贈品牌好禮！

2O22

�u.
11.08

Sun.
11.27 ｜駁二店｜屏東店

｜高雄大遠百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