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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辦驚喜的專門科  

誠品驚喜物所

驚喜物所的送禮大隊今年加開蒐集告解故事的業務！
讓過去一年中也許無心之過、也許小有心結的你們⋯
可以在這洋溢歡樂氣氛的節日，寫下告解事蹟，讓心意與驚喜禮物
能傳送到被告解者手中，為這一年劃下最美好的句點。

送禮大隊限時留言中！

經2016-2018年禮物大隊送禮分析顯示，
被告白的對象佔比：

誠品長年就像聖誕老人的選禮顧問，專為每年苦思
送禮的善男信女們，提供各式獨特且別具心意的心
坎禮；同時還擁有一支神秘的送禮大隊，負責匯集
四面八方的溫暖告白，專職將這些溫暖變成一個個
驚喜直送到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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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

共同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信義店╱南西店╱敦南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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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面僅供示意

誠品人會員扣誠品點500點，

即可兌換10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

【本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至信義店：B1顧客服務中心／商場
閉店後請至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南西店：4F顧客服務中心；敦南店：1F顧客服務中心／商場閉店後
請至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松菸店：B2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間：2019.11.13 Wed.－2020.1.02 Thu.止，逾期無效，抵用券詳細使用方式請見券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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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後恕無法取消及退回。●兌換會
員相關贈禮出示證明，詳細請見共同注意事項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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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卡，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直接進行折抵。●本券為無償發行之電
子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使用電子抵用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停車折抵及其它活動
之累計消費金額。●本券請自行保管，恕不退換、找零、不另開立統一發票。●本券限兌換店別當店使用，惟不適用
於誠品講堂、誠品畫廊、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精品文具館、誠品兒童館、誠品咖啡eslite 
café、eslite TEA ROOM、誠品酒窖、誠品行旅、誠品表演廳、誠品電影院及以下專櫃：信義店｜5F-靜思書軒；
1F-STARBUCKS；B2-7-ELEVEN、麥當勞 McDonald's、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屈臣氏Watsons、晶碩
光學、明德素食園。南西店｜5F-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全館臨時櫃及活動快閃店。敦南店｜GF-STARBUCKS；B1-
明德素食園、農村好物市集、SELECT ORGANICS、館內特賣活動。松菸店｜B2-丸亀製麵；1F-台灣大哥大門市；
2F-living proj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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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Wed. - 11.30 Sat.

點點成金
誠品點
換購物金

12.01 Sun. - 12.24 Tue.

WOW
驚喜倒數
誠品點10點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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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即可兌換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抽中24個好禮，如：

Nintendo Switch Lite（價值6,180元，共3台）

打鐵仔 鞋子好朋友（小）（價值3,980元，共2個）

誠品電影院電影票10張（價值2,900元，共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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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筆點數兌換視為乙次抽獎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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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獲得抽獎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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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於公告當日需仍為有效卡友方具領獎資格，得獎名單將
於2020.1.10 F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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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證明文
件至指定店別顧客服務中心進行領獎作業，並於指定期間2020.1.10 Fri.-2.10 Mon.辦理領獎，未於期限內至誠品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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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驚喜好物
前往點數專區

11.13 Wed. - 1.02 Thu.

WOW
驚喜入手
消費滿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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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航空美國迪士尼雙人主題旅遊（價值130,000元，共1組）

美國航空雙人深度探索之旅（價值240,000元，共1組）

馥藝金鬱金香酒店─行政套房住宿券（價值14,080元，共10組）

馥藝金鬱金香酒店─溫馨家庭房住宿券（價值9,240元，共10組） 

●本活動不需至顧客服務中心／贈品處登記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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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10 F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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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請見共同注意事項說明。●航空公司機票與飯店住宿詳細使用規
則，使用日期及其他負擔費用等，皆以兌換憑證及迷誠品說明為主。●領獎期間：2020.01.10 Fri.-02.10 Mon.。●
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活動詳情

馥藝金鬱金香酒店─行政套房

馥藝金鬱金香酒店─溫馨家庭房

聯合航空美國迪士尼雙人遊

美國航空雙人探索之旅



信義│Xin Yi

這是一則來自 【驚喜生成器】 的重要公告。

1

【驚喜生成器】是一個來自 驚喜物所 的體驗計劃，於限定期間開放委託，協助您給予親友、
同學、昨日書店遇到的服務人員......等任何您期盼的對象，傳遞令他/她/它既緊張又期待的驚喜。

歡迎您親自前來辦理【驚喜生成器】委託程序。
委託後，您的指定對象將會收到來自 驚喜物所 的手機訊息，領取驚喜的細節就在裡面。 

【驚喜生成器】僅營運 33天，要是錯過了，就真的錯過了。 
驚喜已經開始醞釀，希望您作好準備。

期間限定 ： 12.01 Sun. - 1.02 Thu.

主辦單位                     策劃統籌                協力策劃誠品生活【驚喜生成器】服務據點：

信義店 1F 五米大道｜松菸店 1F 西側大門（近文化廣場）｜西門店 B1 顧客服務中心旁

驚喜生成器  關心您的驚喜

信義│Xin Yi

物色驚喜地圖

用巧手創造味蕾的驚喜記憶 和樂融融交換禮物專區

聖誕音樂會 物色驚喜

誠品店員╳ 驚喜物所

聖誕節之於甜點，兩者是多麼密不可分。

讓施易男與陳艾熙一起分享甜點的甜蜜記憶，

消費滿350元贈插畫明信片套組。

依預算出發提供最貼心的交換禮物選擇，

讓你不用再為了交換禮物發愁。 
指定區間全館單筆滿2千贈4F指定專櫃100元抵用券

除了物色聖誕禮物，也要給予心靈一份驚喜！

信義店邀請你們一同享受音樂的浸潤，特邀ØZI、李友廷、

朱俐靜...等10組嘉賓，一起共享美好樂章。

在特別的日子，

給特別的人或給自己一個驚喜的物品。

購物滿額贈iphone 11，

物色給心愛的人驚喜時，也給自己一個驚喜。

誠品店員推薦！

精選館內10樣最能送到對方心坎禮，

讓你做足面子跟裡子，不再為了送禮而煩惱。



施易男

知名演員與歌手，

因拍戲接觸甜點，

從此投入甜點世界成為甜點王子。

 「馬卡龍，人生轉彎處遇到的寶石。」 

 「提到甜點，總會讓人微笑。」
每一次將自製甜點分享給親友時，他們洋溢出的幸福感令我無法

忘懷，因此讓我踏上專業甜點師的路程。學習的路上難免受挫，

但想到心愛的人因為甜點露出的笑容，成為我繼續堅持的動力。

高難度的馬卡龍是我第一個挑戰的品項，第一次幸運成功後接連百次的失敗。透過不斷調整和專

注地製作，馬卡龍已成為我最拿手也最愛的甜點。馬卡龍讓我發現原來人生也有不同的選擇。

 「只要願意，最美的果實都會誕生。」

 「真的想吃的時候，別為難自己。」
聽見減重的朋友們無法滿足口腹之慾而開始分享自身過程的我，研究了許多優質的甜點配

方，讓健康和滿足得以平衡，也透過分享自己的故事讓大家知道減重也能吃甜點。

製作甜點、運動的過程中會帶來一些挫

折，但別在中途就放棄，「獲得成果，是

會上癮的。」艾熙用堅定的口吻說著，並

推薦新手嘗試免烤箱巧克力蛋糕，跨出第

一步，成就感會帶領你完成更多的作品，

同時透過學習來增廣視野。透過吸收新知

讓自己保持年輕，展露出更美好的自己。

獲得成果後，就會繼續朝著下個階段邁

進！

陳艾熙

減重飲食研究女王，

曾為《大學生了沒》固定班底，

近年轉往戲劇發展。

甜點和聖誕節有個共通點 ─ 給人愛與幸福感。製作甜點時「一定要有個送禮對象」，在備料製作時心向著對方，創意和巧思就會

油然而生，成為獨特溫暖的禮物。今年，易男選擇有平安涵義的蘋安鳳梨酥給心愛的人，青蘋和鳳梨交融的清脆酸甜口感，為溫

馨的聖誕節增添驚喜的滋味。艾熙則決定將捧在手上就會感到溫暖的熱可可送給身邊親愛的朋友們，讓收到的人在聖誕節充滿溫

馨和暖陽般的笑容。快來誠品信義店物色一個給心愛的人的甜點吧！

Häagen-Dazs｜B2

奇脆雪酥6入禮袋

特價799元｜原價1,139元

誠品知味市集｜3F

daebete窨花茶／桂花高山烏龍茶

誠品人會員9折│原價620元

Diva Life｜B2

聖誕版鮮橘棒100g／咖啡豆巧克力100g
推薦價450元

聖誕節和甜點有著密不可分的聯想，動手做甜點送給心愛的人，

想必收禮的他（她）會更有驚喜的感覺！

這次特別邀請甜點王子施易男及新生代女星陳艾熙聊甜點，一起為聖誕節物色一份驚喜。
滿哥甜品坊｜B2

不限品項滿3件

88折

壹零捌抹茶茶廊｜B2

大杯飲品9折

agnès b. café｜1F

松露酒心巧克力禮盒

推薦價1,480元

窩巢咖啡｜B2

金勾杯咖啡

特價99元｜原價150元

亮媚燕窩｜B2

亮媚燕窩養生飲5入

特價500元｜原價600元

I Want Sweets愛望英國糖果屋｜4F

英倫之最精緻禮盒

特價999元

HABIBI｜B2

HABIBI 18入馬卡龍禮盒

特價999元｜原價1,100元

Bonnie Sugar｜B2

草莓奶油蜂蜜蛋糕捲

推薦價680元

信義│Xin Yi│特別企劃 –  用巧手創造味蕾的驚喜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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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信義店 B2

誠品店員╳驚喜物所 票選TOP10必買心頭好信義│Xin Yi│

07

JPV法皇凡登智能時尚館│2F

AQUANODE 水素水生成機

特價8,800元│原價9,800元

@aroma│2F

檜木天然精油香氛組

特價1,395起│原價1,550起

Prolla│B1

撲克牌自動開收傘

特價980元│原價1,280元

❶｜ToySelect│4F

經典崩壞系列行動電源

特價999元│原價1,280元

❷｜織途│4F

皮叔叔-歐洲馬鞍革汽車鑰匙皮套

特價686元│原價980元

❸｜風格文具館│4F

Fred & FRIENDS鼻毛修剪器

誠品人會員9折│原價800元

❹｜腦攻 Hanayama│4F

益智玩具六入禮盒組

特價1,999元│原價2,388元

❶

❷

❸

❹

MAISON PROMAX│1F

THE VR VILLAINS-三用側肩

包-ABADDON
推薦價20,300元

Barbour│1F

寵物棉襖

推薦價2,400元

TOOT│B1

丹寧貼身四角內著

推薦價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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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雷諾瓦│4F

牛仔驛站

特價1,259元

原價1,399元

❷｜Fuku Fuku│4F

肩背包

特價550元

原價650元

❸｜USERWATS│4F｜恐龍旋轉風

扇，特價850元│原價990元　❹｜風
格文具館│4F｜KIKKERLAND迷你變

聲擴音器╱迷你麥克風，誠品人會員

9折│原價440元╱495元　❺｜榆果
傢飾│2F｜大理石盆多肉植物香氛花

飾，特價1,200元│原價1,380元（依

現場款式為主，售完為止）　❻｜歐法
頌│B1｜Perlier義大利有機蜂蜜系列

（乳液250ml＋護手霜100ml），特價

890元│原價1,240元　❼｜YANKEE 

CANDLE│B1｜12.25oz Elevation 
Collection ，特價840元│原價1,050元　

❽｜La Boite樂盒│2F｜丹麥SIRIUS
透明球燈三件組，特價1,980元│原

價2,380元

FRED PERRY│1F

尼龍質地經典腰包

特價1,946元│原價2,780元

Urban Lazy│1F

粉嫩珍珠鋯石線戒╱UL珍珠毛衣鏈

特價1,299元╱2,399元

原價1,680元╱2,880元

MF by GCDC│1F

Tribute pillow 
推薦價1,180元

(共4款各3色)

CNFlower西恩│1F

玫瑰時光小恆星

推薦價680元

BsaB│B1

擴香組50ml-黑釉陶╱白點陶

特價1,000元

原價1,200元

BLANCY│B1

石榴石手工細墜手鍊

特價1,480元

原價1,880元

Aesop│2F

年度禮盒 – 幽默家

（天竺葵身體潔膚露200 mL＋

橙香身體乳霜 120 mL）

推薦價1,700元 les nez 香鼻子│2F

Baija 粉紅夢幻泡泡小蠟燭禮盒組

特價1,450元│原價1,800元

巢家居│2F

露銅系列-隨行筆

特價1,999元

原價2,380元

（顏色依現場為主）

拼圖總動員│5F

afu 208片拼圖＋指定框

特價699元│原價1,050元

YOGIBO│5F

紓壓暖暖枕

特價690元│原價780元

Tomali朶玫黎│5F

Soapsox造型沐浴海綿

特價417元│原價490元

誠品酒窖│B2

德國製Zwiesel Vina Touch
水晶杯6入

特價1,500元│原價2,000元

SADOMAIN 仙德曼│B2

英式大理石紋杯架組

特價990元│原價1,350元

NEOFLAM耐用富林│B2

FRENCH BULL 方形陶瓷保鮮盒670ml
特價299元│原價750元

精品文具館│2F

CARAN d'ACHE 849 Line Friends BT21╱

熊大 原子筆(共兩款)
誠品人會員9折│原價1,390元

IDEE LIVING│B1

法蘭絨柴柴隨身毯

特價390元

原價990元

❶

❷

❸

❺

❻ ❼

❽

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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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❸

⓭

❿

⓮

⓫

⓯

⓬

⓰

❻

❾

❾❺ ❼ 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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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賣

❹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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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Salad│B1

牛皮手提包

特價3,906元│原價5,580元

❸｜PEPPER'S│B1

Mona牛皮信封馬鞍包＋Reese絲巾金鍊短背帶

特價3,300元│原價4,360元

❷｜TOUGH│B1

牛仔外套

特價2,688元│原價4,480元

❼｜Single│1F

Cartier太陽眼鏡╱Dior太陽眼鏡

推薦價19,300元╱18,300元

❽｜Doughnut│4F

運動玩家後背包（海軍藍）

特價2,646元│原價3,780元

❾｜Y-3│1F

ZX TORSION
特價9,900元│原價13,180元  

❺｜Y-3│1F

圍巾╱毛帽

特價4,200元╱2,200元

原價5,680元╱3,180元  

❹｜皮套王│B1

零錢長夾（黑/粉二色）

特價2,088元│原價2,506元

❻｜Y-3│1F

M STACKED LOGO LS TEE
特價4,200元│原價5,680元  

①

②

③
⑤

⑤

④

⑥

⑧

⑨

⑦

❶｜K`space│1F｜梵諾森-絲絨單椅，特價71,550元│原價79,500元　❷｜OSIM │2F｜8變小天后，特價59,800元│原價79,800元　❸｜惟
物之間 │2F｜TACS鏡頭在手-機械限量款AVL2-碳古銀紀念版﹝11╱18前需預購﹞，特價15,910元│原價19,888元 ，加贈可替換HOWEEN碳黑真皮錶

帶（價值1,888元）　❹｜Georg Jensen Travel│1F｜Georg Jensen Travel INFINITY 20吋黑色前開式聚碳酸酯行李箱﹝需預購﹞，推薦價20,680元 　
❺｜mamas&papas│5F｜Franklin富蘭克林-成長型嬰兒床（灰洗木紋）﹝需預購﹞，特價26,900元│原價33,900元　❻｜Tomali朶玫黎│5F｜

Plantoys典藏版探索大車4件套組，特價14,805元│原價16,450元　❼｜YOGIBO│5F｜室內中型沙發+室內U型枕+透氣被（H170xW147cm），

特價15,200元│原價16,680元　❽｜PLAYSOUND │2F｜SONY WF-1000XM3 真無線 藍牙降噪耳機，特價7,100元│原價8,200元　❾｜恆
隆行heng style │2F｜Style PREMIUM 舒適豪華調整椅，特價7,992元│原價8,880元　❿｜ JPV法皇凡登智能時尚館 │2F｜RICOH GRIII 
街拍神器，特價29,900元│原價32,900元　⓫｜聽見幸福│4F｜仿古董遊樂馬水晶球音樂盒，特價4,500元 | 原價4,980元　⓬｜傢作GAZO │B1｜

挪威躺椅，特價59,800元│原價78,800元 運費另計　⓭｜Aykasa│4F｜高等級實木蛋捲桌（楓木╱相思木）＋Papillon墨西哥手工地墊，特

價5,940元 | 原價6,600元　⓮｜IDEE LIVING │B1｜埃及棉四件組-富貴紅╱經典藍，特價3,980元│原價7,960元　⓯｜未來實驗室 │B1｜

LINKTABLE&CHAIR鏈結單桌雙椅，特價2,499元│原價2,997元　⓰｜O!Balloon│1F｜花漾聖誕驚喜箱，特價1,980元│原價2,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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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1981│1F

AMI – 卡其飛行外套

推薦價17,580元

ARTIFACTS│1F

Golden Goose 
蛇紋仿舊皮革鞋

推薦價16,980元

❶｜ASPORT│1F｜YEAR OF OURS Cindy 綁帶運動內衣（黑），推廌價2,980元｜YEAR OF OURS Football綁帶運動緊身褲（黑），推廌

價4,280元　❷｜Barbour│1F｜Ergo wax Parka兩用外套，推薦價28,000元　❸｜BAGMANIA│1F｜格紋羊毛雙排釦西裝外套，特價9,980元│

原價11,800元　❹｜6ix pm│信義店 4F｜松菸店 1F｜黃金年代方領絲絨洋裝，特價3,490元│原價3,880元　❺｜OBEIOBEI│1F｜Hannoh Wessel
橘色前開襟洋裝洋裝，誠品人會員95折│原價12,500元

ASH│1F

NIPPY
特價8,228元│原價9,680元

master - piece│1F

高機能超薄筆電後背包

（日本製╱共四色）

推薦價9,000元

JOURNAL STANDARD│1F

Cashmere100% 圓領╱高領毛衣

推薦價3,800元

Superdry│B1

女長板帽T
特價2,786元

原價3,980元

TAIWANIZE│B1

百駿刺繡男大學衫＋女短版大學衫

特價6,200元│原價6,960元

（不得與其它優惠併用） nike│1F

NIKE REACT ELEMENT 55休閒鞋

特價3,600元│原價4,000元D'SHOWROOM│B1

復古小方包

特價2,900元

原價3,500元

PORTER│2F

PUFF系列（手提斜肩包）

推薦價2,450元

MOBO│B1

裝飾袋蓋腰部打褶寬褲

特價699元│原價899元

moshi│4F

Passport Holder 護照夾

推薦價890元

Super Double│4F

運動款碳黑色

推薦價5,680元

凡打卡並購買經典款贈
羊毛氈系列小包
（價值490元起）

❶ ❷ ❸ ❹ ❺

MANGO│B1

卡布莉西裝外套

特價3,000元│原價3,790元

Gianni Chiarini│1F

Helena Round麂皮馬鞍包

推薦價9,500元

agnès b.│1F

雙色羊毛混紡圍巾

推薦價3,580元

COWA│B1

斜背包

特價5,900元│原價7,680元

ALL BLACK│B1

鞋口毛毛短靴

特價1,999元│原價3,680元

YU-PENG SHIH│B1

清秀佳人全蕾絲口袋長裙

（粉/藍）

特價2,980元│原價3,980元

DOUBLE TAKE│1F

Rails Hunter 襯衫

推薦價5,980元

BANNIES’PASHMERE
信義店 2F│南西店 3F

針織系列圍巾全款式

特價4,980元│原價6,980元

Caspia LiLi│2F

Olga
特價2,580元│原價3,500元

PIQUADRO│2F

Black Square經典牛皮郵差包

特價9,500元│原價11,180元

SUMDEX│2F

都會三用後背包

特價3,990元│原價5,000元

❶｜humming│4F｜蝴蝶刺繡純銀飾品套組，特價2,500元│原價

2,660元　❷｜Le Bonheur 豊泊荷│2F｜珍珠耶誕組合髮夾組，推

薦價1,780元　❸｜ Fuku Fuku Jewelry│4F｜精選純銀項鍊，特

價1,800元│原價2,250元　❹｜TENDER.S│1F｜Soierie，推薦價

3,000~5,000元　❺｜Isha Jewelry│4F｜浪漫星空系列全商品，

特價9折│原價880元~1,280元　❻｜Ficelle Design Jewelry│4F｜

波麗露套組，特價4,380元│原價5,070元　❼｜MIRROR皇宣
緣│1F｜花蝴蝶翡翠戒指，特價48,000元│原價99,000元　❽｜
leBebe│2F｜Primegioie首愛-Lucky耳環（9K），推薦價4,000元　

❾｜MIESTILO│4F｜開運尾戒，特價66折│原價1,080元~1,380元

❶
❷

❸

❺

❻

❼

❹

❽

❾

Winnie│1F

維多利亞黑瑪瑙胸針墜子兩用

特價9,600元│原價13,800元

Ultrahard 超硬│4F

自信女孩斜背包

特價999元│原價1,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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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1F

唇釉二入嘴唇禮盒組

特價990元│原價1,290元

K'space│1F

義大利翡冷翠-
貝里尼香氛禮盒1500ml
推薦價21,600元

加贈指定經典款空間噴霧100ml禮盒

奇蹟莊園│B1

窈窕淑女 60分鐘SPA療程 ＋
奇蹟賦活油10ml ＋ 曲線美人精油滾珠瓶10ml
特價2,899元│原價4,294元

❽｜第一化粧品│2F

小資族輕盈享受組（不出水

白色皂基*3+茶鹼50g+咖啡油

20ml）
特價1,600元│原價2,010元

依現場為主

❾｜嘉丹妮爾│B1

基礎舒緩保濕組（鼠尾草舒

緩保濕噴霧100ml＋舒敏角鯊

潤澤精粹30ml＋積雪草修復

緊緻精粹50ml＋積雪草彈潤

修復乳50ml）
特價2,780元│原價3,339元

❿｜LA TRINITÉ Naturelle 

璀莉緹精油│4F

居家保健組

特價1,260元│原價1,680元

⓫｜乳油木之家│B1

Bomb 手工精油皂-草莓奶油 
100g＋手工精油泡澡球 160g x 
2＋ 護唇膏 4.5g
特價790元│原價1,340元

⓬｜iGzen愛居人│4F

童顏有機 綜合隱形面膜組五

片裝（含禮盒）

特價999元│原價1,110元

⓭｜GNC│B2

回原膠原蛋白-胎盤飲品8瓶╱盒

買2送1
原價2,799元╱盒

SIELE│B1

勻亮保濕修護生物纖維面膜

（盒裝）＋美妍C玫果凍

特價1,500元│原價2,560元

UNI Color│B1

FIOLE
隨心所欲1000ml
洗髮精系列

特價1,530元

原價1,800元

WHITENING NET│B1

牙齒美白首次體驗

特價1,200元│原價1,980元

PERTH'S KEY│B1

蘆薈油亮亮身體按摩霜230g
＋單、複方精油任2瓶（原價880元
（含）以下）
特價1,999元│原價2,960元

九本草│B1

還幼早晚霜修護組

特價13,490元

原價16,760元

QUEEN OF SHEBA│B1

大禮盒（沐浴乳50ml＋身體乳50ml＋乳香皂50g＋

阿曼有機棉毛巾）

特價1,680元│原價1,980元

加贈旅行用乳香小皂12g*2

Aesop│2F

年度禮盒 – 作曲家（俄勞斯芳香室

內噴霧100ml＋廁後點滴100ml＋依

蘭潔膚香塊 100g）

推薦價2,500元

❶｜iimono│4F

Lisa&Sara香氛

全面88折

❷｜Bhome│2F

法國 MAD et LEN紅麝香香水 
Red Musc 50ml
推薦價5,800元

❸｜ALLOYA│B1

水性經典無毒指甲油套組

特價1,088元│原價1,679元

❹｜O’right│2F

11.13-12.25
枸杞豐盈洗髮精400ml＋玫瑰

果潤澤沐浴乳400ml
特價1,660元│原價2,240元

加贈香檳玫瑰/紫玫瑰護髮油30ml 
（擇一）

❺｜AHAVA│B1

以色列礦海泥護手霜100ml＋
以色列海泥護足霜100ml＋以

色列海水身體乳2 5 m l＋品牌

隨行袋  
特價1,980元│原價2 , 7 6 0元

❻｜AVEDA│2F

純香袪油乾洗髮

推薦價1,300元

❼｜蕾舒翠│B1

東方草本＋美圖系列面膜

任選15片

原價1200元

特價998元

P. Seven 台灣茶香水│4F

茗香水

推薦價1,850元

幸聞園XWYSiblings│5F

天然滋養洗髮沐浴精250ml＋天然滋養美胸霜

50ml＋天然滋養身體按摩油100ml（含禮盒）

特價1,200元│原價1,647元

大地之愛│5F

Nourish羽衣甘藍3D卸洗乳100ml ＋
晶煥綺肌晚安面膜30ml＋羽衣甘藍

緊緻眼霜10ml 
特價2,500元│原價3,850元

❶
❷

❸ ❹

❺

❾

⓭

❻

❿

❼

⓫

❽

⓬

OPI│B1

古布阿蘇手部密集修護霜118ml
＋指緣油14.8ml
特價1,930元│原價2,510元

加贈古布阿蘇手部密集修護霜50ml或指緣筆7.5ml

阿原肥皂│4F

妙手回春禮盒2組

（艾草＋月桃）（玫瑰＋茉莉）

特價799元│原價8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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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Yogibo│5F｜任一紓壓玩偶+玩具三件組，特價1,999元│原價2,025元　❷｜BabyGarden│5F｜感溫小夜燈，特價1,499元｜

原價 2,000元　❸｜AQmore│5F｜獨角獸禮盒，特價1,280元｜原價1,980元　❹｜拼圖總動員│5F｜兒童2~5片不規則造型

拼圖（共4款），特價349元│原價499元　❺｜Tomali朶玫黎│5F｜Educational Insights動力工場-天才工程師，特價

2,287元│原價2,690元　❻｜風物語│5F｜MAGFORMERS 磁性建構片 可愛動物組60pcs ，特價1,980元│

原價3,480元　❼｜OUI OUI│5F｜美國Sloomb –抗菌透氣羊毛尿布組（環保布尿布*2+羊毛尿褲*1），特價

4,319~5,580元│原價5,064~6,465元  加贈Sloomb羊毛墊（價值265元）　❽｜mamas&papas│5F｜B. Toys
威利發球，特價2,369元│原價2,999元　❾｜風物語│5F｜EDTOY 小小達文西 C 款，特價1,980元│

原價3,380元　❿｜幸聞園XWYSiblings│5F｜法國製造*Méduse®素色霧面中筒靴SKIPPY款（兒童╱

大人），特價1,319元╱1,935元│原價1,499元╱2,199元　⓫｜Choby's│5F｜BANWOOD平衡

車，特價6,800元│原價8,480元 加贈安全帽（價值1,680元）　⓬｜mamas&papas│5F｜B. Toys小獵

犬沃菲行李箱，特價1,737元│原價2,199元　⓭｜SILDER滑來滑趣│5F｜幼童嚕嚕車，特價990元│

原價1,350元　⓮｜牧莎記事│5F｜英國GORJUSS印章（指定款） ，特價980元│原價1,4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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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PRISE

MAKING

STUDIO

信義│Xin Yi│物色驚喜！散播驚喜，來場派對吧 Xin Yi
NEW OPENING信義│新櫃登場│

鑽石屋｜1F

我 們 為 新 人 們 共 同 訂 製 回 憶 的 紀

念，獨一無二的鑽石代表著愛情及

永恆，陪您度過值得紀念的時刻。

【開幕優惠】完美情人鉑金對戒合

購特價38,000元（原價47,600元）；

單筆消費滿30,000元贈櫻花貓爪杯 
（不累送，贈送至12.31止）

ZIPPO｜1F

起始於1932年，藉由改良Cyklon打

火機的外觀而誕生。從二戰為美國

供應軍需品到現在流行於全世界以

及堅持終生保修承諾。

【開幕優惠】購買即贈專用油125ml
及精美小提袋！

+10加拾｜B1

2012年末創立於台灣的襪子品牌+10 · 
加拾。「不管你擁有的是什麼樣的

宇宙觀，對生活上的小細節用心，

就能把以自己為中心的世界活的更

寬闊。 」
【開幕優惠】加入+10 · 加拾襪子王

國，同一隊的結帳再送你95折

耐用富林｜B2

Neoflam致力於推出能對環境和人體

無害的創新廚具，創新的產品受到

全球的認可。我們運用了最新的理

念、技術、材料，努力開發具時尚

性及色彩鮮豔的新產品。

【開幕優惠】全面6折起

Super Double｜4F

快卡背包依取物習慣、頻率將收納

空間垂直分層：頂部擴充、中層收

納、底部快取，自此解決市售機能

包，放入的東西永遠都找不到的問

題。獨創『專利快拆底層』使快取

功能小包彈指間即可取得，有效縮

短找尋物品的時間。

織途｜4F

設立品牌的契機是環球旅行。織是

創造，途是生活。記錄過往編織明

天，所以取名織途。

織途兼顧設計與內涵，以水晶玉石

蠟線純手工編織飾物，滿足客人別

樣審美觀和具體精神追求。

P.Seven 台灣茶香水｜4F

「茶」是待客如賓的情誼展現，是

生活美學與哲學的合體。台灣茶道

中有著最重要的前奏：聞香、嗅聞

開啟了其他感官揉合了香水的科技

與藝術成就，我們將"茶氣"裝瓶，重

現於你我的鼻尖、頸窩，流連肌膚

上成為一道暖流！

腦攻 Hanayama｜4F

★解謎愛好者不能錯過的必玩商品★ 
來自日本HANAYAMA腦攻益智玩

具，獨家販售55款，分1-6顆星難易

度，不僅易於上手又不易使人感到

乏味，還能培養動腦的能力，訓練

人的記憶力、邏輯能力，讓你越玩

越聰明。

第一化粧品｜2F

第一化粧品秉持品牌宗旨，減去不

必要添加，不造成肌膚負擔；使用

可回收包材，省去不必要包裝以體

現 品 牌 精 神 ！ 運 用 原 料 專 家 背 景

優 勢 ， 研 發 調 配 保 養 品 供 消 費 者

使用，成為台灣在地保養品美的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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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pace&Café│1F

愜意蛋糕午茶組合

每週二、四、日 搭配飲品

任選8折（Voss氣泡水╱酒類除外）

金色三麥│B1

4人套餐   推薦價3,560元（10%服務費另計）

海鮮水果沙拉╱南洋松阪豬沙拉（2選1）＋番茄爆炸頭╱極
鮮和風紅鮪魚（2選1）＋椒麻乾鍋豬肋條╱現釀啤酒蝦（3
選1）+啤酒慢跑雞╱戰斧豬排（2選1）＋披薩擇1＋西班牙
海鮮燉飯╱松露野菇燉飯（2選1）＋金色三麥經典蛋糕 以
上餐點皆為擇1，可用150元加購500cc啤酒乙杯（最多4
杯），圖片僅供參考，餐點以實物為準

洋城義大利餐廳│4F

4人派對套餐 
特價1,888元│原價2,318元

卓也小屋│4F

4人全家餐　推薦價1,588元（10% 服務費另計）

精力蔬菜鍋╱御膳養生鍋＋時令蔬菜＋開胃小品＋季節沙拉
＋水耕蔬菜捲＋麻油麵線煎╱珍珠蔬菜捲＋客家小漢堡＋清
炒青花筍╱昆布娃娃菜（擇1）＋小農元氣米╱元氣箘菇飯＋
甜蜜螺絲捲（蒸╱炸擇1）╱雙色ＱＱ球（擇1）＋石蓮桂花
蜜╱季節水果＋一抹霜淇淋╱薑汁彩湯圓╱手工杏仁茶附油條
（擇1）

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2F

獨處時光（任一蛋糕＋拿鐵）

特價220元│原價320元

拿鐵補差額即可更換其他飲品

eslite  TEA ROOM│3F

台灣華岡茶搭可麗露

＋手工烘焙餅乾

特價320元│原價380元

The greenery 蔬坊│B2

輕食二人份 
特價250元│原價270元

金葉名氣餅│B2

名氣餅鮮蝦＋50元商品

特價100元│原價115元

泰酷│B2

雙拼套餐（打拋豬＋金錢蝦）

特價250元│原價280元

Supreme Salmon 美威鮭魚│B2

雙人套餐

（法式香蒜鮭魚義大利麵＋法式焗烤鮭魚筆管
麵＋40元茶飲2杯＋大鮮蔬沙拉2份＋濃滑巧
克力奶酪2份）
特價556元│原價646元

COCO 壹番屋│B2

漢堡日式牛肉燴飯

＋菠菜豬排歐姆蛋咖哩飯

推薦價680元

太陽蕃茄拉麵│B2

太陽起司拉麵+歐姆太陽招牌蕃茄咖哩飯+
附餐5選1（咖哩可樂餅1塊╱特製炸雞2塊╱炸薯
條╱毛豆╱高麗菜）＋飲料3選2（可樂╱雪碧╱檸
檬紅茶）

特價638元│原價670元

東京豚極│B2

薑燒蜜蘋醬煎鐵板豬排200g
推薦價280元

ISLANDER夏威夷咖啡│B2

Aloha! 夏威夷KONA精釀啤酒

（6入）

特價599元│原價660元

Juice Bear 果汁熊│B2

香蕉牛奶（大杯）＋帕尼尼

（口味任選）

特價149元│原價165元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音樂的共鳴，譜出暖心的旋律，

邀您一同沉浸在美好的城市，享受屬於您的聖誕時光。

持續關注活動及表演嘉賓，當日有機會獲得歌手挑選的神秘驚喜禮物！

eslite Celebration Fair
聖誕音樂會 

18:30-19:00 童立安

19:00-19:30 知更

19:30-20:00 慢慢說

20:00-20:30 李友廷

20:30-21:00  ØZI   

演出陣容

16:00-16:30 TRASH

16:30-17:00 朱俐靜

17:00-17:30 The Lighters 萊特

17:30-18:00 李建軒

18:00-18:30 紀儀羚

12.21     16:00-21:00 1F 星巴克前廣場 Sat.

注意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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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1.29 Fri.─ 1.01 Wed.

11.13 Wed. - 1.02 Thu.

 200 點

奇蹟莊園｜B1

舒敏護膚乳 - 長效型30ml
價值239元︱限量125份

 550 點

第一化粧品｜2F

蝸牛黃金修護乳霜15ml
價值550元︱限量4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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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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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品項每卡每日限換乙次。

物色呵護好物

誠品人點數，一點一點累積，

回饋自己，兌換驚喜好物。

信義  主題活動
Xin Yi THEME EVENT

2019
December

12月

驚喜相談所 鬼斧神工怪美探索之旅
12.28 Sat. 15:00-16:00 ｜3F Forum

WOW！！2020年玩美提案，跟著知名旅遊專欄作家Ean，一路驚喜暢玩美國五條經典自駕路線，從

世界最美跨海公路到鬼斧神工怪美峽谷，分享推薦必遊秘境探索路線，不藏私公開沿途必拍與美拍的

攝影秘技。

主講者│陳耀恩 Ean
生活美學攝影達人，此外也是一名旅遊專欄作家，曾舉辦「岩洞裡的火焰羚羊峽谷攝影展」、「一步

萬年 澳洲北領地攝影展」，擅長在旅途中，進行影像創作紀錄生活的美好，並以跨媒體方式發表世

界各地的旅遊文章與攝影作品。

注意事項│免費入場

繽紛耶誕玩台北 集章活動

活動期間，持集章畫報至指定活動店家

搜集任意相異店家圖章3枚＋誠品信義店

當日單筆消費滿300元發票，
即可至B1贈品處或胖卡專車兌換耶誕小

物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誠品信義店 3F

Xin Yi
SPECIAL OFFER信義│滿額回饋│

禮
物
節

驚
喜
物
所 100

本券適用於誠品信義店4F指定專櫃
使用期限｜ 2019.11.13 Wed.-2019.12.25 Wed. 止

逾期無效，限下一筆消費使用。

抵用券

23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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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指定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350元，即可兌換 不思議插畫明信片套組 
乙份(限量500份)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材質：紙、尺寸：10.5X15cm／張 、內容：明信片6入。
●活動專櫃：1F-STARBUCKS、agnès b. café、K'space&Café；B2-Bonnie Sugar、Häagen-Dazs、
HABIBI、Diva Life、上城糕餅小舖 UPTOWN Pastry Shop、滿哥甜品坊、壹零捌抹茶茶廊、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不可與「交換禮物 購物金」、「物色驚喜 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於B1╱4F╱5F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元，

11.13-11.30即可兌換 歐萊德乾洗髮180ml 乙瓶(價值580元，限量270瓶)
12.01-12.25即可兌換 金色三麥啤酒券350c.c. 兩張(價值170元╱張，限量

770張)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誠品畫廊、靜思書
軒、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B1-金色三麥。●歐萊德乾洗髮180ml（積雪草植萃╱積雪草植萃）隨
機贈送恕不挑選。●「金色三麥啤酒券350c.c.」使用規範依券上說明為準。●不可與「交換禮物 購物金」、
「物色驚喜 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於1F╱2F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0元，

11.13-11.30即可兌換  les nez 香鼻子Baija巴黎百嘉 三效煥膚原生
糖精去角質霜60ml  乙瓶(價值800元，限量175瓶)
12.01-12.25即可兌換 Dr.Bronner's布朗博士8oz潔膚露+旅行組 乙
份(價值749元，限量870份)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次，數量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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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 Dr.Bronner's布朗博士8oz潔膚露（茶樹╱尤加利╱格雷伯爵），隨機贈送
恕不挑選，旅行組內含潔膚皂34g*1＋潔膚露10ml*1＋牙膏5ml*1。●不可與「交換禮物購物金」、「物色驚
喜 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11.13 Wed. - 11.30 Sat.

交換禮物
購物金

11.13 Wed. - 1.02 Thu.

物色驚喜
專屬禮

11.13 Wed. - 12.25 Wed.

暖心呵護
專區禮

11.13 Wed. - 12.25 Wed.

歡聚時刻
專區禮

11.13 Wed. - 12.25 Wed.

甜甜幸福
專區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單筆消費滿2,000元，即可兌換4F指定專櫃100
元電子抵用券 

●活動期間每卡限換乙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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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13 Wed.-2019.12.25 Wed.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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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人APP直接進行
折抵。●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講堂；5F-誠品畫廊、靜思書軒；B2-7-ELEVEN、晶碩光學、
屈臣氏 Watsons。●100元電子抵用券僅限誠品信義店4F使用，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誠品風格文具館、KIKI
餐廳、洋城義大利餐廳、卓也小屋、しゃぶしゃぶ温野菜日本涮涮鍋專門店。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
告為準。●恕不得與全館其他促銷活動重複兌換（銀行刷卡禮除外）。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120,000元，即可兌換 Apple Watch Series 5  
乙台(價值13,400元，限量30台)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200,000元，即可兌換 iPhone 11 64GB 乙台

(價值24,900元 ，限量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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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Watch Series 5 」及
「 iPhone 11 64GB」為公司貨，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實際規格及價值依官方公告為主，兌換時將
先領收由誠品生活發放之贈品提貨券，將以專電通知領貨，於領貨期間憑券至指定地點領取贈禮，遺失恕不補
發。●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講堂；5F-誠品畫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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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地點│信義店B1贈品處╱商場

閉店後請至2F書店讀者服務中心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誠品敦南店B1｜誠品生活松菸店2F｜誠品信義店4F



單筆單筆

※

限
信
義
店
、
南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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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刷卡分期零利率 2019.9.27 Fri. - 2020.1.02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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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小企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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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19.9.27 Fri. - 2020.1.02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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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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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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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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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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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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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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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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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銀行達人 VISA金融卡、商
務卡及採購卡 /永豐銀行公司卡、虛擬卡、八通卡、配銷卡、儲值卡及簽帳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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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南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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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F-屈臣氏 Wats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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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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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290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000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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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500份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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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份

滿 4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700元
乙份，限量 500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400份

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00份

滿 1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200份

滿 3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500元
乙份，限量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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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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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說明依券面為主）

※

僅
限
分
期
刷
卡
兌
換

單筆分期滿 15,000 元

贈威秀影城電影票
乙張，限量 300份

滿 30,000 元且分期，

加贈威秀影城電影票
乙張，限量 200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700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300份

分期滿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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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
期
禮
恕
不
加
贈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80份

分期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25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300份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500份

滿 2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400元
乙份，限量 200份

滿 4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600元
乙份，限量 100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620份

滿 4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600元
乙份，限量 26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