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日全館累計消費滿500元發票可免費停車半小時，每車每日最多優惠3小時，第一小時未滿以一小時

計算。誠品人會員每週一至週五，當日累計消費滿500元以上，可享會員優惠半小時（例假日、國定

假日及彈性放假日除外；每日每卡限優惠一次）。以上優惠每日每車最高上限為3小時（含會員優惠）。

免費停車優惠

商場　Department store / 11:00am - 11:00pm
書店　Bookstore / 11:00am - 11:00pm
5F     eslite Lifestyle & Children / 11:00am - 10:00pm

週五～週六
Fri. - Sat.

商場　Department store / 11:00am - 10:00pm
書店　Bookstore / 11:00am - 10:00pm

週日～週四
Sun. - �u.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最新營業時間詳見迷誠品網站公告



 消費滿額再回饋

滿30,000元再加贈
3M新一代防蟎水洗枕—標準型乙個
（價值1,299元，限量300個）

滿180,000元再加贈
韓國422Inc 13L 氣炸烤箱乙台
（價值7,490元，限量30台）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於信義店單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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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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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活動贈禮皆於活動開始當天上午11:00起至6F視聽室兌
換，依現場告示為準；贈品圖片僅供參考，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並無提供宅配服務，兌出後除瑕疵品恕不接受退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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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人APP直接進行折抵。● 「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指定專櫃250元電子抵用券」、「加碼100
元電子抵用券」、「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採消費後系統自動匯券，惟「刷指定銀行獨享回饋活動」、「消費滿額再回饋」需至6F視聽室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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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滿千送百」、「消費滿額再回饋」及「刷指定銀行獨享回饋活動」消費金額累計：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
甜蜜約定(黃金)、禾荳荳美術館；4F-Craft Design 手創村；1F-schulzworks、L'HERBOFLORE蕾舒翠；B1-BIRKENSTOCK、QUEEN SHOP、綠蓋茶．館、謙碩修改室；B2-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
恕不列入「指定樓層同慶加碼」消費金額累計：誠品講堂；5F- 靜思書軒、甜蜜約定( 黃金)、禾荳荳美術館、誠品兒童館；4F-Craft Design 手創村、誠品風格文具館；2F- 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1F-schulzworks、L'HERBOFLORE蕾舒
翠；B1-BIRKENSTOCK、QUEEN SHOP、綠蓋茶．館、謙碩修改室。●「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與「銀行贈送之各面額電子抵用券」僅限誠品信義店館內使用，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
甜蜜約定(黃金)、禾荳荳美術館；4F-大師修、Craft Design 手創村；1F-schulzworks、L'HERBOFLORE蕾舒翠；B1-BIRKENSTOCK、QUEEN SHOP、綠蓋茶．館、謙碩修改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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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拍特賣。●「指定專櫃250元電子抵用券」僅限信義店以下樓層專櫃使用：5F-全樓層(惟誠品兒童館、禾荳荳美術館、甜蜜約定(黃金)、靜思書軒、有情門、高原木材、johnson喬山健康科技、

誠品會員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指定樓層同慶加碼    ※各門檻每卡限贈乙次
B1╱4F滿6,000元加贈2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加碼100元電子抵用券×2張

1F╱2F╱5F滿18,000元加贈5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加碼100元電子抵用券×5張
※6F-YAMAHA可列入1F／2F／5F滿額累計消費兌換

一日限定

※各門檻每卡限換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單張發票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兌換過之發票消費餘額不得再合併累計計算

滿20,000元送4,5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8張＋指定專櫃250元電子抵用券×8張+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5張

滿50,000元送12,0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20張＋指定專櫃250元電子抵用券×20張+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20張

滿5,000元送1,0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2張＋指定專櫃250元電子抵用券×2張

兌換地點│6F視聽室／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



滿千送百一日限定
eslite Pay綁定指定銀行最高享回饋31%
※抵用券使用期間｜2021.9.24 Fri.-2021.10.31 Sun.止，逾期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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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Pay消費恕不得兌換 

※每張發票消費金額限參加一種滿千送百活動，不得重覆兌換，指定銀行加碼回饋活動除外

※本活動可與第四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

※本活動可與第四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

※本活動可與第四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

  ※本活動恕不與第四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

  ※本活動恕不與第四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

不限
會員

餐飲專櫃單筆消費滿888元現折100元
●限單櫃單筆消費折抵，不可累計折抵。●參與專櫃：6F-泰市場 泰式海鮮自助餐Spice Market、1010 湘、光合箱子、Just Grill；5F- 雞湯大叔、默爾義大利餐廳；4F-KIKI餐廳、しゃぶしゃぶ
温野菜日本涮涮鍋專門店、Waku Waku pasta、稻舍食館Rice&Shine、Moshi café；3F- 誠品咖啡 eslite café；2F-Valencia café X Four Barrel coffee roasters 四桶咖啡；B1- 金色
三麥、樺達奶茶；1F- 猿田彥珈琲、agnès b. café；B2- 全樓層專櫃( 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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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NDAYS、K&K 寶貝廚房、王大夫一條根、金太郎鍋具、SADOMAIN 仙德曼不適用)。

誠品會員刷指定銀行獨享回饋 ◎謹慎理財．信用至上◎

滿8,000元加贈1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銀行100元電子抵用券×1張（限量200份）

滿20,000元加贈誠品禮券100元乙份
（限量100份）

滿40,000元加贈誠品禮券200元乙份
（限量50份）

滿10,000元加贈1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銀行100元電子券×1張（限量100份）

滿50,000元加贈3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銀行300元電子券×1張（限量10份）

滿6,000元送1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銀行100元電子抵用券×1張（限量100份）

滿6,000元送1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銀行100元電子抵用券×1張（限量20份）

滿25,000元加贈2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銀行100元電子抵用券×2張（限量100份）

滿30,000元加贈2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銀行100元電子抵用券×2張（限量30份）

滿50,000元送8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銀行400元電子抵用券×2張（限量15份）

滿20,000元送3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銀行300元電子抵用券×1張（限量30份）

滿12,000元送2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銀行100元電子抵用券×2張（限量10份）

活動詳情請見滿額回饋

hengstyle恆隆行、dyson、Yogibo、CONCERN康生健康科技、豐曜陶藝廊、SmileRocks 石麥半寶石專賣店、PURE LIFE、化石先生、TG、培芝家電、TOY WORLD、TOY WORLD LEGO、KOIZUMI、默爾義大利餐廳、雞湯大
叔不適用)；4F-全樓層(惟誠品風格文具館、大師修、Craft Design 手創村、好生活市集、KIKI餐廳、しゃぶしゃぶ温野菜日本涮涮鍋專門店、Waku Waku pasta、稻舍食館Rice&Shine不適用)；2F-& by tan & luciana、Caspia LiLi、R&F、
mittag jewelry、艸化工事Maison du Corsage；1F-OLIVIA YAO JEWELLERY、FRED PERRY；B1-全樓層(惟BIRKENSTOCK、綠蓋茶．館、樺達奶茶、金色三麥、QUEEN SHOP、謙碩修改室、DESKER by iloom、güdreams不
適用)。●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加碼100元電子抵用券」：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甜蜜約定(黃金)、禾荳荳美術館、誠品兒童館；4F-大師修、Craft Design 手創村、好生活市集、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知味市
集、誠品咖啡eslite café；2F- 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1F-schulzworks、L'HERBOFLORE蕾舒翠；B1-BIRKENSTOCK、QUEEN SHOP、綠蓋茶．館、謙碩修改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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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拍特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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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或「銀行贈送之各面額電子抵用券」乙張，並以此類推：5F-誠品兒童館；4F-
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知味市集；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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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視聽室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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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銀行商務卡、CUBE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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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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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同一張信用卡亦僅限兌換乙次。●本頁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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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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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地點│
6F視聽室／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限單筆分期）

（限單筆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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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19:00-19:20｜觸動音樂，揮灑自在

林逸欣古典二重奏—
優美動人氣質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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珈
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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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場

1F

20:10-20:40｜觸動靈魂，聲響悠遊

蒐SoulDays Studio手碟—
清澈空靈 樂聲環繞

21:30-22:00｜觸動旋律，即興創作

非╱密閉空間—
實驗電子和現代爵士碰撞

19:40-20:10
20:40-21:10｜觸動節奏，跨越界線

小事製作—
It takes two to tango！

19:20-19:40
21:10-21:30｜觸動雜耍，溜出無限 

楊元慶—
無法取代的溜溜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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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

19:00-19:30｜觸動驚喜，舞動踢踏

舞工廠踢踏舞團—
跨域互動驚喜演出

19:30-21:00｜觸動魅力，神乎其技

幻化萬千街頭藝術—
近身魔術＆氣球小丑

19:00 - 22:30｜觸動時刻，音樂現場

雲門教室—
故事繪本身體律動
《布卡蛙海底冒險》

閃
快

4F
、
B1

19:00-19:30
19:45-20:15｜觸動童心，生活律動

A Touch of Live Music—

演出嘉賓｜

溫蒂漫步、李權哲、

PUZZLEMAN、春艷、
蔡明仁、?te 壞特

19:00-20:00｜觸動電影，愛情甜言

《再說一次我願意》—
奇幻浪漫電影經典重現

22:00-23:00｜觸動閱讀，朗唱人生

萬芳×徐珮芬—
現場演唱×選詩朗誦

20:10-20:40｜觸動爵士，彈奏搖擺

台、日知名爵士樂二重奏—
翁家怡×池田欣彌

21:00-22:30｜觸動料理，幸福滋味

台中柳川や艾力克—
招牌菠蘿麵包現場烘焙

搶 先 報 名9.24 Fri.會員之夜 精彩活動

信義會員之夜 會員專屬來店禮 
｜黑卡獨享｜

黑卡會員當日憑會員卡即可兌換觸動幸福來店禮乙份

內含：兔兔酒x麥吉 雞尾酒300ml、誠品會員之夜限定口罩各乙入（限量2,000份）

｜誠品會員來店禮｜
誠品會員當日不限金額消費並完成通關任務

即可兌換誠品會員之夜限定口罩乙個（限量3,000份） 

●活動當日每卡限兌換乙份，兩活動恕無法重覆兌換，數量有限，送完為止。●黑卡會員獨享「觸動幸福來店禮」內含兔兔酒x麥吉雞尾酒300ml(哲學家、數學家、文學家、美學家四款隨機贈送，價值150元)、誠品會員之夜限定口罩(共二款隨
機贈送)。●會員來店禮「誠品會員之夜限定口罩」共二款隨機贈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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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時需持會員本人實體會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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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地點

6F視聽室／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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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K

IN
G

 ST
U

D
IO

3F

19:00-19:30｜觸動驚喜，舞動踢踏

舞工廠踢踏舞團—
跨域互動驚喜演出

19:30-21:00｜觸動魅力，神乎其技

幻化萬千街頭藝術—
近身魔術＆氣球小丑

19:00 - 22:30｜觸動時刻，音樂現場

雲門教室—
故事繪本身體律動
《布卡蛙海底冒險》

閃
快

4F
、
B1

19:00-19:30
19:45-20:15｜觸動童心，生活律動

A Touch of Live Music—

演出嘉賓｜

溫蒂漫步、李權哲、

PUZZLEMAN、春艷、
蔡明仁、?te 壞特

19:00-20:00｜觸動電影，愛情甜言

《再說一次我願意》—
奇幻浪漫電影經典重現

22:00-23:00｜觸動閱讀，朗唱人生

萬芳×徐珮芬—
現場演唱×選詩朗誦

20:10-20:40｜觸動爵士，彈奏搖擺

台、日知名爵士樂二重奏—
翁家怡×池田欣彌

21:00-22:30｜觸動料理，幸福滋味

台中柳川や艾力克—
招牌菠蘿麵包現場烘焙

搶 先 報 名



05
CA4LA｜1F

9.24 18:00-23:00 
商品全面8折
9.25-9.26商品全面9折
※高訂系列除外

NEW BALANCE｜1F

9.24 限量鞋MS327RF1
推薦價3,280元

bhome living｜2F

9.24
MAD et LEN全面85折

MOSA沐莎植感生活｜4F

9.24  INSIGHT髮浴系列900ml
特價1,800-2,100元
原價3,600-4,200元

南法香頌｜4F

9.24 商品全面
買三送二

KOIZUMI｜5F

9.24 限定品牌商品
全面85折

OWNDAYS｜B2

【會員獨享】
9.24 
單筆消費滿2,000元現折100元
滿3,000元現折300元
滿4,000元現折500元
滿5,000元現折700元
※最高折700元，不得和其他優惠併用

茶籽堂｜2F
9.24 購買任一髮、身系列補充包

加1元即贈同品項330ml
乙瓶（價值450-650元）

02
03

韓國女星IU著用

04

06 07

Vecs Gardenia 嘉丹妮爾｜B1

9.24 
心葉球霜、積雪草精粹、

角鯊精粹

同商品2件7折

10

最
佳
入
手
時
機
，

純
天
然
香
氛
藝
術
品

日本最具代表性帽款品牌

囤貨必備
限時閃購

全球限量聯名商品

JOURNAL STANDARD｜1F

9.24  JOURNAL STANDARD X 森山大道
特價2,280元｜原價2,500元
秋冬新品單筆消費滿10,000元現折1,000元
【黑卡款待】
消費即贈品牌收納壓縮袋乙只

（價值300元）

Yamaha Music & Life｜6F

9.24 DU1ENSTPE自動演奏直立鋼琴
特價455,000元｜原價506,000元
加贈藍芽音響WX051、iPAD、立燈、鋼琴保養組、
路由器、網路線（總價值33,107元）

伊織｜2F

9.24
伊織迷台灣系列手帕巾四件組

特價1,399元｜原價1,680元
【新品首發】

9.24-9.26 限定83折

09
超值好禮
六重送

Barbour｜1F

9.24 
Barbour SL Beaufort Black經典油布外套
特價12,040元｜原價17,200元
※特價品恕不計入櫃內活動累計8折

85折

信義
獨家

新品
上市

買一
送一

買三
送二

11

85折

13

08

01

贈禮

12

9╱24
會員之夜一日狂歡限定

品牌精選限時限量商品
一年一度不容錯過！ 7折



1F 

⓬ CHARLES & KEITH 
9.24 │會員獨享│活動當日加入品牌LINE
帳號，即享100元好友購物金（滿

千抵用），單筆消費滿6,000元即可成
為VIP，並加贈品牌限定保溫
杯乙個（價值700元）
※CHARLES & KEITH VIP消費滿3,000元即贈

⓭ Nike Kicks Lounge
9.24 商品全面8折起
※鞋╱衣都可列入優惠，部分限定商品除外
9.24 │會員獨享│再享9折

⓮ BAGMANIA
9.24 新品全面85折起
折扣後消費滿25,000元贈笑臉毛毛拖
鞋乙雙（價值1,980元）；滿80,000元贈

LM Taylor帆布購物袋Animal 
（價值6,480元）

⓯ Winnie Jewelry
9.24 維多利亞系列全面5折

⓰ EDN
9.24 憑當日全館消費滿2,000元（含以上）
發票贈玻尿酸恆潤保濕面膜乙片

（價值250元）；滿3,000元（含以上）贈

200ml保濕乾洗手凝露（價值599
元）；滿8,000元（含以上）贈極效保
濕美顏療程乙堂（價值3,800元）

9.24─10.11│誠品會員  滿5,000 送1,000

❶ Fred Perry
9.24│會員獨享│季節款8折、基本款9折
消費不限金額即贈台虎精釀啤酒330ml乙瓶
（價值90元）

❷ Y-3
9.24-9.28 秋冬新品全面8折起

❸ Barbour
9.24 商品全面9折；單筆消費滿10,000元
現折500元；滿20,000元現折1,500元
9.24│黑卡款待│商品全面85折；單筆消
費滿10,000現折500元；滿20,000元現
折1,500元
※聯名款商品恕不折扣，特價品恕不計入
累計

❹ OLIVIA YAO JEWELLERY
9.24 單筆消費滿6,000元現折600元（可累
計）；滿15,000元可抽獎換贈禮乙份

（正貨╱寶石╱禮券╱抵用券）

❺ ST. MALO WANG
9.24 │會員獨享│商品全面85折；品牌

VIP 商品8折；│黑卡款待│商品全面8折

❻ CINDY ZHANG
9.24 消費即贈品牌皮革鑰匙圈乙個

品牌全系列（特殊皮除外）

單筆消費滿10,000元現折1,000元  

❼ NEW BALANCE
9.24 商品全面8折起；單筆消費滿3,300
元現折300元；滿6,000元現折600
元，加贈NB城市野型收納袋乙個

（價值1,680元）

❽ ARTIFACTS
9.24-9.30 服飾新品85折起
※生活商品、香氛、精選商品除外

❾ TENDER.S
9.24│會員獨享│結帳金額享9折；
品牌會員結帳金額85折

❿ Timberland
9.24 秋冬商品全面8折
※聯名款、經典款、保養品除外

⓫ GIANNI CHIARINI
9.24 商品全面85折
【滿萬折千】單筆消費滿25,000元贈Micro 
Marcella迷你包乙只（價值4,900元）
※恕不累贈，贈完為止

＃潮流單品一次擁有！
1F秋冬精選品牌8折起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9╱24
會員之夜
優惠情報



誠品書店、風格
文具館、兒童館
精選

＃精選商品推薦

＃風格藝文選物推薦

❻ Oright'歐萊德
9.24 全系列洗髮精400ml╱沐浴乳400ml╱
護髮素250ml，任選3件（含）以上7折
9.24 │黑卡款待│單筆消費滿3,800元贈

歐萊德酒釀護手霜100ml乙支

（價值980元）※恕不累贈 

❼ Voluspa
9.24-10.02 商品全面5折；玫瑰氣泡系列45
折；滿5,000元現折300元

❽ OSIM
9.24  至櫃上體驗按摩椅贈OSIM 3D舒
眠眼罩乙份（價值380元）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❾ [comfort zone]
9.24 商品全面85折；單筆消費滿3,500元
贈超級有機旅行組乙份（價值1,800
元）

9.24  │黑卡款待│消費即贈醇美芳香
旅行組乙份（價值800元）

❿ 北歐櫥窗Nordic

9.24 家具品牌85折起

義大利佛羅倫斯Dr. Vranjes Firenze
空間藝術香氛全面95折

⓫ Marimekko
9.24 單筆消費滿2,000元即可以1,280元加購
品牌花傘乙支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⓬ R&F
9.24-9.26 秋冬商品預購會

單筆消費滿50,000元贈購物金63,000元
單筆消費滿100,000贈購物金137,000元

⓭ PIQUADRO
9.24-10.10 正價品單筆消費滿5,000元現折
500元
9.24 單筆消費滿10,000元現折1,200元，加
贈品牌牛皮鑰匙圈乙個（價值2,000
元）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❶ AVEDA
9.24 單筆消費滿6,000元贈沁涼薄荷
旅行組（價值1,200元）；滿9,000元贈
逆齡光萃旅行組（價值2,100元）；
滿11,800元贈強韌保濕旅行組（價值

3,300元）；滿15,800元贈豐盈純香隨
行組（價值4,550元）；滿25,800元贈幸
福迎曦純香禮（價值6,950元）
※不得與其他優惠併行，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❷ Aesop
9.24  高效維他命彈潤組

 （夜間深層滋養面膜60ml+大馬士革玫瑰

精露25ml）
特價5,190元｜原價5,900元

❸ 極淨Pureness Health
9.24-10.21 商品全面8折

❹ 綠藤生機
9.24-9.29全明星保養清潔組

（活萃洗面乳100ml+活萃修護化妝水
250ml+活萃修護精華露30ml+綠色海洋精
華油30ml+頭皮淨化洗髮精250ml）
特價3,489元｜原價4,780元

❺ ACCA KAPPA
9.24-10.21 單筆消費滿3,800元贈義大利
絢亮橢圓髮梳乙個（價值1,000元）※
顏色隨機出貨；滿6,000元贈櫻花沐浴
香氛組禮盒乙個（價值1,480元）

❶ 誠品書店｜3F
《相聚於美麗的建築中》

特價300元｜原價380元

❷ 誠品書店｜3F
9.24│會員獨享│
The Art of Chinese Living : An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4冊合售，含硬殼紙書盒）
黑╱金卡會員
特價2,999元│原價4,400元

❸ 誠品兒童館｜5F
9.24│會員獨享│
迷宮偵探禮物套書（3冊合售）
特價772元│原價1,170元

❹ 誠品風格文具館│4F 
9.24 PLUS 超級跑車削筆機
特價891元｜原價990元

 

❺ 誠品知味市集｜3F
9.24 TIERRAS DE TAVARA賽古拉DO特

級初榨橄欖油╱500ml買一送一
特價650元｜原價1,300元 

❻ 誠品音樂館｜3F
我們的靈魂樂（黑膠唱片）
特價9折｜原價1,150元

2F 香氛保養8折起
＃經典商品囤貨必備

⓮ OLIVIERS&CO
9.24 單筆消費滿5,000元贈限量普羅旺
斯潤澤香氛皂乙個

⓯ PORTER INTERNATIONAL
9.24 正價品任選兩件，單筆消費滿6,600元
現折600元

⓰ dienes silver
9.24 商品全面88折

⓱ Mittag jewelry
9.24 單筆消費滿10,000元贈珍珠手鍊乙

條（價值2,800元）

⓲ ARTE WHITE
9.24 單筆消費滿12,000元贈ALEYOLE
酒紅絲絨珠寶盒乙個（價值1,790元）

誠品
獨家

【沁涼薄荷旅行組】
【逆齡光萃旅行組】



全面8折起
＃嚴選好物輕鬆入荷

4F 

5F 

5F 

家電家飾85折起
親子用品8折起

＃打造時尚質感家居

＃童心童趣甜蜜共享

❶ BLUE STONE青石
9.24 商品全面85折（部分商品除外）
❷ 雷諾瓦
9.24 凡購買拼圖正品單筆消費滿8,000元，贈
神奈川沖浪裏╱木質拼圖╱220
片乙盒

❸ 阿原肥皂YUAN
9.24
玫瑰護手霜╱苦橙護手霜 任選買一送一
特價880元│ 原價1,760元

❹ 木雕森林
9.24 精油全系列8折

❺ 薑心比心
9.24 商品全面兩件88折
❻ 愛創造Allietare
9.24 木質中性香水系列商品（蠟燭、擴香、
香水）8折
蠟燭任選四顆贈電子式打火器乙支

（價值520元）

❼ 檜山坊
9.24 全面8折
童話森林精油調香組 
特價990元│ 原價1,500元

❽ Isha Jewelry
9.24 商品全面82折
單筆消費滿3,000元再贈100元品牌購
物金

❾ Lee's Jewelry李氏私飾
9.24 耳環全品項8折

❿ I WANT SWEETS愛望英國糖果屋
9.24 商品全面7折

⓫ Kate Spade
9.24 商品全面7折

⓬ Doughnut
9.24 商品全面8折

⓭ MERCI Design
9.24 商品全面8折（訂製品除外）

9.24─10.11│誠品會員  滿5,000 送1,000

❶ 有情門
9.24 商品85折
※僅限現場展示之商品系列

❷ hengstyle恆隆行

9.24 Style全系列85折
9.24-10.21
Style Dr. Chair Plus
舒適立腰調整椅-加高款
特價13,880元│原價16,000元

❶ TOY WORLD LEGO
9.24-10.05  商品全面8折
 ※特價、限量商品除外

❷ TOY WORLD
9.24-10.05商品全面8折
※扭蛋、一番賞及紅標特價商品除外

❸ Old Soles
9.24 單筆消費滿5,000元現折200元
│黑卡款待│
單筆消費滿5,000元現折300元
9.24-10.21
單筆消費滿5,000元贈The Piggy Story
印章彩色筆隨手畫乙組（價值599
元）

66折

⓮ ADAM亞果元素
9.24 生活系列品項8折
⓯ 窩好Walco Home
9.24 商品全面8折╱壓花收納系列7折
⓰ USERWATS
9.24 單件88折╱雙件85折
造型燈具買一送一（指定品項）

⓱ micia美日手藝館
9.24-9.27 單筆消費滿3,000元贈300元品
牌購物金；滿10,000元贈1,500元品
牌購物金；滿12,000加贈小黃間系
列印章乙套（價值1,560元）

⓲ expo
9.24-9.27 首四日限定單筆消費滿3,300元送
600元 （300元現折＋300元抵用券）

9.24｜會員獨享｜
黑╱金卡會員 單筆消費滿1,500元贈人氣
排隊貝果品牌【林氏貝果】限
定茶香奶酥貝果乙份

｜黑卡款待｜單筆消費滿1 , 5 0 0元加贈

【山生有幸】台灣原葉袋茶組
9.24 好剪才商品單筆消費滿1,000元贈好剪
才護髮券乙張(價值1,500元)

⓳ 誠品好生活市集
9.24-9.30
小黃間 2件88折
PipiJudy 2件88折

❸ 培芝家電
9.24 象印10人份IH電子鍋NP-HEF18 
贈德國雙人牌304不鏽鋼四件式餐具組禮

盒硬盒裝  （匙17cm×2+餐叉16cm×2+  
18cm不銹鋼單把特厚鍋）

特價12,990元│原價16,990元

❹ johnson喬山健康科技
9.24 
新概念健身飛輪

特價53,800元│原價66,800元
新概念健身魔鏡

特價49,800元│原價66,800元
單筆消費滿5,000元現折700元



＃滿足肌膚所有需求
B1 香氛保養買一送一

❶ L'HERBOFLORE蕾舒翠
9.24 憑當日全館消費滿2,000元發票，即可
兌換玻尿酸水動能面膜乙片（價值

250元）；憑當日全館消費滿8,000元發票，
即可兌換極效保濕美顏療程乙堂

（價值3,800元）

❷ 九本草
9.24 28天抗皺安瓶買一送一
特價15,280元｜原價30,560元

❸ DakiniDéesse 
9.24-10.21 指定商品買大送小
凡購買奇蹟抗老精華30ml╱拉提亮膚霜

30ml即贈同品項隨身瓶7ml
（價值1,500╱1,200元）

❹ PERTH'S KING
9.24
春光再現撫紋青春露16ml 買一送一
特價1,290元｜原價2,580元

❺ KARITES 乳油木之家
9.24 
sairo乳油木濃縮護手霜50ml買一送一
 特價500元│原價1,000元 
AGRADO乳油木玫瑰嫩白霜50ml買一送一
特價580元│原價1,160元
Lovea全系列沐浴露400ml買一送一
特價680元│原價1,360元

❹ 貝登堡手創館
9.24-10.21
夢幻白9吋壓模機

贈刀模乙款（價值2,800元）

特價5,000元│原價6,800元

❺ 彩虹森林
9.24-10.21
課程點數買60點贈80點
推薦價30,000元

❻ 樂澄LOVE CHILD
9.24 指定商品8折
單筆消費滿5,000元現折500元

❼ Beckmann

9.24 單筆消費滿3,000元現折400元；消

費即贈Beckmann6色鉛筆乙組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❽ Mamas & Papas
9.24-10.21
單筆消費滿3,000元贈B.toys運輸地理學
工程車乙台（價值199元）

❾ 拼圖總動員
9.24-10.21 商品全面85折
拼圖總動員會員享8折

❿ Tiger Family
9.24-10.21
 funtime系列任選兩件85折
※款式依現場為主

⓫化石先生
│會員獨享│黑╱金卡會員享9折
9.24 單筆消費滿50,000元享8折；
滿200,000元享75折
 

❻ ALLOYA Forever Aroma
9.24 居家光撩指甲油套乙組  
推薦價2,499元
加1元任選甲油膠乙色（價值399元）

❼ O.P.I 
9.24-10.21 小金油買大送小
凡購買古布阿蘇指精華14.8ml 贈同品項
正品8.6ml（價值1,540元）

❽ 奇蹟莊園
9.24 深層放鬆芳療課程買一送一

❾ QUEEN OF SHEBA
9.24-9.26 乳香純皂╱乳香精油買一送一

❿ SIELE
9.24 凡購買玫瑰調理露即贈
玫瑰身體乳乙個（價值980元）
美白保濕安瓶 加1元多乙件（價值600
元）

⓫ WHITENING NET 
9.24 凡購買6堂課程，即可參與抽課
程活動（1-3堂）

⓬ 新肌霓
9.24 凡購買淨痘套組
加1元贈unipapa彎腰背刷乙個

（價值420元）

⓭ BsaB
9.24 單筆消費滿3,000元加贈火山石擴
香組乙組（價值980元）╱品牌現金
抵用券200元兩張

⓮ MANGO 
9.24 搶先預購商品全面任選兩件85折
單筆消費滿20,000元加贈品牌8折券
 VIP享2件8折；滿5,000元現折500
元；滿8,000元現折800元；滿10,000元
現折1,200元；滿20,000元現折2,400
元再加贈400元抵用券乙張

⓬ Kalaskids
9.24-10.21 春夏服飾全面65折
秋冬新品二件8折

＃精選商品推薦



9.24─10.11│誠品會員  滿5,000 送1,000
餐飲單筆滿888元
現折100元

Supreme Salmon 美威鮭魚｜B2 
9.24  精選鮭魚菲力組合
輕鬆料理系列六種口味任選三包+精選鮭魚
菲力二入

特價888元│原價986元
※口味依門市現場供應為主

凱林鐵板燒｜B2 
9.24  雙人優惠餐
（應時鮮蔬×2+清炒豆芽×2+板腱牛排
×1+牛╱羊╱豬擇一+鮭魚腹條×1+蔥蛋
×1+杏鮑菇×1）
特價888元│原價1,000元

KATSUYA吉豚屋｜B2 
9.24 泰式打拋豬雞排雙拼丼+腰內豬排定食
+豬排咖哩（梅）+柴魚拌A菜×3+酥炸海老
×3+豬肉味噌湯（小）×2
特價888元│原價971元

Diva Life｜B2 
9.24  正價商品單筆消費滿2,000元現折
200元
買單一產區巧克力 悠活養生禮盒-85%
即贈比利時純巧克力片40入+鮮橘榛果乾巧
克力+阿拉比卡咖啡豆巧克力+紅寶石巧克

力片30入
特價3,000元 │原價6,270元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大象山｜B2 
9.24 綜合堅果罐

特價999元│原價1,250元
綜合堅果+胡桃綜合堅果+顆粒蔓越莓+黑
豆茶

特價888元│原價1,000 元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快車肉乾｜B2 
9.24  
250元肉乾任選兩包現折100元

炒肉+腐乳空心菜+神仙缽飯2人份無限續
碗）
推薦價1,239元
※10%服務費另計
※限內用供應

Just Grill│6F
9.24
Just Grill海陸雙饗
（小農沙拉+經典洋蔥湯+碳烤大明蝦+菲
力牛排6oz，附松露洋芋泥+碳烤時蔬+牛
肉醬汁）
特價1,288元 │原價1,880元
※外帶自取享85折

光合箱子│6F

9.24 │會員獨享│
套餐（法式脆皮女士+義式紅酒豬小排+手
工黑糖堅果優格x2+加價飲品x2）
特價999元│原價1,050元
※10%服務費另計
※9.24 18:00 後恕不接受訂位，敬請見諒

德風健康館｜B2
9.24 多寶B群維他命2件
特價888元│原價1,280元
9.24 多寶舒漾膠囊3件65折
特價3,120元│原價4,800元

金露園養生木耳露｜B2 
9.24  900ml黑木耳露6瓶 
特價1,000元│原價1,500元

Valencia café X Four Barrel coffee roasters 
四桶咖啡｜2F
9.24 經典濃縮咖啡豆配人頭馬克杯
特價888元│原價1,060元

Moshi Café｜4F
9.24 │會員獨享│
餐飲全面黑卡享8折 ；金卡享85折
Moshi Cafe 雙人午茶套餐 推薦價888元
Moshi Cafe  飲品2杯+下午茶組合    
（司康×2+巴斯克蛋糕×1+法式千層鹹派
×1+常溫小西點）

KIKI餐廳｜4F
9.24 雙人合菜
（老皮嫩肉+蒼蠅頭+水煮牛肉+海鮮豆腐
煲+百合甜豆+川味娃娃菜+白飯×2+烏梅
汁×2）
特價1,370元│原價1,400元
※10%服務費另計

WAKU WAKU PASTA｜4F
│會員獨享│
9.24 任選主餐2份+松露起司薯條+檸檬堅果
醬酸甜雞翅+琥珀三溫糖布丁+水仙紅茶2杯
特價988元│原價 1,250元
※10%服務費另計

稻舍食館Rice&Shine｜4F
9.24 雙人套餐（蜜棗燉牛頰肉飯＋金沙蝦
球客飯＋任二杯140元以下飲料）
特價888元│原價1,030元
※10%服務費另計

泰市場 泰式海鮮自助餐Spice Market│6F
9.24 泰市場雙人分享餐
（青木瓜沙拉+酸辣海鮮湯+金錢蝦餅+打
拋豬肉+椒麻雞+蝦醬空心菜+泰國香米
飯）
特價888元
※外帶自取85折

1010湘｜6F
9.24 經典人氣雙人餐
（臭豆腐肥腸阿干鍋+安東仔雞+鄉里小

＃與好食光幸福邂逅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品牌滿額
現折100元

Bonjour朋廚烘焙坊│B2
9.24  起士條6入禮盒2組+英式鬆餅5入
特價888元│原價960元
單筆消費滿200元贈50元折價券

太保制餅│B2
9.24  半熟無糖果乾乙包
特價180元│ 原價290 元
花果茶乙包

特價50元│原價70 元

幸修園│B2
9.24 日本綠茶75折
咖啡20包75折
20種口味60入咖啡大福袋

特價1,280元│原價2,200 元
單筆消費滿千元即贈濾掛咖啡三包 

誠品酒窖│B2
9.24
2019 VENTOUX VIEILLES VIGNES 
COMTE LOUIS CLER MONT
TONNERRE
特價888元│原價 1,200 元

滿哥甜品坊 │B2
9.24
單筆消費滿300元贈傳統養生甜品乙

份（價值100元）

新巴黎香草麻辣滷味｜B2
9.24 牛三寶（牛筋、牛腱、牛肚）
特價500元│原價530元

加贈50元商品任選乙份

SADOMAIN  仙德曼｜B2
9.24
商品全面75折
滿2,000元現折100元
│黑卡款待│
單筆消費滿3,000元加贈仙潔水300ml
乙瓶（價值200元）

打貓 HIT THE CAT｜B2 
9.24  
《是花生醬》4入加贈Logo杯子
特價888元│原價930元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窩巢咖啡｜B2 
9.24  
巴拿馬董可莊園或衣索比亞咖啡豆一磅

特價888元│原價1,080元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HABIBI｜B2 
9.24  馬卡龍12入+3入禮盒
特價888元│原價970元

LAC｜B2 
順暢果凍-水蜜桃口味 30入/盒
特價888元│原價1,390 元
馬胎盤膠囊食品30顆×1+回原膠原蛋白-胎
盤飲品（8瓶/盒）×3
特價12,499元│原價20,897元
回原膠原蛋白-胎盤飲品（8瓶╱盒）×4
特價6,700元│原價11,196元

古典玫瑰園｜B2

9.24 英國茶任選2入
特價999 元│原價1,300-1,360 元

Dr. Origins達橙生活館｜B2
9.24
60年老藤巴貝拉風乾紅酒2入組合
特價3,280元│原價4,360 元

壹零捌抹茶茶廊｜B2
9.24
108茶品組合（靜岡焙茶粉、宇治抺茶沖泡
飲、雁音焙茶茶葉）+抺茶專用冷飲壺×2
特價888元│原價1,070 元

普利亞義大利麵│B2
9.24 任選主餐搭配套餐4份
特價888元│原價1,232  元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CoCo壱番屋│B2
9.24  
蔬菜咖哩飯+歐姆蛋番茄青花菜咖哩+A套餐
（每日例湯、飲品）+B套餐（每日例湯、
飲品、甜點）+前菜+雞塊+薯條+綜合沙拉
推薦價888元

于記杏仁│B2
9.24
純杏仁粉×1+杏仁瓶汁不限口味×2
特價888元│原價 940 元
杏仁豆腐買一送一

特價80元│原價160 元

津吉栗│B2
9.24 
3包果乾+6入剝栗 組合包
特價888元│原價1,080元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MagiPlanet 星球工坊爆米花│B2
9.24 
任選Classic系列×2、Premium系列×2、紅
烏龍煉乳×2
特價888元│原價 1,100 元
全口味買3包（大）送3包（40g）
單筆消費滿700元贈110g「Classic系
列口味」乙包 （可累贈）

吉品養生│B2
9.24
商品全面8折
紅石榴賦活四紅凍30入╱盒
特價888元│原價1,250 元
膠原澎潤飲

特價999元│原價1,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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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天天送！活動注意事項】●誠品會員於全台誠品生活、誠品書店實體門市(含誠品文具館、兒童館、音樂館、知味市集、伊織、誠品酒窖、eslite café、expo等)單
筆消費之發票金額滿888元(含以上)，送線上、線下抵用券各100元。●實體門市100元電子抵用券：將於消費後自動匯入實體門市100元抵用券至誠品人會員帳號，使
用期間自消費日隔日起1個月止，門市單筆消費滿500元即可抵用，逾期自動失效。ex. 8.01消費達檻會員，系統將於當日自動匯券至會員帳號內，抵用券適用期間為
８.02至9.02止。●誠品線上100元線上抵用券：將於消費後撈取達檻名單匯券，自8.19 Thu.起每週四匯券至對應期間達檻會員的誠品線上會員帳號內，ex. 8.01-8.08
期間消費達檻會員，將8.19 Thu.匯券，8.09-8.15期間消費達檻會員，將於8.26 Thu.匯券，依此類推，最後匯券日為11.11  Thu.。使用期限自匯券日起1個月止，單筆
訂單滿500元即可抵用，逾期自動失效。●本活動每日每會員限回饋乙次，恕不累贈。●回饋之門市100元抵用券恕不可轉贈、累抵，限於全台誠品生活商場、誠品書
店實體門市使用，恕不得使用於誠品畫廊、誠品行旅、誠品講堂、誠品表演廳、誠品電影院、各門市星巴克STARBUCKS、屈臣氏Watsons、晶碩光學、謙碩服裝修
改室、麥當勞、丸亀製麵、7-ELEVEN、全家便利商店、大創DAISO、臨時櫃、特賣會及以下信義店專櫃，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依現場實際公告為準：靜思書軒、大
師修、QUEEN SHOP、綠蓋茶．館、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明德素食園。●百貨門市抵用券使用方式依各百貨規範為主。誠品書店中壢大江店、桃園統領
店、台中三井店，因百貨規範，購買免稅商品(如圖書、雜誌等)無法使用抵用劵。●門市100元抵用券詳細使用說明請於誠品人APP查詢。門市消費時限出示實體會員
卡或誠品人APP進行折抵，恕不接受截圖。【平日發票加碼住行旅！活動注意事項】●誠品會員本人於活動期間內持全台誠品生活、誠品書店實體門市之週一至週四
消費發票入住誠品行旅(發票日期限為活動期間內週一~週四之發票)，可折抵住宿房價，一張發票金額限折抵一間一晚住房，一間客房最多以三張同日發票累計折抵為
限，發票可跨店累計，依各房型之房價全額為折抵上限，另需收取各房型房價之10%服務費，發票金額經折抵後，其餘額恕不得做再次折抵使用，折抵金額以發票額為
主，使用抵用券支付之金額恕不折抵，部分專櫃不適用，詳情以現場公告為主。●使用本活動之折抵優惠時，均需出示會員本人之實體消費發票或載具發票記錄、銷貨
明細表及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或實體會員卡)，並限於消費發票開立後之60天內使用完畢，最後入住期限至2021.12.28 Tue.止，每日限量20間，額滿恕無法提供預
訂或延長折抵期限。●本活動優惠房型：雅緻客房NT$6,000+10%、經典客房NT$8,000+10%、行政套房NT$10,000+10%、行政家庭房NT$13,000+10%；各房型皆
包含早餐及5%營業稅，服務費依各房型房價之10%計算。●誠品行旅訂房專線：02-6626-2828，或請至官網線上訂房 http://www.eslitehotel.com。●上述活動消費
時需累計至誠品會員帳號，該發票金額方可適用於住房之抵用，誠品行旅、誠品畫廊、非誠品表演廳之自製節目及購買禮券之發票恕無法參與活動。
●活動其他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書店、誠品生活、誠品行旅保留調整及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即日起- 10.31 Sun.

誠品發票變金
強勢回歸
雙重送！

誠品會員於全台實體門市消費，即享以下雙重回饋！

●天天送

會員單筆消費滿888元贈200元！
含「誠品線上」電子抵用券100元＋實體門市電子抵用券100元
※ 會員每日限回饋乙次，恕不累贈，使用期間自消費日隔日起1個月止，
門市單筆消費滿500元即可抵用。

● 平日發票加碼住行旅
會員憑週一至週四消費發票，享誠品行旅住宿最高全額折抵優惠

※ 本活動限會員本人入住，抵用期限以發票開立後之60天內折抵完畢，

一張發票限折抵一間一晚住房，一間客房最多以三張同日發票累計折抵為

限，每日限量20間，額滿恕無法提供預訂或延長折抵期限，最後入住期限
至2021.12.28止
※ 以上活動皆以發票金額計算，誠品行旅消費之發票不適用。※ 消費時皆
需累計至會員帳號，方可參與活動。

活動詳情

●結帳時請主動出示誠品人APP會員卡，並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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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各銀行限量份數為活動店別共同計算，活動期間內贈完即兌畢，恕不再另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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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為2021.9.24 Fri. - 2021.10.31 Sun.止，逾期無效，其餘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國泰世華銀行商務卡、CUBE卡／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公司商務
卡及採購卡恕不得兌換。●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消費金額累計：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甜蜜約定(黃金)、禾荳荳美術館；4F-Craft Design 手創村；
1F-schulzworks、L'HERBOFLORE蕾舒翠；B1-BIRKENSTOCK、QUEEN SHOP、綠蓋茶．館、謙碩修改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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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電子抵用券：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甜蜜約定(黃金)、禾荳荳美術館；4F-
大師修、Craft Design 手創村；1F-schulzworks、L'HERBOFLORE蕾舒翠；B1-BIRKENSTOCK、QUEEN SHOP、綠蓋茶．館、謙碩修改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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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拍特賣。●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200元或
50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並以此類推：5F-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知味市集；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其餘
未盡事宜請依現場公告為準，誠品生活與玉山銀行、國泰世華銀行、聯邦銀行及星展銀行保留活動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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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 Fri. - 
10.21 Thu.

eslite Pay！
消費輕鬆Pay

誠品會員於eslite Pay綁定指定銀行信用卡並於當日單筆消費滿額即贈電子券乙份，最高享5%回饋！

單筆滿6,000元送200元電子抵用券乙份  限量500份｜2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單筆滿20,000元送1,000元電子抵用券 乙份  限量300份｜內含500元電子抵用券×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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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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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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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活動期間，每
筆兌點視為乙次抽獎機會，每卡不限抽獎機會。●參加兌點為誠品點即時扣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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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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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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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12 Fri.-2021.12.13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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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為經濟艙機票兌換券 ，旅遊城市可於機票開立時指定長榮航空東北亞任一航
點，需於2022.12.13 Tue.前開立機票，機票開立後須於一年內使用完畢，其他未盡事宜，詳見票券說明或上迷誠品網站查詢。●獎項兌換與詳細兌換後使用方式請
參閱迷誠品網站說明。●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9.24 Fri.– 11.02 Tue.

歡迎登上未來
幸福專機！
10點誠品點抽
東北亞
來回機票

誠品會員至誠品人APP專區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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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機票 - 
長榮航空東北亞不限航點雙人來回機票」
（價值113,400元 / 組，共1組）

●需先登入會員帳號後方可進行點數兌換，會員首次登入請參考誠品人APP及迷誠品網頁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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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期間同品項每卡限兌換乙張APP扺用券，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扺用券限指定專櫃，單筆消費金額滿50元即可使用，單筆消費限使用乙張，使用期限至11.09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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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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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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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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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兌換抵用券乙次視為乙次抽獎機會，至指定專櫃使用抵用券乙次視為乙次抽獎機會，每卡不限抽獎機會次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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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Tue公布於迷誠品網站，並由專人電話通知中獎與領獎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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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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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 Fri. – 11.02 Tue.

誠品點好好兌 
幸福好食光

誠品會員至誠品人APP或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憑誠品點10點，即可兌換精選飲品/甜品專櫃50元抵用券。

活動期間內兌換即有機會抽中「誠品禮券1萬元」乙名，至誠品商場指定專櫃使用還可多乙次抽獎機

會，換愈多用愈多，中獎機率愈高！    

信義店指定專櫃｜

2F-Valencia café X Four Barrel coffee roasters 四桶咖啡；1F-猿田彥珈琲；B1-綠
蓋茶．館、樺達奶茶；B2-于記杏仁、米米咖啡、窩巢咖啡 、天仁茗茶、先喝

道、PERFEPAN 完美羅宋

兌換地點｜信義店B1顧客服務中心／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缺缺

前往點數專區

活動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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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地點｜B1顧客服務中心／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黑卡會員當日累計消費

滿100,000元，即可兌換韓國 422Inc 13L
氣炸烤箱乙台

（價值7,490元，限量15台）

滿250,000元，即可兌換義大利SMEG
復古美學義式咖啡機乙台

（價值23,800元，限量10台）

●各門檻每卡╱每日限換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單張發票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兌換過之發票消費餘額不得再合併累計計算。
●「韓國 422Inc 13L 氣炸烤箱」及「義大利SMEG 復古美學義式咖啡機」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並無提供宅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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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恕不得與全館其他促銷活動重複兌換(銀行刷卡禮除外)。

10.12 Tue. - 10.21 Thu.

觸動幸福
大戶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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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開發票(含:電子、二聯式或三聯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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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贈品活動贈禮皆於活動開始當天上午11:00起至B1顧客服務中心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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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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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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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卡與附卡分開計算），方可進行贈品兌換。●誠品會員活動僅適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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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會員於1F╱2F當日累計消費
滿10,000元，即可兌換
WHITENING NET淨白美齒課程券乙張

（價值1,980元，限量110張）

●每卡／每日限換乙張，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
●使用規範及兌換期限依券上說明為主，使用前請先致電專櫃預約課程，預約電話

02-2723-1881。
●不可與「觸動幸福 大戶禮」活動重複兌換。

10.12 Tue. - 10.21 Thu.

綻放微笑
專區禮

10.12 Tue. - 10.21 Thu.

相聚時刻
專區禮

誠品會員於B1╱4F╱5F當日累計消費
滿3,000元，即可兌換
金色三麥500c.c.啤酒兌換券乙張

（價值253元，限量830張）

●每卡／每日限換乙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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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規範及兌換期限依券上說明為主，僅限內用消費兌換使用。
●不可與「觸動幸福 大戶禮」活動重複兌換。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幸福有感，信義獨家幸福有感，信義獨家

MIRROR皇宣緣｜1F

天然翡翠玉鐲

特價9,999元｜原價12,800元

7折 全台
首發

全台
最低

最佳折扣入手時刻，獻給獨一無二的你最佳折扣入手時刻，獻給獨一無二的你！！

YU-PENG SHIH ｜B1

Kelly(灰/綠/紫)
特價9,800元｜
原價12,800元

6折

master-piece ｜1F

 防潑水尼龍機能後背包
推薦價9,300元

FRED PERRY｜1F
手袖線條拼接V領針織衫

推薦價6,580元

Gianni Chiarini ｜1F

Helena Round羔羊毛馬鞍包
特價14,500元｜原價18,900元

Y-3 BACKPACK｜1F

Y-3 BACKPACK
特價6,600元｜原價12,800元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CINDY ZHANG ｜1F

編織橄欖綠手拿包

特價4,300元｜原價8,600元

TENDERS｜1F

日本JOHNBULL
牛仔外套

特價7,120元｜原價11,880元

5折

5折

6折

全台
首發 

全台
最低 

CHARLES & KEITH ｜1F

幾何雕塑手提包

推薦價2,190元

全台
獨家

全台
首發

信義
獨家

❶｜Double Take ｜1F｜MOTHER 燈芯絨褲 ，特價5,300元｜原價8,980元 　❷｜Timberland ｜1F ｜小麥黃迷彩

燈心絨衣領工裝外套 ，特價5,520元｜原價6,900元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❸｜ARTIFACTS｜1F｜A Kind of Guise 
羊毛夾克外套 ，推薦價24,980元 　❹｜D'SHOWROOM｜1F｜量身訂製多層次洋裝 ，特價18,886元｜原價26,980元 　 　
❺｜ASPORT｜1F｜PE. NATION經典撞色LOGO運動緊身褲，推薦價4,880元 　❻｜KJADE ｜2F｜微光耳環，特

價2,600元｜原價3,280元

Maggie's Love ｜1F

毛呢小狗針織外套 
推薦價13,980元

❹❸❷❶ ❺ ❻



9.24─10.11│誠品會員  滿5,000 送1,000

ME5 ｜B1

水滴微米護足套組 
特價1,280元｜原價1,970元

O.P.I  ｜B1

質感秋冬色指甲油

任選經典指彩、如膠似漆系列  
享2入85折；3入8折；4入75折
※新品除外，顏色依實體為主

O'right歐萊德｜2F

咖啡因養髮液100ml×3+
茶花控油洗髮精400ml
特價10,680元｜原價15,920元

乳油木之家 ｜B1

貂寶貂油原液(大)2oz/8,800元×2+
貂寶貂油原液(小)1oz/5,200元×2+
Athena's甜杏仁油撫紋亮白面霜

50ml/2,500元
特價16,800元｜原價30,500元

PERTH'S KING ｜B1

O系列潔顏露220ml+
O系列化妝水220ml+
舒膚潔顏露26ml+
舒敏呵護之水26ml+小方巾
特價2,500元｜原價3,390元

九本草｜B1

童顏保養組

(氧氣泡沫洗面乳100ml×1+保濕面霜 50g×2+
蝸牛面霜50g×2) 

特價4,580元｜原價5,900元

茶籽堂 ｜2F

髮身系列補充包精選2+1
購買洗髮露/沐浴露系列補充包任兩件，
即贈價低330ml×1+隨身瓶50ml×2
特價2,560-3,360元｜原價3,280-4,250 元

新肌霓 ｜B1

淨痘平衡沐浴露180ml
特價384元｜原價480 元

南法香頌 ｜4F

亞麻油黑肥皂×3+植物油洗碗精×3
特價2,640元｜原價4,380元

[comfort zone]｜2F
極緻提升明星經典組

(極緻提升肌底液100ml+極緻提升
乳霜30ml+極緻提升肌底液5ml+
水憶保濕面膜15ml×2) 

特價3,050元｜原價6,250元

 MOSA 沐莎 植感生活 ｜4F

INSIGHT茵色 有機髮妍
有機養髮秋冬頭皮調理組

(七葉樹頭皮舒活/百里香頭皮淨化
調理劑+900ml髮浴)

特價2,000元元｜原價3,800元

SIELE｜B1

金萃迴齡賦活水凝露120ml+
金萃超導修護眼膜(30入/盒) 
特價5,800 元｜原價11,000元

信義
獨家 67折

誠品
獨家 49折53折

65折

55折

52折

信義
獨家

信義
獨家



7折
獨家優惠獨家優惠
UP TO 70% OFFUP TO 70% OFF

讓你買的經濟又實惠讓你買的經濟又實惠！！

6折

康生

Allietare 愛創造 ｜ 4F

乾燥花療癒擴香組

特價999元｜原價1,499 元

德風健康館 ｜B2

歐敏力輕暢75益菌
育兒寶樂敏益菌/喜樂益菌
任兩件特價3,980元｜
原價5,600元

TG ｜5F

11款水杯任選1個+相思木圓杯墊1個
特價6折

吉品養生｜B2

膠原澎潤飲╳2盒
特價2,399元｜
原價2,900元

Mamas&Papas ｜5F

Airo輕量秒收手推車+
BeSafe模組化兒童汽座提籃 
特價24,700元｜原價32,300元

VESSEL ｜2F

2021夏威夷哨兵錦標賽
PUMA x VESSEL聯名
高爾夫腳架袋 
推薦價16,000元
※全台限量2件 信義

獨家

信義
獨家

全台
最低 67折

全台
最低

信義
獨家

全台
最低

LAC ｜B2

LAC Full-Cal優鎂鈣3克
(60入/盒)×3+(30入/盒)×2
9.24-9.27 期間限定
特價5,000元｜原價8,370元

SADOMAIN仙德曼｜B2

輕量悶燒提鍋4.5L
特價4,200元｜原價6,000元

ST.MALO W. ｜1F

ST.MALO 秘魯工匠手工羊駝家飾娃娃-
天然無染斑紋牛奶糖羊駝系列
(15cm/23cm/32cm)

推薦價1,550 / 2,450 / 2,850元

dyson｜5F
V8 Slim Fluffy無線吸塵器
特價12,900元｜原價16,900元



9.24─10.11│誠品會員  滿5,000 送1,000

誠品書店 ｜3F

惡水真相 
(2LP/180克黑白大理石紋彩膠唱片)

特價1,249元｜原價1,425元

誠品書店 ｜3F

Bacon Ice Cream：
奧山由之的攝影初心

特價1,185元｜
原價1,500元

風格文具館 ｜4F

ONPRO UF-IFAN Pro
 二代USB-C充電式無線
小夜燈涼風扇

特價842元｜原價990元

拼圖總動員 ｜5F

草泥馬/獨角獸時鐘拼圖(96片)
特價499元｜原價1,400元

打貓酒廠 ｜B2

《好事花生》禮盒組

特價899元｜原價999元

güdreams ｜B1

購買Awake冰絲親水綿蝶型枕

加贈微風被乙件(價值990元)

SmileRocks 石麥半寶石專賣店｜5F

大闆石玄關招財系列7折

太保制餅 ｜B2

半熟無糖果乾

特價180元｜原價290元

62折

4折

OWNDAYS ｜B2

鬼滅角色系列造型眼鏡 
特價4,990元｜原價5,990元

ZIPPO｜B1

創辦人紀念日-
鍍黃金限量款(加厚版)
防風打火機

特價6,888元
｜原價9,900元

7折

Diva Life｜B2

麻布袋巧克力 
買二送一
特價620元｜原價930元

67折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

散發迷人散發迷人，，幸福魅力幸福魅力
為每天的穿搭增添恰到好處的重點為每天的穿搭增添恰到好處的重點！！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❼

❶｜THE WAY｜1F｜GUCCI/CHOLE，推薦價16,100元／16,900元 　❷｜OLIVIA YAO JEWELLERY｜1F｜Mesh｜漸層雙色編織珍珠項鍊 ，
特價5,650元｜原價6,250元 　❸｜CONINICO｜B1｜星空海藍寶三圈手環(一款多戴)，特價4,980元｜原價5,980元 　❹｜Beau Jewelry｜4F｜小

金珠項鍊 14K包金 ， 特價990元｜原價1,180元 　❺｜Mittag jewelry｜2F｜植物耳骨環(單支)，特價2,880元｜原價3,680元 　❻｜OLIVIA YAO 

JEWELLERY｜1F｜WAVE｜純銀海貝珍珠耳環 ，特價7,080元｜原價7,680元 　❼｜Le Bonheur Design 豊泊荷·春花｜2F｜Celia的幸運耳環，
特價1,980元｜原價2,280元 

❶

誠品
獨家

MyMy

statement piece!statement piece!



全台
首發

全台
首發

9.24─10.11│誠品會員  滿5,000 送1,000

DOUGHNUT  ｜4F

Macaroon  Tiny Gamescape  Series Black
特價1,024元｜原價1,280元

TOOT｜B1

Vivid-Camo NANO 
推薦價1,650元

JOURNAL STANDARD｜1F

BOHONOMAD 土耳其手工編織涼鞋
推薦價3,200 元

 Craft Design手創村｜4F

皮革黃銅6勾鑰匙包
特價986元｜原價1,450元

ST.MALO W.｜1F

ST.MALO 秘魯工匠手工原生

羊駝毛仿真羊駝家飾娃娃

25cm-堅果家族(南瓜子/堅果/開心果)

特價2,115元｜原價2,350元

Kate Spade ｜ 4F

商品全面9折

ARTIFACTS｜1F

MISTERGENTLEMAN -
 拼接口袋襯衫
推薦價10,980元

ARTIFACTS ｜1F

Drole de Monsiuer 週年獨家款 -
 NPFM 短袖上衣(白/黑)
推薦價4,180元

KJADE ｜2F

勇氣翡翠珠串手環

特價2,960元｜原價3,720元
9.24-10.21商品全面8折

Moshi ｜4F

Treya Briefcase+Dual-sided 
ID Badge Holder
特價5,190元｜原價5,690元

KURA CHIKA by PORTER｜1F

HEAT SHOULDER BAG 
推薦價8,350元 

拓伊生活TOYSELECT ｜4F

Smilie微笑太空星球防摔
iPhone手機殼＋airpods保護套   
特價1, 290元｜原價1,490元
贈Smilie微笑太空星球 香氛片乙個

STORY Leather皮套王 ｜B1

大甲鎮瀾宮-百年好合龜
(黃銅版/烤漆版)
推薦價788元

agnès b.｜1F

Cordura  尼龍三用包
特價6,900元｜原價10,580元

65折

®



Barbour ｜1F

Barbour Gold Standard Overdyed
 休閒夾克
推薦價21,000元

全台
獨家

®

PORTER INTERNATIONAL｜2F
TRADE系列 工裝風造型托特包
特價2,625元｜原價5,250元
單筆消費滿5,500元贈「PORTER面紙盒套」(價值1,250元);
滿8,500元贈「PORTER抱枕毯」(價值2,450元)
 ※特價品恕不計入累計

FRED PERRY ｜1F

MADE IN ENGLAND 
哈靈頓外套

推薦價11,680元

Vanger｜B1

echo輕旅．奶茶色大底休閒鞋 
Ec48(黑/白/米白)
特價3,380元｜原價3,480元

TeamJoined｜B1

Joined    刺繡老帽
(黑/寶石藍/橘/酒紅)

特價490元｜原價580元

Y-3 ｜1F

Y-3 TECHLITE
推薦價11,800元

PIQUADRO｜2F

BlueSquare經典牛皮公事包
特價17,990元｜原價21,790元

New Balance ｜1F

NB男女款經典574休閒鞋
特價2,590元｜原價2,880元

VentureZac ｜4F

零錢證件夾（淺棕）

推薦價1,380 元
贈集線器乙只(價值180元)VESSEL｜2F

SIGNATURE2.0背包 
推薦價7,050元

Alto ｜4F

AirPods 收納包 – 焦糖棕
推薦價1,880元

Lucy's Mountain ｜4F

Filter017 Utility Hybrid Vest 
多用途機能背心

推薦價2,980元

Y-3  ｜1F

Y-3 AJATU COURT LOW
推薦價12,800元

穿
搭
提
案

穿
搭
提
案

率
性
俐
落

率
性
俐
落

5折



9.24─10.11│誠品會員  滿5,000 送1,000

是時候為衣櫃是時候為衣櫃
增添新意了增添新意了！！

Double Take｜1F

WEWOREWHAT精選褲款 
特價3,500元｜原價5,880元

MANGO ｜B1

葵波風衣

特價1,790元｜
原價2,990元

化石先生｜5F

指定系列水晶飾品6折

Lee's Jewelry 李氏私飾｜4F

玫瑰珍珠注金手鍊雙鍊組

特價2,000元｜
原價2,580元

ARTE WHITE｜2F

MADELEINE
瑪德蓮經典小圈耳環

推薦價2,280元

Modigliani 莫莉里安尼  ｜4F

18KGP ELEGANT V項鍊
推薦價1,580元
※ 加購精鍍18K金延長鏈5cm
推薦價250元

COWA ｜B1

兩用托特包(杏色)
特價6,384元｜原價7,980元

CHARLES & KEITH  ｜1F

鍊條釦飾馬鞍包

推薦價2,590元

Gianni Chiarini ｜1F

Memory編織肩背包
特價13,760元｜原價17,200元

Gianni Chiarini ｜1F

Three乳牛紋多層肩背包 
特價6,880元｜原價8600元 CHARLES & KEITH ｜1F

方頭樂福粗跟鞋

推薦價1,790元

6折

6折

6折

信義
獨家

Winnie Jewelry｜1F｜

珊瑚流蘇耳環

推薦價9,999元



My statement My statement 
piecepiece！！

MIRROR皇宣緣｜1F｜

蠟線手環

推薦價2,380元

CINDY ZHANG ｜1F

Starry Sky 許願球手鏈
推薦價1,800元

dienes silver ｜2F

秋葉長鍊

特價4,280元｜
原價4,780元

Miestilo｜4F

少女心｜珍珠耳環

特價1,330元｜原價1,480元

Ficelle｜4F

帕芙諾娃的完美舞鞋

特價1,097元｜
原價1,290元

CINDY ZHANG ｜1F

Starry Sky許願球Choker–
粗款 / 細款
推薦價2,380／2,280元

YU-PENG SHIH｜B1

薰衣草繡花赫本裙

特價6,480元｜原價7,980元

R&F ｜2F

菱紋長版上衣

特價12,420元｜
原價13,800元

MONDADA｜B1

任選兩件88折

People's Market ｜B1

全面5折，單筆消費滿3,300元
現折300元（可累贈）

& by tan&luciana｜2F

格紋連帽上衣

特價4,420元｜原價5,200元
單筆消費滿10,000元現折800元
※恕不得與其他活動併用

7折

Caspia LiLi ｜2F

Zona
特價6,230元｜原價8,900元



9.24─10.11│誠品會員  滿5,000 送1,000①

⑫

⑭

❶｜Sasabella｜B1｜服飾全面7折; 單筆消費滿2,000元，即贈韓國進口襪子乙雙(價值85元) 　❷｜艸化工事Maison du Corsage｜2F｜Porpentina 
俐落偵探丹寧布花水晶耳環，推薦價1,680元 　❸｜Maggie's Love｜1F｜抓皺寬版麻襯衫，推薦價8,980元 　❹｜COWA｜ B1｜兩用手拿包(薄
荷綠)，特價4,784元｜原價5,980元 　❺｜ SPORT b.｜ 1F｜黑色皮革抽繩桶包，特價6,999元｜原價10,580元 　❻｜ASPORT｜1F｜WAVE｜
Black Mile Sport Stroll 立領運動外套／短褲(卡其色/粉色/白色)，推薦價9,980／5,280元)，任選該品牌商品2件，即贈訂製洗衣袋乙件(價值790元) 　❼｜
in｜B1｜全面8折起 　❽｜NIKE｜ 1F ｜Nike Kicks Lounge ｜W AIR MAX 97，特價3,780元｜原價5,400元 　❾｜Barbour ｜1F｜Barbour 
Eugenie 長外套，推薦價13,100元 　 　❿｜BAGMANIA｜1F｜BD 格紋雙口袋長袖襯衫，推薦價8,080元 　⓫｜ASPORT｜1F｜Black Mile Sport 
仿皮革運動內衣(紅黑/全黑)、Black Mile Sport  Logo 緊身運動褲(紅黑/全黑)，推薦價3,980／4,280元，任選該品牌商品2件，即贈訂製洗衣袋乙件(價

值790元) 　⓬｜BAGMANIA｜1F｜LM 連帽長袖上衣彩虹閃電眼睛，推薦價8,980元 　⓭｜French Connection ｜B1｜米色長袖洋裝，特價

4,200元｜原價5,280元 　⓮｜10 MOOn ｜1F｜時髦白色打摺洋裝，推薦價3,680元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⑬

67折



誠品信義店 B1誠品信義店 B1



我的幸福由我 定 義我的幸福由我 定 義

9.24─10.11│誠品會員  滿5,000 送1,000

一起撫
平一天的疲勞吧

一起撫
平一天的疲勞吧！！

❶｜pimary｜4F｜The Herb Farm 清爽噴霧50ml，特價348元｜原價580元 　❷｜DakiniDéesse｜B1｜滋潤補水組(全天候返齡深潤化妝水

100ml×1+極致明肌洗面乳100ml×1) ，特價1,980元｜原價2,190元 　❸｜ MOSA 沐莎 植感生活｜4F｜千花潔顏慕斯，特價499元｜原價680元 　
❹ ｜O'right歐萊德｜2F｜歐萊德養髮液-Premier限定版100ml 柳蘭/雷公根，特價1,280元｜原價2,680元 　❺｜Voluspa｜2F｜玫瑰氣泡系列商品

全面45折 　❻｜歐法頌｜B1｜瑞典蛋白面膜皂 50g買3送3，特價1,050元｜原價2,100元

6折 5折

45折

GRATiAE ｜1F

煥采顏潤泉角質代謝膠50ml+
煥采顏再激活晨間精華50ml
特價7,055元｜原價8,300元

❹

❸

❷

❶

❺

❻

48折

全台
最低

極淨Pureness Health ｜2F

單筆消費滿500元贈米粕皂28g乙個
(價值100元，款式四擇一)
單筆消費滿1,000元贈米粕保濕洗顏慕斯
30ml乙瓶(價值150元，款式四擇一)

全櫃8折

[comfort zone] ｜2F

超級有機植萃組
(青春再生精華30ml+深層彈潤霜
50ml+眼臉唇卸妝霜15ml+舒緩滋養
霜15ml+青春再生精華10ml)

特價4,950元｜原價6,699元
ACCA KAPPA ｜2F

粉櫻紛飛淡香精50ml+
粉櫻紛飛香膏10g
特價2,800元｜原價3,600元



UNI Color ｜B1

資生堂/Fiole 護髮SPA課程券
特價3,000元｜原價4,500元

PERTH'S KING ｜B1

補水超值推薦組

深澤導潤磁石60ml+逆夜明亮之霜50ml+
蘆薈舒緩膠20g

特價3,700元｜原價5,210元

EDN ｜1F

富勒烯逆齡奇肌組(5款一組)
{富勒烯煥齡賦活前導露140ml+富勒烯煥齡賦活精萃
50ml+富勒烯煥齡賦活水凝乳100ml+富勒烯煥齡賦活
精質霜50ml+富勒烯肌因光感生物纖維面膜30ml
(10入/盒)}

特價15,000元｜原價64,200元

Aesop ｜2F

周年慶組合-香芹籽潤澤乳霜組
(香芹籽抗氧化眼霜10ml+香芹籽抗氧
化面霜60ml)

特價4,260元｜原價4,850元

茶籽堂｜2F

飯店經典組

(桑皮修護洗髮露330ml+荷葉清舒沐浴露330ml
+金盞花護髮素330ml+青蜜滋養乳液330ml)

特價1,800元｜原價2,260元

QUEEN OF SHEBA｜B1

乳香純皂50g，買三送一
特價1,860元｜原價2,480元

EXPO ｜4F

好剪才髮物所

還我飄飄髮套組
(風和日暖香氛護髮噴霧50ml＋
柔光煥髮奇亞籽護髮膜 250ml)

特價1,057元｜原價1,510元

檜山坊 ｜4F

頂級台灣原生檜木精油

5ml(滾珠)
特價399元｜原價450元

樟之物語 ｜ 4F

活力幻顏精華皂105g+
活力沐浴精華皂35g
特價999元
｜原價1,200元

奇蹟莊園 ｜B1

深層放鬆芳療課程60分鐘五堂
特價8,000元｜原價11,250元

北歐櫥窗Nordic ｜2F

日本@aroma Orb霧化精油香氛儀
特價2,640元｜原價3,000元

阿原肥皂YUAN｜4F

月桃身體乳+月桃皂
特價1,380元｜原價1,610元
單筆消費滿3,500元
贈月桃皂120g+月桃50mL3旅行組
〔洗澡水+洗頭水+潤髮乳〕(價值1,380元)
；滿5,800元 贈粉有愛臉部按摩組(價值2,590元)

AVEDA ｜2F

蘊活豐盈推薦組

{蘊活菁華更新洗髮精 1000ml+蘊活菁華潤髮乳 1000ml+
蘊活菁華滋養液 (環保包+蘊活菁華髮根強韌膜 (3件組)}

推薦價16,900元

L'HERBOFLORE蕾舒翠 ｜B1

眼膜(50片/盒)
特選雪耳/四胜肽四胜肽

特價999元｜原價2,500元

23折

67折



9.24─10.11│誠品會員  滿5,000 送1,000

提供全
天候最全面的呵護，找回美好的肌膚光澤

提供全
天候最全面的呵護，找回美好的肌膚光澤！！

PURE LIFE ｜5F
空間香氛紓壓組

(挪威森林指定款精油+氣壓式霧光香氛儀)

特價2,798元｜原價3,550元

綠藤生機｜2F
極境撫紋彈潤組

(極境雙藻復原精華30ml+綠色海洋精華油
30ml+澄澈眼部雙精華15ml)

 特價4,803元｜原價6,240元

Vana living｜2F

秋季新品瑞典製擴香瓶

限定珍藏組(50ml四件組)
 特價2,990元｜原價3,520元

九本草｜B1
還幼日晚霜套組

特價11,800元｜原價15,560元

新肌霓｜B1
御手計畫-完美修護組
特價1,022元｜原價1,460元

Vecs Gardenia 嘉丹妮爾｜B1
人氣面膜特惠組(任選四件)
  推薦價1,200元

WHITENING NET ｜B1
淨白美齒課程六堂

特價5,999元｜原價11,800元

薑心比心｜4F
薑芬護髮組

(薑潔洗髮精 360ml×2+薑潤養髮乳360ml)

特價1,039元｜原價1,350元

iGzen愛居人 ｜4F

SOiL所倚 Baobab有機猴麵包樹精華油+
任選精油乙個(價值380-1,100元)
 特價1,962-3,168元｜
原價2,330-3,600元

7折

58折

5折

木雕森林 ｜4F
精油系列全面8折

乳油木之家 ｜B1
Lovea乳油木椰子香護唇膏4g+
Lovea椰子溫和香皂100g×2+
Athena's抗齡AG賦活美妍安瓶2ml×7
特價2,990元｜原價5,120元

Vigor Life 勁碩 ｜5F

ILADO月神淡香水 50ml
特價2,380元｜原價3,380元

7折

信義
獨家



CONCERN康生｜5F

寵i美足-時尚舒壓按摩腳機
特價8,800元｜原價16,800元

BLUE STONE 青石 ｜4F

GLOW時鐘

推薦價1,580元

Mamas&Papas ｜5F

Westport-威斯特博三層櫃
特價19,900元｜原價24,900元

USERWATS ｜4F

觸控設計師檯燈

特價1,680元｜原價2,760元
誠品書店 ｜2F、3F

誠品風格文具館 ｜4F

大同USB復古小電扇/ 消光綠
特價699元｜原價799元

未來實驗室 ｜B1

T-LAMP-雙子掛燈
特價1,099元｜原價1,799元

I Want Sweets 英國糖果屋 ｜4F

Sara Miller雀兒喜三合一餅乾圓筒
推薦價1,990元

誠品書店 ｜2、3F

日本SEVEN SEVEN 保冷保溫瓶
推薦價1,880-2,980元

能作Precious ｜2F

純錫花瓶

無花果/蘋果/西洋梨
推薦價3,000／4,000／5,000元

PLAYSOUND ｜2F

【黑膠唱盤 +藍牙喇叭  限定組合】鐵三角

AT- L P 6 0 X H P黑膠唱盤耳機組+  M a r s h a l l 
STANMORE II 棕色限定版藍牙喇叭
 特價21,180元｜原價24,180元

GLOW時鐘GLOW時鐘

幸福自造，生活指南幸福自造，生活指南

Marimekko｜2F

Kioski隨身瓶
推薦價1,680元
單筆消費滿8,000元即贈乙個
※不累贈，贈完為止

ARTIFACTS ｜1F

Fuoriluogo 義大利原木椅凳 
推薦價21,800元

6折

Yogibo ｜ 5F

Pod+U型枕+月亮抱枕
特價13,420元｜
原價14,580元
單筆消費滿10,000元現折
300元；滿18,000元加贈紓
壓暖暖動物/愛心枕乙個
(價值780元)

EXPO ｜4F

TESCOM雙電壓負離子吹

風機BID42
推薦價1,490元

52折



9.24─10.11│誠品會員  滿5,000 送1,000
Pethany+Larsen ｜2F

正價品全面9折

為生活中注入為生活中注入
安定人心的力量安定人心的力量

güdreams ｜B1

解憂床+好眠福箱(雙人床組合)
好眠福箱內容物: 解憂枕+保潔墊+微風被

特價34,800元｜原價76,320元

樂澄LOVECHILD ｜ 5F

兒童單人床

9.25-10.21單筆消費滿10,000元
贈精美家電乙件(價值2,290元)
特價22,350元｜原價29,800元

DESKER by iloom｜B1

1200型 五層收納書桌套組 (含上方門板) 
推薦價20,460元

ADAM亞果元素 ｜4F

AirBag皮革質感保護套(兩入)
特價690元｜原價790元

有情門 ｜ 5F

在水一方沙發-A級布款
特價49,320元｜原價54,800元

MERCI Design ｜4F

動物椅凳

※不分款式88折
推薦價1,145-3,696元

OSIM ｜2F

uDream Pro 5感養身椅
AI健康管理 VR 5感升級(可享12期分期0利率 )

特價218,000元｜原價258,000元

CNFlower ｜1F

鹿尾山蘇

推薦價1,480元

北歐櫥窗Nordic ｜2F

丹麥EO Denmark動物擺飾
推薦價9,500-23,700元

培芝家電│5F
克立淨F501全時偵測空氣清淨機
贈濾網套組{3D立體網眼布初濾網(4入) 1盒+
複合式全效主濾網1盒+底輪1組 
(總價值6,380元)}+3年原廠保固
特價23,800元│原價33,180元

DESKER by iloom｜B1

1200型6層貓跳台收納架(基本型) 
特價12,331元｜原價12,980元

Lucy’s Mountain ｜4F

編織方塊防滑地墊

特價5,980元｜原價6,600元

46折



幸福小天地幸福小天地
一同享受親子美好時光一同享受親子美好時光！！

Kalaskids ｜ 5F

秋冬新品二件8折
春夏服飾全面65折 誠品兒童館 ｜5F

Janod彈珠台
特價1,416元｜原價1,665元

Mamas&Papas ｜ 5F

搖搖馬-巴格西/
搖搖象-艾里
推薦價3,990元

Lucy's Mountain｜4F

「天然牛皮啃咬系列」玩具

第二件5折
推薦價480-1,380元

Forever Fun｜5F

SP102 太空恐龍
特價3,128元｜原價3,680元

高原木材 ｜ 5F

檜木香小汽車

特價800元｜原價1,200元

風物語 ｜ 5F

CLICFORMERS
可立扣益智建構片 300pcs
獨家 加贈迷你組
(太空 動物 昆蟲)三選二
特價3,980元｜原價5,980元

Gentle Armour ｜ 5F

親子連衣裙買大送小

一件9折；兩件75折

鍾愛一生 ｜5F

playmobile嘟嘟小火車組
特價2,200元
｜原價2,967元

禾荳荳美術館｜ 5F

我喜歡畫畫著色本禮物組

（旋轉蠟筆、著色本組、A4相框、禮物包裝）
特價1,688元｜原價2,088元

Vigor Life 勁碩｜5F

美國Travel Buddies
 兒童巴士行李箱
特價2,899元｜原價3,800元

拼圖總動員 ｜5F

Clementoni量身高30片兒童大拼片
拼圖(動物/消防員/昆蟲)
特價450元｜原價599元

Toy World ｜5F

NERF-ALPHA:雙管爆虎
(標靶組)
特價499元｜原價999元

WAMU-OH! ｜5F

課程點數買20,000元贈2,000元

5折

66折

全台
最低

Little Magic ｜5F

圍兜兜禮盒

特價1,000元｜原價1,200元

雷諾瓦｜ 4F

真心相伴/300片/幾米/夜光拼圖
推薦價759元

MERCI Design ｜4F

迷你折疊籃球場

推薦價473元



9.24─10.11│誠品會員  滿5,000 送1,000

AQmore ｜5F

AQmore 夢想禮物箱 
(化妝箱(中)+指甲水×3+指甲貼×3+人魚包+

魔磨組+點硃筆+199髮飾+299髮飾+399髮飾+
彩繪小書)

特價2,999元｜原價4,169元

Man & Kids 寵小孩生活家居 ｜5F

單人架高床組(粉紅公主/寶石藍)
特價24,999元｜原價36,800元

micia 美日手藝館 ｜4F

楓木印章

3套8折、5套7折
單筆消費滿12,000元贈
小黃間系列印章乙套(價值1,560元)

Beckmann ｜5F

Classic 22L 兒童護脊書包兩件組 (22L+周
末郊遊包)不限款式
特價4,550元｜原價5,360元

I Love Sprinkle ｜5F

Jennie 高筒休閒鞋
特價1,080元｜原價1,580元

YUAN｜5F

女童字母滾邊針織裙+
立體波浪造型針織上衣

特價1,998元│原價3,980元

CiPU ｜ 5F

復古口金包

(黑金點/粉金點)
特價2,682元｜原價2,980元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Soda n’cream ｜5F

寶石公主捲髮Bow
特價690元｜原價790元

Toy world LEGO ｜5F

9.25-10.05
櫃內商品全面8折
※特價/限量商品除外

樂澄LOVECHILD ｜5F

木匠-經典彈珠檯
特價1,152元｜原價1,280元

Old soles｜5F

Old Soles澳洲真皮手工鞋
全面88折
※限正價商品

彩虹森林｜ 5F

課程點數買60點贈80點

化石先生 ｜ 5F

單筆消費滿2,000元享85折；
滿6,000元加贈HASNA鑰匙圈
乙個(價值560-690元)
※贈禮款式隨機出貨

Prolla｜B1

米奇兒童傘(三色)
特價350元｜原價590元

Tiger Family ｜5F

funtime系列任選兩件85折
(款式依現場為主)

知品兒童縫紉｜5F

單筆消費滿15,000元贈精美飾品禮盒組；
滿20,000元贈夢幻公主洋裝。
※款式多樣，依現場款式為準

貝登堡手創館 ｜5F

夢幻白9吋壓模機
贈組合刀模乙款（價值2,800元）
特價5,000元｜原價6,800元

Eye level ｜5F

Room Copenhagen
樂高手提午餐盒水壺套組

特價888元｜原價1,156元

恰恰兔｜5F

一雙9折；兩雙8折；三雙7折

59折

5折

7折

6折

69折

68折

全台
最低



Food

for soul. 

嚐
一口

嚐
一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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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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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嗅覺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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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嗅覺   

   
  漫

步在
雲端~

漫

步在
雲端~

滿哥甜品坊│ B2

任一品項 買四送一
特價400元｜原價500元

朋廚烘焙坊│ B2

80元歐式麵包任選乙個+瑪德蓮
特價100元｜原價118元

Waku Waku Pasta│ 4F

午茶甜點組

特價200元｜原價300元

轉角冰│ B2

消費任一咖哩飯商品即贈奶酪

67折

壹零捌抹茶茶廊│ B2

蕨餅(原味/抹茶) 2盒
特價350元｜原價400元



9.24─10.11│誠品會員  滿5,000 送1,000

Valencia Café 
X Four Barrel coffee roasters
四桶咖啡│2F

單次購買美式咖啡15杯
特價1,280元｜原價1,800元
單次購買拿鐵/卡布奇諾咖啡15杯
特價1,680元｜原價2,400元
※冰熱不限，需於2021.12.31前兌換完畢

HABIBI│ B2

18入馬卡龍
特價999 元｜原價1,100 元

樺達奶茶│ B1

益壽奶茶

推薦價60元

窩巢咖啡│B2

皇后coc冠軍咖啡豆/哥倫比亞雪

峰咖啡豆

買1磅即贈窩巢私藏配方濾掛咖啡10包
特價680元｜原價1,030元

Mimi’s Café米米咖啡│ B2

手作甜點買五送一
KIKI餐廳│4F

海鮮拌拌醬

特價115 元｜原價280元

大象山│B2

豆茶系列組合 任選5包
特價799 元｜原價1,000元

7折

69折

于記杏仁│ B2

杏仁茶或瓶汁(不限口味)
第二件7折

津吉栗│ B2

津吉栗禮盒(12入)
特價660元｜原價960元

誠品知味市集│3F

誠品行旅炙燒和牛頰牛肉麵團圓禮盒

(炙燒和牛頰料理包2入/麵條包4入)
誠品會員享 9 折

特價972元｜原價1,080元 

誠品知味市集│3F

西班牙OLEOMILE L'UNIC 
500年FARGA單一品種特級初榨橄欖油
特價3,000元｜原價4,000元

猿田彥珈琲│ 1F

10週年紀念 向日葵綜合浸泡式咖啡(5入/盒)
+猿田彥馬克杯 340ml 
特價850 元｜原價940元

快車肉乾｜│B2

新包裝真空分享包

(傳統蜜汁豬肉乾+傳統蜜汁黑胡椒豬肉乾+
泰式檸檬辣味肉乾)

任選3包現折100元
9.24-10.03期間限定

66折

41折

OLIVIERS&CO│ 2F

西班牙佩那盧比亞橄欖油500ml-
花果香

推薦價2,290元



泰市場 泰式海鮮自助餐Spice Market│ 6F

誠品會員享9折Just Grill│ 6F

誠品會員享 9 折

Supreme Salmon 美威鮭魚│ B2

極盛鮭魚三重奏套餐

特價328元｜原價388 元

辛火相拌│ B2

雞腿蔥油拌麵+
酸菜媽媽魚麵+
山楂水2杯
特價358元｜
原價418元

稻舍食館Rice&Shine│ 4F
蜜棗燉牛頰肉飯 
特價339元│原價380元
※10%服務費另計

しゃぶしゃぶ温野菜日本涮涮鍋專門店│  4F

豪華饗宴任您吃

特價459元│原價539元 

默爾義大利餐廳│ 5F

單筆消費滿650元贈瑪格麗特
披薩招待券乙張(價值288元)

金色三麥│ B1

4人套餐   推薦價3,800元
再享500c.c.精釀啤酒加購價150元/杯(至多4杯)
※10%服務費另計

Magi Planet 星球工坊
│ B2

任選Premium系列兩包，
加贈熱門口味10g三包

1010湘│ 6F

1010湘四人推薦分享餐
燒椒皮蛋＋神仙孜然肋排骨4支＋雲耳嫩雞阿干鍋
東安仔雞＋松子年糕牛肉＋串燒蝦＋湘西高麗菜＋
台灣西螺米4碗
※售價已享優惠，恕無法併用其他折扣優惠
※套餐供應內容以餐廳實際供應菜單為主
※10%服務費另計
推薦價2,400元
9.24-10.21單筆消費滿1,000元，贈「銀宮杏仁豆腐/
桂圓栗子沙 任選2份」甜點券乙張(價值198元)
※可累計，贈完為止
※甜點券使用時間及方式依券面說明

普利亞義大利麵│B2
超值獨享餐

(奶油培根磨菇麵+檸檬
雞柳條+酥皮濃湯)

特價200 元｜
原價275元

凱林鐵板燒｜ B2

經典雙人餐

特價1,080元｜原價1,200元

麵屋一燈Express│ B2

拉麵套餐任一品項95折

73折



誠品信義店 5F誠品信義店 5F



NEW
OPENING新櫃登場 

CINDY ZHANG｜1F

英國獨立設計師品牌CINDY ZHANG 
主線定位高端私人訂製藝術品市場

Ladygaga,Beyonce, 李玟等國際知名藝
人欽點品牌。品牌副線CIN by CINDY 
ZHANG定位中高端市場，拓展了服
飾 皮包、配件等，並開發獨特皮種全
球限量款VIP刻名服務。
【開幕優惠】 單筆消費不限金額即

贈皮革鑰匙圈（價值1,000元）

GRATiAE｜1F

Gratiae為全球知名頂級植萃保養品

牌，採卓越的溫泉礦物水以及來自加

利利海生態圈的珍稀資源，結合先進

高科技及古老智慧的植物草本與天然

油脂研發成分。追求自然、植萃、健

康的Gratiae使您由內而外散發美麗健
康光采。

[comfort zone]｜2F

來 自 義 大 利 的 專 業 護 膚 品 牌

［comfort zone］強調全系列產品皆
以天然成分結合先進科技，不做動物

實驗，包裝生產都是可再生素材，努

力實踐B Corp.零污染的承諾，為世界
做出美好的改變。

能作Precious｜2F

能作為1916年創立於日本富山縣的鑄
造品牌，最初以佛具及花器等鑄物起

家，近年則推出居家生活用品、酒

器、餐具等商品。能作秉持著職人精

神，巧妙地結合傳統工藝與創新設

計，致力開創反映出當代風格的工藝

品。

新天鵝堡｜5F

新天鵝堡帶給您最好的家庭娛樂活

動，在這您可以找到最棒的桌上遊

戲！

【開幕優惠】

單筆消費滿1,500元贈Office21桌遊

（價值450元）

誠品會員享9折優惠！

Man & Kids 寵小孩生活家居｜5F

美學在這個世代，是讓人從繁複的

生活中喘口氣的一個重要元素，

傢俱則在生活中映襯著美學。

〈一起愛自己的孩子，享受我們的生

活，享受美。〉創立了Man & Kids 這
品牌，專門，為孩子們設計無毒，安

全，又兼具美學的兒童傢俱。

CHA CHA TOW 恰恰兔｜5F

堅持台灣在地生產，以專業為本，信

用為先，立足產業界長年專研著更適

合小朋友的童鞋，追求舒適好穿更兼

具功能性寶寶的探索，從穿鞋鞋開

始，製造出一雙好鞋是我們的堅持。 

QSHION｜5F

獲得台灣精品獎殊榮的 QSHION 新
櫃登場，全系列能水洗透氣的床墊╱

枕頭╱坐墊，透氣、支撐、環保，帶

給生活真正乾淨舒適自在。

【開幕優惠】

全館8折，於活動期間來店消費即贈

精美來店禮！

Eye Level｜5F

Eye Level提供國際英文及數學課程。
我們的學習中心遍布於全球超過20多
個國家，Eye Level的數學課程包含基
本數學概念以及數學邏輯思維，致力

於培養學生成為有獨立思考和擁有自

我導向學習能力的人。



精油基礎調香與情緒療癒
10.02 Sat.、10.23 Sat.

14:00 - 16:00｜5F 森活遊藝區

這堂課將邀請檜山坊香氛學院兼國際芳療協會講師李國禎老

師，跟大家分享精油的基礎調香學、以及如何透過精油幫助療

癒情緒，調製『屬於你的獨特香氛』以及精油和星座的分享！

主辦單位｜檜山坊

活動費用｜500元/人

主題活動
THEME EVENT

2021
September  - October

9月-10月

活動詳情

Mini 咻蹦！第二站
台北站／WAMU-OH！╳ Wasabi！
9.25 Sat. 11:15 - 17:15｜5F WAMU-OH!瘋狂空間

2021中秋連假最夯的活動，用色彩豐富我們的生活，一定瘋狂！一
定好玩！跟著音樂，開心丟-噴-甩 顏料水槍和色彩炸彈水球在畫布上
面喔！台北場專屬吊牌，在玩法上增加了隱藏版玩法，還附有孩子

們的鞋子，讓孩子可以盡情地裝飾自己的Bling Bling 亮彩鞋喔！

主辦單位｜WAMU-OH!瘋狂空間
活動費用｜親子共玩2,380元/場；獨立玩樂2,180元/場
報名方法｜現場報名或電話預約02-8789-3388 #1558 
※本活動其他未盡事宜，請洽詢專櫃 

誠品好生活市集 
9.01 Wed.-9.30 Thu.

4F 誠品風格文具館前

每個品牌，背後都有一個故事，

每個商品，背後都有一個對商品的堅持，

結合20間手感文創品牌，挑選出溫暖的原創手作，
打造樂活選物，滿足您對生活良品的需求，

為生活添加點驚喜。

參與品牌－瀏海樹、好喵Mew's Good、Kim&Yim金銀喵、HELLO FISH
海裡魚、小黃間 little yellow studio、in Pairs、Kuroro酷樂樂、IZUMI 
PREMIUM 酩技、木木苔球、軍丰彩/軍事生活創藝品牌、RuruRoad、
KAIAOLA耕樂、日常好事、水星飾、雪莉皂工坊、Pipijudy 、宅時毛 & 宅
時光 、Agaric Garden艾格瑞 、艸良作



Barbour

9.24-10.04
單筆消費滿10,000現折500元                  
10.5-10.21
單筆消費滿10,000現折500元；滿20,000
現折2,000元
 
Gianni Chiarini

單筆結帳滿25,000元贈Micro Marcella
迷你包乙只（價值4,900元）※恕不累
贈，贈完為止

9.25-10.03
全面85折，單筆消費滿12,000元現折1,000元 
10.4-10.21
全面9折，單筆消費滿12,000元現折1,000 元 

 
MIRROR皇宣緣
9.25-10.21
單筆消費滿3,000元贈潤膚精油10ml潤
膚精油10ml（尤加利／檜木／葡萄柚／
薰衣草）；滿10,000元贈可愛毛毯乙條

※贈品款式隨機贈送

 
master-piece

9.24-10.21
單筆消費滿8,000元含以上贈日本製限

量收納包乙個

※不累贈，贈完為止

 
Winnie Jewelry

9.25-9.29
維多利亞系列全面買一送一（依價高

者計算） ；單筆消費滿5,000元現折500
元（可累贈）

9.30-10.21
維多利亞系列全面7折
單筆消費滿滿5,000元現折500元（可累
贈）；消費即贈旅行用珠寶盒乙只

李氏私飾
單筆消費滿5,000元贈500元購物金

 
檜山坊
單筆消費滿 2,500元贈檜木原生香氛

球乙個（價值200元） ；滿 4,000 元贈
檜純洗沐潤系列250ml任乙瓶（價

值450元）；滿 5,000 元贈造福禮盒乙

組（價值680元） 
 
拓依生活TOYSELECT

單筆消費滿888元即贈充電線乙條；滿

1,288元現折100元再贈香氛片乙個+禮

物卡乙張 ；滿2,588元現折200元贈品

牌水瓶乙個＋飲料背提兩用袋乙個

（贈品可累贈）

TG

9.24-10.21 
全品項85折
 
樂澄 LOVE CHILD

單筆消費滿20,000元贈小飯包-電子蒸

飯盒乙個；滿30,000元贈3D智能溫控

循環扇乙台 

 
Little Magic

單筆消費滿2,000元享95折；
滿3,000元享9折

People's Market

單筆消費滿3,300元現折300元（可累
贈）或享服飾全面買六送一（擇價低

者進行折扣）

 
九本草
單筆消費滿5,000元贈九本草保濕眼霜

乙條（價值2,680元）
 
DakiniDéesse

9.24-10.1 
消費滋潤補水組即贈極致明肌洗面乳

15ml乙隻（價值280元）

 
BsaB

全面9折（品牌會員88折）；
限正價品單筆消費滿2,000元享85折／

滿3,000元享75折；結帳金額滿3,000元
加贈椰殼蠟燭（價值580元）或品牌

現金抵用券200元擇1

SADOMAIN 仙德曼
9.25-10.21 商品全面8折
單筆消費滿3,800元贈仙潔水300ml乙
瓶（價值200元）；滿5,800元即贈仙潔

水500ml乙瓶（價值250元）

 
吉品養生
9.24-10.21
極致澎潤組-膠原澎潤飲2盒
特價2,399元│原價2,900元；
單筆消費滿1,500元贈膠原澎潤飲兩日

體驗組乙份（價值220元）
 ※不累贈，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德風健康館
單筆消費滿8,000元贈聖詩芬石松精油

皂90g／詩潤馬奶皂75g 任選乙件；

滿12,000 元贈香雅潔露牙膏+奧薇絲

羊奶皂 雅典香氛

1F  

2F  

4F  

5F  

B1  

B2  

  

Xin Yi
SPECIAL DISCOUNT折扣訊息

Sticky NuBra（價值1,200元）；消費滿
15,000元贈Iris 短頭紗 （價值1,800元）

 
O'right歐萊德
9.24-10.21全系列洗髮精／沐浴乳／護髮
素1000ml，任選3件以上7折
單筆消費滿5,000元贈歐萊德源木牙膏

95ml（價值680元）；滿10,000元贈酒

釀煥采面膜5入／枸杞撫紋面膜5
入／酒釀護手霜100ml 擇一兌換（價
值1,180/980元）
 
bhome living

9.25-10.11 MAD et LEN全面9折

Marimekko

9.24-10.21
單筆消費滿5,000元現折500元（可
累計）

 
Caspia LiLi

9.24-10.21
單筆消費滿10,000元現折500元
（可累計）；滿10,000元即贈Super 

PURE LIFE

9.24-10.21
第三空間蠟燭系列88折，消費即贈阿爾

卑斯山no.99隨行香氛噴霧乙份（價

值5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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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羅》導演曹瑞原（前左）與攝影指導韓紀軒（前右）_公視提供 

「要完成這個作品，創作者態度很重要。」

當初文化部公佈《斯卡羅》這個案子時，影視圈一致認為要以

這樣的預算完成極為困難。最初導演也抱持相同的想法，但想

到政府終於踏出這一步，願意提供較具規模的預算來製作一

部作品。導演認為應該共襄盛舉，為台灣的影視奠定新的里程

碑，也鼓勵政府積極推動。

回想徵案時導演曾說 :「要完成這個作品，創作者態度很重

要。要帶著一個非常謙敬跟虔誠的心，感謝幾百年來曾經駐留

於這個島嶼的眾生靈，因為他們才有這精彩、絢爛的台灣。」

導演也提到他內心相當期待能重臨Formosa，去到當時那美麗

的島嶼。影視創作迷人之處是能在某些時刻讓你沉浸於此，這

也是整部作品無論多麼地艱辛，還能一直堅持下去的原因。

「一部片的價值在於，讓更多人願意來親近
它。」

《斯卡羅》帶我們回到那被描述為「婆娑之洋，美麗之島」的

時代裡，有著一百五十年的差距，籌備過程中歷經無數波折。

「因為這是第一部，我們沒有任何素材可供參考，除了著手蒐

集那些文史資料之外，同時也聘請許多老師，透過田野調查和

各種影像的蒐集，盡可能地去捕捉那個時代的樣貌。我覺得斯

卡羅是一個開始，讓很多人願意去接觸它很好，但我們無法承

擔一切所謂歷史的真相。而一部作品的價值在於，讓更多人願

意來親近它。它建構了一個平台，尤其現在是一個網路的時

代，有著來自各方的討論，帶動觀眾深切地去探討。這才是我

認為影視製作的價值，才能真正拼湊出台灣的歷史面貌。」

「如果有機會抵達那個年代，我想去體驗搶
船，去體驗當時生活中種種的匱乏。」

從一些早期台灣的圖片，可以看見台灣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島

從《孽子》、《孤戀花》、《一把青》到公視史詩旗艦戲劇《斯卡羅》，曹瑞原導演的作品寫實

而質樸，同時帶有強烈的戲劇張力。透過他獨特的影視美學，賦予文學改編的時代劇有了與眾不

同的詮釋。

此次導演希望藉由戲劇的改編呈現，帶領觀眾重新認識這段屬於台灣的關鍵歷史，就讓我們從導

演的視角，一起感受這片美麗島嶼上動人的生命故事與靈魂吧！

採
訪
撰
文│

林
佩
玗

《斯卡羅》温貞菱（左）、黃遠演姐弟，劇中擁有客家與原住民的混血血統，在身
分認同上感到困惑_公視提供

信義店焦點人物 —

專訪《斯卡羅》導演曹瑞原

Focused
Figure



嶼，但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反而掩蓋台灣的美，更失去原先的

特色。導演回憶著當時勘景的情形 :「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

們隨著嚮導穿梭於靜默山林裡頭，剎那間有幾百隻，甚至是近

千隻的蝴蝶從眼前翩翩飛舞，場面之震撼令人感動。讓我見識

到台灣的美，以及那生機蓬勃的樣貌。」

導演分享說 :「如果有機會抵達那個年代，想讓大家認識到我

們腳下的土地是一個多麼美麗的島嶼，我更想去體驗搶船，去

體驗當時生活中種種的匱乏。那個時代的台灣是如此的匱乏，

住在屏東沿岸的閩客、平埔族們，一察覺海邊發生船難就是去

搶奪。或許從現在的眼光看會覺得怎麼那麼地粗野，而我看到

得反而是生活上的艱難、生存的挑戰。」

「面對這個題材，最後的呈現依然需要透過演
員。」

時代劇需要適度地運用想像，才能再現當時的社會生活面貌。

人物間的情感刻劃更是需要一定程度的琢磨，如何引導演員和

自身生命經驗做連結，是時代劇的一大課題。導演提到 : 「面對
這個題材，最後的呈現依然需要透過演員。我的工作是在拍攝

前和每個演員充分地針對角色去溝通，移除他們生活於現代帶

有的痕跡。透過演員的功力，用不同於現在生活的觀點，呈現

出當時的生活原貌。一旦把整個現場的氛圍考慮進來，所有的

演員自然能慢慢地進入那個角色中。」

「我很注重所謂演員間的化學反應。」

《斯卡羅》中各個族群都有著不同性格，更有著對自身的文化

的使命感。關於選角上面導演說：「我很注重所謂演員間的化

學反應。像社寮頭人吳慷仁、柴城頭人雷洪、保力客庄頭人夏

靖庭，三人放在一起，觀眾自然也能從他們的外型做聯想。吳

慷仁的角色屬於較為弱小的平埔族，需要拋下過去明星的光

環，重新進入到一個為了求生的小人物。雷洪則因為當時柴城

較富裕，角色設定上不是做苦工的人，塑造上成比較富裕的狀

態。夏靖庭身為客家人，非常的苦幹實幹，展現出和自然搏鬥

的那種滄桑無力感以及歲月所烙印的痕跡。

「我們無法控制大自然的變遷和變化，我們該
更謙卑、更敬虔的去了解。」

長達三年的籌備過程，導演分享《斯卡羅》為他帶來的啟發 : 
「我們無法控制大自然的變遷和變化，我們該更謙卑、更敬虔

的去了解。我覺得我們都把人想得太偉大了，事實上人是脆弱

又渺小的，許多時候我們無能為力。每當原住民要展開一個任

務的時候，他會對祖靈做一個祈求。那是一種對大自然的敬

畏，對靈、山林、土地的敬虔，更是我們這一個世代所需要學

習的課題。

拍攝的整個過程都非常令我感動，好比說在山林裡頭見到野生

的動物，像是陸蟹為了生存努力適應環境的變遷。這一切都讓

我看到生命的韌性，以及人性最美之處。更深刻地理解到我們

不應該對人有任何的分別，每個人都有一個很高貴的靈魂在他

的內在裡頭。」

「讓每個人都更謙卑，對生命都更尊敬、更珍
惜，那才是最大的收穫。」

最初和工作人員勘景時，導演說到 : 「這次會是一個很特別的旅
程。這個旅程不是我們要把片子拍得多成功，很多東西是我們

不可控制的，只要能盡力就好。但我確信的是，這會為你們的

未來帶來很大的啟發，你會體會到這和功成名就、物質追求，

所嚮往的東西有所不同。它會衝擊你內在的靈性，有一個更深

刻的啟發，對我而言這比一部作品的成功更為重要，讓每個人

都更謙卑，對生命都更尊敬、更珍惜，那才是最大的收穫。」

「我最期待的是我們回到自己的專業，讓台灣
往前走，那才是最珍貴的。」

一路走來近40年載，可以看到導演一直以來與台灣的影視產業
共同成長，並致力於將台灣的影視走出現階段的格局。導演回

應 : 「我愛台灣！我太愛太愛這個土地，一路以來堅持下去的原
因就是如此的單純。我想台灣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我的經驗

是在全世界各地你看不到這樣一個地方。大家都回到自己最專

業的角色，去讓台灣可以變得更好。我最期待的是我們回到自

己的專業，讓台灣往前走，那才是最珍貴的。」

「誠品是非常重要文化的重心，我們不能沒有
誠品。」

此次非常榮幸邀請到導演，也請導演和我們分享誠品之於他 : 
「誠品是非常重要文化的重心，我們不能沒有誠品。我知道在

環境的變遷下，要堅持是辛苦的。誠品一直以來深耕台灣文

化，讓年輕人不和文化脫節，扮演著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希

望誠品可以一直堅持下去，一個地方的文化其實是比什麼都更

有價值！」

《斯卡羅》吳慷仁飾演剛接下父親棒子的社寮頭人「水仔」，面對夾
縫中求生存的艱難處境，眼神佈滿猜忌與不安_公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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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蟎柔順系列

全面包 覆 抗 蟎

哲 學 家 系 列 兩 用 被

聶永真限定 / 限 量 款

全面抗蟎柔感系列

3M

1 0 0 %  純 棉

*商品顏色以實際商品為主

植物
來源

優質生活簡單GO







刷卡分期零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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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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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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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金額計算。●除活
動另有說明外，兌換僅適用於台灣發行之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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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泰世華銀行 CUBE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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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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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兆豐銀行採購卡、商務卡及 VISA 金融卡之消費恕
不得兌換。●活動限於信義店全館刷卡消費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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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講堂、
B2- 屈臣氏 Wats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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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活動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各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單筆分期滿 12,000元
贈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800 份

單筆分期滿 24,000元
贈誠品禮券 400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 限分期刷卡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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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銀行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兌換至 2021.12.31止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單筆分期滿 12,000元  
贈誠品禮券 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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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滿 6,500 元贈
旅狐保溫袋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12,5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120 份

滿 6,000 元贈
商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18,000 元贈
商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商品禮券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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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2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 份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30 份

單筆滿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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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分期七卡恕不兌換分期
加碼禮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1.9.24 Fri.- 202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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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VISA金融卡同享

2021.9.24 Fri.- 2022.1.03 Mon.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洽詢專櫃人員

※兌換至2021.12.31止

滿 6,500 元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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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份

滿 15,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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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400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8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2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分期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分期滿 2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4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分期滿 5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8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 限分期刷卡兌換 單筆滿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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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份

滿 1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40 份

滿 100,000 元贈
誠品禮券2,000元
乙份，限量 4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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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份

滿 5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單筆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 分期禮恕不加贈

分期滿 5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800元
乙份，限量 30 份

※恕不與「享樂誠品刷花旗」
活動重複兌換



當日全館累計消費滿500元發票可免費停車半小時，每車每日最多優惠3小時，第一小時未滿以一小時

計算。誠品人會員每週一至週五，當日累計消費滿500元以上，可享會員優惠半小時（例假日、國定

假日及彈性放假日除外；每日每卡限優惠一次）。以上優惠每日每車最高上限為3小時（含會員優惠）。

免費停車優惠

商場　Department store / 11:00am - 11:00pm
書店　Bookstore / 11:00am - 11:00pm
5F     eslite Lifestyle & Children / 11:00am - 10:00pm

週五～週六
Fri. - Sat.

商場　Department store / 11:00am - 10:00pm
書店　Bookstore / 11:00am - 10:00pm

週日～週四
Sun. - �u.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最新營業時間詳見迷誠品網站公告

●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於信義店單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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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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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贈禮皆於活動開始當天上
午11:00起至B1贈品處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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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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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人APP直接進行折抵。●誠品會員限定之「全館250元電子抵
用券」、「指定專櫃250元電子抵用券」、「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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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全館滿千送百」、「消費滿額再加碼」及「刷指定銀行獨享活動」消費金額累計：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甜蜜約定（黃金）、禾荳荳美
術館；4F-Craft Design 手創村；1F-schulzworks、L'HERBOFLORE蕾舒翠；B1-BIRKENSTOCK、QUEEN SHOP、綠蓋茶．館、謙碩修改室；B2-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全館
250元電子抵用券」、「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與「銀行各面額電子抵用券」僅限誠品信義店館內使用，以下專櫃恕不得使用：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甜蜜約定（黃金）、禾荳荳美術館；4F-大師修、Craft Design 
手創村；1F-schulzworks、L'HERBOFLORE蕾舒翠；B1-BIRKENSTOCK、QUEEN SHOP、綠蓋茶．館、謙碩修改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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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拍特賣。●「指定專櫃250元電子抵用券」僅限信義店以下樓層專櫃使用：5F-全樓層（惟誠品兒童館、禾荳荳美術館、甜蜜約定（黃金）、靜思書軒、有情門、高原木材、johnson喬山健康科
技、hengstyle恆隆行、dyson、Yogibo、CONCERN康生健康科技、豐曜陶藝廊、SmileRocks 石麥半寶石專賣店、PURE LIFE、化石先生、TG、培芝家電、TOY WORLD、TOY WORLD LEGO、KOIZUMI、默爾義大
利餐廳、雞湯大叔不適用）；4F-全樓層(惟誠品風格文具館、大師修、Craft Design 手創村、好生活市集、KIKI餐廳、しゃぶしゃぶ温野菜日本涮涮鍋專門店、Waku Waku pasta、稻舍食館Rice&Shine不適用)；
2F-& by tan & luciana、Caspia LiLi、R&F、mittag jewelry、艸化工事Maison du Corsage；1F-OLIVIA YAO JEWELLERY、FRED PERRY；B1-全樓層（惟BIRKENSTOCK、綠蓋茶．館、樺達奶茶、金色三麥、QUEEN SHOP、謙
碩修改室、DESKER by iloom、güdreams不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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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或「銀行200元、30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並以此
類推：5F-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格文具館；3F-誠品書店、誠品音樂館、誠品知味市集；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消費滿額再加碼活動」，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刷指定銀行獨享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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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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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銀行商務卡、CUBE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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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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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同一張信用卡亦僅限兌換乙次。●「指定銀行獨享活動」不得與館內「第四
季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刷指定銀行獨享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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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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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 Sat.－10.11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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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會員限定
滿5,000元送1,0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 ╳ 2張＋指定專櫃250元電子抵用券 ╳ 2張

滿20,000元送4,5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 ╳ 8張＋指定專櫃250元電子抵用券 ╳ 8張＋
全館100元電子抵用券 ╳ 5張

消費滿額再加碼 

滿30,000元送

PORTER　STANLEY聯名酒壺乙個
● 每卡／每日限贈乙次

9.25 Sat.－9.30 Thu.

刷指定銀行獨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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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Pay消費恕不得兌換
● 恕不得與「第四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全館滿千送百
會員與指定銀行獨享回饋

滿10,000元送200元電子抵用券
共限量2,150份／內含│銀行200元電子抵用券 ╳ 1張

滿30,000元送900元電子抵用券
共限量660份／內含│銀行300元電子抵用券 ╳ 3張  

滿50,000元送1,500元電子抵用券
共限量440份／內含│銀行300元電子抵用券 ╳ 5張價值1,500元

限量800個

逾期無效，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惟誠品會員限定滿千送百活動採自動匯券）

抵用券使用期間

※ 每張發票消費金額限參加一種滿千送百活動，不得重複兌換，指定銀行加碼回饋活動除外

2021.9.25 Sat. – 2021.10.31 Sun.止

兌換地點：B1贈品處／商場閉店後請至3F讀者服務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