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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服飾飾品

單筆消費滿5,000元現折500元
全館非服飾飾品

單筆消費滿3,000元現折300元

當日單筆消費滿千折百 

閱覽線上DM
挑選喜愛商品

向專櫃人員詢
問或訂購商品

選擇付款方式
及取貨方式

○ 到店取貨
○ 宅配寄送

於表單填寫商品編號
及聯絡資訊，後續由
專人聯繫服務

掃描或點擊QR Code
加入專櫃專屬 LINE

點擊【填寫訂購單】

or

7.08 Thu.-7.31 Sat.

刷指定銀行最高享回饋13％

● 「單櫃單筆滿千折百」限單櫃單筆消費折抵，可累積折抵；如單筆滿 3,000元現折 300元，滿 6,000元現折 600元，以此類推。●透過「零接觸服務」購買商品時，如需累計會員消費金額及誠品點，請於下單時提供會員
資料，將由門市人員開立發票時協助累計。●透過「零接觸服務」下單，單櫃單筆結帳滿 3,000元 (以發票開立金額為準 )，即享該櫃訂單免運宅配到府服務。●透過「零接觸服務」下單，將於 3個工作天 (不含下單日及例
假日 )內由專人聯繫確認訂單；並於付款完成後，7-10個工作天 (不含匯款日及例假日 )內安排出貨。●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當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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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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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單筆單櫃滿千折百」與「指定銀行獨享回饋活動」消費金額累計亦不得使用抵用券：5F-誠
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知味市集、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單櫃單筆滿千折百」服飾飾品配合指定專櫃：1F│Vendome Aoyama、ete、
Cocoshnik、ELISA GEMS、Minigold、JUST BLOOM、Grastyle；2F│ & by tan&luciana、tan&luciana、Caspia Lili、Viga Wang、ISABELLE WEN、Dleet、ANVI、YUER、LESIS、Cherng Design、FRENCH 
CONNECTION、if&n、皇宣緣MIRROR、rather、whiple、OLIVIA YAO、CRY、AS KNOW AS、INF、ADORN；3F│ INLook、Mellow Active、Vacanza Accessory、FRED PERRY、Green Parks、half-half、
Marjorie；4F│modigliani、Febbi、Silver Twinkle、繭裹子。●「銀行 300元電子抵用券」適用店別：信義店、松菸店、南西店，詳細使用規範請依券面說明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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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顧客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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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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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銀行獨享回饋活動」若有未盡事宜依「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注意事項為準。●透過「零接觸服務」下單刷卡消費僅限參加玉山銀行與聯邦銀行加碼回饋活動，須依信用卡刷卡付款時間順序採限量贈送並最

晚於 2021.8.15 Sun.匯券至會員帳戶，如份數提早兌畢恕不再另行公告。●「單櫃單筆滿千折百」之折抵金額恕不列入發票金額，亦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之累計金額及停車折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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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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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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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以上免運

單櫃單筆消費滿千折百

指定銀行獨享回饋 

滿10,000元送300元電子抵用券 共限量 650份
內含│銀行 300元電子抵用券 ×1張

滿30,000元送900元電子抵用券 共限量 430份
內含│銀行 300元電子抵用券 ×3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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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恕不參加     ※本活動恕不得與「第三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

※兌換地點：4F顧客服務中心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指定銀行獨享回饋抵用券

使用期間│ 2021.7.08 Thu.-2021.9.15 Wed.止，
逾期無效。

單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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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初夏的序曲

                     NO.0201

NO.0204

                     NO.0202

NO.0205

                     NO.0203

一日茶事｜2F

約翰森林頭皮調理露 120ml 
特價896元｜原價1,280元　

7折

O'right｜1F

綠茶小清新組 
特價1,790元｜原價2,240元

*含：綠茶洗髮精400ml＋綠茶沐浴
乳400ml＋茶樹抗菌頭皮噴霧50ml

8折

Aesop｜1F

學問的藏家 
特價3,200元｜原價3,600元

*含：天竺葵身體潔膚露100ml＋身
體乳霜100ml＋
賦活芳香手部清潔露500ml＋護手
霜75ml

71折

innisfree｜1F

綠茶籽保濕精華組

特價940元｜原價1,333元

*含：綠茶籽保濕精華80ml＋漢拏
山柑橘C亮白柔膚水15ml＋
漢拏山柑橘C亮白精華5ml

e-nail｜4F

光的記憶指彩

特價999元｜原價2,000元

5折

7.08－7.31｜全館非服飾飾品單筆消費 
滿3,000 送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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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n.ee/1KGsiAx
https://lin.ee/wCHpXJd
https://lin.ee/qSXwekt


開啟初夏的序曲

                     NO.0301

NO.0303

                     NO.0302

NO.0304                      NO.0305

PEPPER'S｜3F

牛皮馬鞍包 
特價2,800元｜原價3,580元

MIRROR｜2F

小銅錢冰玻翡翠手鍊 
特價5,880元｜原價7,880元

75折

78折

Caspia LiLi｜2F

Cynthia
特價3,800元｜原價6,500元

*藍、綠、紫色限定

58折DANIEL WELLINGTON｜1F

Quadro 20×26mm 
玫瑰金蛋殼白錶盤方錶

推薦價5,990元

新品
上市

CA4LA｜1F

SHK00725 
推薦價5,180元

7.08－7.31｜全館服飾飾品單筆消費

滿5,000 送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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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ne.me/ti/p/hqEwFcza7f
https://lin.ee/xHUpzDj 
https://page.line.me/861zpftw


木雕森林｜4F

全品項

買三送一
*活動日期7/8~7/15

伊織｜2F

森林宴會哺乳枕

特價1,080元｜原價1,280元

開啟初夏的序曲

NO.0401

NO.0404

                     NO.0402

NO.0405

NO.0403

CNFlower｜1F

綠野仙蹤 金框植栽

推薦價1,480元

84折

85折白房子｜5F

白房子支架築城壁飾

特價24,900元｜原價28,800元

PLAYSOUND 沛聲｜5F

鐵三角Audio Technica ×
 STUDIO SEVEN 潮流聯名款 
真無線耳機

特價2,790元｜原價3,000元

7.08－7.31｜全館非服飾飾品單筆消費 
滿3,000 送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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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ne.me/ti/p/XtqlIMh-dx


舞動世界的快板 7.08－7.31｜全館非服飾飾品單筆消費 
滿3,000 送300

NO.0501

NO.0504

NO.0502

NO.0505

NO.0503

NO.0506

Jeffrey CampbellJeffrey Campbell｜｜1F1F

質感馬銜釦平底穆勒鞋質感馬銜釦平底穆勒鞋

特價特價2,280元｜原價3,680元　元｜原價3,680元　

CHOiCECHOiCE｜｜1F1F

細版真皮斜邊踝繞帶涼鞋細版真皮斜邊踝繞帶涼鞋

特價特價1,800元｜原價3,680元　元｜原價3,680元　

5折

Grace GiftGrace Gift｜｜1F1F

方頭一字繫踝中跟涼鞋方頭一字繫踝中跟涼鞋

特價特價880元｜原價1,760元　元｜原價1,760元　

HTHREEHTHREE｜｜2F2F

Julio樂福鞋Julio樂福鞋

特價特價3,206元｜原價4,580元　元｜原價4,580元　

HERLSHERLS｜｜3F3F

夏日編織鏤空低跟平底鞋夏日編織鏤空低跟平底鞋

特價特價2,040元｜原價2,580元　元｜原價2,580元　

南西
獨家 79折

viinaviina｜｜2F2F

牛皮休閒鞋牛皮休閒鞋

特價特價1,800元｜原價3,490元　元｜原價3,490元　

52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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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動世界的快板

                     NO.0601

NO.0604

                     NO.0602

                     NO.0605

                     NO.0603

                     NO.0606

quoi quoi布知道quoi quoi布知道｜｜4F4F

小蠟斜背包小蠟斜背包

特價特價850元｜原價990元元｜原價990元

*共5個顏色：湖水藍、橄欖綠、
茶褐、胭脂粉、卡其綠

ADOLEADOLE｜｜4F4F

A-Line牛皮手提肩背包-可可色A-Line牛皮手提肩背包-可可色

特價特價3,852元｜原價4,280元　元｜原價4,280元　

*免費刻字燙金

S'AIME東京企劃S'AIME東京企劃｜｜3F3F

真皮轉鎖多隔層公事包-杏色真皮轉鎖多隔層公事包-杏色

推薦價推薦價3,780元　元　

SOLOMAXSOLOMAX｜｜3F3F

兩大聯名款兩大聯名款

KREATE & SOUKREATE & SOU・・
  

SOUSOU
系列系列7折折

44折

iLookiLook｜｜3F3F

BOLON太陽眼鏡BOLON太陽眼鏡

特價特價3,980元｜原價9,000元　元｜原價9,000元　

印花樂｜4F

遮陽漁夫帽-玻璃海棠

特價710元｜原價750元

　

7.08－7.31｜全館非服飾飾品單筆消費 
滿3,000 送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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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VE0mVy
https://lin.ee/i0b8pK
https://page.line.me/?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urlSchema%3Aexternal&accountId=736gwhdj&from=page#mst_challenge=orrR4SiQ4J2e77Lv0iLcNSFn3S1mgzXlGTydbPlla1o
https://line.me/ti/p/E9uQa-iQlx#~ 
https://liff.line.me/1645278921-kWRPP32q?accountId=411hicxg&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chatMessage#mst_challenge=qjxX1WCLuOwUi6LNCCLdTnKESWkQmt1tbFqXd9ETVPQ


舞動世界的快板

                     NO.0701

                     NO.0704

                     NO.0702

                     NO.0705

NO.0703

VA Vendome AoyamaVA Vendome Aoyama｜｜1F1F

藍紋瑪瑙項鍊藍紋瑪瑙項鍊

推薦價推薦價12,300元　元　

84折

85折
86折

59折

ELISA GEMSELISA GEMS｜｜1F1F

閃耀星石耳環閃耀星石耳環

特價特價6,200元｜原價7,380元　元｜原價7,380元　

GrastyleGrastyle｜｜1F1F

天然鑽石套組（項鍊＋耳環）天然鑽石套組（項鍊＋耳環）

特價特價41,600元｜原價70,000元元｜原價70,000元　　

ADORNADORN｜｜2F2F

紺碧琢雕巴洛克之心耳墜紺碧琢雕巴洛克之心耳墜

特價特價6,315元｜原價7,350元　　元｜原價7,350元　　

MinigoldMinigold｜｜1F1F

晃動的鑽 - 多款式晃動的鑽 - 多款式

特價特價15,800元｜元｜原價18,600元　　原價18,600元　　

7.08－7.31｜全館服飾飾品單筆消費

滿5,000 送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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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ge.line.me/?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urlSchema%3Aexternal&accountId=673yqgka#mst_challenge=QDGgmTHtlygg0K-tXyA1V3k4Tla6TBBeQXI3Lk8blL0
https://lin.ee/3CpBwLw


舞動世界的快板

NO.0801 NO.0802 NO.0803

DleetDleet｜｜2F2F

拉扯漁夫帽拉扯漁夫帽

特價特價3,325元｜原價4,750元元｜原價4,750元

長短袖襯衫洋裝長短袖襯衫洋裝

特價特價6,825元｜原價9,750元元｜原價9,750元

Mellow ActiveMellow Active｜｜3F3F

Mash-UpMash-Up
美胸運動背心套裝 - 黑美胸運動背心套裝 - 黑
特價特價1,240元｜原價1,380元　元｜原價1,380元　

7折

yueryuer｜｜2F2F

不規則平達克背心不規則平達克背心

推薦價推薦價5,980元元

上壓織帶直筒褲上壓織帶直筒褲

推薦價推薦價8,280元元

7.08－7.31｜全館服飾飾品單筆消費

滿5,000 送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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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動世界的快板

                     NO.0901 NO.0902 NO.0903

MARJORIEMARJORIE｜｜3F3F

品味一朵花香，品味一朵花香，

大V領造型織帶連身褲大V領造型織帶連身褲

特價特價3,135元｜原價3,300元　元｜原價3,300元　

繭裹子繭裹子｜｜4F4F

微波輕浪小V領洋裝 飄浮島嶼微波輕浪小V領洋裝 飄浮島嶼

特價特價2,546元｜原價2,680元　元｜原價2,680元　

viga wangviga wang｜｜2F2F

全品項全品項

全系列全系列7折　折　

7.08－7.31｜全館服飾飾品單筆消費

滿5,000 送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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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ff.line.me/1645278921-kWRPP32q?accountId=zen8512z&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talkroom%3Aheader#mst_challenge=zjBbgvM57Wg7BQhxU4PLT7qWEzd0idVX4P-_Ra4RAPE 


舞動世界的快板

                     NO.1004NO.1003

51折

FRED PERRYFRED PERRY｜｜3F3F

直紋釦領襯衫洋裝直紋釦領襯衫洋裝

特價特價2,980元｜原價5,880元　元｜原價5,880元　

Green ParksGreen Parks｜｜3F3F

綠色牛仔吊帶褲綠色牛仔吊帶褲

特價特價1,800元｜原價2,100元　元｜原價2,100元　

ratherrather｜｜2F2F

半開襟隱約條紋襯衫半開襟隱約條紋襯衫

特價特價2,680元｜原價3,280元元｜原價3,280元　　

INLookINLook｜｜3F3F

白色襯衫白色襯衫

特價特價1,580元｜原價2,380元元｜原價2,380元

花紋裙-黑花紋裙-黑
特價特價1,680元｜原價2,580元元｜原價2,580元

                     NO.1001

                     NO.1002

7.08－7.31｜全館服飾飾品單筆消費

滿5,000 送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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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n.ee/SScRoxk
https://page.line.me/?accountId=917ypgbc&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talkroom%3Aheader#mst_challenge=4tTtHfFBGKGY2OtZ2L2ENg1Ebe72jH8Way8h66_RJd8 
https://lin.ee/gNggUQP


光影編織的協奏曲

                     NO.1107NO.1106NO.1105

                     NO.1101

NO.1102

NO.1103

                     NO.1104

填寫訂購單

❶｜CLAUS PORTO｜3F

Agua De Colonia水重奏高級

訂製香氛系列125ml
特價3,200元｜原價3,780元 　

❸｜OHANA MAHAALO｜4F

居家恬謐衣物環境清新噴霧

95ml＋居家恬謐香氛蠟燭

特價1,200元 | 原價1,450元

❹｜Aro Mart｜2F

果漾馬鞭草系列

全面7折 　

❼｜iGzen 愛居人｜4F

Khalldesigns 夏日限定涼爽擴香

88折

*共3款：蘇格蘭松／海岸線／天然洗棉

❺｜VOLUSPA｜1F

羅馬女神澳洲天然三重研磨皂

推薦價1,000元　

❻｜VOLUSPA｜1F

喀什米爾花瓣香皂180g
特價230元 | 原價500元 　

❷｜Yankee Candle｜5F

瓶中瓶22oz＋雙芯燭20oz＋

祈禱燭

特價3,058元｜原價3,510元　

❶

❷

❸
❹

❻

❼

❺

7.08－7.31｜全館非服飾飾品單筆消費 
滿3,000 送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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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n.ee/p6c1eXo
https://reurl.cc/MA6zQk
https://liff.line.me/1645278921-kWRPP32q?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urlScheme%3Ainternal&accountId=872yxqcq#mst_challenge=GRsenJTer7Dy-AX13HQh5UGkOVGGV2CZE5zXwNaCohE
https://forms.gle/fCDVQBpFSCufd3Xk7


光影編織的協奏曲

NO.1201

                     NO.1204

NO.1202

NO.1205

                     NO.1203

NO.1206

AVEDA｜1F

迷迭／薄荷洗髮精1000ml＋
潤髮乳1000ml
推薦價4,200元

PHYTO｜1F

任選一罐免沖洗的修護

精華露／PH16 賦活健髮精華

特價1,350-1,880元

原價1,606-2,136元

*贈：精選洗+護體驗組
(含： 聰明平衡洗髮精10ml＋蘋果
花髮膜12ml＋聰明平衡精華露5ml)

綠藤生機｜1F

頭皮淨化洗沐組

特價770元｜原價870元

*含：頭皮淨化洗髮精 250ml＋
活萃洗面乳100ml

juliArt｜2F

恬靜尤加利洗髮精1000ml
推薦價1,600元

茶籽堂｜1F

四大植萃禮盒-肖楠葉

特價1,050元｜原價1,200元

*含：肖楠葉抗屑洗髮露330ml+
肖楠葉平衡沐浴露330ml

百梳坊｜4F

小可愛黃金梳鬃毛梳組

特價1,080元｜原價1,480元

*含：小可愛水曲柳黃金梳＋
小桃專利鬃毛梳

7.08－7.31｜全館非服飾飾品單筆消費 
滿3,000 送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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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n.ee/mh5vhmO
https://page.line.me/?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urlSchema%3Aexternal&accountId=226mcroe#mst_challenge=OqeoOJYgQDVf4h4KlqXexwzhkhrvmHW_8RuTjiO2NuQ


光影編織的協奏曲

NO.1301

NO.1304

NO.1302

                     NO.1305

                    NO.1303

                     NO.1306

Jurlique｜1F

純淨洗潔入門組 潔顏／

卸妝系列 任選2
特價2,150元起

原價2,700元起

*贈：接骨木淨透卸妝油30ml＋
玫瑰煥顏泡沫潔顏乳20g)

de第一化粧品｜4F

煥白雪膚亮顏組

特價2,800元｜原價3,600元

*含：極煥白雪膚化粧水250g＋精
質露250g＋面膜乙片

ioma｜3F

KRYOLAN玩美彩妝組

特價1,600元｜原價1,900元

*含：珠光透明粉餅10g＋凝水粉妝
慕絲軟管5ml＋特潤蜜唇膏三色旅
用型3g

ALLOYA｜3F

ALLOYA 夏日調色盤

無毒水指彩，六色組合

特價1,680元｜原價2,388元

任選兩色

特價666元｜原價796元

(維多利亞奶／克莉絲汀豆綠／凱瑟
琳王妃黃／史黛菲多瑙藍／奧黛莉
藕粉荷／娜庚斯博羅灰)

too cool for school｜3F

Too COOL美術課

羅丹水漾組

特價1,088元｜原價1,400元

*含：美術課羅丹調色眼影盤＋美術
課晨光水漾唇釉＋礦物粉紅鹽深層
清潔水(迷你))

嘉丹妮爾｜1F

清除粉刺毛孔緊緻組

特價2,650元｜原價3,190元

*含：全效角質代謝精華30ml＋積
雪草修復緊緻精萃50ml＋蘑菇毛孔
淨化泥膜75g＋雛菊花亮白晚安凍膜
65g

7.08－7.31｜全館非服飾飾品單筆消費 
滿3,000 送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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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n.ee/Ag2NXeH
https://liff.line.me/1645278921-kWRPP32q?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qrcode&accountId=153evcmk#mst_challenge=e8C2Vw_2RWD42ne2rJop7HPFMxt8cS82UtULMNvWaLg
https://line.me/ti/g2/2naT89FPybqlTdAULJjfVw?utm_source=invitation&utm_medium=link_copy&utm_campaign=default 


光影編織的協奏曲

NO.1401

NO.1404

NO.1402 NO.1403

NO.1406

ACCAKAPPA｜2F

托斯卡尼洗手乳300ml＋
護手霜75ml
特價990元｜原價1,200元

松本清｜B1

LAVONS 香水擴香瓶 150g 
同系列任選第二件5折
(蔚藍海岸/法式馬卡龍/氣泡香檳)

PH Shop｜4F

Burt's Bees
好香的檸檬油

特價1,150元｜原價1,360元

PH Shop｜4F

修護萬用組

特價480元｜原價570元

*含：Burt's Bees 神奇積雪草本修
護霜17g＋神奇草本修護棒4.25g

FLELIS Fragrance
法倈麗香水專櫃｜1F

ISSEY MIYAKE 限量印彩

大地女香100ml／男香125ml
特價2,300-2,400元｜原價

3,000-3,100元

*贈印彩保溫瓶乙個

expo SELECT_Jvita｜4F

家居擴香

推薦價2,880-3,080元

南西
獨家

誠品
獨家

7.08－7.31｜全館非服飾飾品單筆消費 
滿3,000 送300

                     NO.1405

15

https://lin.ee/thLnJ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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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於心中的樂章

NO.1501

NO.1504

NO.1502

NO.1505

                     NO.1503

NO.1506

moshi｜5F

VersaCover平板保護殼系列＋ 
平板系列保貼

推薦價2,480-3,480元

Alto｜5F

Alto Apple Watch皮革錶帶

38/40mm-礫石灰 
推薦價2,980元

賽先生科學工廠｜5F

Paradoxtime 懸浮計時器-
量子系列（三色）

特價1,390元｜原價1,680元

bitplay｜3F

AQUASEAL BADGE
 HOLDER防水機能證件套

推薦價380元

有空5mins｜4F

午睡枕-OMTM＋

緹花毛巾-OMTM組

特價1,069元｜原價1,200元

iNAKATA｜4F

海色的線條暢飲組

特價699元｜原價990元

*含：水壺袋1入＋杯套1入

7.08－7.31｜全館非服飾飾品單筆消費 
滿3,000 送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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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ne.me/ti/p/@607flsvu


填寫訂購單

沉睡於心中的樂章

NO.1601 NO.1602 NO.1603

誠品書店｜5F

COFIL 富士山咖啡濾杯

特價1,615元｜原價1,900元

SEALSON｜1F

H1｜DYNEEMA® RIPSTOP 
CROSSBODY BAG
特價2,240元｜原價2,800元

BUWU 布物設計｜4F

BUWU 坐墊 2入

特價1,600元｜原價1,760元

美食外帶外送 加碼抽  6.01 Tue.-7.31 Sat.

●本活 動 得 獎 者將由系 統自動 抽出，期間 每 筆 消費 滿250元可參加乙 次，滿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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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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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送 平台訂餐之發票需於 活 動 期間內，使 用誠 品 人 APP補 登 發票 登 記，方可獲 得 抽 獎 機會。●得 獎 名單將於2021.08.23 M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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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證 明文件至誠品生活南西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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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活南 西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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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請見活動共同注意事 項 說明。●獎 項 兌 換詳細 使 用規 則，使 用日期及 其他
負擔費 用等，皆以 迷誠品說明為主。●領 獎 期 間:2021.08.23 Mon.-09.30 Mon.。●誠品生活 保 有調整與變 更活動獎 項 及內容
之權 利。

誠品會員於

餐飲專櫃單筆消費滿250元
即可獲得「抽獎機會」乙次；

滿500元兩次，依此類推…有機會抽中：

iRobot Roomba 960掃地機器人
乙台(價值29,999元)

7.08－7.31｜全館非服飾飾品單筆消費 
滿3,000 送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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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s.gle/fCDVQBpFSCufd3Xk7


在舌尖上開場交饗音樂會

凱林鐵板燒｜B1

凱林蒜香牛/羊/豬/雞丁

外帶套餐

推薦價139元

金洲韓式料理｜B1

韓式拌飯

（牛／豬／雞／素香菇）

特價130元｜原價158元

快車肉乾｜4F

真空大包系列商品

第二件6折（250元／包）

*7/8 到 7/18

朋廚｜B1

伯爵卡努內5入

特價300元｜原價350元

英格莉莉｜3F

英式手作便當

推薦價100元

7.08－7.31｜全館非服飾飾品單筆消費 
滿3,000 送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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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bereats.com/tw/taipei/food-delivery/%E5%87%B1%E6%9E%97%E9%90%B5%E6%9D%BF%E7%87%92-%E8%AA%A0%E5%93%81%E5%8D%97%E8%A5%BF%E5%BA%97/974vKAOtQEiEA4wc85lDKQ
https://foodpanda.page.link/52gKuhjY7jF5wMa79
https://www.ubereats.com/tw/store/%E9%87%91%E6%B4%B2%E9%9F%93%E5%BC%8F%E6%96%99%E7%90%86-%E5%8D%97%E8%A5%BF%E8%AA%A0%E5%93%81%E5%BA%97/Gg8EgwHHSZ20oc300rCfuA
https://foodpanda.page.link/RtzNXZKsDdRW6og48
https://www.ubereats.com/tw/taipei/food-delivery/%E8%8B%B1%E6%A0%BC%E8%8E%89%E8%8E%89-%E8%AA%A0%E5%93%81%E5%8D%97%E8%A5%BF%E5%BA%97/r52yHDcASfGcx5GZdf9pOA


在舌尖上開場交饗音樂會

大心｜B1

清燉越南牛肉河粉＋泰國奶茶

推薦價319元

*7/12前外帶滿300元享85折優惠
*餐點供應內容以餐聽實際菜單為主

TG蔬坊The Greenery｜B1

王者鮭來

推薦價小／125元 
中／150元 
大／175元

神農生活｜4F

品茗窗花禮盒

特價1,242元｜原價1,380元

日安喝茶｜B1

玫瑰馬卡龍風味花果冰茶

推薦價75元

食習｜4F

外帶小家常餐盒

（客庄水晶雞／宜蘭西魯獅子頭／
平溪酸白菜牛肉絲ｏｒ豬肉絲）

特價150元

*含：白飯＋季節佐菜＋溏心蛋＋冷
萃茶

牛角次男坊｜B1

特製燒肉BOX
推薦價150元

7.08－7.31｜全館非服飾飾品單筆消費 
滿3,000 送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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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bereats.com/tw/taipei/food-delivery/%E5%A4%A7%E5%BF%83%E6%B3%B0%E5%BC%8F%E9%BA%B5%E9%A3%9F-%E8%AA%A0%E5%93%81%E5%8D%97%E8%A5%BF%E5%BA%97/gRb8QRNkTn2yvunLzZVyfQ
https://www.ubereats.com/tw/taipei/food-delivery/%E8%94%AC%E5%9D%8Athe-greenery-%E8%AA%A0%E5%93%81%E5%8D%97%E8%A5%BF%E5%BA%97/0dfj18HiQdWt1n16XDOGhA
https://foodpanda.page.link/iAPir8uFjheHcxrR9
https://www.ubereats.com/tw/taipei/food-delivery/%E7%89%9B%E8%A7%92%E6%AC%A1%E7%94%B7%E5%9D%8A-%E8%AA%A0%E5%93%81%E5%8D%97%E8%A5%BF%E5%BA%97/F8WUNRQFQTGyLRQ5l_FR0A
https://foodpanda.page.link/yZ3aLQ99yBW1WqSM6
https://foodpanda.page.link/mawDiTzTvPWzpCje9
https://www.ubereats.com/tw/store/%E6%97%A5%E5%AE%89%E5%96%9D%E8%8C%B6-%E8%AA%A0%E5%93%81%E5%8D%97%E8%A5%BF%E5%BA%97/vSMVTRn6RACL5enPYdpwyw
https://foodpanda.page.link/RY4b8cetoi2e5gC1A
https://foodpanda.page.link/nujWZiBHmthcwZw68


在舌尖上開場交饗音樂會

于記杏仁｜B1

雪花冰系列(含豆腐冰) 
第二件8折

*優惠以價低者計

鶴茶樓｜1F

初夏清爽必喝組

特價100元｜原價115元

*含：難吸橙品＋藝伎紅茶

Baskin Robbins31冰淇淋｜
B1

落日衝浪

推薦價150元

*點迷你三球內含落日衝浪即贈
配料乙份

猿田彥咖啡｜1F

999誠一福袋組 
特價999元 | 原價1,430元

*含：誠一濾掛*1＋季節濾掛*3

la vie bonbon甜點｜1F

原味哈密瓜蛋糕

推薦價250元／片

1,000元／顆

FLIPPER'S｜3F

MORINAGA Fleur de Sel 
CARAMEL
森永鹽之花牛奶糖

推薦價350元

新櫃
登場

7.08－7.31｜全館非服飾飾品單筆消費 
滿3,000 送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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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bereats.com/tw/taipei/food-delivery/%E9%B6%B4%E8%8C%B6%E6%A8%93-%E8%AA%A0%E5%93%81%E5%8D%97%E8%A5%BF%E5%BA%97/2Bo-zPLCTVKjlbd8R_arbQ
https://foodpanda.page.link/w6c64R3KEEPiroJn9
https://www.ubereats.com/tw/taipei/food-delivery/flippers-%E5%A5%87%E8%B9%9F%E7%9A%84%E8%88%92%E8%8A%99%E8%95%BE%E9%AC%86%E9%A4%85-%E8%AA%A0%E5%93%81%E5%8D%97%E8%A5%BF%E5%BA%97/Yih9Rx2WRGOqtf9--lgD7Q
https://www.ubereats.com/tw/store/%E7%8C%BF%E7%94%B0%E5%BD%A5%E5%92%96%E5%95%A1-%E5%8D%97%E8%A5%BF%E8%AA%A0%E5%93%81%E5%BA%97/mmZH-bcbSXSnQJdcMqTIAA
https://www.ubereats.com/tw/taipei/food-delivery/%E4%BA%8E%E8%A8%98%E6%9D%8F%E4%BB%81-%E8%AA%A0%E5%93%81%E5%8D%97%E8%A5%BF%E5%BA%97/Fi4ArDS_QouFy7yfFkhbqQ
https://foodpanda.page.link/PiE2vNNeaH8dz7a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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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分期零利率 2021.7.01 Thu.- 202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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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使用 eslite Pay、街口支付、LINE Pay 及台灣 Pay 消費恕不得兌換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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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卡與行動支付若為同一張信用卡恕不得重複兌換。●本活動恕不得與「享樂誠品刷花旗」活動重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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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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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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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活動。●以上活動限於誠品生活南西消費累計，
超過金額無法累計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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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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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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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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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17,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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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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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分期滿 12,000元
贈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共限量 450 份

單筆分期滿 24,000元
贈誠品禮券 400元
乙份，共限量 270 份

※ 限分期刷卡兌換

（每月限量 150 份）

（每月限量 9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分期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分期滿 2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4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 分期禮恕不加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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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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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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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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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72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420 份

※分期七卡恕不兌換
分期加碼禮

※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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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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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1.7.01 Thu.- 202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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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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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單筆分期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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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8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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