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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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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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南西│Nan Xi 

驚喜製造機

驚喜物所．南西分號 驚喜面對面．職人相談所

驚喜加碼．禮物盒2.0 驚喜製造者．陳心龍專訪

邀請斜槓創作人 Abei 打造巨型 MASK BIG BOY 限時展出，
將南西建構成名符其實的驚喜樂園！

由外而內充滿「分享」意念，

更打造獨家藝品展售 pop-up shop，衝擊你的驚喜定義！

單向講座已無法滿足你？超乎想像的「車輪相談所」

邀請 6 位各精領域的職人，包含化妝師、寵物溝通師 
與攝影師，為你的職涯把脈。

2018令人回味無窮的驚喜禮物盒今年驕傲升級！
加碼 Silver-Box 和 Gold-Box 全新玩法，正負零手持吸塵器、
Google 手機等你來場驚喜大冒險！

驚喜製造的創辦人陳心龍是台灣「沉浸式體驗」

的專家，奉行「日常即是驚喜」的中心思想，

將驚喜安插在你的五感中。



誠品生活南西 1F

用倫敦思維打造台灣驚喜日常

驚喜製造專家陳心龍的

編輯 ｜ 楊涵硯      攝影 ｜ 張景堯

從 15 歲始涉足表演領域的陳心龍，從早即開始累積對於觀者的「情
緒引導」，這正是製造驚喜的關鍵組成之一──「氛圍掌握」。這

樣的喜好逐漸演變為專業，甚至在台大畢業前，陳心龍就已參與過

紀錄片拍攝，更曾與知名導演程安德創立 Project 10 ，擁有扎實的拍
攝、製作經驗，對於導演、攝影與剪輯等技巧漸臻純熟。

提早進入創業歷程，更見證工作團隊的分合，即將結束學生身份陳

心龍站在職涯的分水嶺不免徬徨，而出國進修就此成為他的轉捩

點。從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創新創業管理所畢業，回台創立體驗設計

團隊「驚喜製造」， 4 年內打造 5 個包含無光晚餐、微醺大飯店等

令人稱奇的大型實體企劃，從解構到重新詮釋既有的生活元素，將

日常提煉為驚喜、再將驚喜安放在生活。

對陳心龍而言，他在倫敦看見最先進的硬體設備與專業場地，其來有自於倫敦人的前衛

思維與開闊胸襟，你可以在街角被小提琴流洩出的天籟所震懾、亦或在小劇場即可享受

國際劇院等級的演出──這一切不過都是倫敦人的日常──浸潤在高度發展的美學素

養。從飲食文化、街景到社會議題的關注度，每一個生活環節都能觸發以創意解決問

題、製造驚喜的關鍵。

以倫敦交通的負責單位 TFL  ( Transport for London )為例，其發揮企業社會責任，利用巨
量的交通數據分析，演算出街友在某一個時段坐在哪一個地鐵站能得到最多的錢，更讓

街友領養流浪狗，同時兼顧「收入」以及取暖的需求，驚喜不止極富創意，更是針對問

題根源的解決。在環境的刺激下，陳心龍的碩士畢業專題，針對退貨率高達 70% 的英國
網購服飾分析後，提出以第三方平台建立尺寸資料庫，嵌入服飾品牌網站優化尺寸換算

功能，藉此達到有效降低退貨的目的。

陳心龍總監將參加11.24 Sun.職人相談所活動，詳情請見 P.90 主題活動介紹

畢業後的陳心龍選擇回到台灣，盡心為台灣市場創造體驗價值，並於 2016 年創立驚喜製
造。從跳脫框架、打破重釋餐飲體驗的無光晚餐、一人餐桌，到翻轉既定劇場概念的微

醺大飯店，驚喜製造目標創造全新的體驗市場，讓真實體驗宛如一個魔幻樂園。「絕佳

驚喜製造 
Surprise Lab. 

「對我而言，日常就是驚喜，毋須在節日特別製造。」

「在倫敦，驚喜不用刻意創造 因為驚喜即在每一個街角！」

「我絕不會忽略每個人對作品 take away 的感受，這才是美好的體驗方式」

的五感體驗造就情緒的價值」，將 C 端感受奉為圭臬的陳心龍，從體驗者的角度參與

每一個細微環節，為的就是每一秒的情緒經營能更臻完美。

「體驗的關鍵在於如何營造觀眾離開情境時帶走的感受，而不是將既定的模版放置在

每一個人身上，這也是許多創造者忽略的問題。」在 2019年底的最新作品《明日俱樂

部》，將打造嶄新、結局自主的冒險遊戲，希望藉由開放性選擇比擬真實人生的縮影，

讓人不禁滿腹期待。

腦
內
樂
園

05



1,0
00元
~2,00

0元

❶｜6ix pm｜4F｜嬉皮女孩扭結造型髮帶，特價500元 ｜ 原價590元　❷｜菲芙利Février｜4F｜法國有機花草機能茶（精裝鐵盒），新品上

市，特價990元｜原價1,299元　❸｜e-nail｜4F｜任選baby e-nail１款＋定色或任選亮片１瓶，特價999元│原價1,400元　❹｜神農生活｜4F｜甜

蜜時光禮物袋，特價500元 ｜ 原價509元 含：烏桕蜂蜜90gx1、神農手巾仔x1、元氣花馬毛牙刷x1　❺｜4U2｜1F｜4U2 聖誕禮物浪漫首選禮，特價599元
 ｜ 原價 710元 含：YOU HEART ME心型刻字腮紅任2色＋BLOSSOM品牌腮紅刷　❻｜松本清｜B1F｜ARGELAN 草本保濕植萃組合（走進童話森林），
推薦價526元 含：ARGELAN 草本保濕植萃潤唇膏 天竺葵&薄荷 4g ＋ARGELAN 草本保濕植萃身體乳 自然綠草香 220ml　❼｜de 第一化粧品｜4F｜玫瑰保濕

潔顏慕絲150g，限量商品，售完為止，特價500元 ｜ 原價900元　❽｜Ultrahard｜南西店4F、信義店4F｜Ultrahard Travel Around 小斜背包，特
價990元｜原價1,680元　❾｜Vacanza Accessory｜3F｜單鑽綻放全純銀項鍊，特價980元｜原價1,250元　❿｜emmaAparty｜4F｜晴雨

兩用傘，推薦價1,280元　⓫｜ioma｜3F｜晶礦修容組，特價1,600元 ｜ 原價2,100元 含：晶礦修容盤12g＋打啵持色唇膏　⓬｜XWY Siblings｜
南西店3F、信義店5F、松菸店3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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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價1,200元 | 原價1,647元　⓭｜

皮兒吧｜4F｜硬馬鞍筆盒，推薦價1,180元　⓮｜CNFlower｜1F｜甜蜜星空 恆星花系列，推薦價1,880元　

南西│Nan Xi│南西驚喜販賣所開張－交換禮物驚喜攻略

獨家
組合

72折

76折

❶

❷

❽

❹

❼

❺

❾

❿

⓬

⓮

⓫

⓭

❸

❻

1,000元-2,000元 500元-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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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YOU&MEE泰式麵店｜4F｜私房酸辣蝦、泰式鮮牛肉片 冬季雙人套餐，特價899元 ｜ 原價1,188元 含：前菜拼盤、主餐8選2、飲品8選2、泰式手工

甜點　❹｜英格莉莉｜3F｜牧羊人千層麵，推薦價320元，Engolili X Cath Kidston 聯名期間限定【花園豹紋厚鬆餅雙人套餐】特價988元  |  原價 
1,170元 含：花園豹紋厚鬆餅x1＋星空漫步飲品x1＋銀河之旅飲品x1＋Cath Kidston聖誕小村莊收納包x1   限量300組

❶｜about KUAN關於寬庭｜2F｜蕃茄海鮮鳥巢麵，推薦價380元，赤燒北海道干貝搭西班牙帕瑪火腿時令鮮果沙拉，推薦價420元　
❷｜這一小鍋｜3F｜狠飽雙人餐（肉量30盎司），推薦價768元 含：培根牛肉&板腱牛肉雙拼1份、梅花豬肉1份＋綜合蔬菜盤1份+附餐2份＋湯底2鍋，澎派海

鮮總匯，推薦價298元 含：大草蝦、天使紅蝦、白蝦、鯛魚、小卷、蛤蜊、鮮蚵、干貝 *湯底升級費、共鍋費及清潔費另計。

Häagen-Dazs│ B1

維尼與小豬派對

冰淇淋蛋糕

推薦價2,180元

吉甜不辣│ B1

麻辣吉絲麵

推薦價115元

火星猴子│ B1

幸福蝴蝶酥、火星小圓餅、原味奶酥、

咖啡奶酥、巧克力奶酥   任選3入
特價1,099元 ｜ 原價1,650元

金品茶語│ 4F

元盅土雞麵

推薦價200元

CoCo壱番屋│ B1

炸雞排咖哩拉麵

推薦價 270元

猿田彥珈琲│ 1F

下午茶組合

特價238元  |  原價265元
含：蜂蜜拿鐵＋
百香果覆盆子蛋糕

甘榜馳名海南雞飯│ B1

咖哩叻沙麵

推薦價150元

誠品
會員

9折

南西│Nan Xi│美饌驚喜販賣所

1011 Sip Tea│ 1F

蕎麥芝士奶蓋

推薦價（中）85元（大）95元

❶

❷
❹

❸

67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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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西主題特輯－

風格人物街拍 Street Snap！

01 0302

05
04

06

07

01 0302

05
04

06

07

編輯 ｜ 楊涵硯      攝影 ｜ 張景堯

南西商圈的風格生活家穿上誠品生活南西的各品牌服飾，用他們對穿搭的態度與品

味，重新詮釋其眼中的南西樣貌。

Satine & Paul｜
Awww Select Shop主理人

Dleet｜2F

俐落剪裁與飽和色塊跨越了性別，

感受到線條與身體的極簡對話。

(法國網袋_ZOEYF)

四維羅｜光點台北公關

Green Parks｜3F

來自日本的人氣服飾選品店，套上

流行與經典單品，來場輕鬆散步！

Fionn｜
品牌造型顧問

ZOEYF｜2F

除歐、美、澳精品選貨之外，高質

感訂製服更讓冬日時光溫柔輕暖。

(高跟鞋_H THREE)

訓方｜Bambino Village主理人

DOUCHANGLEE Lab｜2F

休閒正裝與手工腳踏車宛如一首協奏

曲，是城市中行動的優雅代名詞。

Fion｜ 
EWF Vintage主理人

MARJORIE｜3F

特有的復古元素搭配甜

美少女色彩，為濃重的

冬季妝點活潑生氣。

丁丁｜

小日子商号赤峰店店長
& by tan & luciana｜2F

從布料到色彩皆單純且舒

適，成為忙碌生活療癒肌

膚與心情的存在。

Calvin｜影展人員
fuyue 甫月｜2F

總是具備個性與寧靜的

衝突美感，順應率直思

路，讓日常時尚起來。

南西│Nan Xi│著物驚喜販賣所

❶｜6ix pm｜南西店4F、松菸店1F｜知性優雅仿麂皮洋裝 Intellectual Lady Suede Dress，特價3,200元 │原價3,580元　❷｜YUWEN｜2F｜粉灰麂

皮洋裝（附圍巾），特價11,730元 │原價13,800元　❸｜YUER｜南西店2F、松菸店1F｜羅紋領短版夾克，特價10,336元 │原價10,880元　❹｜
甫月 Fuyue｜2F｜大領片兩件式長外套，特價14,400元 ｜ 原價18,000元　❺｜MIRROR 皇宣緣｜1F｜珍麗蜜潤琥珀墜子，特價16,800元│ 
原價39,800元　❻｜va Vendome Aoyama｜1F｜2019 X'mas 限定雙鍊組(不單賣)，推薦價6,100元　❼｜Green Parks｜3F｜經典針織毛衣

套裝，上套／下裙，特價2,540元｜推薦價3,180元　❽｜ete｜1F｜ete璀璨鑽石耳夾飾耳環，特價2,990元 ｜ 原價3,700元　❾｜iLOOK｜3F｜

agnes b.墨鏡，特價4,400元 ｜ 原價5,800元　❿｜莫莉里安尼｜4F｜吉普賽女郎系列項鍊，特價1,780元-2,280元　⓫｜& by tan&luciana｜
2F｜雙排釦吊帶連身裙，特價6,370元 ｜ 原價7,500元　⓬｜MICHAEL KORS｜1F｜Allie 金色腕錶，推薦價9,200元　⓭｜MELROSE｜1F｜

街頭多色鞋帶流行靴，特價2,980元 ｜ 原價4,580元　⓮｜HERLS｜3F｜全真皮綁帶麂皮低跟短靴，特價2,535元│ 原價3,380元

42折

75折

8折

75折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❼

❽

❾

❿

⓭

⓫

⓬

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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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Cotélac｜2F｜大紅色皮草外套，特價8,800元 ｜ 原價16,980元　❷｜override｜3F｜墨爾登呢棒球帽，特價1,500元 ｜ 原價1,890元　

❸｜MAUD FRIZON｜1F｜純珠光漸層尖頭鞋，推薦價3,980元　❹｜VIVENTY｜1F｜甕皮蹄跟鞋，特價2,500元 ｜ 原價3,500元　❺｜

Humming｜4F｜刺繡柔軟圍巾－花好月圓／送花禮蜂鳥，特價1,680元 ｜ 原價1,880元　❻｜BANNIES' PASHMERE｜南西店3F、信義店2F｜

純羊毛圍巾-山野曙光/海洋黎明，特價1,980元 ｜ 原價2,580元　❼｜W. wear｜3F｜W4.0系列，特價3,480元｜定價4,360元 含：錶面x1＋金屬邊框

圈x2＋皮製錶帶x2　❽｜dienes silver｜2F｜摯愛之心手鍊，特價7,580元 │原價8,560元　❾｜AS GROUP｜1F｜蹄形高跟靴，特價3,280元 ｜ 
原價5,280元　❿｜花見小路｜4F｜足袋日 | 京都大圓點，推薦價1,780元　⓫｜H THREE｜2F｜方頭流蘇鞋，推薦價6,280元　⓬｜S'AIME 東
京企劃｜3F｜10週年紀念款- 流蘇肩背手提兩用水桶包，推薦價1,480元　⓭｜Status Anxiety.｜3F｜PLUNDER 花豹紋側背包，特價4,932元 
│原價5,480元　⓮｜J&NINA｜2F｜碎花綠長版洋裝，特價18,280元 │原價22,800元

DOUCHANGLEE Lab│ 2F

時髦太空棉短版上衣

特價5,678元 ｜ 原價6,680元
限量商品

PEPPER'S│ 3F

PEPPER'S Doris 牛皮手機包 - 黃/紅/綠
特價990元 ｜ 原價1,680元

FRED PERRY│ 3F

V領縮腰設計羊毛洋裝
推薦價8,280元

ELISA GEMS│1F

波光耳環

特價3,480元 ｜ 原價4,280元

CRY│ 2F

細絨布洋裝

（不含內搭配上衣）

特價7,180元
原價8,980元

Grace Gift│ 1F

薛妞妞聯名款-歐美都會高跟短靴
特價1,780元│原價1,980元

Dleet │ 2F

落肩長版西裝大衣

特價15,050元 │原價21,500元

J&NINA│ 2F

碎花綠長版洋裝

特價18,280元 ｜原價22,800元

INLOOK│ 3F

經典條紋褲／造型圓領上衣 ／經

典素色編織外套

推薦價2,580元／1,980元／2,580元
3件套組特價4,000元

XWY Siblings│ 3F

英國redurchin**兒童有機棉帽圍（大/小）

特價1,104元 ｜ 原價1,299元

南西│Nan Xi│著物驚喜販賣所

❶

❷

❺

❹

❼

❽

❻

❿❾ ⓫ ⓭

⓮

⓬

❸

51折

76折

79折

71折

59折

7折

56折

MARJORIE│ 3F

末日預言，翻領雙色拼接

經典風衣外套（卡其/灰）
推薦價4,9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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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西│Nan Xi│玩美驚喜販賣所

73折

8折

❶｜expo SELECT│4F｜hibi-聖誕限定禮盒/3入（薰衣草+依蘭+柚子），特價890元 ｜ 原價1,140元　❷｜Perfect One 帕妃雯│1F｜

PERFECT ONE 凍齡保濕組，特價2,350元 ｜ 原價3,200元 含：全效凍齡水凝霜(50g)＋深層保濕面膜(1片)＋蝴蝶結化妝包(1個)　❸｜expo SELECT│4F｜

繆香-空間擴香瓶100ml/M32亞洲白茶，特價686元 ｜ 原價780元

❶｜Aesop│1F｜年度禮盒 – 狂歡者（手部和身體保養4件組），特價3,500元 ｜ 原價 3,950元 含：賦活芳香手部清潔露500ml＋賦活芳香護手霜 75ml＋天竺

葵身體潔膚露200ml＋橙香身體乳霜120ml　❷｜Aesop│1F｜年度禮盒 – 演說家（強化肌膚香芹籽護膚3件組），特價5,300元 ｜ 原價6,050元 含：香芹籽潔
面露200ml＋香芹籽抗氧化活膚調理液200ml＋香芹籽抗氧化精華100ml　❸｜樟之物語│5F｜日夜呵護潔顏組，特價1,960元 ｜ 原價2,380元 任二件活力幻顏精
華皂105g＋幻顏皂35g，購買以下組合並臨櫃體驗，贈洗沐體驗組乙份(限量)

❶｜AVEDA│1F｜諸羅樹蛙，推薦價3,480元 含：花植保濕前導精華150ml＋花植保濕清透乳霜50ml＋藍色紓壓純香菁7ml＋純型淨顏保濕乳25ml 11/15-1/09 期

間限定　❷｜AVEDA│1F｜高山小黃鼠狼，推薦價2,530元 含：縮時護髮霧200ml＋復原配方修護精華100ml＋復原配方強效護髮乳25ml 11/15-1/09 期間限定　

❸｜expo SELECT│4F｜LSY林三益－攜帶式蜜粉＋粉餅刷（Love yourself 款），推薦價780元　❹｜松本清│B1｜莎娜 SANA 素肌紀念日裸肌
蜜粉餅 微甜奶 10g，特價432元 ｜ 原價540元

❶｜innisfree│1F｜換季面霜超值組，特價 1,100元 ｜ 原價 2,040元 含：選購指定面霜送眼霜3件組+明星3件組　❷｜茶籽堂│1F｜經典植萃護手霜禮

盒  護手霜禮盒*2組 贈馬栗樹洗手露330ml，特價3,200元 ｜ 原價3,620元　❸｜PH Shop│4F｜緊緻平衡組，特價1,250元│原價1,540元 含：Dr. 

Hauschka律動調理液100ml+律動卸妝洗面乳10ml+夜間修護精華液2.5ml 

❶｜iGzen 愛居人｜4F｜Simpatico 幸感蘇格蘭松香氛組，特價3,299元 ｜ 原價3,860元 含：擴香枝＋鞋釘杯蠟燭　❷｜綠藤生機｜南西店1F、敦南店

B1｜專心護唇油（透明／莓紅）10ml，推薦價580元　❸｜根本MUZEN｜3F｜世界行旅系列－玉山含笑綻，特價1,280元 ｜ 原價1,600元　❹｜

o'right｜1F｜洗沐呵護組，特價1,660元 ｜ 原價2,240元 含：桃花豐盈洗髮精400ml＋桃花輕盈沐浴乳400ml，贈 香檳玫瑰油30ml/紫玫瑰油30ml（2擇1） ＊

11/18-12/25期間限定　❺｜de 第一化粧品｜4F｜美肌保養聖品組 ，特價1,350元 ｜ 原價1,410元，小麥穀物胚芽油100 ml＋榛果油100ml＋醒目薰衣
草精油20ml＋精油瓶 50ml  套組活動消費滿2,000元，即贈「限量海洋年曆」乙份，滿額不可累送，有限送完為止。※特殊折購扣及大包裝原料購買之客戶不可使用以上滿額

活動贈送。＊11/13-12/25期間限定　❻｜ACCA KAPPA｜2F｜白麝香護手霜75ml＋白麝香香氛皂50g，特價500元 ｜ 原價680元　❼｜PH Shop｜
4F｜保濕修護禮盒，Burt's Bees$200護唇膏 任選x1入＋神奇紫草霜15g，特價450元 ｜ 原價550元　　❽｜YIRI｜2F｜珂芬堤－經典保養組合，薰衣

草皂100g＋薰衣草馬賽液態皂250ml＋護手霜75ml，推薦價1,680元　❾｜AroMart｜2F｜耶誕香曲－蘿丹緹枕頭香水，特價580元 ｜ 原價880
元　❿｜綠藤生機｜1F｜綠色海洋精華油 30ml，推薦價1,980元　⓫｜juliArt覺亞｜2F｜tek梳王禮盒，特價2,200元│原價2,830元 含：tek 梳王

＋髮現完美魔髮精靈 30ml＋大馬士革玫瑰精萃護髮油30ml

❶

❷

❾

⓫

❿

❸

❹

❺

❻

❼
❽

65折 77折

74折

73折

❶

❶

❷

❷

❸

❸

❶

❶

❷

❷

❸

❸

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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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about KUAN關於寬庭｜2F｜東印度公司-動物造型地墊（大），特價6,580元 ｜ 原價8,280元，東印度公司-動物造型地墊（中），推薦

價3,980元　❷｜木匠兄妹木工房｜4F｜騎士燈，特價1,888元 ｜ 原價2,580元　❸｜誠品文具｜5F｜POKETLE隨行保溫瓶/多色，推薦價599元
❹｜伊織｜2F｜伊織very colors聖誕快樂手帕長巾組，特價899元 │原價1,100元 含：very colors手帕x1＋very colors長巾x1＋價值100元聖誕客製刺繡

❺｜BUWU布物設計｜4F｜夜幕27吋行李束帶，特價500元 ｜ 原價590元　❻｜誠品文具｜5F｜HIGHTIDE山鳩舍Pile-Up Caddy/ 2019 
Eslite Limited(黑/白)，推薦價315元　❼｜自己印紙膠帶｜南西店5F、松菸店2F｜台灣草根系列紙膠帶套組，特價680元 ｜ 原價790元　❽｜

Pethany+Larsen｜4F｜小仙人掌桌面植栽，聖誕禮盒組，特價279元 ｜ 原價310元　❾｜賽先生科學工廠｜5F｜原理手稿實景萬花筒，原價

399元，任選2件499元　❿｜about KUAN關於寬庭｜2F｜妙奇維娜-全新系列手工陶器品，推薦價1,080-7,900元　⓫｜印花樂｜4F｜25K布
書衣，特價350元　⓬｜BANNIES' PASHMERE｜3F｜動物羊毛氈磁鐵杯墊組1+1，特價499元 ｜ 原價622元

樟之物語│5F

活力初心禮盒組   推薦價2,120元
含：四件幻顏皂35g＋二件沐浴皂35g    
加贈簡淬硅藻土皂盤（價值450元）

Urban Units│3F

HAPPY PLUGS
真無線藍牙耳機－限定色

推薦價3,290元

Alto│5F

Alto iPhone X/XR/Xs Max系列
特價1,176-1,316元 ｜ 原價1,680-1,880元

誠品書店│5F

Wacky Waving Inflatable Tube Guy
推薦價455元

JIA PLUS│2F

RBT 醒酒器
特價3,744元 
原價 4,680元

expo SELECT│4F

YU Living-聖誕LED 
擺飾（聖誕樹）

推薦價2,200元

自然食│4F

狗貓手工零食 3件88折
特價580元
原價 660元

Swanz│4F

聖誕禮盒

特價1,800元 │原價2,650元
含：保溫杯設計款+茶葉

誠品書店│5F

《L'invitation》
特價650元｜原價720元

誠品書店│5F

《Manifesto! An Art Movements Card Game》
推薦價499元

誠品文具│南西店5F、敦南店2F

讀曆書店 2020  推薦價780元

南西│Nan Xi│療癒驚喜販賣所

白房子│5F

大飛飛象背著白房子去旅行擺飾

特價2,880元 ｜ 原價3,380元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❽

❾

❿
⓫

⓬

❼

79折

67折

新品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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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奇比植作｜R79

不倒翁乾燥花盆栽

推薦價380元　

❷｜艸頭黃｜R79

艸頭黃經典南瓜帽

特價846元｜原價890元

❸｜Amour｜R79

喵喵親子懶人鞋

推薦價1,380-1,680元　

❹｜YoGo悠菓｜R79

Take a snooze 瞇一下
香膏，推薦價380元
香水，推薦價980元
蠟燭，推薦價980元 
*瞇一下系列任選2件即贈2ml
體驗小試管1只(香氣隨機）

❺｜雷諾瓦｜R79

吾皇萬睡-
招桃花、有錢花

（300片拼圖）
推薦價749元　

❻｜十二籃‧選｜R79

尼泊爾婦女手工提袋

推薦價380-580元

❼｜李金水｜R79

Halfor-多款彩襪
推薦價360元｜ 
3雙1,000元

❽｜有空 5mins｜R79

魚喵別針

特價405元｜原價450元　

❾｜如是著物｜R79

明信片書套

推薦價1,980元　

❿｜李金水｜R79

羽織-古著系列
推薦價1,280-2,980元

expo│R79

I thinking -企鵝起子基本款/
黑/灰/藍綠/桃紅
推薦價360元

李金水│R79

羽織-古著系列
推薦價1,280-2,980元

Artisan Jewelry│R79

大理石系列戒指    推薦價290元/個

爐鍋咖啡│R79

抹茶拿鐵

推薦價180元

expo│
R79、松菸店2F

米犬日常 -暖手枕
特價585元
原價650元

Artisan Jewelry│R79

純銀珍珠手鍊

推薦價990元

R79│驚喜物所
❶

❷

❹

❸

❺

❼

❿

❽

❾

❻

ISHA Jewelry│R79

簡約幾何珍珠純銀耳環系列

特價920元｜原價 1,200元

11.13 Wed. -12.01 Sun.

驚喜加碼-
第一重
搖滾輕食袋

12.02  Mon. -1.02 Thu.

驚喜加碼-
第二重
相框雙面拼圖

11.13 Wed.. -11.30 Sat.

點點成金
誠品點
換購物金

兌換地點│誠品R79書店服務台R79
SPECIAL OFFERR79│滿額回饋│

活動期間，當日於R79全館單筆消費滿1,200元，
即贈「搖滾輕食袋」乙份 (價值450元)，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發票金額限誠品R79當日消費發票兌換，二聯或三聯式之轉開發票，恕無法參加兌換，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
聯及銷貨明細資料；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於活動核對。●贈品兌出恕不接受退換(瑕疵品
或故障品除外)。●如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贈禮至誠品R79書店服務台，如贈禮已使用或遺失，須無條件同
意依誠品生活所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金。●誠品生活保留修改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本活動相關未盡事宜以誠
品R79書店服務台公告為準，詳細活動內容請上迷誠品網站查詢。

活動期間，當日於R79全館單筆消費滿1,000元，
即贈「相框雙面拼圖」乙份(價值200元)，款式隨機，贈完為止。
●發票金額限誠品R79當日消費發票兌換，二聯或三聯式之轉開發票，恕無法參加兌換，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
聯及銷貨明細資料；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以利於活動核對。●贈品兌出恕不接受退換(瑕疵品
或故障品除外)。●如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贈禮至誠品R79書店服務台，如贈禮已使用或遺失，須無條件同
意依誠品生活所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金。●誠品生活保留修改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本活動相關未盡事宜以誠
品R79書店服務台公告為準，詳細活動內容請上迷誠品網站查詢。

誠品人會員扣誠品點250點，
即可兌換「5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可累積兌換。　

【本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至誠品R79書店服務台兌換】

● 抵用券使用期間為：2019.11.13 Wed. － 2020.1.02 Thu. 止，逾期無效。● 本券限於誠品R79 使用，惟不適用於
以下專櫃：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音樂館、誠品兒童館、廣場市集，排除專櫃若有異動，請以現場實際公
告為準。● 使用本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之累計金額、停車折抵及其它活動之累計消費金額。● 本券請
自行保管，恕不補發、退換、找零，使用時亦不另開立統一發票，使用後將由結帳櫃檯或收銀台收回。● 本券如有影
印、塗改或未加蓋誠品生活鋼印者無效，偽造者並將依法究辦。● 使用本券之消費如有辦理退貨手續時，須扣除抵用
券剩餘金額方可退款，其他贈品亦需一併退回辦理。● 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 誠
品生活保留修改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詳細活動內容依現場公告為主。

券面僅供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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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西  主題活動
NanXi THEME EVENT

2019
November  - December

11月-12月

南西職人相談所
11.24 Sun. 2:30pm - 4:30pm｜4F Event Space 

概念源自於Snoopy裡的Lucy會談所，南西職人相談所希望以分享的方式讓
大家能近距離的與職人互動，一起聽聽專業的分享創業心路歷程，也同時

開放把脈問卦，不管是轉職、創業、生活起居，都讓你在新年來臨之前比

別人早先做好準備。來聽聽前輩的分享，也想想新年的新方向，南西職人

相談所希望你能更上一層樓！

六大種職業 / 六位專業職人  將大家心中的問題通通一網打盡
驚喜製造創辦人 - 陳心龍 完美狗狗訓練師 - 艾咪
莪本設計主理人 - Nana 自由導演攝影師 - JUMP NBJ
動物溝通與易經 - 貓子 自由專業化妝師 - Yenting 

南西驚奇禮物交換所
12.21 Sat. - 12.22 Sun.  2:30pm - 4:30pm｜3F&5F 寄物櫃 

每年的聖誕老人交換禮物已經成為誠品生活的小小傳統，今年希望保留這

樣的傳統，但以不同的方式來舉辦交換禮物活動，期望能讓大家體驗到另

類又驚奇的交換禮物日、順順利利的迎接準備到來的新年！

參加方式：
1. 準備一份 450-550元的禮物 (食品與即期品禁止)
2. 掃Qrcode 報名，並將收到參加場次與時間
3. 依照指定時間抵達誠品生活南西活動會場
4. 驚奇又驚喜的迎接即將到來的新年 Merry Christmas! 

印花樂年度商品展  繽紛印花迎新年
12.26 Thu. - 1.05 Sun.｜4F Event Space 

以印花布料創造美感與共好生活。繽紛多彩的印花圖案，帶領著我們進入

快樂且療癒的色彩世界，為生活創造更多樂趣，也藉此傳遞2020送禮與治
裝的新哲學！

報名請掃

活動詳情

報名請掃

報名請掃

報名請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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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劍，瑪莉咬凱利的SKA之路
11.30 Sat. 7:30pm - 8:30pm｜1F 大門廣場 

十年磨一劍，瑪莉咬凱利的SKA之路！從年少輕狂到成家立業，6位
團員的人生歷程。在Live Show 分享巡禮路途中的故事，除了會公開

驚喜新曲，也會讓舊歌蹦出新滋味！SKA Forever！

關於瑪莉咬凱利
2009年成立的瑪莉咬凱利，是台灣少數融合管樂的大編制搖滾男子團
體。曲風是台灣難得的ska加上punk還有ska-punk。
照片來源：出口影像

expo SELECT × 肖年頭家耶誕市集
12.12 Thu.  - 12.25 Wed.｜4F Event Space

expo SELECT與肖年頭家們攜手，帶來萬眾期待的耶誕市集。還在物
色耶誕禮物嗎？酷炫搞怪的新創設計、逗趣可愛的療癒小物、巧思無

限的生活良品等著你來挑選。再帶上現煮熱紅酒和手工餅乾，感受最

溫暖、美好的時刻吧！

La Vie創意力100講座
11.23 Sat. 3:00pm - 5:00pm｜4F Event Space 

在創意引領下一波創新的年代，設計力藉由展策、品牌與各式平台，

將本土元素轉化成多元的嶄新樣貌，為台灣打造最有態度的文化名

片。

你心中的台式創意又是什麼模樣呢？La Vie邀請各領域創意人，分享
如何以設計力打造到味台式創意，揭曉台灣設計力背後的創造脈絡與

多元能量。

誠品R79「旅讀地下特快車」印一張自
己的車票，想去哪裡自己決定！
11.15 Fri. - 12.31 Tue.｜誠品R79 文房雜鋪

誠品R79與「日星鑄字行」獨家合作，在耶誕佳節裡，邀
您一同搭乘旅讀地下特快車，停靠在文房雜鋪體驗限定

版活版印刷，印製一張屬於自己的車票！

準備啟程！快搭上誠品R79「旅讀地下
特快車」，帶你遊歷閱讀丰景！
11.15 Fri. - 12.31 Tue.｜誠品R79 

全台最長書街誠品R79即將在耶誕節化身成一台地下特快車！在地城
市探索、遊逛耶誕市集、手作紀念品及活版印刷體驗，帶領你走進書

頁，迎接來年希望。

遇見大師 中塚茂次咖啡交流會
11.20 Wed. 2:30pm - 4:30pm｜4F Event Space 

「希望透過咖啡能每天帶給你笑容，而CAFEC 則是發揮美味咖啡這
個主角的最佳配角，讓每個人在家都能簡單的擁有美味的咖啡」。

這次的咖啡交流會，CAFEC的創辦人中塚茂次將親臨現場，與誠品

的朋友互相交流咖啡知識與手沖一壺最好的咖啡與大家分享。



全館活動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南西當日當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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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累計金額計算，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
料。●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乙項活動贈禮，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兌換後之發票剩餘金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所有贈禮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圖片僅供參考，兌出後除瑕庛品恕不接
受退換。●誠品人會員相關活動，愛書人會員／通行證／生活卡亦可參加、不含累計卡卡友；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至4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點數相關活動僅限台灣申辦之誠品人會員獨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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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始得以領獎，機會中獎獎項市值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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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活動贈禮(包含抵用券 / 誠品點)至各店服務台／贈禮處辦理，如贈禮已使用或遺
失，須無條件同意依誠品生活所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金，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活動贈禮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禮與調整變更活動內
容之權利。●誠品人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須出示實體誠品人會員卡／累計卡、有照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方可兌換。

11.13 Wed. -1.02 Thu.

貴族典藏
誠品人歐香禮

12.02 Mon.-1.02 Thu. 

X'mas
驕傲限定升級
驚喜禮物盒2.0

11.13 Wed. -1.02 Thu.

潤澤美體
會員限定禮

11.13 Wed. -1.02 Thu.

境外旅客限定
台感印花禮
Special offer for
Overseas visitors.
外国人旅客限定
のギフト

12.02 Mon.-1.02 Thu.

聖誕派對
鞋履服配
指定專區禮

12.02 Mon.-1.02 Thu.

年末水水
香氛保養
指定專區禮

11.13 Wed. -1.02 Thu.

南西獨家
首選專區禮

兌換地點│4F 顧客服務中心Nan Xi
SPECIAL OFFER南西│滿額回饋│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0元，
即可兌換義大利翡冷翠香氛系列－擴香禮盒乙組
（250ml x 2，價值6,260元，贈禮隨機贈送，恕不挑款）
●每卡／每日限換乙組，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誠品書
店、誠品文具、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本活動恕不得與全館其他
促銷活動重複兌換(銀行刷卡禮除外)。●香味：薰衣百里香／貴族紅酒／大馬士革玫瑰／橙花玉
露／蘋果白蘭地

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元，即可兌換Silver-Box遊戲代幣乙枚

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0元，即可兌換Gold-Box遊戲代幣乙枚

持代幣可至本館4F顧客服務中心遊玩

「驚喜禮物盒2.0」Silver-Box或Gold-Box乙次。
2018 令人回味無窮的驚喜禮物盒今年驕傲升級！

加碼 Silver-Box 和 Gold-Box 全新玩法，

Silver-Box有機會獲得

正負零手持吸塵器（價值5,990元）

PEPPER'S Norah牛皮方塊手提包（橄欖綠，價值4,680元）

Gold-Box有機會獲得Google 手機（價值30,700元）

JUST BLOOM 現金券（價值10,000元）

來場等你來場驚喜大冒險！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滿15,000元，
即可兌換茶籽堂15週年限定
馬粟樹水潤沐浴露550ml乙罐（價值750元）

●每卡／每日限換乙罐，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誠品書
店、誠品文具、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本活動恕不得與全館其他
促銷活動重複兌換(銀行刷卡禮除外)。

當日累計消費滿3,600元即可兌換印花樂小物袋
當日累計消費滿8,000元即可兌換印花樂收納籃
●境外旅客贈品恕不與『貴族典藏 誠品人歐香禮』、『潤澤美體 會員限定禮』重複兌換。
●每人／每日限換乙份。●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誠品書店、誠品文具、
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兌換贈品時，請出示非中華民國國籍
實體護照，方可兌換。●發票金額兌換限誠品生活南西當日當店消費發票兌換，二聯或三
聯式之轉開發票，恕無法參加兌換，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贈
禮兌出恕不接受退換（瑕疵品或故障品除外）。●如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贈禮
至誠品生活南西4F顧客服務中心辦理，如贈禮已使用或遺失，須無條件同意依誠品生活所
公告之退貨價格退還等值現金。●本活動相關未盡事宜以顧客服務中心公告為準。●印花
樂小物袋尺寸：(L)21×(W)17.5cm，提把 (H)12.5cm；材質：棉／印花樂收納籃尺寸：大 
(L)37×(W)26×(H)20cm、小 (L)20×(W)16×(H)13cm；材質：40%聚酯纖維+60%棉

凡於指定專櫃單筆消費滿6,800元，
即可兌換ECO NAIL 特效滋潤指緣油15ml乙罐（價值650元） 

●每張消費發票僅限換乙次，贈品恕不累贈，數量有限，兌完為止。●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
兌換。●指定專櫃：1F｜russet、MICHAEL KORS、DANIEL WELLIINGTON、OLIVIA BURTON、AS Group、
VIVENTY、MAUD FRIZON、jeffreycampbell、STEVE MADDEN、MELROSE、CHOiCE、da0108、Keeley Ann、
VA Vendome Aoyama、ete、COCOSHNIK、ELISA GEMS、MIRROR 皇宣緣、JUST BLOOM、ANVI、Grace gift；
2F｜DOUCHANGLEE Lab、溫慶珠、Dleet、J&NINA、viga Wang、CRY、whiple、Cotélac、if&n、Yuer、& 
by tan&luciana、HTHREE、R&F、THE LANE、Status Anxiety.、Passion、fuyue甫月、in、yuwen、ZOEYF、
dienes silver、viina；3F｜Garden by one way、Green Parks、FRED PERRY、Half half、INLook、MARJORIE、
SOLOMAX、XWY Siblings、PIQUADRO、PEPPER'S、HERLS、override、Vacanza Accessory、S'AIME東京企劃、
BANNIES' PASHMERE、iLook、URBAN UNITS、bitplay、W.wear；4F｜Peer Bar 皮兒吧、Febbi、DYDASH、
MAO's DOLL 襪娃手創館、艸化工事、布物設計、花見小路、Humming、CLASSICO、繭裹子、6ix PM、Ultrahard、
Silver twinkle、Modigliani 莫莉里安尼；5F｜鈹工作室、目目設計。

凡於指定專櫃單筆消費滿5,000元，
即可兌換ACCA KAPPA天然亮白牙膏100g乙條
（價值400元）

●每張消費發票僅限換乙次，贈品恕不累贈，數量有限，兌完為止。●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
兌換。●指定專櫃：1F｜CNFlower、innisfree、O'right、茶籽堂、綠藤生機Greenvines、4U2、STARBRANDS、
Aesop、AVEDA、NU+derma、PERFECT ONE帕妃雯；2F｜ARO MART、ACCA KAPPA、YIRI LIVING、juliArt 覺
亞；3F｜BEVY C.、MUZEN 根本、ioma；4F｜LFP香料香水實驗室、de 第一化粧品、Fevrier 菲芙利、PH Shop、
iGzen愛居人、Ease Apothecary、手舞作、Pethany+Larsen；5F｜樟之物語、YANKEE CANDLE。

凡於4F、5F指定專櫃累計消費滿3,000元，
即可兌換A MOMENT maskboy on two glasses
杯組限定版（價值700元）

●每人／每日限換乙組。●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僅限於誠品生活南西4F、5F專
櫃累計兌換，惟不適用於以下專櫃：4F-金品茶語、食習、神農；5F-eslite café、誠品書
店、誠品文具、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

●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誠品書店、誠品文具、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全
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 Silver-Box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元可參加乙次，滿10,000元兩
次，依此類推⋯。● Gold-Box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0元可參加乙次，滿20,000元兩次，依
此類推⋯。● 每張消費發票僅限兌換乙次，贈品恕不挑款，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發票
消費金額限誠品生活南西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 禮物盒中贈禮
款式以現場提供樣式為主，誠品生活南西保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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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敦南店B1｜誠品生活松菸店2F｜誠品信義店4F



單筆單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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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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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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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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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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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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