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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3,OOO 送3OO
❶｜PEPPER'S｜11F
Callie牛皮馬鞍包＋Hope編織背帶
特價3,990元│原價4,760元

❷｜SU:MI｜10F
沈浸前短後長上衣

特價1,173元｜原價1,380元
純真合褶寬褲

特價2,363元｜原價2,780元

❸｜SU:MI｜10F
重逢大口袋洋裝

特價2,795元｜原價3,288元

❹｜SOBDEALL｜11F
經典兩用波士頓包

特價9,660元｜原價13,800元

❺｜HERLS｜10F
打蠟全真皮擦色雙釦孟克鞋

特價2,900元│原價3,780元

❻｜SOBDEALL｜11F
經典中型斜背包

特價8,800元｜原價11,000元

❼｜PEPPER'S｜11F
Norah 軟牛皮提包
特價3,000元│原價4,580元

❽｜HERLS｜10F
9.10-9.16限定
兩穿金屬方釦光澤感小方頭樂福鞋

特價1,700元｜原價2,480元

Février菲芙利｜10F
香皂系列，買五送一

Février菲芙利｜10F
洗髮沐浴系列任六入

特價3,680元
原價4,560-4,680元

spococo｜10F
運動輕盈舒緩霜70ml＋
智慧校正運動粉底30ml
特價999元｜原價1,360元

spococo｜10F
智慧校正運動粉底30ml＋
MINI救急安瓶0.7ml 10入
特價1,180元｜原價1,560元

❷

❸

❶



⓬⓫

JULIUS｜10F
❾  9.16-9.30限定
古典佳人

特價1,560元│原價1,890元

❿  10.01-10.20限定
米蘭風尚

特價1,560元｜原價1,890元

❿

SISJEANS｜10F
9.10-9.30限定
奶油黃壓褶造型短袖襯衫

特價1,490元｜原價1,690元

淺藍前開岔腰包牛仔長裙

特價2,090元｜原價2,290元

⓭

⓮

⓯

SOBDEALL｜11F
⓯  多功能拉鍊長夾

特價3,710元｜原價5,300元

Feather Leather羽革｜11F
⓰  雙釦帶帆布側背包，特價5,500元｜原價6,980元  
⓱  三折鑰匙包，特價1,000元｜原價1,200元

Ggoom&HOW'll｜11F
⓫  黃銅鑄字印章＋印章收納皮套

特價2,000元｜原價2,180元

⓬  黃銅寵物吊牌項圈禮盒

特價1,580元｜原價1,650元

Ggoom&HOW'll｜11F
手作雙層扭結髮帶任二件，現抵50元
編織提袋，任二件95折

自己印紙膠帶｜10F
⓭  細版紙膠帶任三卷

特價100元│原價117元

⓮  撕貼畫紙膠帶套組—

明信片12張、紙膠帶24卷
推薦價399元

Pintoo｜11F
燈光球體拼圖60片
推薦價580元

Pintoo｜11F
無框套裝組拼圖480片
推薦價1,460元

❾

⓰

⓱



誠品會員限定 專櫃當日累計消費—
滿5,OOO 送5OO

Gram&Co.
❶ 黃色撞色中型包

特價3,282元｜原價5,470元

❷ 酪黃箱型燻邊真皮側背包

特價3,162元｜原價5,270元

❸  幾何拼接真皮短夾

特價985元｜原價1,970元

Feather Leather羽革
❹  植鞣腰掛包

特價5,980元｜原價6,980元

Feather Leather羽革
印第安小側包

特價6,980元
原價7,880元

草山金工
經典摩斯密碼銀戒二入

特價5,000元｜原價5,760元

草山金工
玫瑰花瓣單片項鍊

特價2,108元｜原價2,480元Feather Leather羽革
925銀飾、串珠
9折

草山金工
經典座標銀戒二入

特價5,000元｜原價5,760元

草山金工
玫瑰花瓣手鍊

特價9,180元｜原價10,800元

Gram&Co.
纏繞於心純銀針耳環

特價582元｜原價970元
飾品6折起

台
中
大
遠
百
店

9.24
Thu. -10.13

Tue.

❹

❷

❸

❶



❺–❻｜Février菲芙利｜❺高地薰衣草系列—護手霜75ml，推薦價760元、精油身體乳250ml，推薦價880元、滋潤乳膏150g，
推薦價1,080元，保養系列任二件88折  ❻伯爵玫瑰禮盒—淡香水100ml、水嫩沐浴乳250ml 、柔膚護手霜75ml，特價2,999元｜
原價3,660元，贈伯爵玫瑰柔膚護手霜30ml乙條  ❼–❿｜YANKEE CANDLE｜❼VOYAGE ET CIE香氛蠟燭14oz，特價

2,580元｜原價3,080元  ❽AQ香薰蠟燭11oz，推薦價2,280元  ❾擴香125ml+果凍香氛，特價1,350元｜原價1,550元  ❿極光融臘香

氛系列燈款+瓶中燭14.5oz二入，特價3,800元│原價4,398元  ⓫｜Février菲芙利｜白玫瑰香氛禮盒—迷你蠟燭75g＋擴香竹100ml
＋室內噴霧100ml，特價2,100元｜原價2,370元

Pintoo
9.17-9.29限定
桌上時鐘拼圖145片
特價840元｜原價890元

Pintoo
9.30-10.29限定，任二件9折
無框時鐘拼圖366片，推薦價1,120元
收納罐拼圖128片，推薦價1,070元

❺

❽

❼

❻

❿

❾

⓫

Pintoo
無框套裝組拼圖312片
推薦價1,210元



❶–❸｜SILVER TWINKLE｜❶14K玫瑰金層次感排鑽戒，特價6,180元｜原價6,580元  ❷14K玫瑰金華麗三角拉長石項鍊，特

價6,880元│原價7,280元  ❸14K玫瑰金漣漪珍珠項鍊，特價5,880元｜原價6,280元  ❹–❺｜迪恩尼斯｜❹鑲鑽珍珠圓墜項鍊，特

價3,180元｜原價3,560元  ❺線型水鑽耳環，特價3,180元｜原價3,580元  ❻｜SILVER TWINKLE｜蜂巢拉長石／月光石純銀戒

指，特價1,180元｜原價1,380元  ❼–❽｜迪恩尼斯｜❼鑽石細戒，特價1,980元｜原價2,280元   ❽圓舞曲手鍊，特價2,380元｜原
價2,680元  ❾–⓫｜Vingt six｜❾夜之月耳環，推薦價2,280元   ❿自由珍珠幼花耳環，推薦價1,380元  ⓫日本玻璃彩珠耳環，推

薦價580元

森下樹
⓬  厚片吐司包

推薦價5,580元

Alto
⓭  旅行手機收納包

推薦價3,280元 森下樹
長方托特包

推薦價5,580元
皮件課程，同價位

第二件89折

森下樹
太妃糖方塊包

特價3,280元
原價3,580元

❺

❽

❼

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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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Fri. ─ -10.12

M
on.

當日單筆消費—

滿3,OOO 送3OO

⓮  鑰匙收納包

推薦價1,880元



⓯–⓰｜嘉丹妮爾｜⓯積雪草清爽修復組─修復緊緻精萃50ml＋彈潤修護乳50ml＋修復面膜六入裝，特價1,900元｜原價2,259元  ⓰彈潤光

澤修護組─植萃導入保濕化妝水120ml＋Idealift全效肌因賦活精萃30ml＋黃金海藻緊緻煥光油30ml＋紅茶酵母修復精華霜30ml，特價3,180
元｜原價3,839元  ⓱｜Février菲芙利｜Villa Flora香水蠟燭180g，特價1,880元｜原價2,280元  ⓲–⓴｜WANDER｜⓲MAINE BEACH
利古里亞蜂蜜身體慕斯150ml，推薦價880元  ⓳THE AROMATHERAPY CO鼠尾薰衣草放鬆身心擴香250ml，推薦價1,080元  ⓴THE 
AROMATHERAPY CO雪松檀香護手霜75ml，推薦價680元

創意美術
報名風景／花卉進階班

五幅享加大12F，再贈2,000元商品金

報名Happy art系列
滿6,000元，贈3F精美畫框乙只

雷諾瓦
達洋貓相聚時光300片
特價668元｜原價759元 

達洋貓月光音樂會504片
特價888元｜原價999元

⓰

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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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好了，來一場午茶聚會

永心鳳茶│園道店3F│9.24-10.14限定  內用任一主餐加點冷／熱泡茶，現抵40元  ❶醬燒野菇飯｜推薦價280元   ❷柴燒桂
圓乳酪蛋糕｜推薦價120元   ❸半煎煮魚飯｜推薦價350元   ❹冷泡梨山烏龍茶｜推薦價180元   ❺咕咾猴頭菇飯｜推薦價280元   

❻白桃蜜香紅茶千層｜推薦價180元   ❼什錦酸辣海鮮飯｜推薦價380元   ❽小卷米粉湯｜推薦價320元

❺

❽

❼

❻

❹

❷

❸

❶

❾｜先喝道｜台中三井店1F｜當日指定飲品，第二杯半價（限同品項、同容量享優惠） ❿–⓫｜喫茶趣TOGO｜台中三井店2F  
❿喫茶趣禮盒─綠茶紅豆松子酥55g四入＋紅茶奶黃流沙55g四入＋天廬茶30g，推薦價750元   ⓫聚月廣式月餅禮盒─鐵觀音伍仁135g＋
烏龍蛋黃開心果135g＋紅茶柚香夏威夷果135g，推薦價585元  ⓬｜玉井之門｜台中三井店2F｜天然果乾三入禮盒，特價698元｜原價
880元  ⓭｜艸水木堂｜園道店3F｜9.30-10.04 限定．丹麥甜甜圈，買四送一，推薦價50元／10.05-10.09限定．任購80元飲
品＋粉絲團打卡，贈丹麥甜甜圈乙只  ⓮｜三時茶房｜園道店3F｜杏仁霜淇淋＋鐵觀音杏仁茶＋鳳梨紅茶杏仁凍飲，特價240元│
原價265元   ⓯｜ROSE HOUSE Café｜台中三井店2F｜粉紅草莓奶霜舒芙蕾，推薦價250元

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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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中友店 10F

誠品生活台中三井店1F



前往迷誠品
點數專區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中友店 11F誠品書店服務台／台中大遠百店 9F誠品書店服務台

9.10 Thu.-9.16 Wed.

中友店
限定加碼
會員滿額禮

9.24 Thu.-10.13 Tue.

台中大遠百店 
誠品會員限定 
滿千送百

10.01 Thu.-10.31 Sat.

誠品點好好兌
小點數大驚喜

誠品會員

當日累計消費，

滿3,000元即可以299元加價購、
滿5,000元即可兌換spococo好好呼吸粉底體驗組乙份。

(價值850元)

●加價購／滿額贈：每卡／每日各限兌換乙份，限量66份，兌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expo。
●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
●加價購僅接受現金／誠品禮券結帳，恕無法接受其他結帳方式。

誠品會員

於誠品生活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元，
即贈50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

抵用券使用期間：2020.9.24 Thu.-2020.10.28 Wed.，逾期無效。

●本券限台中大遠百店使用，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活動累計亦不得使用抵用券：誠品書店、
誠品風格文具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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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24 Thu.-
2020.10.28 Wed.止，逾期無效，抵用券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
●抵用券為電子券型式，兌換後將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人APP查看抵用券明細，或於專櫃消費時
出示實體會員卡、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直接進行折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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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會員

至誠品人APP或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憑誠品點10–50點，
可兌換精選品牌優惠券，於活動期間內至指定專櫃使用，

即有機會抽中：

Nintendo Switch Lite（價值6,180元，共1名）
換越多、用越多，中獎機率越高！

●此活動需先登入誠品人APP或迷誠品網站方能參與點數兌換，首次登入迷誠品網站請先註冊網路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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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筆到櫃用券次數視為乙次抽獎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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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算兌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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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3 Fri.公佈於迷誠品網站─最新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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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3 Fri.-
2020.12.13 S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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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發票金額累計限活動店別當店當日消費發票，恕不跨店跨日累計，每人每筆發票限兌換乙次。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兌換會員相關贈禮請出示實體
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及當日消費電子發票證明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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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活動僅適用台灣申辦之白卡／金
卡／黑卡／小童學卡，台灣以外之海外會員卡恕不適用。●金卡會員／黑卡會員專屬活動消費累計限升等金卡會員／黑卡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且消費時請出示誠品會員卡或誠品人APP行動會
員卡累計消費方可列入活動計算，活動不可跨會員累計。●所有贈品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圖片僅供參考，贈品一經兌換恕不接受退換；活動贈品皆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
●如需辦理退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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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且兌換後之發票剩餘金
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抽獎活動由誠品生活主辦，持卡人參加本活動即表示同意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得於辦理本活動之需要範圍內，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蒐集、處理、利用其個人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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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其他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調整變更活動之權利。

內含│S智慧校正粉底30ml、S
運動輕盈舒緩霜5ml、S-MINI修
復安瓶0.7ml、 S-MINI救急安瓶
0.7ml、spococo禮物卡乙張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自己印紙膠帶│中友店10F

紙膠帶可以貼在手帳上，更可以貼

在隨身用品上妝點自己的好心情或

創作一幅多彩的作品，用你的創意

點綴你的生活。

Alto│園道店3F

以打造簡約蘋果專屬配件出發，選

擇義大利苯染皮革與珍貴的手工技

藝，讓消費者感受到皮革獨特的手

感溫度。

Pintoo│
中友店11F／台中大遠百店9F

藉由獨創科技結合塑膠材質，讓完

成後的拼圖多元實用也更堅固，同

時保留傳統拼圖的樂趣。

YANKEE CANDLE│
台中大遠百店9F  REOPEN

超過150種以上香味的純天然香氛蠟
燭，使用純棉燭芯，無污染煙霧，

期許用芬芳的氣味促進人與人間的

親情蜜意。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