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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days without worries. 涼爽夏日提案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元可兌換涼感夏日海灘巾乙件
尺寸｜直徑150+-5cm．材質｜聚脂纖維．產地｜台灣

滿10,000元加贈日本 KINTO輕水瓶300ml乙個
材質｜輕量樹脂．淨重｜約6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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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爽生活
夏日滿額禮
2021.8.05 －9.07

Thu. Tue.

●本活動僅限於信義店單店累計兌換。●各門檻滿額贈：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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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KINTO輕水瓶300ml共三
種色澤，顏色採隨機贈送，恕不提供挑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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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贈禮時，需出示實體會員卡／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
有照身分證件任一證明，即可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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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不跨會員累計。●發票金額限誠品生活當店當日消費發票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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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商品禮券之發票，恕不參加全館贈品、贈券活動。●使用商品禮券、書店禮券於本公
司兌換商品時，將無法開立統一發票，恕不可參加全館贈品、贈券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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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店B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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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活動，僅限適用台灣申辦白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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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與「搖擺夏日 大戶禮」活動重複兌換。●詳細活動內容以顧客服務中心公告為準或請上迷誠品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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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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卡／每日限換乙台，數量有限，兌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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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與「涼爽生活 夏日滿額禮」、「浪漫夏日 專區禮」、「清新夏日 專區禮」、「浪漫七夕 限時
禮」活動重複兌換。

8.05 Thu. - 9.07 Tue.

搖擺夏日
大戶禮

黑卡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80,000元，即可兌換

BALMUDA The Speaker 無線藍芽揚聲器 乙台

（價值9,990元，限量2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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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與「搖擺夏日 大戶禮」活動重複兌換。

8.05 Thu. - 9.07 Tue.

浪漫夏日
專區禮

誠品會員於1F／2F當日累計消費滿8,000元，即可兌換

CNFlower SAY LOVE恆星戒盒兌換券乙張

（價值480元，限量455張）

●活動期間每卡限擇一門檻兌換乙張，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講堂；5F-靜思書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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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咖啡eslite café；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
B2-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誠品酒窖。●使用規範及兌換期限依券上說明為主。●不可與「搖擺夏日 大戶禮」活動
重複兌換。

8.05 Thu. - 8.15 Sun.

浪漫七夕 
限時禮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5,200元或扣誠品點520點，即可兌換

UNI Color護髮課程兌換券乙張

（價值1,500元，限量70張）

●各門檻每卡／每日限換乙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5F-靜思書軒、誠品兒童館；4F-誠品風
格文具館；B1-金色三麥。●不可與「搖擺夏日 大戶禮」活動重複兌換。

8.05 Thu. - 9.07 Tue.

清新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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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僑樟之物語 洗沐精華皂體驗組乙份

（價值237元，限量520份 ）

誠品會員於5F當日累計消費滿15,000元，加贈

3M Filtrete兒童防蟎雙人兩用被乙件

（價值7,990元，限量29件 ）

※圖片僅供示意參考請以實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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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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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活動
THEME EVENT

2021
August  - September

8月-9月

食涼-夏天的滋味特展    
8.01 Sun. - 9.21 Tue. ｜1F 五米大道 指定貼文

炎炎夏日，暢飲冰水享受0°C的爽快、食用屬涼性的天然食物消暑，迪化二０七博物館推出
《食涼－夏天的滋味》特展，介紹台灣百年來內服外用的生活智慧，歡迎一同品嚐屬於台灣
夏天的涼快滋味。

8.05 Thu.－9.07 Tue.活動期間於展覽拍攝任一你喜歡的場景，上傳至指定貼文按讚留言＋持當日
不限金額消費發票，即可至B1顧客服務中心兌換「涼夏約會券」乙份。

●活動期間每人限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贊助品牌｜Häagen-Dazs、Mimi's Café 米米咖啡、于記杏仁、先喝道、綠蓋茶‧館、稻舍食館



am 8:00

pm 12:00

pm 4:00

pm 10:00

pm 8:00

pm 2:00

am 10:00

Bagmania｜1F
BD開釦綁繩細肩帶麻料長洋裝

特價7,480元｜原價10,800元

CINDY ZHANG｜1F
編織手環系列 5折

Fred Perry｜1F
月桂冠 LOGO 圖樣上衣

特價1,980元｜原價2,980元

MOSA 沐莎 植感生活｜4F
七葉樹頭皮舒活髮浴400ml

特價買一送一｜原價1,900元

Pimary｜4F
Herb farm亮白去角質霜

Brightening Exfoliating Cream

特價998元｜原價1,280元

Old Soles｜5F
Old Soles真皮手工涼鞋

特價1,742元｜原價1,980元

涼鞋全面88折

TODAY’S DIARY BOOK

AVEDA｜2F
花植基礎調理露

保濕調理露30ml／透亮調理露30ml／收斂調理露30ml

推薦價1,680元／瓶

恆隆行hengstyle｜5F
Ball經典隨鮮瓶果汁機

(彩繪藍／彩繪米)

特價1,380元｜原價1,780元
加贈隨鮮瓶替杯乙個(價值550元)

PLAYSOUND｜2F
B&O Explore 藍牙喇叭

(黑／白／綠三色)

特價6,640元｜原價6,998元

O.P.I｜B1
潮玩仲夏組—任選三入經典指甲油15ml

特價1,314元｜原價1,960元
加贈去光水筆4ml乙隻(價值520元)

※不包含新色，顏色依實體為主

新品
上市



LAC｜B2
LAC-6 益淨暢乳酸菌顆粒 50包／盒×3

特價2,380元｜原價3,570元

金色三麥｜B1
金色三麥精釀啤酒350ml外帶禮盒(四入)

特價399元｜原價500元

SUMMER SALE夏季優惠情報

1010湘｜6F
三人美味安心套餐—
燒椒皮蛋、神仙孜然肋排骨三支、雲耳嫩雞阿干鍋、

松子年糕牛肉、東安仔雞、湘西高麗菜、台灣西螺米三碗

推薦價1,830元
※商品內容以餐廳實際供應菜單為主

Barbour｜1F
8.05-8.31春夏商品7折起；單筆消費滿8,000
元，即贈品牌限量馬克杯乙個(價值650元)；
單筆消費滿16,000元，即贈品牌薄圍巾乙
個(價值2,000元)※擇一門檻兌換，恕不累贈

Gianni Chiarini｜1F
8.05-8.29春夏流行款全面7折；單筆消費滿
10,000元現折500元、滿15,000元現折
1,000元、滿20,000元現折2,000元

ASPORT｜1F
購買Black Mile精選商品二件，即贈Black 
Mile洗衣袋乙個(價值790元，送完為止)

PIQUADRO｜2F
精選商品5折起
AVEDA｜2F
購買蘊活菁華/蘊活光萃/臉部保養系列單
筆消費滿2,600元，即贈強效保濕面膜
40ml乙份(價值600元)；單筆消費滿3,900元，
即贈蘊活菁華更新洗髮精50ml+髮根強韌
膜10ml×2 (價值900元)※上述優惠不得併行兌換，

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O’right歐萊德｜2F
8.10-8.15浪漫七夕快閃活動，香檳玫瑰
護色/紫玫瑰護色/桃花豐盈洗髮精400ml
及全系列護髮油100ml全面8折
極淨Pureness Health｜2F
全釀造醋品8折；單筆消費滿500元，即贈
極淨米粕皂28g；單筆消費滿1,000元，即
贈極淨米粕慕斯30ml(價值150元，四款任選乙

瓶)

Häagen-Dazs｜B2
8.05-9.21

冰淇淋月餅

早鳥預購優惠77折起
詳情請洽門市服務人員

Alto｜4F
單筆消費滿2,000元，即贈皮革保養油45g
乙罐(價值320元)

Modigliani 莫莉里安尼｜4F
8.05-8.31單筆消費滿3,000元，即贈月之
戀人系列耳環/項鍊二選一(價值1,780元)

FukuFuku｜4F
便當盒全面8折；單筆消費滿2,000元，
即贈環保吸管四件組乙份(價值138元)

iGzen愛居人｜4F
8.02-8.31購買LSG法食香水全系列，加贈
小香水瓶乙只(價值799元，顏色採隨機贈送)

南法香頌｜4F
單筆消費滿2,000元，即贈經典三件組—
忍冬洗髮精＋特級橄欖油沐浴乳＋亞麻油
黑肥皂(薰衣草)各10ml(價值180元）

檜山坊｜4F
8.09-9.07單筆消費滿2,000元，即贈檜木
精油乾洗手凝露乙瓶(價值250元，送完為止)

MOSA 沐莎 植感生活｜4F
購買指定系列商品，單筆消費滿1,500元，
即贈白茶-雋永時光50ml乙份(價值350元)

愛創造Allietare│4F
至櫃上拍照打卡，即贈香氛祝福吊卡(價值

250元)

SmileRocks石麥半寶石專賣店｜5F
8.01-9.07印章系列8折；單筆消費滿3,980
元，即贈訂製皮套乙個(價值1,680元起）

拼圖總動員｜5F
Clementoni兒童拼圖(250片以下)
任選二件5折

新肌霓｜B1
購買淨痘沐浴露單筆消費滿1,800元，即
贈unipapa彎腰背刷(價值2,700元)

九本草｜B1
單品8折(優惠組合除外)；單筆消費滿12,800
元，即贈保濕眼霜乙條(價值2,680元)

BsaB｜B1
全面88折；單筆消費滿2,600元享8折
MONDADA｜B1
全面88折
大象山｜B2
8.05-8.08金心悅禮盒—綜合堅果+原味核
桃+楓糖泡泡腰果各190g，特價880元｜
原價1,050元，加贈堅果隨手包20g乙份(

價值40元)

德風健康館｜B2
8.01-8.31單筆消費滿3,000元，即贈香雅
潔露牙膏乙件(價值280元)

朋廚｜B2
雪菓子(原味/芋頭)買五送一；布丁(原味
焦糖/伯爵茶)六入，特價300元｜原價
348元

快車肉乾｜B2
8.09-9.07【40週年慶】單筆消費滿200元，
即贈原萃日式焙茶580ml乙罐(價值25元，送
完為止，恕不累贈)

NENE CHICKEN｜B2
半半套餐—
半半炸雞乙份、炸年糕二份、特調飲料二杯(蜂蜜檸檬及荔枝冰茶各乙杯)

特價759元｜原價847元
※僅限外帶及內用服務，無法與其他優惠並用

信義
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