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7.16 Tue.-9.17 Tue.

聯名家電花漾限定禮／

誠品人會員

7.16 Tue.-9.17 Tue.

滿30,000元贈

SOU·SOU大同電鍋

聯名限定款乙台

植萃清新 夏日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7.23 Tue.-9.17 Tue.

滿6,000元贈

誠品30th×茶籽堂肖楠葉

抗菌洗手露乙組



滿額回饋

注意事項：●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門檻參加，恕不得重複兌換。●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涼日消暑來店禮」、「夏夢起點樓層禮」、「聯名家電花漾限定禮 
」、「植萃清新 夏日滿額禮」滿額贈活動累計：1F-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春水堂人文茶館；2F-1010湘；3F-KIKI餐厅。●以下活動 :「涼日消暑來店禮」、
「一週美顏滿額禮」、「夏夢起點樓層禮」、「聯名家電花漾限定禮 」、「植萃清新 夏日滿額禮」僅能擇一兌換。●活動限當日消費發票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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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人會員活動兌換需出示會員卡、當日消費發票，僅適用台灣申辦之會員卡／累計卡，台灣
以外之海外門市消費恕不適用，且限成功申辦會員後，持下筆消費發票方可兌換；愛書人會員／通行證／生活卡亦可參加、不含累計卡卡友；點數相關活動僅限誠
品人會員獨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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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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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疵品或故障品除外）；活動贈品皆數量有限，送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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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修改及取消活動之權利。詳細活動內容，請見迷誠品網站。

7.23 Tue. - 9.17 Tue.

植萃清新
夏日滿額禮  

●限量130份。●本活動僅限於新板店累計兌換。●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
止。●誠品點兌換活動，點數統一於2019.9.25前入點。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滿1,500元，
即可兌換上島珈琲店優惠券乙張
（價值250元，限量500張）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於指定樓層累計消費滿3,600元，
即可兌換該樓層指定好禮  ：
1F 贈轉動夢想-防雨提袋乙份
（價值299元，限量65份）

2F-3F 贈夏日沁涼杯提袋＋吸管組乙組
（價值250元，限量150組）

7.16 Tue. - 8.13 Tue.

涼日消暑
來店禮
7.16 Tue. - 9.17 Tue.

一週美顏
滿額禮

7.16 Tue. - 9.17 Tue.

夏夢起點
樓層禮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2張，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優惠券使用期限至2019.8.20 Tue.，使用規範詳見券面說明。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組，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贈品內容 : 7片面膜，各項商品使用期限請
參閱包裝說明。●限以下專櫃消費金額列入滿額贈累計：2F-歐法頌、芙菲、瓷肌萃、赫茲風格。

●活動期間內每卡每樓層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6,000元
即可兌換誠品30th×茶籽堂肖楠葉抗菌洗手露
/330ml 乙份 （價值480元，全台誠品書店同步販售中）
誠品人會員亦可選擇兌換誠品點，滿6,000元兌200點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指定專櫃
當日累計消費滿2,000元，即可兌換
夏日面膜一週間乙組 （價值1,020元，限量30組）

誠品人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0元，
即可兌換SOU · SOU大同電鍋聯名
限定款（11人份）乙台 （價值4,680元，限量2台）

7.16 Tue. - 9.17 Tue.

聯名家電
花漾限定禮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台，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新櫃登場
1F｜

1349
 Boulangerie
日式烘焙坊

2F｜

GREENON

3F｜

好澡  haozao

3F｜

Painting  Stage

2F｜

Living  Goody

1349 Boulangerie日式烘焙坊不同於一般傳統烘
培坊，分享的不僅僅是麵包，還有生活態度，

將給愛麵包的你們帶來無限的驚喜!
即日起至7.31Wed.，於櫃上消費單筆滿200元
現折50元！

橘能國際提供各類跨領域的產品及服務，從日

常生活做起，將橘色能量注入永續動力的品牌

使命。將創新、幸福、關懷作為品牌的核心價

值，透過創新提升人們生活品質，使幸福能量

能夠傳遞給每一個人，關懷身邊的美好事物。8.01Thu. 起

9.01Sun. 起

美的事物可以被創造與延續，美學也可以融入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而在製物與使用的過程

中，只需靜下心來，細細品味那屬於你內心中

的靈感湧現，我們都可以是美好事物創造與延

續的種子。

即日起至 7.20 Sat. 開幕期間，於櫃上拍照打卡並
分享至社群平台，即可獲得行星礦物皂
乙顆。

這裡是一個療癒系的畫畫教室，有別於傳統的

畫室，你可以用最輕鬆愉快的心情進入到畫畫

的世界。來這裡不需要任何的繪畫基礎，只要

有一顆勇於嘗試的心，老師將以步驟式教學，

一步一步帶領你完成一幅作品。一起來Painting 
Stage 當個藝術家吧！

用創意活出不一樣的自己，用熱情記錄生活的

原動力。為創意商品留下專屬您的痕跡、為精

彩生活留下專屬您的記憶、為您創造能同時滿

足各自期待的結果。用誠心加上創意，經營好

每一段關係！享受，你我值得擁有!



凡購買「香一夏」香氛大蠟燭250g，
即贈英國香氛噴霧30ml/乙瓶。

室內擴香 200ml/瓶
推薦價2,280元

「香一夏」

香氛大蠟燭 250g/個
推薦價2,180元
限量30組

乳霜蜂蜜潤膚皂 75g/個 
特價39元│原價70元

新客體驗 造型1堂 
特價999元│原價1,400元

蠟燭總類包含 : 琥珀與薰衣草、青檸羅勒與柑橘、
杏桃花與蜂蜜、英國梨與小蒼蘭、黑莓與月桂葉。

蓮花柔亮潤髮乳 400ml/瓶 
買一送一│原價240元

新客體驗 單色1堂 
特價490元│原價899元

水泥天然大豆蠟香氛蠟燭 
推薦價980元

芬芳遊夏好物選
夏天的居住環境總會變得悶熱不適，
挑件香氛小物改善室內氣味和氛圍吧！

Himalaya｜2F

玩彩地帶｜2F

泥在｜2F

A'ROMAP｜2F PIPPER 沛柏｜2F

鳳梨酵素

奶瓶奶嘴清潔劑

500ml/瓶
推薦價399元

鳳梨酵素洗手乳

350ml/瓶
推薦價399元



MO-BO｜1F

MIT 不對稱剪裁涼感上衣
推薦價599元
率性磨破淺色水洗丹寧褲

推薦價799元

ITS Jewelry｜2F

寶石鍊戒

推薦價890元

KRUHORE｜1F

車縫造型襯衫＋優雅藍寬褲

推薦價5,280元 / 2,380元

NICOFUN｜1F

典雅絲麻百搭款上衣

特價5,780元│原價6,800元 

簡約時尚涼穿搭
來新板店搜羅各種意想不到的涼穿搭吧！

ここ這裡｜2F

LAZY OAF KOOL 刺繡帽子

推薦價1,280元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SOBDEALL｜1F

27週年斜背包
特價4,760元│原價6,800元

GREENON｜2F

Green Board 雲筆記 
無線儲存式電紙板

特價3,490元│原價3,990元
（8.1 Thu. 起）

HERLS｜1F

內真皮鏤空造型尖頭平底鞋

特價1,904元│原價2,380元 



手寫時光｜3F

放鬆寫美字
課程時間：3小時
課程內容 : 
7.27 Sat.  美字組裝法則（上）
7.28 Sun. 親子樂寫體驗班（限量4組）
8.03 Sat.  美字組裝法則（下）
費用 : 各項活動計價方式，詳見櫃上公告
或現場專櫃人員。
聯絡電話 : 02-6637-5366 #312

由我製革｜3F

暑假限定親子課程－真皮肩背、手提繽紛手掌包

寶貝版1,880元 / 媽咪版2,680元 / 親子組合價3,980元 
課程特色：帶著寶貝來場最文青的暑期手作小旅行，體驗皮革的時尚工藝，和孩子
縫製出最與眾不同的親子包，再印上專屬的彩色手印，背著它們成為夏日街頭最搶
眼的親子吧！（年齡限定6歲以上）
課程時間 : 2.5-3小時
聯絡電話 : 02-6637-5366 #313

歡迎掃QR code線上預約！

沁涼玩耍好解方
實踐藝匠生活從這裡開始！

創意美術｜3F

春夏秋冬基礎班課程

推薦價1,800元
課程時間 : 即日起 - 8.31sat 止、2.5小時
聯絡電話 : 02-2950-6118

Painting Stage｜3F

小鹿與小花油畫課程

特價1,800元│原價2,700元
課程時間 : 9.1 Sun 起、3-4小時
聯絡電話 : 02-6637-5366 #310

好澡haozao｜3F

香氛水晶柱課程

單人報名原價1,780元
雙人團報誠品優惠價3,330元
課程時間 : 3小時
聯絡電話 : 02-6637-5366 #316

巧手本鋪｜3F

手作袖珍屋盒   主題咖啡館
特價25,000元│原價30,000元
時間 : 30小時
聯絡電話 : 02-6637-5366 #317 （課程採預約制）

奇比植作｜3F

浮游花瓶課程

推薦價

550元（小）/ 650元（大）
課程時間 : 30-60分鐘
聯絡電話 : 02-6637-5366 #309



1349Boulangerie日式烘焙坊｜1F

芒果、檸檬可頌

推薦價100元 / 55元
以當日配送為主

KIKI餐厅｜3F

酸辣粉條

推薦價110元

1010湘｜2F

夏日湘味雙人套餐 
精選料理（神仙孜然肋排骨2支、松子年糕牛肉、
東安仔雞、腐乳空心菜）4道＋神仙缽飯（無限享
用）＋人氣飲品（翡翠檸檬 / 柚香鐵觀音）2杯
推薦價1,260元
售價已享優惠，恕無法併用其他折扣優惠，10%服務費另計
套餐供應內容以餐廳實際供應菜單為主

春水堂｜1F

冰檸檬蜜凍飲（小）85元2杯＋

招牌滷味豆干米血155元1份

特價288元│原價325元 

JUS PARFAIT｜3F

水果風味咖啡 加贈手工餅乾1片
推薦價160元
平日限量10份、假日限量15份

上島珈琲店｜1F

B.L.T 起司蛋三明治
珈琲通寧

特價220元│原價250元
7.16 Tue. - 9.17 Tue. 限定優惠

開胃提神夏食堂
嚐嚐口味獨特的餐點，讓你在炎炎夏日也可胃口大開！



meet.eslit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