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領洋裝(左)、紙草帽(左)、針織提帶(右) by Half half ╱ 墨鏡 by iLOOK
涼鞋 by jeffreycampbell(左)、Grace gift(右) ╱ 編織包(左) by Green Parks

場地提供 by Waku Waku Burger

兌換地點：4F顧客服務中心

●上述活動所指「振興三倍券」，限使用實體紙本券、信用卡、LINE Pay、街口支付及悠遊卡；如使用紙本券，則發票需有振興券字樣方可累計。●「誠品網路書店通關密語」將於兌換後2個工作天內以簡訊發送序號。●當日

消費發票限當日於誠品生活南西兌換，恕不跨店累計計算，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購買禮券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消費金額累計計算，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銷貨明細資料，若使用信用卡則需出示實體信用卡或行動

裝置畫面（限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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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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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誠品人APP直接進行折抵。●本活動所贈送之電子抵用券僅限誠品生活南西館內使用,惟誠品書店、誠品文具、誠品知味市集、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全館臨時櫃及活動快閃店之消費發票恕不列

入消費金額累計亦不得使用抵用券,上述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LINE Pay、街口支付、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恕不得兌換「加贈100元電子抵用券」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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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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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面說明及實際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

活 動 詳 情 通 關 密 語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  當日於誠品生活專櫃使用振興三倍券 最高回饋23%
累計消費滿3,000元，贈600電子抵用券乙份（內含｜30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300元指定專櫃電子抵用券乙張）

● 全額刷                                    信用卡，加贈100元電子抵用券乙份

● 憑通關密語至誠品網路書店享單筆1,500元現折300元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次，恕不累贈 ／ 台新銀行限量400份、聯邦銀行限量100份，贈完為止 ／ 抵用券使用期間：2020.7.15 Wed. — 2020.8.31 Mon. 止，逾期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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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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
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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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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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服務台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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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人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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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升等誠品人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活動贈禮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所有贈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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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專櫃若有異動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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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見4F顧客服務中心及「迷誠品」官網公告。
https://meet.eslite.com/tw/tc

兌換地點｜誠品生活南西 4F顧客服務中心

Nan Xi
SPECIAL OFFER滿額回饋│

7.15 Wed. - 8.05 Wed.

盛夏良品
清淨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元，即可兌換茶籽堂 馬粟樹水潤洗手露乙個

 （價值450元，限量1,000個）

滿10,000元，即可兌換Unipapa  斜打電蚊拍乙個

 （價值799元，限量400個）

●各門檻每卡／每日限兌換乙個，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恕不得與全館其他促銷活動重複兌換(銀行刷卡禮及樓層專區加碼禮除外)。●以下
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生活南西│5F-誠品書店、誠品文具、誠品知味市集、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5+F-謙碩修改室；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
閃店。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0元，即可兌換Philips飛利浦自動捲髮器乙台

 （價值4,200元，限量6台）

滿80,000元，即可兌換 MoriMori 無線藍牙喇叭乙台

 （價值5,280元，限量15台）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個，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恕不得與全館其他促銷活動重複兌換(銀行刷卡禮及樓層專區加碼禮除外)。●以下專櫃消
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生活南西│5F-誠品書店、誠品文具、誠品知味市集、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5+F-謙碩修改室；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

7.15 Wed. - 9.07 Mon.

質感生活
誠品人專屬禮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8.06 Thu. - 9.07 Mon.

eslite ╳ miffy
涼夏生活系列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元，即可兌換eslite × miffy 不倒杯    （二入）乙組

 （價值480元，限量500組）

滿10,000元，即可兌換 eslite×miffy 冷水壺＋不倒杯    （二入）乙組

 （價值1,080元，限量300組）

●各門檻每卡／每日限兌換乙組，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恕不得與全館其他促銷活動重複兌換(銀行刷卡禮及樓層專區加碼禮除外)。●以下
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生活南西│5F-誠品書店、誠品文具、誠品知味市集、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5+F-謙碩修改室；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
閃店。●材質：耐熱玻璃 ●尺寸：不倒杯｜230ml、(H)8×(Φ)7cm；冷水壺｜800ml、(H)18.8×(Φ)8.6cm，耐熱至120℃

各專區當日消費

於1F／2F指定專櫃累計

滿20,000元，即可兌換Burt's Bees 檸檬草防蚊液乙個／118.2ml
 （價值450元，限量50個）

於4F／5F／ 5+F指定專櫃累計

滿3,800元，即可兌換薑心比心洗髮組乙組

●各門檻每人／每日限兌換乙個，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生活南西│5F-誠品書店、誠品文具、誠品知味市
集、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5+F-謙碩修改室；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

7.15 Wed. - 9.07 Mon.

享癒生活
專區加碼禮



暑期到囉！想出國的心躁動不已？

你能想像在誠品生活南西

可以一次滿足環遊世界的夢想嗎？

歡迎光臨5+F 享蒔光和各樓層主題餐廳！

Grace gift│1F

妍安聯名-
熱情細帶斜方頭中跟涼鞋

推薦價1,580元

Grace gift│1F

夏日新品耳環系列

推薦價380-790元

about KUAN 寬庭共享廚房│2F

非覓 復古花園流蘇花豹靠墊

推薦價3,980元

Half half│3F

針織提袋 （棉）

推薦價1,280元

BOLON時尚金邊太陽眼鏡

特價4,500元｜原價9,000元

Jeffreycampbell│3F

牛津涼鞋

特價3,348元

原價5,580元

if & n│2F

圓袖排釦洋裝 
推薦價10,800元

iLOOK│3F

BOLON三色漸層太陽眼鏡

特價4,500元｜原價9,000元

❶❶｜皇室的秘密-午茶套餐，推薦價｜皇室的秘密-午茶套餐，推薦價799799元元

❷❷｜拿鐵，推薦價｜拿鐵，推薦價150150元元

❸❸｜英式豹紋厚鬆餅-季節限定夏令芒果，｜英式豹紋厚鬆餅-季節限定夏令芒果，

           推薦價           推薦價320320元元

❹❹｜焦糖洋梨鐵鍋鬆餅，｜焦糖洋梨鐵鍋鬆餅，推薦價推薦價260260元元

❺❺｜英式司康(佐紫芋醬及鳳梨醬)｜英式司康(佐紫芋醬及鳳梨醬)，推薦價，推薦價120120元元

Engolili 英格莉莉｜3F

❻｜私房酸辣蝦河粉，推薦價｜私房酸辣蝦河粉，推薦價280280元元

❼｜青木瓜沙拉，推薦價｜青木瓜沙拉，推薦價120120元元

❽｜月亮蝦餅，推薦價｜月亮蝦餅，推薦價250250元元

❾｜泰式奶茶，推薦價｜泰式奶茶，推薦價8080元元

You & Mee｜3F

❻

❽

❼

❶

❷

❹

❺

❸

南西的「假出國」

度假挑戰！



FRED PERRY│3F

帆布餅乾鞋帆布餅乾鞋  （（米白米白））

推薦價推薦價3,7803,780元元

Green Parks│3F

ARGELAN 民族風編織包

特價1,050元

原價2,100元

Jeffreycampbell│3F

牛津涼鞋

特價3,348元

原價5,580元

Half half│3F

簡約軟版漁夫帽

黃色（棉）

推薦價880元

HTHREE│2F

6.5高跟鞋 （霧白）

推薦價7,560元

FRED PERRY│3F

小斜背包小斜背包

推薦價推薦價3,7803,780元元

⓯｜南蠻唐揚雞肉飯定食，推薦價270元

⓰｜三倍抹茶白牛奶，推薦價140元

⓱｜炸洋蔥富士山牛肉堡，推薦價285元

Waku Waku Burger｜5+F

❿｜樂陶 聖塔非系列黑白幾何花器，推薦價｜樂陶 聖塔非系列黑白幾何花器，推薦價3,200-5,8003,200-5,800元元

⓫｜亞洲風潮 銅猴坐蓮燭臺，推薦價｜亞洲風潮 銅猴坐蓮燭臺，推薦價29,90029,900元元

⓬｜東印度公司 鱷魚造型羊毛地墊（小），推薦價｜東印度公司 鱷魚造型羊毛地墊（小），推薦價3,9803,980元元

⓭｜紙草編織帽，推薦價｜紙草編織帽，推薦價1,2801,280元元

⓮｜印花V領長洋，推薦價｜印花V領長洋，推薦價3,4803,480元元

about KUAN寬庭共享廚房｜2F

Half half｜2F

❻｜私房酸辣蝦河粉，推薦價｜私房酸辣蝦河粉，推薦價280280元元

❼｜青木瓜沙拉，推薦價｜青木瓜沙拉，推薦價120120元元

❽｜月亮蝦餅，推薦價｜月亮蝦餅，推薦價250250元元

❾｜泰式奶茶，推薦價｜泰式奶茶，推薦價8080元元

❾

❿

⓫

⓭

⓮

⓬

⓰

⓱

⓯

暑期到囉！想出國的心躁動不已？

你能想像在誠品生活南西

可以一次滿足環遊世界的夢想嗎？

歡迎光臨5+F 享蒔光和各樓層主題餐廳！

南西的「假出國」
度假挑戰！

Dleet│2F

襯衫波浪洋裝

特價5,845元

原價8,3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