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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共同注意事項—　●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於信義店、松菸店、南西店單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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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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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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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用券使用期間見本活動頁右上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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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專櫃消費時，限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APP進行折抵。　●「全館滿千送百活動」、「金卡／黑卡會員加碼滿千送百活動」、「信義店 指定專櫃再加碼活動」及「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
饋活動」恕不得與「信義店 悸動逸品專屬禮」重複兌換。　●「銀行加碼300元電子抵用券」適用店別：信義店、松菸店、南西店，各店適用規範請依券面說明為主。　●「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活動」須持台
灣發行之指定銀行信用卡刷卡累計滿額，憑信用卡（或手機裝置支付畫面）、同卡號簽單及消費發票兌換，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公司商務卡及採購卡恕不得兌換；儲值卡加值或儲值卡加值後之消費及紅利折抵
恕不列入上述活動計算；各銀行採各門檻限量贈完為止，各門檻限量份數為全台活動共同計算；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實體卡與行動支付（僅限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刷
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計算，若實體卡與行動支付為同一張卡號，恕不重複兌換。本活動可與「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重複兌換。　●「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活動」若有未盡事宜依「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注
意事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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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 ※上述活動指定／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

抵用券使用說明—　●「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會員專屬100元電子抵用券」、「信義店指定專櫃500元電子抵用券」、「南西店會員APP限定100元電子抵用券」與「南西店指定香氛美妝200元電子
抵用券」僅限信義店、松菸店、南西店單店館內使用，不可跨店別使用，適用方式請依券面說明為準。　●「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會員專屬100元電子抵用券」、「南西店指定香氛美妝200元電子抵
用券」與「銀行加碼300元電子抵用券」恕不得使用於誠品講堂、誠品畫廊、誠品行旅、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及各店以下專櫃：信義店｜5F－靜思書軒、恆隆行特賣；4F－大師修、縫而、KVAN Select、
BelieveGod、自己印紙膠帶、Craft Design手創村、Pimary、BACKERS、仕飾人、Aykasa；1F－STARBUCKS；B1－綠蓋茶．館、QUEEN SHOP、ZIPPO、德益特賣、謙碩修改室、MASSE、特賣會；B2－
7-ELEVEN、晶碩光學、麥當勞 McDonald's、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屈臣氏 Watsons、明德素食園。　松菸店｜B1－丸亀製麵、太保制餅、綠原品蔬食餐盒；1F－台灣大哥大門市；2F－三花棉
業。　南西店｜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　●「信義店指定專櫃500元電子抵用券」僅限以下專櫃使用：B1－IN、PEOPLE'S MARKET、FCUK、YU-PENG SHIH、MANGO、MONDADA、D'SHOWROOM、
odbo、貝克街；1F－JOURNAL STANDARD、BarBour、Fred Perry、ARTIFACTS、FEDE、Y-3、TENDER.S、Double Take、Annies collection、Bisou Bisou Store、A SPORT、SPORT b.、Maggie's 
Love boutique、BAGMANIA、agnès b.、Nike Kicks Lounge、NEW BALANCE、Yasnne、PINK SELFIE；2F－Caspia Lili、R&F、Tan& Luciana；5F-kalaskids、mombabyfun、送子鳥、GOOMI、TOli 
world。　●「南西店會員APP限定100元電子抵用券」僅限以下專櫃使用：B1－凱林鐵板燒；1F－AS Group、VIVENTY、ORiental TRaffic、jeffreycampbell、STEVE MADDEN、MELROSE、CHOiCE、
Grace gift、樂粄米、吐司男、我愛豹豹；2F－DOUCHANGLEE  Lab、ISABELLE WEN 溫慶珠、Dleet 李倍、C R Y、Whiple、YUER、H THREE、STATUS ANXIETY、Viina、PASSION；3F－Mellow 
Active、Green Parks、XWY Siblings、FRED PERRY、Half half、INLook、MARJORIE、HERLS、override、YOU&MEE；4F－枋橋文創、有空5mins、+10．加拾、皮兒吧、Febbi、Dydash、Mao's Doll 
襪娃手創館、印花樂、BUWU、花見小路、Humming、ADOLE、繭裹子、百梳坊、自然食、小室瓶栽、荷風日立、Toy Select、快車肉乾、莫莉里安尼、神農生活；5F－白房子、鈹工作室、賽先生科學工廠、自
己印紙膠帶。　●以下專櫃須單筆消費滿1,500元，可使用乙張電子抵用券（券種含：全館200元、全館250元、會員專屬100元及銀行加碼300元電子抵用券），單筆滿3,000元可使用二張，並以此類推：信義店｜
5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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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誠品書店、誠品精品文具館。　松菸店｜3F－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living project。　南西店｜5F－誠品書店、
誠品知味市集、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　

活動指定及排除專櫃說明—　●誠品講堂、誠品畫廊、誠品行旅、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及各店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滿千送百活動」、「信義店指定專櫃再加碼」、「金卡／黑卡會員滿千送百加
碼活動」與「指定銀行加碼回饋活動」消費金額累計：信義店｜5F－靜思書軒、恆隆行特賣；4F－縫而、KVAN Select、BelieveGod、自己印紙膠帶、Craft Design手創村、Pimary、BACKERS、仕飾人、
Aykasa；B1－綠蓋茶．館、QUEEN SHOP、ZIPPO、德益特賣、謙碩修改室、MASSE、特賣會；B2－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　松菸店｜B1－丸亀製麵、太保制餅、綠原品蔬食餐盒；
1F－台灣大哥大門市；2F－三花棉業。　南西店｜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　●「南西店指定香氛／美妝滿千送百活動」配合專櫃：1F－innisfree、O'right、茶籽堂、綠藤生機、STARBRANDS、Aesop、
法徠儷香水專櫃、Jurlique、PHYTO、AVEDA、VOLUSPA、嘉丹妮爾Vecs Gardenia、CHA CHA美瞳專賣店、CNFlower；2F－Aro Mart、ACCAKAPPA、一日茶事、juliArt覺亞、Vine Vera；3F－BEVY 
C.、根本MUZEN、ioma、too cool for school、 ALLOYA Forever Aroma、氧顏森活；4F－LFP香水實驗室、de第一化粧品、菲芙利、iGzen愛居人、PH Shop天然系專家、OHANA  MAHAALO、歐法頌、
e-nail、手舞作；5F－樟之物語、Yankee Candle；5＋F－WHITENING NET淨白美齒SPA（不含酒） 。

首14日滿千送百
金卡／黑卡會員及指定銀行回饋再加碼

抵用券使用期間｜2020.9.29 Tue.-2020.10.31 Sat.止，逾期無效
兌換地點｜信義店｜B1贈品處／商場閉店後請至3F藝術館讀者服務中心
　　　　　松菸店｜B1顧客服務中心
　　　　　南西店｜4F顧客服務中心
※每張發票消費金額限參加一種滿千送百活動，不得重覆兌換，指定銀行加碼回饋活動除外

※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   ※eslite Pay、街口支付與LINE Pay消費恕不得兌換銀行活動

9.29 Tue.-10.05 Mon. 信義店／松菸店／南西店 當日單店全館刷卡消費  

信
義
店  

9.29 Tue. - 10.12 Mon.
單店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元送5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2張

 

金卡／黑卡
會員限定

單店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10,000元送1,1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4張＋會員專屬1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滿20,000元送2,5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8張＋會員專屬100元電子抵用券×5張

指定專櫃再加碼—
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15,000元
加贈1,000元指定專櫃電子抵用券
（活動期間每卡限贈乙次）
內含│指定專櫃500元電子抵用券×2張

松
菸
店  

9.29 Tue. - 10.12 Mon.
單店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元
送5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2張
 

金卡／黑卡
會員限定

單店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10,000元
送1,1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4張＋
　　　會員專屬1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滿20,000元
送2,5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8張＋
　　　會員專屬100元電子抵用券×5張

南
西
店  

9.29 Tue. - 10.12 Mon.
單店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元送8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2張＋
　　　會員APP限定100元電子抵用券×3張
　　  （限會員下載誠品人APP並出示登入畫面兌換）

指定香氛／美妝—
當日單筆滿2,000
送2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金卡／黑卡
會員限定

10.06 Tue.-10.12 Mon.  
單店全館當日累計消費
滿20,000元
送3,700元電子抵用券
內含│全館250元電子抵用券×10張＋
　　　會員APP限定100元電子抵用券×12張

首7日指定銀行獨享加碼回饋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限分期刷卡）

滿10,000元
送300元電子抵用券
共限量900份 內含│銀行加碼3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滿30,000元
送900元電子抵用券
共限量500份 內含│銀行加碼300元電子抵用券×3張

滿50,000元
送1,500元電子抵用券
共限量300份 內含│銀行加碼300元電子抵用券×5張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誠品會員至誠品人APP或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憑誠品點10點，即有機會抽中：

● 10.01 Thu. ─ 10.10 Sat.HOTEL COZZI 和逸飯店 和逸客房雙人住宿券 
全台適用 (價值14,784元，共10名)

● 10.11 Sun. ─ 10.20 Tue.Lofi Land自然圈農場 露營體驗券
溫帶圈十六人大圈  (價值41,600元，共3名)
溫帶圈六人小圈 (價值15,600元，共4名)

● 10.21 Wed. ─ 10.31 Sat.花蓮理想大地 豪華客房雙人住宿券 (價值10,560，共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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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換越多、用越多中獎機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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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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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
權利。

Lofi Land自然圈農場 花蓮理想大地和逸飯店（圖為COZZI Blu和逸飯店‧桃園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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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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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
權利。

●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消費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計算，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須使用eslite Pay綁定指定銀行信用卡並支付全額結帳金額方可參加。●本券
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抵用券使用期間為2020.9.29 Tue. - 2020.10.31 Sat.止，逾期無效，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兌
換電子抵用券須出示會員卡、eslite Pay內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消費明細頁面及消費發票／銷貨明細至服務台方可兌換。電子券將於當日歸戶於誠品會員帳戶
中，可於誠品人APP查看抵用券明細；於專櫃消費時，限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APP進行折抵。●分期消費、購買禮券、儲值卡加值或紅利折抵，恕不列入
eslite Pay活動金額計算。●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行旅、誠品畫廊、誠品講堂之消費恕不得兌換亦不可使用電子抵用券，其餘各店不得兌換亦不得
使用電子抵用券之專櫃請依各店現場公告為準。●本活動消費恕不參加館內其他銀行活動贈禮兌換。●其餘未盡事宜請依現場公告為準，誠品生活與國泰世華
銀行、聯邦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台北富邦銀行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信用卡循環信用利率、預借現金手續費用及其他
費用資訊，請參閱各發卡銀行官網。

10.01 Thu. - 10.31 Sat.

誠品點好好抽
帶你入住
特色旅宿

10.01 Thu. - 10.31 Sat.

誠品點好好兌 
小點數大驚喜

前往點數專區

前往點數專區

eslite Pay綁定指定銀行信用卡並於指定店別消費，最高享5%回饋：

●綁定「國泰世華卡」，當日累計消費滿5,000元，贈200元電子抵用券乙份，限量500份

●綁定「聯邦卡」，當日單筆消費滿3,000元，贈150元電子抵用券乙份，限量600份

●綁定「中信卡」，當日累積3筆且每筆消費需滿1,688元之發票贈威秀電影票乙張(價值330元)；
累積5筆即贈二張(價值660元)，限量800張

●綁定「富邦卡」，當日單筆消費滿3,000元，贈150元電子抵用券乙份，限量300份；

綁定J POINTS卡再享LINE POINTS 3% 回饋無上限！

※指定店別：信義店、松菸店、南西店、誠品R79
※國泰世華卡：會員每日每店限兌換乙份／聯邦卡、富邦卡：活動期間會員限換乙份／中信卡：活動期間會員限換二張；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本活動消費可參加全館滿千送百活動！

9.29 Tue. - 10.05 Mon.

eslite Pay！
消費輕鬆Pay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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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地點｜信義店B1贈品處(9.29-10.12)、B1顧客服務中心(10.13-10.26)／商場閉店後請至3F藝術館讀者服務中心；

松菸店B1顧客服務中心；南西店4F顧客服務中心

於LINE Pay「我的條碼」付款，單筆消費滿5,000元

享LINE POINTS 2%點數回饋！

- 綁定任一發卡銀行信用卡/簽帳金融卡或LINE Pay Money(原一卡通帳戶)付款皆可參與，以每筆實際支付金額╳2%後四捨五入計算。
- 活動期間每LINE Pay帳號最高限得200點。
- 限量15萬點，贈完為止。

活動再加碼  
使用已綁定「中國信託LINE Pay聯名卡」付款，單筆消費滿5,000元

再享LINE POINTS 3%點數回饋！

- LINE POINTS 3%點數回饋為中國信託活動加碼2%點數回饋+原中國信託LINE Pay卡一般消費1%點數回饋。
- 中國信託活動加碼2%點數回饋：活動期間每LINE Pay帳號最高限得300點，所有LINE Pay用戶總回饋上限為10萬點，贈完為止。
- 原中國信託LINE Pay卡一般消費1%點數回饋：將於商店請款完成(約5至7個工作天)後陸續發放。

◎LINE POINTS點數折抵金額不列入活動計算。
◎點數回饋額滿訊息將透過LINE Pay官方帳號通知，請務必加入LINE Pay官方帳號並解除封鎖。
◎回饋點數為付款成功24小時後陸續發放。

提醒：必須同意行銷資訊提供政策，才可獲得活動回饋點數；使用LINE Pay消費恕不參與館內任何銀行活動。

圖片僅供參考非實際餐點 圖片僅供參考非實際餐點

●活動期間每卡(限同一身分ID)各門檻限兌換乙次，單張發票限換單一門檻贈禮。●本活動需至顧客服務中心進行登記，將統一於2020.11.20 Fri.以電子券型
式匯入【誠品人APP】會員帳戶內，並於匯入時同步以簡訊通知。●誠品講堂、誠品畫廊、誠品行旅、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廳、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
館、誠品精品文具館、誠品音樂館、誠品兒童館、誠品知味市集及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消費金額累計，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信
義店｜5F-靜思書軒；B2-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松菸店｜B1-太保制餅、綠原品蔬食餐盒；1F-台灣大哥大門市；3F-living project。南
西店│5F-Gift+禮物包裝專門店；全館臨時櫃與活動快閃店。●不可與「NYA-要去哪裡聯名企劃」、信義店「悸動逸品 專屬禮」、信義店「NYA-要去哪裡 
信義獨家」、南西店「NYA-要去拿禮」活動重複兌換。●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方可進行贈品兌換；會員請出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
或誠品人APP任一證明，方可兌換。●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金卡及黑卡會員／升等金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誠品行旅The Chapter Café巴
洛克花園雙人下午茶電子兌換券」、「誠品行旅The Chapter Café無國界饗樂單人晚間套餐電子兌換券」使用期限2021.03.31 Wed.，本券不分平假日皆可使
用，唯2020.12.24 Thu.-12.25 Fri.平安夜及聖誕節、2020.12.31 Thu.-01.03 Sun.跨年元旦連假、2021.02.10 Wed.-02.14 Sun.農曆新年期間、2021.02.27 
Sat.-03.01 Mon. 228紀念日連假恕不適用，依誠品行旅公告為主。●「誠品行旅雅緻客房住宿電子兌換券」使用期限至2021.03.31 Wed.，本券限週日至週四
入住，如欲入住週五或週六，每房須加價1,500元；2020.12.30  Wed.-2021.01.03 Sun.跨年期間及2021.02.11 Thu.-02.16 Tue.農曆新年期間恕不適用，依誠
品行旅公告為主。

●無法使用LINE Pay付款或不適用此活動櫃位如下，若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信義店：誠品講堂；1F-STARBUCKS；B2-7-ELEVEN、屈臣氏 Watsons、
麥當勞 McDonald's、哈肯舖 手感烘焙 Hogan bakery、明德素食園。 松菸店：誠品行旅、誠品講堂；1F-台灣大哥大門市；B1-誠品電影院、誠品表演
廳、誠品畫廊、丸亀製麵、JC Sushi。南西店：B1&1F 麥當勞 McDonald's；B1-繼光香香雞、夏樹甜品。R79店：STARBUCKS。●回饋點數為「一般點
數」，由LINE Pay計算及入點，有效期限為最後一次獲得點數當日起算180日止，一旦超過有效期限，將會立即失效。●以上活動僅限臺灣LINE帳號且已註
冊LINE Pay的用戶參加，請務必於結帳前完成註冊LINE Pay。●本活動相關問題請洽LINE Pay客服專線：02-6631-5166 (365天，09:00~18:00)或填寫問
題反應表：https://contact-cc.line.me/serviceId/11399 。●如遇無法交易的狀況，請務必於24小時內與LINE Pay客服中心聯繫，提供(1)消費日期及時間
(2)櫃位名稱(3)服務人員姓氏(4)遭遇的狀況。LINE Pay客服中心：02-6631-5166 (365天，09:00~18:00)或填寫問題反應表：https://contact-cc.line.me/
serviceId/11399 。提醒您：若未符合資格仍不得要求補發實際交易金額計算後的LINE POINTS點數。●一旦發現有用戶以任何方式違反活動公平原則之行
為，LINE Pay有權取消該用戶活動資格。●其它未盡事宜請見LINE Pay活動訊息頁面為主。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LINE Pay、誠品生活保留變
更、終止本活動及對本活動所有事宜做出最終解釋、決定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信用卡循環信用利率、預借現金手續費用及其他費用
資訊，請參閱各發卡銀行官網。

9.29 Tue. - 11.03 Tue.

LINE Pay
滿額最高享
5%回饋！

共同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信義店╱南西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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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進行贈品兌換。●誠品會員活動僅適用
台灣申辦之誠品會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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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活動網頁

LINE Pay
活動詳情

金卡/黑卡會員當日單店累計消費滿額，即享指定回饋：

滿8,000元，即贈誠品行旅The Chapter Café巴洛克花園雙人下午茶 乙份(價值1,430元)
滿20,000元，即贈誠品行旅The Chapter Café無國界饗樂單人晚間套餐 二份(價值3,960元)
滿36,000元，即贈誠品行旅雅緻客房住宿 乙晚(價值20,196元)

10.13 Tue. - 10.26 Mon.

會員專屬 
誠品行旅 
美食驛站

【本活動需至顧客服

務中心進行登記】

04



誠品信義店 1F誠品信義店 1F



信義│Xin Yi

0606

信義獨家，超狂感謝祭

信義店的自信之作，攜手品牌推出限定商品折扣，

再搭配 9.29 Tue. －10.12 Mon. 期間滿 5,000 送 500 的火力支援，
最高可達 21% 回饋，快趁現在走走看看！

喵~貓星人襲來
來自日本，喜歡旅行、蛋包飯與結交好友的 NYA－ 出沒信義店！
10.01 Thu. - 10.26 Mon. 找到任一指定動作打卡拍照，
即可免費抽獨家聯名野餐墊！

選擇一場輕鬆的館內散策

換個方式走走，除了好買好逛，

週慶期間展覽、講座一次到位，搭配尋寶活動，

期待在過程中與好物不期而遇！

大船入港，新貨到

內心也有個不安份的靈魂？

眾多新櫃已抵店，一番鮮貨不私藏，不妨前來探個究竟。

信
義
店
好
逛
地
圖
，

你
要
去
哪
裡
！

首
1414
日
滿
千
送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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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回

最
高
回  

饋饋  

21 %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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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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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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活動消費需累於同一張會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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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n Yi
SPECIAL OFFER信義│滿額回饋│
兌換地點│B1贈品處(9.29-10.12)、B1顧客服務中心(10.13-10.26) 

商場閉店後請至3F藝術館讀者服務中心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9.29 Tue. - 10.26 Mon.

悸動逸品  
專屬禮

金卡/黑卡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00元，即可兌換 

Yamaha單件式家庭劇院乙台 
(價值11,000元，限量10台)

金卡/黑卡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250,000元，即可兌換 

LAURASTAR LIFT PLUS 高壓蒸汽熨斗乙台 
(價值29,800元，限量3台)

●各門檻每卡/每日限兌換乙台，消費金額不得合併累計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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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消費
累計限申辦金卡及黑卡會員/升等金卡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恕不得與全館其他促銷活
動重複兌換(銀行刷卡禮除外)。

10.13 Tue. - 10.26 Mon.

NYA-要去哪裡 
信義獨家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0元，即可兌換 

NYA－旅行頸枕乙只 
(價值990元，限量200只)

●與「NYA-要去哪裡　聯名企劃」各門檻贈禮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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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酒窖、
7-ELEVEN、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

10.13 Tue. - 10.26 Mon.

深層滋養  
專區禮

10.13 Tue. - 10.26 Mon.

動心時刻  
專區禮

於B1/4F/5F當日累計消費滿3,000元，即可兌換 

歐法頌VICTORIA蛋白面膜皂 50g乙個 
(價值350元，限量400個)

金卡/黑卡會員於5F當日累計消費滿20,000元，加贈 

3M新絲舒眠大寶貝涼夏被乙件 
(價值4,990 元，限量 25 件 )

●「歐法頌VICTORIA蛋白面膜皂 50g」每人/每日限兌換乙個，數量有限，兌完為止。●「3M新絲舒眠
大寶貝涼夏被」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件，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活動消費累計限申辦金卡及黑卡會員/
升等金卡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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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悸動逸品 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於1F/2F當日累計消費滿10,000元，即可兌換 

de第一化粧品醣蛋白青春機密前導液 180g 
(價值1,500元，限量187瓶)

或綠藤生機橙花書香辣木油30ml乙瓶 
(價值980元，限量215瓶)

●每人/每日限換乙瓶，隨機贈送恕不挑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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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與「悸動逸品 專屬禮」活動重複兌換。

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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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信義店B1誠品信義店B1



信義│Xin Yi│信義獨家，超狂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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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OUR｜1F
Barbour x Noah聯名T-shirtBarbour x Noah聯名T-shirt
推薦價推薦價2,4002,400元元

BARBOUR｜1F
Barbour x Noah聯名棉質外套Barbour x Noah聯名棉質外套
推薦價推薦價21,80021,800元元

CA4LA | 1F
經典TR HAT帽款  經典TR HAT帽款  
推薦價 推薦價 6,1806,180元元

Gianni Chiarini｜1F
Origami動物紋手提肩背包Origami動物紋手提肩背包
特價特價11,98011,980    元｜原價15,200元元｜原價15,200元

odbo｜B1
雙層多功能側背包雙層多功能側背包

特價特價4,2004,200元｜原價5,800元元｜原價5,800元

惟物之間｜2F
日本TACS設計錶款-1950s系列日本TACS設計錶款-1950s系列
推薦價推薦價5,2885,288元元

莫莉里安尼｜2F
花穗耳環 花穗耳環 
特價特價1,1571,157元｜原價1,780元元｜原價1,780元

ACCA KAPPA｜2F
古堤木鬃毛雙絲拉力整髮梳+ 古堤木鬃毛雙絲拉力整髮梳+ 
白麝香防護晶亮髮露50ml白麝香防護晶亮髮露50ml
特價特價1,9901,990元｜原價2,800元元｜原價2,800元

Van 
好氏研究室 創意總監
好的設計，就是好的生意，好的設計，就是好的生意，

實用好看就是我的入手標實用好看就是我的入手標

準；近期新作品《美感努力準；近期新作品《美感努力

運動》有很多美學分享，誠運動》有很多美學分享，誠

摯推薦。摯推薦。

Miffy 
EVERYDAY OBJECT 副總編輯
常在工作、家庭與各種案子中轉常在工作、家庭與各種案子中轉

換，多場合的實用好物會是首換，多場合的實用好物會是首

選。另外，也可以期待一下暨風選。另外，也可以期待一下暨風

格書、旅遊書後，我們的第三本格書、旅遊書後，我們的第三本

書我們會帶來甚麼吧。書我們會帶來甚麼吧。

推薦人

71折

Kelly 
誠品信義店 店長
從美感、材質用料、甚至品從美感、材質用料、甚至品

牌故事著手是我們尋找合適牌故事著手是我們尋找合適

商品的不二法門，非常歡迎商品的不二法門，非常歡迎

大家常來信義店走走，瞧瞧大家常來信義店走走，瞧瞧

我們嚴選了哪些商品吧！我們嚴選了哪些商品吧！

風格職人
選品大推

薦，

信義獨家
好物不私

藏； 

左想右想
， 

還在想週
年慶的購

物清單嗎
， 

今年週年
慶就讓三

位風格職
人 

來擔任你
的購物嚮

導吧！

65折

CLoth

Bag

Daily

南法香頌｜4F
忍冬蜂蜜洗髮精1L+特級橄欖油1L+ 忍冬蜂蜜洗髮精1L+特級橄欖油1L+ 
馬賽皂300g+甜杏仁油皂150g馬賽皂300g+甜杏仁油皂150g
特價特價2,0202,020元｜原價2,990元元｜原價2,990元

68折

KURA CHIKA by PORTER｜1F
經典款袋包經典款袋包

特價特價3,9203,920元｜原價5,600元元｜原價5,600元

7折

Miffy : 不管
手機多

方便，
都無法

替代手
錶的

重要性
，戴上

一支簡
約的設

計錶款
，養成

習

慣，成為
時間的支

配者。

Kelly : 來自世界最愛帽子國家之一的日本，CA4LA 一直是其中的代表品牌，所推出的每款都擁有讓人驚豔的獨門之處，搭配精美用料，即便不戴，放在衣帽櫃裡都好看。 

10/07
獨家 
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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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10.12│滿5,000 送500

10

阿原肥皂｜4F
禮盒/袋裝商品 
任選兩件7折

TOOT｜B1
NEO NYLON COLORS三件組
特價3,500元｜原價3,900元

喜來芝 Dakini Deesse ｜B1
基本清潔保養組

全天後返齡深潤化妝水100ml+ 
極致明肌洗面乳100ml
特價11,950元｜原價2,190元

K'space｜1F
KL｜泰晤士 義大利長纖棉布料 KL｜泰晤士 義大利長纖棉布料 
緹花寢飾雙人四件式  緹花寢飾雙人四件式  
特價特價15,80015,800元｜原價30,470元元｜原價30,470元

ME5｜B1
水滴微米腳皮銼+琥珀護足霜
特價1,470元｜原價1,970元

Yogibo｜5F
悠式超值套組 mini+U型枕悠式超值套組 mini+U型枕
特價特價 9,900 9,900 元/原價 11,000 元 元/原價 11,000 元

75折

NU  守護鍺｜B1
健康能量雙面能量雙人毯健康能量雙面能量雙人毯

特價特價18,80018,800元｜原價28,160元元｜原價28,160元

贈健康能量雙面能量枕墊2個贈健康能量雙面能量枕墊2個

Desker｜B1B1
1000型桌上螢幕架1000型桌上螢幕架

推薦價推薦價1,5801,580元元

67折

Van : 下班只想宅在
家、週末也想宅在

家嗎，

一個臥躺隨你的躺
椅可是再重要不過

了，簡單

的造型、多色好搭
配，現在就好想躺

著啊。

Daily

Care Products 

信義獨家

Kelly : 基本色往往可營造出視覺上的份量，在空間的使用也適用，搭配個性小物的適時點綴即可完成舒適的空間質感。

Kelly : 店內新進
品牌 Dakini Deesse 所推出

Kelly : 店內新進
品牌 Dakini Deesse 所推出

的基本養護
組合，內含

汲取喜馬拉
雅山無雜

的基本養護
組合，內含

汲取喜馬拉
雅山無雜

質的天然精
華，能給肌

膚深層的清
爽淨化。

質的天然精
華，能給肌

膚深層的清
爽淨化。  

Miffy : 更用心地對待每天相處的面料，在每個使用過程中，感受細緻，並在休息時沈浸其中睡個好覺。  

52折

10



信義│Xin Yi│信義獨家，超狂商品

Diva Life｜B2Diva Life｜B2
經典12入巧克力禮盒經典12入巧克力禮盒
特價特價999999元｜原價1,200元元｜原價1,200元

GNC｜B2
9/29-10/12
優鎂鈣(60包)+ 回原膠原蛋白-胎盤飲品 
(單盒8瓶入，兩盒)
特價4,999元∣原價7,588元

誠品書店｜3F
Wooderful life萬年曆｜書店窗景Wooderful life萬年曆｜書店窗景
誠品會員誠品會員9595折｜原價680元折｜原價680元

滿哥甜品坊｜B2滿哥甜品坊｜B2
清涼一夏冰沙系列買二送一清涼一夏冰沙系列買二送一

特價特價190190元｜原價285元元｜原價285元

誠品音樂館｜3F
The Legend of 1900海上鋼琴師 The Legend of 1900海上鋼琴師 
銀色彩膠唱片(限量50組)銀色彩膠唱片(限量50組)
特價特價899899元/原價1,125元元/原價1,125元

HABIBI｜B2
18入任選禮盒送3入任選禮盒
特價1,100元｜原價1,320元

52折

風物語｜5F
MAGFORMERS 磁性建構片MAGFORMERS 磁性建構片
自動重型 73 PCS自動重型 73 PCS
特價特價4,6804,680元｜原價8,980元元｜原價8,980元

Toy

67折超狂商品

茶粒茶｜B2
新品上市 
養生黃金比例薑黃粉買二送二

特價1,700元∣原價2,140元

黃金比例薑黃粉*2 袋， 
贈黃金薑黃黑椒粒獨享包*2(半個月份量))

Food

65折

Miffy : 擁有了窗戶、卻不一定擁有自然；買了書本，卻不一定能擺滿整書牆。但此時擺一座Wooderful life萬年曆，便即可讓書店光景成為桌上最美的角落。

Kelly : 在不斷趕場會議與動
腦中，適時來點

甜品緩和吧，補充糖份
、還能順便分享給夥

伴們，何樂不為呢。

Van : 音樂
是空間

的氣氛
，尤其

是電影
配樂；

 

每段音
樂都可

是一段
畫面，

倘若情
節太過

於厚

重，不妨
考慮看看

單純地從
音樂享受

氛圍吧
。

79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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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信義店 5F誠品信義店 5F



 

7折

Annies collection｜1F

MISS JUNE 白色系列

指定商品66折 

FRED PERRY｜1F

多層次設計襯衫

特價2,6802,680元｜原價5,180元 

Moshi｜4F

Aria托特包通勤組

特價3,0003,000元｜原價4,590元 

MS Ming Shine｜2F

Giorgio 1958 雕花短靴

特價5,2805,280元｜原價10,500元 

QUEEN OF SHEBA｜B1

乳香純皂150g
特價8,4008,400元｜原價11,310元

凡購買5個乳香純皂150g贈3個乳香純皂50g＋7個乳香純皂12g

SIELE｜B1

活顏亮采組

 （極致煥顏能量霜50ml＋肌因智妍潔顏慕

斯150ml）
特價2,6802,680元｜原價4,780元 

奇蹟莊園｜B1

秋日保養-抒放充實60分鐘SPA課程

特價1,6801,680元｜原價2,250元

OPI｜B1

【時髦風貌】微之魅

工具類商品77折

Mondaine 瑞士國鐵｜2F

Luminox 雷明時Bear Grylls Survival
貝爾格里爾斯 求生系列聯名腕錶

特價9,9999,999元｜原價15,800元

(LM-A3729/LM-A3723，兩色可選)

52折

Gianni Chiarini｜1F

TWIST手提肩背包

特價8,9608,960元｜原價12,800元

65折

EDN｜1F

光燦輕感防曬隔離乳 50ml＋
煥顏無瑕素顏霜 45ml 
特價999999元｜原價3,960元 

信義│Xin Yi│全台最低價都在這！

56折
74折

7折

誠品
獨家

75折

2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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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
獨家

51折
52折

5折 59折

信義
獨家

69折

16折

K'space｜1F

席爾斯merci系列-杯盤餐具五件組席爾斯merci系列-杯盤餐具五件組

特價特價2,5802,580元｜原價4,460元 元｜原價4,460元 

大師修｜4F

iPhone原廠電池更換iPhone原廠電池更換

特價特價990990元起｜原價1,890元起元起｜原價1,890元起

(iphone 6s - 11以各型號售價為準)(iphone 6s - 11以各型號售價為準)  

仙德曼｜B2

全系列保溫瓶全系列保溫瓶7575折折

指定款式指定款式77折｜原價800-1,800元 折｜原價800-1,800元 

Prolla｜B1

米奇兒童傘米奇兒童傘

特價特價350350元｜原價590元元｜原價590元

幸修園｜B2

Brook's冠軍濾掛咖啡三袋(75入)Brook's冠軍濾掛咖啡三袋(75入)
贈3入掛耳咖啡贈3入掛耳咖啡

特價特價1,1001,100元｜原價2,625元元｜原價2,625元

GNC｜B2

10/01-10/26
益淨暢乳酸菌買1送1買1送1｜原價1,190元／瓶

贈蔬果酵素精華2入 (每人限購乙組) 

窩巢咖啡｜B2

咖啡禮盒（一磅）

特價650650元｜原價750元

附贈限定單品手沖咖啡乙杯

王大夫一條根｜B2

一條根擦倍靈油膏（50g）2入 一條根擦倍靈油膏（50g）2入 
特價特價1,1001,100元｜原價1,600元 元｜原價1,600元 
贈一條根擦倍靈油膏（5g）2入 

誠品書店｜3F

Hugh Johnson's Pocket Wine Book 2019Hugh Johnson's Pocket Wine Book 2019
特價特價393393元｜原價595元元｜原價595元

限量7組

誠品音樂館｜3F

壓解：影像集 （限量版）

特價199199元｜原價1,250元

限量30組

7折起

42折

58折

9.29─10.12｜滿5,000 送500

66折

K&K寶貝廚房｜B2 

快閃之星BD011336單柄深炒

鍋 (含蓋) 
特價3,3803,380元｜原價6,380元

康生CONCERN｜5F

寵i美足-時尚舒壓按摩腳機＋

溫感舒壓揉捏按摩枕 CON-1166
特價9,8009,800元｜原價19,080元 

14



信義│Xin Yi│好風格，獨有的衣帽間哲學

KURA CHIKA by PORTER｜1F

新品真皮小物

特價4,5504,550元｜原價6,500元

master-piece｜1F

master-piece × MIZUNO Collaboration 
Series No.02421-MZ-BLACK
推薦價15,60015,600元

NEW BALANCE｜1F

男性運動潮流休閒鞋

特價2,2902,290元│原價3,080元

SEW INCORPORATION縫而｜4F

服裝新品88折，兩件77折

加購任一服飾單品65折優惠

MAJORLIN｜1F

大地色系皮帽全面8585折

特價2,788-4,2332,788-4,233元｜

原價2,980-4,980元

MS Ming Shine｜2F

Anders Sendra 經典方頭牛津鞋-焦糖色(含原廠鞋撐)
特價8,9908,990元｜原價15,800元

 消費滿10,000元，贈法國GERBE紳士襪乙雙(贈完為止)

FRED PERRY｜1F

襯衫式哈靈頓外套

特價2,9802,980元｜原價5,780元

穿搭

格
風
用

在 工 作 中 游 刃 有 餘

MS Ming Shine｜2F

Spacca Neapolis Ties義式領帶

特價1,6801,680元｜原價3,500元

48折

52折

57折

7折

全台
最低

I want to pu
t a ding 

        
     in t

he univer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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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10.12｜滿5,000 送500

❶｜TENDER.S｜1F｜Wizzard  純羊毛綁帶風衣，特價25,08025,080元｜原價27,880元　❷｜SPORT b.｜1F｜女上衣，

特價2,5002,500元｜原價4,280元　❸｜Single｜1F｜Gucci 739SA，推薦價17,50017,500　❹｜BARBOUR｜1F｜Barbour by 
AlexaChung短版油布外套，推薦價19,80019,800元　❺｜Alexandre Chirstie｜1F｜3039MABBRBA 機械錶，推薦價

9,5009,500元

❷

❶

❺

❶｜odbo｜B1｜休閒造型上衣，特價3,0003,000元｜原價6,600元　❷｜TED BAKER｜1F｜DIAANA黑色肩背包，特價5,5205,520元｜原價13,800元　

❸｜odbo｜B1｜設計師條紋寬褲，特價3,8003,800元｜原價8,320元　❹｜TED BAKER｜1F｜CRABIE深藍色後背包，特價2,9502,950元｜原價3,480元　

❺｜Y-3｜1F｜M / W CLASSIC CHEST LOGO HOODIE(紅/藍)／REVERSIBLE BUCKET HAT，特價3,9803,980／2,1802,180元｜原價8,480/3,280元　

❻｜Journal Standard｜1F｜【SOLOTEX】 FULFLAN SET UP，推薦價5,5005,500元

， 工作 !

A u
ut
m
n

❸

4折

❷

❶

❹ ❺

❹

❸

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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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Xin Yi│好風格，獨有的衣帽間哲學

❷｜Craft Design手創村｜
4F｜皮叔叔小側背馬鞍包，

特價4,3014,301元｜原價5,377元　

❸｜Vanger｜B1｜精選秋色

鞋款(褐／咖色)9595折 可與誠品
會員優惠並用 正價商品搭配秋色鞋
款滿8,000元，正價商品再折200元

❶｜People's Market｜B1｜

長版洋裝，特價3,4903,490元｜原價

6,980元，全系列洋裝55折 

❶

❷

BAGMANIA｜1F

Zadig 迷彩豹紋軍裝夾克

特價20,80020,800元｜

原價26,800元

ASPORT｜1F

KORAL 黃色網眼長袖上衣

推薦價5,2805,280元

ARTIFACTS｜1F

SJYP - 拼接丹寧外套

推薦價15,98015,980元

ARTIFACTS｜1F

GRLFRND - 高腰直筒牛仔褲

推薦價9,9809,980元

BAKER STREET｜B1

遮眼羊駝帽T（男/女版，共三色)
特價1,8001,800元 原價5,980元

總
是
在
休
閒
中
又
不
失
個
性

應
該
也
會
喜
歡 i like it!

5折

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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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10.12｜滿5,000 送500

Journal Standard｜1F

襯衫洋裝

推薦價5,7005,700元

NIKE｜1F

CU6640-238 (黑/白/橘)
特價3,1843,184元｜原價3,980元 

IN｜B1

個性吊帶褲 
特價3,9003,900元｜原價4,880元

68折獨家
折扣

Mondaine 瑞士國鐵｜2F

Simply Elegant緻薄典雅系列腕錶 -
棕色(兩尺寸可選41mm/36mm；

XM-63811BG/XM-40011BG)
特價7,9997,999元｜原價11,800元

各款限量10隻

Darker Than Black Bags｜1F

Mini Valley Cube Shoulder Bag 焦糖棕

特價12,14412,144元｜原價13,800元

YU-PENG SHIH｜B1

羽毛五分袖罩衫上衣(粉/白)
特價5,9805,980元｜原價6,980元

MONDADA｜B1
簡約側綁帶薄料洋裝 
特價882882元｜原價980元

French Connection｜B1
墨綠連身洋裝 
特價4,1804,180元｜原價5,980元

ASH｜1F

ADDICT
特價10,03010,030元｜原價11,800元

MANGO｜B1

菲亞皮外套

特價3,8903,890元｜原價5,990元

6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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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Xin Yi│好風格，獨有的衣帽間哲學

❶｜VESSEL｜2F｜LITE LUX尊爵腳架袋-象
牙白，推薦價11,00011,000元　❷｜PORTER｜

2F｜經典斜背小包，特價3,1003,100元｜原價4,450
元　❸｜PORTER｜2F｜簡約造型腰包，特價

2,6502,650元｜原價3,850元　

❶｜PIQUADRO｜2F｜Hakone拼接牛皮後背包，特價

5,9705,970元｜原價12,570元　❷｜TAN&LUCIANA｜2F｜配

色連帽外套，特價7,7807,780元｜原價12,980元 買2020AW新品

滿10,000元現抵800元　❸｜D'SHOWROOM｜B1｜雷切幾

何漸層洋裝，特價4,2004,200元｜原價4,980元；牛皮編繩項

鍊，特價1,8001,800元｜原價3,600元

5折 75折

5折

❶

❷

❹

❺

❻

❼

❸

❶｜Caspia LiLi｜2F｜Crystal，特價2,9802,980元｜原價3,680元　❷｜Double Take｜1F｜MOTHER 豹紋運

動套裝(外套／褲子)，特價6,290/4,1906,290/4,190元｜原價12,580／8,380元　❸｜R&F｜2F｜金絲造型洋裝，特價

13,32013,320元｜原價14,800元 即日起-10/31消費折扣後滿10,000元現抵1,000元；消費滿10,000元贈精巧購物袋乙個(價值888

元)　❹｜COWA｜B1｜經典手提包，特價6,4006,400元｜原價12,800元　❺｜超硬Ultrahard｜4F｜方形小托特-
奶茶色，特價1,1801,180元｜原價1,580元　❻｜PEPPER'S｜信義店B1｜南西店3F｜手機包，特價990990元｜原價

1,980元　❼｜Annies collection｜1F｜法式美衣指定商品88折

❶

❷ ❸

❶ ❷

❸

善用流行大地色系

打造獨特個人印記  
Fall in love with these new bu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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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NU 守護鍺｜B1｜愛情海項鍊，特價5,1805,180元｜原價9,860元 贈愛琴海手圈　❷｜MIRROR皇宣緣｜信義店1F｜南西店2F｜銅錢翡翠週

慶組，特價9,8009,800元｜原價16,760元　❸｜dienes silver｜2F｜哥倫比亞綠寶石項鍊16"， 特價4,8804,880元｜原價5,460元　❹｜大東山樑
御珊瑚｜2F｜時尚雅致天然珍珠項鍊耳環套組，特價1,9801,980元｜原價3,260元　❺｜Winnie Jewelry｜1F｜維多利亞經典耳環，特價

3,9003,900元｜原價6,200元　❻｜Olivia Yao｜信義店1F｜松菸店1F｜南西店2F｜Ikelos Gold，推薦價4,9804,980元　❼｜agnès b.｜1F｜Rainy純

銀手環／Rainy純銀耳環，特價2,9902,990元｜原價6,980／5,580元　❽｜Ficelle Design Jewelry｜4F｜銅話-綿綿，特價690690元｜原價790

元　❾｜CONINICO｜B1｜水晶飾品類88折，時尚飾品類99折。單筆消費滿5,000元，加贈品牌限量時尚托特包乙只(價值1,800元)

艸化工事｜信義店2F｜松菸店1F

Ｍaxine
特價1,7441,744元｜原價2,180元

YUMIKO JAPAN｜1F

925銀玫瑰花項鍊/耳環

特價7,8157,815元｜原價8,880元

Hannah Huang Jewelry│4F

波西米亞系列-太陽之眼耳環

特價1,6141,614元│原價1,699元

❷

58折 63折
61折

誠品
獨家

53折

❶
❸

❹

❺

❻

❼

❽

❾

Blancy｜B1

個性方框純銀耳環

特價780780元｜原價980元

Fall in love 
with 
these new buys

9.29─10.12｜滿5,000 送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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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Xin Yi│好風格，獨有的衣帽間哲學

NEW BALANCE｜1F

女性運動潮流休閒鞋

特價2,2902,290元｜原價3,080元

卓也藍染｜5F

繡花手織綿圍巾

特價1,2421,242元｜原價1,380元

伊織｜信義店2F｜南西店2F

工房織座空羽織三色圍巾

特價2,1002,100元｜原價2,580元

n
  e
    c
      k

f    t
 o o

h e a d CA4LA｜1F

異材質混搭髮帶

推薦價2,8802,880元

慧眼獨具的妳，

也善於在
小細節著

墨

75折誠品
獨家

NIKE｜1F

BQ4153-500
推薦價2,9002,900元

bitplay｜2F

旅人包黑藍款

特價3,6383,638元｜原價4,280元

VentureZac｜4F

淺棕色東西短夾

特價2,1122,112元｜

原價2,400元

Story Leather｜B1

4FUN POUCH PLUS版 零錢包

特價2,0882,088元｜原價2,506元

Alto│4F
Apple Watch 42/44mm 皮革錶帶(焦糖棕)
推薦價2,9802,980元

Doughnut｜4F

商品全面兩件88折

消費滿3,500元
即贈手機包乙只

OFFERMANN ｜1F

仿舊刷色皮配布後背包

特價8,8808,880元｜原價11,800元

b
 a
  c
   k  
   
   &  
  e
 y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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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10.12  誠品人會員滿5,000 送500

誠品信義店2F



信義│Xin Yi│好舒壓，用一抹彈性點綴生活

B o r n

t o  
G R E E N

de第一化粧品｜信義店2F｜南西店4F

魚子抗皺凍齡組(魚子精萃抗皺凍膜 
50g 2罐＋藍銅水光彈嫩精華 30g 1罐)
特價2,7002,700元｜原價4,700元

❶｜SIELE｜B1｜豐潤唇膏禮盒，特價999999元｜原價2,600元　❷｜Pimary｜4F｜Herb Farm草本亞麻籽油抗敏排毒組(抗敏舒

緩修護乳霜120ml＋抗敏滋養亞麻籽油250ml)，特價2,0002,000元｜原價2,460元　❸｜奇蹟莊園｜B1｜換季保養組奇蹟賦活油買

大(30ml)送小(10ml)，特價999999元｜原價1,528元　❹｜Pethany+Larsen｜2F｜頂級植物乳液蠟沙龍瓶，特價1,9621,962元｜原

價2,180元　❺｜bhome living｜2F｜MAD et LEN x bhome聯名款香氛(柏樹Nuit de Cyprien)，推薦價4,8004,800元

乳油木之家｜B1

貂寶貂油原液2oz＋貂寶

貂油原液1oz＋貂寶嫩白

保濕噴霧236ml
特價9,9009,900元｜

原價16,400元　

綠藤生機｜信義店2F｜南西店1F

活 萃 抗 老 緊 緻 組  活 萃 修 護 精 華 露 
30ml 1瓶＋綠色海洋精華油 30ml 1瓶

特價2,5392,539元│原價3,060元 

新品
上市

S K I N  S K I N  S K I N  S K I N  S K I N  S K I N

Aesop｜｜信義店2F｜南西店1F

香芹籽抗氧化經典組

(香芹籽抗氧化精華100ml＋
香芹籽抗氧化精露15ml)
特價3,5203,520元｜原價4,000元　

iGzen愛居人｜
信義店4F｜南西店4F 

童顏有機換季舒敏面

膜10片組(玫瑰天竺葵

修護舒敏隱形面膜5片

＋沒藥水潤淨化隱形面

膜5片)
特價1,9801,980元｜

原價2,100元

栢司金｜B1

真摯青植霜14ml／
契機守護霜14ml (高價者計)
推薦價450-500450-500元

任選五件贈好想用青草霜12g 5瓶 
(價值1,950元)

蕾舒翠｜B1

水盈潤晶露 120ml 買一送一 
特價1,5001,500元│原價3,000元　

6折

❶
❷

❹

❸

❺

38折

65折

信義
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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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法頌｜信義店B1｜南西店4F

VICTORIA蛋白面膜皂

特價1,8001,800元｜原價3,600元　

69折

88折

VOLUSPA｜2F
日式庭園大玻璃蠟燭+擴香

特價2,0882,088元｜原價4,300元

愛創造。Allietare｜4F

凡購買8個乳液蠟燭

即贈融蠟燈乙座

特價6,4006,400元｜

原價9,400元

天華沉香｜5F

茶香禮盒組

(禪悅5寸＋東方美人蜒香紅茶75g)
特價2,3502,350元│原價2,500元

贈蓮花小香插(價值100元)　

1902香氛選物店｜4F

1902摩登典雅淡香水100ml＋
香氛手霜隨身組(30ml淡香水

&30ml香氛護手霜)
特價1,9021,902元｜原價2,160元

法國 adopt'｜1F

淡香精大禮盒

（30ml香水＋身體乳＋護手霜＋沐浴膠）

特價2,6602,660元｜原價3,880元

買4隻即送維納斯30ml 1隻(只送不賣)

BsaB｜B1

240ml 精油擴香組

特價3,1803,180元｜原價4,040元 
贈磨砂瓶蠟燭(靜謐之境)　

ACCA KAPPA｜2F

白麝香室內擴香250ml
特價2,8002,800元｜原價3,940元

贈AK香氛皂150g 3入

薑心比心｜4F

薑氛氣息組(擴香瓶200ml買二送一)
特價2,5602,560元｜原價3,840元

iimono｜4F

日本橫濱生馬油面膜2盒

特價1,3501,350元｜原價2,000元　

信義
獨家 67折

76折

68折
5折

9.29─10.12｜滿5,000 送500

6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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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Xin Yi│好舒壓，用一抹彈性點綴生活

WHITENING NET｜B1

淨白美齒SPA課程六堂

特價5,9995,999元│原價11,880元

UNI COLOR｜B1

資生堂高級育髮課程

首次體驗 男生1,680元/女生1,980元（含
護髮）｜原價2,500元

5折

九本草｜B1

基礎保養五件組(氧氣泡沫洗面乳+去角質凝膠+
保濕面霜+蝸牛面霜+水凝膠眼膜)
特價5,1205,120元｜原價6,400元　

嘉丹妮爾｜｜信義店B1｜南西店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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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豆酵母修復精華霜30ml)
特價3,1803,180元｜原價3,839元

67折

7折

OPI｜B1

【都會假期】任選OPI 指甲油

15ml 3瓶

特價1,4401,440元｜原價2,400元

贈自然基礎護甲油15ml＋亮麗保色護
甲油15ml，顏色依實體為主

ALLOYA｜信義店2F｜南西店3F

說走就走．居家光撩週慶組

特價1,9991,999元｜原價2,650元

任選２色經典色搭配１色百搭亮片色＋造型蝴蝶扣3只＋
攜便型LED美甲燈＋ALLOYA旅行收納束口袋

75折

Aveda｜信義店2F｜南西店1F

逆齡強韌推薦組

推薦價16,16016,160元

 (蘊活光萃洗髮精1000ml＋蘊活光萃潤髮乳1000ml＋花
植結構重鍵護髮膜450ml＋蘊活光萃Omega 5高效精華
200ml＋蘊活光萃Omega 5全能精露30ml)　

南法香頌｜4F

液態馬賽皂1L＋馬賽皂洗衣絲750g
特價2,1992,199元｜原價3,160元　

茶籽堂｜信義店2F｜南西店1F

任選三件髮身系列補充包，第三件半價(價低者)
特價2,950-4,2002,950-4,200元｜原價3,540-5,040元 
消費即可以480元加購身體乳或潤髮乳　

O’right歐萊德｜信義店2F｜南西店1F

香檳玫瑰護色洗髮精1000ml
特價1,5801,580元｜原價2,360元 
贈香檳玫瑰護色護髮素250ml

樟之物語│4F
煥然一新洗沐組

特價1,4611,461元│原價1,660元

(活力沐浴精華皂135g＋活力幻顏精華皂105g)
凡購買正價商品滿10,000元即享有8折，並可參加李翊
君演唱會門票2張抽獎資格。(抽獎名額125名)

6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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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化妝廣告稿

尚待入正確稿

9.29─10.12｜誠品人會員滿5,000 送500

誠品信義店2F｜誠品生活南西 4F



信義│Xin Yi│好品味，打造避風港不費力

WOKY沃廚｜4F

限定迪士尼款口袋瓶兩入

對杯組

特價1,0991,099元｜

原價2,380元

JIA｜信義店2F｜南西店2F

晶釉瓷雙耳鍋20cm＋晶釉瓷雙耳鍋

24cm(顏色可任選)
特價6,6006,600元｜原價8,680元

全品牌88折,滿5,000元現抵400元(部分品
牌除外)

誠品書店│3F
STAN. IH電子鍋/黑

誠品會員9595折│原價 15,990 元
贈STAN.保溫杯一只(價值890元)

❶｜KD｜5F｜木餐盤組合，特價2,6002,600
元｜原價3,060元 購買木餐盤1大1小組合可享

85折，加贈實木杯墊乙個　❷｜豐曜陶藝｜
5F｜擇器壺3入組，特價8,6008,600元｜原價

10,500元　❸｜旺代｜5F｜Noritake藍色樂

章系列，全面6565折　❹｜TG｜5F｜全品

項8585折

❶

❷

❸❹

❶｜Magic Designer｜B1｜魔術茶几，特價15,80015,800元｜原價21,800元　❷｜DESKER｜B1｜1000型桌上螢幕架，推薦價1,5001,500元　❸｜

培芝｜5F｜LG TWINWash洗衣機型號WD-S105VCW(10.5 公斤蒸洗脫)＋WT-D200HW(2公斤迷你洗)＋搭配 三星43型TheSero旋轉電視

QA43LS05TAWXZW，特價101,700101,700元│原價129,000元 獨家贈ARKDAN全營養調理機JUP-VA45W(市價20,900元)　❹｜北歐櫥窗｜2F｜Vitra 工作

收納櫃，特價21,510-31,05021,510-31,050元｜原價23,900-34,500元　❺｜OSIM｜2F｜V手天王，特價99,80099,800元｜原價148,800元

❸ ❹

❷

46折

65折

❺

誠品書店｜3F

極廢食堂: 人生無力, 
更要填飽肚子!
誠品會員99折｜原價380元75折

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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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CNFlower｜1F｜夢幻驚喜-恆星花禮，推薦價3,0003,000元　❷｜誠品書店｜3F｜APOTHEKE Lotion，誠品人99折｜原價1,090元　❸｜北歐櫥窗｜

2F｜CADO 華道雙層玻璃花器，特價6,5706,570元｜原價7,300元　❹｜K’space｜1F｜法國薇瓦瑞-購買ZEFF四件式麻床組即可以1,8001,800元加購ZEFF 

NOMADE大罩乙件　❺｜MICIA美日手創館｜4F｜創意燙金筆組(筆組＋補充金箔1包)，特價4,1804,180元｜原價4,650元　❻｜誠品風格文具館｜4F｜

Fine Gear Rifle Paper Tote Bag/Jungle/ Green，誠品會員99折｜原價1,450元　❼｜聽見幸福｜4F｜ERCOLANO義大利珠寶音樂盒，全面99折｜原價

4,9804,980元　❽｜FukuFuku｜4F｜貓咪便當盒搭配任一550元筷子組合，特價1,4001,400元│原價1,650元　❾｜bhome living｜2F｜MAD et LEN 手工鍛

造花器Vase Gustave- Obus，推薦價16,00016,000元　　

❶

❷ ❹❸

❻

❼

Yamaha ｜ 6F

YAS-109音響Soundbar
特價10,10010,100元｜原價18,000元

凡購買YAS-109贈HPH-PRO300耳機
(市價7,900元，顏色隨機贈送)

Toyselect｜信義店4F｜南西店4F

Blac360防摔系列客製手機殼

特價690690元｜原價880元

依現場款示為主，7-10天完成

❶｜MERCI Design｜4F｜HengPRO 衡燈2.0，

特價1,3111,311元｜原價1,490元　❷｜樂盒｜2F｜法

國 IBR IDE 鵝造型邊桌燈，特價23,80023,800元｜原價

28,000元　❸｜PLAYSOUND｜2F｜Bowers & Wilkins 
Formation Wedge無線串流喇叭，推薦價38,80038,800元

誠品音樂館｜3F

La Double Vie De Veronique 
雙面薇若妮卡 (LP+CD)
特價498498元｜原價995元

限量30組

BLUE STONE｜4F

Oblio/UV滅菌Qi無線充電座

特價3,3803,380元｜原價3,980元

ADAM 亞果元素｜4F

UVC Air
推薦價1,8801,880元

怪獸包膜｜B1

抗菌手機殼

特價1,1841,184元｜

原價1,480元

❽ ❾

❷

❸

❺

56折

新品
上市

9.29─10.12｜滿5,000 送500

5折

未來實驗室｜B1

【Future】7D人體工學電腦躺

椅＋7D氣壓避震背墊

優惠價3,9993,999元 | 原價4,198元

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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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Xin Yi│好新潮，寶貝們的小小天地

Oui!Oui!環保布尿布｜5F

Thirsties 環保布尿布

全面55折｜原價 506元-1,080元

❶｜Beckmann｜5F｜兒童護脊書包22L-華麗獨角獸，特價2,9802,980元｜原價3,880元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❷｜Old Soles｜5F｜澳洲真皮手工學步走鞋，特價

1,6501,650元｜原價1,880元　❸｜幸聞園｜5F｜Méduse系列新品凡購買即贈小QQ鑰匙圈；現場加購任一服飾類現抵300300元，原價 799-2,899 元　❹｜送子鳥｜

5F｜花紋連身裙(女)，特價1,6401,640元｜原價3,280元／休閒套裝組(男)，特價3,2203,220元｜原價6,440元　❺｜Kalaskids｜5F｜創意任意貼兒童背包-叢林探險／

獨角獸仙女(6y+)，特價1,6921,692元｜原價1,990元　

Toy World LEGO｜5F

Monkie Kid-萬能海上基地

特價4,8994,899元｜原價5,699元

❶｜BelievedGod Store｜4F｜插奇DIY
禮盒美國版，特價899899元｜原價1,280元　

❷｜彩虹森林｜5F｜角落生物野餐趣，特價

1,5001,500元｜原價3,000元　❸｜Toli World｜

5F｜日本進口卡通內衣，全面55折｜原

價550-600元　❹｜I love sprinkle｜5F｜

Tara休閒鞋，特價1,0801,080元｜原價1,380元　

❺｜be*U｜B1｜真皮數位兒童鞋，特價

880880元｜原價1,580元

Vigor Life｜5F

COSMOS主動降噪耳機

特價4,3204,320元｜原價6,000元　

Forever Fun｜5F

SS1系列書包

特價2,5002,500元｜原價2,880元　

❶
❷

❹

❸

❺

❶

❷
❹

❸

❺

7折 5折

56折

5折

72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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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品｜5F

全品項8888折

凡購買桌+椅組即贈【KOIZUMI】原廠桌墊
買床組加購【KOIZMUI】兒童日規床墊，
即享加購價：8,300 元   (原價9,800元)

Toy world｜5F

碰碰狐大頭靠枕

特價349349元｜原價699元

有
了
神
隊
友
，

讓
育
兒
不
苦
手

BabyGarden｜5F

Shnuggle Air 寶寶好眠組(AIR1＋2階＋0-6m床寢組＋6m-2y床套

組＋幼兒枕＋甜夢綿羊頂級款)

特價22,00022,000元｜原價34,450元

BabyGarden｜5F

月亮澡盆五件組(Shnuggle月亮澡盆＋澡盆架＋水瓢＋連帽圍裙

式浴巾＋洗髮沐浴露＋魔芋QQ球＋奇肌潤膚油70g)

特價5,5005,500元｜原價7,610元

mamas & papas｜5F

搖搖象-艾里、搖搖馬-巴格西/貝兒

特價3,3923,392元｜原價3,990元

mamas & papas｜5F

【Radio Flyer】客製化打氣胎

三輪推車- 迷幻魔方/筆觸練習

(全配，含客製化名牌及組裝

服務)
特價7,5717,571元｜原價11,000元

Super 
Parents 1+1>21+1>2

寶貝廚房｜5F

Modern Twist兒童餐墊系列 

買一送一買一送一
特價 880  880 元 │原價 1,760 元

安珂銀飾手作｜5F

純銀親子墜DIY買大送小全

面5折(限同款)
特價500-1,000500-1,000元│

原價 1,000~2,000 元

WAMU-OH｜5F

買課程10,000元 贈1,0001,000元

買課程20,000元 贈2,5002,500元

69折

72折

64折

5折

5折

9.29─10.12｜滿5,000 送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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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Xin Yi│好新潮，寶貝們的小小天地

Aqmore｜5F

2020夢想禮盒(指甲水六瓶＋原木點珠筆乙支

＋彩繪小書乙本＋主題指甲貼四種)

特價2,0202,020元｜原價3,499元

贈無葉手持電風扇　

HANSA｜5F

購買HANSA飛馬or獨角獸玩偶任乙隻，即贈

Mojo品牌飛馬或獨角獸模型乙隻(價值329元)
可累贈

知品兒童縫紉｜5F

角落生物束口袋DIY教學-入門款

特價1,2801,280元｜原價1,500元　

貝登堡手創館｜5F

瑪莎史都華-星形雙層打孔器

特價888 888 元│原價1,500 元

療草書生｜5F

組盆課程 (多肉植物熊童子/兔耳/子貓之爪三選一)
特價 750750 元│原價1,500 元

鍾愛一生｜5F

消防局

特價3,3333,333元｜

原價4,450元　

誠品兒童館｜5F

Harry Potter: A Pop-Up Guide to Diagon Alley and Beyond 
特價1,4991,499元｜原價2,625元

 限量50組　

誠品兒童館｜5F

T h e  I n c r e d i b l e  Pe p p a  P i g  1 - 5 0 
Collection(Yellow Box Ed./50冊合售)
特價1,3991,399元｜原價8,225元

 限量25組　

智荷｜5F

拼圖/桌遊任選三件88折

Soda n' cream｜5F

皇冠髮箍髮夾組

推薦價680~880680~880元

58折

75折

75折
小時尚工坊｜5F

美感福袋-設計引導 (6或8歲以上)、手感創

作(8歲以上)
特價1,5001,500元｜原價 1,930~2,010元

17折

57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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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10.12  誠品人會員滿5,000 送500

誠品信義店6F



信義│Xin Yi│好口福，大啖你的軟食力

❶｜普利亞義大利麵｜B2｜雙人套餐(奶油蘑菇培

根義大利麵＋青醬鐵路豬排燉飯＋兩碗湯品)，特

價288288元｜原價368元　❷｜幸修園｜B2｜買二顆

飯團贈一杯紅／綠茶，特價110110元｜原價160元　

❶

   ❷

麻膳堂｜B2

指定個人套餐第2件88折｜原價140-240元

指定個人套餐：麻辣/紅燒/清燉牛肉麵套餐；排
骨/雞腿炒套餐；牛丼飯套餐；麻醬麵套餐；紅油
燃麵套餐；椒麻/蔥油拌麵套餐

CoCo    番屋｜B2

炸豬排綜合菇番茄青花椰菜咖哩飯

推薦價375375元+10%服務費

V a l e n c i a  C a f é  X 
Four Barrel coffee 
roasters四桶咖啡｜2F

凡消費任意餐點

加任意飲料乙組8585折

洋城義大利餐廳｜4F

凡點比利時海鮮義大利麵or鄉村鑄鐵牛肉

燉飯即贈法式烤田螺乙份(價值128元)

金色三麥｜B1

4人套餐(海鮮水果沙拉/南洋松阪豬沙拉(2選1)＋
酥炸椒麻雞/現釀啤酒蝦(2選1)＋三星蔥披薩＋啤

酒慢跑雞/嫩烤羊排小斧頭 (2選1)＋干貝海鮮燉飯

南瓜盅/松露野菇燉飯(2選1)＋現釀啤酒海鮮鍋/精

選麻辣鍋(2選1))
推薦價3,1103,110元 10%服務費另計
可以150元/杯加購500c.c啤酒（至多4杯）
點此套餐可享6吋經典蛋糕半價加購

温野菜｜4F

經典壽司吃到飽

午餐價549549元起／晚餐價649649元起+10%服務費

卓也小屋｜4F

卓也全家套餐(6人份)
推薦價2,4882,488元+10%服務費

❶｜KIKI｜4F｜蟲草花樹菇雞湯，推薦價420420元　❷｜潮星州 ｜B2

任一主餐贈青菜(價值38元)，推薦價130-210130-210元　❸｜美威鮭魚｜
B2｜任一主餐加購嫩烤鮭魚起司咖哩飯，特價188188元｜原價258元　

❹｜蔬河｜B2｜週慶套餐(任選蔬菜乙把＋大份量熟麵乙份＋高山冷泡

茶乙罐)，特價120120元 ｜原價150元

❶ ❷

❹

❸

68折

73折

新品
上市

壱

禁止酒駕，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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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知味市集｜3F

有心肉舖子 週三買一送一買一送一
原價140-380元

9/30美國CAB CHOICE黑牛霜降梅花厚片
10/07放心豬/ 後腿肉絲
10/14月球放山土雞/土雞切塊
10/21澳洲傑克金牌黑牛羽下翼板骰子牛
每週三限量40份

于記杏仁｜B2

杏仁豆腐 買五送一

特價320320元｜

原價400元

光合箱子｜6F

倆饗套餐(法式脆皮女士＋義

式紅酒豬小排＋手工黑糖堅

果優格＋原味拿鐵乙杯)
推薦價850850元

凱林鐵板燒｜B2

板腱牛排買一送一買一送一
每日限量20份

東京豚極 ｜B2

秋季暖心雙人餐

特價888888元｜原價949元

穿越香料｜B2

任一1-5號餐

推薦價168-238168-238元

贈印度特色飲品(價值60元)

❶｜誠品書店｜3F｜黃偈的甜點日記：32道法式甜點與追夢隨筆，誠品會員99折｜原價599元　❷｜壹零捌抹茶茶廊｜
B2｜飲品份量免費升級，特價88-13888-138元｜原價108-158元 升級飲品僅限有分大小之飲品　❸｜Häagen-Dazs｜B2｜三球買

一送一，特價350350元｜原價700元 活動限杯裝，甜筒需另外加價此活動不得與其他優惠及Häagen-Dazs禮券合併使用，活動時間限首4

日及尾4日　❹｜O&CO｜2F｜經典油醋禮盒(義大利羅勒橄欖油500ml＋法國野生胡椒&葡萄香醋100ml＋O&CO橄欖木

禮盒-小)，推薦價2,7402,740元　❺｜八月堂｜B2｜可頌禮盒6入，特價250250元｜原價300元 (指定品項:50元以下可頌4個＋50元以

上可頌2個)　❻｜天仁茗茶｜B2｜雙罐禮盒(桂花烏龍＋日月潭紅玉)，特價750750元｜原價900元　❼｜力雄茶行｜5F｜頂

級普洱茶膏40g，特價60,00060,000元｜原價80,000元　❽｜贊贊熊｜B2｜原味茶，第二杯66折

❶
   ❸   ❷    ❹

   ❺    ❻    ❼

   ❽

STARBUCKS｜1F

焦糖瑪琪朵(大杯)
推薦價155155元

雞湯大叔｜5F

和牛套餐(極黑和牛＋伊比

利豬 雙拼套餐)
推薦價498498元

默爾｜5F

雙人套餐(包含 前餐、手作料理、窯烤

披薩、義大利麵／燉飯、飲料、甜點)
推薦價 1,098  1,098 元
(餐點選項依店家現場提供為主)

耘享濃豆乳｜B2

任選豆乳消費滿200200元

贈霜淇淋1隻

5折

75折

誠品
獨家

6折

5折

窩巢咖啡｜B2

飲品全部

第二杯半價半價｜

原價70-160元

半價折扣以低價飲品計算

75折

9.29─10.12｜滿5,000 送500

34



Xin Yi
NEW OPENING信義│新櫃登場│

35

于記杏仁｜B2

「于記杏仁豆腐」堅持使用嚴選的

高級杏仁原豆研磨製作，口感獨

特，不添加防腐劑，而且產品口感

及風味絕佳，讓許多不吃杏仁製品

的人因為吃過「于記杏仁豆腐」的

產品後，從此深深愛上！

凱林鐵板燒｜B2

凱林鐵板燒是台灣百貨美食街第一

家鐵板燒，被譽為口齒留香的鐵板

料理『海陸牛小排、香煎無骨雞

排』，佐以老師傅特調醬汁，深受

國內外饕客們喜愛，更是傳遞了主

廚們鐵板煎檯前的功夫與活力。

王大夫一條根｜B2

「服務桑梓，誠信經營」是我們秉持

的理念，鑽研漢方草本，結合科學的

專業技術，製作全方位保健產品，因

而深受海內外人士的美譽及指定選

用。歷經多年歷練與考驗，始終以誠

摯專業的服務精神回饋社會大眾。

NEW BALANCE｜1F

於1906年創立於美國波士頓。一百

年來，秉持著製作卓越產品的精

神，不斷在科技材質、產品外觀與

舒適感持續進步。期許New Balance
成為高科技、高品質之世界運動用

品的領導者。

iloom｜B1

根據生活習慣，對環境維護認知，

以國際認證的專業性為基礎。從設

計到使用測試，全程親自完成，提

供實用創新、可靠品質，並可依據

個人生活方式自由變化的感性家

具。

MAJORLIN｜1F

真皮帽子臺灣品牌MAJORLIN，由

台灣製帽工藝及真實高級皮革製作

的手工皮帽，當社會充滿快時尚的

同時，我們注意細節、重視質感、

創造經典，邀您一起品味人生。

 【開幕優惠】全皮革帽款85折，消費

滿 3,000元即贈折價券1,000 元

DESKER｜B1

態度和熱情是DESKER的靈魂，從

過去到現在甚至未來，因為夢想，

我們有自己的生活態度。追求夢想

的熱情從朝夕相處的空間開始。用

DESKER改變追求目標的姿勢，用

態度作夢想的起跑點！

BAKER STREET｜B1

起源倫敦，由一群熱愛藝術的設計師

手繪出以羊駝、骷髏為主的圖騰，

搭配歐洲原產的無毒染劑手工製作成

T-shirt，隨著品牌的成長茁壯，全系
列升級為最高品質的美國原產有機

棉，讓顧客能夠穿得更安心。

大眼蝦｜B2

排隊國民零食，以鮮蝦製作，追求

極致口感及有趣吃法，打造多種口

味蝦餅，至今熱銷破百萬包，更成

功外銷歐美、亞洲等1 6國。【開

幕優惠】購買蝦肉餅100g系列兩包

(盒)，贈鹹蛋黃蝦餅原味35g乙包。

初沐｜B2

炙燒吐司配上創意手搖吧！濃厚香

醇黑糖珍珠鮮奶X新鮮現榨創意鮮果
手搖X料好實在初好胖炙燒吐司，用
著對食材的專業與創意，成就每一

口美味。三種截然不同的享受，在

初沐可以一次擁有～

CONINICO｜B1

CONINICO的時尚配飾及產品從

地球大自然環境元素中獲得靈感，

從中創造出充滿靈性的產品，每件

高質感產品，均反映出設計感與視

覺震憾。

W.wear｜B1

W.wear開始於2015年3月，從一支

熱愛手錶的設計團隊開始，目的是

增加對服裝穿搭與手錶之間的可能

性，終於W.wear研發出一款不需任

何工具並可自行更換錶膽、錶殼、

錶帶的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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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OU BISOU STORE｜1F

Bisou Bisou Sotre 成立於2014，創立
品牌的初衷是想提供女孩們輕奢的

歐美時尚風格服飾。我們注重品質

及細節，也保持親民的價格，為喜

愛時尚的大家提供一個幸福的購物

天堂。

Ysanne｜1F

Ysanne在希伯來文裏是「上天賜予的
禮物」，是設計師Mei Chu Wang 經
過30年的淬鍊結出最美麗的果實。堅
持使用自然纖維如棉、麻、絲麻混紡

等高質感舒適面料，以一種極簡、藝

術、知性的美學來回歸初心。

Pethany+Larsen｜2F

「誠心實意，只做好物」一種台灣+
丹麥的溫暖生活，以精品設計的態

度對待每個細節，追求嚴格生產標

準，認真落實環保理念，為實現

你我心目中的理想生活。【開幕優

惠】正品全面9折

ONZE SELECT SHOP│4F

ONZE是法語的十一，意味著藝術

感、天份、前衛。專賣來自亞、歐

洲各國的輕奢時尚品牌配件，點綴

浪漫氛圍於生活，讓您舉手投足優

雅氣質滿分。

亞瑟3C生活│4F

亞瑟3C生活主要經營3C周邊，生

活周邊等相關產品，包含各國品牌

以及自有創立品牌、獨家總代理品

牌。積極研發多樣化符合市場需求

的產品，讓你在低調的生活中成為

眾目睽睽的焦點。

SEW INCORPORATION縫而｜4F

以服裝製作最重要的動作「縫

SEW」為起點，探究當代優雅的更

多可能性，用率性俐落的剪裁，刻

劃詩意奢華的摩登時尚，拉近生活

與優雅之間的距離。【開幕優惠】

服裝新品8折、2件7折。

VentureZac｜4F

VentureZac擅長將優美的線條融入皮
件商品細節，使用細緻的工藝技術，

搭配有如威士忌般醇厚的植鞣革，創

作出多樣質感商品。【開幕優惠】

9.29-10.11 L型拉鍊零錢包特價888元

Kizz Kizz｜5F

KizzKizz 貝比星球提供最新時尚兒童
服飾及配件，從基本日常穿著到出

席重大場合的禮服款式應有盡有；

透過服飾穿搭展現不凡的品味以及

展現專屬的風格色彩。【開幕優

惠】服飾商品 6.8 折 起

療草書生｜5F

核心成員來自臺灣大學與中興大

學，將科學、植物與香氛用有趣的

方式呈現，積極更新資源與教育概

念，旨在結合創新創意的元素於自

然與生態教育之中，打造全新的學

習體驗。

Soda n' cream｜5F

來自童話裡的玩趣飾品，我們為小

朋友設計了繽紛有趣的飾品；小小

的腦袋，想探索、想搞怪在 soda n’ 
cream 的世界裡，可以盡情的玩樂色
彩繽紛與充滿樂趣的世界。【開幕

優惠】不限金額，加入粉絲頁就送

糖果小髮圈乙個（限量送完為止）

Vigor Life｜5F

我們想為每個愛小孩的人，提供最

人性化的產品，我們致力於慎選親

子用品，滿足父母想給孩子充滿愛

的呵護心意， 我們希望讓你第一次

育兒就輕鬆上手，從擔憂焦慮，變

成【快樂做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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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U

全系列商品9折
 
拼圖總動員
全系列商品全面85折， 
拼圖總動員會員8折
 
soda n’ cream

主題商品折扣-限量推出
皇冠髮箍系列 6折 
粉晶晶系列，原價750元； 
特價490元
小馬系列，原價700元； 
特價450元 
明日之星系列，原價730元； 
特價480元 
 
Kizz Kizz

誠品獨家 LaBloomin Elizabeth 系列
奢華配飾 85折
 
療草書生
單次消費滿1,500元即贈空氣鳳梨
(蜜桃小精靈)乙顆
 
恆隆行
DR. Chair Plus舒適立腰調整椅-加高
款(藍色限量款) 特價14,380 元｜原
價16,000 元加贈Corkcicle易口瓶(誠
品獨家)

MARIMEKKO

消費滿5,000元現抵500元(可累送)
消費滿6,800元即贈環保購物袋罌
栗花(黑)限定乙只
(價值1,290元，每人限兌換乙次)
 
R&F

即日起至10/31折扣後發票金額 
滿10,000元現抵1,000元

法國adopt'

30ml淡香精優惠：
9/29-10/03首五日買4贈維納斯
100ml（限量10組）
滿額加贈：

滿2,500元贈精油皂組
滿4,000元贈精油沐浴組
滿5,000元贈維納斯100ml
滿6,000元贈維納斯沐浴組禮盒
滿8,000元贈調香師禮盒
 
K'space

指定品牌家具全系列7折   
指定品牌靠墊任選2件8折，任選3件
以上7折(可跨品牌選購，實際依現
場款式為主 )
 

Magi Planet星球工坊
全系列買2大(110g/160g)送6小包
 
古典玫瑰園 

大師英國茶系列買2送1
 
福瑞麥斯
消費滿5,000元即贈抽獎券乙張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快車肉乾
10/17-10/18、10/24-10/25
單筆消費滿1,000元現抵100元
10/19-10/23 平日週一至週五
消費滿500元即贈乖乖乙包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優惠商品不
可合併使用)

B2  

Xin Yi
SPECIAL DISCOUNT信義│折扣訊息│

1F  

B1  QUEEN OF SHEBA

品牌日 10.03-10.04
乳香純皂買一送一

乳香精油買一送一

乳香香水油買二送二

 
BAKER STREET

凡消費不限金額即可以660元加購
凡賽駝(男/女版)黑白兩色

MIRROR皇宣緣
打卡即享8折；加贈小珍珠墜飾 
(特價商品除外)
 
TED BAKER

秋冬商品全面85折
消費滿8,000元現抵400元
 
OFFERMANN

全面8折，2件以上再9折
 
Olivia Yao Jewellery

消費滿6,000元現抵600元
消費滿8,888元可抽獎乙次， 
可獲得現金抵用券或小禮品

 
Winnie Jewelry

全面7折；消費滿5,000元現抵500
元，滿10,000元現抵1,000元，以此
類推

 
STARBUCKS

憑誠品信義店當日全館單筆消費滿

500元發票，即享點購兩杯相同口
味/容量/冰熱皆一致的飲料，其

中一杯將由星巴克招待您。

憑星巴克統誠門市當日單筆消費滿

800元發票，即贈星巴克盥洗用品
組乙組；單筆發票消費滿1,500元發
票，即贈星巴克萬用包兩入組。

(以上活動僅限星巴克 統誠門市使用 ；
星巴克保留活動變更及調整之權利，

詳細活動資訊請以星巴克門市公告為

主)
 
BAGMANIA

新品全面85折，消費滿20,000元 
即贈笑臉手拿包

 
NEW BALANCE

滿3300元送600元(現折300元+回饋
金300元)、滿6,000元送1,200元(現折
600元+回饋金600元)滿額贈：單筆消
費滿6,000送品牌自動直傘乙支，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MADE系列和限
量商品不參與上述活動)

1F  2F  

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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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郭晧綱、歐晏寧

將人生比喻為壯闊的旅程， 
你想挑戰或到達何處呢。— 

你，要去哪裡
Q： 首先，很榮幸邀請到 Vivian 加入這次的企劃，從年初發行

單曲、前段新專輯《 I’m V》，到甚至將上映的電影《孤

味》，可感受到馬不停蹄、但卻十分樂在其中的喜悅，可以

跟我們分享這些工作與挑戰嗎。

A： 藝術本就多元，忙碌除成就感、安心，也讓我感到源源不絕
的快樂，故能跨領域嚐試是我最喜歡的過程，我從不為這些

新事物感到煩躁，反而覺得興味盎然！

Q： 在進入家庭與成為母親後，妳覺得心態與工作上影響最大

的是？

A： 有一種責任叫「母親」，這之中的轉變在於從前是自己、工
作、家庭的第一，到現在孩子則為第一，在此之餘從工作中

獲得快樂也是相當重要的平衡。

Q： 上述都和妳的新專輯創作相當符合，來介紹一下妳的新作品
吧。

A： 這次的專輯名稱《 I’m V》有雙重意涵。「 I’m V」代表
「我是Vivian」的縮寫，也是「鋼鐵V ─ Iron V」的諧音，

新歌加精選串起一路以來的音樂旅程，其中5首新歌有史詩
搖滾、抒情搖滾、80年代復古合成器搖滾、閩南語歌，還有
唱出原住民血液的奔放高音，都是過去沒有過的全新風格，

是相當有挑戰性、非常過癮的一張專輯！

Q：最後不免俗要問一下，私下會很常到信義店逛逛嗎。

A： 信義店是我最愛的台北去處之一！想找一天在那裡待24小
時，一層一層體驗，瘋狂一下！其中，最喜歡逛的是 3F 的
書店、知味市集、音樂館、和 5F 兒童館，幾乎走一趟就可
以把我想要的一網買盡！

壯遊 (Grand Tour) 意為「胸懷大志、偉大的旅程」，其源於

文藝復興貴族們興起長達數年、穿越大陸、帶有冒險意圖的

旅行，是汽車中「GT」一詞的原意、也是近年廣泛使用在

旅遊、汽車領域的熱門詞彙。一起試想，如將人生比喻為一

場旅程，你想要邁向何處呢，汲取其精神，特邀兩位符合其

精神的人生壯遊者，雖身處不同領域，但都有著「嘗試、果

斷、堅持」的壯遊精神。

徐若瑄 

「從不對新事物感到煩躁，反而覺得興味盎然」

說「斜槓」，她定是那佼佼者，她的名字你熟悉、甚至感到

親切，但若要以身份介紹她其實頗有難度，出道 30 年，工作
身兼歌手、演員、作詞人、甚至挑戰擔任電影監製，同時也

是位母親，她是人生壯遊者 Vivian 徐若瑄，今年她還要繼續

挑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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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精選保養

品

德國超音波牙刷      瑞典蛋白面膜皂        瑞士製造保養品         保加利亞玫瑰系列

誠品信義店 Ｂ1誠品信義店 Ｂ1

詹喬愉 

「穿梭在每座山，每一次都是全新的挑戰」

喬愉是臺灣第一位登上全球第五高峰的女性，雖說個頭嬌

小，但喜愛探險的個性和堅持的力量，推進著她步步完成目

標。從個人的準備到加入搜救直至創立愷穹戶外運動工作

室，喬愉體現的是不斷嘗試的精神，接續著完成每個階段的

旅程。

Q： 登山是極具挑戰的，從訓練、整裝、登山的開始直至登

頂，對妳來說最享受過程中的哪個部分呢？而不斷挑戰、

嘗試和探索的過程中，妳的心態上或是生活上有什麼樣的

轉變？

A：  「登頂」成為目標，是促動自己出發的理由。路途規劃則
是令人興奮的；而沿途的風景和體驗會隨著環境因素和

夥伴而有不同的樣貌，每一次都是新的體驗和收穫。這

些細節裡所產生的變化是最享受和值得細細回味的。

  在不斷探索的過程中，必定會遇到許多困境。「準備好是探
險，未準備是冒險。」盡力去做而失敗，心甘情願接著持續

精進自己；但若沒有，總會感到遺憾，不想要有那份遺憾，

就會時刻提醒自己，盡力每一步了嗎？

Q： 上述和《攀向沒有頂點的山：三條魚的追尋》一書有相關

聯，接著能和我們分享接下來的計畫嗎？

A： 目前有很多工作和海外攀登的訓練計畫因為全球的疫情而停
擺；所以現在專心的在臺灣帶團以及維持體能狀態。除了這

些也會持續學習和加強技能，只要現況允諾就出發；同時，

也正持續尋求支持夢想的夥伴，攀登更多八千米山峰。

 
Q：最後，不免俗的問，信義店帶給你什麼樣的感受呢？

 A： 信義店是寬敞的，所以在遊逛的時候可以很舒適！到不同樓層
也能有不同的體驗，會讓人感到空間是多樣的。在書區的一角

看著喜歡的小說就可以待一天，這件事情對我而言是很美好的

時光。

採訪撰文│郭晧綱、歐晏寧

攝　　影│羅翊文、江可絹 
場地協力│6F 光合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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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  主題活動
Xin Yi  THEME EVENT

2020
September  - October

9月-10月

C

M

Y

CM

MY

CY

CMY

K

徐若瑄_誠品刊物.pdf   1   2020/9/7   下午 05:43:51

NYA-要去哪裡！
10.01 Thu. - 10.26 Mon.｜ 信義店

來自日本，喜歡旅行、蛋包飯與結交好友的 NYA-出沒信義店，
快來一起來玩耍吧！

在館內找到任一指定動作的 NYA-拍照並完成打卡「誠品信義店」與 hashtag「NYA-要去哪裡！」上
傳至個人 Facebook 或 Instagram 即可免費抽「誠品生活×NYA-聯名款野餐墊」！

DESKER 夢想講堂
活動詳情請見品牌官方網站或洽專櫃

02-8789-3388#1704

在夢想的道路上，有 DESKER 與你相伴！
兼具熱情與態度的韓國新銳家具品牌 DESKER 特地為夢想實踐者規劃的逐夢對話，限量 20 名，將實
踐者的逐夢歷程不私藏與成功秘訣大方分享，讓你能用穩健的步伐步步實踐夢想！

在「」的路上 系列講座
10.14 Wed. ｜詹喬愉

將人生比喻為壯闊的旅程，你想挑戰或到達何處呢。壯遊 (Grand Tour) 意為「胸懷大志、偉大的旅

程」，其源於文藝復興貴族們興起長達數年、穿越大陸、帶有冒險意圖的旅行，如將人生比喻為一

場旅程，你想要邁向何處呢，汲取其精神，特邀符合其精神的人生壯遊者詹喬愉分享其不斷挑戰的

光景。

報名詳情

活動詳情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注意事項：●使用 eslite P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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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金融卡及商務卡 /聯邦銀行 VISA金融卡、公司商務卡及採購卡 /滙豐
銀行公司卡、商務金 /普卡、VISA金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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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銀行
VISA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 /永豐銀行公司卡、配銷卡、儲值卡及 Debit Card/新光銀行 VISA金融卡及商務卡恕不得參加刷卡滿額禮活動。●以上活動刷卡消
費除有特別說明外，限當日於誠品信義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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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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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卡分期零利率 2020.9.29 Tue.- 2021.1.03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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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0.9.29 Tue.- 2021.1.03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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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5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800 元
乙份，限量 60 份

※VISA 金融卡同享

滿 10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600 元
乙份，限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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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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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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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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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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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份

※ 分期七卡恕不參與
     分期禮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3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5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2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使用說明依券面為主）

單筆分期滿 12,000 元

贈威秀影城電影票
乙張，限量 300 份

單筆分期滿 24,000 元

贈威秀影城電影票
二張，限量 100 份

※ 限分期刷卡兌換 ※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單筆分期滿 12,000 元  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分期滿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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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限分期刷卡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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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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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企銀

單筆滿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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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2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500 元
乙份，限量 6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0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3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6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6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0 份

分期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分期滿 2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4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15,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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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4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8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50,000 元贈

誠品禮券1,000元
乙份，限量 20 份

分期滿 5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8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 限分期刷卡兌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