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

Wed.

ban qiao store

2020

-5.12 Tue.

板橋店

Feast︱Frolic 共饗．拾趣

陽光溫煦的春日午後，拾起片片時光，

用無窮的想像，點一束火光，

讓尋常日子變得閃亮。

好日子提案

歡喜作厝邊

母親節限定

即日起–4.30 Thu.

即日起–5.31 Sun.

5.01 Fri.-5.10 Sun.

會員憑發票享折抵
誠品行旅住宿、用餐

集章贈茶籽堂洗手露、
上島珈琲店濾掛咖啡禮盒

餐廳單筆滿999元贈
甲文青特調飲品

滿額回饋
4.01 Wed. - 5.12 Tue.

好日收藏
會員滿額禮

SPECIAL
OFFER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

10,000 元，即贈印花樂 收納籃／二入
＋小物袋 乙組（限量16組，價值1,200元）；
滿 6,000 元，即贈印花樂 收納籃／二入
滿

乙組（限量62組，價值850元）。
●各門檻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收納籃／二入＋小物袋」限定煙火款，「收納籃／二入＋小物袋」共煙火款、文具款2
款花色，可挑選款式，各款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活動累計：1F-Studio A；6F- 樂為生活
；7-9F- 晶宴會館。●本活動恕不與「常日綻放 香氛保養專區禮」 重複兌換。

4.01 Wed. - 4.16 Thu.

白日異想
新櫃加碼禮
4.01 Wed. - 5.12 Tue.

春日遇見
美好時光禮

新櫃＋全館當日累計消費滿 1,500 元，即贈
築夢奇蹟 電影首輪交換券 乙張。（限量50張）
於指定

●每人每日限兌換兩張，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活動指定新櫃：B1F- 銀兔湯咖哩餐酒館
；1F-HUE詼、Judy Judy、Sun Flower 三花棉業、膜點子；2F- 幸聞園 XWY SIBLINGS、nitt、
SISJEANS；3F-Zoom in；4F- 愛幸福。 ●本活動可與全館活動重複兌換。

1,000元，即贈 berji 牡丹煥采
白皙面膜／單片兌換券 乙份。

當日累計消費滿

（價值160元，限量800份）
來自法國La mier皮膚醫學實驗研究中心精心研究及生產製造，
為各肌齡需求量身設計，極緻華麗尊寵，溫柔呵護肌膚。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可與全館活動重複兌換。

4.01 Wed. - 5.12 Tue.

常日綻放
香氛保養
專區禮
5.01 Fri. - 5.10 Sun.

愛妳久久！
母親節享食禮

香氛／保養 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 3,600 元，
即贈 森活晴雨傘 乙份。
（限量30份，價值599元）

於指定

●每人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活動指定專櫃：1 F - b e r j i 、
D.MAISIE BEAUTY、expo、Kosuiya、Nu+ derma、倍優；3F-JACAL'S首席國際香水。
●本活動恕不與「好日收藏 會員滿額禮」 重複兌換。

主題餐廳 當日單筆消費滿 999 元，即贈
甲文青 優格莓莓／優格水果／
可可風暴兌換券 乙份。（價值80元，限量100份）
於指定

來自台中逢甲夜市，由一群「台灣在地文青」共同創辦的台
灣傳統手搖飲品，使用在地台灣好茶，主打新鮮水果茶飲。
●活動指定口味含：優格莓莓、優格水果、可可風暴，三種口味可任選乙款兌換。●每人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
，兌完為止。●抵用券使用期限至5.31Sun.止，使用規範詳見券面說明。●活動指定專櫃：B1F-築間幸福鍋物、銀兔
湯咖哩餐酒館、四六町；3F-SUKI-YA；5F-薄多義、彌敦道、極野宴。●本活動可與全館活動重複兌換。

解 逛誠品
發票變現金
3.18 - 4.30
Wed.

Thu.

誠品會員憑全台誠品生活、誠品書店、誠品
網路書店消費實體發票，即可折抵誠品行旅
住房全額或用餐消費最高半價折抵！
活動詳情

發票變現金，祝您好心情！
折抵金額不包含 10% 服務費及用餐費用之酒水、飲料。 ●詳細活動辦法及規定，詳見迷誠品
及誠品行旅活動公告。 ●誠品書店、誠品生活、誠品行旅保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
●

活動詳情

兌換地點｜板橋店5F顧客服務中心
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贈品兌換限板橋店消費之當日發票，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購買禮券、三聯式發票或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之消費發票恕
不列入累計金額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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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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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贈品數量有限，兌
完為止。●如需辦理退貨，所兌換之活動贈品須一併退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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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
人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須出示實體誠品人會員卡／累計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任一證明，即可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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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活動內容，請見https://meet.eslite.com/tw/。

誠品點 4.01 Wed. – 用誠品點
好好用 5.12 Tue. 交換一份春日小確幸！

520點

450點

70點

itaste小品味
創意壁貼

Zoom in
coffee & Life
拉鍊立體包

佃蒔光
綜合豆漿豆花

（小熊維尼／玩具總動員）
價值 520 元︱各限量6份

價值 450 元︱限量20份

（配料：白玉珍珠、紅豆、綠豆）
價值 70 元︱限量20份

●各品項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扣點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僅限誠品人會員且本人現場兌換，需出示實體誠品人會員卡、有
照證件或官方版行動APP。●點數兌換以會員當日持有點數為準。●兌換後除瑕疵外，述不接受退換貨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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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卡分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 3,000 元以上

享 3 期零利率

2020.4.01 Wed. - 2020.7.01 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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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元以上

享 6 期零利率

銀行刷卡滿額禮

單筆消費滿 12,000 元以上

享 12 期零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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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4.01 Wed. - 2020.7.01 Wed.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於板橋店、新板店刷卡消費滿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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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5,5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5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12,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1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12,000 元贈

單筆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28,000 元贈

滿 32,000 元贈

滿 13,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50 份

誠品禮券 5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誠品禮券 5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6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30 份
※ 分期七卡恕不參與
分期禮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6,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15,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5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3,000 元贈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3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50 份

單筆分期滿 12,000 元
贈威秀影城電影票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5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分期滿 6,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單筆分期滿 24,000 元
贈威秀影城電影票

分期滿 12,000 元贈

分期滿 12,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二張，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 僅限分期刷卡兌換

※ 僅限分期刷卡兌換

※ 分期禮恕不加贈

乙張，限量 300 份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 使用說明依券面為主）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注意事項：●使用街口支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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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卡 / 聯邦銀行 VISA 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 / 滙豐銀行 VISA 金融卡、現金回饋
御璽卡、公司卡及商務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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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土地銀行 MasterCard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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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值卡及簽帳金融卡 / 新光銀行 VISA 金融卡、商務卡恕不得參加刷卡滿額禮活動。●以
上活動刷卡消費限於誠品生活板橋店、新板店跨店消費累計，超過金額無法累計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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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的浪漫，
家中咖啡館。

Select
上島珈琲店

從1933年創立以來，上島珈琲店延續「悠閒、愜意地品

日復一日地追逐人生的理想，在難得寧靜的時分，調

味咖啡」的日本傳統文化，堅持自家技術，打造懷舊

緩步伐、擱下所思，尋找家中最詩意的一角，安放心

、溫暖的咖啡館。去年10月，上島珈琲店與誠品生活板

中的美好嚮往，用自己的方式體現咖啡愛好者都曾共

橋店4樓的誠品書店共創「書與咖啡」複合的人文新場

同作過的夢－
「開一間自己的咖啡館」。初春午後，

域，提供在地居民舒適而美好的休憩空間，販售風味

著手沖泡一杯淡花香、堅果風味、佐黑巧克力的瓜地

咖啡和特製輕食外，亦展售咖啡相關商品，從保溫瓶

馬拉，感受生活調味的酸甜苦澀，沈浸萬物靜止般的

、手沖壺、乃至咖啡豆的選擇，都嚴謹講究。

悠然。

上島珈琲店嚴選Driver系列咖啡器具，CUG手沖壺採用

具可拆式把手的精鋼迷你磨豆機，以及SCS檢驗合格、

880元
Driver 耐熱玻璃壺｜推薦價290元
瓜地馬拉咖啡豆｜推薦價180元

厚實杯身設計的耐熱玻璃壺，都是值得一次收藏的組

Driver 精鋼迷你磨豆機（100g）｜推薦價

合選品。圓錐形杯身、大口徑圓孔設計的HARIO V60瓷

HARIO V60白色瓷石濾杯（小）｜推薦價

SUS304優質不鏽鋼，精密流暢的壺嘴角度設計創造絕佳
的斷水性；同來自Driver，具獨特的原木紋理、輕巧且

石濾杯，隨著熱水注入的緩急輕重，咖啡味道的清淡

Driver CUG手沖壺｜推薦價

（商品順序為上圖由左至右）

濃郁也相應變化，是貼近人性的生活道具。

咖啡器具滿千送百

上島珈琲手沖教室

5.06 Wed.-5.10 Sun.

課程日期｜4.24 Fri. 19:00-20:00

於板橋店4F上島珈琲店當日單筆消費指定咖啡器具

課程地點｜板橋店4F 上島珈琲店

商品滿

報名日期｜即日起∼4/21（二）

1,000元，送100元抵用券乙張。

●活動消費累計限指定「咖啡器具」商品，不含餐點、飲品、咖啡豆商品。
●抵用券採累贈制，單筆消費指定咖啡器具商品滿2,000元贈100元抵用券2張
，以此類推……。●抵用券兌換請至板橋店5F顧客服務中心辦理，兌換時請
出示當日於4F-上島珈琲店消費之發票，逾期發票、二聯或三聯式之轉開發票
恕不接受兌換。●抵用券限於4F-上島珈琲店下一筆消費使用，使用期間為
5.11 Mon.- 6.03 Wed. 止，使用規範詳見券面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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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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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費用｜300元／人，限額 6名
●報名方式採現場報名及繳費，詳細內容請親
洽上島珈琲店專櫃或電洽（02）2954-3323。●報名
繳費後不得申請退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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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元
730元

Select
expo

選擇所愛，照亮日常。
expo誠品生活文創平台嚴選知名美妝品牌、設計商品與小食，於板橋店1F打造
以居家生活為想像的選品空間。文創即生活，從中探尋靈感，細緻品味愛上日
子的滿足，如此刻春光美好。

阿原
東方青草 養生配方

以台灣青草為主題，融合東
方養生思維、愛惜人身與善

艾草皂

待環境理念，從製作手工肥

推薦價

330元

皂為起點，後續結合生物科
技，將青草精華配合高級精
油，開發成身體、臉部、口
腔、寵物、家事……等清潔
與保養用品。

艾草生命力堅強，並具有特殊香氣，入皂可
以清潔肌膚、淨化氣味，幫助維持肌膚健康
，提升肌膚在不潔環境中的保護能力，適用
於全身清潔。

茶籽堂
推動農藝 看見台灣

致力於發展臺灣苦茶油文化

馬栗樹水潤洗手露

，近年來更專注於研發以苦

420元

推薦價

茶油為基礎的天然髮沐、身
體保養用品，堅守「如果台
灣土地就有，我們就往土裡
找」的初衷，從產品主要成
份至視覺包裝，都希望對台
灣有更美好的意義。

以苦茶苷的去油潔淨特性，輔以苦茶油，小
麥胚芽油富含維他命E，具滋潤效果，添加岩
蘭草精油、甜橙精油、薰衣草精油使身心放
鬆安撫。

23.5°N

植物取材 天然保養

秉持「肌膚不需要的，我們

米粹舒緩洗卸組

就不添加了」的品牌裡念，

推薦價

從營養食物的角度取材，將
餐桌上的蔬果花穀變成肌膚

1,200元
88折

米粹系列單件

●

需要的養份，極致發揮在地
農植原有效用，捨去不必要

取材自雲林斗六自然農法的米粹系列，富含

的添加物，專研貼近真實的

維生素B1、B2有效提升肌膚明亮度、舒緩泛

天然保養。

紅肌膚，神經醯胺穩定膚況，保水明亮。

限時滿千送百
4.01Wed.-4.05 Sun. ／ 5.06 Wed.-510 Sun.

1,000元，送100元抵用券乙張。

於板橋店1F-expo當日單筆消費滿

●抵用券採累贈制，單筆消費滿2,000元贈100元抵用券2張，以此類推……。●抵用券兌換請至板
橋店5F顧客服務中心辦理，兌換時請出示當日於1F-expo消費之發票，逾期發票、二聯或三聯式之
轉開發票恕不接受兌換。●抵用券限於板橋店1F-expo下一筆消費使用，「4.01Wed.-4.05 Sun.贈送
之抵用券」使用期間為4.01Wed.- 5.05 Tue.止，「5.06 Wed.-5.10 Sun.贈送之抵用券」使用期間為5.06
Wed.- 6.03 Wed.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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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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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宇宙
母女同心 美味傳遞

甜宇宙

從「只想給家人最好的」初

3入環保小禮盒
（任選口味）

衷，開始了「分享給大家最

推薦價

好的」品牌歷程，不只餅乾

430元

食材純天然、製作純手工，
更吃得到食物的新鮮原味；
從只有小烤箱與打蛋器到現
在的工作室，媽媽與妹妹透
過做餅乾分享幸福感。

焦糖小蘋果、桂花小烏龍、小菠菜……，甜
宇宙出產的手工餅乾各有著可愛的命名，香
脆的口感、繽紛的顏色，是春日討喜的隨身
甜點。

好日子agoodday
美好設計 減塑生活

Pockeat大食物袋－

「用設計的力量，讓減塑變

黑啤有樹嗎

得更簡單。」人人都懂環保

690元

推薦價

的重要，卻不知道如何落實
，好日子設計食物袋、餐具
套、飲料提袋等多款能減少
一次性塑膠垃圾的生活用品

Pockeat是「pocket+eat」的組合，它是一款最
大可裝3公升容量，捲動縮小裝一份蛋餅、

，把減塑的理念提升為一種

蘿蔔糕也剛剛好，且能收納進口袋裡面的實

生活風格。

用食物袋。

海邊走走
台灣好味 輕鬆隨拾

台灣第一蛋捲伴手禮品牌，
命名來自希望傳達出輕鬆自

花生愛餡蛋捲
（16入）
推薦價

在來台灣淡水踏青、品嚐美

480元

食，度過美好的一天。首創
爆漿的花生餡口味手工蛋捲
，深受台灣及亞洲各國消費

全台首創包天然花生餡的蛋捲，餅皮無添加
水及牛奶稀釋，使用洗選蛋與純紐西蘭安佳

者喜歡，是來台旅遊必買伴

奶油調製而成，金黃酥脆的餅皮包覆北港新

手禮。

鮮研磨花生，香濃無法擋。

誠品生活板橋店1F

誠品生活板橋店1F

春天有約 夢幻春日良品

幸聞園 XWY SIBLINGS｜2F

VIIART｜3F

自己印紙膠帶｜4F

法國 Méduse 撞色霧面短靴

琳瑯。復古風天然石古金耳環

790元｜原價890元

JUMPY 款（焦糖／卡其）

特價

推薦價

全館滿2,000元折200元

●

花草燙金紙膠帶

（小清新／再見暖陽／金鑲草）

2,399元

推薦價

165／170／150元

Zoom in｜3F

Morita Miw x 楠橋紋織手帕巾
（動物系／樹與房子）
特價

300／400元

原價390元／490元

SISJEANS｜2F

SWEAR｜3F

卡其色百搭七分袖襯衫

撩波系列成套內衣

特價

推薦價

1,590元｜原價1,790元

2,160元

Zoom in｜3F

Play with sent ! 天然精油蠟燭

360元原價｜420元

特價

JACAL'S｜3F

RHS 向日葵與琥珀蠟燭

1,350元

推薦價

佛手柑（前調）／向日葵（中調）

●

琥珀（後調），可燃燒60小時

首席國際香水｜3F

Tory Burch

D.MAISIE BEAUTY｜1F

Nacific植萃修護組
（化妝水150ml＋精華液50ml

同名女性淡香精50mL

＋乳液50ml）

特價

特價

1,980元｜原價3,450元

990元｜原價2,370元

1

Poly Lulu｜3F

2

韓妞必備編織紋漁夫帽

R.N.A真皮側背袋

推薦價

特價

290元

1

Zoom in｜3F

1,780元

原價2,080元

3

5

7

CACO｜2F

4

米色率性短版外套

豹紋綁帶後鬆緊傘擺寬褲

推薦價

推薦價

890元

Poly Lulu｜3F

6

5

810元

6

CACO｜2F

圓領荷葉設計長袖上衣

電繡小熊維尼T

推薦價

推薦價

610元

3

Poly Lulu｜3F

490元

CACO｜2F

Boyfriend連身褲
推薦價

8

890元

COWA｜3F

焦糖棕手提包

2

4,700元

特價

原價5,280元
定價13,000元 (含以上)

●

商品享8折

9

8

vensers｜2F

藕色牛皮長夾

1,160元

特價

9

7

4

原價1,680元

10

10

Roots｜2F

粉色經典棒球帽

1,062元

特價

原價1,180元

11

expo｜1F

花見小路
朱麗朵花布鞋
推薦價

1,480元

11

交心食光
女子的約會日常
2

4

1

3

6

5

1

佃蒔光｜1F

2

綜合古典豆花
推薦價

綠蓋茶館｜2F

3

綠蓋茶

65元（第二碗半價）

推薦價

米哥烘焙坊｜1F

紅粉公主蛋糕（6吋）

85元

推薦價

650元

配料：紅豆、綠豆、白玉珍珠

●

4

米哥烘焙坊｜1F

風督抹茶紅豆吐司
推薦價

65元

Zoom in｜3F

動植物插圖風格方形瓷盤

200元｜原價290元

特價

5

expo—食磚器具販賣所｜1F

88折（組合除外）
推薦價280-880元
全品項任兩件

打鐵仔 Patya｜2F

6

expo—甜宇宙｜1F

小甜心／焦糖小蘋果（單包）
推薦價

130元

Zoom in｜3F

裝逼文青之設計餐具組（三色）

Miyama japan 動物插圖瓷杯

推薦價

特價

799元

500元｜原價600元

心花盛開 母親節送禮方案
給麗質的她

倍優｜1F

NU+derma｜1F

berji｜1F

Q10膠原緊顏彈潤面膜30ml×10片

密集修護眼部精華液50ml＋

特價

明亮舒壓眼部精華筆10ml＋

胎盤煥采素30ml

膠原蛋白保濕眼膜50入／盒

特價

特價

●

Micia｜4F

Kosuiya｜1F

大手牽小手 楓木印章套組（6顆）

OHANA MAHAALO

愛幸福｜1F

特價

居家恬謐擴香瓶＋居家恬謐香氛蠟燭

特價

各任選1款

幸福兔與他的好朋友材料包（可做10件）

特價

特價

600元｜原價2,500元

4,800元｜原價9,980元

超潤水漾白皙微晶乳120ml＋

1,380元｜原價1,650元

限30組，活動至5/10止

給少女的她

990元｜原價2,100元

2,200元｜原價2,400元

幸福兔系列羊毛氈

799元｜原價1,290元

給時尚的她

PORTER｜1F

A-mour｜1F

SUNDAY系列變形蟲圖紋斜背包

普羅旺斯手工饅頭鞋

特價

特價

2,400元｜原價3,450元

1,890元｜原價3,980元

999元｜原價2,990元

聖翔｜1F

晨曦露珠珍珠耳環項鍊組

3,980元｜原價6,800元

特價

給務實的她

NIKON｜2F

Benny Shop｜3F

Future Lab.｜2F

Nikon D780 機身

美腿手提肩背兩用包

8D 極手感按摩墊

推薦價

特價

推薦價

70,900元

1,388元｜原價1,550元

1,699元

打鐵仔Patya｜2F

穿衣好朋友
推薦價

4,980元

給懂吃的她

SUKI-YA｜3F

FB打卡按讚享四人同行，媽咪免費之優惠

彌敦道｜5F

四人套餐｜推薦價

1,788元

此優惠需提前訂位

●

享免費餐點優惠者，另酌收成人原價10%服務費

黑金流沙包×2、雙拼雞鴨、明火極品靚湯×4、80元飲料×4

預約電話：02-2954-3808

●

●
●
●

內含：芝士鮮蝦伊麵、揚州炒飯、豆鼓小魚炒A菜、
預約電話：02-2955-5705

極野宴｜5F

寵女祭–
即日起∼5/29，女性成人消費「奢華餐」即享
單筆消費滿

88折優惠！

2,000元加贈「泰國大頭蝦」兌換券乙張

（價值198元，限下次消費使用，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本活動優惠僅限平日週一至週五適用，需前一日預約訂位，

●

5/1~5/3 勞動節連假不適用；僅折扣優惠「女性成人」消費
「奢華餐」費用，10%服務費不折扣；僅限8人（含）以下使用，
敬老及孩童已屬優惠價，恕不再享有其他優惠折扣。
預約電話：02-2961-6568

●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銀兔湯咖哩餐酒館｜B1F

甲文青 Jia Wen Cing｜1F

●4/1-4/30消費滿500元現折
100元、滿1,000元現折200元
（以此類推）。

●4/1-4/30消費滿150元，即
贈雷蒙陶瓷杯墊乙個（價值
109元）。

堅持每日現做，以大量新
鮮蔬菜熬製湯底，供應多
種道地日式風味的小點、
串燒及飲品，吃得健康，
同時體驗日本咖哩文化。

來自台中逢甲夜市，由一
群「台灣在地文青」共同
創辦的台灣傳統手搖飲品
，使用在地台灣好茶，主
打新鮮水果茶飲。

HUE詼｜1F

SISJEANS｜2F

專注於品牌風格的花藝設
計，追求獨特風格與商業
價值並存的作品，把設計
帶進生活裡。

保留牛仔服裝陳舊的工藝特
質，休閒風格的丹寧布料運
用於多變的時裝款式，兼
容時下流行元素。

●誠品人會員享9折。

●單筆滿4,000元贈手拿鏡，
滿 10,000贈 牛 仔 束 口 袋 ；
4/1-4/5 單件9折 兩件85折。

幸聞園 XWY SIBLINGS｜2F

源於對家中新生命的愛，
信守「有機、環保、友善」
三大原則，嚴選國際認證
歐洲優質商品。
●單筆消費滿888元 贈收納
袋、滿1,688元贈品牌抱枕
；持「新北市身分證」享
全品項88折。

Zoom in｜3F
「以特別的單品襯托自我
品味」為品牌精神，實踐
對織品質感與設計的堅持
，自創並引進服裝、家飾
與生活選物。
●當日單筆消費滿3,000元
現抵300元、滿6,000元現抵
600元。

nitt｜2F
nitt代表一種自然而然輕鬆
生活的態度，從飾品到美
甲，由小地方的美來點綴
女孩每一個生命中不同的
時刻。
●4/1-4/30全品項第二件半
價，消費滿999元再贈韓國
霧面髮夾組（送完為止）。
愛幸福羊毛氈手作館｜4F

「Love Happiness 愛幸福」是
專為羊毛氈手作課程設計
的專櫃，各種可愛的羊毛
氈療癒小物極度紓壓，觸
摸到的手作溫度好溫柔。
●幸福兔羊毛氈手作課程
優惠價1,499元（原價3,290
元）。

誠品生活板橋店1F

eslite spectrum, your spectrum.
郵寄名條

誠品生活 創造你的光譜生活！

黏貼處

誠品生活板橋店 eslite spectrum ban qiao store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46號│捷運板南線 府中站2號出口

No.46, Sec. 1, Zhongshan Rd., Banq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R.O.C)
MRT: Exit 2, Fuzhong Station, Nangang-Banqiao - Tucheng Line
TEL : 02-2959-8899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週日～週四 Sun. - Thu.

11:00am - 10:00pm

週五～週六 Fri. - Sat.

11:00am - 10:30pm

●

捷運板橋站
MRT Banqiao Station

板橋公車站

捷運府中站 MRT Fuzhong Station

Banqiao Bus Station

縣民大道 Xianmin Blvd.

4F誠品書店、上島珈琲店於10:00am 開始營業
中山路一段 Sec. 1, Zhongshan Rd.

新府路

Rd.

Xinfu Rd.

Mingqua
n

5.31 Sun.

5

累計任 枚章，即贈

茶籽堂 馬栗樹水潤洗手露 乙份

（價值420元）

9

累計滿 枚章，即贈

上島珈琲店 濾掛咖啡禮盒 乙份

（價值700元）
活動詳情

幸福春提案

收藏好時光

日常集章

當日於指定專櫃單筆消費滿指定金額，即可於指定欄位集1枚章。

集章&贈品兌換地點｜5F顧客服務中心

eslite spectrum
ban qiao store

民權路

3.05 Thu.

誠品生活板橋店

Minzu Rd.

meet.eslite.com/tw/tc

Chongqing Rd.

誠品人 eslite APP

民族路

重慶路

迷誠品網站

4F
1F
上島珈琲店 expo
單筆180元 單筆500元

全館
單筆1,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