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ZOO

ABOUT

ART-ZOO的創作者Jackson Tan是一位新加坡人藝術家、設計
師，也是策展人。Jackson 是新加坡BLACK 設計公司的創意總

監，受到童年至動物園參觀並素描動物的兒時回憶啟發，因此與

他的團隊創造並設計了「ART-ZOO藝術動物園」。

經歷了上半年充滿緊張情緒的氛圍後，2021年也悄悄的來到尾聲，
今年我們邀請新加坡創作者Jackson將「ART-ZOO藝術動物園」
搬進誠品生活了，在可愛動植物角色們的帶領下，一個充滿豐富色
彩又繽紛的誠品生活禮物節 「THE GIFT OF JOY」即將展開！

Q 有哪些動物是ART-ZOO的核心角色，或最具代表性呢？

Bruno Bear ， 他 充 滿 著 想 像 力 與 好 奇 心 。 總 是 隨 身 攜 帶 一 支 Magic
marker，可以把腦海裡所想的畫面，畫為現實。他常常用著他的超能力，
幫助ART-ZOO裡遇到困難的動物們。
Billie Bee是Bruno Bear的小夥伴，她小歸小，可是有著絕佳的方向感!和
Bruno踏上一次次追尋彩虹的旅程、並探索ART-ZOO WORLD裡各種的神
秘境地，認識並幫助每位動物朋友。

Q

創作這些動物角色過程中，遇過最艱鉅的挑戰？是否有瓶頸？
如何克服？

從設計、藝術創作工作室踏入授權領域，過程中的每一步對團隊來說都是嶄
新、未知的體驗與考驗，驚喜與瓶頸不斷交織，尤其要將平面的角色設計，
化成立體的巨型氣墊，兼具藝術觀賞價值及安全有趣的玩樂體驗，是相當考
驗團隊成員的想像力及設計能力的!
每當面臨挑戰及瓶頸時，我們會暫時停下腳步，看本書、聽點音樂或看部電
影，以轉換心情。

Q

在創作了這些動物角色後，是否也有從這些角色中得到什麼樣
的啟發？

在創作整個 ART-ZOO 動物夥伴的過程中，我們也思索著 ART-ZOO 的模
樣，以及我們的社會責任，我們希望ART-ZOO 能喚醒每個人心裡的小孩，
那個充滿想像力、好奇心及單純的小孩。我們也深信每個人都俱有 Super
Power，而真正的Super Power是創造力和同理心的結合。

Q ART-ZOO是否有夢想中的跨界聯名對象？(品牌/角色)

1.我們一直以來最希望能和不同領域的工匠合作，結合ART-ZOO的角色及
傳統的工藝 (Craftmanship)，復興、延續這些珍貴的傳統技藝。因為我們

相信，在越來越數位化的時代，唯有身體力行及手作的工藝更能傳遞溫暖。
2.LEGO，因為LEGO陪伴我成長，而且它將每個人的想像無限的延伸。
「ART-ZOO 藝術動物園-氣墊樂園」是全世界最大結合動物及藝術的主題樂園，目前
已至9座城市巡迴並吸引超過49萬人次造訪。

Q 「THE GIFT OF JOY」 對您來說的意義是什麼？

自去年起即遭遇疫情，整個社會瀰漫著不安的情緒，而今年疫情似乎愈趨嚴
峻，我們希望在這動盪的時刻，大家能更加珍惜我們所擁有的，THE GIFT
OF JOY就是把握在歲末迎新之時，向心愛的家人、朋友送上祝福及感謝的
最佳時刻。

Q

Q ART-ZOO未來是否有什麼新作品或計劃？(新角色/展覽/商品)

團隊致力於打造更新的體驗，所以並未侷限自己的發展。
新角色、展覽及商品都在計劃之中，我們可能會推出動畫、電影、遊樂
活動、表演、音樂、 workshop 等等，邀請大家一探有趣的 ART-ZOO
WORLD。

請問您與團隊是因為什麼契機想將動物結合英文字母，進而創
作出ART-ZOO藝術動物園？

緣起2017 iLight Marina Bay藝術節受邀進行藝術創作，憶起童年和表兄
妹們在外婆家動物造型的國宅遊樂場遊玩的美好回憶，及小時候觀看芝蔴街
學習英文的經驗，因自己的母語其實是福建話，所以芝蔴街對我而且是極富
有啟發性及教育性的節目，也默默期許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打造出 21 世紀
的芝蔴街。
所以在受邀的當下，便將那個埋藏在腦海深處的點子挖了出來，並將這些在
腦袋裡架構許久的點子化為現實，成就了現在的ART-ZOO。

ART-ZOO 奇幻彩虹帆布袋及 ART-ZOO
Minis五個角色：企鵝、蜜蜂、瓢蟲、北
極熊 及仙人掌。

和日本MIZUIRO 聯名製作的醜醜蔬果蠟
筆，一套十色。及ART-ZOO精裝版ABC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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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Fri. - 2022.1.03 Mon.
會員消費滿額抽 - 體驗在地生態饗宴

活動詳情

全民瘋露營

乙
滿2,000即可
獲得抽獎機會次有機會抽中：

當日單店
單筆消費

南投｜緣 溪 行｜一泊一食 懶人露營
基隆｜拉波波村｜一泊三食 輕奢露營
新竹｜愛上喜翁｜一泊四食 豪華露營

（價值 2,180元 組，共10名）
（價值 8,000元 組，共5名）
（價值 8,800元 組，共5名）

南投｜緣溪行

基隆｜拉波波村

新竹｜愛上喜翁

●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當日單筆消費滿2,000元可參加乙次，滿4,000元兩次，依此類推，若不符合活動資格，或該筆消費辦理退換貨。則中獎無效；消費紀錄以誠品會員卡系統紀錄為準，得獎者於公告當日需仍為有效卡方具領獎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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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將於2022.1.14 Fri.公佈於迷誠品最新消息，並由專人電話通知中獎與領獎，領獎時須持與中獎人相同姓名之身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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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4 Fri.-2022.2.1 Tue.辦理領獎，未於期限內於誠品指定店別報到，視同放棄兌獎資格。●獎項
為 KLOOK 優惠折扣碼，領獎後須於該獎項的 KLOOK 頁面預訂，並於結帳前輸入優惠碼可折抵該獎項全額消費。三項獎項優惠碼可於週一至週四全額使用，週五至週日無法使用，獎項兌換與詳細兌換後使用方式請參閱迷誠品網站說明。●活動屬機會中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見全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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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Fri. - 2022.1.03 Mon. THE GIFT OF JOY 會員來店禮
即可
全館當日累計
消費滿500兌換ART-ZOO 口罩3入。
（三色乙組，恕不挑款）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組，全台數量有限，送完為止。●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音樂館、誠品兒童館、誠品滋味市集、綠蓋茶館、全家便利商店、謙碩服裝修改室、全館臨時櫃、特賣會及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西門店│2F-丸亀製麵。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4F-限定

店；5F-吃吧。板橋店｜B1-大創DAISO；1F-Studio A、SAMSUNG、米哥烘焙坊；2F-打鐵仔；4F-上島珈琲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上島珈琲店、春水堂人文茶館、安永鮮物、甜野星新；2F-1010湘、有情門；3F-KIKI餐厅。。站前店｜屈臣氏Watsons、晶碩光學、松本清、

麥當勞。●排除專櫃若有異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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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之權利。

11.12 Fri. - 11.30 Tue. 點點成金 誠品點換購物金

活動詳情

乙
扣誠品點300點即可
兌換50元電子抵用券張

限量加碼！兌換
即享購物金3倍回饋！
（可累積兌換）

（西門店、武昌店、站前店各限量100份；板橋店、新板店、R79各限量50份）

【本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券面僅供示意

●限量3倍購物金回饋含原活動兌換的1倍，每位會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券使用期限至2021.12.31 Fri.止，逾期無效，詳細使用方式請見券面說明。●扣點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點數兌換以會員當日持有點數為準，兌換後恕無法取消及退回。●兌換會員相關贈禮請出
示實體會員卡、有照身份證件，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方可兌換。●本券為電子券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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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卡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直接進行折抵。●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使用本券之

抵用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停車折抵及其它活動之累計消費金額。●本券請自行保管，恕不退換、找零、不另開立統一發票。●本券限發出店別店使用，惟不適用於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知味市集、誠品音樂館、誠品兒童館、綠蓋茶館、全家便利商店、謙碩服裝修改室、STARBUCKS

COFFEE、全館臨時櫃、特賣會及以下專櫃：西門店│B1-MUJI無印良品；2F-丸亀製麵。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甜吧；4F-限定店；5F-吃吧。板橋店｜1F-Studio A、SAMSUNG；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上島珈琲店、春水堂人文茶館、安永鮮物、甜野新星、unsnnoi；2F-

1010湘、有情門、Dirty Little Riders；3F-KIKI餐厅。。站前店｜麥當勞、松本清、晶碩光學、SUKIYA、屈臣氏 Watsons。R79｜廣場市集。●排除專櫃若有異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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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地點｜西門店1F 武昌店4F 板橋店5F 新板店1F顧客服務中心；站前店 生活中廣場服務台；R79店 書店服務台

11.12 Fri. - 12.31 Fri. 誠品人APP 專屬點數兌換

活動詳情

誠品人APP點數兌換專區
憑誠品點指定點數 即可
兌換誠品線上購物金及
多樣APP限定好禮：

阿原手工皂禮盒、個人手沖壺、香氛蠟燭暖燈、各式餐券、耶誕派對美食、小物、線上課程…等您來兌換。

11.12 Fri. -11.30 Tue. 限時兌換
憑誠品點600點即可
兌換誠品線上購物金100元

（限量5,000份）

●此活動需先下載登入誠品人APP方能參與點數兌換。●扣點限同一位會員，點數兌換以會員當日持有點數為準，兌換後恕無法取消及退回。●E-coupon為電子券型式，兌換後將於10個工作天內匯入會員帳號，可於誠品人APP查看抵用券明細，該抵

用券僅限於誠品線上消費抵用；本券為無償發行之電子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抵用金額亦不開立統一發票。●詳細兌換與領取方式請見兌換專區頁面說明，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12.01 Wed. - 12.31 Fri. THE GIFT OF JOY 新年倒數月曆

活動詳情

誠品人APP遊戲任務專區
乙
新年倒數月曆活動抽獎，每人
每日可享免扣點抽獎機會次，有機會抽中
乙
31項當日心好禮，第二次起每次憑誠品點10點 即可
參加刮刮樂次
（不限參與次數）

每日上午11:00於APP【遊戲任務】專區公布「當日心好禮」，日日獎不同、日日傳心
意，敬請鎖定誠品人APP。

●本活動刮刮樂僅限台灣誠品會員使用，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中獎獎品領獎方式，請依照活動專區【領取方式】說明，自選定門市服務台依APP兌領流程完成獎項領取，不提供運送服務。●中獎後請立即

選定領取門市，選定後亦無法更改，選取前請務必確認。●中獎者未於活動期間選擇領取門市者、獎項逾期領取者，皆視同放棄得獎資格與獎項，亦不補償。●本活動屬機會中獎，不保證中獎，參加前請確認參
與意願，參加活動後抵扣之點數無法返還。●本活動於2022.01.10(一)公告於迷誠品網站【得獎公告】●本活動屬機會中獎，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市值超過新台幣1,000元以上者，得獎物品之價值將併入

得獎者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主辦單位將依稅法規定於年度結束後開立扣繳憑單予得獎者。得獎者若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183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不論中獎獎項價值多
寡，均須先就中獎所得扣繳20％機會中獎稅金，並出示繳款收據與身分證/護照影本，始可領獎，且主辦單位須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予得獎者。●所有獎項商品使用方式及維修保固提供，請以該商品出產之企業品

牌提供之維修保固與售後服務規定為主，誠品概不負責承擔領取後後續產品維修保固服務。●本活動由誠品主辦，參加本活動即表示同意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得於辦理本活動之需要範圍內，依個人資料保護相

關法規蒐集、處理、利用其個人資料。年度扣繳憑單將由誠品開立寄發。●本遊戲由誠品舉辦，Apple沒有贊助本活動且未以任何形式參與活動，誠品保留活動更改與異動之權利，完整活動詳情及異動公告請依

本APP刮刮樂活動說明為準。

©ART-ZOO PT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11.12 Fri - 12.31 Fri. 五倍券大錦囊 – 三店用振興超值加碼
五倍券大錦囊 – 三店一起用振興超值加碼

即
乙
板橋店｜單筆
消費滿1,000贈上島珈琲飲料兌換券張

即
乙
新板店｜累計
消費滿3,000贈1010湘500元抵用券張
（限量100張）

即
乙
站前店｜累計
消費滿1,000贈這一小鍋美味肉品招待兌換券張
（限量100張，效期至2021.12.31止）

（限量100張，價值180元）

活動注意事項：●每卡每日每店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兌換贈品時，以活動店別當日發票額累計，若使用數位振興券，請出示數位標章。●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2F-謙

碩服裝修改室。站前店｜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全家便利商店、麥當勞、晶碩光學、屈臣氏 Watsons、松本清及特賣會。●詳細規範依券面說明為主，限發出店別使用。●本活動恕不與「站前店｜餐飲指定專櫃、會員滿千送百」、「板橋店｜板橋會員心意滿額禮、雙板跨店耶誕禮」重複兌換。●
本活動限使用振興五倍券，方可兌換。

板橋店｜新板店
Ban Qaio Store

Xin Ban Store

板橋店／新板店營業時間
Ban Qaio／Xin Ban Store Opening Hours
週一至週日 Mon.~Sun.11:00am~10:00pm
新板店1F上島珈琲店於8:00am開始營業

©ART-ZOO PT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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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地點｜板橋店5F 新板店1F顧客服務中心

11.12 Fri. - 2022. 1.03 Mon. 雙板跨店耶誕禮

金卡 黑卡
累計
消費滿
麗克特氣炸鍋

跨店
累計
即可
消費滿
兌換
馴鹿木製拼圖

56,000

500

即可
兌換

乙台（限量20台，價值4,990元）

乙份（限量30份）

●本活動限板橋店+新板店當日兩店消費發票額累計。●每卡 每日限兌換乙台，僅能擇一店別兌換，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

●本活動限板橋店＋新板店當日兩店消費發票額累計。●每卡

每日限兌換乙份，僅能擇一店別兌換，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

額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B1-大創DAISO；1F-米哥烘焙坊；2F-綠蓋茶館；4F-上島珈琲店、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6F-樂為生活；7-9F-

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B1-大創DAISO；1F-Studio A、SAMSUNG、米哥烘焙坊；2F-打鐵仔、綠蓋茶館；4F-上島珈琲店、誠品書

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

1010湘、有情門、謙碩服裝修改室 ；3F-KIKI餐厅、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

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春水堂人文茶館、安永鮮物、上島珈琲店、甜野新星；2F-1010湘、謙碩服裝修改室；3F-KIKI餐厅、誠品

店、誠品風格文具館；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上島珈琲店、春水堂人文茶館、安永鮮物、甜野新星；2F-

11.12 Fri. - 2022. 1.03 Mon. 新板店 會員喜悅滿額禮
金卡 黑卡 跨櫃
累計
即可
消費滿
兌換
曌堂草本舒活
手工皂禮盒

20,000

乙份（限量10份，價值2,000元）

指定專櫃
累計
消費滿

8,000

即可
兌換

de Balets小巴黎

輕奢感流金香氛蠟燭

即可
滿
兌換
他和她的馬克杯
累計
消費

3,800

乙個（限量15個，價值380元）

乙個（限量17個，價值980元）

●本活動限新板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活動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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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春水堂人文茶館、

安永鮮物、上島珈琲店、甜野新星；2F-謙碩服裝修改室、1010湘；3F-KIKI餐厅 、誠品書
店、誠品風格文具館。

●本活動限新板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活動指定專櫃：新板店｜1F-GLADE、Buddha Rocks、HERLS、橙沐CHENMood、

MO-BO、unsnnoi；2F-曌堂、Footer、絲若雪、CHIN CHIN Perfume、PINTOO、Idun Apple；3F-ITS jewelry、樂澄 Love Child、燃石小舖。

©ART-ZOO PT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板橋店5F顧客服務中心

11.12 Fri. - 2022. 1.03 Mon. 板橋店 會員心意滿額禮
金卡 黑卡
累計
消費滿

12,000

即可
兌換

SISJEANS品牌萬用毯
乙份（限量15份，價值1,290元）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全館（不含餐飲）＋指定餐飲專櫃
累計
即可
消費滿
兌換
Pockeat食物袋3000ml

3,600

乙份（限量30份，價值640元）

●本活動限板橋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
●本活動僅能於板橋店兌換。●活動期間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

為止。●指定餐飲專櫃如下： B1F- 光司

PLUS、築間幸福鍋物；1F-米哥烘焙坊、

佃蒔光；2F-綠蓋茶館；4F-上島珈琲店；

5F- 薄多義、極野宴、彌敦道茶餐廳●以

●本活動限板橋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本活動僅能於板橋店兌換。●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

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 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6F-樂為生

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

活；7-9F晶宴會館。

指定服配專櫃
累計
即可
消費滿
兌換

全館
累計
即可
消費滿
兌換
雷諾瓦卡片拼圖

6,000

ULRIC DE VARENS
巴黎香氛 30ml

2,500

乙份（限量40份，價值209元）

乙份（限量30份）

●本活動限板橋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本活動僅能於板橋店兌換。●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活
動指定專櫃如下：｜1F-expo、SOLOMAX、BIAUTE錶特、聖翔；2F-CACO、nitt、SISJEANS、ROOTS、vensers、Pinganita；

3F-Benny shop、COWA、GAUDI、Poly Lulu、Swear。

●本活動限板橋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本活動僅能於板橋店兌換。●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恕不
圖片僅供示意參考
列入累計：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板橋店5F 新板店1F顧客服務中心

11.12 Fri. - 2022. 1.03 Mon. 邀請你一起 JOY in eslite

即可
滿
參加APP抽獎遊戲
乙次，有機會抽中
BALMUDA 蒸氣烤麵包機

1,200

單筆
消費

乙台（限量1台，價值6.490元）

●本活動需含板橋店

新板店消費發票，並需至誠品人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遊戲。●活動期間，每人每日每店單筆消費發票享乙次刮刮樂

機會。●活動刮刮樂僅限台灣誠品會員使用，海外會員帳號恕不使用。●本活動屬機率模式，無保證中獎設定。●誠品保留活動內容變更、修改
及最後解釋之權利；完整活動詳情與異動公告請依誠品人APP活動頁面公告為準。●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6F-樂為生活；7F-

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安永鮮物；2F-謙碩服裝修改室。

下載APP＋註冊會員
並出示當日不限金額發票，
Instagram相片列印券
乙份

●本活動需含板橋店

新板店消費發票消費發票。●每卡每日限兌換乙

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需先註冊會員後再消費，依首次消費日期

店別為主。●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 6F- 樂為生活； 7F-

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2F-謙碩服裝修改室。●本活
動可與全館活動重複兌換

12.03 Fri. - 12.26 Sun. 新板店限定過耶誕

誠品會員於新板店指定地點拍照打卡，並於當日
單筆
即可
消費滿
兌換橙沐CHENMood耶誕松果吊飾

888

乙顆（限量100顆，價值299元）

●本活動限新板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1F-安永鮮物、全家便利商店、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甜野新星；2F-謙
碩服裝修改室、1010湘；3F-KIKI餐厅 、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

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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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門檻滿額贈：每卡

橋店│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2F-謙碩服裝修改室。●兌換贈禮時，需出示實體會員卡

誠品生活當店當日消費發票兌換，消費金額不含商品禮券、贈品禮券、電子商品

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

贈品禮券、會員點數折抵、二聯或三聯式之轉開發票、禮券購買憑證、停車費、未開立誠品生活發票之品牌及店內公告之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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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張消費發票限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加價購僅接受現金

誠品禮券結帳，恕無法接受其它結帳方式，恕不參加全館贈品、贈券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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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店顧客服務中心

辦白卡

金卡

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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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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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不跨會員累計。●發票金額限

贈品處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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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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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留修改及取消活動之權利。詳細活動內容，請見迷誠品網站。

Ban Qiao

板橋│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SOLOMAX｜板橋店1F

SOLOMAX 快 時 尚 眼 鏡 為 台 灣 寶 島
眼鏡集團於 2017 年成立的快時尚眼
鏡通路品牌。品牌結合「 Solo 」與
「 Maximum 」的意義，希望透過眼
鏡的時尚穿搭，讓所有人都能盡情
表現自我，希望營造出愉悅的、年輕
的，捉住時尚脈動的品牌風格。

UDV｜板橋店1F

來自於法國巴黎吸引著所有時尚、新
穎元素的香榭大道旁，以最優質的香
水品質與實惠價格為經營理念，找到
屬於自己的香氛氣息。
●12月盛大開幕，敬請期待。

專屬
服務

僅供黑卡會員入場，每人可攜伴乙人

中文圖書推薦書牆自由借閱

內用餐飲優惠享85折優惠

內用免費飲品APP招待券╳每月10張

黑卡空間專屬特惠商品組

TOMIOKA北海道無添加原創洗衣粉組（罐裝+袋裝） 伊織毛巾組（長巾+手帕巾）
特價$1,050│原價$1,280
特價$800│原價$1,000

PANTONE To Go Cup
兩件特價79折
APP立即下載

● eslite premium飲品APP招待券：即日-2022.12.31，黑卡升等次月起，每月5號前匯入會員帳戶。如欲兌換，請於結帳時，主動出示誠品人APP券，由服務人員完成核銷，始能抵用 ●
飲品APP招待券僅限內用，恕不提供外帶服務，酒類飲品、手沖咖啡恕不適用；詳細使用規範，請以誠品人APP券面說明為準；未出示APP招待券，恕無法提供兌換。（路徑｜誠品人
APP→我的電子券→兌換券）● 誠品保有修改誠品會員各項權益之權利，空間服務詳情及其它未盡事宜，請以迷誠品或現場公告為準。

誠品生活新板店｜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66號3樓 02-6637-5366 ext.312
誠品生活板橋店 1F

Xin Ban

新板│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ITS jewelry｜新板店3F

ITS 以極美天然寶石珍珠手作百搭、簡
約、細緻的飾品，提供點綴日常生活的
平價高質感飾品。

曌堂｜新板店2F

創辦人心疼親友冬季癢、工作曬傷、
皮膚炎把中藥材和花草揉進手工皂，
多用途像日月照亮萬物大地般的照
亮和呵護到使用者的每一寸肌膚。
●三塊一組 多一塊任選口味讓你一次
帶四組回家-事事如意。

安永鮮物｜新板店1F

安永鮮物是為現代生活創造的體驗式
健康超市，秉持「您的健康、安永照
顧」的品牌理念，從產地到餐桌嚴格
把關。除了自日本引進細胞活存技術
（ Cells Alive System ）維持水產
品的營養與鮮度，近期更開發一系列
的機能性食品、藥膳、魚鬆、覆熱即
食調理包等，滿足現代人對安心、鮮
美、便利的消費需求。
●12月盛大開幕，敬請期待。

板橋 · 新板

│Ban Qiao · Xin Ban│

vensers｜板橋店2F
小牛皮紅棕長夾
特價

1,180｜原價1,680

Poly Lulu｜板橋店3F
質感仿皮多色雲朵包
推薦價

690

GLADE.｜新板店1F
Essentials 短版大學T（藕紫）
特價1,010│原價1,280

PINK｜板橋店3F
GLADE.｜新板店1F
花漾雪紡洋裝
Flex 訓練長袖上衣（酒紅）
特價1,840｜原價3,680
特價1,010│原價1,280

Pinganita｜板橋店2F

秋氛短絨浪漫洋裝
特價

1,380｜原價2,980

vensers｜板橋店2F
小牛皮潮流後背包
特價

2,680｜原價3,980

GAUDI｜板橋店3F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針織衫

眼鏡貓雙板拼接絨面包

特價

1,845｜原價3,690

特價

840｜原價1,680

CACO｜板橋店2F
品牌文字帽T
推薦價

990

unsnnoi｜新板店1F

暖冬深可可格紋西裝外套

ROOTS｜板橋店2F

特價

1,510｜原價1,680

針織毛球帽
推薦價

1,580

耶誕焦點的
辣椒紅

ROOTS｜板橋店2F
針織手套
推薦價

1,680

Poly Lulu｜板橋店3F

復古點點派對尖領長袖襯衫

ROOTS｜板橋店2F

推薦價

590

格紋圍巾
推薦價

1,480

MO-BO｜新板店1F

針織毛衣背心

Chili Pepper

特價

784｜原價980

HERLS｜新板店1F

全真皮小圓頭釦環孟克鞋
酒紅色
推薦價

3,128

HERLS｜新板店1F

全真皮翼紋縫線尖頭德比鞋
推薦價

2,646

HANAKO｜新板店1F
藕粉色OVER SIZE 上衣
特價1,368│原價2,280

藕粉色寬褲
特價

1,488│原價2,480

MO-BO｜新板店1F

HANAKO｜新板店1F

特價

特價

格紋洋裝

899｜原價1,380

紅色吊帶寬褲（附袋）

990│原價1,680

SWEAR｜板橋店3F
撩波-幻彩系列

推薦價

2,052

GLADE.｜新板店1F
Aspire 涼感抗UV訓練上衣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秋冬保暖寬褲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燈芯絨燈籠罩衫
特價

1,340

｜原價2,680

（綠霧）
推薦價

1,280

unsnnoi｜新板店1F

寬條紋配色針織上衣

特價

1,840｜原價3,680

HANAKO｜新板店1F

特價

1,330｜原價1,480

異材質拼接日系洋裝
特價

1,968｜原價3,280

HERLS｜新板店1F

時髦異材質拼接小方頭低跟鞋

HERLS｜新板店1F

BIAUTE錶特｜板橋店1F

（墨綠色）

推薦價

氣質優雅花窗鏤空尖頭平底鞋

（墨綠色）
特價

1,111｜原價1,780

●11.1-11.17期間限定

de Balets 小巴黎｜新板店2F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特價

親膚睡衣三件組（晨霧綠）

特價

綠黑雙色羽絨外套鋪棉

1,840 | 原價3,680

香氛衣架＋第二代
特價

1,111｜原價1,780

格紋純羊毛圍巾

Footer｜新板店2F
Footer機能除臭襪
任選6雙1,080｜原價3,800

440 | 原價880

1,788

｜原價2,288

燦爛生動的
翡翠綠

2,800

特價

●11.1-11.17期間限定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木質腕錶

SOLOMAX｜板橋店1F
聯名款K-DESIGN KREATE系列
整副配到好 折優惠

8

COWA｜板橋店3F
森林綠提包

Emerald

特價

7,200｜原價7,980

vensers｜板橋店2F
韓潮棉麻公事包
特價

1,680｜原價2,480

SWEAR｜板橋店3F
晶采34-BRA系列
推薦價

1,380

Benny Shop｜板橋店3F
Mis Zapatos秋氛圓點裙後背包
推薦價

1,580

CACO｜板橋店2F

PINK｜板橋店3F

Pinganita｜板橋店2F

推薦價

特價

特價

奇奇蒂蒂魔鬼氈帽T

1,090

吊帶裙

1,090｜原價2,980

都會女子韓國撞色洋裝

1,680｜原價4,980

板橋 · 新板

│Ban Qiao · Xin Ban│

unsnnoi｜新板店1F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特價

特價

Ｖ領菱格排釦背心

1,330｜原價1,480

GLADE.｜新板店1F
Venture 防撥水透氣夾克（海軍藍）
特價1,722｜原價2,180

碎花秋冬襯衫

1,140｜原價 2,280

針織毛衣
特價

1,995｜原價3,990

vensers｜板橋店2F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棕藍雙色布包

聖誕組合（零錢收納夾＋短夾）

2,200｜原價3,360

1,445｜原價2,890

1,690｜原價1,880

COWA｜板橋店3F
特價

特價

特價

990

1,580

紳士襯衫

扇形簍空立體波浪毛衣

推薦價

推薦價

GAUDI｜板橋店3F

unsnnoi｜新板店1F

CACO｜板橋店2F
拚色剪接大學T
GLADE.｜新板店1F
Smooth 九分緊身褲（夜幕藍）

GAUDI｜板橋店3F

都會風後背包
特價

990｜原價1,480

特價

840｜原價1,680

BIAUTE錶特｜板橋店1F
流蘇圓筒造型包
推薦價

890

COWA｜板橋店3F
小恐龍鑰匙圈
特價

970｜原價1,080

秋冬深邃的
經典藍

SOLOMAX｜板橋店1F
聯名款K-DESIGN KREATE系列
整副配到好 折優惠

8

BIAUTE錶特｜板橋店1F

Classic Blue

木質腕錶
推薦價

2,800

HERLS｜新板店1F

全真皮雕花流蘇樂福低跟鞋 深藍

推薦價

2,682

SISJEANS ｜板橋店2F

深藍吊帶牛仔魚尾長裙
特價

2,290｜原價2,490

pinganita｜板橋店2F

SISJEANS ｜板橋店2F

特價

特價

公主系多層次蓬鬆紗裙

990｜原價1,280

口袋跳色抽繩牛仔連帽外套

2,690｜原價2,890

unsnnoi｜新板店1F

Poly Lulu｜板橋店3F

特價

推薦價

水色暈染綁帶圓領襯衫

1,330｜原價1,480

垂墜感高腰拼接長袖洋裝

890

Joy to the heart !

走進你心裡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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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ITS jewelry｜新板店3F

❷｜皇宣緣 MIRROR｜新板店1F

特價

特價

彈性寶石戒指

500｜原價790

基本款糰子寶石耳鍊
特價

790｜原價990元

石榴石 青金石 綠瑪瑙項鍊

特價

1,390

｜原價1,890

月光石 拉長石水滴項鍊
特價

1,600｜原價1,890

基本款滿滿寶石手鍊
特價

1,890｜原價2,590

簡約寶石可調式鍊戒9折
●11.01-12.31期間

霞晨翡翠蠟線手鍊

塘封銅錢蠟線手鍊

琰草翡翠蠟線手鍊

芊誕翡翠蠟線手鍊

780｜原價980

特價

780｜原價980

殷芸紫羅蘭翡翠墜飾
特價

13,800

｜原價15,800

昌藍元寶翡翠葫蘆耳環
特價

1,180｜原價1,280

蕙質蘭心翡翠耳環
特價

1,280｜原價1,380

特價

1,080｜原價1,280

特價

｜ 原價1,380

特價

｜原價9,800

1,280

羅蘭珊翡翠路路通

8,800

黛芳珍珠手鍊
特價

1,680｜原價1,680

❸｜nitt｜板橋店2F

❺｜聖翔｜板橋店1F

指定造型耳環

特價

指定心型耳環

88折
88折

❹｜Pinganita｜板橋店2F
韓國12星座項鍊
特價

399｜原價790

韓國貓咪項鍊
特價

399｜原價790

韓國聖誕髮夾組（3入）
特價

580｜原價720

簡約造型小髮夾
特價

240｜原價399

星星造型小髮夾
特價

240｜原價399

貝殼造型小髮夾
特價

240｜原價399

雪花限量耳環套組

3,900｜原價4,960

白鋼立方項鍊
特價

2,300｜原價2,980

愛心項鍊
特價

2,000｜原價2,980

五色水晶手鍊
特價

2,000｜原價2,980

藍色耳環
特價

1,580｜原價1,980

板橋 · 新板

│Ban Qiao · Xin Ban│

Beauty tree
of JOY

香氛保養神奇聖誕樹
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3F

de Balets小巴黎｜新板店2F
SPA級香水洗髮精450ml
加購價620｜原價880

BVLGARI 寶格麗

玫瑰金漾女性淡香精 50ml

特價

2,600｜原價4100

de Balets小巴黎｜新板店2F
經典沐浴潤膚組

●凡至berji專櫃消費滿10,000

特價

999｜原價1,176

即可免費兌換活氧醒膚旅行組 乙份

（每人限贈一份，恕不累送）

●含：身體乳＋沐浴露

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3F

BVLGARI 寶格麗
WOOD ESSENCE

城市森林 男性淡香精 60ml

berji｜板橋店1F

燕窩高機能極潤化妝水120ml×2
特價

特價

1,980｜原價3,300

2,980

｜原價5,360

倍優｜板橋店1F

脈輪美妍體油30ml（7選1）＋

倍優｜板橋店1F

脈輪香霧10ml（7選1）

berji｜板橋店1F

精華液脂120ml（7選1）＋

特價

850｜原價1,000

龍血潤妍醒膚精露120ml×2
特價

3,000｜原價5,360

脈輪雙星35ml（7選1）
特價

1,860｜原價 2,700

●贈能量貼乙份

●買一送一

曌堂｜新板店2F

snova絲若雪｜新板店2F
胎盤精華液20ml×2＋胎盤乳液150ml
特價3,460｜原價4,070

Kosuiya｜板橋店1F
OHANA MAHAALO

洋紅風鈴木花海

粉藍小蛋糕（單個）
推薦價

450

誠品會員打9折

3,110

輕香水聖誕限定裝＋品牌限定紙袋
推薦價

700

●送品牌紅色束口袋

●11.30前滿3,500現折300

JACAL'S｜板橋店3F

曌堂｜新板店2F

特價

推薦價

原木花漾水氧機（贈2瓶精油）

2,280

｜原價2,580

草本舒活皂（玉璽版）200g

620

Kosuiya｜板橋店1F
OHANA MAHAALO 輕香水30ml＋
OHANA MAHAALO 鮮果潤唇啵棒3g
特價900｜ 原價970
●11/30前滿3,500現折300

Ho !! Ho !! Ho !!
Santa is coming !
迎接聖誕老人的小角落

❹

❶

❷

❺

❸

橙沐CHENMood｜新板店1F

DAISO大創｜板橋店B1

Dirty Little Riders｜新板店2F

橙沐CHENMood｜新板店1F

特價

推薦價

Ridres平衡車袋

特價

❶｜
｜乾燥聖誕花圈（M）

1,200｜原價1,580

❷｜耶誕娃娃

139

隻

❸｜凡購買任一平衡車
加價購

880｜原價1,280

❹｜
｜Christmas Wishes不凋聖誕樹（M）

2,480｜原價2,900

Footer｜新板店2F
❺｜Footer機能除臭襪
任選6雙1,080｜原價3,800

板橋 · 新板

│Ban Qiao · Xin Ban│

PINTOO｜新板店2F

燃石小舖 ｜新板店3F

月曆拼圖組（288片）

推薦價

三眼怪驚喜倒數
推薦價

1,499

Key House．聖誕好朋友

370｜任選二件特價7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有情門｜新板店2F
小搖滾麋鹿
特價

6,120｜原價 6,800

大搖滾麋鹿

鹽夢工場｜板橋店4F
冰花（紅 藍）

鹽夢工場｜板橋店4F

特價

特價

765｜原價899

聖誕彩球（霧紅 金 藍）

7,920｜原價 8,800

特價

765｜原價899

Exchange Gifts

雷諾瓦｜板橋店4F

酸甜滋味 300片 Gaspard et Lisa
推薦價

759

耶誕節必收清單

雷諾瓦｜板橋店4F

四手聯彈 300片 達洋貓 雙面拼圖

推薦價

759

有情門｜新板店2F
趣味抱枕-狐狸
特價

1,512｜原價1,680

自己印紙膠帶｜板橋店4F
聖誕膠帶套組

任選4款聖誕（5M）膠帶＋聖誕方形小卡3份＋
燙金貼紙1份＋套組盒子
推薦價

520起

樂澄Love Child｜新板店3F

樂澄Love Child｜新板店3F

馴鹿掛架

特價

expo｜板橋店1F
特價

499｜原價520

聖誕麋鹿音樂盒-DIY

299｜原價320

美日手藝館｜板橋店4F
水晶自黏印章
任選三片

88折

水晶塊組加購價

CHIN CHIN Perfume ｜新板店2F
手作香水30ml
送

10ml（相同香氣）

●50ml以上買一送一（同ml數、香氣）

1,125

燃石小舖 ｜新板店3F
聖誕雙層杯
推薦價

720｜任選二件1,380

燃石小舖｜新板店3F

Nubo55 小藍鯨吸管
推薦價

290

Idun Apple｜新板店2F

水鯨J11小鯨合組
特價

北歐風環保餐具

Idun Apple｜新板店2F

650

｜原價680

北歐風分格午餐盒

兩件組｜特價

359起｜原價 430
三件組｜特價379起｜原價 450

撞色藍 抹茶綠 山楂紅
特價

Idun Apple｜新板店2F

撞色藍 酒紅色 灰綠色

320

｜原價390

●送雷雕刻字

相機造型隨身碟＋木盒組

8GB 32GB 64GB 128GB
特價679起｜ 原價 898起
●木盒可刻字

Idun Apple｜新板店2F
衛生紙收納盒

（復古電視款 收納格款）
特價

329｜原價 399

上島珈琲店｜板橋店4F
耶誕禮物組

河野流岩手密封罐＋黃金流速鈦金濾杯＋

巴西咖啡豆100g
推薦價

1,590

亞瑟3C生活｜新板店2F

bitplay 防水機能證件套＋風格掛繩
推薦價

960

HANAKO｜新板店1F
魟魚娃娃
推薦價

大｜

1,680

980

●一隻9折 兩隻85折

上島珈琲店｜新板店1F

FELLOW IZOZ陶瓷保溫瓶＋
瓜地馬拉咖啡＋品牌提袋＋

Dirver in Heart細口壺＋
Zero Japan咖啡濾杯（小）
推薦價

4100

小

PINTOO｜新板店2F
6吋大燈光球拼圖
玩具總動員系列 - 最佳拍檔：236片
特價1,323｜原價1,470
2021.12.1-2022.1.2 期間限定

2022 New Start

台灣花磚博物館系列
小鏡子 推薦價

260
帆布袋 推薦價250｜兩件480
花磚1010系列 推薦價320｜兩件600
磁鐵組 特價330｜原價 360

迎接新年 開始新生活計畫

PINTOO｜新板店2F
畫距聯盟 - 窩窩熊 800片
特價670｜原價840
●2021.12.1-2022.1.2 期間限定

expo｜板橋店1F

插畫零錢包 附胸章便利商店
推薦價

300

亞瑟3C生活｜新板店2F

IP12ProMax WanderCase
立扣殼（綠）
推薦價

980

樂澄Love Child｜新板店3F

樂澄Love Child｜新板店3F

expo｜板橋店1F

特價

特價

推薦價

冰雪旗艦升降L型成長書桌（極光紫）

22,610｜原價23,800

燃石小舖｜新板店3F

雙門4格收納書櫃

17,999｜原價18,980

口袋電動刮鬍刀

489

亞瑟3C生活｜新板店2F

iPhone13 ProMax
WanderCase 隨行手機殼
推薦價

1,280

三星｜板橋店1F

Samsung Galaxy Z Flip3 5G
8GB / 256GB
推薦價

32,888

板橋 · 新板

│Ban Qiao · Xin Ban│

綠蓋茶．館｜板橋店2F

光司｜板橋店B1

椰香咖哩飯｜推薦價

上島珈琲店｜新板店1F

白酒蒜香蛤蜊義大利麵｜推薦價

140
特調奶茶｜推薦價80

鮪魚起士三明治＋無糖咖啡套餐

270
經典紅茄香草嫩雞義大利麵｜推薦價230

厅｜新板店3F
KIKI餐厅

薄多義｜板橋店5F

推薦價

推薦價

惡魔烤半雞

椒香麻醬拌麵

399

258

expo｜板橋店1F

禮盒 森喵茶茶
推薦價

419

築間幸福鍋坊｜板橋店B1
龍王鍋
推薦價

1,080

特價

210｜原價250

極野宴｜板橋店B1

燒肉控看過來！正宗日式燒肉讓您感受原汁原味的日式燒肉精
髓，燒肉＋火鍋雙重享受更是滿足味蕾！

●使用紙本振興券消費1,000元（含以上），送3,000元現金抵用券（不累贈）

Enjoy Christmas eve !
一起歡度平安夜！歲末這樣吃才夠味！

厅｜新板店3F
KIKI餐厅
辣子雞丁｜推薦價

390
270
干扁四季豆｜推薦價240
水煮牛肉｜推薦價390
蒼蠅頭｜推薦價

春水堂人文茶館｜新板店1F

小杯冰蜂蜜拿鐵×2＋手工麻香麵線×2＋
招牌豆干×1＋黃金煉乳饅頭×1

特價

540｜原價590

●限春水堂新板店使用，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甜野新星｜新板店1F
酮燒｜推薦價

75
79｜原價90
生乳捲｜特價459｜原價499
生酮杯杯｜特價

1010湘｜新板店2F
歡聚湘味5人套餐｜推薦價3,700

精選料理9道＋人氣飲品5杯＋神仙缽飯5人份無限續碗

甜野新星｜新板店1F

松子年糕牛肉、串燒蝦、東安仔雞、辣椒炒蛋、

推薦價

（含：燒椒皮蛋、神仙孜然肋排骨5支、臭豆腐肥腸阿干鍋、
鄉里小炒肉、腐乳空心菜、人氣飲品任選5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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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吋 草莓生巧克力 80g 2.5碳水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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