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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點換購物金/

會員滿額抽/

西門、武昌店驚喜回饋/

11.13 Wed. - 11.30 Sat.

11.13 Wed. - 2020.1.02 Thu.

12.13 Fri. - 12.15 Sun.

誠品點250 點換
50元電子抵用券

單筆消費滿千抽
美國不限航點來回機票

會員滿5,000元送
500元電子抵用券

誠品驚喜物所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SPECIAL
OFFER

包辦驚喜的專門科

誠品長年就像聖誕老人的選禮顧問，專為每年苦思

2019.

送禮的善男信女們，提供各式獨特且別具心意的心

11.13 Wed. - 1.02 Thu.

坎禮；同時還擁有一支神秘的送禮大隊，負責匯集
四面八方的溫暖告白，專職將這些溫暖變成一個個

WOW

驚喜直送到府！

驚喜入手
消費滿額抽

7%

1,000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單店單筆消費滿
即可獲得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抽中：

聯合航空美國迪士尼雙人主題旅遊
(價值130,000元，共1組)

美國航空雙人深度探索之旅

聯合航空美國迪士尼雙人主題旅遊

(價值240,000元，共1組)

馥藝金鬱金香酒店─行政套房住宿券
(價值14,080元，共10組)

F AT H E R

爸爸

經2016-2018年禮物大隊送禮分析顯示，
被告白的對象佔比：

馥藝金鬱金香酒店─溫馨家庭房住宿券
(價值9,240元，共10組)

美國航空雙人深度探索之旅

本活動無需至顧客服務中心 服務台登記

SIBLINGS

兄弟姊妹

FRIENDS

朋友

SON AND DAUG HTER

活動詳情

●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當日單筆消費滿 1,000 元可參加乙次，滿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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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記錄以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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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將於
2020.01.10 Fri.公布於迷誠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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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獎資格將自中獎
名單公佈起保留一個月，未於期限內於誠品指定店別報到，視同放棄兌獎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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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機票與飯店住宿詳細
使用規則，使用日期及其他負擔費用等，皆以兌換憑證及迷誠品說明為主。●領獎期間：
2020.01.10 Fri.-02.10 Mon.。●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12.01 Sun. - 12.24 Tue.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至迷誠品網站點數專區，

WOW

好禮，如：

驚喜倒數
誠品點10點抽

OTHERS

其他

MYSELF

自己

4%

9%

4%
兒子女兒

BETTER HALF

另一半

9%

MOTHER

媽媽

27%

36%

4%

2020.

憑誠品點

10點，即可兌換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抽中24個

Nintendo Switch Lite

(價值6,180元，共3台)

打鐵仔 鞋子好朋友（小）
(價值3,980元，共2個)

誠品電影院電影票十張
(價值2,900元，共3份)

送禮大隊限時留言中！

驚喜物所的送禮大隊今年加開蒐集告解故事的業務！
讓過去一年中也許無心之過、也許小有心結的你們…

可以在這洋溢歡樂氣氛的節日，寫下告解事蹟，讓心意與驚喜禮物
能傳送到被告解者手中，為這一年劃下最美好的句點。
誠品生活+

前往點數專區
更多驚喜好物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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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累計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活動期間，每筆點數兌換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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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函即獲得抽獎資格。●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迷誠品網站或誠品人APP【會員專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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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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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 Fri.-2.10 Mon.辦理領獎，未於期限內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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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馥藝金鬱金香酒店─行政套房

馥藝金鬱金香酒店─溫馨家庭房

11.13 Wed. - 11.30 Sat.

點點成金
誠品點
換購物金

250點，

誠品人會員扣誠品點
即可兌換

50元電子抵用券 乙張，可累積兌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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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門店B1 武昌店4F 站前店B1 板橋店5F 新板店1F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電子抵用券使用期間：2019.11.13 Wed.－2020.1.02 Thu.止，逾期無效，抵用券詳細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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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
人APP行動會員卡任一證明，方可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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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券為無償發行之電子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使用電子抵用券之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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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券限於誠品生活西門店 / 武昌店(可跨店使用)、板橋店 / 新
板店(可跨店使用)、站前店單店使用，惟不適用於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兒童館及以
下專櫃：西門店│2F-丸亀製麵；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與鑽石類商品、全館臨時櫃及特賣
會。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STARBUCKS COFFEE、甜吧；3F-吉米的玩具格納庫；5F吃吧；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站前店│全家便利商店、STARBUCKS COFFEE、麥當勞、屈臣
氏 Watsons、晶碩光學、特賣會。板橋店｜1F-Studio A；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
板店｜1F-春水堂人文茶館、全家便利商店、1349 Boulangerie日式烘焙坊、NUTTEA、上島珈
琲店；2F-1010湘、謙碩服裝修改室、Dirty Little Riders、玩彩地帶、泥在Ni Zai；3F-KIKI餐
厅、JUS PARFA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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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消費滿 3,000 元以上

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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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小企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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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9.27 Fri. - 2020.1.02 Thu.

刷卡分期零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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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消費滿 12,000 元以上

享 6 期零利率

享 12 期零利率

臺灣銀行、土地銀行

全版廣告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19.9.27 Fri. - 2020.1.02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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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13,000 元贈

滿 20,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單筆滿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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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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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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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誠品禮券 4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頁面尺寸215×295mm
版面尺寸205×285mm
滿 4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700 元
乙份，限量 1,5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2,000 元贈

滿 12,0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且分期，加贈
乙份，限量 1,0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90 份

滿 3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5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乙份，限量 30 份
滿 15,000 元贈

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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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6,000 元贈

分期滿 5,000 元贈

滿 23,000 元贈

單筆滿 10,000 元

滿 20,000 元贈

分期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4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70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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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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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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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份
分期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25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

滿 4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6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

滿 13,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單筆分期滿 15,000 元
贈威秀影城電影票

※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1,300 份

乙張，限量 300 份

滿 30,000 元且分期，
加贈威秀影城電影票
乙張，限量 200 份

( 使用說明依券面為主）

滿 5,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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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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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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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灣銀行達人 VISA 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 / 永豐銀行公司卡、虛擬卡、八通卡、配銷卡、儲值卡及簽帳金融卡恕不得參加刷卡滿額禮活動。●以上活動刷卡消
費限於西門店 / 武昌店 ( 可跨店累計 )、板橋店 / 新板店 ( 可跨店累計 )、站前店單店消費累計，超過金額無法累計兌換，下述消費恕無法累計兌換：站前店 | 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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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自己的聖誕老公公
驚喜好物限時換

一年之末，專屬誠品人的美好時刻到來，

現在，就把收藏已久的誠品點變成心中的理想好物吧！

12.01 –
12.31 Tue.
Sun.

1090 點
OR

370 點
＋

110 元

西門店｜NUARL

武昌店｜山海錦

價值1,090元︱限量14副

價值990元︱限量30份

NE110日系線控耳機

1080 點
OR

60 點

500 點

＋

110 元

西門店｜innspo

價值60元︱限量300份

價值1,080元︱限量13個

490 點

即食壹口烏魚子（金門高粱炙燒）

360 點

站前店｜Fandora Shop
咖波5周年文件夾

990 點

翻蓋提揹包

220 點

武昌店｜吉米的玩具格納庫

DIY手作聖誕永生花課程兌換券

價值500 元︱限量60份（圖片僅供參考，以實際商品為準，公仔
為拍攝裝飾，不包含在內。限兌換指定課程或DIY材料包，使用期
間及限制詳券面說明）

400 點

站前店｜Fandora Shop

板橋店｜飯饌韓式料理

板橋店｜極野宴燒肉專門店

價值493元︱限量50份

價值220元︱限量20份

價值400元︱限量20份

咖波經典大臉帆布袋

韓式炸雞（甜醬／辣醬）

單人5折券

注意事項｜●各品項每卡每日限換乙次。●扣點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僅限會員本人現場兌換，需出示實體誠品人會員卡、有照證件或官方版行動APP，方可兌換，非本人恕無法代替兌換。
●點數兌換以會員當日持有點數為準，商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商品兌換後，除瑕疵外，恕不接受退換貨服務。●本活動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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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這是一則來自【驚喜生成器】的重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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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站前店

板橋店
Ban Qiao Store

｜週日至週四 Sun.—Thu. 11:00am ~ 10:00pm
週五及週六 Fri.—Sat. 11:00am ~ 10:30pm

B1 ~ 5F 商場

滿額回饋

4F 誠品書店、上島珈琲店｜週日至週四 Sun.—Thu. 10:00am ~ 10:00pm
週五及週六 Fri.—Sat. 10:00am ~ 10:30pm

e

F

M
w
o
l
l
o

聖誕購物計劃

Make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12.01 Sun. - 12.25 Wed.

驚喜挑味！
聖誕加芬禮
12.01 Sun. - 12.25 Wed.

驚喜挑味！
聖誕享食禮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SPECIAL
OFFER

15,000元，
即兌 JACAL’
S HomeScenter®居家擴香瓶200ml 乙份。

誠品人會員當日消費滿

（ 價值1,800元，限量18份，可挑款 ）
●贈禮共6款，每款3份，共18份，先兌換者可先挑選。款式有：睡蓮與丁香 覆盆子與蘋果 薰衣草與洋
甘菊 香草與羊絨 芙蓉與玫瑰果 茉莉花與沉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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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累計：1F-Studio A；6F- 樂為生活；7-9F- 晶宴會館。●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
動重複兌換：「驚喜收納 系列禮」、「驚喜挑味！聖誕享食禮」、「驚喜挑物！服飾配件專櫃限定禮 」。

1,200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單筆消費滿

（限量100份）
即兌上島珈琲店 飲品兌換券乙份。
●憑券可至誠品生活板橋店4F-上島珈琲店兌換綜合珈琲 / 冰珈琲 / 無糖 MILK 珈琲任選乙杯（中杯）。●每
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驚喜收納 系列禮」、「驚
喜挑味！聖誕加芬禮」、「驚喜挑物！服飾配件專櫃限定禮 」。

12.21 Sat. - 12.25 Wed.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誠品生活板橋店消費，

It

驚喜添運！
迎接聖誕
抽購物金

每日抽出一筆。
（單筆回饋上限3,000元，限量5筆）

Come

12.26 Thu. - 12.31 Tue.

True.

做自己的聖誕老人點亮聖誕，
我們都是聖誕老人分享關愛。

單寧外套｜CACO
格紋窄裙｜CACO
側背包｜Benny Shop
低跟鞋｜A-mour

即可獲得 抽獎機會 乙次，有機會抽中

當日於指定服飾

2019.

依循挑物指南選擇最佳方案，

2,020元發票，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單筆消費

2019.

驚喜挑物！
服飾配件專櫃
限定禮
裝扮送禮聚餐樣樣精心安排，

●活動期間每卡每日不限抽獎次數。●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交相關資料方得以領獎，詳見活動共同注意事
項說明。●活動中獎名單將於2020.01.10 Fri.於迷誠品「最新消息－公告資訊」網頁公告，並由專人電話通
知中獎與領獎辦理事宜，領獎時須持與中獎人相同姓名之身份證明文件至板橋店5F顧客服務中心進行領獎作
業，領獎資格將於中獎名單公告起保留一個月，逾期視同放棄兌獎資格。●電子抵用券統一於2020.2.28 Fri.
前匯入中獎會員帳戶，並由專人電話通知。●電子抵用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
範。使用效期自2020.3.01 Sun.起至2020.5.31 Sun. 止，限誠品生活板橋店使用，詳細使用方式及不適用專
櫃依見券實際面說明為準。●本活動電子抵用券共有 50 元、100 元、1,000 元三種面額，回饋金額將依實際
消費金額無條件以 50 元進位，使用該券消費時可一次多張抵用。

（價值7,690 元，限量1台 ）

11.13 Wed. - 1.02 Thu.

打造理想聖誕即刻著手採買，

即可獲得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抽中等值電子抵用券回饋，

驚喜送暖！
迎接2020
加碼抽
2020.

2020.

11.13 Wed. - 1.02 Thu.

驚喜挑物！
誠心來店禮

兌換地點│板橋店5F顧客服務中心

AIRMATE對流式即熱加濕電暖器機乙台。
●每卡每日限乙次抽獎機會。●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交相關資料方得以領獎，詳見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
明。●活動中獎名單將於2020.01.21 Tue.於迷誠品「最新消息－公告資訊」網頁公告，並由專人電話通知中
獎與領獎辦理事宜，領獎時須持與中獎人相同姓名之身份證明文件至板橋店5F顧客服務中心進行領獎作業，
領獎資格將於中獎名單公告起保留一個月，逾期視同放棄兌獎資格。

/ 配件專櫃累計消費滿3,600元，

即兌 時光小屋夜燈 乙份。（ 限量75份 ）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活動指定專櫃：1F- A-mour、Jingcl、Jouer8、MT手
作輕珠寶、Porter、Sunday Fish、SEWEE BOX、聖翔、樺琦屋；2F- Bag To You、CACO、C.O.T.E、
EDWIN、Pinganita、Roots、vensers、WHY；3F- ADELA、Benny Shop、COWA、GAUDI、Go
Hiking、PINK、Poly Lulu、PPFM、VIIART、swear、瑪登瑪朵。●本活動恕不與以下活動重複兌換：
「驚喜收納 系列禮」、「驚喜挑味！聖誕加芬禮」、「驚喜挑味！聖誕享食禮」。

500元以上發票各乙張，

憑誠品書店、其他專櫃單筆滿
即兌 雷諾瓦

Gaspard et Lisa拼圖卡片乙份。

（ 價值239元，限量100份，可挑款 ）
●贈禮共2款，先兌換者可先挑款。款式有：檸檬香氣 / 檸檬派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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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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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交相關資料方得以領獎，
詳見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明。●抽獎活動若不符合活動資格，或該筆消費辦理退換貨則中獎無效；會員消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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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時請出示誠品
人會員卡或官方版行動APP累計消費方可列入活動計算，活動不可跨會員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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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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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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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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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活動詳情請見迷誠
品網站。

板橋

迎接理想聖誕

│Ban Qiao│

挑品

匯集靈感的生活工具是必需，機能配件也不可缺少，

不需用力抹、賣力擦，

就從此刻開始籌備，用你的「挑剔品味」動手實現！

只要一瓶獨門配方！

berji｜板橋店1F

Herbal Care｜板橋店1F

黑鑽玫瑰奇肌微精露 120ml＋

馬尾草快速呵護順髮噴霧

全天候保濕凍膜 50ml

特價

特價

●買一送一。

2,680元｜原價3,880元

330元｜原價400元

❷

❶

Herbal Care｜板橋店1F
berji｜板橋店1F

專業手足護理滋潤霜

海藻去角質凝膠 120ml兩瓶

特價

特價

●買一送一。

1,999元｜原價3,000元

❸

倍優｜板橋店1F

氨基酸雙效洗髮精250ml

399

特價

元｜原價500元

倍優｜板橋店1F
身體乳250ml＋
❹

❶｜Nikon｜板橋店2F

D5600 kit 18-55mm

19,900元｜原價20,900元

特價

❹｜樺琦屋｜板橋店1F

❺

❷｜上島珈琲店｜板橋店4F

品牌保溫瓶（355ml）＋杯提袋

1,200元｜原價1,410元

MEKO｜板橋店1F
初戀蜜桃心腮紅盤

99元｜原價234元

特價

●彩妝全面85折。

MEKO｜板橋店1F

玫瑰香水皂五款任選一個＋

海島度假風8色眼影盤

玫瑰香水五款任選一個

特價

699元｜原價1,350元

特價

299元｜原價400元

●彩妝全面85折。

❸｜鏡客｜板橋店1F

●全系列買一送一。

特價

❺｜Nikon｜板橋店2F

Paul Hewitt三眼錶（玫瑰金／玫瑰金灰／深紫）

防丟小幫手TilePro（可換電池版本）

推薦價

推薦價

5,950元

249元｜原價630元

1,190元

MEKO｜板橋店1F
NU+derma｜板橋店1F

類光療指甲油系列

明眸撫紋水嫩眼膜2盒（50片／盒）

特價

特價

●彩妝全面85折。

3,160元｜原價10,000元

99元｜原價130元

板橋

│Ban Qiao│

挑衣

成為全場注目焦點，
只要一件亮眼單品！

❶

❶

❷

Poly Lulu｜板橋店3F

vensers｜板橋店2F

荷葉V領線條寬袖上衣

都會風後背包

推薦價

特價

660元

990元｜原價1,480元
樺琦屋｜板橋店1F

大理石原木手錶（40mm/35mm）

5,980-6,380

推薦價
❷

元

❶｜GAUDI｜板橋店3F
翻領短版風衣外套

6,990元

推薦價

❷｜GAUDI｜板橋店3F

C.O.T.E｜板橋店2F

❸

內褲

V領立體橫條毛衣

390元

3,990元

推薦價

推薦價

●買5件再送指定素色內褲1件。

❸｜CACO｜板橋店3F
日系格紋襯衫

790元

推薦價
❶｜Poly Lulu｜板橋店3F

PINK｜板橋店3F

790元

風衣造型綁帶排釦洋裝｜推薦價

皮鞋

吊帶連身洋裝
特價

695元

造型金屬扣環鉚釘方頭樂福鞋｜推薦價

vensers｜板橋店2F

4,800元｜特價4,560元

雙色手提包（三色）｜原價

❹

3,990元

推薦價

1,290元｜原價2,580元

❷｜Poly Lulu｜板橋店3F
❸｜WHY｜板橋店2F

❹｜GAUDI｜板橋店3F

❸

Poly Lulu｜板橋店3F

小牛皮長夾

V領荷葉鬆緊縮腰排釦洋裝

特價

推薦價

1,280元｜原價1,880元

COWA｜板橋店3F

840元

短夾

1,309元｜原價2,380元

特價

CACO｜板橋店2F
聖翔｜板橋店1F

MT手作輕珠寶｜板橋店1F

Pinganita｜板橋店1F

399元｜原價499元

設計款 - 奔向自由的麋鹿珍珠（長款） 工藝髮飾｜特價

反毛皮-舒適耐走氣墊鞋

特價

推薦價

特價

星星手鍊＋尾戒

MT手工輕珠寶｜板橋店1F

叉子／湯匙項鍊

1,980元｜原價2,980元
2,388元｜原價4,000元

特價

1,280元

●DM限量乙件，現場備多款。

Pinganita｜板橋店2F

990元｜原價2,380元

設計款 - 隱約的貴氣 珍珠手鍊

工藝耳飾｜特價

推薦價

●DM限量乙件，現場備多款。

2,580元

可拆帽刷色外套

A-mour｜板橋店1F

1,890元｜原價3,150元

1,290元

推薦價

EDWIN｜板橋店2F
超彈MD褲

GO HIKING｜板橋店3F

CACO｜板橋店2F

特價

PRIMALOFT保暖背心
特價1,490元｜原價3,580元

布章款棉棒外套

3,321元｜

原價3,690元

1,490元

推薦價

板橋

挑禮

│Ban Qiao│

送禮直達心坎，
只要一份獨家清單！

❸
❷

❶

❸

❶

❹

❷

❹

❺

❼

❼

❽

❻

❻

❺

❶｜大創DAISO｜板橋店B1F

星型擺飾

49元

❽

❾

❷｜大創DAISO｜板橋店B1F ❸｜CACO｜板橋店2F
造型禮物盒圓紙盒

49元

復古格紋西裝外套

890元

❹｜BENNY SHOP｜板橋店3F
花色三用包

1,700元

❺｜CACO｜板橋店2F

❶｜EDWIN｜板橋店3F

推薦價

推薦價

推薦價

推薦價

❼｜PPFM｜板橋店3F

❽｜膜點子｜板橋店1F

❾｜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3F

490元

3,321元｜原價3,690元

推薦價

❻｜Roots｜板橋店2F

❼｜JACAL'S｜板橋店3F

❽｜Poly Lulu｜板橋店3F

❾｜NU+derma｜板橋店1F

❻｜Roots｜板橋店2F

亮采金球去角質凝膠100ml＋無瑕修護防曬霜50ml

推薦價

玻璃小蠟燭精選手工禮盒

900元｜原價1,200元

特價

車腺仿皮質休閒懶人鞋

650元

推薦價

晨光淨透彈力露150ml ＋

3,000元｜原價7,100元

特價

幾米夜光拼圖（1000片） 星型擺飾

針織帽

特價

推薦價

780元

❹｜大創DAISO｜板橋店B1F

率性窄管褲

推薦價

推薦價

❸｜雷諾瓦｜板橋店4F

鬆緊腰格紋短裙

推薦價

高筒襪

❷｜Roots｜板橋店2F

❾

圍巾

1,980元

1,080元

休閒夾克

2,845元｜原價5,690元

特價

1,599元

Bone麋鹿行動電源

1,850元

推薦價

49元

CK歡樂節慶限量版100ml
特價1,200元｜原價2,000元
●限量12組。

❺｜膜點子｜板橋店1F

Bone 麋鹿頸掛繩卡套組

490元

推薦價

板橋

挑食

│Ban Qiao│

完美聖誕關鍵指標，
只要一頓療癒食光！

Sukiya｜板橋店3F
雙人午餐吃到飽（平日）

688元｜原價854元

特價

雙人晚餐吃到飽（平日）

828元｜原價1,030元

特價

上島珈琲店｜板橋店4F

●優惠限定誠品人會員。
●以上價格已含10%服務費。

莎莎醬牛肉維也納堡耶誕套餐

●須提前一日電話預約。

（生焦糖MILK珈琲L杯套餐）

●不適用於政府機關之國定假

270元｜原價315元

特價

日、連續假期。
●訂位專線｜02-2954-3808

❶

❷

米哥烘焙坊｜板橋店1F
❶｜藍莓乳酪

35元｜原價42元

特價

❷｜焦糖花旗

29元

推薦價

❸｜抹茶栗子紅豆

60元

推薦價

❸

薄多義｜板橋店5F
品聚香｜板橋店1F
招牌A餐

119元

推薦價

榛果巧克力披薩

飯饌韓式料理｜板橋店5F

150元｜原價189元

特價

雙人套餐

●訂位專線｜02-2954-0410

969元

推薦價

●需另加10%服務費。
綠蓋茶館｜板橋店2F

55元

炸甜不辣 推薦價

55元
推薦價80元

●11/15-12/31來店打卡可享
烤肉套餐份量升級。
●訂位專線｜02-2955-5705

直薯 推薦價
紅蓋茶

鬥牛士｜板橋店B1F

霜降牛排＋蜜汁雞腿排套餐

495元

推薦價

●含湯、麵包、沙拉、甜點。

四六町｜板橋店B1F
雙人套餐

499元

推薦價

●需另加10%服務費。

●雙人套餐：拉麵任選二＋A～E餐任選二。

●訂位專線｜02-2961-1966

●訂位專線｜02-8954-1471

板橋

│Ban Qiao│

噓！偷許一個願

板橋│新櫃登場│

Ban Qiao

NEW OPENING

一同許下年末心願，聖誕老人會聽得見！

MEKO｜1F

Herbal Care｜1F

以開發平價、流行、優質的彩妝產

上市了十多年的草藥護理品牌，產

品為目標，並代理日本、韓國熱銷

品使用高達 96 ％的天然成分，內含

商品與台灣多家品牌。

純草本提取物。

●開幕優惠

●開幕優惠

彩妝商品全面85折

單件75折，3件6折，
指定商品買一送一

打鐵仔｜板橋店2F

呷飯好朋友（一桌四椅超值組）

Studio A｜板橋店1F

31,720元

推薦價

iPhone 11 Pro

呷飯好朋友 （不含椅子）

35,900元起

推薦價

19,800元

推薦價

堅持手作，設計出獨一無二的耳
環，不汲汲營營於哪種流行，而是

Jouer8源於法文，字意「Play」，意
喻join us and enjoy traveling together，

忠於自己最喜歡的模樣。

專注於相機配件設計，以舒適、美

●開幕優惠

MERCI DESIGN｜板橋店4F

20吋艾摩行李箱

3,988元｜原價5,880元

特價
自己印紙膠帶｜板橋店4F

台灣草根系列紙膠帶套組

680元｜原價790元

特價

itaste小品味｜板橋店4F
迪士尼捲捲壁貼組合

560元

推薦價

11/1-11/10單筆消費滿千折百，

●開幕優惠

加碼單筆消費滿1,500元即可抽獎

全館9折，服飾7-8折，包類85折

聖翔｜1F

Pinganita｜2F

1999 年創立以來，不斷地創新為各

「Wonderful things in your eyes.」源

年齡層設計出指標性飾品，結合流

自品牌最真誠的祝福，嚴選正韓飾

行脈動，藉以提升飾品美學文化。

品和與眾不同的韓式浪漫服飾。

●開幕優惠

●開幕優惠

尾戒特價990元

全館消費滿1,100元現抵100元，
滿3,300元現抵300元（優惠不重複）

Nikon｜板橋店2F

Coolpix B600光學60倍變焦類單眼
特價10,900元｜原價12,900元
Future lab.｜板橋店2F

SANMIN｜板橋店4F

渦輪氣炸鍋

白熊 L/恐龍 L

1,980元

推薦價

1,150元｜原價1,588元

特價

VIIART｜3F

Go Hiking｜3F

用復古黃銅飾物分享世界風景，歷史

提供兼具舒適與高度機能的戶外裝

與文化融入設計靈感，透過飾品的色

備，頂級材質、創新機能和立體剪

彩與能量，支持你未知的旅程。

裁，在專業機能中加入時尚流行設
計元素。

●開幕優惠

赫本耳環

891元｜原價990元

特價

SEWEE BOX｜板橋店1F
溫暖的小手／交叉純銀戒指

Jouer8｜板橋店1F

MERCI DESIGN｜板橋店4F

推薦價

MyStyle包（Arete包+Jouer8背帶）
特價1,180元｜原價1,480元
●限量10件。

動物座椅（馴鹿）／動物座椅（鯊魚）

650元／580元

Jouer8｜1F

感、設計、好用為目標。

●單買超薄折疊椅 2,980 元。

VIIART｜板橋店3F

Sunday Fish｜1F

1,892元／特價1,892元∣

12/1-12/15單筆消費滿3,000元，

●開幕優惠

送限定款小手鏈乙條

服飾全面3折起

自己印紙膠帶｜4F

MERCI Design｜4F

從商業標籤貼紙起家，提供客製化

MERCI Design = 謝謝。自家團隊開

印刷，讓紙膠帶不只是收藏，更能

發獨創商品，也精心挑選異國設計

是貼近自己生活的風格小物。

的實用傢飾品，凝聚不同設計師的
巧思，讓生活更加美好。

●開幕優惠

特價

單筆消費滿500元送小束口袋，

●開幕優惠

原價2,280元／原價2,260元

滿1,000元送大束口袋

指定限量商品83折

eslite spectrum, your spectrum.
誠品生活 創造你的光譜生活！

誠品生活板橋店 eslite spectrum ban qiao store

誠品生活新板店 eslite spectrum xin 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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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66號│捷運板南線 板橋站2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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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66, Sec. 2, Xianmin Blvd., Banq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R.O.C)
MRT: Exit 2, Banqiao station, Bannan Line TEL : 02-6637-5366

誠品生活西門店 eslite spectrum ximen store

誠品生活武昌店 eslite spectrum wuchang store

台北市峨眉街52號 No.52, Emei St., Taipei City 108, Taiwan (R.O.C)

台北市武昌街二段77號 No.77, Sec. 2, Wuchang St.,Taipei City 108, Taiwan (R.O.C)

TEL: 02-2388-6588

TEL: 02-2381-3838

誠品站前店 eslite taipei station store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7號B1F（台北車站K區、M區地下街）

郵寄名條

B1F., No.47, Sec.1,Zhongxiao W.Rd., Zhongzheng Dist.,Taipei City 100,Taiwan (R.O.C)
TEL: 02-6632-8168

迷誠品網站

meet.eslite.com/tw/tc

誠品人 eslite APP

黏貼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