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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單筆消費 滿3,000元現折300元
當日單筆消費滿千折百 

閱覽線上DM
挑選喜愛商品

向專櫃人員詢
問或訂購商品

選擇付款方式
及取貨方式

○ 到店取貨
○ 宅配寄送

於表單填寫商品編號
及聯絡資訊，後續由
專人聯繫服務

掃描或點擊QR Code
加入專櫃專屬 LINE

點擊【填寫訂購單】

or

7.08 Thu.-7.31 Sat.

刷指定銀行最高享回饋13％

● 「單櫃單筆滿千折百」限單櫃單筆消費折抵，可累積折抵；如單筆滿 3,000元現折300元，滿6,000元現折600元，以此類推。●透過「零接觸服務」購買商品時，如需累計會員消費金額及誠品點，請於下單時提供
會員資料，將由門市人員開立發票時協助累計。●透過「零接觸服務」下單，單櫃單筆結帳滿 3,000元 (以發票開立金額為準 )，即享該櫃訂單免運宅配到府服務。●透過「零接觸服務」下單，將於 3個工作天 (不含下
單日及例假日 )內由專人聯繫確認訂單；並於付款完成後，7-10個工作天 (不含匯款日及例假日 )內安排出貨。●當日消費發票限當日當店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購買禮券、轉開發票（含：電子、二聯式或三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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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用券使用期間請見本活動頁右上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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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於專櫃消費時出示實體會員卡、誠品人APP直接進行折抵。●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單櫃單筆滿千折百」與「指定銀行獨享回饋活動」消費金額累計，
亦不得使用抵用券，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實際公告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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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BUCKS COFFEE、松本清、膜點子、YOSEI、G SHOP、漫渡拾光、菘韓館、
菘麵館、KA.RA.DA、Q丸和洋食堂、OLAND 島嶼水果茶飲、老董牛肉麵、肆参雞供所、銀兔湯咖哩、紅玉滿赤心雞蛋糕、HANAKO GOODS、特賣會。●「銀行200元電子抵用券」適用店別：站前店、板橋店、新板店，
各店適用規範請依券面說明為主。●「指定銀行獨享回饋活動」須持台灣發行之指定銀行信用卡刷卡累計滿額，並須憑信用卡 (或手機裝置支付畫面 )、同卡號簽單及消費發票 (含明細 )至顧客服務中心 /贈品處兌換；儲
值卡加值或儲值卡加值後之消費及紅利折抵不列入上述活動計算；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公司商務卡及採購卡恕不得兌換。限量份數為各店同活動共同計算，各銀行採限量贈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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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銀行獨享回饋活動」若有未盡事宜依「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注意事項為準。●透過「零接觸服務」下單
刷卡消費僅限參加玉山銀行與聯邦銀行加碼回饋活動，須依信用卡刷卡付款時間順序採限量贈送並最晚於2021.8.15 Sun.匯券至會員帳戶，如份數提早兌畢恕不再另行公告。●「單櫃單筆滿千折百」之折抵金額恕不列
入發票金額，亦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之累計金額及停車折抵。●使用抵用券、商品禮券、書店禮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得參加全館贈品、贈券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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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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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以上免運

單櫃單筆消費滿千折百

指定銀行獨享回饋 

滿6,000元送200元電子抵用券 共限量 220份
內含│銀行 2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     ※  eslite Pay、街口支付、LINE Pay與台灣 Pay消費恕不參加     ※本活動恕不得與「第三季銀行刷卡滿額禮」重複兌換

※兌換地點：站前店｜生活中廣場服務台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指定銀行獨享回饋抵用券

使用期間│ 2021.7.08 Thu.-2021.9.15 Wed.止，
逾期無效。



7.08 Thu. —— 7.27 Tue.

刷卡分期零利率 2021.7.01 Thu.- 2021.9.23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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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使用 eslite Pay、街口支付、LINE Pay 及台灣 Pay 消費恕不得兌換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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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卡與行動支付若為同一張信用卡恕不得重複兌換。●本活動恕不得與「享樂誠品刷花旗」活動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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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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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卡及 JCB 晶緻悠遊 DEBIT 卡 / 臺灣銀行達人 VISA 金融卡、商務卡及採購卡 / 新光銀行 VISA 金融卡及商務卡 /
兆豐銀行採購卡、商務卡及 VISA 金融卡之消費恕不得兌換本頁活動。●以上活動限於誠品站前店、誠品 R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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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參加：麥當勞、松本清、全家便利商店、屈臣氏 Watsons、晶碩光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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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各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17,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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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R79 恕不配合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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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銀行

※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 14,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3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6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5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9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單筆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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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期滿 5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800元
乙份，限量 30 份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1.7.01 Thu.- 2021.9.23 Thu.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於站前店、R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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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9 恕不兌換分期加贈禮。

滿 6,000 元贈
商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18,000 元贈
商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商品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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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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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20 份

滿 1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 份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30 份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4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72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420 份

※分期七卡恕不兌換
分期加碼禮

單筆分期滿 12,000元
贈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共限量 450 份

單筆分期滿 24,000元
贈誠品禮券 400元
乙份，共限量 270 份

※ 限分期刷卡兌換

（每月限量 150 份）

（每月限量 90 份）

※ 分期禮恕不加贈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單筆分期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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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8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 恕不與「享樂誠品
刷花旗」活動重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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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 Thu.—— 7.31 Sat.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站前店生活中廣場服務台

誠品會員於各專櫃專屬LINE／訂購單訂購，即贈

飲料提袋乙個。（限量240個，價值130元）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次，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活動參與專櫃詳見站前店線上DM。

7.08 Thu. - 7.31Sat.

線上下單贈好禮

全館注意事項─●贈品兌換限站前消費之當日發票，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購買禮券或轉開發票（含：電子、二聯式或三聯式發票）恕不列入累計金額兌換。●兌換贈禮時，需出示實體會員卡／誠品人APP
行動會員卡／有照身分證件任一證明，即可兌換。●兌換活動消費需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恕不跨會員累計。●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消貨明細資料；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消貨明細資料，以
利於活動核對。●所有贈品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圖片僅供參考，贈品一經兌換恕不接受退貨；活動贈品皆數量有限，送完為止，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贈品之權利。●如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贈禮至
服務台，如贈禮已使用或遺失，須無條件同意依誠品生活公告之退貨還等值現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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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抵用券、商
品禮券、書店禮券之抵用金額恕不得參加全館贈品、贈券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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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之權利，詳細活動內容，請見迷誠品網站。●透過「零接觸
服務」購買商品時，如需累計會員消費金額及誠品點，請於下單時提供會員資料，將由門市人員開立發票時協助累計。●透過「零接觸服務」下單，單櫃單筆結帳滿3,000元(以發票開立金額為準)，即享該櫃訂
單免運宅配到府服務。●透過「零接觸服務」下單，將於3個工作天(不含下單日及例假日)內由專人聯繫確認訂單；並於付款完成後，7-10個工作天(不含匯款日及例假日)內安排出貨。

誠品會員當日累計消費滿500元，即可獲得誠品人APP抽獎乙次，有機會抽

中誠品禮券5,000元。

誠品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3,000元，即可享當筆免運費乙次。

7.08 Thu. - 7.31Sat.

夏日防疫
好禮不孤單

7.08 Thu. - 7.31Sat.

宅經濟享便利  
滿額配送享免運

●活動期間內每人每日享乙次抽獎機會。●本活動需至誠品人APP「遊戲任務」操作抽獎遊戲。●
活動抽獎僅限台灣誠品會員使用，海外帳號不適用。●本活動於2021.08.02Mon.公告於迷誠品網站
【得獎公告】；兌獎獎項時間請依誠品人APP【中獎明細】頁面上說明為主。●本活動屬機率模式，
無法保證中獎。●誠品生活保留活動內容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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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頁面為準。●活動獎品：誠品禮券5,000元(數量4名)、VOYLUX旅行箱(數量1名)、
3M涼夏被(數量2名)、繁花映像幾何置物皿(數量12名)、誠品禮劵100元(數量10名)。●領獎期間：
2021.08.02Mon.-09.02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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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之權利，詳細活動內容，請見迷誠品網站。

誠品會員於餐飲 ／伴手禮專櫃當日累計消費滿500元，即贈
頂呱呱5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限量100張，價值50元)

7.08 Thu. - 7.31Sat.

來吃雞！專區禮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張，依付款時間順序採限量贈送，並於2021.8.06 Fri.前匯入誠品人APP，如份數提早兌畢恕不再另行公告。●抵用券使用期
間至2021.9.30Thu.止，詳細規範依券面說明為主。●僅限以下專櫃參加：紅玉滿赤心雞蛋糕專賣店、樺達奶茶、菘韓館、菘麵坊、Q丸和洋食堂、吉野
家、老董牛肉麵、這一小鍋、GO即食小鍋、莫凡彼餐廳、SUKIYA、布萊恩紅茶、八方雲集、肆參雞供所、上島珈琲店、頂呱呱、鬍鬚張魯肉飯、摩斯
漢堡、Yamazaki、樂檸漢堡、MisterDonut、KrispyKreme、阿默典藏蛋糕、青鳥旅行、快車肉乾、香帥蛋糕、小南門傳統豆花、老鍋底、迷客夏、
不二緻果、星野製菓、漫渡拾光、銀兔湯咖哩、21PLUS、OLAND島嶼水果茶、先喝道。●實際參與專櫃依現場營業狀況為準。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誠品人APP

外送平台單筆消費滿350元現折50 元。7.13 Tue. - 7.31Sat.

外送平台 
滿350元折50元 ●此活動不限誠品會員身份參與。●以下專櫃為各平台參加專櫃：Foodpanda｜先喝道、星野製菓、老鍋底、小南門、樂檸漢堡、Krispy Kreme、快

車肉乾、青鳥旅行、不二緻果、迷客夏、上島珈琲、漫渡拾光、菘韓館、菘麵坊、OLAND 島嶼水果茶、老董牛肉麵、銀兔湯咖哩、八方雲集、布萊恩紅
茶、MOVENPICK、21PLUS、GO即食小鍋。Ubereats｜先喝道、星野製菓、老鍋底、小南門、樂檸漢堡、Krispy Kreme、快車肉乾、青鳥旅行、不二
緻果、迷客夏、上島珈琲、樺達奶茶、漫渡拾光、菘韓館、菘麵坊、OLAND 島嶼水果茶、銀兔湯咖哩、布萊恩紅茶、頂呱呱、21PLUS、GO即食小鍋。





https://events.eslite.com/2021/210524-order/index.html?fbclid=IwAR1B3Hu8HkZ0bnGZ6hHuvlCBrbgTbIxhHieIgH_IbqVt9pYnpo2dXTmhQb0#d
https://www.eslite.com/?gclid=Cj0KCQjw8vqGBhC_ARIsADMSd1AOL5CAP0ztA9a5YryfJuaMNsVJCMT__0t6xgS3kaFVG2_kxgu9TiUaAgMGEALw_w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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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 Thu.—— 7.31 Sat. 

訂購單下單區
Berji│ B1F

喚采亮妍細白面膜 5入／盒
輕柔舒妍保濕面膜 5入／盒
NO.0803

買一送一｜原價600元／盒

玻尿酸特選保濕精華液 50ml
NO.0802

買一送一｜原價2,980元 (限量20組)

清透保濕潤色隔離霜 SPF**30m+
輕盈裸透潤澤水粉蜜 30ml
NO.0801

特價2,680元｜原價4,560元

蕾舒翠│ B1F

高效純淨潔顏蜜組 +
水盈潤去角質凝膠 NO.0804

特價 1,600元｜原價3,600元

水盈潤晶露 120ml×2
NO.0805

特價 1,500元｜原價 3,000元

煥顏無暇素顏霜 45ml×2
NO.0806

特價 1,580元｜原價3,960元

EDN│ B1F

誠品書店│ B1F

GASTON LUGA Spläsh－
個性後背包／經典黑 NO.0807

推薦價 3,400 元

誠品獨家HAAN Pocket手部
清潔保濕噴霧／共五款 NO.0808

會員價 9折｜原價 299元

ecoffee cup－環保隨行杯／
12oz／ 庫佛斯海灣 NO.0809

推薦價 520 元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21JL4-IZxdOSSpQwAbFeL6fbrIZbgk4EIal51fumEztLxng/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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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 Thu.—— 7.31 Sat. 

訂購單下單區

無限肌緻高保濕紓活潤膚水
420ml NO.0904

買一送一｜原價2,000元／瓶

無限保濕組 NO.0901
（包含：無限肌緻極淨卸洗凝膠 420ml＋
無限肌緻玻尿酸保濕美肌晶露 150ml＋
無限肌緻玻尿酸保濕乳液 60ml） (限量50組)

特價 2,500元｜原價5,780元

立體妝感組 NO.0903
（包含：奇肌裸光精粹水粉霜 30ml＋
自動校色光透防護霜 SPF48 30ml）(限量50組 )

特價 2,000元｜原價3,600元

新品熱銷組 NO.0902
（包含：碳酸×乳酸洗顏粉 0.7g×30包＋
立體妝感微霧塑眉筆 0.2g＋ 0.8g）

特價 2,180元｜原價 4,160元

CONI│ B1F

CONI│ B1F

阿原│ B1F

艾草皂×3＋艾草洗手水
95ml×1 NO.0905

特價 920元｜原價 1,140元

真皮Cha Cha風琴轉鎖
手提包 NO.0907

推薦價 2,580 元

S'AIME 東京企劃│ B1F

信封掀蓋真皮晚宴包 NO.0908

推薦價 2,480 元
真皮COCO多隔層小方包
NO.0909

推薦價 2,480 元

S'AIME 東京企劃│ B1F

真皮輕巧隔層方包 NO.0906

推薦價 2,280元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21JL4-IZxdOSSpQwAbFeL6fbrIZbgk4EIal51fumEztLxng/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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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 Thu.—— 7.31 Sat. 

訂購單下單區

魚缸包（黃）NO.1001

推薦價 1,380 元

RITE │ B1F expo │ B1F

自做自售創意供賣所－
復古 T NO.1002

推薦價 780 元

針線球－板夾便簽 NO.1003

推薦價 120 元

自做自售創意供賣所－
便利袋 NO.1004

推薦價 580 元

針線球－牛仔布包 NO.1005

推薦價 350 元

expo │ B1F

愚室實驗所－斜背圓包
NO.1006

推薦價 490 元

毛起來－癢癢退散洗毛精
喵喵專用 500ml NO.1009

推薦價 460 元

expo │ B1F

毛起來－狗齒清新潔牙凝膠、喵口回
春潔牙凝膠、得寸淨齒舒口水 NO.1007

任選兩件贈送 
菱形密密刷乙支（不挑色）

毛起來－癢癢退散洗毛精
汪汪專用 500ml NO.1008

推薦價 460 元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21JL4-IZxdOSSpQwAbFeL6fbrIZbgk4EIal51fumEztLxng/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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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 Thu.—— 7.31 Sat. 

訂購單下單區

角落小夥伴－牛仔漁夫帽
NO.1107

推薦價 399元

角落小夥伴－樂遊海洋
吸濕排汗短袖 T恤 NO.1108

推薦價 390元

PG 美人網│ B1F

卡納赫拉的小動物－
甜蜜心語手提斜背包 NO.1106

推薦價 890元

趣味設計短 T×2 NO.1101

特價 598元｜原價780元

葛蘭芬多學院老帽 NO.1102

推薦價 490元
三眼怪探頭後背包 NO.1103

推薦價 890元

CACO│ B1F

PG美人網│ B1F

角落小夥伴－
樂遊海洋斜背包 NO.1105

推薦價 490元

角落小夥伴 角落購物趣－
多WAY後背包 NO.1104

推薦價 890元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21JL4-IZxdOSSpQwAbFeL6fbrIZbgk4EIal51fumEztLxng/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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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 Thu.—— 7.31 Sat. 

訂購單下單區

好想兔－瀏海髮貼 NO.1202

推薦價 89元
好想兔－書封貼 NO.1201

推薦價 89元

Fandora Shop│ B1F

外送（會員購買全品項滿300元折35元）
自取（炸雞桶五入 特價199元｜原價259元）

21 世紀風味館│ B1F

茶香真巧系列蛋捲
（8入／盒）×2 NO.1204

特價 599元｜原價640元

青鳥旅行│ B1F 香帥蛋糕│ B1F

芋心冰糕（9入／盒）NO.1205

特價 199元｜原價 210元

紅茶雪泥 NO.1206

同尺寸第二杯半價／
購買任一套餐，可享加價 10元升級
紅茶雪泥（M）

頂呱呱│ B1F

真空系列商品 NO.1207

第二件 6折｜原價250元
（7.08-7.18）

快車肉乾│ B1F 阿默蛋糕│ B1F

曜石芋 NO.1209

特價 180元｜原價 220元

義大利焦糖馬仕卡邦 NO.1208

特價 399元｜原價 420元

不二緻果│ B1F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21JL4-IZxdOSSpQwAbFeL6fbrIZbgk4EIal51fumEztLxng/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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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 Thu.—— 7.31 Sat. 

專櫃專屬 LINE

夏日纖體組
（包含：芬多精 180ml+芬多精保濕身體乳
250ml+玫瑰保濕柔嫩身體冰砂 200g）

特價 799 元｜原價 970 元

專櫃
訂購服務

藍銅原液 30ml＋
胎盤素 30ml 
特價 999 元｜原價 1,250 元

倍優 BIOCHEM │ B1F

莫凡彼
餐廳│

盒裝冰淇淋 500ml 
買二送一  ( 7.1 － 7.30 ) 

特價660元，平均每盒 220元｜

原價 990 元

專櫃
訂購服務

＊本優惠限以現金或信用卡結帳，恕無法使用票
券或其他折扣、優惠等合併使用。

甜甜圈 
買六送三 ( 限 39 元，超過可補差額 )

Mister
Donut │

專櫃
訂購服務

https://liff.line.me/1645278921-kWRPP32q?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qrcode&accountId=181jvlfa#mst_challenge=qD9t428t9oyXVfQd1w0vPFMJLcT6yfBeLKFePKwD09o
https://liff.line.me/1645278921-kWRPP32q?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urlSchema%3Aexternal&accountId=hty5931c#mst_challenge=Pzs0XOJXKdcZrToNdGkaYTk6WpVyNxocixOK6oBpm3E
https://liff.line.me/1645278921-kWRPP32q?accountId=647fdaiq&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talkroom%3Amessage#mst_challenge=rUSobXcwv899Cn2DwUQFTaC4GUhqwQGhPTks03-wf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