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
員
滿
額
贈

初春滿額禮   4.15 Fri. - 5.16 Mon.

滿8,000贈récolte Festino 美顏潔膚儀
滿30,000贈Panasonic 2合1蒸氣熨斗 
春暖愉心禮   4.15 Fri. - 5.16 Mon.

香氛／保養／飾品專櫃
滿2,500贈日本伊織手帕巾   

APP會員獨家滿額抽   4.15 Fri. - 5.16 Mon.

單筆滿500有機會抽中
板橋店｜Samsung Galaxy
S22 Ultra 夜幕紅
新板店｜MIRROR皇宣緣 
尊爵魅黑冰墨翠玉鐲

會
員
加
碼
活
動

花獻有禮選物包   4.15 Fri. - 5.16 Mon.

滿1,000贈雙板限定花獻有禮選物包

新板
xinban

板橋
banqiao

4.15 Fri. - 5.16 Mon.

2022



全館  

指定香氛／保養／飾品專櫃  
累計
消費滿2,500即

贈

日本伊織手帕巾 乙份（價值380元｜限量200份｜恕不挑色）

指定餐飲專櫃  

●本活動限板橋店／新板店當日兩店消費發票額累計，可跨店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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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張發票僅能擇一門檻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兌換贈品時須含當店發出發票。●以下專櫃消費金
額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B1-大創DAISO；1F-米哥烘焙坊、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綠蓋茶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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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恕不與「春暖愉心禮」、「雙板限定 花獻
有禮選物包」重複兌換。

●本活動限板橋店／新板店當日兩店消費發票額累計，可跨店累計，兌換贈品時須含當店發出發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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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指定專櫃如下：板橋店｜1F-expo、berji、倍優、KOSUIYA、
BIAUTE錶特、聖翔；2F-Pinganita、nitt、香氛殿堂；3F-首席國際香水、JACAL'S。新板店｜1F-Japhne、橙沐CHENMood、安永鮮物；2F-hellome、曌堂、絲若雪、Footer；3F-ITS jewelry、MIRROR皇宣緣、燃石小舖。●本活動恕不與「初春
滿額禮」、「雙板限定 花獻有禮選物包」重複兌換。

●本活動限板橋店／新板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可跨店累計。●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活動指定專櫃如下：板橋店｜B1-光司PLUS、築間幸福鍋物；1F-米哥烘焙坊；2F-綠蓋茶館；4F-上島珈琲店；5F-薄多義、
極野宴、彌敦道茶餐廳。新板店｜1F-安永鮮物、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2F-1010湘；3F-KIKI餐厅、eslite premium。●本活動可與全館活動重複兌換。

SPECIAL
OFFER

4.15 Fri. -5.16 Mon. 初春滿額禮

4.15 Fri. -5.16 Mon. 春暖愉心禮

4.15 Fri. -5.16 Mon. 春饗好食禮

滿額回饋 兌換地點｜板橋店5F顧客服務中心／新板店1F顧客服務中心

累計
消費滿8,000即

贈

récolte Festino 美顏潔膚儀 乙份

（ 價值1,080元｜板橋店限量10台／新板店限量15台｜恕不挑色）

累計
消費滿30,000即

贈

Panasonic 2合1蒸氣熨斗 乙台

（ 價值3,690元｜板橋店-黑色限量10台／新板店-白色限量10台）

累計
消費滿3,000即

贈

1010湘 500元抵用券 乙張

（ 價值500元｜限量100份）

單筆
消費滿1,500即

贈

築間幸福鍋物 200元抵用券 乙張

（ 價值200元｜限量100份）



全館  

下載APP＋當日註冊會員單筆
消費滿500即

贈

板橋店｜檜山坊 檜純森林旅行組 乙份（價值80元｜限量100份）

新板店｜安永鮮物 原味麵線 乙組（價值80元｜4包／組｜限量100組）

全館  
單筆
消費滿500即可

參加APP抽獎機會乙次有機
會抽

板橋店｜Samsung Galaxy S22 Ultra 夜幕紅 乙台

                                                           （價值38,900元｜規格12G／256G｜限量1台）

新板店｜MIRROR皇宣緣 尊爵魅黑冰墨翠玉鐲 乙個

                                                           （價值20,000元｜限量7個｜恕無法挑選尺寸）

全館  

不限金額消費即
贈

相片列印券 乙份

（板橋店限量200份）

使用紙本五倍振興券  

任一面額單筆
消費滿1,000即

贈

聯名款摺疊吸管 乙個

（圖片僅供參考，贈品以實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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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店消費發票有機會抽中「Samsung Galaxy S22 Ultra 夜幕紅 乙台」、新板店消費發票有機
會抽中「MIRROR皇宣緣尊爵魅黑冰墨翠玉鐲 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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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謙碩服裝修改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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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
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B1-大創DAISO；1F-米哥烘焙坊、2F-綠蓋茶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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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活動限使用紙本振興券。●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可與全
館活動重複兌換，兌換贈品時須含當店發出發票。●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
文具館、臨時櫃、特賣會。板橋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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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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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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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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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謙碩服裝修改室。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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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活動消費須累計於同一張會員卡，恕不跨會員累計。●發票金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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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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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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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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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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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生活保留修改及取消活動之權利。詳細活動內容，請見迷誠品網站。

4.15 Fri. -5.16 Mon. 春森新友禮

4.15 Fri. -5.16 Mon. 春遊好手氣

5.01 Sun. -5.16 Mon. 母親節好時光4.15 Fri. -4.30 Sat. 五倍券加碼贈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本活動需含板橋店／新板店消費發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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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贈品時須含當店發出發票。



誠品生活板橋店×新板店
《花購節》合作插畫家專訪̶

Pixie，專職插畫家，自學插畫數年後
前往英國布萊頓進修，在靠海的城市
畫畫與生活。創作以不透明水彩為主
軸，喜歡透過插畫描繪各種形式的可
愛與浪漫。

以承接插畫案，以及製作品牌商品
為主，另也不定期舉辦個人插畫展。
插畫見於喜餅禮盒、包裝、禮卡、
網站banner等等，近日也有繪製喜帖
及婚禮週邊設計。也獨立製作月曆、
手機殼、紙膠帶等文具商品。

圖片提供：＠pixiepeng

主要的創作領域？

日常生活、旅行的記憶，以及平時
喜歡的電影或音樂，都能夠帶給我靈感。
從配色、型態，到創作題材和氛圍，都能
夠蒐集起來。另外在廣大的書籍和網路資
源中，有意識地觀看其他創作者的作品，
也是吸收新知和汲取靈感很棒的方式。

創作的靈感來源？

成為插畫家的歷程？

雖從未接受過正規美術訓練，大學期間
也就讀非藝術科系，但憑著對藝術設計
的熱愛，主動修習相關科系的課程，
也開始自學畫圖，過程中發現插畫這
一領域時，有著難以言喻的心動和
興奮，而萌生了進修的念頭，
就此踏上插畫家的發展之路。
「我終於找到想要一直努力
      的事情。」

Profile｜Pixie

Pixie
Instagram:pixiepeng



❹｜PINTOO｜｜PINTOO｜新板店2F新板店2F

賀卡拼圖－卡娜赫拉的小動物系列  
Happy Mother's Day－48片
特價199｜原價270

MOM, I Love U－48片
特價199｜原價270
●4.8－5.13期間限定

❽｜橙沐CHENMood｜｜橙沐CHENMood｜新板店1F新板店1F

Superwoman永生康乃馨菱格紋盆花
推薦價2,200

❸｜安永鮮物｜｜安永鮮物｜新板店1F新板店1F

Santé Beauty 膠原多酚青春凍
推薦價800

❼｜橙沐CHENMood｜｜橙沐CHENMood｜新板店1F新板店1F

Her Love永生康乃馨盆花
推薦價1,980

❶｜三星｜｜三星｜板橋店1F板橋店1F

Samsung Galaxy 
S22 Ultra 12GB／256GB
推薦價38,900

❾｜MIRROR皇宣緣｜｜MIRROR皇宣緣｜新板店3F新板店3F

清麗飽潤翡翠玉鐲
特價25,800｜原價36,800

春蝶叢昇紫翡項鍊／18K金翡翠
價格店洽

❷｜expo｜｜expo｜板橋店1F板橋店1F

三明治點心機
推薦價1,080

花獻母親

❺｜MICIA｜｜MICIA｜板橋店4F板橋店4F

祝妳好孕楓木印章套組
特價2,075｜原價2,440
●單筆消費滿3,000元，贈卡片課程乙堂

❶

❻
❺

❼ ❽ ❾

❷

❸

❹

讓媽咪青春美麗無法擋

Happy Mother's Day
女人是寶石，

有智慧的女人是寶庫。

楽しい母の日を過

ごしてください

❻｜鹽夢工場｜板橋店4F

剪影｜百花盛開-玫瑰鹽燈
特價3,157｜原價3,588

誠品生活板橋店×新板店
《花購節》合作插畫家專訪̶

Pixie，專職插畫家，自學插畫數年後
前往英國布萊頓進修，在靠海的城市
畫畫與生活。創作以不透明水彩為主
軸，喜歡透過插畫描繪各種形式的可
愛與浪漫。

以承接插畫案，以及製作品牌商品
為主，另也不定期舉辦個人插畫展。
插畫見於喜餅禮盒、包裝、禮卡、
網站banner等等，近日也有繪製喜帖
及婚禮週邊設計。也獨立製作月曆、
手機殼、紙膠帶等文具商品。

圖片提供：＠pixiepeng

主要的創作領域？

日常生活、旅行的記憶，以及平時
喜歡的電影或音樂，都能夠帶給我靈感。
從配色、型態，到創作題材和氛圍，都能
夠蒐集起來。另外在廣大的書籍和網路資
源中，有意識地觀看其他創作者的作品，
也是吸收新知和汲取靈感很棒的方式。

創作的靈感來源？

成為插畫家的歷程？

雖從未接受過正規美術訓練，大學期間
也就讀非藝術科系，但憑著對藝術設計
的熱愛，主動修習相關科系的課程，
也開始自學畫圖，過程中發現插畫這
一領域時，有著難以言喻的心動和
興奮，而萌生了進修的念頭，
就此踏上插畫家的發展之路。
「我終於找到想要一直努力
      的事情。」

Profile｜Pixie

Pixie
Instagram:pixiepeng



❶｜hellome｜新板店2F｜晨曦微光面膜10入，特價880｜原價980　❷｜hellome｜新板店2F｜日出澄光精萃油，特價1,399｜原價1,599　
❸｜hellome｜新板店2F｜醒顏柔光潔顏乳，特價599｜原價680　❹｜hellome｜｜hellome｜新板店2F｜新板店2F｜初露晨光美白精華，特價1,220｜原價1,399　
❺｜Japhne｜新板店1F｜海顏馬祖海帶面膜，買一送一｜原價1,960　❻｜Japhne｜新板店1F｜海顏膠原導入精華，特價780｜原價980

❼｜JACAL'S｜板橋店3F｜澳洲Glasshouse護手霜100ml系列，推薦價795　❽｜JACAL'S｜板橋店3F｜澳洲Glasshouse擴香250ml系列，
推薦價1,695　❾｜香氛殿堂｜板橋店2F｜FLORIS香氛蠟燭系列，特價2,200｜原價3,000　❿｜香氛殿堂｜板橋店2F｜MILLER HARRIS 

護手霜75ml，特價850｜原價900　

⓫｜KOSUIYA｜板橋店1F｜情定巴黎玫瑰茉莉香氛水禮盒，特價1,520｜原價1,650　⓬｜KOSUIYA｜板橋店1F｜萌貓物語 女性淡香水
40ml×2，特價2,000｜原價2,400 　⓭｜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3F｜Cabotine 粉紅佳人女性香水100ml，特價850｜原價2,200

⓮｜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3F｜MARC JACOBS 雛菊之夢女性淡香水50ml，特價1,980｜原價3,000

花
研美肌

88折

73折

39折 66折

新櫃
登場

板橋
獨家

買一
送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新櫃
登場

⑦

⑧

⑨

⑩

⑪

⑪

⑬ ⑭

5.01 Grand Open海洋環境友善海藻精華 !

療癒花香～

向更好的自己

打聲招呼 !



❶｜berji｜板橋店1F｜玻尿酸特級保濕精華液50ml×2＋喚彩亮妍細白面膜5入／盒×1，特價2,580｜原價4,560

❷｜berji｜板橋店1F｜輕透保濕潤色隔離霜30ml×1＋裸妍潤色輕透水粉蜜30ml×1＋柔光透妍修片粉餅11g×1，特價4,280｜原價6,560　
❸｜倍優｜板橋店1F｜基礎清潔組（黑玫瑰氨基酸洗缷慕絲170ml×2＋黃金保濕卸妝 120ml×2），特價999｜原價1,820 

❼｜曌堂｜新板店2F｜草本舒活乳霜皂200g×2，特價1,098｜原價1,320　❽｜曌堂｜新板店2F｜黑金皂100g，買2送1，特價760｜
原價1,140　❾｜曌堂｜新板店2F｜草本舒活皂200g×2＋100g×1，特價1,320｜原價1,700　❿｜SNOVA 絲若雪｜新板店2F｜胎盤緊緻
透亮組（內含：胎盤精華液x5 ），誠品會員5,328，特價5,920｜原價7,400 ＊贈SNOVA兩面用燈芯絨花色（粉色）袋　⓫｜SNOVA 絲若雪｜
新板店2F｜抗老保濕組（內含：胎盤精華液X2+胎盤配合滋潤化妝水200ml+胎盤配合保濕乳液150ml），誠品會員4,521，特價5,024｜
原價5,910＊贈SNOVA兩面用燈芯絨花色（粉色）袋

❹｜expo｜板橋店1F｜經典凍膜體驗組／周年插畫版，推薦價840　❺｜expo｜板橋店1F｜精油礦石擴香瓶／噢!愛情／75ml，推薦價900　
❻｜安永鮮物｜新板店1F｜Sante Beauty膠原緊緻潤澤面膜（6入）／Sante Beauty膠原淨白潤澤面膜（6入），推薦價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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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種以上天然草本

疼愛你的肌膚

生技品牌專家推薦 !



Pinganita｜板橋店2F

質感蕾絲上衣 
特價1,380｜原價2,880

韓國拼接蕾絲氣質雪紡顯瘦裙 
特價1,654｜原價1,880

MO-BO ｜新板店1F

文青小翻領柔軟雙排釦襯衫
特價499｜原價899

unsnnoi ｜新板店1F

絲滑緞面拋袖泡泡上衣 
推薦價1,580

unsnnoi ｜新板店1F

胸片寬帶兩穿針織背心
推薦價980
切割橫破牛仔短褲 
推薦價1,980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寬鬆短版背心
推薦價1,490
棉麻大擺寬褲
推薦價1,490

PINK｜板橋店3F

七分袖連帽薄罩衫/外套
特價1,090｜原價2,480

ROOTS｜板橋店2F

摩登週間系列 扭結短袖襯衫
推薦價2,780

CACO｜板橋店2F

斜紋弧形剪裁外套
推薦價750
率性刷色吊帶褲
推薦價990

POLYLULU｜板橋店3F

夏日蘇打渲染水彩短袖TEE 
特價431｜原價490

高腰綁帶刷破反褶丹寧短褲 
中大尺碼褲子
推薦價690 

ROOTS｜板橋店2F

生生不息系列蝴蝶元素短袖T恤
推薦價1,780



GLADE. ｜新板店1F

Focus中強度美型運動內衣 
特價1,180｜原價1,380

Focus高腰彈力四分褲 
特價1,080｜原價1,280

MO-BO ｜新板店1F

五分糖女孩棉質打褶背心洋裝 
特價799｜原價1,580 unsnnoi ｜新板店1F

莫蘭迪層次百摺風衣式洋裝  
推薦價1,980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棉麻無袖襯衫式洋裝
推薦價1,340

HANAKO｜新板店1F

日系蕾絲裙
特價2,304 ｜原價2,880

PINK｜板橋店3F

小清新碎花裙洋裝
特價1,290｜原價2,880

SISJEANS｜板橋店2F

淺藍條紋微V領綁帶洋裝
特價1,145｜原價2,290

GAUDI｜板橋店3F

綁染立領夾克
特價3,495｜原價6,990

棕梠印花短袖T恤
特價1,145｜原價2,290

炭黑灰刷白牛仔褲
特價1,745｜原價3,490

SISJEANS｜板橋店2F

細肩帶排釦牛仔洋裝兩色
特價1,946｜原價2,290

GLADE.｜新板店1F

Fit Me九分緊身褲 
特價1,280｜原價1,480

花姿夏旅



MIRROR 皇宣緣｜新板店3F

簡約甜甜圈手鍊（三顆）
特價2,880｜原價3,880

聖翔｜板橋店1F

溫柔造型珍珠項鍊 
特價3,840｜原價4,800

聖翔｜板橋店1F

古典優雅珍珠耳環 
特價1,584｜原價1,980

聖翔｜板橋店1F

經典粉愛心手鍊 
特價3,840｜原價4,800

聖翔｜板橋店1F

閃亮水鑽鑲嵌蝴蝶結項鍊 
特價2,384｜原價2,980

Pinganita｜板橋店2F

❺｜珍珠質感小髮夾
推薦價240

Nitt｜板橋店2F

❻｜甜美氣質珍珠項鍊
指定款式買二送一
❼｜珍珠系列耳環

買二送一

ITS jewelry ｜新板店3F

❶｜細緻珍珠耳鍊 

推薦價990
❷｜花瓣珍珠項鍊

推薦價2,090
❸｜天然淡水珍珠項鍊

推薦價1,690 

❹｜可愛珍珠花花耳環
推薦價990

花

麗
閃

閃
❶

❺

❻
❼

❷

❸

❹



COWA｜板橋店3F

簡約質感真皮肩背包 
特價6,600｜原價8,280

COWA｜板橋店3F

格紋真皮零錢包
特價3,100｜原價3,980

ROOTS｜板橋店2F

艾迪編織側背包
推薦價3,380

unsnnoi｜新板店1F

格紋平頂貝蕾帽
推薦價780

SOLOMAX｜板橋店1F

韓系時尚細框眼鏡
特價3,690｜原價3,990

CS 凱馺國際｜新板店2F

成人平面醫用口罩30入
推薦價169
成人立體醫用口罩10入
推薦價149
兒童平面醫用口罩30入
推薦價169
●單包裝任選10入99元

錶特｜板橋店1F

金色紅檀木製腕錶
特價2,800｜原價3,300

MIRROR 皇宣緣｜新板店3F

柔麗紫羅蘭玫瑰項鍊
特價5,680｜原價9,880

HERLS ｜新板店1F

全真皮小方頭波浪瑪莉珍平底鞋
特價2,460｜原價3,280

HERLS ｜新板店1F

全真皮優雅尖頭踝帶平底鞋
特價3,030｜原價3,280

HERLS ｜新板店1F

全真皮縫線造型橫帶樂福鞋
特價3,530｜原價3,780

vensers｜板橋店2F

小牛皮潮流個性皮夾
特價990｜原價1,480

全館8折

ROOTS｜板橋店3F

心靈平衡系列 森林好朋友棒球帽
推薦價1,180

vensers｜板橋店2F

都會風後背包
特價990｜原價1,480
●全館8折

Footer｜新板店2F

Footer機能襪
特價3雙600｜原價1雙480

6雙1,110
10雙1,750

  
花

舞春天

HERLS ｜新板店1F

全真皮一字寬帶編織造型粗跟涼鞋
特價2,930｜原價3,180
●4.28 上市，敬請期待。

新櫃
登場

全新開幕



❶｜大創｜板橋店B1｜雲朵盤，推薦價49 ＊4.29─5.8單筆滿300贈39元抵用券　❷｜橙沐CHENMood｜新板店1F｜滿天星，推薦價299
❸｜燃石小舖｜新板店3F｜走跳砦台灣水壺（霧綠╱白金），推薦價680　❹｜燃石小舖｜新板店3F｜花瓣單層把手杯，推薦價490　
❺｜HANAKO｜新板店1F｜玩偶購物袋，推薦價780　❻｜KIKI餐厅｜新板店3F｜乾拌麵磁鐵，推薦價300　❼｜自己印紙膠帶｜
板橋店4F｜一起採採花紙膠帶組合，特價400｜原價440　❽｜大創｜板橋店B1｜隨身鏡，推薦價49 ＊4.29─5.8單筆滿300贈39元抵用券　❾｜
expo｜板橋店1F｜乾洗手套（含瓶子）／醬料款，推薦價280　❿｜橙沐CHENMood｜新板店1F｜薰衣草花束，推薦價399

花
漾
輕遊

❶

❺

❻

❾

❿

❼

❽

❷

❸

❹



打鐵仔｜板橋店2F

衣物好朋友
推薦價33,800

打鐵仔｜板橋店2F

化妝好朋友
推薦價7,480

玩具"反"斗城｜板橋店2F

AIR WATCH FILM 飛機模型甜品
家家酒玩具組
推薦價500

有情門｜新板店2F

安居沙發─搖椅（A級布）
推薦價46,800

有情門｜新板店2F

羅德列克單人座
推薦價9,280

有情門｜新板店2F

朗主人椅LA系列
推薦價63,800

Dirty Little Riders｜新板店2F

D. L. RIDERS平衡車（EVA胎版）＋護具＋
little nutty安全帽
特價5,920｜原價6,580
●凡購買任一款平衡車，享車袋加購價880元。

PINTOO｜新板店2F

單車漫遊系列 - 田間小路篇 1000片
推薦價1,050
單車漫遊系列 - 山景湖畔篇 1000片 
推薦價1,050

雷諾瓦｜板橋店4F

花瓶裡的十二朵向日葵-梵谷 1008片
推薦價1,299

玩具"反"斗城｜板橋店2F

AIR BEAUTICAN 飛機模型化妝台
家家酒玩具組 
推薦價500

花
嶼生活

新櫃
登場

玩具"反"斗城｜板橋店2F

GLOBBER GO•UP
運動版四合一功能滑板車
特價2,995｜原價3,699
●憑誠品人會員及星卡，
享任兩件85折優惠。



❾｜春水堂人文茶館｜新板店1F

馨花饗宴套餐
小杯冰珍珠奶茶×2＋功夫麵×2＋
招牌滷味豆干米血×1＋黃金香酥雞×1＋
茶香高麗菜×1＋滷蛋×2
特價780｜原價870
●限春水堂新板店使用，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❻｜安永鮮物｜新板店1F

安永常溫滴雞精 10包禮盒(60ml/包)
推薦價1,880

●買1盒加贈1包
●方便攜帶，產銷履歷黑羽放山雞

❽｜1010湘｜新板店2F

歡聚湘味4人套餐
精選料理7道＋人氣飲品4杯＋
神仙缽飯4人份無限續碗
（內含：棒棒蝦、神仙孜然肋排骨4支、
臭豆腐肥腸阿干鍋、串燒蝦、松子年糕牛肉、
東安仔雞、湘西高麗菜）
推薦價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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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❸｜KIKI餐厅｜新板店3F

麻辣醬︱推薦價145
椒麻粉︱推薦價120

❿｜極野宴｜板橋店5F

2成人同行憑施打2劑疫苗接種證明
來店消費「奢華餐」（含）以上
即享第2人75折
●活動限8位成人（含）以下適用，
特殊節日及連續假期不適用，不與敬老優惠共同使用。

❶｜薄多義｜板橋店5F

松露鳥巢佐培根水波蛋麵
推薦價339

紅咖哩蛤蜊燉飯
推薦價269

❺｜綠蓋茶．館｜板橋店2F

綠蓋茶｜推薦價90
直薯｜推薦價70

❷｜上島珈琲店｜板橋店4F、新板店1F

黑糖燕麥MILK珈琲
推薦價155（R杯）／185（L杯）

培根比薩吐司套餐
推薦價210

❹｜彌敦道茶餐廳｜板橋店5F

平日內用9折
●不與其他優惠併行

❼｜築間幸福鍋物｜板橋店B1

海陸總匯鍋︱推薦價750

花
食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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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新櫃登場│

新板│新櫃登場│

Ban Qiao 
NEW OPENING

Xin Ban
NEW OPENING

玩具"反"斗城玩具"反"斗城｜板橋店 2F｜板橋店 2F

讓最好玩、最有趣的玩具"反“斗城，陪你度過每個春夏秋冬。最新最潮流的
商品、小朋友最愛的動漫卡通玩具、適合學齡前寶寶的遊戲，應有盡有，點
燃孩子的想像力，通過「寓教於樂」啟發學習興趣。

憑誠品人會員及星卡，享任兩件85折優惠。
憑全館當日消費發票，享半價優惠加購品牌環保袋，
每張發票限加購3個。

CS凱馺國際CS凱馺國際｜新板店 2F｜新板店 2F

為台灣醫用口罩專業批發代工廠，並提供客製化服務。堅持使用台灣製熔噴
布原料不易起毛球；耳帶特殊配色，久戴也舒適。

按讚FB粉絲專頁＋追蹤IG送口罩！ 
現場FB拍照打卡或IG限動分享（皆需設公開 ），
即有滿千95折優惠！

hellomehellome｜新板店 2F｜新板店 2F

hellome 在眾多空服員殷殷期盼中誕生，為嚴峻的工作環境設計「訂製感」
保養品，嚴選有機成分，以簡單有效的配方比例，打造穩定、健康的肌膚，
創造自然透亮的肌感。

4.15（四）-5.15（日）單筆消費滿1,000元送
晨曦微光面膜一片（原價110元）。

JaphneJaphne｜新板店 1F｜新板店 1F

5.01 GRAND OPEN5.01 GRAND OPEN

以嬌生慣養自己之姿，表達新世代女生重視獨立自主，開創寵愛自己的時代。
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獨家技術轉移合作，以海藻萃取物為主的保養品牌。

5.01（日）-5.16（一）
不限金額即可立即升等Japhne VIP會員。
單筆消費滿1,800元送
玻尿酸超彈保濕面膜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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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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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綁定同一張信用卡，二者刷卡消費金額
恕不得合併計算亦不得重複兌換。●兌換須出示實體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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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請出示銷貨明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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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金額計算。●除活動另有說明外，兌換僅適用台灣發行之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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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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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卡及商務卡之消費恕不得兌換。●以上活動限於誠品生活板橋店、新板店跨店消費累計，超過金額恕不再累計，當日消費限於
當日消費館內指定地點兌換，逾期恕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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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如需辦理退貨，活動贈品需一併退
還，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活動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各銀行保留修改、變更、取消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中國信託銀行、花旗銀行、玉山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台新銀行、聯邦銀行、永豐銀行、第一銀行、新光銀行、日盛銀行、兆豐銀行、台北富邦銀行、華南銀行、合作金庫、滙豐銀行、
星展銀行、臺灣銀行、彰化銀行、凱基銀行、遠東銀行、台灣企銀、元大銀行、土地銀行

單筆消費滿3,000以上

享3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6,000以上

享6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12,000以上

享12期零利率刷卡分期零利率 2022.4.01 Fri.- 2022.7.04 Mon.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洽詢專櫃人員

滿6,000
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8,000
贈 商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分期七卡恕不兌換分期加碼禮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5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5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50份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分期滿10,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300份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2.4.01 Fri.-2022.7.04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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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殊說明外，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滿8,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500份

單筆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2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150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單筆分期滿20,000
贈 誠品禮券5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分期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5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38,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0
贈 誠品禮券1,000
乙份，限量100份
※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600份

滿20,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50,000 

贈 誠品禮券800
乙份，限量5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每月限量150份

單筆分期滿24,000
贈 誠品禮券400
※7月份數與6月份數採合併計算

刷CUBE卡選樂饗購享小樹點
(信用卡)3%回饋無上限，
10點可折抵10元

以下活動限 4.16  - 6.30止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600份

滿40,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4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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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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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綁定同一張信用卡，二者刷卡消費金額
恕不得合併計算亦不得重複兌換。●兌換須出示實體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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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請出示銷貨明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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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金額計算。●除活動另有說明外，兌換僅適用台灣發行之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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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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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卡及商務卡之消費恕不得兌換。●以上活動限於誠品生活板橋店、新板店跨店消費累計，超過金額恕不再累計，當日消費限於
當日消費館內指定地點兌換，逾期恕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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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如需辦理退貨，活動贈品需一併退
還，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活動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各銀行保留修改、變更、取消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中國信託銀行、花旗銀行、玉山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台新銀行、聯邦銀行、永豐銀行、第一銀行、新光銀行、日盛銀行、兆豐銀行、台北富邦銀行、華南銀行、合作金庫、滙豐銀行、
星展銀行、臺灣銀行、彰化銀行、凱基銀行、遠東銀行、台灣企銀、元大銀行、土地銀行

單筆消費滿3,000以上

享3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6,000以上

享6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12,000以上

享12期零利率刷卡分期零利率 2022.4.01 Fri.- 2022.7.04 Mon.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洽詢專櫃人員

滿6,000
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8,000
贈 商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分期七卡恕不兌換分期加碼禮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5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5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50份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分期滿10,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300份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2.4.01 Fri.-2022.7.04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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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殊說明外，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滿8,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500份

單筆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2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150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單筆分期滿20,000
贈 誠品禮券5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分期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5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38,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0
贈 誠品禮券1,000
乙份，限量100份
※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600份

滿20,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50,000 

贈 誠品禮券800
乙份，限量5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每月限量150份

單筆分期滿24,000
贈 誠品禮券400
※7月份數與6月份數採合併計算

刷CUBE卡選樂饗購享小樹點
(信用卡)3%回饋無上限，
10點可折抵10元

以下活動限 4.16  - 6.30止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600份

滿40,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4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meet.eslite.com
迷誠品網站  誠品人 eslite  APP

立即體驗！ www.eslite.com
誠品線上

4.15 Fri. - 5.16 Mo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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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nan Line｜TEL: 02-2959-8899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週一～週日 Mon. - Sun.　11:00am - 10:00pm

停車優惠｜當日累計消費滿500元之發票，即可折抵停車半小時，每車每日最多3小時。

誠品生活新板店 eslite spectrum xin ban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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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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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週一～週日 Mon. - Sun.　11:00am - 10:00pm

停車優惠｜憑當日全館消費滿500元發票可免費停車1小時，每車每日最多優惠4小時。

　　　　　金卡、黑卡會員當日不限金額可享會員優惠1小時，每車每日最多優5小時；

　　　　　每日／每卡限優惠一次。

誠品生活新板店
eslite spectrum
xin ban store

誠品生活板橋店
eslite spectrum
ban qiao store

MRT Banqiao Station
捷運板橋站

捷運府中站 MRT Fuzhong Station
板橋公車站

Banqiao Bus Station

縣民大道 Xianmin Blvd.

中山路一段 Sec. 1, Zhongshan Rd.

新
府
路 X

infu R
d.

民
族
路 M

inzu R
d.

重
慶
路 C

hongqing R
d.

民
權
路 M

ingquan Rd.

雙板限定
花獻有禮選物包

4.15 Fri. - 5.16 Mon.

●本活動限板橋店／新板店當日兩店消費發票額累計，僅能擇一店別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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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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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恕不與「初春滿額禮」、「春暖愉心禮」重複兌換。

兌換地點｜板橋店 5F顧客服務中心／新板店 1F顧客服務中心 

全館單筆消費滿1,000即贈
花獻有禮選物包 乙份（限量300份）

Japhne｜1% 神經醯胺面膜乙片、Footer｜積雪草潤白水感足膜乙片、曌堂｜草本舒活旅行皂乙片、JACAL’S｜Jacal's經典蠟燭60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