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10.24 Mon. –11.07 Mon. 會員來店禮 – 富翁百寶袋！

10.24 Mon. –11.07 Mon. 誠品點好好兌 – 優惠放大券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誠品書店、誠品知味市集、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兒童館、臨時櫃、特賣會。西門店｜B1-POP MART；全館黃金與鑽石類商品、黃金工資；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Buttermilk；

5F-The CAPE；全館臨時櫃及特賣會。板橋店｜1F-STUDIO A、SAMSUNG ； 2F-PATYA 打鐵仔、綠蓋茶館； 3F德益聯合運動品牌特賣；4F YUDA MASK ；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安永鮮物、全家便利商店；2F-1010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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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需先下載並登入誠品人APP會員帳號後方可進行點數兌換。●活動僅適用於台灣申辦之誠品會員，海外會員帳號恕不適用。●活動期間每會員/每專櫃限兌換乙次，西門店| 3F-COWA售完為止；2F-寇比手工皮件限量30份；1F-SOLOMAX限量50份。武昌店|3F-COWA售完為止。板橋店
|2F-COWA售完為止﹔1F-SOLOMAX限量50份。新板店| 2F-曌堂手工皂限量30份；1F-Japhne限量30份、unsnnoi限量15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優惠券/折扣券 限指定專櫃使用，單筆消費限使用乙張，使用期限至2022.11.07 Mon.止，逾期無效，詳細使用說明請見券面說明為準。●本券恕不
退換、不找零亦不得折換現金。●活動期間顧客使用優惠券/抵用券，由專櫃人員出示QRcode予顧客進行APP抵用券核銷。●兌換方式為誠品點即時扣抵，信箱收取到點數兌換成功通知函才算完成，系統將自動發送APP兌換券至誠品人APP會員帳號內。●若因不可抗拒因素，取消點數兌換，點數異動
紀錄，可於迷誠品網站或誠品人APP【會員中心】中查詢。●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使用優惠券/折扣券消費之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之累計金額及停車折抵。●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單筆
消費滿500即可

兌換富翁百寶袋乙
個

內含驚喜好禮、袋袋有獎，
還有機會抽中誠品禮券！

憑誠品點10點即可
兌換精選專櫃商品優惠放大券 / 專屬折扣券

※兌換方式：登入誠品人APP >誠品點數>點數兌換

SOLOMAX｜
西門店1F、板橋店1F

unsnnoi｜
新板店1F

Japhne｜
新板店1F

曌堂手工皂｜
新板店2F

寇比手工皮件｜
西門店2F

COWA｜
西門店3F、武昌店3F、
板橋店2F

誠品人APP誠品人APP

10.05 Wed.–10.31 Mon.  eslite Pay 輕鬆Pay！

●本活動消費可參加全館滿千送百活動，惟不得參加館內所有銀行活動。●結帳時請主動出示誠品人APP會員卡，且需使用eslite Pay綁定指定銀行信用卡成功完成支付後，系統將自動匯券至會員帳戶，可至誠品人APP「電子券」頁面查詢；逾期或隔日補登恕不得兌換。●本活動各銀行限量份數為
活動店別共同計算，活動期間內贈完即兌畢，恕不再另行公告；花旗銀行金融卡、商務卡/聯邦銀行VISA金融卡、公司商務卡及採購卡恕不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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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用券使用期間為發券日起 - 2022.10.31 Mon.止，逾期無效，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
準。●消費恕不得累計兌換亦不得使用「$100電子抵用券」，排除專櫃如有異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西門店｜B1-MUJI無印良品、POP MART；2F-丸亀製麵、Levi's特賣；3F-Meil 文創；3AF-綠蓋茶館；全館黃金與鑽石類商品、黃金工資。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STARBUCKS COFFEE、

Buttermilk；2F-漫坑；3F-Levi's特賣、Palladium特賣；5F-The CAPE。板橋店｜1F-STUDIO A、SAMSUNG 、檸檬大叔； 2F-PATYA 打鐵仔、綠蓋茶館；3F-德益聯合運動品牌特賣；4F-YUDA MASK ； 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MO-BO；2F-Dirty Little 

Riders；3F-ITS jewelry。●以下專櫃需單筆消費每滿1,500元，方可使用「$100電子抵用券」乙張，並以此類推：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音樂館、誠品兒童館；新板店｜1F-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安永鮮物；2F-1010湘。●其餘未盡事宜請依現場公告為準，誠品生活與玉山銀行、
花旗銀行、聯邦銀行及星展銀行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信用卡循環信用利率、預借現金手續費用及其他費用資訊，請參閱各發卡銀行官網。

eslite Pay 綁定指定銀行信用卡
當日全館累計消費最高享5%回饋！

滿3,000即可
兌換100乙

份  （共限量470份 內含｜銀行$100電子抵用券 1張）

滿10,000即可
兌換500乙

份  （共限量255份 內含｜銀行$100電子抵用券 5張）

※本活動採自動匯券 ※會員每日各銀行活動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兌完為止



兌換地點｜板橋店5F／新板店1F顧客服務中心

活動詳情活動詳情

悠遊卡官網悠遊卡官網立即下載悠遊付立即下載悠遊付即日起 –11.07 Mon. 無現悠遊付 最高享15%回饋

10.11 Tue. – 10.31 Mon. 會員滿額抽  機會命運抽豪華旅宿

10.05 Wed.、11.05 Sat.   5號會員日 加碼回饋

●以下專櫃恕不配合，排除專櫃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準：西門店｜B1-POPMART；2F-丸亀製麵。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STARBUCKS COFFEE、Buttermilk；5F-The CAPE。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本活動悠遊付新戶定義：於 2022.9.23 

Fri. 00:00~2022.11.07 Mon. 22:30 之間完成註冊及身份驗證之悠遊付帳戶。若活動前曾經註冊過悠遊付，但悠遊付帳戶失效、註銷或強制停用並於活動期間重新註冊者，恕不符合回饋資格。●回饋計算：消費金額需排除非悠遊付支付之各類行銷折抵或退貨之退款，依符合活動資格使用者扣款帳號之完
成交易時間順序核算名額，始回饋；限量份數採活動店別共同計算，贈完為止。●回饋時程：符合消費門檻即匯入至悠遊付APP優惠券票夾，請於Easy Wallet APP首頁點選「優惠券」查詢，活動贈券限於誠品生活門市使用，使用期限至2022.12.31 Sat.止，逾期無效，其餘使用方式皆以券面說明為準，
悠遊卡公司保留更換其他等值回饋之權利。●其他注意事項： (1)回饋時悠遊付需為已註冊開通狀態，若回饋時有下列任一情形，回饋時無法完成入帳，視同放棄回饋資格：悠遊付帳戶失效、帳戶註銷、強制停用、刪除等或其他違反本活動注意事項。(2)其它活動詳細事項請見悠遊卡官網活動訊息頁面為
主。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誠品生活保留變更、終止本活動及對本活動所有事宜做出最終解釋、決定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信用卡循環信用利率、預借現金手續費用及其他費用資訊，請參閱各發卡銀行官網。

●活動期間內單筆消費滿$500(含以上)即可享乙次抽獎機會，單筆金額不累抽，多筆滿額則享多次抽獎會，需至誠品人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遊戲。●本活動於11.15 Tue. 於迷誠品網站【得獎公告】公佈中獎名
單。●獎項於抽中後，須自選指定門市領取獎項，並於兌獎時間內憑「遊戲任務＞中獎明細」紀錄，至自選門市完成個人所得收據憑證填寫後，始完成兌換，逾期視同放棄得獎資格。●本活動僅限台灣誠品會員使用，海
外會員恕不適用。●以下專櫃消費恕無法參與本活動，排除專櫃如有異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西門店｜B1-POPMART。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Buttermilk；5F-The CAPE。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
●本活動屬機會中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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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以領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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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身份憑證正反面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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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3 日尊榮
團】一人中獎即享四人同遊，本獎項適用名額為四人同行出發，且為2022年平日指定時間適用，若遇假日或國定假日行程異動或跨年度使用將依照旅行社公告辦法自行辦理差額加價。費用內含指定城市到府接送、交通車
費(賓士車款M-Benz Vito Tourer)。住宿為太魯閣晶英酒店及花蓮福容大飯店兩人一房住宿各 1 晚、共計2間。餐食為太魯閣晶英酒店自助早餐及晚餐、花蓮福容大飯店自助早餐、松湖驛站午餐。獎項費用不含其他餐費
(除兩日飯店早/晚餐)、所有行程景點的門票、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如飲料、私人購物費⋯等。獎項使用規範詳情請見迷誠品活動頁說明，其他未盡事宜以實際旅行社公告為主。●【誠品行旅│一泊二食住宿饗宴】包
含誠品行旅經典客房乙晚、In Between之間餐廳雙人人文套餐乙套，限平日週日至週四入住，使用期限至2023.2.24 Fri.。中獎後至自選門市完成兌換後，將於11.15前匯入電子兌換券至誠品人APP帳號，其他使用規範詳
見APP電子兌換券說明，並依誠品行旅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活動更改與異動之權利，其他未盡事宜以誠品人APP遊戲任務公告為主。

太魯閣晶英酒店峽谷星空電影院

專人賓士駕車尊榮禮遇

● 點數5倍送活動│將於消費達檻後自動匯入回饋點數(含原消費累計1倍)至誠品會員帳戶內。● 誠品點5萬點抽獎│達檻後可於當月5-20日至【誠品人APP→遊戲任務】內進行刮刮樂抽獎。點數獎項於抽中當下已即時匯入會員帳戶，可至【會員專區→點數與消費】查詢點數匯入紀錄。● 您消費，誠
品買單抽獎│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當日單筆消費滿$888可參加乙次，消費2筆$888，可獲2次抽獎機會，依此類推 惟每位會員中獎資格限乙次，共抽出5名，中獎名單將於每月25號公告於【迷誠品網站得獎公告】。● 誠品行旅住宿券抽獎│本活動為實體抽獎，請至各門市顧客服務中心進
行抽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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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視為本國中獎人操作之。【11.05 Sat. 全館累計消費滿5千送５百活動】● 活動當日每位會員消費滿額限回饋乙次，恕不累贈，消費累計以發票金額為準。● 誠品講堂及以下專櫃之消費發票恕無法參與活動。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依現場實際公告為準。西門店｜B1-

POP MART。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Buttermilk；5F-The CAPE。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 本活動贈送之500元抵用券，內含「商場專櫃200元電子抵用券」限西門/武昌、板橋/新板店專櫃單筆消費滿1,500元可抵用、「誠品書店100元電子抵用券」
限書店、兒童館、文具館、知味市集使用，單筆消費滿800元可抵用、「誠品線上200元電子抵用券」限誠品線上單筆消費滿1,500元可抵用。使用期限自獲券隔日起至當月月底止，詳細使用規範依券面說明為準。● 門市抵用券採消費後系統自動匯券，誠品會員結帳前請先出示實體會員卡或誠品人APP

行動會員卡完成發票消費註記方符合自動贈券之資格；非當日消費補登者恕無法補贈。●「商場專櫃200元電子抵用券」恕不適用於誠品書店、兒童館、風格文具館、精品文具館、知味市集、音樂館、西門店｜B1-POP MART；2F-丸龜製麵。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Buttermilk、STARBUCKS 

COFFEE；5F-The CAPE。板橋店｜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排除專櫃若有異動，依現場實際公告為準。●「誠品線上200元電子抵用券」採消費後撈取達檻名單，並於11.09 Wed.統一匯入達檻會員的誠品線上會員帳號。優惠券使用期限為11.10 Thu.-11.30 Wed.

止，逾期將無法使用，恕不得轉贈。●本活動贈送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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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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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悠遊付」付款，
◆悠遊付新戶當日

累計滿500送$50誠品即享券，
每戶限回饋乙份 （共限量200份）

◆當日
單筆滿1,000送$100誠品即享券，

每戶回饋上限200元 （共限量2,000份）

單筆
消費滿500，即享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乙

次，

有機會抽中活動總價10萬豪華旅宿
花蓮 3 日尊榮團 │一人中獎四人賓士包車同遊
（價值$46,800，共1名）

誠品行旅│一泊二食住宿饗宴
（價值$27,282，共3名）

單
筆滿888點數5倍送，還可再抽5萬點、「 您消費，誠品買單 」
5名、誠品行旅住宿券 11.05 Sat.享當日累計

消費滿5,000送500
內含│指定商場專櫃200元電子抵用券╳１張＋指定誠品書店100元電子抵用券╳1張＋誠品線上200元電子抵用券╳1張

※符合活動資格者，可疊加回饋，並依悠遊付交易時間序回饋，額滿為止，
活動如額滿則活動提前結束並公告於悠遊卡官網/悠遊卡facebook粉絲團。 
※本活動不需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



滿額回饋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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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地點｜板橋店5F／新板店1F顧客服務中心

板橋店｜新板店
Ban Qiao Store              Xin Ban Store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週一至週日 Mon.~Sun.11:00am~10:00pm

會員於板橋店＋新板店消費達指定門檻
不限金額消費即

贈新板店安永鮮物海苔夾心兌換券

會員單筆
消費滿1,000即可參加APP抽獎機會 乙次

有機會抽iPhone13 乙支（價值25,900元｜限量2支｜規格：128GB｜顏色：隨機出貨）

10.05 Wed. - 11.07 Mon.  雙板打卡禮

●本活動須含板橋店＋新板店當日兩店消費發票額累計方可兌換。●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誠品書店、誠品文具館、誠品知味、誠品兒童館及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1F-STUDIO A、SAMSUNG；6F-樂為生活；7F-9F-晶宴會館。
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雙板打卡禮15,000滿額贈」活動恕無法與「生活樂扭富翁禮」、「環保淨生活 會員滿額禮」重複兌換。●兌換券使用期限為2022.10.05 - 2022.11.07，詳細使用方式依券面說明為準。

●本活動板橋店／新板店當日兩店消費發票額累計，可跨店累計，並需至誠品人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遊戲。●活動期間，每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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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誠品書店、誠品文具館、誠品知味、誠品兒童館及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B1-HOPE、築間幸福鍋物；1F-STUDIO A、SAMSUNG；2F-綠蓋茶館；4F-上島珈琲店；5F-薄多義、極野宴、彌
敦道茶餐廳。6F-樂為生活；7F-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2F-1010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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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於指定專櫃單筆
消費滿1,000即

贈

板橋店｜檜山坊檜純森林體驗組 乙份（價值80元｜限量20份）

新板店｜小巴黎蠶絲蛋白香氛沐浴露 乙瓶（價值188元｜限量20瓶）

會員於指定新櫃當日
累計滿2,500即

贈檸檬大叔金桔檸檬膠囊 

10.05 Wed. - 11.07 Mon.  會員指定加碼禮

●本活動限指定店別消費發票額累計，板橋店消費發票兌換「檜山枋檜純森林體驗組」；新板店消費發票兌換「小巴黎蠶絲蛋白香氛沐浴露」。●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限以下專櫃消費累計：板橋店｜2F-首席國際香水、香氛殿堂、JACAL'S。新板店｜1F-Japhne、
Beauty Return；2F-好萩家居、曌堂、REFU香氛避難所。

 乙張（價值120元｜限量50張）

 乙張（價值239元｜限量50張）

乙組（價值6,490元｜限量16組）

10.24 Mon. - 11.07 Sun.  板橋限定迎新禮

當日
累計滿15,000再

贈3M兒童防蟎兩用被

當日
累計滿1,000再

贈板橋店薄多義Pizza兌換券

●本活動限板橋店消費發票額累計兌換。●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限以下專櫃消費累計：板橋店｜1F-New Balance；2F-WILDMEET； 4F Deng Yi登義。

 
品牌提供｜板橋店1F UNCLE LEMON檸檬大叔

乙盒（價值520元｜限量300盒）   

10.05 Wed. - 11.07 Mon.  雙板會員獨家APP抽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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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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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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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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抵用券、商品禮券、書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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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卡／黑卡會員於新板店當日
累計滿20,000即

贈

recolte Festino音波熱感美容儀 乙台（價值1,480元｜限量20台）

黑卡會員於全館當日
累計滿60,000即可

參加富翁樂扭蛋
有機會獲得豪華家電禮 　HITACHI吸塵器 （價值8,990元｜限量1台）

Delonghi 迪朗奇快煮壺／TOFFY復古刨冰機

10.24 Mon. - 11.07 Mon.  新板金黑滿額禮

10.24 Mon. - 11.07 Mon.  生活樂扭富翁禮

●本活動限新板店消費發票額累計。●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春水堂人文茶館；2F-1010湘、有情門；3F-誠品書店、誠品文具館、誠品知味、誠品兒童館。
●本活動恕無法與「雙板打卡禮15,000滿額贈」、「環保淨生活 會員滿額禮」、「生活樂扭富翁禮」重複兌換

●本活動板橋店／新板店當日兩店消費發票額累計，可跨店累計，兌換贈品時需含當店發出發票。●活動期間每人每卡享乙次刮刮樂機會，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誠品書店、誠品文具館、誠品知味、誠品兒童館及以下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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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恕無法與「雙板打卡禮15,000滿額贈」、「環保淨生活 會員滿額禮」、「新板金黑滿額禮」、「板橋專屬滿額禮」重複兌換。

金卡／黑卡會員於板橋店當日
累計滿30,000即

贈

日本千石阿拉丁瞬熱烤箱 乙台（價值6,990元｜限量10台）

10.24 Mon. - 11.07 Mon.  板橋專屬滿額禮

●本活動限板橋店消費發票額累計。●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1F-STUDIO A、SAMSUNG；4F-誠品書店、誠品文具館；6F-樂為生活；7F-9F-晶宴會館。
●本活動恕無法與「雙板打卡禮15,000滿額贈」、「環保淨生活 會員滿額禮」、「生活樂扭富翁禮」重複兌換。

10.05 Wed. - 11.07 Mon.  誠品點好好用

●本活動需於新板店服務台兌換「商品兌換券」後，憑券至2F-REFU香氛避難所兌換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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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限誠品會員(小童學卡除外)且本人現場兌換，需出示有照證件及實體誠品人會員卡或官方版行動 APP，方可兌換，非本人恕無法代替
兌換。●圖片僅供參考，實際以實體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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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點
或

300 點＋100 元

1200 點
或

500 點＋100 元

REFU香氛避難所
時光系列旅行蠟燭
價值520元︱限量5份

REFU香氛避難所
居家系列香氛蠟燭
價值890元︱限量5份

（價值3,290元｜限量1台） （價值2,180元｜限量4台）



倍優｜板橋店1F

戀戀香氛組 
櫻花香戀保濕身體乳 475ml＋脈輪美皂（七擇一）
特價888｜原價1,100  

Kosuiya｜板橋店1F

OHANA MAHAALO 
輕香水30ml＋淡香水筆10ml＋潤澤療癒護手霜50g＋
舒體SPA按摩乳240ml＋耍心機香膏3g（可任選）
特價2,000｜原價2,560

Kosuiya｜板橋店1F

OHANA MAHAALO 
輕香水30ml＋香絲洗髮露465ml＋
香絲修護乳465ml＋乾冰順髮霧40g 
特價2,000｜原價2,470

Kosuiya｜板橋店1F

OHANA MAHAALO 
香精露50ml＋舒體SPA按摩乳240ml（可任選）
特價3,000｜原價3,480

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2F

DKNY女神限量版50ml
特價899｜原價2,000

香氛殿堂｜板橋店2F

KARL卡爾系列香氛指定品項
特價1,250｜原價2,490

第二件特價750

板橋 · 新板│Ban Qiao · Xin Ban│

❶

❺❸ ❹

梳 理 容
貌

❷

❶｜JACAL'S｜板橋店2F

阿薩姆與雪松 經典擴香100ml
特價990｜原價1,100

❸｜香氛殿堂｜板橋店2F

消費滿3,000
即贈UDV香水乙支（市價600元）

❹｜香氛殿堂｜板橋店2F
加入香氛殿堂APP會員

即贈精美隨機小香水乙支（市價200元）

❷｜JACAL'S｜板橋店2F

Glasshouse佛羅倫薩 沐浴露400ml
推薦價995
Glasshouse佛羅倫薩 潤膚乳400ml
推薦價1,195

倍優｜板橋店1F

保濕滋養組合
六胜肽保濕精華乳／
積雪草全效乳液250ml（擇一）＋
脈輪美妍體油30ml（七擇一）
特價1,750｜原價2,250

44折

64折

77折

倍優｜板橋店1F

小資女輕鬆買  
白藜蘆醇水精華250ml＋黑玫瑰洗卸慕絲170ml
特價1,600｜原價2,500



REFU香氛避難所｜新板店2F

粉晶原礦擴香石
特價1,200｜原價1,480

Beauty Return｜新板店1F

保濕清潔組 
特價980｜原價1,160

Japhne｜新板店1F

海顏角鯊浣保濕修護霜
特價888｜原價1,200

Japhne｜新板店1F

海顏煥白晶凍
特價888｜原價1,200

Japhne｜新板店1F

冬日保濕減敏組
（ 1% 玻尿酸面膜＋海顏角鯊浣保濕修護霜）
推薦價1,399

REFU香氛避難所｜新板店2F

居家系列蠟燭200g
特價790｜原價890

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2F

Lolita Lempicka
蘿莉塔經典蘋果淡香精30ml
特價1,200｜原價2,240

10.05 - 10.10 誠品會員首6日滿3,000送600

❼

❻

❽

百 寶
袋

Beauty Return｜新板店1F

保濕精華（單一）
特價1,100｜原價1,280

❺｜JACAL'S｜板橋店2F

日本CHANIDA香氛蠟燭
250g 推薦價1,250
150g 推薦價950

❻｜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英國 ELM RD.擴香
特價1,414｜原價1,790

●售完為止

❼｜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英國 ELM RD.噴霧
特價932｜原價1,180

●售完為止

❽｜曌堂｜新板店2F

漢方煥白乳霜皂／漢方煥白皂
特價460｜原價520

78折

78折

新櫃新櫃
登場登場

新櫃新櫃
登場登場

53折
74折 74折

滿500贈水泥杯墊
滿1,200再贈口罩香氛

釦組

● 內含 | 香氛釦+2ml精油



❶

❺

❸

❼

❷

❻

❹

❽

板橋 · 新板│Ban Qiao · Xin Ban│

耀眼 
MIRROR皇宣緣｜新板店3F

清涼冰棒翡翠墜飾
推薦價73,800

MIRROR皇宣緣｜新板店3F

18K金福來運轉翡翠墜飾
特價186,600｜原價268,000

❶｜SOLOMAX｜板橋店1F

韓流透明框
特價1,490｜原價1,990 

❺｜銀世代｜板橋店1F

水鑽小魚玫瑰金項鍊
特價799｜原價1,580
●玫瑰金系列全面特價799元

❻｜ITS jewelry｜新板店3F

十月誕生石—碧璽
正價商品享9折
●凡購買價格1,890元以上之項鍊商品
　即贈ITS精美飾品收納袋一個
●單筆結帳金額滿6,000元現折300元

❼｜ITS jewelry｜新板店3F

純銀鍍金蕾絲鏤空寶石耳釘 
特價990｜原價1,290
●凡購買價格1,890元以上之項鍊商品
　即贈ITS精美飾品收納袋一個
●單筆結帳金額滿6,000元現折300元

❽｜BIAUTE錶特｜板橋店1F

木製腕錶 
推薦價2,400

❸｜銀世代｜板橋店1F

小木馬金飾項鍊 
特價799｜原價1,580
●玫瑰金系列全面特價799元

❹｜銀世代｜板橋店1F

貝殼小象玫瑰金項鍊 
特價799｜原價1,580
●玫瑰金系列全面特價799元

❷｜聖翔｜板橋店1F

冰珠耳環
特價1,584｜原價1,980

音符耳環
特價1,584｜原價1,980

會與機 命的 運

69折

55折折55折折

76折

74折

55折折



GAUDI｜板橋店2F

立領條紋休閒西裝
特價3,580｜原價6,290

WILDMEET｜板橋店2F

異材質拼接口袋 短袖上衣
特價649｜原價1,380

WILDMEET｜板橋店2F

輕量透氣 可收納式防曬外套
特價1,149｜原價2,560

WILDMEET｜板橋店2F

山系戶外隨身包（多收納）
特價559｜原價1,180

CACO｜板橋店2F

兩件連帽外套
特價1,390｜原價1,990

CACO｜板橋店2F

剪裁款衝鋒外套
特價1,490｜原價2,190

GAUDI｜板橋店2F

定位條襯衫式外套
特價2,980│原價5,690

SISJEANS｜板橋店2F

拼接側陰影A字牛仔長裙 
特價2,032｜原價2,390 

GAUDI｜板橋店2F

復古格紋外套
特價3,980│原價6,990

10.05 - 10.23 全館滿3,000送300

衣櫃大風
吹

New Balance｜板橋店1F

2002R系列復古鞋
推薦價4,680 

New Balance｜板橋店1F

XC-72系列複古鞋
推薦價3,480全面8折起

滿3,300元 現抵300元

滿6,000元 現抵600元

●英美、指定商品、VIP 95折不配合

CACO｜板橋店2F

10/5-10/23 全館2入 85折
滿3,300折300／滿5,500折500
滿2,200贈手提袋
●10/5-10/9 首五日VIP & SVIP點數×2（購物金加倍送）

56折

5656折折
5252折折 4747折折

4747折折

6969折折

6868折折

4444折折

新櫃新櫃
登場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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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O｜新板店1F

曼哈頓墊肩無袖襯衫
特價899 | 原價1,680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秋意洋裝
特價1,490 | 原價2,980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秋意九分褲
特價1,490 | 原價2,980

PINK｜板橋店3F

浪漫百褶網紗長裙
特價890 | 原價2,280

PINK｜板橋店3F

秋意風衣外套
特價1,190 | 原價2,880

HANAKO｜新板店1F

報童帽
特價1,344｜ 原價1,680

vensers｜板橋店2F

牛皮潮流兩用包
特價1,980｜原價2,980

vensers｜板橋店2F

小牛皮潮流長夾
特價1,180｜原價1,680

HANAKO｜新板店1F

秋意絲巾
推薦價790
特價兩件1,000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壓花背心
特價1,490 | 原價2,980

MO-BO｜新板店1F

聖潔光輝兩件式長版上衣
特價899 | 原價1,880

HERLS｜新板店1F

牛皮拼接小方頭粗跟短靴
特價3,762｜原價4,180

HERLS｜新板店1F

牛皮拼接坑條織布方頭低跟短靴
特價3,128｜原價3,680

HERLS｜新板店1F

光澤感全真皮一字釦樂福鞋
特價3,402｜原價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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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
衣物

COWA｜板橋店2F

大容量托特包
特價7,130｜原價12,980

●第一件九折第二件八折
●定價12000元以上商品八折
●七折含以上折扣後滿12600現抵300
●七折含以上滿8800贈禮品，
禮品內容依專櫃現場提供，送完為止
●部份商品35折起

55折折

4141折折

3939折折

5454折折

55折折

55折折

5353折折

4747折折

全館
8折

全館
8折

6363折折



SISJEANS｜板橋店2F

芥黃圓領長袖襯衫       
優惠價1,522｜原價1,790 

ROOTS｜板橋店2F

Roots帆布水桶包
特價7,184｜原價8,980

銀世代｜板橋店1F

NY後背包
特價2,500｜原價2,890 

銀世代｜板橋店1F

貝雷帽
特價690｜原價1,690 

Footer｜新板店2F

H.G.L螢光運動氣墊襪
推薦價280

Footer｜新板店2F

Label F 厚磅寬版刺繡T
特價590｜原價790

MO-BO｜新板店1F

空氣感鏤空雕花棉質上衣
推薦價1,180

BIAUTE錶特｜板橋店1F

手提包
特價990｜原價1,280

SISJEANS｜板橋店2F

鵝黃兩件式前開扣上衣   
優惠價1,777｜原價2,090 

unsnnoi｜新板店1F

復古格紋包釦套裝
推薦價2,880

獻給獨一無
二的自己

vensers｜板橋店2F

 牛皮個性公事包
特價2,490｜原價4,980

全館
8折

ROOTS｜板橋店2F

滿6,000元贈馬卡龍保溫瓶（定價1,080元）

滿8,000元贈毛毛手拿包（定價1,980元）

7474折折

44折折

10.05 - 10.10 誠品會員首6日滿3,000送600

ROOTS｜板橋店2F

Roots帆布班夫托特包
特價9,504｜原價11,800

unsnnoi｜新板店1F

多層次織帶紗裙
推薦價1,680

兩件式細肩綁帶設計襯衫
推薦價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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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大亨 
療癒殿堂

DAISO大創｜板橋店B1

居家拖鞋
推薦價69

Yuda Mask｜板橋店4F

極致柔滑親膚口罩
4D口罩 ｜推薦價289
平面口罩｜推薦價199

DAISO大創｜板橋店B1

吊掛式收納袋
推薦價69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Balé白蠟木餐椅
特價4,660｜原價5,900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Stel餐椅
特價2,844｜原價3,600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Nórdico北歐花瓶（小）
特價332｜原價420

❷｜床頭好朋友-變形金剛床頭箱
推薦價13,800起

❸｜床邊好朋友-超強收納床邊櫃
推薦價6,680起

打鐵仔｜板橋店2F

❶｜懶覺好朋友-自動化抽屜掀床 
推薦價33,800起

❶

❸

❷

限量
3組

限量
3組

售完
為止

買6
送1

上島珈琲店｜新板店1F

獨享手工沖泡組
推薦價2,160

上島珈琲店｜新板店1F

品牌濾掛組（手沖壺300ml）
推薦價2,940

有情門｜新板店2F

凝境沙發-三人座（限A級布）
推薦價81,800

有情門｜新板店2F

安居沙發-搖椅（限A級布）
推薦價46,800

橙沐 CHENMood Flower｜新板店1F

永生冠軍盃盆花
推薦價4,880

橙沐 CHENMood Flower｜新板店1F

永生野餐提籃
推薦價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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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恕不與「週年慶滿千送百」、「指定銀行加碼回饋」重複兌換
●床墊枕頭恕不參與本活動

消費滿10,000元

現抵600元（可
累抵）10/05-10/23



Dirty Little Riders｜新板店2F

EVA胎版平衡車＋護具＋little安全帽
特價5,920︱原價6,580

●折扣後消費滿4,500元，加贈指定款手套
（ 市值650元）

自己印紙膠帶｜板橋店4F

蘋果熊5CM印章＋果果熊PET紙膠帶 
活動組合價215│原價265

Paperholic紙膠帶
特價160│原價180

PINTOO｜新板店2F

Stephen Darbishire-春暖花開 1200片 
推薦價1,250
像素世界系列-小猴耳朵-回轉之城 2000片 
推薦價1,790

MICIA｜板橋店4F

小小手帳書房-任選兩盒
特價999｜原價1,200

盒裝印章組（10款）
推薦價850-1,250   ●任選兩盒85折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澳洲 and the little dog laughed 兒童娃娃（獅子／兔子）
特價577｜原價730

DAISO大創｜板橋店B1

造型抱枕
推薦價299

HANAKO｜新板店1F

涼感抱枕系列
推薦價2,380｜一隻9折／兩隻85折

解憂玩物特賣屋

●10/5-10/11滿3,000元送300元、滿5,000元送600元、滿10,000元送1,300元

燙金筆組
特價3,870
原價4,300

加購楓木章 
特價1,000
原價2,000

10.5 - 10.23 全館滿3,000送300

售完
為止

●活動日期 : 10/11-10/31

●活動日期：10/1-10/31，以下活動不累計累送，贈品送完為止，詳情請洽雷諾瓦門市及雷諾
瓦官網。●雷諾瓦保留更換或調整活動內容之最終權利。

雷諾瓦｜板橋店4F 雷諾瓦｜板橋店4F

滿3,300元

贈謝謝你300片拼圖或

托特包 

滿6,600元

贈咖啡街漫步1008片拼圖或

Degano隨行杯滿1,500元

贈限量漢藥硅藻土杯墊

登義｜板橋店4F

滿3,600元

贈品牌麻布提袋

MICIA｜板橋店4F

MICIA｜板橋店4F

登義｜板橋店4F

新櫃新櫃
登場登場

55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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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湘｜新板店2F

歡聚湘味5人套餐｜推薦價3,860
精選料理（燒椒皮蛋、神仙孜然肋排骨5支、臭豆腐肥腸阿干鍋、
松子年糕牛肉、串燒蝦、東安仔雞、辣椒炒蛋、鄉里小炒肉、
腐乳空心菜）＋人氣飲品任選5杯＋神仙缽飯5人份無限續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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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野宴｜板橋店5F

3成人（含以上）來店消費「大滿足餐」當桌
3人同行1人半價
●活動不分平假日，惟特殊節日及連續假期不適用 
●需前一日預約訂位
●限9位成人以下使用

HOPE｜板橋店B1

平日消費滿500即贈

黃金脆薯及小農紅茶

安永鮮物｜新板店1F

安永-豚骨高湯 500g／包｜買二送一｜原價99 

上島珈琲店｜板橋店4F

厚片培根烤總匯三明治套餐｜推薦價220
●供應時間：11:00 - 14:00

綠蓋茶館｜板橋店2F

番茄起司牛肉泡麵｜推薦價110
綠蓋茶｜推薦價90

築間幸福鍋物｜板橋店B1

築間火鍋湯底
（海鮮干貝湯底包／胡椒豬骨湯底包／
老熬牛髓湯底包／川味麻辣湯底包）
特價129｜原價189

上島珈琲店｜新板店1F

下午茶蛋糕組
巴西精品咖啡（L）＋布朗尼蛋糕
特價261｜原價290 

●僅限誠品金、黑卡會員

春水堂人文茶館｜新板店1F

秋之悠閒 下午茶套餐
小杯冰珍珠奶茶×1＋黃金香酥雞×1＋招牌豆干×1＋三沾小麻吉×1
特價365｜原價 405

●限春水堂新板店活動使用，組合優惠品項為固定，恕無法更換
●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春水堂人文茶館保有修改優惠活動之權利

檸檬大叔｜板橋店1F

純檸檬磚2盒＋蜂蜜檸檬膠囊2盒｜推薦價1,380
●活動期間：即日起至10/31

薄多義｜板橋店5F

瑪格麗特披薩｜推薦價239

登義｜板橋店4F

登義｜板橋店4F

台灣果乾 
推薦價150-180
買5送1

大
富
大
貴 

食
在
美
味

桂花烏梅湯濃縮包10包｜特價500｜原價600

新櫃新櫃
登場登場



誠品生活新板店 2F

誠品生活板橋店 1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