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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板橋店5F／新板店1F顧客服務中心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誠品會員於板橋店累計消費 

滿10,000即
贈UNIQ超薄行動電源 乙台（市價980元｜限量8台｜恕不挑色）

誠品會員於板橋店／新板店單筆消費 

滿500即可
參加APP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抽兒童書桌椅 乙套

（ 價值15,000元｜限量1組｜恕無法挑選尺寸）

滿3,800即
贈

Footer織品手洗精
乙瓶（ 價值750元｜限量20份｜規格350ml）

滿1,000即
贈

繁星香頌口罩香氛貼
乙份（ 價值180元｜限量30份｜恕不挑款）

滿2,000即
贈

檜木精油乾洗手凝露
乙瓶（ 價值250元｜限量30份｜規格150ml）

9.01 Thu. - 10.03 Mon.  板橋店專屬滿額禮

9.01 Thu. - 10.03 Mon.  APP會員抽獎禮

9.01 Thu. - 10.03 Mon.  誠品點好好用

9.01 Thu. - 10.03 Mon.  雙板會員滿額禮

●本活動為板橋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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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樂為生活；7F-9F-晶宴會館。

●本活動需含新板店消費發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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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誠品書店、誠品文具館及以下專櫃消費
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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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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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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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店｜1F-Studio A、SAMSUNG；6F-樂為生活；7F-9F-晶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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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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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會員於板橋店／新板店累計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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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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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點
或

10 點＋50 元

600 點
或

50 點＋100 元

cuoca
美味餅乾專用粉
價值280元︱限量8包
●有效期限：2022.12.12。
●兌換店別：誠品生活新板店1F。

UDV
迷你香氛
價值500元︱限量18組
●款式隨機出貨，恕不挑款。
●兌換店別：誠品生活板橋店5F。

品牌提供｜
新板店 2F-Footer



花漾女子  輕鬆穿

PINK｜板橋店3F

恬美圖騰雪紡百褶洋
特價1,390│原價3,480

PINK｜板橋店3F

優雅圖騰花卉短袖抽繩洋裝
特價1,090│原價2,680

PINK｜板橋店3F

優雅腰綁結花卉排扣短袖洋裝
特價1,090│原價2,680

PINK｜板橋店3F

輕薄長版側開岔薄罩衫
特價990｜原價2,480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暗紅細肩帶洋裝
特價840│原價1,680

白色蕾絲邊無袖背心
特價840│原價1,680

Footer｜新板店2F

Footer 機能襪
任選3雙│推薦價600
任選6雙│推薦價1,110
任選10雙│推薦價1,750

unsnnoi｜新板店1F

2way後背穿越綁帶洋裝
推薦價1,880
垂直交接繞踝尖頭平底鞋
推薦價1,580

unsnnoi｜新板店1F

精緻羽毛感透視上衣
推薦價1,680
升級版長腿綁帶褲
推薦價1,580



山
系
穿
搭
指
南

WILDMEET｜板橋店2F

拼接山系 短袖襯衫
特價899｜原價1,980

WILDMEET｜板橋店2F

山系速乾登山帽（防潑水）
特價459｜原價1,180

CACO｜板橋店2F

奇奇蒂蒂撞色上衣
推薦價490（兩件85折）

CACO｜板橋店2F

奇奇蒂蒂大頭短T
推薦價590（兩件85折）

WILDMEET｜板橋店2F

印花迷途探索 短袖上衣 
特價649｜原價1,380

WILDMEET｜板橋店2F

十字織紋 戶外短褲 
特價899｜原價1,980

ROOTS｜板橋店2F

景緻海狸寬短版短袖T恤
推薦價1,680

ROOTS｜板橋店2F

有機棉牛仔長裙
特價2,263｜原價3,280

SOLOMAX｜板橋店1F

SOLOMAX 品牌韓系太陽眼鏡
特價1,990（一副）
特價2,990（兩副）｜原價2,490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大地色平口短褲
特價1,240│原價2,480

SISJEANS｜板橋店2F

爆米花黃V領五分袖襯衫 
特價1,490｜原價1,690

SISJEANS｜板橋店2F

芥黃垂墜感小喇叭長裙  
特價1,590｜原價1,790

SISJEANS｜板橋店2F

芥黃收腰抽繩短袖上衣
特價1,490｜原價1,690

MO-BO｜新板店1F

純棉特殊剪接口袋A字裙
特價419│原價699

Footer｜新板店2F

Label F  厚磅寬版刺繡T／刺繡短褲│推薦價590
HAPPY-GO-LUCKY 厚磅寬版刺繡T／刺繡短褲│推薦價590

GAUDI｜板橋店2F

彈性紗假兩件休閒衫
特價1,590｜原價2,990

暖
色
穿
搭

氣
質
出
眾

MO-BO｜新板店1F

三面結構簡裁寬鬆襯衫
特價419│原價699

MIRROR 皇宣緣｜新板店3F

蜜蝶糖翡翠墜飾
特價168,000｜原價288,000

MIRROR 皇宣緣｜新板店3F

浮翠流丹春彩手鐲
特價76,600｜原價128,000



加分配件  自信展現

HERLS｜新板店1F

復古優雅全真皮V口素面粗跟鞋
特價2,533│原價2,980

Vensers｜板橋店2F

小牛皮潮流肩背包（紅酒）
特價2,480｜原價3,680

Vensers｜板橋店2F

牛皮個性後背包（棕色）
特價2,380｜原價3,480

HERLS｜新板店1F

全真皮翼紋沖孔橢圓頭牛津鞋
特價3,213│原價3,780

HERLS｜新板店1F

全真皮鞋翼沖孔基本休閒德比鞋
特價3,854│原價4,380

COWA｜板橋店2F

寬編織包
特價6,550｜原價7,280

COWA｜板橋店2F

綁帶包
特價3,140｜原價6,980

CACO｜板橋店2F

葛來分多拼接洋裝
推薦價790

HERLS｜新板店1F

全真皮簡約粗跟德比牛津鞋
特價3,080│原價3,280

Vensers
全館8折

ITS jewelry｜新板店3F

波浪珍珠項鍊
特價2,090｜原價2,290
●贈ITS精美飾品收納袋

ITS jewelry｜新板店3F

迷你寶石戒指 2入
（ 石榴石／青金石／綠瑪瑙／橄欖石／綠松石／
月光石／拉長石｜純銀／純銀鍍金

特價999｜原價1,180）

ITS jewelry｜新板店3F

極美手串寶石手鍊
特價999｜原價1,590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美國 Apotheke伊甸園系列
黑鳶尾花與豫木
特價1,328｜原價1,680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英國 ELM RD.擴香｜特價1,414｜原價1,790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美國 Apotheke繽紛系列
番茄龍蒿香氛蠟燭
特價1,248｜原價1,580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英國 ELM RD.噴霧
特價932｜原價1,180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美國 Apotheke繽紛系列
草莓青檸香氛蠟燭
特價1,248｜原價1,580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美國 Apotheke伊甸園系列
番紅花與香草
特價1,328｜原價1,680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美國 Apotheke繽紛系列
紫羅勒香氛蠟燭
 特價1,248｜原價1,580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美國 Apotheke伊甸園系列
清甜橙花
特價1,328｜原價1,680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美國 Apotheke繽紛系列
梅爾檸檬與薄荷香氛蠟燭
特價1,248｜原價1,580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美國 Apotheke伊甸園系列
雪松木與薑花
特價1,328｜原價1,680

嗅覺饗宴療情緒

全品項
限量3組



魅力芬芳隨手帶

倍優｜板橋店1F

玫瑰系列香水20ml
推薦價500
●5款任選 買一送一

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2F

Mercedes Benz 賓士 王者之星 100ml
特價1,980｜原價3,250

JACAL'S｜板橋店2F

法國PANIER DES SENS 玫瑰蓓蕾 
 溫和植物皂（150g）

推薦價380
 沐浴馬賽皂液（500ml）

 推薦價690

JACAL'S｜板橋店2F

Glasshouse 擴香系列（250ml）

 推薦價1,695

香氛殿堂｜板橋店2F

UDV系列香氛指定品項
買一送一 ｜推薦價500
●消費滿3,000（含）贈UDV香水乙支
●加入香氛APP會員贈隨機小香乙支

香氛殿堂｜板橋店2F

KARL卡爾系列香氛指定品項
第一件1,250／第二件750
●消費滿3,000（含）贈UDV香水乙支
●加入香氛APP會員贈隨機小香乙支

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2F

Trussardi Delicate Rose 
晶漾玫瑰女性香水50ml
特價1,850｜原價2,680

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2F

Trussardi Donna 女性淡香精50ml
特價1,980｜原價2,880

香氛殿堂｜板橋店2F

OLIBERE奧麗蓓爾全系列香氛
全系列香氛85折優惠
●消費滿3,000（含）贈UDV香水乙支
●加入香氛APP會員贈隨機小香乙支

買一買一
送一送一

買一買一
送一送一



保養肌膚護身體

Japhne｜新板店1F

換季調理組（海顏膠原導入精華＋淨白保濕水凝乳）
特價1,280︱原價1,660

Beauty Return｜新板店1F

修護保濕精華組（兩件） 
特價2,250 ｜原價 2,560

Kosuiya｜板橋店1F

OHANA MAHAALO 

任選1件香絲洗髮露465ml＋

任選1件乾冰順髮霧40g＋

任選1件香絲抗熱精華乳82g 

特價1,580｜原價1,850

Kosuiya｜板橋店1F

OHANA MAHAALO

任選1件水光潤澤精華水150ml＋

任選1件水光潤澤舒芙蕾50g  

特價1,000｜原價1,160

Kosuiya｜板橋店1F

OHANA MAHAALO
任選1件名媛美指護理精華油2.5g＋

任選1件金緻護手霜50g＋

任選1件指呵護香氛手膜
特價1,000｜原價1,230

Kosuiya｜板橋店1F

OHANA MAHAALO 

任選1件輕香水30ml＋

任選1件舒體SPA按摩乳240ml

特價1,000｜原價1,360

SNOVA絲若雪｜新板店2F

體驗簡單組買二送一
特價2,599｜原價3,060

（ 內含：胎盤素高濃度精華液×1＋
胎盤配合滋潤化粧水×1）
●贈胎盤配合保濕乳液（10ml）
●本組合已享優惠，恕不再享誠品會員折扣

Footer｜新板店2F

Foo美學超吸水浴巾
直紋／雪花（厚）｜推薦價825

Footer｜新板店2F

貼身織品抑菌手洗精晨曦香氛
推薦價350

曌堂｜新板店2F

老廢角質掰掰皂
（黑金皂100g＋漢方煥白皂100g＋草本舒活皂100g）

 特價1,288｜原價1,450



居家休憩區

衣物好朋友
推薦價33,800

化妝好朋友
推薦價7,480

Patya 打鐵仔｜板橋店2F 有情門｜新板店2F

喆林雙人床（標準雙人）
推薦價44,200

Tänka實木餐椅
特價3,144｜原價3,980

Sten花崗石茶几
特價6,162｜原價7,800

Balé白蠟木餐椅
特價4,660｜原價5,900

Stel餐椅
特價2,844｜原價3,600

Anillo胡桃木餐椅
特價3,239｜原價4,100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兒童拼圖 - Image World - 太空任務
120片
推薦價650

FATFISHBOY - 排隊火鍋
2000片
特價1,611｜原價1,790

PINTOO｜新板店2F

Image World - 義大利海岸城市
1200片
推薦價1,250

羅德西 - 空中週末書店
1200片
特價1,125｜原價1,250

限量
3組

●活動日期 : 9/9-9/30



療癒小空間

雜誌少女
特價1,560│原價2,260

中秋節卡片課程
美日會員200（可折抵消費）
非美日會員399（可折抵200元消費）

秋天木質系男子
特價1,600│原價2320

Micia｜板橋店4F

Yuda Mask｜板橋店4F

極致柔滑親膚平面口罩
Yuda×樂意-恕語薰心／Yuda×莫蘭迪漸層-紅豆牛奶／Yuda×米蟲丸-茶& 野莓
推薦價199
●買五送一、買八送二、買十送三（贈莫蘭迪色系口罩五入組隨機款）
●滿1,688元贈插餐具組

燃石小鋪｜新板店3F

山形碗／葉子盤（個）
推薦價650
台味小茶碗
推薦價250

HANAKO｜新板店1F

日系簡約手拿包
特價1,184│原價1,480

橙沐 CHENMood Flower｜新板店1F

單朵永生花束
特價750│原價1,000



親子好時光
Dirty Little Riders｜新板店2F

折疊發光滑板車
特價2,680｜原價2,980

英國Victoria Eggs文字圍裙
特價758｜原價960

英國Victoria Eggs兒童圍裙
特價514｜原價650

英國Victoria Eggs大人圍裙
特價758｜原價960

售完售完
為止為止

柴犬／巴戈椅緣子按摩器靠枕
單隻特價1,242│原價1,380
兩隻特價2,346│原價2,760

柔感白熊/奶茶熊
單隻特價1,512│原價1,680
兩隻特價2,856│原價3,360

HANAKO｜新板店1F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Trick or treat! 

萬聖節提燈玩具
推薦價49元

萬聖節LED擺飾玩具
推薦價49元

萬聖節擺飾
推薦價49元

面具
推薦價49元

DAISO大創｜板橋店B1

●8/26-9/4滿300送39折價券



味蕾堆疊   飽足時刻
1010湘｜新板店2F

串燒蝦
推薦價438
●10%服務費另計

1010湘｜新板店2F

鄉巴佬中卷
推薦價400
●10%服務費另計

春水堂人文茶館｜新板店1F

小杯冰珍珠奶茶×2＋功夫麵×2＋滷蛋×2＋
黃金香酥雞×1＋茶香高麗菜（葷／素）×1＋
招牌豆干×1＋金沙芋泥丸×1
特價800│原價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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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野宴｜板橋店5F

活動期間內，3成人（含以上）
來店消費「大滿足餐」當桌即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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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永鮮物｜新板店1F

韓式泡菜鍋底（1000g／包）
特價169｜原價199

薄多義｜板橋店5F

熔岩可可起司披薩餃
推薦價219

綠蓋茶館｜板橋店2F

直薯
推薦價75

上島珈琲店｜新板店1F

秋季特選豆濾掛組
（ 衣索比亞＋黃金曼特寧率掛5入＋
冷萃咖啡壺＋L鋼杯）
推薦價3,090

上島珈琲店｜板橋店4F／新板店1F

上島品牌職人濾掛
推薦價220

上島珈琲店｜板橋店4F／新板店1F

上島職人咖啡豆
推薦價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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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da Mask｜板橋店4F

原創插畫合作第一品牌-
昱達生技口罩
最新的醫療級ES材質，設計出極
緻柔滑親膚之醫療級口罩，同時與
台灣在地原創插畫家合作，繪製出
超過300款的個性畫風口罩，讓口
罩成為每日穿搭造型搭配之配件，
凸顯個人時尚風格。
●買五送一、買八送二、買十送
三，滿1,688元贈插畫餐具組。

登義Deng Yi｜板橋店4F

漢藥文化的翻譯者
從傳統漢藥行切入漢方生活視角，
並透過雅緻的場域與貼近當代人生
活的產品，陪伴大家一起實踐漢方
生活。
●9/1-10/2 消費滿699元，即贈珪
藻土漢藥圖騰杯墊1只。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網羅世界各地不同樣貌的家居用品
為生活增添多樣化的品味美學。獨
一無二的選品，將會成為您生活中
的Good Choice！

●8/5-9/30 現場加入好萩會員即
送來店禮，並可獲得購物金100
元。

WILDMEET｜板橋店2F

有些風景，沒有出發，不會遇見
就是現在，穿上WILDMEET，享
受自我Outdoor風格，遇見戶外那
個美好的Moment吧！Life8 全新
戶外品牌 WILDMEET，創造無限
可能性！

Beauty Return｜新板店1F

專注於帶領肌膚逆齡重生，
回歸最美好膚況
美麗，是每個女人終其一生追求的
目標，我也是女人，還是一位美
容師，每天看著客人各種狀況又無
法得到改善的肌膚，就莫名覺得
心疼！「我能做的一定還可以更
多，想要為每個愛美的朋友完成夢
想！」就是這個想法。

Ban Qiao˙ Xin Ban
NEW OPENING板橋 · 新板│新櫃登場│

檸檬大叔檸檬大叔｜板橋店1F｜板橋店1F

樸實、較真、執著。
是我，檸檬大叔。
屏東九如鄉為盛產檸檬的鄉村，檸
檬大叔默默拾起了那些因為表面有
些微醜、內在卻依舊美好不變的檸
檬。檸檬大叔懂得看見樸實表面裡
的精彩滋味，透過變化，讓那些被
忽略的檸檬，巧手展現出全新樣
貌，活出了更加精彩的滋味。

STUDIO A｜板橋店1F

台灣首家蘋果優質經銷商
全台灣家數最多、營業額最大的
Apple專業通路，擁有Apple全系
列電腦產品等商品販售權，以及多
達兩千種以上，集合歐、美、日
系知名品牌之周邊產品。讓喜愛
Apple的消費者，都能隨時前往附
近的STUDIO A感受Apple產品的
獨特魅力。

New Balance｜板橋店1F

百年品牌 專業專精
關於New Balance  –  創建於
U.S.A.，創立於1906年，New 
Balance秉持著百年製鞋精神，不
斷在科技材質、產品外觀與舒適感
持續進步。更期許成為高科技、高
品質的全球跑鞋領導品牌。
●滿3,300元現抵300元，滿5,500
元現抵500元再贈摺疊野營箱乙
個。

9/159/15
開幕開幕



誠品生活板橋店 1F誠品生活板橋店 1F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使用eslite Pay、街口支付、LINE Pay、台灣Pay及悠遊付消費恕不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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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銀行VISA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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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7.05 Tue.- 2022.9.22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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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期加贈禮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

※分期七卡恕不兌換分期加贈禮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3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40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20份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20份

滿15,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份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2.7.05 Tue.-2022.9.22 Thu.
持指定銀行信用卡當日於板橋店、新板店刷卡消費滿額，憑信用卡、同卡號簽單及消
費發票即可兌換指定贈禮，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9/30前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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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50份

滿40,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25,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5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0份

滿17,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3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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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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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600份

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25,000
贈 誠品禮券400
乙份，限量1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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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每月限量225份

滿15,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每月限量9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每月限量12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