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亞東醫院店B1服務台

4.01Fri. -6.30 Thu. 春風滿面滿額禮

誠品會員
當日單筆
消費滿

1,000，即可兌換有空 親膚小方巾

乙個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單張消費發票於本活動限擇一門檻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

（限量93個，不挑款）

5.01 Sun. -5.31Tue. 春日裝扮滿額禮

誠品會員
當日單筆
消費滿

2,000 即贈花田囍飾 太陽眼鏡

乙個（限量38個）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單張消費發票於本活動限擇一門檻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

6.01 Wed. - 6.30 Thu. 春日芬芳滿額禮

誠品會員
當日單筆
消費滿

2,000 即贈淨毒五郎 除臭噴霧

乙個（限量38瓶）

●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單張消費發票於本活動限擇一門檻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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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醫院店當日消費發票兌換，二聯或三聯式之轉開發
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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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活動方式參加，恕不得重複兌換。●購買商品禮券之發票，恕不參加全館
贈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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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品兌出恕不接受退換（瑕疵品或故障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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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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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活動內容以顧客服務中心公告為準或請上迷誠
品網站查詢。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堅持手工烘豆、細細翻動、控制火侯，歷經四年研發經典配方；

以義大利女神 Louisa 為名，秉持讓所有咖啡愛好者喝杯好咖啡的

信念，堅定對精品咖啡文化的熱情，並於 2006 年創立第一間門市，

開啟路易莎精品咖啡連鎖品牌的世界藍圖。

春日 · 好禮

宥騰士

4.1 Fri.-6.30 Thu.
慈田金葉黃素
兩盒特價

2,150、六盒 5,700

原價二盒 2,700、六盒 8,100
※ 不與其他優惠併行使用

新加坡琉元堂

Settlers Manuka 蜂蜜 250g

4.1 Fri.-6.30 Thu.
特價

1,780 ｜原價 1,980

※不與其他優惠併行使用

FOOTDISC
杏一醫療

4.01 Fri.-6.30 Thu.
御護益生菌 + 御護 B 群肝精

特價

1,680 ｜原價 2,100

※不與其他優惠併行，無限購數量

4.1 Fri.-5.31 Tue.

廣用款半墊 買二送一

※凡原價購買廣用型半墊兩雙，即贈送廣用型半墊一雙（限定30組）
※不與其他優惠併行使用

4.1 Fri.-6.30 Tue.
健康椅墊

特價
原價 2,480

1,980

※ 限定 30 組
※ 不與其他優惠併行使用

春日 · 食光

皇家傳承

4.01 Fri.-6.30 Thu
牛肉麵 + 半筋牛肉麵
+ 燙青菜 + 溏心蛋

特價

迎福軒

400 ｜原價 480

4.01 Fri.-6.30 Thu

五種口味饅頭任選兩個

※不與其他優惠併行使用

特價

40 ｜原價 50

※不與其他優惠併行使用

令和博多拉麵

4.01 Fri.-6.30 Thu
正宗豚骨烏龍麵
特價

118 ｜原價 148

※不與其他優惠併行使用

味屋咖哩

4.01 Fri.-6.30 Thu
冷凍商品

8折優惠

※ 不與其他優惠併行使用

護師節
優惠

5.12 Thu. 當日限定

宥騰士

慈田金葉黃素 ⁄ 核酸胜肽 ⁄ 9in1 益生菌
特價二盒

（三項可混搭）※ 不與其他優惠併行使用

杏一醫療

聖瑪莉

特價

蛋糕預訂

娘家大紅麴 3 入特規組

6,600 ｜原價 7,740

※ 憑亞東醫院員工證即可享此優惠
※ 不與其他優惠併行使用

2,150 ｜六盒 5,700
原價二盒 2,700 ｜六盒 8,100
※ 憑亞東醫院員工證即可享此優惠

自製麵包、蛋糕、飲品

8折

85折

※ 憑亞東醫院員工證即可享此優惠
※ 不與其他優惠併行使用

路易莎咖啡

5.12 Thu. 13:00-17:00
蛋糕全面

8 折優惠

※ 憑亞東醫院員工證即可享此優惠
※ 不與其他優惠併行使用

令和博多拉麵

正宗豚骨烏龍麵

FOOTDISC

強效運動款足墊 + 氣墊棉襪
組合價

特價

100 ｜原價 148

※ 憑亞東醫院員工證即可享此優惠
※ 不與其他優惠併行使用

2,200 ｜原價 3,560

需出示醫護識別證，享有此優惠（限定 30 組）
※ 不與其他優惠併行使用

5.11 Wed.-5.12 Thu.

誠品會員憑 亞東醫院員工證
及當日不限金額發票，即贈

樂法 + 聖瑪莉蒜蒜包兌換券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限量 100 份，數量有限，兌
完為止。●兌換券可兌換至 5.31Tue.，詳細規範依券面說明
為主，限誠品生活亞東醫院店使用。
●贈品依現場告示為準，贈品圖片僅供參考，兌出後恕不接受兌換
（瑕疵品或故障品除外）。●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

憑此券可至聖瑪莉 兌換

蒜蒜包

乙個

使用期限：2022.05.11～2022.05.31
●此券由聖瑪莉回收。●此券限誠品亞東醫院店使用。●未蓋誠品亞東醫院店店章之兌換券視同無效。●未盡事宜以服務
台公告為主。●本券屬無償贈品，恕不找零亦不得兌換現金。

憑此券可至樂法 兌換

紅茶或綠茶 乙杯
使用期限：2022.05.11～2022.05.31

●此券由樂法回收。●此券限誠品亞東醫院店使用。●未蓋誠品亞東醫院店店章之兌換券視同無效。●未盡事宜以服務台
公告為主。●本券屬無償贈品，恕不找零亦不得兌換現金。

40

點

洪家三明治
指定口味三明治

招牌火腿、招牌起司、草莓起司、橙醬起司、

藍莓起司、花生、全麥火腿、全麥芝麻、全麥起司

4.1 Fri.-6.30 Thu.
限量84個

限時換
春光燦爛 陪伴好物
※兌換券可兌換至7.15 Fri.

60

點

聖瑪莉
草莓大福

4.1 Fri.-6.30 Thu.
限量80份

注意事項 ●每卡每日限換乙次。●各品項限指定
期間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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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兌換後除瑕疵外，恕不接
受退換或服務。

200

KIKKERLAND
點

咖啡匙夾（復古銅）
4.1 Fri.-6.30 Thu.
限量14隻

※兌換券可兌換至7.15 Fri.

●每卡每日限換乙次。●各品項限指定期間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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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兌換後除瑕疵外，數不接受退換或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