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兌換地點｜西門店B1／武昌店4F／板橋店5F／新板店1F顧客服務中心滿額回饋

1.22 Sun. - 1.29 Sun. 迎春福袋 開運驚喜抽 

會員購買指定品牌限量福袋或全館
單筆滿2,000，

即可
兌換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乙

次，有機會抽中
就要出國玩－東京4天3夜雙人自由行（價值$36,400，共1名）

●會員購買指定專櫃品牌福袋或單筆消費發票金額滿2,000(含以上)，即可憑實體會員卡(或有照身分證件、誠品APP行動會員卡)、福袋貼紙憑證、消費發票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抽獎序號，憑序號可至誠品APP「遊戲任務」參加刮刮樂抽獎遊戲。●福袋貼紙憑證：購買一個品牌福袋即可獲得一張貼紙憑證，買
兩個可獲得兩張，以此類推，每張貼紙可兌換乙次抽獎序號。●全館單筆消費滿2,000即可兌換乙次抽獎序號，每位會員限兌乙份。抽獎序號卡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參與本活動：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兒童館、誠品知味市集、臨時櫃、特賣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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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於2023.2.15 W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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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兌獎期間2.06 Mon.-2.28 T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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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會員怒不適用。●活動屬機會中獎，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繳納稅額，詳見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說明。●【東京4天3夜雙人自由行】本獎項適用名額為兩人同行出發，航空限為星宇航空-桃園／成田往返經濟艙機票兩張。住宿限為池袋太陽城王子飯店，住宿3晚未含早餐(兩人一
室)。出發日期至2023.12.31Sun.止。但遇連續假日、寒假、暑假或特定日期航空公司或飯店有價格調漲時，尚須補足旺季加價。●此獎項內容不含兩地機場稅、燃油稅等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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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留活動更改與異動之權利，其他
未盡事宜以誠品APP遊戲任務公告為主。

活動共同注意事項：●發票消費累計金額限誠品生活指定活動店別當日當店兌換，恕不跨店跨日累計，逾期無效。●購買禮券、三聯式發票或轉開發票恕不列入消費累計金額計算，如使用發票載具，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兌換時請出示電子發票證明聯及銷貨明細資料。單張發票除指定贈禮外，限兌換
乙項活動贈禮，發票經兌換後恕無法重複累計，兌換後之發票剩餘金額不得與下次消費合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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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會員相關活動，活動需本人持會員卡至指定活動店別顧客服務中心兌換；點數相關活動僅限台灣申辦之誠品
會員獨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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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始得以領獎，機會中獎獎項市值超過20,000元(含)以上者，本國中獎人需填妥個人所得收據憑證，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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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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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辦理退貨，須持該日消費發票及活動贈禮(包含抵用券／誠品點)至兌換活動店
別顧客服務中心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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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誠品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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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任一證明，方可兌換。●活動
消費累計限申辦／升等誠品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活動贈禮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所有贈品活動依現場告示為準，圖片僅供參考，兌出後除瑕庛品恕不接受退換。排除專櫃若有異動或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禮與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詳情請見活動店別
顧客服務中心及「迷誠品」官網公告。https://meet.eslite.com/tw/tc。

誠品APP

誠品APP

●需先登入會員帳號後方可進行點數兌換，會員首次登入請參考誠品APP說明。●扺用券限指定專櫃滿額扺用，單筆消費限使用乙張，使用期限至2023.2.19 Sun.止，逾期無效，詳細使用說明請見券面說明為準。●活動期間同品項每卡限兌換乙張電子扺用券，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兌換方式為誠品點
即時扣抵，系統將自動發送電子抵用券至誠品APP會員帳號內。可於誠品APP查看抵用券明細。●於專櫃消費時需出示會員卡或誠品APP行動會員卡方可進行折抵。●點數異動紀錄，可於誠品APP【會員中心】中查詢。●本券恕不退換、找零、不另開立統一發票。●本券為無償發行之抵用券，不受禮券
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使用本券折抵之金額，恕不列入全館滿額活動之金額累計及停車折抵。●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誠品生活保有調整及變更之權利。

登入誠品APP憑誠品點300點即可
兌換$100 好年購物金

指定伴手禮專櫃單筆
消費滿300現折100，指定餐廳單筆

消費滿500現折100

會員當日
累計滿500或扣誠品點50點

即可
兌換尼尼迎春 紅包袋  （3入乙組，恕不挑款）

1.12 Thu. - 1.29 Sun. 尼尼迎春 會員來店禮

●活動期間每卡滿額限兌換乙份、扣點限兌換兩份，3入乙組，恕不挑款，送完為止。●扣點兌換限同一位會員，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會員點數依當日持有之點數為準。●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兒童
館、誠品知味市集、臨時櫃、特賣會及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西門店｜B1-POP MART ROBOSHOP。武昌店｜B1-遊戲玩家；1F-Buttermilk；5F-The CA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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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聯合特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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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便利商店；2F-1010湘；3F-默爾pasta & 

pizz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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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需至顧客服務中心兌換抽獎序號

※兌換方式：登入誠品APP→誠品點數→點數兌換

武昌店 1F｜老彭友秘制辣掌 武昌店 1F｜品好乳酪 板橋店 4F｜登義 板橋店 5F｜薄多義

新板店 3F｜默爾pasta & pizza新板店 1F｜安永鮮物 新板店 2F｜米森新板店1F、板橋店4F｜上島珈琲店

1.12 Thu. - 2.12 Sun. 誠品點好好兌 好年購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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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珍滴雞精｜誠品線上
常溫白羽烏骨滴雞精綜合組 
特價8,880 ｜原價14,600
●內含｜原味40入+黃金蟲草30入（加贈大風草防疫清潔藥浴5包）
●贈品有限送完為止

日本 MIDORI｜誠品線上
Happiness Pop Up 紅包袋／Round Rice 
Cake，特價136｜原價160
●優惠 1.31 前期間限定

 日本DECOLE｜誠品線上
Concombre開運福兔公仔
特價351｜原價390
●內含｜開運貓與開運兔

24
小
時
不
打
烊
！

春
節
一
起

美國LOCKNESTERS｜誠品線上
立體拼接招財貓
特價2,232｜原價2,480

Waymax X7 尊雅｜誠品線上
電動滑板車 豪華款
特價16,800｜原價21,000

揪吉｜誠品線上
揪吉萬貫玫瑰金
推薦價5,980

FUJIFLN富士 ｜誠品線上
instax Mini LiPlay馬上看相機／玫瑰金
推薦價4,990

Mao's樂陶陶 ｜ 誠品線上

一生兩人相愛禮盒組
推薦價1,860



當日
累計滿3,000送300

●本活動板橋店與新板店可跨店累計。●每日每卡限兌換乙份，單日恕不累贈。●兌換時限當日消費發票方可兌換。●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及使用抵用
券誠品書店、誠品文具館、誠品知味、兒童館、臨時櫃、特賣會及以下專櫃：板橋店｜B1-築間幸福鍋物、HOPE；1F-SAMSUNG、STUDIO A；2F-綠蓋茶
館、打鐵仔；5F-彌敦道茶餐廳、薄多義、極野宴。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春水堂人文茶館；2F-1010湘；3F-默爾pasta & pizza。●抵用券使用時間：
2023.1.13（五）-2.28（二），使用方式詳見券面說明。●抵用券為電子券形式，誠品會員兌換後將匯入會員帳號，請下載誠品APP，登入後可於門市優惠券查
看抵用券明細及說明。●於專櫃消費時，請出示誠品APP方可折抵。●本活動恕不與全館滿額贈重複兌換，單張發票僅能擇一活動門檻參加。●本活動其他未盡
事宜依現場公告為準誠品生活保留更改活動及取消之權利。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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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單筆
累計滿1,200即可

參加APP抽獎機會乙
次，有機會抽中

IROBOT ROOMBA 960掃地機器人 乙台（價值35,999元｜限量1台）

1.12 Thu. - 3.01 Wed. 板橋店APP會員春節禮

●本活動限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並需至誠品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遊戲。●活動期間，每人單筆消費滿額即享乙次刮刮樂機會，等比累贈遊戲次數，發票金額越高中獎機會越大。●誠品書店、誠品文具館、臨時特賣會及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1F-STUDIO A、SAMSUNG；6F-樂為生活；7F-

9F-晶宴會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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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活動頁面公告為準。

1.12 Thu. - 3.01 Wed. 板橋店會員享好禮

●本活動限板橋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兌換。●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誠品書店、誠品文具館、臨時特賣會及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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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享好禮」活動恕無法與「新春開運香氛禮」重複兌換。

當日
累計滿3,888即

贈登義輕盈水水
當日
累計滿6,888即

贈KINYO多功能陶瓷美食鍋 乙台（價值990元｜限量100台）

1.12 Thu. - 3.01 Wed. 板橋店會員限定禮

●本活動限板橋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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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特賣會及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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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卡／黑卡會員 
當日
累計滿15,000即

贈日本KINTO膠囊冷泡壺 乙個（價值1,280元｜限量14個）

新註冊會員 
單筆
消費滿1,888即

贈雷諾瓦拼圖 乙個（價值529元｜限量20個｜款式隨機）

1.13 Fri. - 1.15 Sun. 雙板會員限定72小時辦年貨

乙盒（價值400元｜限量100盒）
品牌提供｜板橋店4F-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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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夕 1.21 Sat. 
11:00am~06:00pm
初一至初五 1.22 Sun.~1.26 Thu. 
11:00am~10: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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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Thu. - 3.01 Wed. 新板店APP會員春節禮

當日單筆
累計滿1,200即可

參加APP抽獎機會乙
次，有機會抽中

Panasonic桌上型洗碗機 乙台（價值26,900元；限量1台）

●本活動限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並需至誠品APP遊戲任務操作刮刮樂遊戲。●活動期間，每人單筆消費滿額即享乙次刮刮樂機會，等比累贈遊戲次數，發票金額越高中獎機會越大。。●誠品書店、誠品文具館、誠品知味、誠品兒童館、臨時特賣會及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1F-全家便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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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活動頁面公告為準。

不限金額出示誠品APP會員卡即可參加燙金自製春聯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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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限新板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兌換。●活動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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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Thu. - 1.30 Mon. HAPPY 兔 YOU

●本活動限新板店當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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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臨時櫃、特賣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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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默爾pasta & pizza。

金卡／黑卡會員 
當日
累計滿2,000加

贈默爾pasta & pizza 100元抵用券 乙張  
白卡／黑卡會員 
當日
累計滿5,000加

贈安永鮮物綜合堅果兌換券 乙張 
新註冊會員 
單筆
消費滿688即

贈茶籽堂洗手露隨身瓶 乙個（價值300元｜限量50份）

1.12 Thu. - 3.01 Wed. 新板店會員迎春加碼禮

（價值100元｜限量100張）品牌提供｜新板店3F-默爾pasta& pizza

（價值199元｜限量100張）品牌提供｜新板店1F-安永鮮物

1.12 Thu. - 3.01 Wed. 新板店會員開春滿額禮

●本活動限新板店當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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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臨時櫃、特賣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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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默爾pasta & pizza。●本活動恕無法與「新春開運香氛禮」重複兌換。

當日
累計滿3,000即

贈1010湘500元抵用券
當日
累計滿60,000即

贈正負0多功能電烤鍋 乙台（價值4,990元｜限量10台）

乙張（價值500元｜限量100張）
品牌提供｜新板店2F1010湘



PALLADIUM｜板橋店1F

潮流防水高筒休閒鞋 粉色 
推薦價3,580
●單筆消費含1件紅兔商品，
即享整筆消費9折優惠

CACO│板橋店2F

Elmo大臉帽T
特價959│原價1,090

ITS Jewelry｜新板店3F

透亮碧璽彈性戒，推薦價890
不規則淡水珍珠彈性戒，推薦價790

聖翔│板橋店1F

方形四格造型耳環，特價1,584｜原價1,980

彩色方塊水晶耳環，特價1,584｜原價1,980

Poly lulu｜板橋店3F

午後時光排釦修身綁帶洋裝
推薦價850

2件2件
8585折折

限量限量
1010件件

SISJEANS│板橋店2F

玫紅造型大學長TEE
特價1,607｜原價1,890

BoomBoom 選品服飾│新板店1F

韓國選品-秋冬帽款
任選2件 特價1,000｜單件原價590

BoomBoom 選品服飾│新板店1F

粉色砂糖針織背心
推薦價690

Footer│新板店2F

機能除臭襪
任選3雙600、6雙1,110、10雙1,750｜原價1雙250-380

Footer│新板店2F

旋壓機能鞋墊
任選3雙630、6雙1,080｜原價1雙250

板橋 · 新板│Ban Qiao · Xin Ban│

Footer│新板店2F

中性寬版帽TEE
特價990｜原價1,480

HANAKO｜新板店1F

酒紅雙色柔軟圍巾 
推薦價990
2件 特價1,800CACO│板橋店2F

Elmo滿版毛衣
特價1,047│原價1,190



PALLADIUM｜板橋店1F

經典牛皮法式軍靴 卡奇色
推薦價3,980
●單筆消費含1件紅兔商品，
即享整筆消費9折優惠

ITS Jewelry｜新板店3F

ITS經典寶石圈圈耳環（紅-石榴石／綠-橄欖石）
特價990｜原價1,090

ITS Jewelry｜新板店3F

ITS經典珍珠手鍊 ，特價1,890｜原價2,590

簡約珍珠細緻手鍊 ，特價1,090｜原價1,290

COWA｜板橋店2F

古典風跨肩包
特價6,210｜原價8,880

CACO│板橋店2F

短版針織毛線帽
特價343｜原價390

ROOTS｜板橋店2F

曠野之息系列 
法蘭絨格紋襯衫
特價2,384｜原價2,980

HERLS│新板店1F

英倫全真皮睫毛流蘇方頭低跟樂福鞋
特價3,383｜原價3,980

PINK│板橋店3F

針織外套
特價1,690｜原價3,880

GAUDI│板橋店2F

總針配條毛衣
特價2,583 ｜原價3,690

new balance｜板橋店1F

327 酒紅
推薦價2,380

vensers│板橋店2F

牛皮個性後背包
特價2,380｜原價3,480

全館全館
88折折

全館全館
88折折

乙個

vensers│板橋店2F

牛皮潮流肩背包
特價1,880｜原價2,680



SOLOMAX︱板橋店1F

Ray-Ban-新年限定款（配到好），推薦價5,490

WILDMEET│板橋店2F

明線配色設計 機能長褲
特價759｜原價1,580

HANAKO｜新板店1F

柔軟小熊圍巾（藍橘／粉白／灰藍）
推薦價990
任選2件 特價1,800

HANAKO｜新板店1F

黃米色柔軟圍巾
推薦價990
任選2件 特價1,800 

PINK│板橋店3F

黃色格紋襯衫
特價790｜原價1,880

WILDMEET│板橋店2F

山系 圓頂個性漁夫帽
特價459｜原價1,180

unsnnoi｜新板店1F

立體橫織紋下擺圓弧上衣
推薦價1,280
側開岔斗篷式高領罩衫 
推薦價1,380
溫柔色系隱藏直紋牛仔褲  
推薦價1,680

COWA｜板橋店2F

交錯設計提包
特價6,910｜原價7,680

MIRROR皇宣緣｜新板店3F

翡翠銅錢玫瑰金項鍊
特價720｜原價800

月光翡翠戒指
特價3,600｜原價5,999

板橋 · 新板│Ban Qiao · Xin Ban│

MO-BO｜新板店1F

溫暖燈芯絨QQ毛外套
推薦價1,980

BoomBoom 選品服飾│新板店1F

韓國選品-秋冬帽款
任選2件 特價1,000｜原價590

WILDMEET│板橋店2F

準備啟程 立體袋連帽長袖上衣
特價899｜原價1,980



unsnnoi｜新板店1F

羊毛手袖造型圍巾 
推薦價1,580
V字剪裁後擺開衩毛衣  
推薦價1,680
咖啡色挺版格紋寬褲 
推薦價1,980

HERLS│新板店1F

全真皮鞋翼沖孔基本休閒德比鞋
特價3,723｜原價4,380

GAUDI│板橋店2F

格紋毛料短外套
特價6,293｜原價8,990

SISJEANS│板橋店2F

拼接造型削後開衩牛仔長裙
特價2,032｜原價2,390

MO-BO｜新板店1F

毛呢配色千島格大學T
推薦價1,380

MO-BO｜新板店1F

小立領鋪棉壓紋背心
推薦價1,580
MIT泡袖短版上衣
推薦價699

WILDMEET│板橋店2F

山系 岳走折疊包（防潑水）
特價549｜原價1,180

HERLS│新板店1F

牛皮素面尖頭切爾西粗跟短靴
特價3,468｜原價4,080

HANAKO｜新板店1F

氣質灰編織花苞帽
推薦價790

new balance｜板橋店1F

327 藍
推薦價2,380

聖翔│板橋店1F

兔子造型單鑽項鍊
特價2,384｜原價2,980

兔子造型珍珠項鍊
特價2,384｜原價2,980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❶條紋罩衫
特價1,490｜原價2,980

❷鋪棉羽絨外套
特價1,990｜原價3,980

❸鋪棉羽絨大衣
特價1,840｜原價3,680

❹圍巾
特價840｜原價1,680

❸

❹

❶

❷

全館全館
55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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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RCHWAS里沃思│板橋店1F

逆齡光采賦活霜
推薦價3,500

曌堂│新板店2F

冰島抗老禮盒
推薦價3,688
●內含│抗老霜30ml+

草本皂100g*2+

旅行皂+

精油潤膚乳15ml+

精油髮膜15ml

expo│板橋店1F

樂木集-足浴禮盒（標準板28cm-裸粉玫瑰）
推薦價1,890

Japhne｜新板店1F

海顏高保濕化妝水 120ml
特價599︱原價650

Japhne｜新板店1F

海奇蹟洋甘菊高效修護精萃
特價650︱原價720

Japhne｜新板店1F

海奇蹟粉萃極光霜
特價790︱原價880

倍優│板橋店1F

青春不老組
特價1,088｜原價1,950
●內含│黃金胎盤極緻金露120ml+

白黎蘆醇水精華120ml

expo│板橋店1F

茶籽堂-青蜜滋養乳液
特價792｜原價880
●誠品會員9折

LIORCHWAS里沃思│板橋店1F

逆齡光采緊緻面膜
特價1,025｜原價1,280

年零│板橋店1F

板橋店獨家組合
特價1,088｜原價1,230
●內含│以海之名無油保濕霜15ml +艾地苯肌躍進化面膜*3

●活動日期 2023/1/12-1/31

年零│板橋店1F

網友激推急救組合
特價2,220｜原價2,430
●內含│艾地苯肌躍精華+艾地苯肌躍進化面膜*5

●活動日期 2023/1/12-1/31

讓
好 味道爬滿空間每 個角落

年零│板橋店1F

裸肌提亮神器
特價1,280｜原價1,430
●內含│3秒煥亮拋光氣墊+贈艾地苯肌曜進化面膜
●活動日期 2023/1/12-1/31



MINEQUO米奈可│新板店2F

介觀植礦防護液 50ml 兒童版
特價339｜原價350

MINEQUO米奈可│新板店2F

介觀植礦抗菌水 300ml 
特價1,699｜原價1,790

Kosuiya│板橋店1F
情人小心機組合
OHANA MAHAALO
輕香水/淡香水筆（任選1件）
+耍心機香膏 3g（任選1件）
+鮮果潤唇啵棒 3g（任選1件）
特價1,520︱原價1,800

Kosuiya│板橋店1F
招桃花組合
OHANA MAHAALO
輕香水/淡香水（任選1件）
+乾冰順髮霧 40g（任選1件）
+居家恬謐衣物環境清新噴霧 200ml（任選1件）
特價1,520︱原價1,680

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2F

Tiffany & Co. 愛語男性淡香水 50ml
特價2,300｜原價3,800

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2F

Tiffany & Co. 愛語女性淡香精 50ml
特價3,280｜原價4,800

香氛殿堂│板橋店3F

JURLIQUE茱莉蔻沐浴香氛組-薰衣草系列
特價2,299｜原價4,000
●內含│活膚露 100ml+沐浴露 300ml+護手霜 

40ml

香氛殿堂│板橋店3F

JURLIQUE茱莉蔻沐浴香氛組-玫瑰系列
特價2,899｜原價4,000
●內含│沐浴露 300ml+身體乳 300ml+護手霜 

125ml

❷

❶

❸

❹

❺

❶REFU香氛避難所｜新板店2F

居家香氛系列蠟燭 60g
推薦價490

❷水晶原礦擴香石
特價1,200｜原價1,480    

❸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Holz 胡桃木香薰香器
特價3,735｜原價4,150 

   
❹JACAL'S│板橋店2F

融蠟燈（不含蠟燭）
特價2,064｜原價2,580

❺JACAL'S│板橋店2F

Glasshouse 擴香 250ml
特價1,350｜原價1,695

讓
好 味道爬滿空間每 個角落



是時候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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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有情門｜新板店2F｜人間頌沙發-主人椅（A級布），推薦價60,800    ❷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Iho 實木椅，特價6,984｜原價7,200    ❸有情門｜新板店2F｜花田錯圓
几，推薦價6,280（大）、推薦價4,280（小）    ❹有情門｜新板店2F｜弄花鼓圓凳，推薦價2,680    ❺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Hårboll絨球抱枕，特價800｜原價
890    ❻❼PINTOO｜新板店2F｜東隆咚 - 精靈花店／1000片，推薦價1,099、我不是胖虎 - 胖且開心／600片，推薦價799 ●活動日期 2023/1/10-1/31、❽PINTOO｜新板店2F｜

David Maclean - 午後時光／1200片，特價1,000｜原價1,250 ●活動日期 2023/1/3-1/31     ❾打鐵仔│板橋店2F｜呷飯好朋友，推薦價19,800-29,800    ❿Hochoo 好萩家
居｜新板店2F｜Flere 實木和風茶几，特價7,615︱原價7,850    ⓫DAISO│板橋店B1F│土鍋，推薦價139    ⓬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Gok復古手繪碗，特價387｜原價
430    ⓭⓮雷諾瓦│板橋店4F｜甜蜜相聚/幾米 1000片，推薦價1,399、兔兔心旅程 504片 ，推薦價899

讓你
都不會忘記我！
坐地上坐沙發上

❶

❹

❺

❷

❽
❼

❻

❸

❾

⓫

⓬

⓭

交椅

的家

鴻兔大展新氣象！

⓮

更加
有趣！

兩種方向，
兩種風格！ ❿



❶

❹

❺

❷

❽ ❼

⓫

⓬

⓭

⓮

⓯

❶自己印膠帶│板橋店4F｜紅金金喜洋洋，特價150｜原價165    ❷DAISO│板橋店B1F｜廚房海綿，推薦價49    ❸橙沐CHENMood｜新板店1F｜永生康乃馨盆花，推薦價

1,680、❹擴香盆花，推薦價980    ❺自己印膠帶│板橋店4F｜貼紙，推薦價150    ❻DAISO│板橋店B1F｜化妝髮帶，推薦價49    ❼紫米梵團｜新板店3F｜梅爾卡巴水
晶，推薦價555    ❽expo│板橋店1F｜Littdlework 刺繡耳環-森林系列（兔子／熊），誠品會員531｜原價590 ●誠品會員9折    ❾Dirty Little Riders｜新板店2F｜Riders平
衡車，特價7,000｜原價10,750 ●內含│黑白充氣胎版+全指手套+脖圍+車袋+停車架+NU護具+little XS安全帽●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多種顏色，指定款式皆可任選    ❿Buddha Rocks｜

新板店1 F｜日系貓咪布袋，特價990｜原價1,980    ⓫BoomBoom選品服飾｜新板店1F｜按摩梳，推薦價790、⓬按摩梳，推薦價1,980、⓭黃金梳，推薦價2,480    
⓮HANAKO｜新板店1F｜福滿富滿圓圓兔，推薦價580     ⓯HANAKO｜新板店1F｜迎春招福大耳兔，推薦價680／隻    ⓰美日MICIA│板橋店4F｜小刀模彩印套，特價

5,800｜原價7,340 ●內含│熱風槍+小刀模機+任挑楓木印章1,500元+任挑莉莉安刀模2,000元+任挑印台500元+進口凸粉*2    ⓱美日MICIA│板橋店4F｜兔兔系列-雜貨印章，滿1,200送三色
珠光漸層印台

花開
富貴

闔家同
樂
春節也要

送隻兔，
一定富。

迎春
納福

❻

⓱ 動手玩創意。
⓰

❸

一整年
好
運❿

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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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❷

❸
❹

❺

⓫

❻

❼

❽

❾

❿

中西式大合併 擇你所
愛

拜年
吃飯

極野宴│板橋店5F

平日燒肉吃到飽，推薦價399
●限時90分鐘、成人（含以上）用餐

築間幸福鍋物│板橋店B1F
龍王鍋，推薦價1,080

春水堂人文茶館 ｜新板店1F
期間限定 雙人組合餐
特價899｜原價975
●內含｜小杯冰珍珠奶茶*2+功夫麵*2+滷蛋*2+招牌滷味豆
干米血+黃金香酥雞+茶香高麗菜+金沙芋泥丸  
●限春水堂新板店使用，不可與其他優惠活動併用  
●組合餐點、飲品為固定品項，恕無法更換  
●春節連假期間（2023/1/20-1/29）優惠不適用  
●春水堂人文茶館保留活動修改之權利

攻略
手冊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❶Laau木柄餐具
特價567｜原價630 

    
上島珈琲店 ｜板橋店4F

❷培根比薩土司套餐
推薦價210    

綠蓋茶館│板橋店2F 

❸直薯
推薦價75
❹葡萄汽泡系列
推薦價80
   
彌敦道│板橋店5F

❺月亮蝦餅
推薦價388
❻海鮮豆腐煲
推薦價368
❼椒鹽豬扒
推薦價328   

HOPE│板橋店B1F 

❽❾❿ 
白酒蒜香很多蛤蜊麵+甜心套餐
特價420｜原價470    

打鐵仔│板橋店2F

⓫裝逼文青之設計餐具組
推薦價799

默爾pasta&pizza｜新板店3F
揚眉兔(吐)氣巴斯利卡塔燉牛膝，推薦價680

薄多義│板橋店5F
蒜辣鮮蝦辣椒麵+惡魔烤半雞+319雙主餐
推薦價1,047
●319套餐內含│開胃餐點+法利亞小點+飲品+甜點

全面升
級為

自助吧

1010湘 ｜新板店2F
歡聚湘味6人套餐，推薦價4,770
●內含｜精選料理神仙孜然肋排骨*6、臭豆腐肥腸阿干鍋、串燒蝦、
霸王魚頭、松子年糕牛肉、東安仔雞、鄉里小炒肉、辣椒炒蛋、金銀
饅頭、腐乳空心菜+人氣飲品*6+神仙缽飯*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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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水堂人文茶館｜新板店1F

茗香佐茶-茶禮組合 
推薦價688
●內含│阿里山金萱5g*5+
阿里山手工紅茶3g*5+茗香烏龍茶薄餅 
●活動日期：2022/12/15-2023/2/5

春水堂人文茶館｜新板店1F

心意茶款-茶禮組合
任選2款茶葉享95折；任選4款茶葉享9折。
購買任乙組茶禮，即贈春水印章明信片 乙張
●活動日期：2022/12/15-2023/2/5
●不可挑款，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上島珈琲店 ｜板橋店4F、新板店1F

上島進口咖啡磚禮盒，推薦價480
默爾pasta&pizza｜新板店3F

默爾土鳳梨酥禮盒，推薦價400

艸果水12入禮盒
漢方草本原料結合臺灣在地水
果，四種口味－洛梅、棗橙、
冰菊、東洋，內附艸果水專用
臺灣製PET瓶。

輕盈茶，消除你過年的罪惡！

被阿嬤養胖，
體重步步高升的朋友

即飲燕窩禮盒
純淨的屋燕金絲白燕窩，口感滑
溜綿密。100%頂級燕盞含多醣
體、蛋 白 質 與 胺 基 酸 等 營 養 成
分，外在養顏美容、內在滋補養
生，美麗與健康隨手可得。

桂圓紅棗茶 濃縮包20包
特價1,000｜原價1,200
●滿1,500元贈限量圖騰杯墊
●滿3,600元加購399元贈雙層玻璃瓶乙只

桂圓紅棗茶手提禮盒 
◈ 棗到幸福，圓圓滿滿，藥行職人6小時慢火熬煮◈  

桂圓又稱「福圓」，有福氣、團圓之意，具開胃健脾、養血安神。「一日
吃三棗，紅顏永不老。 」紅棗維生素C含量為居水果之冠，補血補氣、安
神養脾。

透過一杯暖茶，帶動身體源源不絕的氣，讓您氣勢、
財運勢不可擋！從裡到外促進體內正能量！

日日暖茶
紅潤光采

用最好的狀態
迎接新的開始

穿 新 衣 ， 賀 新 歲 、 吃 好 料

創立於1985，為臺灣漢方養生品牌。以文化傳承
為經，服務體驗為緯，讓傳統美好的漢藥哲學，走
入當代日常。

我們以情境式場域與體驗式活動，把艱澀難懂的中
醫藥，成為實踐「有道理的便利」養生哲學。透過
永續中藥資源的運用，讓每個人都有機會接觸且認
識中藥，一起更健康地走入漢方生活。

春節期間來登義的顧客，都會帶
上富有美好寓意的禮盒，將技術
講究、嚴選食材與半甲子有餘的
漢藥經驗，轉換成不同族群的養
生喜好和當代日常漢方好物。

養顏茶 ◈ 紅潤氣色，好運連連◈ 
「養於內，美於外」。口味清甜，讓你由內而外綻放自信光采。豐富維
他命C的紅棗、補氣增強體力的黃耆、滋陰的麥門冬及潤燥的玉竹，搭配
東西方都推崇的紅玫瑰花。 

粉光參元氣茶 
◈元氣充沛，財源滾滾 ◈ 

含多種皂苷及氨基酸等營養成分，
幫助增強體力。
精神好，整個人閃閃發亮！

輕盈茶 ◈ 維持健康，順心如意◈ 
微酸清甜滋味，清爽無負擔，幫助消化、促進新陳代謝。山楂、荷
葉、陳皮含豐富的膳食纖維等，去除油膩感可幫助體內環保維持消
化道機能，舒暢輕快。

我們將
健康與幸福
送到心坎裡

安永鮮物｜新板店1F

安永鬆類3入禮盒（口味任選）
特價780｜原價860-950



誠品生活新板店 2F

Ban Qiao
NEW OPENING板橋│新櫃登場│

香氛殿堂香氛殿堂｜板橋店 3F｜板橋店 3F

為伊麗莎白雅頓總經銷-香邑有限公司所成
立，我們提供您最豐富、最受歡迎的商品，
不論從國際品牌到小眾精品香氛多樣豐富的
香水情報、上千款熱銷香氛人氣銷售中！
您絕對可以在這裡獲得備受呵護的滿足感。

PinganitaPinganita｜板橋店 2F｜板橋店 2F

「Wonderful things in your eyes」 By 
Pinganita 源自心靈最真誠的祝福，希望帶
給顧客最幸福最幸運的日常美好，嚴選正韓
飾品和與眾不同韓式浪漫服飾，期許為每位
到來的顧客提供最美好的購物體驗。

1.12 Thu. – 3.01 Wed.   新春迎接好氣色！好味道！

●本活動限於指定店別之顧客服務中心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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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出示實體誠品人會員卡或官方版行動APP會員卡與有照證件方可兌換，非本人恕無法代替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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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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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ORCHWAS│板橋店1F

逆齡光采緊緻面膜單片
價值260元︱限量20份

REFU香氛避難所｜新板店2F

時光系列旅行蠟燭
價值520元︱限量5份

REFU香氛避難所｜新板店2F

居家系列香氛蠟燭
價值890元︱限量5份

1200 點

或

500 點

＋

100元

1000點
或

300 點

＋

100元

450點
或

45點
＋

50元



SOLOMAXSOLOMAX
指定鏡框+指定鏡片 配到好指定鏡框+指定鏡片 配到好
特價特價990元元

Kosuiya Kosuiya 
1/1-191/1-19
SAVON & CO.系列SAVON & CO.系列
任選1件輕香水30ml+任選1件衣物環境清新任選1件輕香水30ml+任選1件衣物環境清新
噴霧250ml  噴霧250ml  
特價特價1,000元（原價1,130元）元（原價1,130元）

OHANA MAHAALO／Kuschel J珂雪／OHANA MAHAALO／Kuschel J珂雪／
MOANA PAKIPIKA／SAVON & CO.系列MOANA PAKIPIKA／SAVON & CO.系列
任選2件指定香水＋任選2件純境衣物環境清任選2件指定香水＋任選2件純境衣物環境清
新噴霧新噴霧
特價特價2,023元（原價2,120元）元（原價2,120元）

COWACOWA
指定商品指定商品3折起折起

墨綠流線造型包墨綠流線造型包
特價特價6,280元（原價6,980元）元（原價6,980元）

SISJEANSSISJEANS
粉色格紋兩穿粉色格紋兩穿
棒球外套棒球外套
特價特價1,490元元
（原價3,290元）（原價3,290元）

vensersvensers
牛皮潮流卡片夾牛皮潮流卡片夾
特價特價620元（原價1,280元）元（原價1,280元）

牛皮個性公事包牛皮個性公事包
特價特價2,450元（原價4,980元）元（原價4,980元）

登義登義
台灣果乾／南北選貨台灣果乾／南北選貨

任選任選買五送一
※※擇低價贈送擇低價贈送

2F2F

4F4F

1F1F

滿3,000
送300

HERLSHERLS
加入品牌LINE @好友加入品牌LINE @好友
輸入通關密語即可獲得輸入通關密語即可獲得$188折價券折價券

限時限時6折起折起
指定商品：指定商品：
英倫穿搭 真皮雕花綁帶牛津短靴／英倫穿搭 真皮雕花綁帶牛津短靴／
復古優雅全真皮V口素面粗跟鞋／復古優雅全真皮V口素面粗跟鞋／
復古全真皮橫帶鏤空方頭低跟鞋／復古全真皮橫帶鏤空方頭低跟鞋／
全真皮雙帶打結綴飾方頭低跟樂福鞋全真皮雙帶打結綴飾方頭低跟樂福鞋

橙沐CHENMood Flower 橙沐CHENMood Flower 
消費金額消費金額
滿滿2,000元現折元現折200元元

小圓提籃/日式注連繩系列小圓提籃/日式注連繩系列
第二件第二件85折折

unssnoiunssnoi
全櫃任選全櫃任選
兩件兩件95折、三件折、三件88折折

安永鮮物安永鮮物
KKLife-傳統羊肉爐KKLife-傳統羊肉爐
特價特價849元（原價999元）元（原價999元）

rubberannerubberanne
Miffy 頂級軟式珪藻土吸水小物／吸水萬用洗漱墊 Miffy 頂級軟式珪藻土吸水小物／吸水萬用洗漱墊 

買一送一

REFU香氛避難所REFU香氛避難所
全櫃全櫃85折＊優惠商品恕不併用折＊優惠商品恕不併用

居家香氛系列200g居家香氛系列200g
特價特價710元（原價900元）元（原價900元）
居家擴香石居家擴香石
特價特價1,180元（原價1,480元）元（原價1,480元）
花草木木擴香竹系列300ml花草木木擴香竹系列300ml
特價特價1,600元（原價2,160元）元（原價2,160元）

1F1F

2F2F

3F3F

有情門有情門
即日起至1/20即日起至1/20

滿滿5,000現折現折500
滿滿10,000現折現折1,500
滿額再贈多重好禮！滿額再贈多重好禮！

滿滿10,000元贈元贈月曆實木手機座
滿滿30,000元贈元贈方塘香氛盤組  
滿額加贈滿額加贈實木家具好禮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Hochoo 好萩家居Hochoo 好萩家居
Tál和風碗Tál和風碗
2件特價件特價1,311元（原價690元）元（原價690元）

限定限定95折折
指定商品：指定商品：
美國 Apotheke繽紛系列蠟燭／Aukšta 美國 Apotheke繽紛系列蠟燭／Aukšta 
高腳椅／Seife沙發椅／Vamos抱枕／高腳椅／Seife沙發椅／Vamos抱枕／
Stopi 融燈Stopi 融燈

FooterFooter
即日起至2/6即日起至2/6
消費金額消費金額
滿1,688元隨機贈滿1,688元隨機贈1雙襪
滿1,888元隨機贈襪滿1,888元隨機贈襪2雙襪
滿2,588元隨機贈襪滿2,588元隨機贈襪5雙襪

ITS jewelryITS jewelry
單顆寶石項鍊正價品享單顆寶石項鍊正價品享95折折

MIRROR皇宣緣MIRROR皇宣緣
蠟線翡翠套組 蠟線翡翠套組 
特價特價1,880元（原價3,760元）元（原價3,760元）

purpleme紫米梵團purpleme紫米梵團
手作飾品組手作飾品組
特價特價2,222元元
（原價2,960元）（原價2,960元）

默爾pasta & pizza默爾pasta & pizza
新春土鳳梨酥禮盒新春土鳳梨酥禮盒
特價特價400元元
（原價450元）（原價450元）

72小時辦年貨
！限時3天優惠

1.13 Fri. - 1.15 Sun. 

  滿   33,,000000  送33  0000

板橋店 新板店



誠品生活板橋店 1F

誠品生活板橋店 1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