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額回饋

兌換地點│板橋店5F／新板店1F 顧客服務中心

SPECIAL
OFFER

板橋店
誠品人拜年禮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1.16 Wed. - 3.05 Tue.

元氣飽滿
誠品人獨享抽
（本活動無需至顧客服務中心
登記或兌換）

1.16 Wed. - 2.04 Mon.

福氣滿滿
會員來店禮

1,000元，即可獲得「抽獎機會」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店單筆消費滿

2,000元兩次，依此類推…，有機會抽中：

乙次，滿

（價值60,000元，1組）
「 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 城堡精緻客房」

1.16 Wed. - 2.10 Sun.

（價值35,200元，10組）

Vitamix S30 全食物調理機 輕饗型」

（價值21,000元，12台）

Vitamix S30 全食物調理機 輕饗型

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 城堡精緻客房

●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當日單筆消費滿1,000元可參加乙次，滿2,000元兩次，依此類推…，若不符合活動資格，或該筆消費辦理退換貨則中獎
無效；會員消費記錄以誠品會員卡系統紀錄為準，得獎者於公告當日需仍為有效卡方具領獎資格。●得獎名單將於2019.3.15 Fri.公佈於迷誠品－最新消息
公告資訊頁面，並由專人電話通知中獎與領獎，領獎時須持與中獎人相同姓名之身份證明文件至指定店別顧客服務中心進行領獎作業，領獎資格將自中獎名
單公佈起保留一個月，未於期限內於誠品指定店別報到，視同放棄兌獎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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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島雙人自由行及
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城堡精緻客房住宿詳細使用規則，使用日期及其他負擔費用等，皆以兌換憑證及迷誠品說明為主。●領獎期間:2019.3.15 Fri.-4.15
Mon.。●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滿額活動、停車折抵及其它活動之累計消費金額。●本券請自行保管，恕不退換、找零、不另開
立統一發票。●本券限誠品生活板橋店、新板店使用，惟不適用於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兒童館、全館特賣會及板橋店｜1F-Studio A；6F-樂為
生活；7-9F-晶宴會館 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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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工大吉
百萬點數
歡樂抽
（本活動無需至顧客服務中心
登記或兌換）

1.16 Wed. - 3.05 Tue.

新板店
誠品人專屬禮

500元，即可獲得「抽獎機會」乙次，
滿1,000元兩次，依此類推，有機會抽中「誠品點1萬點」，
共100名，總點數共100萬點。

誠品人會員當日單筆消費滿

板橋店
迎新年好型禮

1.16 Wed. - 3.05 Tue.

新板店
樓層遊逛禮

20,000元，即贈「皇宣緣古埃及雋永之愛銀戒」乙只。

滿

30,000元，即贈「Bliiq – Infinitex 極限渦輪藍牙喇叭」乙台。

滿

（價值3,280元，限量1台）

40,000元，即贈「Travelhouse 行李箱24吋」乙個。

滿

（價值4,380元，限量1個）
●各級距門檻，恕不重複兌換。●每卡每日每門檻限贈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1F-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春
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館、麥田法式烘焙、私房茶；2F-1010湘；3F-KIKI餐厅 、究好JUS PARFAIT。●本活動恕不與其他全館滿額贈禮活動重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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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卡每日限贈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1F-Studio A；2F-Nikon、打鐵仔；
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
●本活動恕不與「諸事大吉 豬年開運禮」重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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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元或扣誠品點20點，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累計消費滿

即贈「福氣滿滿 豬年紅包袋」乙組（3入）。

3,000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板橋店當日累計消費滿

Jingcl 600

即贈「鏡客

元電子抵用券」乙份。

內含│300元電子抵用券×2張
品牌介紹

鏡客Jingcl取自於快時尚的概念，與未來人們追求的生活態度融合而成，主張「眼鏡」應該從
功能主導的觀念，轉變為能體驗生活樂趣的消費品，才是好的商品。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新板店指定樓層當日累計消費達指定門檻，
即可兌換指定好禮：

1F滿額3,500元，即贈「花柔自然萃 植物洗潤旅行組
（50ml×2入） ┼ Instagram列印券」乙份 。（價值350元）
2F┼3F滿額3,000元，即贈「企鵝敲冰塊桌遊 ┼
Instagram列印券」乙份。（價值249元）
●各樓層每卡每日限贈乙份，「花柔自然萃 植物洗潤旅行組」限量30份、「企鵝敲冰塊桌遊」限量18份，贈品數
量有限，贈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兒童館；1F-全家便利
商店Family Mart、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館、麥田法式烘焙、私房茶；2F-1010湘；3F-KIKI餐厅 、究好JUS
PARFAIT。●本活動恕不與其他全館滿額贈禮活動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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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Mon. - 2.28 Thu.

（價值2,980元，限量5只）

即贈「淡果香 叢林盛典禮盒」乙份。（價值1,080元）

●每卡每日限贈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抵用券使用期間為2019.1.16 Wed.-3.31 Sun.止，凡購買乙副眼鏡
即可使用乙張抵用券，使用規範詳見券面說明。●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
1F-Studio A；2F-Nikon、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如需辦理退貨，抵用券需一併退還，若已使
用則需退還抵用券面額之等值現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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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兒童館；板橋店│1F-Studio A；2F-Nikon、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 新板店│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消費時請出示誠品人會員卡或誠品人APP行動會員卡累計消費方可列入活動計算，本活動得獎者將由
系統自動抽出，本活動無需至顧客服務中心登記或兌換。●當日單筆消費滿500元可參加乙次，若不符合活動資格，或該筆消費辦理退換貨則中獎無效；會
員消費記錄以誠品會員卡系統紀錄為準，得獎者於公告當日需仍為有效卡卡友方具領獎資格。●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出，100名得獎者名單將於
2019.4.01Mon.公佈於迷誠品－最新消息公告資訊頁面，並於2019.4.01Mon.由系統自動匯入得獎者會員帳號，恕不另行以電話聯繫。●活動消費累計限申
辦/升等誠品人會員的下一筆消費紀錄方可列入計算。●誠品生活保有調整與變更活動獎項及內容之權利。

誠品人會員於新板店當日累計消費

15,000元，

誠品人會員於板橋店當日累計消費滿

●每卡活動期間滿額兌換限乙份；扣點兌換限兩份，全台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累計：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兒童館；板橋店│ 6F- 樂為生活；
7-9F-晶宴會館 新板店│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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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島六天五夜雙人自由行

「 關島六天五夜雙人自由行」

「

2.11 Mon. - 3.05 Tue.

2.01 Fri. - 2.10 Sun.

新板店
年節團圓禮

2,000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於新板店當日單筆消費滿
即贈以下指定好禮（擇一）：
「

1010湘 – 100元餐券」乙張（價值100元）、

「

KIKI餐厅 – 烏梅汁兌換券」乙張（價值80元）、

「 小食組合」乙份（價值50元，內含：上島珈琲店20元折價券×1＋私房茶5元
折價券×1＋麥田法式烘焙25元小點兌換券×1）、

JUS PARFAIT – 無酒精拿鐵兌換券」乙張（價值235元）

「 究好

●每卡每日限贈乙份，「1010湘-100元餐券」限量30張、「KIKI餐厅 -烏梅汁兌換券」限量15張，「小食組合」限
量30份、「究好JUS PARFAIT-無酒精拿鐵兌換券」限量30張，各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累計消費發票若含
某一專櫃，則無法兌換同一專櫃之贈品。如：兌換發票中含「1010湘」專櫃，則無法挑選「1010湘-100元餐券」。
●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1F-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本活動恕不與其他全館滿額贈禮活動重複兌
換。●如需辦理退貨，抵用券需一併退還，若已使用則需退還抵用券面額之等值現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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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額回饋
1.16 Wed. - 3.05 Tue.

好時光辦卡禮

兌換地點│板橋店5F／新板店1F 顧客服務中心

SPECIAL
OFFER

於板橋店、新板店當日不限金額消費發票，並成功申辦累計卡，
即可獲得「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抽中
「

MATURE美萃 Crazy系列氣泡水機」等好禮。

（價值5,980元）

●每卡限抽乙次。●MATURE美萃 Crazy系列氣泡水機板橋店限量1台，新板店限量1台。●以
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 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 新板店│ 1F-全家便
利商店Family Ma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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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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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板店
趣味加芬禮

於新板店2F、3F當日任兩張不限金額消費發票，

Instagram列印券」乙份。

即贈「暖心香氛袋┼
（價值250元）

●每人每日限贈乙份，限量100份，贈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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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消費滿 3,000 元以上

享 3 期零利率

板橋店
情人節饗食禮

板橋店
呷飽寳週間禮

單筆消費滿 6,000 元以上

享 6 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 12,000 元以上

享 12 期零利率

花旗銀行、玉山銀行、中國信託銀行、永豐銀行、第一銀行、新光銀行、
日盛銀行、兆豐銀行、遠東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台北富邦銀行、華南銀
行、元大銀行 ( 大眾信用卡適用 )、合作金庫、台灣中小企銀、聯邦銀行、

滙豐銀行、台新銀行、凱基銀行、星展銀行 ( 澳盛信用卡適用 )

滿 6,0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20,000 元贈

滿 18,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13,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誠品禮券 3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單筆滿 6,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12,000 元
且分 12 期，加贈

滿 25,000 元
且分 6 期，加贈

分期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6,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12,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滿 12,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300 元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滿 1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6,500 元贈

分期滿 5,000 元贈

滿 6,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誠品禮券 100 元

誠品禮券 100 元

滿 20,000 元贈

分期滿 12,000 元贈

●1/16-3/05 限定兌換

滿 10,000 元贈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誠品禮券 3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1,5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700 份

乙份，限量 35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580 份

滿 1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 元
乙份，限量 38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 元
乙份，限量 80 份

1,314元，即贈「主題餐廳100元抵用券」乙張。

於板橋店指定餐廳當日單筆消費滿

●每人每日限贈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活動指定專櫃：B1F-鬥牛士、築間幸福鍋物；3F-SUKI-YA壽喜屋；5F-極野宴燒肉專門店、飯饌韓式料理、
薄多義。●「主題餐廳150元抵用券」使用期間為2019.2.18 Mon.-3.14 Thu. 止，每筆消費限使用乙張，使用規範詳見券面說明。●如需辦理退貨，抵用券需
一併退還，若已使用則需退還抵用券面額之等值現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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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2.18 Mon. - 2.27 Wed.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洽詢專櫃人員

滿 6,000 元贈

乙份，限量 700 份

2.14 Thu. - 2.17 Sun.

2019.1.03 Thu.- 4.02 Tue.

分 期 禮 與 滿 額 禮 限 擇 一回 饋
●

1.16 Wed. - 3.05 Tue.

刷卡分期零利率

3,000元，

週一至週四於板橋店當日累計消費滿

Mao’s 樂陶陶 飽寳吉字碗」乙個。

即贈「

乙份，限量 500 份

全館活動共同注意事項：
1、贈品兌換限板橋店、新板店消費之當日發票，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購買禮券、三聯式發票或板橋店│1F-Studio A；2F-Nikon、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 新板店│全家便利商店
Family Mart之消費發票恕不列入累計金額兌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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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誠品人會員相關活動僅適用台灣申辦之會員卡 累計卡；台灣以外之海外門市消費恕不適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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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保留替換等值贈品之權利，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5、如需辦理退貨，所兌換之活動贈品須一併退還；退貨時如未攜帶活動贈品辦理退貨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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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誠品人會員活動兌換誠品點數、贈禮時，須出示實體誠品人會員卡 累計卡、有照身分證件或誠品人APP任一證明，即可兌換。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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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中獎獎品市值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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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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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活動內容，請見https://meet.eslite.com/tw/。

乙份，限量 600 份

乙份，限量 2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200 份

乙份，限量 50 份

乙份，限量 4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乙份，限量 15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乙份，限量 200 份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分 期 禮 限 擇 一回 饋
●

●每人每日限贈2個，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誠品書
店、誠品風格文具館；1F-Studio A；2F-Nikon、打鐵仔；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
●本活動恕不與「諸事大吉 豬年開運禮」重複兌換。●內容物：單只碗；尺寸：口徑11*高
6cm；材質：瓷土、無鉛釉。●飽、寶二字隨機出貨，恕不挑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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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 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乙份，限量 5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乙份，限量 300 份

乙份，限量 100 份

揮別戊戌喜迎己亥金豬年，對華人來說，過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自明朝開始確立
從除夕到初十五各自的民俗儀式後，我們開始有了「過年要做的事」，並代代傳承著。
在經過流傳千年後的今日，華人已遍及世界，融合各地文化讓「過年」這件事有了不同

吉祥年菜插畫展

讓我們圍在一起，吃年菜話家常

必吃年菜領銜擔當，年菜指南兼解密！
嚴選十二道鄉民必吃又富有吉祥寓意的年菜料理，並透

時間

2.01 Fri. – 3.05 Tue.

過《鄉民曆》圖文創作團隊的獨特畫風與詼諧吐槽，精闢

地點 ––––––

以往的嶄新面貌；但全家人圍爐享用美味年菜這件事，卻是任憑時光流轉、世代交替都

剖析每道年菜背後的故事；互動式的展覽形式，可以留言

◎ 信義店 B2 美食街高腳椅區、北側梯廳

未曾改變的，一起上桌吃飯是團圓的象徵，更是華人過新年必要且最慎重的儀式。

分享你的年菜趣事或最喜歡哪道年菜，就有機會免費將該

◎ 敦南店 1F 服務台旁、GF 藝賞牆

道年菜帶回家。
活動詳情

我們藉由吃下一道道賦予吉祥意義的年菜，祈求來年能夠平安順心也

◎ 松菸店 B2 東側牆面
◎ 站前店 K2 平台
◎ 中友店 環型書區柱面空間

互相祝福彼此，如吃一口紅燒獅子頭，祈求來年鴻運當頭﹔吃餃子除
而大家最熟悉的年年有魚，其實是東晉就有的習俗，民俗中除了「有
餘」，更講究魚頭需面對長輩與客人。
在金豬年前夕，誠品生活攜手《鄉民曆》創作團隊，推出一連串十足
飽意且趣味滿點的開春限定活動，用創意詼諧的角度，以圖文重新創
作一道道有著吉祥寓意的年菜，藉此也祝福每個人在新的一年都能如
金豬一般吃飽飽、睡飽飽，心靈豐盛、能量飽滿。

部份圖片授權 :《鄉民曆：國民必備偏方指南【生活篇】+【醫療篇】》
老祖宗也噗哧的實用偏方大全 解答近百種居家疑難雜症 圖文並茂的日常實用寶典。
作者│莊淳安、陳盈、蔡采媛、林子立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書 2017 年一舉入圍兩項金點新秀，2018 年更榮獲海峽兩岸十大最美圖書，書中
蒐羅諸多如「甜菜根戀曲」、「搖搖甜橘子」、「香蕉不老傳奇」等看似怪誕無邏
輯的民間偏方並諮詢專業且考證而獲得矚目，搭配參考 20 世紀上海風行的廣告畫
報、一筆一畫散發濃濃復古風情插畫、詼諧的文字註解，點到為止、後勁十足的笑
點，讓本書一出版便獲得熱烈討論，成為該年話題之作之一。
本書詳情

辦桌
相揪作伙呷

了代表「更歲交子」、更有「新年發大財，元寶滾進來」的象徵意義，

有得吃又有得拿，趣味美味一場搞定！
以《鄉民曆》圖文創作團隊嚴選之十二道鄉民必吃年菜

時間

2.16 Sat. 14:00 – 17:00

結合館內美食專櫃，最接地氣台式的辦桌氛圍加上精采可

地點 –––––––

期的舞台表演，除了品嚐美食、更能在老師的帶領下親自

◎ 信義店 星巴克前廣場

動手製作年節美食與元宵湯圓的趣味辦桌。

報名方式 活動採線上報名，名額有限，每位酌
收報名費，報名詳情請見迷誠品活動頁面。

報名詳情

棉花糖女孩
冬日精緻穿搭

「福」袋大賞
圖文提供／Poly Lulu

一袋就走，好運跟著走

圖文整理／Nellie Chang
板橋店
獨家

01

04

03

Poly Lulu
Shop info｜板橋店3F
將韓風女裝的美學態度，揮灑至

L-5XL中大尺碼領域，為追求韓國流

行的波妞們，打造最時尚的流行穿搭！
當顧客穿上舒適親膚的精緻衣裳，妝
點出中大尺碼女孩的獨特魅力與韓風

時尚，將能深刻感受Poly Lulu對波妞
們的貼心與真摯用心！

面對冬天的陰鬱，往往只能手足無措地穿成一

絨，內含抽繩的毛呢大衣，毛絨絨的羔羊毛領

隻維尼嗎？

口、袖口俏皮可愛，內有鬆緊抽繩，可自由調
整，展現腰身。

05

除名最討厭的季節，讓Poly Lulu為棉花糖女孩

02

們劃穿搭重點，一起在冬日裡找到最自在、最

若遭遇寒流大軍來襲，可抵禦卻不臃腫的心機

耀眼的姿態～

配備，可挑選加厚內刷毛百搭的丹寧長褲，而
外套可選擇可拆式毛領設計，因應天氣或心情

想當冬季焦點的白色精靈，如何不顯腫，好好

隨時轉換新模樣，在沉悶色系中跳脫，可添購

駕馭白色呢？使用黑色面料搭配！例如膝上

亮眼色彩，另外若喜愛大衣的優雅，也可挑選

高一點點的短裙、短版的皮衣，切記要突顯腰

版型較寬鬆的長版大衣，塞厚毛衣同時搭配圍

身，拉抬視覺比例，在外套的選擇上，也可比

巾、貝蕾帽等配件時尚保暖，搭配高跟靴子可

照相同法則，例如挑選冬季流行又保暖的羔羊

達到修長下半身的視覺效果！

01

新年裡子的 "Man Power"
C.O.T.E.│板橋店2F

02

元／5件｜原價298元／件

Kosuiya│板橋店1F

1,000

特價
03

元｜原價1,120元

溫潤花草滋味送禮自用皆相宜
淡果香│板橋店4F

花草茶系列

（午後玫瑰、舒心柑橘、夢幻莓香、
清香桂花、寧靜紫香）

1,450元／5罐｜

特價
羔羊絨毛領內抽繩毛呢大衣

蓬鬆毛領方口袋連帽鋪棉外套

推薦價

推薦價

推薦價

推薦價

899元

650元

1,350元

1,795元

密集修護眼部精華液50ml
超膜力緊緻亮眼眼膜10入／盒

2,980元｜原價3,560元

香香公主們的春天香氣

限定包裝禮盒組

修身加厚內刷毛牛仔長褲

宛如新生嫩膚精華乳50ml

1000

特價

原價320元／罐
即贈「暖心女神玻璃水瓶」
（ 價值590元）

多層次滋潤餵養冬日敏弱肌
berji│板橋店1F

男性內褲

OHANA MAHAALO
輕香水30ml┼
OHANA MAHAALO
潤澤療癒護手霜50g
贈OHANA MAHAALO

棉柔質感花型刺繡附腰帶洋裝

04

特價
05

1.16 – 2.10

玫瑰香好髮質限時38折
倍優│板橋店1F

玫瑰全效洗髮精950ml
玫瑰全效潤髮乳950ml
玫瑰魔法琥珀晶球30顆／瓶

999元｜原價2,600元

特價

每年必敗
非排不可的超值組合
Porter│板橋店1F

豬年限量福袋

（袋內商品隨機組合）

2,999元│原價8,000–12,000元

特價

2.5（大年初一）開始販售，將依序發放號碼牌，
限量50組，售完為止

日本高人氣mis zapatos
大包┼小包的經典組合
Benny shop│板橋店3F

福箱

999元｜原價2,380元

特價

豬窩收納術

打個飽嗝

圖文提供／打鐵仔patya
圖文整理／Nellie Chang

多人成行滋味更有味

極野宴│板橋店5F│02-2961-6568

1.16–2.03

不分平假日，須提前一日預約訂位及付訂金，

15人（含）以上用餐，享2人免費，

500元抵用券

加贈

30人（含）以上用餐，享4人免費，

1,000元抵用券

加贈

抵用券限下次用餐使用，
消費滿1,000元可使用乙張500元抵用券，
限2.11-3.15使用

打鐵仔patya

Suki-Ya壽喜屋｜板橋店3F│02-2954-3808

Shop info｜板橋店2F
結合鐵的剛強與木的柔暖，致力創造

平日凡6人（含）以上同行，

95折優惠，
10人（含）以上同行可享85折優惠。
憑FB打卡可享

1. 10%服務費依原價計算
2. 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3. Suki-Ya壽喜屋保留活動最終解釋、說明、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新品單點優惠推薦：
上選優質豬肩胛肉

68元（每份6片）

98元（每份6片）
主廚特選白蝦 128元（每份6隻）
CAB熟成板腱

期間限定，每日限量，售完為止

還在紙上談兵各式新希望、新目標？從身邊作

有高效率！因應不同需求，也能快速變身成其

起，趕快行動吧！迎來新的一年必經儀式，就

他空間如客廳、餐廳隨傳隨到的工具人。

是好好整理自己的窩！有心、有行動，也需要
有對的方式和工具來完成，一起來筆記收納專

吊掛收納 ─ 不多佔空間想掛什麼都方便

門科─打鐵仔patya的分享吧！

向牆面尋求空間，透過各式掛勾、掛袋或壁板

角落 ─ 收納的魔術大空間

組，高能見度且易拿取，消除翻箱倒櫃的尋
找，也讓居家空間行走不擁擠！

真正符合需求的好朋友家具，量身訂
做前所未有的生活細節和貼心體驗，
好家具，應該就像好朋友一樣，為你
帶來最無怨無悔的溫暖陪伴。
開幕期間來店打卡即贈

「品牌logo環保杯套」
（限量300份）。

櫃子旁、轉角處、房門口…數一數，家裡有多
少邊邊角角的空間呢？這些看似毫無用途的小

收納只能是折疊收進制式的箱子裡嗎？今年試

角落，也可以成為收納的大空間！在不到40公

著調整陳年毫無創意的收納習慣，創造收納更

分的小角落，可收納超過30件衣服，一坪當兩

多彈性和開放空間吧！

坪用！

移動式收納櫃 ─ 靈活收納的大平台
大掃除時到處穿梭，挪移各式雜物時，只能靠
手腳的慢吞搬運嗎？選擇移動式收納櫃或置物
的推車，移動方便也提供額外的儲物位置，才

鬥牛士｜板橋店B1F｜02-2961-1966

主廚推薦餐

998元
89元升級為輕套餐

單點
┼

（ 湯品、甜品、麵包、飲料自助吧）

129元升級為經典套餐

┼

（ 開胃菜、湯品、沙拉、甜點、麵包、飲料自助吧）

角落好朋友

置物好朋友

毛巾好朋友

推薦價

推薦價

推薦價

和共枕眠的衣物說bye，讓床回歸成你專屬的
位置吧，當收納到角落時，乾淨得不思議呀

隨時固定耐重型煞車輪，成為桌面再衍伸的大平台

隨時外掛幾本雜誌、毛巾布類、服飾衣物，
為設計感收納提案

1,980元

1,680元

1,680元

Pick你的年度PANTONE色

金銀貴氣、黑白簡約、紅粉模樣、藍色海洋…年度的PANTONE色無需權威定義，一如人生，由你決定就可以

why bag│板橋店3F

馬具圖紋斜背包┼零錢包

6,000元｜原價7,400元

特價

44 折

COWA│板橋店4F

57 折

SUN SHINE 聖翔│板橋店1F

閃電的愛手鍊

永恆的愛項鍊

特價

特價

1,314元｜原價2,980元

Artisan jewellery│板橋店1F

2,288元｜原價3,980元

4,340元｜原價8,680元

特價

幾何玫瑰金垂墜珍珠耳飾

葉形玫瑰金珍珠耳飾

推薦價

推薦價

1,290元

1,090元

EDWIN│板橋店2F

保暖土色修身羽絨外套

2,952元│

特價

原價3,690元

羅亞戴蒙│板橋店1F

花花世界

2,985

特價

元｜原價3,980元

2.01-2.19

單筆消費滿5,000元現折500元

5折

澄黃斜背包

POLINIQ│板橋店1F

68 折

唯愛獨尊純銀對戒

2,999元｜原價4,420元

鏡客│板橋店1F

2.01-2.10
定價13,000元及其以上，現享8折
7折以上（含）折扣後滿8,800元即贈「COWA
掏米盆」（價值1,580元）；滿12,600元現折
300元

Baker Street│板橋店2F

經典logo帽T（左）

2,380元

推薦價

限量款大學T（右）

Hello Kitty聯名翻蓋書包
特價3,132元｜原價3,480元
2.02-2.10限定特價2,784元

瑪登瑪朵│板橋店3F

5

所有功能型鏡片 折

特價

1,980元

推薦價

Arnold Palmer│板橋店1F

無比集中系列（舒蜜粉）

1,944元｜

特價

原價2,160元（套）
ROOTS│板橋店2F

經典連帽上衣（左）

3,380元

1.17-3.03

正價品消費滿3,500元現抵600元，
滿6,000元現抵1,200元

推薦價

經典毛絨連帽外套（右）

5,980元

推薦價

樺琦屋│板橋店1F

自由靈魂精品│板橋店4F

全櫃耳環買一送一

8
消費滿5,000元，即贈

活動期間 折起

「維多利亞風格手拿鏡」（價值980元）

KLASSE14
IMPERFECT
SQUARE BLACK（左）
KLASSE14
IMPERFECT
ARCH WHITE（右）

7,980元

推薦價

國際首席香水│板橋店4F

TOUS 黃金小熊

限量版淡香精90ml

1,480元｜

特價

原價2,350元

SWEAR│板橋店3F
EDWIN│板橋店2F

甜粉毛球羽絨外套

2,952元│

特價

原價3,690元

撩波 葉之舞系列
vensers│板橋店2F

小牛皮深紅隨身提包

1,880元｜原價2,680元

特價

2,160元（套）

推薦價

購買正品滿3,888元，
即可抽「刮刮卡」乙張
（現刮可現折600 700 800元）

課程詳情
線上預約

>>>>>

新板店3F

為新的一年打造專屬自己或他人，具有手感溫度的物件，陪伴接下來的日子。
※ 課程費用僅供參考，實際費用以現場為主。

SDS│板橋店3F

軍綠飛行外套

1,990元｜原價3,480元

特價

6折

PPFM│板橋店3F

厚棉單寧酷外套

3,645元｜原價7,290元

5折

特價

幸運福神軟陶釦課程

新年乾燥花捕夢網課程

利用軟陶的優異延展性，花條的技巧，

運用具年節氛圍的乾燥花材，學習配色、

複刻版窄直筒原藍色牛仔褲

製作實用可愛的釦子。

排列組合與捕夢網編製，完成作品，可作

推薦價

█ 時數：約3小時

為居家佈置及心意禮。

█ 師資：巧手本舖

█ 費用：特價2,000元｜原價2,800元

EDWIN│板橋店2F

3,690元

█ 費用：特價1,888元｜原價2,500元

█ 時數：約3.5小時

本課程需電洽預約02-6637-5366#317

█ 師資：奇比植作

豬事順利6P尺寸油畫課程
GAUDI│板橋店3F

漸層藍V領毛衣

3,690元

推薦價

專業老師指導，實作油畫技巧，並完成具

Baker Street│板橋店2F

有年節氛圍的6P尺寸油畫乙幅。

經典logo後背包

1,980元│原價2,780元

特價

█ 時數：約2小時

█ 費用：推薦價1,800元

雷諾瓦│板橋店4F

█ 師資：創意美術

本課程需電洽預約02-2950-6118

巴黎小公園 Gaspard et Lisa系列

1,399元

推薦價

限量
10 名

多層短夾課程
學習基礎皮件製作工法，完成多功能短夾。

沁香家居噴霧課程

█ 時數：約2.5小時

█ 費用：特價1,600元｜原價1,990元

學習基礎香氛調配，獨特漸層手法，為新

█ 師資：藝創小間

年增添夢幻香氣。
█ 時數：約1小時

█ 費用：特價300元｜原價350元
█ 師資：希芙手工皂

優惠訊息

即日起－3.31
｜藝創小間滿額贈｜

單筆消費滿1,000元贈「集線夾」乙個；
單筆消費滿2,000元贈「三角零錢包」乙個。

CACO│板橋店2F

率性牛仔外套

1,182元｜原價1,390元

特價

Mr. Me 紳仕好物│板橋店4F

英國VANACCI男用擴香石手鍊
（鋼鐵意志）

2,830元｜原價3,280元

特價

Nikon│板橋店2F

Z6單機身┼
Nikkor Z 24-70mm f/4 S

82,980元

推薦價

皮革鑰匙包課程
讓具有手感溫度的物件，紀錄日常記憶。
█ 時數：約2.5小時

█ 費用：特價790元｜原價980元
█ 師資：藝創小間

｜線上預約獨享禮｜

預約成功即贈「專屬好禮＋ Instagram 相片列印
券」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花藝課程加價購｜

憑開課專櫃發票，即可以399元加購「奇比植作－花
藝課程體驗」乙堂。（價值950元，數量有限）

新板人質選

除舊佈新大作戰

豬事大順！開春妙禮指南

──────

結束一整天的忙碌，回到居所，好好的放鬆一下，與自己／愛人共度時光。精選新板店特色
質感物，簡單的提升空間的氛圍，療癒、簡約、優雅、童趣 不同風格，成就專屬你的格
調 。 踏 入 2019
年，一起除舊佈新！
…

好氣色

迎新年

從頭到腳，讓具有療效又不會增加身體負擔的保養好物，為你的肌
膚更新！還有為香迷們預備的年節福袋、隨身香膏和香氛噴霧，拜
年走春都有舒心的香氣隨著你～

讓空氣中充滿療癒香氣

為空間營造優雅氛圍
希芙手工皂｜新板店3F

USERWATS｜新板店2F

攜帶式隨身香氛燈

1,980

特價

元｜原價2,500元

可愛造型願「豬」事順利
USERWATS｜新板店2F

花園蠟燭

小豬夜燈

特價

特價

1,060元｜原價1,180元

（贈送2瓶純天然精油）

各限量
20 組

900元｜原價1,300元
歐法頌｜新板店2F

優惠至1.31止

（左）義大利Perlier有機蜂蜜－

瑪仕得｜新板店2F

限量
10 件

乳液＋護手霜＋護唇膏組合

（左）六胜肽賦活緊緻面膜組（7片入）

599

買一送一 推薦價
Fluffy｜新板店2F

黃金蠶絲蛋白熱銷商品組
內含：水光澤。黃金蠶絲蛋白化妝水 150ml＋水
光澤。黃金蠶絲維他命E精華液 30ml＋水光澤。
黃金蠶絲維他命E乳液 50ml

2,100元｜原價2,440元

特價

香迷入門推薦組合

元

（右）水記憶美白抗皺潤澤霜

999

特價

元｜原價1,299元

990元｜原價1,530元

特價

（右）義大利Perlier有機蜂蜜身體乳霜＋
唇部修復精華組合

990元｜原價1,550元

特價

單筆消費滿3,000元，
即贈「ATO活膚精華修復霜」乙份（價值680元）
單筆消費滿5,000元，
即贈「保濕物理防曬乳霜」乙份（價值990元）

單筆消費滿1,000元，
即贈「蛋白面膜皂 （15g）」一個（價值110元）；
單筆消費滿2,000元，
即贈「義大利有機蜂蜜護唇膏」一支（價值290元）

花柔自然萃｜新板店2F

Himalaya｜新板店2F

A'ROMA P｜新板店2F

豬事大吉新春香氛福袋
・Ａ組合：小蠟燭90g＋空間噴霧30ml＋
香氛噴霧組5ml×5
・Ｂ組合：小蠟燭90g＋滅燭器三件組＋
香氛噴霧組5ml×5

1,688元｜原價2,600元

特價

女神必備香氣
A'ROMA P｜新板店2F

（上）室內擴香（200ml）

2,180元｜原價2,280元

特價

（下）香氛蠟燭（90g）

豬事大順新春香氛福袋
・Ａ組合：室內擴香200ml＋空間噴霧30ml＋
香氛噴霧組5ml×5
・Ｂ組合：大蠟燭250g＋滅燭器三件組＋
香氛噴霧組5ml×5
（福袋抽獎有機會獲得1,000元購物金）

1,080元｜原價1,180元

特價

2,688元｜原價3,600元

特價

福袋抽獎有機會獲得1,000元購物金。
單筆消費滿 3,680 元，即贈「英國香氛空間噴霧 單筆消費滿 3,680 元，即贈「 英國香氛空間噴霧
（30ml）」乙份（價值790元）
（ 30ml）」乙瓶（價值790元）
實際內容以現場供應為主。

萃取自鳳梨的天然潔淨力
PiPPER｜新板店2F

PiPPER鳳梨酵素居家純淨系列商品任選四瓶
特價999元｜原價1,995元
贈「PIPPER精緻帆布袋」乙份（價值399元）

成就極簡浪漫的時光

愛。創造 Allietare｜新板店2F

北歐風燭台組

（三顆精巧版蠟燭＋造型燭台）

1,200元｜原價1,340元

特價

A'ROMA P｜新板店2F

英國香氛噴霧組（30ml）任選兩入

1,080元｜原價1,580元

特價

單筆消費滿3,680元，即贈
「英國香氛空間噴霧（30ml）」乙瓶（價值790元）

心意禮盒

內容：咖啡 玫瑰 七葉樹植物洗髮精300ml＋
野櫻花還原酸修補精華300ml

1,944元｜原價3,240元

特價

（左）苦楝淨化調理水
（右）檸檬活膚淨化調理水

買一
送一

380元

推薦價

2.01－2.28 不限消費金額，買就抽精美贈品

普洛絲珂｜新板店2F

普洛絲珂春節禮賓專案

普洛絲珂經典手部護理一堂＋普洛絲珂經典足部護
理一堂＋普洛絲珂指緣油×1（15ml）

SEIO｜新板店2F

特價

任選三入

凡於櫃上不限金額消費，即可參加抽獎乙次。有
機會抽中折扣優惠或新春禮。

特價

特價

no more blue 飾品滿千折百

居家或外出皆可使用

1,770元｜原價2,450元

TAKE A SNOOZE瞇一下迷你噴霧柔香組

720元｜原價840元

愛。創造 Allietare｜新板店2F

開運香氛膏組（六入）

777元｜原價1,080元

限量
20 個

豬事大順！開春妙禮指南

添新賞

好運來

新年新氣象，換上一身心頭好貨迎接 19 年好運旺來！下手展現
個人格調的衣賞和配件，腳踏新鞋走出優雅步伐，天然寶石或
是古典翡翠成為頸、腕上的亮點，具有質感的包款收納物件，
移動時有型又輕盈。

MIRROR 皇宣緣｜新板店1F

（左）紫羅蘭翡翠玉牌項鍊

9,999元

推薦價

Queen Jocelyn｜新板店1F

誠品人
88 折

福疊玫瑰金晶鑽項鍊

2,600元｜原價4,000元

特價

限量
10 條

（右）福運招財翡翠貔貅項鍊

899元｜原價999元

特價

800元｜原價980元

特價

單筆滿3,000 元，
即贈「玲瓏福緣翡翠吊飾」乙條（價值2,888元）；
單筆滿30,000元，
即贈「恬淡優雅翡翠項鍊」乙條（價值13,888元）

MO-BO｜新板店1F

（左）藍暈月光小圓片純銀鍊
（右）珍珠三重奏純銀手鍊

8,888元

推薦價

誠品人
9折

女。Isha Jewelry｜新板店3F

貫子設計｜新板店1F

連帽長版外套

2,980元｜原價3,980元

特價

格紋造型設計連身褲

756元｜原價1,080元

特價

滿2,500元折抵250元；
單筆消費滿2,500元，
即贈「品牌束口袋」
（價值150元）

Budhha Rocks｜新板店1F

前衛造型長裙

2,240元｜原價4,480元

特價

Sobdeall｜新板店1F
ITS Jewelry｜新板店2F

率性斜腰包

6,600

特價

（上）純銀月光石／拉長石手鍊（單條）

元｜原價8,800元

1.25-2.01 滿5,000元，
即可兌換「聯名雙層玻璃杯」乙只
（部份商品除外；贈品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1,690元｜原價1,990元

特價

（下）迷你天然寶石純銀／純銀鍍戒指（兩入組合）

1,000元｜原價1,180元

特價

非銀不可｜新板店1F

紫龍晶手鐲

8,888元｜原價13,800元

特價

單筆滿1,500元，
即贈「非銀不可擦銀布（5入）」乙份
（價值150元）

People's Market｜新板店1F
NICOFUN｜新板店1F
Made in Heaven｜新板店1F

短版格紋外套

3,490元｜原價6,980元

特價

誠品人
95 折

輕柔保暖喀什米爾圍巾

杏色長袖洋裝

1,490元｜原價2,980元

特價

5,280元｜原價6,600元
（小）特價4,160元｜原價5,200元

（大）特價

HERLS｜新板店1F
SOFER｜新板店1F

全真皮菱格斜口造型毛絨雪靴

羊皮編織手提包（共2色）

黑、深藍、深灰三色

1,200元｜原價2,180元

特價

Footer｜新板店2F

1.21-2.19 秋冬商品8折起；滿2,000元可參與
刮刮樂（最高可折500元）

機能除臭襪6雙組合

1,000

特價

元｜原價2,280元

優惠日期1.23-2.20

3,299元｜原價4,680元

特價

誠品人
9折

滿3,500元現折400元（特價品除外）；
單筆消費滿3,000元，即贈「品牌購物袋」
（價值290元）

twinwow｜新板店2F

（左）優美典雅－細緻質感手提包

1,190

推薦價

元

（右）優雅輕盈－細緻質感長夾

1,580

推薦價

元

單筆滿500元，即贈「twinwow環保提袋」一份

SEIO｜新板店2F

（上）造型保暖畫家帽

1,680元起

推薦價

（下）造型髮帶任兩件

900元｜原價1,160元

特價

no more blue 飾品滿千折百

豬事大順！開春妙禮指南

添新貨

豬事大順！開春妙禮指南

好運來

甲飽飽

滿福氣

春節團聚圍爐，共桌品味熱呼呼的美食配上溫潤飲品，送上道
地辦手禮，談談過去的酸甜苦辣，為新的一年許下期許，填飽
了肚子，福氣也跟著來！

我們無法掌握命運，但可以決定如何度過～打理好自己後，也
為自己常處的空間加點趣味療癒的生活道具，讓自己心情好，
吸引好運來！

誠品人
95 折

私房茶｜新板店1F

49元

蜂蜜檸檬 推薦價

派對城｜新板店2F

（左）佩佩豬Peppa Pig站立氣球

1,200元

尺寸91×121cm 推薦價
（中）粉紅豬散步氣球
NICOPY｜新板店2F

Strider Bikes｜新板店2F

（內）POPO猴布偶

540元

推薦價

（外）法國麵包造型頸枕

699元｜原價850元

300元

尺寸60×31cm 推薦價

STRIDER 12吋兒童滑步車＋護具＋
Nutcase安全帽（little）
特價6,580元｜原價7,080元

特價

399元

（右）氣球桌上擺飾組 推薦價

即日起－1.31 全櫃滿千送百；
單筆消費滿500元，即贈派對城新春好禮乙份

麥田法式烘焙｜新板店1F

（左）西班牙特級初榨橄欖油組合（二入）

1,490元｜原價1,610元

特價

（右）手工黑糖禮盒

290

元｜原價320元

特價

究好JUS PARFAIT｜新板店3F

燃石小舖｜新板店2F

零酒調飲系列（不含瓶身）＋

喔熊彩繪米

自製手工布朗尼一份

特價

185元｜原價235元

特價

單筆滿600元，均可享9折優惠。

450元｜原價650元

限量
10 組

上島珈琲店｜新板店1F

厚片培根烤總匯三明治＋
無糖MILK珈琲（R杯）

210元｜原價240元

特價

下午茶蛋糕組合－任一蛋糕加任一飲品，
可享飲品折價20元。

燃石小舖｜新板店2F

24節氣明信片組

420元｜原價480元

特價

燃石小舖｜新板店2F

限量
10 組

3D花磚壁貼—

夏日詩情、春花綻放、秋月秋好

370元｜原價420元

特價

限量
10 件

TICO｜新板店3F

春財福冰箱貼一組（三入）附吸鐵

199元｜原價207元

特價

單筆消費滿299元，即贈「財神微型積木」乙份
（隨機出貨）

厅

KIKI餐厅｜新板店3F｜02-2958-2085

（上）紅椒燒魚

Pintoo｜新板店3F

520

推薦價

無框套裝組拼圖－米奇與朋友系列
哈囉，夥伴們（720片入）

1,950元

推薦價

即日起－1.31凡單筆購買2幅368片迷你拼
圖，即可以加價280元購得「XS尺寸368
片木製收納框」乙份（價值680元）。

TJ.HANAYA｜新板店1F

新春來福盆花

680元｜原價880元

特價

（圖片款式僅供參考，以現場供應為主）

元

（下）鳳梨蝦球

420元

推薦價

1010湘｜新板店2F｜02-8227-1211

尾牙春酒10人豐美饗宴／每桌

春水堂｜新板店1F｜02-2959-5809

新年雙人套餐

內容：精緻佳餚19道＋神仙缽飯10人份＋

功夫麵× 2 ＋滷蛋× 2 ＋小杯珍珠奶

沁涼歡飲壺3壺＋好享甜點

茶×2＋塔塔醬厚切脆薯×1＋

推薦價

茶香高麗菜×1

7,999元

※供應期間：即日起—3.31
※另計10%服務費，恕不併用其它優惠折扣

※點用尾牙春酒專案，每桌10個中獎機會，總價值40萬大獎等您抽！

500元｜原價540元

特價

單筆消費滿788元（吃飽飽）
贈「招牌米血」乙份。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Nikon｜板橋店2F

Freedom Japan｜板橋店2F

1917 年 7 月 25 日誕生的經典攝影

日系美髮沙龍，良好舒適的室內

品牌，百年來從顯微鏡到工業運

空間、高品質的日本技術及日式

用，甚至衛星和太空人所使用的

服務，合理的價格設定（高 CP

攝像紀錄，不少都出自Nikon的鏡

值），一起感受賓至如歸的滿意

頭，留下各式記憶，並將持續探

美好吧！

索更多美麗可能。

1.05 – 1.31
在官方FB按讚評價留言後，即可得到
「日本進口napla旅行洗髮精」一組（價值400元）

開幕首日前三位購買相機即贈「Nikon登機箱」（價值3,000元）
● 購買單眼相機即贈「原廠快門線」 ● 電池加價購75折
● Nuraphone新品體驗，購買即贈「擦拭布小禮」
● Nikon望遠鏡全系列8折

why bag｜板橋店3F

MOBO｜板橋店3F

源自日本 WHY 株式會社 1966 年

結合產創經驗和人文設計精神，傳

開發的特有圖案，設計靈感來自

統與創新，賦予產品情感溫度。

馬具，採用日本進口高級 PVC 材

MIT獨創設計╳設計師印花款

料，袋身搭配牛皮滾邊及背帶，

簡約清晰的設計，休閒舒適與時尚

也隨時擷取最新流行元素的皮件

流行相輔相成，給予妳自然舒適有

品牌。

型的穿著體驗，一顆不變的初心，

1.03 – 1.31

致自信且勇敢做自己的妳！

當日不限消費金額即贈

商品全面8折起（當週新品除外），

「 WHY LOGO不織布購物袋」

Mr. Me 紳仕好物｜板橋店4F

忠於原創─尋找有熱情與堅持的品牌

累計消費滿3,000元即贈「品牌商品」。

自由靈魂｜板橋店4F
「 可以華麗、可以極簡，而獨特才

「 分享自己會購買的商品」帶領

是陽光、空氣、花和水」，我們

選品團隊，發揮神農試百草的精

堅持飾品配件不再只是附屬品，

神，挖掘全球新品，嚴選優質調

我們傳達一個全新的整體造型概

性配件，不斷地開箱實測，力求

念，飾品配件也可以是整體造型

給VIP客戶最優質的商品，及與全
球同步的價格。

1.05 – 2.04
消費滿3,000滿額抽，櫃上各式正貨好禮即抽即中！
最大獎為8,000元購物金！

Fluffy｜新板店2F

中的主體要件。

1.03 – 1.31
● 全櫃8折 ● 晶鑽耳環特價880元（原價1,680元）
● 滿3,800元即贈「可愛兔兔杯或麋鹿杯」（價值380元）

PiPPER 沛柏｜新板店2F

「 保養品不只是一個名稱或商品，

產品經Dermscan Asia認證為低過

它代表著是一種態度及生活哲

敏性、無刺激性，美國 FDA 測試

學。」我們鼓勵消費者：理性選

不含已知過敏原！對嬰兒和敏感

擇肌膚所需要的保養。清潔、保

性肌膚者都十分安全。專利鳳梨

濕、防曬，都是 回歸肌膚最原始

發酵技術，可產生大量天然酵素

的需要。Fluffy想約你一起體驗看

和生物表面活性元素，能安全有

看：來自台灣的保養品牌。

效清潔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