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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季｜  最超值滿額禮

｜專屬｜  精選商品優惠

｜活動｜  美味知性行動

｜獨享｜  誠品點好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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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B1服務台滿額回饋
7.01 Sun. - 9.30 Sun.

樂享野炊
滿額抽

7.01 Sun. - 8.12 Sun.

盛夏食趣
滿額禮

9.01 Sat. - 9.30 Sun.

袋走美味
滿額禮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單筆消費滿1,000元，且已兌換

亞東人優惠護照乙份者，即可獲得當月份抽獎機會乙次，有機會

可抽中「美國CUISINART多功能煎烤盤」乙台。

（價值4,980元，共3名）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活動期間累計消費滿3,000元即可以

250元加價購、滿5,000元即可兌換

「以色列OTOTO DESIGN叢林撈麵勺」乙支。

（價值520元）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當日單筆消費滿1,999元，即可兌換

「Roll'eat西班牙搖滾輕食袋」乙份。（價值450元）

方便多次包裝各種美食，讓減塑生活更輕鬆！

●贈品規格：型號GR4NTW，長32.8ｘ寬25.5ｘ高19.5cm，淨
重約4.19kg，功率1500W。●本活動得獎者將由系統自動抽
出。●得獎名單將於8.10Fri.、9.10Mon.、10.11Thu.公布於迷
誠品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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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服務台進行領獎作業。●抽獎
活動屬機會中獎，按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機會中獎獎項市值超
過新台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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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獎。●領獎期間 :
2018.8.10Fri.-10.31Wed.。

活動共同注意事項—●單張消費發票僅可擇一門檻參加，恕不得重複兌換。●活動限當日消費發票兌換，逾期發票恕不接受兌換，贈品數
量有限，送完為止。●誠品人會員活動兌換需出示會員卡、當日消費發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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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限成功申辦會員後，持下筆消費發票方可兌換；愛書人會員／通行證／生活卡亦可參加、不含累計卡卡友；點數相關活動僅限誠
品人會員獨享。●發票金額限誠品生活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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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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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辦理退貨，所兌換之活動贈品需一併退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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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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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量50支。●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支，數量有限，送完
為止。●贈品內容：尺寸長30 x 寬9.5 x 高5 cm，選用食用級強
化尼龍，可耐熱 230°C。●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滿額贈
累計：誠品書店、7-11、維康醫療、杏一醫療。

●限量50份。●活動期間內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送完
為止。●活動合作品牌：Roll'eat西班牙食物袋。●用途：可盛
裝食品且能重複清洗使用。●贈品內容：展開前11x15、展開後
54x32 cm，淨重50公克，內層100%TPU。●以下專櫃未參加此
活動：誠品書店、7-11、維康醫療、杏一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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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緞帶 3D健康氣墊涼拖鞋（紅、黑）

7.01-9.30限定優惠

特價2,682元｜原價3,725元

喜樂絲長達22年的品質堅持，鞋品及彈性襪均依

人體工學設計，並專售經檢驗中心測試合格的

醫師、護理師氣墊鞋，兼具健康和流行時

尚的鞋款，深受消費者青睞。

喜樂絲

高麗蔘精茶COOL 2盒（50包/盒）／

高麗蔘精茶EVERYTIME PLUS（1盒）

7.01-7.31限定優惠

特價3,100元｜原價3,600元 ／

加購價899元｜原價1,100元｜每人限購3盒

正官庄是傳承了100年的韓國人蔘公社品牌，為

生產6年根清淨人蔘，構建了系統化的管理體

系，也結合現代醫藥品製造設備，成為世界名牌

紅蔘的誕生地。

正官庄

盛夏涼意風味 就讓涼意滿點的各家極品，

共織這個絕妙的夏天。

交叉緞帶 3D健康氣墊涼拖鞋（紅、黑）

7.01-9.30限定優惠

特價2,682元｜原價3,725元

喜樂絲長達22年的品質堅持，鞋品及彈性襪均依

人體工學設計，並專售經檢驗中心測試合格的

醫師、護理師氣墊鞋，兼具健康和流行時

尚的鞋款，深受消費者青睞。

喜樂絲

高麗蔘精茶COOL 2盒（50包/盒）／

高麗蔘精茶EVERYTIME PLUS（1盒）

7.01-7.31限定優惠

特價3,100元｜原價3,600元 ／

加購價899元｜原價1,100元｜每人限購3盒

正官庄是傳承了100年的韓國人蔘公社品牌，為

生產6年根清淨人蔘，構建了系統化的管理體

系，也結合現代醫藥品製造設備，成為世界名牌

紅蔘的誕生地。

正官庄

盛夏涼意風味 就讓涼意滿點的各家極品，

共織這個絕妙的夏天。



活動注意事項—●活動地點：誠品生活亞東醫院店B1員工用餐區。●參加方式：需事先至B1服務台兌換、登記報名和付款。●需
出示實體會員卡或出示手機APP報名活動。●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7-11、誠品書店、杏一醫療、維康醫療。●每卡限報名ㄧ場
乙次、報名限ㄧ人或一組（ㄧ個大人+ㄧ個小孩）參加，每卡每個名額僅含一份材料。名額有限，額滿為止。如需取消報名，最晚
請於活動開始前3天，持發票至服務台辦理退費。●活動時間：12:50報到、13:00活動開始，活動時間約1.5-2小時。●材料和樣式
以廠商實際可供貨品項為主，實際活動內容，請以現場公告為主。

在你心中，

夏季是什麼樣的顏色和形象呢？ 

無論是閃耀在天際的、或是綻放在窗邊的，

在這個浪漫而奔放的月份，

我們希望能以一個最觸動人心、又有典雅形象的輕甜菓子，

讓大家能向親友傳達專屬夏季的情懷。

活
動
合
作
品
牌—

旬
食 Studio Shun

玩味夏節令-7.28Sat.
「夏季菓子｜七夕」手作活動，邀請到

專門以低油少糖製作和洋菓子的名師

「Monsa老師」，來指導大家製作戀心滿

滿的上生菓子。活動中還會讓大家加碼

製作夏季餅菓子喔，想度過一個特別的

七夕，千萬別錯過這次活動囉！

玩味夏花語-8.25Sat.
「夏季菓子｜桔梗」手作活動中，Monsa

老師特別挑選了這個月份的代表花桔

梗，讓大家在揉拈的過程中訓練美感和

觀察力，也藉此品味豆沙細緻輕甜的口

感喔！這次一樣會加碼製作夏季餅菓

子，你絕對要來這玩味一次！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憑7-8月份不限消費金額發票1張、加上報名費100元，

即可參加7.28Sat.或8.25Sat.玩味行動乙次。

亞
東
人·

玩
味
行
動

揉
拈
夏
日
甜
技
藝

(限額30名）

(限額30名）

活動注意事項—●活動地點：誠品生活亞東醫院店B1員工用餐區。●參加方式：需事先至B1服務台兌換、登記報名和付款。●需
出示實體會員卡或出示手機APP報名活動。●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7-11、誠品書店、杏一醫療、維康醫療。●每卡限報名ㄧ場
乙次、報名限ㄧ人或一組（ㄧ個大人+ㄧ個小孩）參加，每卡每個名額僅含一份材料。名額有限，額滿為止。如需取消報名，最晚
請於活動開始前3天，持發票至服務台辦理退費。●活動時間：12:50報到、13:00活動開始，活動時間約1.5-2小時。●材料和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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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時節套餐（10人份，6道菜+1道主菜）

7.01-9.30限定優惠

推薦價4,000元｜限店取，菜色可詳談

明德素食園，20多年來秉持著推廣健康

素食的經營信念，採用天然新鮮健康食

材，手工製作提供無蛋、無酒的健康素

食佳餚。

明德素食園

皇家傳承位於板橋在地深根25年的歷

史，堅持新鮮健康無味精無負擔，讓每

一位饕客體會到家的溫暖，有如自家廚

房般的自在享受。

皇家傳承

雙寶麵x2＋飲品x2＋燙青菜x1
8.01-8.31限定優惠

特價369元｜原價430元

溫潤秋日滋味 讓您唇齒留香的

秋日美食配方都在這兒!

感恩時節套餐（10人份，6道菜+1道主菜）

7.01-9.30限定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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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廠商實際可供貨品項為主，實際活動內容，請以現場公告為主。

在你心中，

夏季是什麼樣的顏色和形象呢？ 

無論是閃耀在天際的、或是綻放在窗邊的，

在這個浪漫而奔放的月份，

我們希望能以一個最觸動人心、又有典雅形象的輕甜菓子，

讓大家能向親友傳達專屬夏季的情懷。

玩味夏節令-7.28Sat.
「夏季菓子｜七夕」手作活動，邀請到

專門以低油少糖製作和洋菓子的名師

「Monsa老師」，來指導大家製作戀心滿

滿的上生菓子。活動中還會讓大家加碼

製作夏季餅菓子喔，想度過一個特別的

七夕，千萬別錯過這次活動囉！

玩味夏花語-8.25Sat.
「夏季菓子｜桔梗」手作活動中，Monsa

老師特別挑選了這個月份的代表花桔

梗，讓大家在揉拈的過程中訓練美感和

觀察力，也藉此品味豆沙細緻輕甜的口

感喔！這次一樣會加碼製作夏季餅菓

子，你絕對要來這玩味一次！

誠品人會員／累計卡卡友憑7-8月份不限消費金額發票1張、加上報名費100元，

即可參加7.28Sat.或8.25Sat.玩味行動乙次。

亞
東
人·

玩
味
行
動

揉
拈
夏
日
甜
技
藝

(限額30名）

(限額30名）

交叉緞帶 3D健康氣墊涼拖鞋（紅、黑）

7.01-9.30限定優惠

特價2,682元｜原價3,725元

喜樂絲長達22年的品質堅持，鞋品及彈性襪均依

人體工學設計，並專售經檢驗中心測試合格的

醫師、護理師氣墊鞋，兼具健康和流行時

尚的鞋款，深受消費者青睞。

喜樂絲

鮮奶油泡芙／蛋糕卷（3入）

7.02-8.31限定優惠

推薦價40元／特價158元｜原價174元

世界的風味、時間的滋味，福利麵包在1949
年首開西式麵包與中式糕點之先河。70年

來，我們始終抱持著創立的初衷，經典和創

新不斷碰撞出新滋味。

福利麵包

高麗蔘精茶COOL 2盒（50包/盒）／

高麗蔘精茶EVERYTIME PLUS（1盒）

7.01-7.31限定優惠

特價3,100元｜原價3,600元 ／

加購價899元｜原價1,100元｜每人限購3盒

正官庄是傳承了100年的韓國人蔘公社品牌，為

生產6年根清淨人蔘，構建了系統化的管理體

系，也結合現代醫藥品製造設備，成為世界名牌

紅蔘的誕生地。

正官庄

盛夏涼意風味 就讓涼意滿點的各家極品，

共織這個絕妙的夏天。



感恩時節套餐（10人份，6道菜+1道主菜）

7.01-9.30限定優惠

推薦價4,000元｜限店取，菜色可詳談

單筆消費滿3,000元，贈醇雞精華飲1包（價值180元）

單筆消費滿5,000元，贈珍品燕盞精華飲1包（價值390元）

9.01-9.30限定優惠｜此活動不與其他優惠併行使用

明德素食園，20多年來秉持著推廣健康

素食的經營信念，採用天然新鮮健康食

材，手工製作提供無蛋、無酒的健康素

食佳餚。

明德素食園

新加坡琉元堂成立於1937年，專營各項頂級中藥

材，尤以燕窩最為專精，始終堅持手工挑毛、不漂

染、不塗膠、不摻水，只為了讓顧客能有更健康的

生活。

新加坡琉元堂

皇家傳承位於板橋在地深根25年的歷

史，堅持新鮮健康無味精無負擔，讓每

一位饕客體會到家的溫暖，有如自家廚

房般的自在享受。

皇家傳承

雙寶麵x2＋飲品x2＋燙青菜x1
8.01-8.31限定優惠

特價369元｜原價430元

溫潤秋日滋味 讓您唇齒留香的

秋日美食配方都在這兒!



誠品點好好用

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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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店專櫃商品限亞東醫院店兌換，兌換後除瑕疵外，恕不接受退換貨服務。

晶彩健康生活
澳洲尤加利蜂膠牙膏

價值199元︱限量20盒

 199點
 

聖瑪莉
消費滿佰折抵50元

價值50元︱限量30份

 
50點

十靈本舖
一條根紓緩貼片

價值100元︱限量100份

 100點

十靈本舖  
酸痛萬應油膏 30G
價值200元︱限量50罐

 點200

7.01 Sun. - 9.30 Sun.

夏日好禮  LINE好友獨享抽
7.01Sun.- 9.30Sun.

來成為誠品生活亞東醫院店LINE@的好友吧!

定期關注就有機會抽中夏日食趣好禮

「OTOTO DESIGN叢林撈麵勺 」乙支（價值520元，共4名）

「Roll'eat搖滾輕食袋」乙份（價值450元，共2名）

注意事項— ●贈獎兌換地點：B1服務台 ●贈品規格：請見滿額回饋頁面說明

●抽獎和兌換期間：7.01Sun.-7.31 Tue.、8.01Wed.-8.31Fri.、9.01Sat.-9.30Sun.

誠品點好好用

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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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店專櫃商品限亞東醫院店兌換，兌換後除瑕疵外，恕不接受退換貨服務。

晶彩健康生活
澳洲尤加利蜂膠牙膏

價值199元︱限量20盒

 199點

聖瑪莉
消費滿佰折抵50元

價值50元︱限量30份

50

十靈本舖
一條根紓緩貼片

價值100元︱限量100份

 100點

十靈本舖  
酸痛萬應油膏 30G
價值200元︱限量50罐

200

7.01 Sun. - 9.30 Sun.

夏日好禮  LINE好友獨享抽
7.01Sun.- 9.30Sun.

來成為誠品生活亞東醫院店LINE@的好友吧!

定期關注就有機會抽中夏日食趣好禮

「OTOTO DESIGN叢林撈麵勺 」乙支（價值520元，共4名）

「Roll'eat搖滾輕食袋」乙份（價值450元，共2名）

注意事項— ●贈獎兌換地點：B1服務台 ●贈品規格：請見滿額回饋頁面說明

●抽獎和兌換期間：7.01Sun.-7.31 Tue.、8.01Wed.-8.31Fri.、9.01Sat.-9.30Sun.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Coupons

折價券

B1 / 洪瑞珍三明治

洪瑞珍三明治北斗廟前老店於民國53年在彰化北斗創立，全省各地洪瑞珍皆為第二、第三代經營，秉持

老字號精神，嚴選頂級材料，堅持傳統手作方式呈現古早傳統風味，也因口感滑順綿密，用料實在，讓

各地饕客絡繹不絕、讚不絕口掀起海內外搶購風潮，洪瑞珍第二代堅持以負責的態度創立「洪家三明

治」，傳承老字號服務精神，開創屬於自己的一條路。

每力果

憑此券果汁可享買5送1優惠

買5 送1

18.9.1 Sat.–18.9.30 Sun. 18.7.1 Sun.–18.9.30 Sun.

魏姊包心粉圓

憑此券店面全品項可享9折

9 折

富足康科技

憑券可以33折兌換FOOTDISC氣墊棉襪（5雙）

33 折

18.7.1 Sun.–18.9.30 Sun.

明德素食園

憑此券消費滿百元可以10元折抵今日湯品

10 元

18.7.1 Sun.–18.9.30 Sun.

新櫃登場 New 
Opening

Coupons

折價券

B1 / 洪瑞珍三明治

洪瑞珍三明治北斗廟前老店於民國53年在彰化北斗創立，全省各地洪瑞珍皆為第二、第三代經營，秉持

老字號精神，嚴選頂級材料，堅持傳統手作方式呈現古早傳統風味，也因口感滑順綿密，用料實在，讓

各地饕客絡繹不絕、讚不絕口掀起海內外搶購風潮，洪瑞珍第二代堅持以負責的態度創立「洪家三明

治」，傳承老字號服務精神，開創屬於自己的一條路。

每力果

憑此券果汁可享買5送1優惠

買5 送1

18.9.1 Sat.–18.9.30 Sun. 18.7.1 Sun.–18.9.30 Sun.

魏姊包心粉圓

憑此券店面全品項可享9折

9 折

富足康科技

憑券可以33折兌換FOOTDISC氣墊棉襪（5雙）

33 折

18.7.1 Sun.–18.9.30 Sun.

明德素食園

憑此券消費滿百元可以10元折抵今日湯品

10 元

18.7.1 Sun.–18.9.30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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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　Department store / 10:00am – 9:30pm (平日)  9:00pm (假日)
書店　Bookstore / 9:30am -9:30pm (平日) 6:00pm (假日) 

早餐　7:00am提供服務

營業時間 
Opening Hours

誠品生活亞東醫院店 eslite spectrum FEMH store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2段21號 ︱ 捷運板南線 亞東醫院站3號出口方向連通道進入

No.21, Sec. 2, Nanya S. Rd., Banq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R.O.C.)
MRT: Exit3,Far Eastern Hospital Station,Nangang-Banqiao-Tucheng Line
TEL: 02-6637-7768

eslite spectrum, your spectrum.
誠品生活 創造你的光譜生活！

行動會員卡、藝文活動、店別資訊、書籍查找
四大功能隨身行，立即下載!

 誠品人 eslite  APP

meet.eslite.com/tw 
迷誠品網站

使用說明

Coupons

折價券

●限誠品生活亞東醫院店使用。●本券恕不兌
現、找零、不另開統一發票，使用後將由結帳
櫃檯或收銀台收回，恕無法與其他相關優惠活
動合併使用。●不與其他優惠折扣合併使用。
●本券經塗改、影印、截角毀損後無效，遺失
恕不補發，偽造者依法究辦。● 本券為無償使
用之折價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
誠品生活保留修改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詳細
活動內容依現場公告為主。

●限誠品生活亞東醫院店使用。●本券恕不兌
現、找零、不另開統一發票，使用後將由結帳
櫃檯或收銀台收回，恕無法與其他相關優惠活
動合併使用。●贈送飲品以最低價計算，恕不
提供寄杯，恕不與專櫃其他優惠並行。●本券
經塗改、影印、截角毀損後無效，遺失恕不補
發，偽造者依法究辦。●誠品生活保留修改及
取消本活動之權利，詳細活動內容依現場公告
為主。

●限誠品生活亞東醫院店使用。●5雙特價599
元、原價1,800元。●本券恕不兌現、找零、不
另開統一發票，使用後將由結帳櫃檯或收銀台
收回，恕無法與其他相關優惠活動合併使用。
●本券經塗改、影印、截角毀損後無效，遺失
恕不補發，偽造者依法究辦。●本券為無償使
用之折價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
誠品生活保留修改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詳細
活動內容依現場公告為主。

●限誠品生活亞東醫院店使用。●本券恕不兌
現、找零、不另開統一發票，使用後將由結帳
櫃檯或收銀台收回，恕無法與其他相關優惠活
動合併使用。●本券不可於已促銷商品使用。
●本券經塗改、影印、截角毀損後無效，遺失
恕不補發，偽造者依法究辦。● 本券為無償使
用之折價券，不受禮券定型化契約之規範。●
誠品生活保留修改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詳細
活動內容依現場公告為主。

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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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店專櫃商品限亞東醫院店兌換，兌換後除瑕疵外，恕不接受退換貨服務。

十靈本舖
一條根紓緩貼片

價值100元︱限量100份

 100點

十靈本舖  
酸痛萬應油膏 30G
價值200元︱限量50罐

 點200

夏日好禮  LINE好友獨享抽
7.01Sun.- 9.30Sun.

來成為誠品生活亞東醫院店LINE@的好友吧!

定期關注就有機會抽中夏日食趣好禮

「OTOTO DESIGN叢林撈麵勺 」乙支（價值520元，共4名）

「Roll'eat搖滾輕食袋」乙份（價值450元，共2名）

注意事項— ●贈獎兌換地點：B1服務台 ●贈品規格：請見滿額回饋頁面說明

●抽獎和兌換期間：7.01Sun.-7.31 Tue.、8.01Wed.-8.31Fri.、9.01Sat.-9.30S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