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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20 Fri. - 9.21Tue.

漫活一夏C'est la vie

❶｜有情門｜新板店2F｜行雲扶手椅，特價6,552元｜原價7,280元　❷｜VENSERS｜板橋店2F｜小牛皮潮流後背包，特價1,980元｜原價2,980
元　❸｜unsnnoi｜新板店1F｜立體直線織紋燈罩帽，特價700元｜原價780元｜❹｜HERLS｜新板店1F｜鏤空編織側V尖頭後帶涼鞋，特價

1,935元│原價2,580元　❺｜LIFEAPP&QSHION｜新板店2F｜小貓山丘，特價1,584元｜原價1,980元　❻｜HANAKO｜新板店1F｜棕熊娃

娃，推薦價1,380元｜一件9折，二件以上85折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兌換地點｜板橋店5F／新板店1F顧客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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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門
檻滿額贈：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金額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3F-全國電子；6F-樂為生活；7-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
家便利商店；2F-謙碩服裝修改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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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張消費發票限擇一活動方式兌換，恕不得重複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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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商品禮券之發票，恕不參加全館贈品、贈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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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券活動及停車折抵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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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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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恕不得與部份全館促銷活動重複兌換，詳細活
動內容及排除專櫃以顧客服務中心公告為準或請上迷誠品網站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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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 Fri. - 9.21 Tue.

來雙板
抽大獎

8.20 Fri. - 9.21 Tue.

漫活盛夏
寵愛禮

8.20 Fri. - 9.21 Tue.

漫活美日
藝享禮

8.20 Fri. - 9.21 Tue.

漫活好飲
來店禮

8.20 Fri. - 9.21 Tue.

漫活抗疫
滿額禮

8.20 Fri. - 9.21 Tue.

涼快一夏
滿額禮

8.20 Fri. - 9.21 Tue.

饗樂美顏
專區禮

●本活動板橋店與新板店可跨店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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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保證中獎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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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B1-大創DAISO、
1F-米哥烘焙坊、6F-樂為生活；7F-9F-晶宴會館。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2F-謙碩服裝修改室。

●本活動限板橋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本活動僅能於板橋店兌換。●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
限，兌完為止。●本活動恕不與「漫活美日 藝享禮」、「漫活好食 來店禮」重覆兌換。●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
累計：板橋店｜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3F-全國電子；6F-樂為生活；7F-9F-晶宴會館。

●本活動限板橋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本活動僅能於板橋店兌換。●本活動恕不與「漫活盛夏 寵愛禮」、「漫
活好食 來店禮」重覆兌換。●此票券不得轉售或兌現，使用期間為8.20Fri.-9.24Fri.，使用方式及規定詳見券面
說明。●本券僅適用於誠品生活板橋店，製作期間約為14-21個工作日。●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
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3F-全國電子；6F-樂為生活；7F-9F-晶宴會館。

●本活動限板橋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本活動僅能於板橋店兌換。●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
限，兌完為止。●本活動恕不與「漫活盛夏 專屬禮」、「漫活美日 藝享禮」重覆兌換。●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
累計：板橋店｜B1-大創DAISO、1F-Studio A、SAMSUNG；2F-打鐵仔；3F-全國電子；6F-樂為生活；7F-9F-
晶宴會館。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恕不列入累計：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春水堂人文
茶館、上島珈琲店；2F-謙碩服裝修改室、1010湘；3F-KIKI餐厅、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款式：莓果花
香／淡雅晚香，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限新板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且僅能於新板店兌換。●本活動恕不與
「涼快一夏滿額禮」、「饗樂美顏專區禮」重覆兌換。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恕不列入累計：新板店｜1F-全家便利商店、春水堂人文
茶館、上島珈琲店；2F-謙碩服裝修改室、 有情門、 1010湘；3F-KIKI餐厅、誠品書店、誠品風格文具館。●本活
動限新板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且僅能於新板店兌換。●本活動恕不與「漫活抗疫滿額禮」、「饗樂美顏專區禮」
重覆兌換。

●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活動限以下專櫃參加：新板店｜1F-GLADE 、甜野新星、春水
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2F-燃石小舖、LIFEAPP&QSHION 、亞瑟3C生活、C.in 、CHIN CHIN Perfume、 
1010湘；3F-樂澄、Cheng Fay 、KIKI餐厅。●容量：15g。●本活動限新板店當日消費發票額累計且僅能於新板
店兌換。●本活動恕不與「漫活抗疫滿額禮」、「涼快一夏滿額禮」重覆兌換。●活動須含兩家（含）以上指定專
櫃之消費發票方可兌換。

金卡／黑卡會員當日於板橋店累計消費滿10,000 元，即贈

UNIQ FueleMini8000mAh超薄快充行動電源 乙台

（價值990元，限量30台）。

誠品會員當日於板橋店累計消費滿 2,000 元，即贈

micia美日手藝館專屬訂製連續印章兌換券 乙份

（價值290元，限量35份）。

誠品會員當日於指定專櫃累計消費滿1,000 元，即享

上島珈琲指定飲料券 乙份 （價值120元，不累贈）。

金卡／黑卡當日於新板店累計消費滿 5,000 元，即贈

小巴黎香氛乾洗手噴霧 乙份 （價值500元，限量30份）。

誠品會員當日於新板店累計消費滿 3,500 元，即贈

KINYO小風扇 乙台 （價值389元，限量50台）。

白卡會員當日於新板店兩家指定專櫃累計消費滿1,000 元，即贈

VICTORIA面膜皂15g 乙個 （價值110元，限量20個）。

誠品會員於板橋店／新板店消費

當日累計滿 500 元，即可獲得 APP遊戲任務抽獎機會 乙次，

有機會獲得 BALMUDA蒸氣烤麵包機 乙台。

｜  板橋店與新板店可跨店累計  ｜



零接觸服務  便利輕鬆購
誠品生活板橋店｜新板店

閱覽線上DM
挑選喜愛商品

向專櫃人員詢
問或訂購商品

選擇付款方式及取貨方式
○ 到店取貨    ○ 宅配寄送

點擊加入
專櫃專屬 LINE

1 3 42

STEP

STEP

STEP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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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ing is not the suns patent,
you can also shine

unsnnoi｜新板店1F

淺色調鬚邊牛仔裙         
特價1,100元

原價1,280元

透膚層次橫條針織背心         
特價950元

原價1,080元

藤編感可調式弧簷帽      
特價700元

原價780元

皮質斜邊方頭夾腳拖鞋

推薦價1,480元

CACO｜板橋店2F

傑利鼠惡作劇短袖上衣

推薦價550元

刷破牛仔男友褲

推薦價790元

傑利鼠撞色側背包

推薦價790元

傑利鼠漁夫帽

推薦價690元

Hanako｜新板店1F

日系唯美碎花洋裝

特價1,968元

原價3,280元

編織草帽

推薦價990元

HERLS｜新板店1F

多細帶斜繞平底涼鞋            
特價1,417元

原價2,180元

SISJEANS｜板橋店2F

深藍腰抽繩

牛仔背心洋裝

推薦價2,390元

攝影／林可樺　模特兒／李珮菱

https://page.line.me/?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urlSchema%3Aexternal&accountId=679iguvp#mst_challenge=WG7VLueeBbTgtCzb0KUJdcJXYXoX-GNJbQvOrK5Nm14
https://reurl.cc/KAgq1g


Made in Heaven｜新板店1F

潮流文字漁夫帽 
特價840元｜原價1,680元

海軍藍無袖洋裝

特價1140元｜原價2,280元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白色蛋糕荷葉領洋裝

特價1,840元｜原價3,680元

拼接肩提兩用包

特價1,990元｜原價3,980元

HERLS｜新板店1F

簡約鏤空拼接尖頭穆勒鞋    
特價1,785元｜原價2,380元

HERLS｜新板店1F

全真皮經典便仕側V橢圓頭

樂福鞋

特價2,460元｜原價3,280元

HERLS｜新板店1F

鏤空編織側V尖頭後帶涼鞋   
特價1,935元｜原價 2,580元

Pinganita｜板橋店2F

蕾絲雕花上衣

特價799元｜原價990元

浪漫宮廷風 雙層顯瘦紗裙

特價990元｜原價1,280元

晾夏你的時尚
Shining is not the suns patent,
you can also shine

攝影／林可樺　模特兒／李珮菱



冰藍
夏天

GLADE.｜新板店1F

Aspire涼感抗UV訓練上衣（丁香紫）   
推薦價1,280元

Focus 中強度美型運動內衣（百合白）

推薦價1,380元

ROOTS｜板橋店2F

環保有機棉系列 森林元素短袖T恤

特價1,008元｜原價1,680元

湖畔小木屋系列 丹寧短褲

特價1,488元｜原價2,480元

璀璨銀河系列 海狸LOGO棒球帽

特價708元｜原價1,180元SISJEANS｜板橋店2F

側陰影拼色直筒牛仔褲

特價2,290元｜原價2,490元

●8/1-8/30任選兩件以上享88折優惠，

消費累積滿2,500元現折300元

POLYLULU｜板橋店3F

牛仔拼接方領澎袖洋裝

特價607元｜原價690元

好感日常傘襬細肩洋裝

特價783元｜原價890元

MOBO｜新板店1F

輕薄亞麻感側開衩背心   
特價343元｜原價490元

呼吸防曬連帽外套          
特價623元｜原價890元

立體顯瘦剪裁小開衩丹寧褲     
 特價483元｜原價690元

GLADE. MOBO

SISJEANS

ROOTS POLYLULU

https://reurl.cc/KAgq1g


COWA｜板橋店3F

❶｜轉鎖郵差包

特價7,184元（8折）｜原價8,980元

❷｜塩系小姐脫特包

特價6,384元（8折）｜原價7,980元

●7折以上折扣商品，

消費累積滿6,500元，現抵150元。

●不限折扣消費累積滿5,800元，

即贈皮革吊飾，送完為止。

●指定商品任選兩件，享原價45折。

VENSERS｜板橋店2F

❸｜小牛皮潮流後背包

特價1,980元｜原價2,980元

❹｜都會風後背包

特價990元｜原價1,480元

Benny Shop｜板橋店3F

❺｜anello X SOU‧SOU
跨界聯名兩用後背包（迷你款）

特價1,530元｜原價1,700元

❻｜anello X SOU‧SOU
跨界聯名兩用後背包

特價2,070元｜原價2,300元

❶

❷

❺

❸

❹

包準有用
All Bags Are YOURS

❻



走一個花路

❶｜HERLS｜新板店1F

鏤空編織側V尖頭後帶涼鞋

特價1,935元｜原價 2,580元

❹｜Gelattto｜板橋店3F

Woodstock 2.0雙帶厚底鞋

特價1,500元｜原價 1,980元

❷｜expo｜板橋店1F

大人女子日（鵝絨白）

推薦價1,380元

❺｜FOOTER｜新板店2F

Footer機能除臭襪

特價任選6雙1,080元｜原價任選6雙2,280元

❸｜Amour｜板橋店1F

A.MOUR輕巧輕履女鞋

特價1,380元｜原價2,280元

❻｜HERLS｜新板店1F

Z字細帶粗跟涼鞋                 
特價1,417元│原價2,180元

❶

❷

❺

❻

❸

❹



濃郁小心機
Well, not that emotional,

but I move the heart.

❶｜錶特｜板橋店1F｜月牙灣18K項鍊，推薦價1,080元　❷｜unsnnoi｜新板店1F｜半透感圓弧鑲邊耳環，推薦價480元　❸｜Pinganita｜板

橋店2F｜珍珠髮夾，推薦價240元／復古髮夾，推薦價240元　❹｜unsnnoi｜新板店1F｜扁弧曲線珍珠戒指五件組，推薦價480元／弧線方圓戒

指 推薦價680元❺❻｜NITT｜板橋店2F｜指定專區金飾戒指一律8折，特價395元｜ 原價495元　❼❽｜錶特｜板橋店1F｜個性款木質錶，推薦

價3,000元／豬鼻子18K手鍊，推薦價990元　❾｜聖翔｜板橋店1F｜情侶對戒 一對，推薦價3,980元／弧形鎖骨鍊，特價2,980元｜原價3,980元　

❿⓫｜Pinganita｜板橋店2F｜鑽石小髮夾（2入），推薦價399元／大理石韓系髮夾（2入），推薦價399元

❶

❷

❺

❻

❼

❽

❾

❸

❹

❿

⓫



恬淡小確幸 Well, not that emotional,
but I move the heart.

unsnnoi｜新板店1F｜❶ 點線串連項鍊，特價400元 ｜原價480元　MIRROR皇宣緣｜新板店1F｜❷  紅珠輕舞翡翠手鍊 ，特價880元｜原價1,180
元／❸  銅錢手鍊，推薦價7,880元／銅錢耳環，推薦價4,880元／❹  星座蠟線，推薦價1,080元

樂澄Love child｜新板店3F

敲敲木DIY手作音樂鈴

推薦價320元-590元

5歲以上，家長陪同、親子DIY最佳活動，

合 板 、 日 本 S a n k y o 手 搖 音 樂 鈴 、 螺 絲 起

子，作品完成後可直接進行彩繪。商品尺寸

5.5×5×7cm或18×8×6cm

●聯絡電話｜02-6637-5366 #315

橙沐 CHENMood｜新板店1F

永生玻璃小夜燈

推薦價 2,380 元

學習日本進口永生花開花、嫁接鐵絲與花材

色系搭配技巧。在有限的玻璃框架內，製作

360度皆可觀賞的作品！含授課、花材、玻璃

球與包裝。

●聯絡電話｜02-6637-5366 #110Handmade
Every Day！

新板
獨家

新板
獨家

8.20Fri. - 9.21Tue.
手
作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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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ge.line.me/?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urlSchema%3Aexternal&accountId=257oikiw&from=page#mst_challenge=RKMeoSijLAuGUeZcHgABPW3WzmmjK3sw-zB2fWr3XmQ
https://page.line.me/?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urlSchema%3Aexternal&accountId=524qkdfq#mst_challenge=yF-fYLryhHXh6DImuyS8w0W78Nh2lnScuI_rsPm88us


顏值的秘密
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 is a state of mind.

❷｜expo｜板橋店1F

擴香氛009琥珀與薰衣草／100ml
推薦價1,280元

❸｜de Balets小巴黎｜新板店2F

縮時護髮香氛霧（仙女水）

特價880元｜原價1,100元

●任2件特價1,660元（原價2,200元）

❶｜玩彩地帶Color Region｜新板店2F

Ocean Roses
深海玫瑰手足修護乳

特價390元｜原價450元

❶

❷

❸



清鬆美肌

絲若雪SNOVA｜新板店2F

SNOVA限定夏季禮盒套組

特價4,200元｜原價4,430元

胎盤配合飾底乳

特價600元｜原價900元

高配合KURASA 頂級奢華粉底液

特價600元｜原價900元

倍優｜板橋店1F

雅聞氨基酸專業護理牙膏150g（共2款）

推薦價250元

雅聞氨基酸漱口水500ml（共2款）

推薦價250元

●任選買一送一

de Balets小巴黎｜新板店2F

輕奢沐浴養護組   
特價1,288元 ｜原價2,046元

輕奢感流金香氛蠟燭禮盒（2入）

特價1,499元｜原價1,960元

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3F

Marc Jacobs Daisy Eau So Fresh
清甜雛菊75ML
特價1,980元｜原價3,000元

Marc Jacobs 雛菊之夢50ML
特價1,980元｜原價2,800元

C.in｜新板店2F

記憶洗／護／沐系列（500ml）
任選2瓶9折／3瓶88折

●紅藜彈潤生物纖維面膜

益生舒敏調理面膜

玻尿酸高效保濕面膜

任選兩片9折／任一系列買四送一

Kosuiya｜板橋店1F

REPLAY
光隕石 香氛體乳禮盒（淡香精50ml＋身體乳100ml）
特價1,520元｜原價1,900元

Oh My Dog！

黃金狗骨頭 香水沐浴禮盒  
荷荷芭護毛配方／白毛亮澤配方／

幼犬呵護配方

特價1,520元｜原價1,950元  

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 is a state of mind.

https://line.me/ti/p/mVkBMUv_tm#~


玄關
日常

❶｜橙沐CHENMood｜新板店1F

Ever White 永生花束   
特價1,800元｜原價1,980元

❺｜有情門｜新板店2F

雅憩中高凳

特價3,222元｜原價3,580元

❸｜Idun Apple｜新板店2F

電視造型衛生紙收納盒 藍／粉／綠／白  
特價189元｜原價249元

● 9/1盛大開幕

❷｜樂澄Love child｜新板店3F

小寵屋氣氛燈      
特價399元｜原價649元

❹｜Dirty Little Riders｜新板店2F

Dirty Little Riders平衡車（EVA胎版）＋

little nutty（mips）安全帽

特價4,950元｜原價 5,550元

❶

❷

❸

❹

❺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

場景位置／新板店2F 有情門

https://liff.line.me/1645278921-kWRPP32q?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urlSchema%3Aexternal&accountId=925imjio#mst_challenge=jwVOGvQj3-490tZ2_KX7aoKsD6xeQ2NXarWrxCdlK-c
https://page.line.me/?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urlSchema%3Aexternal&accountId=524qkdfq#mst_challenge=yF-fYLryhHXh6DImuyS8w0W78Nh2lnScuI_rsPm88us
https://lin.ee/TSEgb3Y


宅家放暑假 
PINTOO｜新板店2F

Phoenix Chan - 
隨心所欲的日常／600片

特價550元｜原價720元

●即日起至2021/8/31

T1077 造型兒拼 - 小熊維尼系列 
小熊維尼吃蜂蜜／90片 
推薦價579元

雷諾瓦｜板橋店4F

海之灣／504片／星空／幾米

推薦價899元

亞瑟3C生活｜新板店2F

UNIQ - Camden
抗菌磁吸設計帶支架

多功能極簡透明保護套

iPad Air 10.9吋

特價1,350元｜原價 1390元

Skinarma - Kira Kobai
東京款平板保護套

iPad Pro 11吋

特價1,650元 ｜原價 1,690元

Idun Apple｜新板店2F

相機造型隨身碟32G
（附鐵盒）  

 特價380元｜原價499元

●9/1盛大開幕

未來實驗室｜板橋店2F

T-Lamp 雙子掛燈

特價1,099元｜原價1,799元

Happiness is about having
each tiny wish come ture.

全國電子｜板橋店3F

LG styler 蒸氣電子衣櫥 
特價46,900元｜原價59,900元

●限量10個，回函送后重生秘帖皇后

肌密限定禮盒＋全國獨家好禮

https://lin.ee/TSEgb3Y


美學宅起來 
 Sharp tools make good work.

打鐵仔｜板橋店2F

懶蟲好朋友

推薦價3,280元

大創｜板橋店B1

24色蠟筆／素描本（A4、B4）

推薦價49元

燃石小舖｜新板店2F

夜市人蔘 台灣夜市文化桌遊

推薦價1,080元

●8/26起至3F｜ 燃石小舖

大創｜板橋店B1

韓國螢光筆（5入）

推薦價49元

MICIA｜板橋店4F

小手帳印章組

特價590元｜原價780元

●購買三組即贈印台兩組

https://liff.line.me/1645278921-kWRPP32q?accountId=520cuckx&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talkroom%3AmemberList#mst_challenge=EDtFkiCTiBaO_28QmMsf6dH6TNFptLsjGQHRl-nU0rs


全國電子｜板橋店3F

SODASTREAM COOL氣泡水機（灰）

特價1,999元｜原價3,999元

●限量5個

樂澄Love child｜新板店3F

3D智能溫控循環扇               
特價2,199元｜原價2,980元

樂澄Love child｜新板店3F

復古冰冷風扇

特價799元｜原價999元

樂澄Love child｜新板店3F

磁懸浮吸入式捕蚊燈

特價599元｜原價899元

全國電子｜板橋店3F

SODASTREAM Spirit 氣泡水機（摩登紅）

特價3,980元｜原價4,500元

●限量5個，登錄送水瓶

Idun Apple｜新板店2F

文青風脖掛風扇 綠／黃／白      
特價349元｜原價399元

●9/1盛大開幕

Idun Apple｜新板店2F

貓咪造型滅蚊燈 粉／白

特價549元｜原價599元

●9/1盛大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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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ge.line.me/?openerPlatform=native&openerKey=urlSchema%3Aexternal&accountId=524qkdfq#mst_challenge=yF-fYLryhHXh6DImuyS8w0W78Nh2lnScuI_rsPm88us
https://lin.ee/TSEgb3Y


照顧全家的睡眠品質 

LIFEAPP&QSHION｜新板店2F

QSHION 嬰兒透氣水洗床墊（8折）

60*120*5  特價4,704元｜原價5,880元

70*130*5  特價5,104元｜原價6,380元

60*120*8  特價5,904元｜原價7,380元

70*130*8  特價6,384元｜原價7,980元

LIFEAPP&QSHION｜新板店2F

QSHION 透氣水洗雙人床墊 -H8cm（8折）   
152×188cm  特價18,240元｜原價22,800元

182×188cm  特價19,840元｜原價24,800元

182×212cm  特價21,440元｜原價26,800元

LIFEAPP&QSHION｜新板店2F

QSHION 舒柔釋壓枕（8折）

高8-10cm     特價2,384元｜原價2,980元

高6-8cm        特價2,384元｜原價2,980元

高11-13cm  特價2,704元｜原價3,380元

❶ ❷

❶｜LIFEAPP&QSHION｜新板店2F

LIFEAPP經典透芯涼睡墊（8折）

XS號  特價1,440元｜原價1,800元

S號     特價1,920元｜原價2,400元

M號   特價2,400元｜原價3,000元

L號     特價3,200元｜原價4,000元

❷｜LIFEAPP&QSHION｜新板店2F

LIFEAPP愛兒堡（8折）

M號   特價3,984元｜原價4,980元

L號     特價5,200元｜原價6,500元

●8/26起LIFEAPP &QSHION | 3F



安心
食光

Ways to my heart,
buy me food, 
make me food, be food.

上島珈琲｜新板店1F／板橋店4F

❶黑糖味增叉燒三明治  
單點150元／套餐240元

❷青醬野菇火烤嫩雞三明治   
單點145元／套餐235元

❸季節限定飲品

極黑糖果凍MILK珈琲（L杯）

推薦價180元

1010湘｜新板店2F

❶1 0 1 0湘經典人氣3人套餐

推薦價1,830元

套餐內含：

燒椒皮蛋、神仙孜然肋排骨3支 
雲耳嫩雞阿干鍋、松子年糕牛肉 
東安仔雞、湘西高麗菜 
台灣西螺米3碗

❷荔枝凍飲 
推薦價120元

荔枝果汁與果泥為基底搭檸檬汁，

一喝上癮！

❸翡翠檸檬 
推薦價120元

以綠茶基底搭配酸甜檸檬汁，

開胃超消暑的！



幸福
食光

Ways to my heart,
buy me food, 
make me food, be food.

KIKI餐庁庁｜新板店3F

蒜泥白肉便當｜推薦價180元

辣子雞丁便當｜推薦價180元

水煮牛肉便當｜推薦價180元

宮保雞丁便當｜推薦價180元

春水堂人文茶館｜新板店1F

新品推薦

燕麥紅茶拿鐵／燕麥觀音拿鐵

特價81元｜原價105元（S）

特價154元｜原價200元（M）

●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飲品固定冰量、甜度可以調整

●圖片僅供參考，商品以現場實際供應為主。

●優惠期間：8/20-9/13

expo｜板橋店1F

山生有幸 紫色大稻埕

推薦價280元

expo｜板橋店1F

田月桑時 冰熬梅檸膏

推薦價275元



飽足
食光

Ways to my heart,
buy me food, 
make me food, be food.

綠蓋茶｜板橋店2F

直薯｜推薦價70元

綠蓋茶｜推薦價85元

光司PLUS｜板橋店B1

格子鬆餅（蜂蜜、花生、巧克力）

特價50元｜原價120元

花蘊即享鍋全系列（海鮮除外）

特價180元｜原價199元



8.20 Fri. –
9.21 Tue. 

LIFEAPP／QSHION｜新板店2F
寶寶透氣水洗Q芯枕
價值980元︱限量5份

板橋店×新板店
趣味地圖磁鐵
限量30份

Idun Apple｜新板店2F
電視造型衛生紙收納盒（隨機出貨）
價值249元︱限量15份

歐法頌｜新板店2F
Ceano -青蘋果絲瓜手工皂
價值330元︱限量10份

10 點
＋

500 元加購

100 點

250 點

350 點
●各品項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
數量有限，兌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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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
你
的
生
活

動
得
很
精
彩
！

SAMSUNG｜板橋店1F

三星電子以轉變性的想法及科技啟發世界並形塑未來，致力於革新全球電視、智

慧型手機、穿戴式裝置、平板、數位家電、行動通訊系統、記憶體、系統整合晶

片、晶圓代工及LED解決方案。

Idun Apple｜新板店2F

伊登（Idun）是北歐神話中的豐收女神，她是青春與春天的化身，同時掌管能讓

諸神保持青春的黃金蘋果。

我們期許每個商品都像是黃金蘋果，承載著分享美好的心意，將溫暖與活力送到

人們的心裏；Idun Apple的信念是溫暖與活力。讓黃金蘋果點綴你我的生活，重

新品味來自生活中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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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分期滿 12,000元
贈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共限量 450 份

單筆分期滿 24,000元
贈誠品禮券 400元
乙份，共限量 270 份

※ 限分期刷卡兌換

（每月限量 150 份）

（每月限量 90 份）

刷卡分期零利率 2021.7.01 Thu.- 2021.9.23 Thu.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見現場公告或詢問專櫃人員

單筆消費滿 3,000 元以上
享 3期零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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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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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銀行、土地
銀行、臺灣企銀、彰化銀行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使用 eslite Pay、街口支付、LINE Pay 及台灣 Pay 消費恕不得兌換銀行刷卡滿額禮活動；如使用 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 刷卡消費則可兌換之，惟
實體卡與行動支付刷卡消費金額需分開累計計算；實體卡與行動支付若為同一張信用卡恕不得重複兌換。●本活動恕不得與「享樂誠品刷花旗」活動重複兌換。●須
出示信用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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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保留銷貨明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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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活動金額計算。●除外籍旅客刷卡滿額禮活動外，兌換僅適用於在台灣發行之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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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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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兆豐銀行採購卡、商務卡及 VISA 金融卡之消費恕不得兌換本頁活動。●以上活動限於誠品生活板橋店、新板店跨店消費累計，超過金額無
法累計兌換，當日消費限於當日消費館內指定地點兌換，逾期恕無法兌換。●各銀行保留修改、變更、取消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全台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活動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各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1.7.01 Thu.- 202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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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滿 17,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600 份

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00 份

單筆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1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1,000 份

※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 14,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38,000 元贈
誠品禮券 6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5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9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單筆滿 2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3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700 份

滿 2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分期滿 50,000 元贈
誠品禮券 800元
乙份，限量 30 份

滿 6,000 元贈
商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18,000 元贈
商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商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4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滿 6,5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20 份

滿 1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 份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30 份

單筆滿 10,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4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72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420 份

※分期七卡恕不兌換
分期加碼禮

※ 分期禮恕不加贈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5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5,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單筆分期滿 12,000元  
贈誠品禮券 300元
乙份，限量 1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滿 6,000 元贈
誠品禮券 100元
乙份，限量 800 份

滿 12,000 元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500 份

單筆滿 12,000 元
且分期，加贈
誠品禮券 200元
乙份，限量 200 份

※ 恕不與「享樂誠品
刷花旗」活動重複兌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