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15 Fri.-8.15 Mon.



滿額回饋
SPECIAL
OFFER

兌換地點｜板橋店5F／新板店1F顧客服務中心

SPECIAL
OFFER
FOR
eslite MEMBERS

誠品會員於板橋店指定3C專櫃
當日累計

消費滿60,000即
贈

Giaretti 雙鍋溫控萬用電子鍋 乙台（市價4,980元｜限量5台）

誠品會員於新板店指定家飾專櫃
當日累計

消費滿6,000加碼
贈

電視機造型多功能面紙盒 乙個（市價390元｜限量15個）

誠品會員於板橋店／新板店
當日單筆

消費滿888即
贈愛麗絲鹿角蕨口罩 乙盒（市價100元｜限量100盒）

誠品會員於板橋店／新板店指定餐飲專櫃
當日單筆

消費滿1,000即可
以 100加

購或單筆
消費滿2,000即可

兌換

六合同春碗筷組 乙組（市價900元｜限量100組）

誠品會員於板橋店／新板店當日累計消費
滿5,000即

贈

夏日插畫隨行保溫杯 乙個

（市價1,280元｜限量80個）

7.15 Fri. - 8.15 Mon.  板橋店 3C專屬禮

7.15 Fri. - 8.15 Mon.  新板店 生活美學禮

7.15 Fri. - 8.15 Mon.  Fun大植感安心禮

7.15 Fri. - 8.15 Mon.  盛夏好食派對禮

7.15 Fri. - 8.15 Mon.  雙板會員滿額禮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台，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限以下專櫃消費列入累計：板橋店｜1F-Studio A、Samsung。●本活動恕不與「雙板會員滿額禮」、「Fun大植感安心禮」重複兌換。

●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個，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限以下專櫃消費列入累計：新板店｜1F-安永鮮物；2F-有情門、好萩家居、Footer。●本活動可與新板店全館活動重複兌換。

●本活動板橋店、新板店可跨店累計消費額。●單張發票僅能擇一店別及門檻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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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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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恕不與「板橋店 3C專屬禮」、「盛夏好食派對禮」、「Fun大植感安心禮」重複兌換。

●活動期間每卡每日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本活動限以下專櫃消費列入累計：板橋店｜B1-光司PLUS、築間幸福鍋物；2F-綠蓋 茶館；4F-上島珈琲店；5F-薄多義、極野宴、彌敦道。新板店｜
1F-安永鮮物、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2F-1010湘；3F-KIKI餐厅 、eslite premium。●本活動恕不與「雙板會員滿額禮」、「Fun大植感安心禮」重複兌換。

●本活動僅能擇一店別兌換。●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以下專櫃消費恕不列入累計：板橋店｜B1-光司PLUS、築間幸福鍋物；1F-Studio A、Samsung；2F-綠蓋 茶
館；4F-上島珈琲店、誠品書店；5F-薄多義、極野宴、彌敦道。新板店｜1F-安永鮮物、春水堂人文茶館、上島珈琲店、全家便利商店；2F-1010湘、謙碩服裝修改室；3F-KIKI餐厅、誠品書店、
誠品風格文具館、誠品知味、誠品兒童館。●本活動恕不與「板橋店 3C專屬禮」、「雙板會員滿額禮」、「盛夏好食派對禮」重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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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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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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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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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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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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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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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提供｜新板店1F宜彤彥

●圖片僅供參考，實品以實際為準。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使用eslite Pay、街口支付、LINE Pay、台灣Pay及悠遊付消費恕不得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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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綁定同一張信用卡，二者刷卡消
費金額恕不得合併計算亦不得重複兌換。●兌換須出示實體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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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請出示銷貨明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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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金額計算。●除活動另有說明外，兌換僅適用台灣發行之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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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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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銀行VISA金融卡之消費恕不得兌換。●以上活動限於誠品生活板橋店、新板店跨店消費累計，超過金額恕不再累
計，當日消費限於當日消費館內指定地點兌換，逾期恕不受理。●贈品顏色與規格以現場實物為準，贈品樣式採隨機出貨，除瑕疵或故障品外，恕不接受換貨，贈品數量有限，兌完為止。●如需辦理退貨，活
動贈品需一併退還，且無條件同意誠品生活退貨程序。●活動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各銀行保留修改、變更、取消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信用卡循環利息及費用請詳見各家銀行官方網站。

中國信託銀行、花旗銀行、玉山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台新銀行、聯邦銀行、永豐銀行、第一銀行、新光銀行、日盛銀行、兆豐銀行、台北富邦銀行、華南銀行、合作金庫、滙豐銀行、
星展銀行、臺灣銀行、彰化銀行、凱基銀行、遠東銀行、台灣企銀、元大銀行、土地銀行

單筆消費滿3,000以上
享3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6,000以上
享6期零利率

單筆消費滿12,000以上
享12期零利率刷卡分期零利率 2022.7.05 Tue.- 2022.9.22 Thu.

適用活動專櫃與分期期數請洽詢專櫃人員

滿6,000
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8,000
贈 商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商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4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分期加贈禮限擇一門檻兌換乙次

※分期七卡恕不兌換分期加贈禮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3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40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20份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20份

滿15,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份

銀行刷卡滿額禮
2022.7.05 Tue.-202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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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同卡號每日限擇一門檻兌換乙份，恕不累贈。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9/30前刷CUBE卡選樂饗購
享小樹點(信用卡)3%回饋
無上限，10點可折抵10元
 
滿18,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50份

滿40,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25,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5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0份

滿17,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3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分期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150份

※分期禮恕不加贈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500份

滿36,000
贈 誠品禮券6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0,000
贈 誠品禮券1,000
乙份，限量100份

單筆滿20,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200份

滿6,5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600份

滿13,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25,000
贈 誠品禮券4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6,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300份

滿12,000
贈 誠品禮券300
乙份，限量20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限量100份

滿5,000
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每月限量225份

滿15,000
贈 誠品禮券200
乙份，每月限量90份

單筆滿12,000且分期
加贈 誠品禮券100
乙份，每月限量120份

滿3,600即
贈

夏季時尚果凍包 乙個

（市價660元｜限量100個）



cowa｜板橋店2F

信差包
特價2,990｜原價5,980

Roots｜板橋店2F

回歸根源系列 花園印花漁夫帽
特價1,264｜原價1,580

銀世代｜板橋店1F

漁夫帽
特價1,500｜原價2, 290

PINK｜板橋店3F

蕾絲花漾洋裝
特價696｜原價3,480

PINK｜板橋店3F

露肩荷葉上衣
特價456｜原價2,280

Roots｜板橋店2F

愛最大加拿大日系列
經典元素連帽洋裝
特價2,704｜原價3,380

Roots｜板橋店2F

愛最大加拿大日系列
經典元素修身短袖T恤
特價1,424｜原價1,780

cowa｜板橋店2F

信封包
特價4,530｜原價6,930

sisjeans｜板橋店2F

蘋果綠V領休閒短TEE      
特價1,090｜原價1,290

sisjeans｜板橋店2F

淺藍綁帶長版牛仔洋裝   
特價2,202｜原價2,590

CACO｜板橋店2F

復古菱格針織背心
推薦價550

CACO｜板橋店2F

夏威夷麻料短襯衫
推薦價890

CACO｜板橋店2F

彈力高腰斜紋短褲
推薦價590

sisjeans｜板橋店2F

淺藍綁帶牛仔背心洋裝    
 特價1,195｜原價2,390

雙板
夏日伸展台

銀世代｜板橋店1F

腋下包
特價1,300｜原價1, 980

PINK｜板橋店3F

荷葉裙襬洋裝
特價576｜原價2,880

vensers｜板橋店2F

韓潮棉麻肩背包
特價1,280｜原價1,880

板橋店



新板店

MO-BO｜新板店1F

格紋小澎袖棉質上衣（粉）
推薦價980

MO-BO｜新板店1F

時髦穿搭壓線單寧背心
推薦價1,280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公主袖浪漫罩衫
特價1,340│原價2,680

unsnnoi｜新板店1F

方形植物系編織包　
推薦價980元

HERLS｜新板店1F

扭結側鏤空尖頭平底涼鞋 
特價1,335︱原價1,780

HERLS｜新板店1F

全真皮編織尖頭低跟穆勒鞋
特價2,544︱原價3,180

HERLS｜新板店1F

羊皮多層細帶繞踝粗跟涼鞋
特價2,448︱原價2,880

HERLS｜新板店1F

編織鏤空造型方頭平底涼鞋
特價1,335︱原價1,780

Hanako｜新板店1F

格紋報童帽
特價1,344｜原價1,680

Hanako｜新板店1F

日系簡約帆布包
特價1,344｜原價1,680

Hanako｜新板店1F

日系簡約手拿包
特價1,184｜原價1,480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白色無袖背心
特價840｜原價1,680

暗紅細肩帶洋裝
特價840│原價1,680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大地色平口短褲
特價1,240│原價2,480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喵喵布包
特價990│原價1,980

GLADE.｜新板店1F

COZY法式毛圈休閒短褲（米色）
特價1,080│原價1, 280

Buddha Rocks｜新板店1F

DISNEY彩色布包
特價540│原價1,080

從板橋店買到新板店，
花樣到氣質一次到位！

Hanako｜新板店1F

雙面花雪紡洋裝
1件特價1,680／2件特價3,000│原價3,880



GLADE.｜新板店1F

Blissful 涼感抗UV短袖上衣
推薦價1,280

GAUDI｜板橋店2F

七分袖印花休閒西裝
特價3,980│原價5,990

GLADE.｜新板店1F

Core 涼感抗UV訓練上衣（藍綠）
推薦價1,280

Footer｜新板店2F

HAPPY-GO-LUCKY系列
厚磅寬版／合版刺繡T
刺繡短褲（男／女）
推薦價590

GAUDI｜板橋店2F

立領休閒西裝
特價3,980│原價6,990

CACO｜板橋店2F

剪接拼色海灘褲
推薦價790

unsnnoi｜新板店1F

多重肩摺移動口袋短袖襯衫
推薦價1,880
棉麻感側綁帶超長版洋裝 
推薦價1,880

unsnnoi｜新板店1F

鬚邊下擺背心＋前開衩及踝裙套裝組 
推薦價2,880

GLADE.｜新板店1F

Blooming親膚短版上衣
推薦價880

Footer｜新板店2F

機能襪全系列
任選3雙588、6雙990、10雙1,580
●活動日期：7.20 - 8.10

Footer｜新板店2F

HAPPY-GO-LUCKY系列
厚磅寬版／合版刺繡T
刺繡短褲（男／女）
推薦價590 男 MAN女 Women



錶特｜板橋店1F

金色紅檀木製腕錶
特價2,800︱原價3,300

聖翔｜板橋店1F

可愛蝴蝶結拖鞋造型耳環
特價1,584︱原價1,980

有情門｜新板店2F

雅憩矮凳
推薦價3,380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法國NATTIOT黃麻編織兒童座椅
特價1,248｜原價1,580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法國NATTIOT編織置物籃
特價1,406｜原價1,780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Clásico藍白餐具組
（麵碗兩個一組）
特價599｜原價760

Hochoo 好萩家居｜新板店2F

Grønn翡翠綠餐具組
（湯匙、叉子各一）
特價253｜原價320

橙沐CHENMood｜新板店1F

夏日永生花束（M）
特價1,500｜原價1,800

DAISO大創｜板橋店B1

摺扇（貓咪）
推薦價69

DAISO大創｜板橋店B1

貓咪手持風扇
推薦價49

上島珈琲店｜新板店1F

進口銅杯冷萃組
推薦價2,640
●誠品會員另享9折優惠

室內涼夏
summer cool

ITS jewelry｜新板店3F

煙花寶石項鍊
推薦價1,890

聖翔｜板橋店1F

渡假風拖鞋造型項鍊
特價2,384︱原價2,980

聖翔｜板橋店1F

夏日海星純銀項鍊
特價2,384︱原價2,980

銀世代｜板橋店1F

925純銀尾戒
特價699

SOLOMAX｜板橋店1F

玩彩系列
特價2,960︱原價2,990

ITS jewelry｜新板店3F

天然淡水珍珠手鍊
特價990︱原價1,290

MIRROR 皇宣緣｜新板店3F

巧雕三彩翡翠手珠
特價39,888︱原價58,800

MIRROR 皇宣緣｜新板店3F

夏日黃翡翡翠蠟線
特價1,180︱原價1,580

Jewellery 
shine銀世代｜板橋店1F

925純銀項鍊
特價1,500︱原價2,590



海之灣（II）／星空／幾米
推薦價1,399
天空播下一顆藍色種子，我看見夢想在海面上，
開出朵朵幸福的浪花。

愛蒂兒畫像／克林姆／璀璨金
推薦價1,659
身穿金色服飾，姿態優雅，雙手交叉於胸前，
眼神藏著一絲慵懶氣息，被世人譽為「金色蒙娜麗莎」

看見台灣‧闊步向前行／齊柏林
推薦價1,399
飽滿的稻穗佈滿花東縱谷間，
腳印如同農民的步伐深深烙印於水稻田。
美麗稻田出現了9個巨人腳印，
象徵著大家要邁步向前、守護台灣。

擋不住／人之子／白茶
推薦價749
張開雙手，伸長雙腳，
赤裸裸的八扎黑努力展現牠的黃金比例。

赤果果／維特魯威人／白茶
推薦價749
青蘋果懸浮於空中，仍擋不住後頭的臉。
這位頭戴禮帽身穿大衣的究竟是誰呢?

收納罐拼圖 - 卡娜赫拉的小動物系列 - 
沁涼夏日 - 香甜鳳梨（96片）
推薦價599
●活動日期：2022.7.8-2022.7.31

SMART - 諾亞方舟（1200片）
推薦價1,250

無框拼圖 - 我不是胖虎 - 
創世紀之創造胖虎（366片）
推薦價920
●活動日期：2022.7.8-2022.7.31

Stephen Darbishire - 最初的風信子（1000片）
推薦價1,050

ONE PIECE（1200片）
特價1,305︱原價1,450
●活動日期：2022.7.8-2022.7.31

無框拼圖 - Hello Kitty系列 - 濃情花意（366片）
特價896︱原價995
●活動日期：2022.8.10-2022.8.31

月夜系列 - 紐約帝國大廈（1000片）
特價945︱原價1,050
●活動日期：2022.7.8-2022.7.31

造型兒拼 - 冰雪奇緣2系列 - 雪寶（135片）
特價809︱原價899
●活動日期：2022.8.10-2022.8.31

PINTOO｜新板店2F

雷諾瓦｜板橋店4F

誠品書店

UNO遊戲卡／瑪莉歐賽車Mario Kart
特價219︱原價488

一起一起
FUNFUN
暑假暑假

板橋店4F
新板店3F

BROADWAY
大迴轉黑白棋／家庭版
特價435︱原價550



Dirty Little
Riders

燃石小舖 MICIA

DAISO大創

自己印

A5和紙橫線筆記本17色
推薦價100

夜市人蔘
推薦價1,080

報菜名
推薦價1,040

Dirty Little Riders滑板車
特價2,680︱原價 2,980平衡車EVA胎版＋護具＋little nutty安全帽

特價5,920︱原價 6,580
●凡購買任一平衡車享車袋加購價880元

鋁合金六角中性筆
推薦價160

劍龍造型抱枕
推薦價299

戰車玩具
推薦價49

親子親子
時光時光

Eläin長頸鹿抱枕
小款特價648｜原價820
大款特價829｜原價1,050

英國Victoria Eggs大人圍裙
特價758｜原價960

英國Victoria Eggs兒童圍裙
特價514｜原價650

Hochoo 好萩家居

三角龍造型抱枕
推薦價299

新板店3F

新板店2F 新板店2F

板橋店4F
愛吃水果／果果熊／SUMMER︱推薦價135
水果派對︱推薦價170板橋店4F

我的職人夢印章全套（4款）贈五色印台一個
特價1,800（非美日會員）1,620（美日會員）︱原價1,950
●單筆滿3,000元為美日終身VIP會員

板橋店B1



浴室KTV浴室KTV

FOO美學超吸水系列
浴巾-直紋／雪花（厚）｜推薦價825 

洗顏毛巾（薄）｜推薦價150
毛巾-直紋／雪花（厚）｜推薦價275
方巾-直紋／雪花（厚）｜推薦價180

積雪草潤白水感足膜 
推薦價99

貼身織品抑菌手洗精-晨曦香氛 
推薦價350

織品專科植萃洗衣球（20顆入）
推薦價240

Felsen砂岩衛浴組
特價1,485｜原價1,880

Fumo水磨石擠壓瓶（單罐）
特價1,540｜原價1,950

Gazon衛浴五件套組（含托盤）
特價1,225｜原價1,550

夏日煥白組
（含：煥白皂＋煥白乳霜皂＋黑金皂）
特價1,288｜原價1,380

盛夏party組
（含：草本舒活系列共5顆皂＋旅行皂一組×1＋
束口袋×1＋護髮膜×1＋精油護膚乳×1）
特價2,160｜原價2,480

Japhne｜新板店1F

雙效洗護髮精
特價399｜原價500

夏日旅行藤籃組
（含：草本舒活皂×2＋精油皂×1＋義大利蜂巢海綿＋海藻藤編禮盒＋
草本舒活皂旅行組×1＋旅行髮膜×1＋放鬆精油乳×1）
特價2,288｜原價2,420

Footer｜新板店2F
居家系列商品滿5件68折

Hochoo 好萩家居
新板店2F

水槍玩具（獨角獸／恐龍）
推薦價49

泡澡玩具
推薦價49

DAISO大創｜板橋店B1

曌堂｜新板店2F



Japhne｜新板店1F

海奇蹟曬後修護面膜 
特價1,000︱原價 1,280

snova絲若雪｜新板店2F

胎盤修復精華套組
（含：胎盤素高濃度精華液20 ml×2＋
胎盤夜間加強保濕乳霜 20g×1）
特價4,454｜原價5,240

BIOCHEM倍優｜板橋店1F

黃金保濕卸妝油120ml
黃金胎盤極緻金露120ml
優惠價1,099︱原價1,960

berji｜板橋店1F

海藻去角質凝膠120ml＋極緻美白精華50ml＋
輕透水感絲絨氣墊水凝霜 15ml×2＋
茶樹凈妍調理化妝水135ml／槴子花柔嫩皙白化妝水135ml
洋甘菊柔嫩肌化妝水135ml（任選乙瓶）
優惠價2,980︱原價6,180
●限量30組

Kosuiya｜板橋店1F

Kuschel J珂雪系列 
輕香水85ml 任選1件＋
頭皮沁涼香霧95ml 任選1件
特價1,200︱原價1,360  

Kosuiya｜板橋店1F

純境衣物環境清新噴霧250ml 任選3件
推薦價1,140 
●即贈純境-香柚青 冰香衣物瞬涼噴霧50ml價值360元

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2F

ANNA SUI 綺幻飛行香水30ml
特價1,180︱原價1,880

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2F

ANNA SUI安娜蘇 童話美人魚香水30ml
特價1,180︱原價1,880

首席國際香水｜板橋店2F

Lolita Lempicka蘿莉塔經典蘋果淡香精30ml
特價1,200︱原價2,240

Kosuiya｜板橋店1F

OHANA MAHAALO 熱帶珊瑚 
輕香水30ml＋涼感雪糕35g＋涼感冰沙140g＋
粉香泡泡沐浴露240ml
特價1,800︱原價2,100

Kosuiya｜板橋店1F

OHANA MAHAALO系列  
輕香水30ml 任選1件＋
涼夏禮盒（保濕霧／去角質／涼感冰沙）任選1件
特價1,200︱原價1,560

Kosuiya｜板橋店1F

OHANA MAHAALO 愛戀茉莉 
涼感冰沙140g＋香冰爽膚濕巾（20入）＋
涼夏禮盒（保濕霧／去角質／涼感冰沙）
特價1,200︱原價1,570

BIOCHEM倍優｜板橋店1F

敏感修護金縷梅30ml
優惠價699︱原價800

Japhne｜新板店1F

海顏膠原導入精華
特價800︱原價 980 

烈陽高照
我不怕



1010湘｜新板店2F

歡聚湘味5人套餐 推薦價3,860
精選料理9道＋人氣飲品5杯＋神仙缽飯5人份無限續碗
（含：燒椒皮蛋、神仙孜然肋排骨5支、臭豆腐肥腸阿干鍋、
松子年糕牛肉、串燒蝦、東安仔雞、辣椒炒蛋、鄉里小炒肉、
腐乳空心菜、人氣飲品任選5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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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永鮮物｜新板店1F

員林食品-仙草甘茶（240ml／罐）
推薦價45
員林食品-仙草涼露（255ml／罐）
推薦價49
●任選2件8折優惠（可混搭）

KIKI餐厅厅｜新板店3F

烏梅汁精裝瓶（300ml）
推薦價80

春水堂人文茶館｜新板店1F

百香多酚愛玉綠茶
推薦價（S）110／（M）210
檸檬多酚愛玉凍飲
推薦價（S）110／（M）210

薄多義｜板橋店5F

芒果牛奶冰沙
推薦價140

極野宴｜板橋店5F

2位成人同行消費「奢華餐」（含以上）
即享第2人75折。
●10%服務費另計，當桌最高折抵8人

綠蓋茶館｜板橋店2F

直薯│推薦價75

綠蓋茶館｜板橋店2F

綠蓋茶│推薦價90

築間｜板橋店B1

龍王鍋（餐點含12種海鮮＋沙朗牛／
松阪豬／嫩羊肩擇一）
推薦價1,080
●12種海鮮：大干貝、生蠔、鮑魚角、鮑魚片、巨無霸草蝦、
軟絲、草蝦、鱸魚片、鯛魚片、鮭魚片、蛤蜊、鮮蚵
●10%服務費另計

BIAUTE錶特｜板橋店1F

PAVO孔雀藍色葡萄酒
特價1,280│原價1,580

1010湘｜新板店2F

鮮香芒果冰淇淋
推薦價120
受到大家讚賞的手工芒果冰淇淋，
再淋上香濃芒果泥，
等於令人心醉的百分百芒果滋味，
加上酸甜奇異果，鮮味滿分！
● 以上10%服務費另計

1010湘｜新板店2F

黑芝麻椰汁西米露（冰）
推薦價110
絕對想不到黑芝麻也可以這麼吃，
黑芝麻、椰奶、西米露入口就是這麼好吃！
● 以上10%服務費另計

爽夏限定美食
上島珈琲店｜新板店1F

夏日雙人下午茶優惠
特價549│原價610
（含：B.L.T起士蛋三明治＋
莎莎醬牛肉維也納堡＋
極黑糖果凍MILK珈琲（L）＋
珈琲通寧（L）

安永鮮物｜新板店1F

索里金斯酒莊-蜜思嘉香甜氣泡酒／750ml瓶
加購價649│原價799
索里金斯酒莊-粉紅氣泡酒／750ml瓶
加購價649│原價799
●單筆消費滿300元享加價購優惠



誠品生活板橋店 1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