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車前來
1 循右線右下汐萬路交流道，並立即右轉汐萬路後依指標前行，至清水祖師廟依指標右轉康寧街，
過伯爵山莊後，由右邊噴水池上行。
2 循左線（右線為貨櫃專用道往基隆方向)至大同路右轉，並立即右轉汐萬路後依指標前行，至清
水祖師廟再依指標右轉康寧街，過伯爵山莊後，由右邊噴水池上行。
★ 北二高自南港交流道下，左轉新台五路，右轉大同路，可選擇以下任一路線：
3 左轉中興路，右轉康寧街，由右邊噴水池上行。
4 直行後左轉過江北二橋直行，並依指標前行至清水祖師廟再依指標右轉康寧街，過伯爵山莊後，
由右邊噴水池上行。
★ 北市區方向，請直行忠孝東路七段，左轉研究院路，右轉大同路，左轉中興路，右轉康寧街直
行。
★ 內湖、東湖方向，請由康寧路左轉東湖路，接康寧街直行即可。

搭車前來
★ 公車-至南港展覽館站轉搭乘：藍23、藍39公車至臨時站；817公車至伯爵山莊(一)站下車，步
行約五分鐘。
-至東湖國小轉搭：677、711、51公車或計程車(車資約100元)。
★ 火車-至汐止火車站，轉搭計程車(車資約100元)。

日月光國際家飾館

地址/ 221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751巷13號

DESIGN CENTER

自動語音及傳真回覆專線/ 0800-000-990

品牌旗艦店

齊聚日月光

網址/ w w w . a s e h o m e . c o m
開放時間/ 週 一 至 週 日 1 2 : 0 0 ~ 2 1 : 3 0

日月光國際家飾館
DESIGN CENTER
品牌旗艦店．齊聚日月光

日月光16週年慶 16th Anniversary

全民瘋現金

2013.4.27~2013.6.30

家具週年慶
精品家具

全民瘋現金

買一(廳)送一(廳)

家具週年慶 瘋現金 再瘋採購優惠
精品家具 業界首創 買一(廳)送一(廳)
品味跨空間 優惠最超值 件件都精彩
行家出手 不容錯過!

滿額雙重送

第一重：瘋狂刮刮樂
活動期間當日全館單筆消費滿3萬元起，
憑訂購憑證及訂購單或發票即可獲贈刮刮樂
(台灣彩券發行)一張；3 萬1張、6萬2張，以此類推…
注意事項：
1.單筆消費不滿3萬元者，恕不兌換
2.兌換刮刮樂彩券凡中獎者，請自行前往全省各台灣彩券經銷店兌換
3.本公司保留本活動內容修改之權利

第二重：瘋狂美食/住宿券

(以下圖片示意為主，僅供參考，內容以現場為準）

（圖片僅供參考)

活動期間當日全館消費累計滿15萬元起，即可憑訂購憑證及訂購單或發票獲贈價值不等之星級飯店、知名餐廳美食
券、或飯店住宿券等

15萬(二選一)

30萬(三選一)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探索廚房 美食券

45萬(二選一)

60萬

台中日華金典酒店
精緻2人房 住宿券

或

或

美麗信花園酒店
雨林餐廳、
九宮格點心坊 美食券

台中日華金典酒店
豪華4人房 住宿券
或

注意事項：
1.買一(廳)送一(廳)商品組合，皆以價高者(成交價)成交
2.所有買一(廳)送一(廳)商品皆為限量商品，數量以門市現場為主，
售完為止
3.所有買一(廳)送一(廳)商品內容、價格、款式皆以門市現場為主，
各門市保留實際售出方式之權利
4.凡購買買一(廳)送一(廳)商品，請現場檢視商品內容、品質、與完
整度，付訂金後視同訂單成立，訂單成立後恕不得退換貨

尊榮禮遇

美麗華
三燔壽喜燒吃到飽餐券+
台北君品酒店
雲軒餐廳午茶 美食券
或

高雄寒軒國際大飯店
全景客房 住宿券

台北君品酒店
雲軒、茶苑、Le Bar 美食券

免費停車3小時

台中裕元花園酒店
映 景觀餐廳 美食券

活動期間來館，憑當日停車卡至一樓服務台即可兌換當日免費停車3小時優惠禮遇。

歡樂時光

LAVAZZA咖啡免費品嚐

活動期間，憑當日不限金額之購物發票或訂購單(中庭咖啡吧除外)即可至一樓服務台兌換兩杯
LAVAZZA美式咖啡券。

注意事項：
1.美食/住宿券一經兌換，恕不得更換其他券類
2.各券須待2~3週時間，以郵寄方式提供
3.各券內容及使用方式以各券業者現場為主，日月光僅提供券種作為活動使用，不承擔券種內容兌換及使用方式之責任；
若因各券業者變動各券內容、或因使用兌換券而發生之糾紛情事，本館恕不承擔其責任
4.各券因使用時間、內容各異，本館將保留券種更換之權利；兌換完畢特以等值券種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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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021 Z-TEN-DECO 齊典當代家具

02-2691-6588

精品家具
買一(廳)送一(廳)
家具週年慶 瘋現金 再瘋採購優惠
精品家具 業界首創 買一(廳)送一(廳)
品味跨空間 優惠最超值 件件都精彩
行家出手 不容錯過!

客廳組
白麻布沙發(左扶手+右扶手)組218X105X65(H)+正方邊几(105X105X18H)+茶桌1(140X75X33H) 定價$978,800

+

餐廳組
黑檀木餐桌180X100X77(H)+黑檀木咖啡皮餐椅51X46X104(H) 6張 定價$755,800

成交價$978,800

商品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顏色/價格，以門市現場為主；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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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家具 買廳送廳
A1001 Natuzzi 02-2691-5005

A1005 Natuzzi Outlet 02-2691-5275

客廳組
Donimo大L型沙發全牛皮材質(2226<223+028+011+028+230+225>)+茶几(T069LL3) 定價$729,000

+

餐廳組
Malerba圓餐桌(S0-301)+餐椅6張(HS-101)+鏡面烤漆餐櫃 定價$528,800

成交價$729,000

商品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顏色/價格，以門市現場為主；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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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1/A2004米提家飾 02-2691-5251

客廳組
歐式仿古沙發1+2+3人座(DFF-010) 定價$478,000

+

餐廳組
歐式矩餐桌180*98*76cm(LV-710)+牛皮餐椅6只(LV-722-2)+四門餐邊櫃 定價$340,000

成交價$478,000

商品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顏色/價格，以門市現場為主；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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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家具 買廳送廳
F1025別有天地 02-2691-6089

A2005-1/A2006善工房MORISHIGE /善工房日本家具 02-26915158

+

客廳組 直代樹沙發1+2+3人座+電視櫃 定價$228,800

餐廳組 小春餐桌+餐椅4張+碗櫥高櫃+餐邊櫃 定價$159,000

客廳組
厚牛皮沙發1+2+3人座210*160*110cm 定價$147,000

+

臥室組
原木5呎床台+床頭櫃2只 定價$98,000

商品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顏色/價格，以門市現場為主；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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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價$147,000

商品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顏色/價格，以門市現場為主；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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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家具 買廳送廳
F1025別有天地 02-2691-6089

F1025別有天地 02-2691-6089

+

餐桌組 田園餐桌椅組125*85*70(H)cm 定價$79,800

臥室組 田園5呎床架+床墊+床頭櫃1只 定價$55,700
餐廳組

+

原木餐桌154*89*76cm(H)+餐椅4只 定價$43,200

成交價$79,800

書房組 原木小電腦桌+旋轉椅 定價$30,000

商品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顏色/價格，以門市現場為主；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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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價$43,200

商品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顏色/價格，以門市現場為主；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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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家具 買廳送廳
F2026-1 ELEMENTS 02-2691-5288

F2026-1 ELEMENTS 02-2691-5288

客廳組
MER-PRESTING-3P 3人座248*93*91(H)cm+MER-PRESTING-2P 2人座218*93*91(H)cm 定價$470,000

客廳組 HKW-4242-05 4人沙發 295*117*91.5(H)cm+HKW-823-11-82橢圓几 160*95*41.5cm(H)+
HKW-823-20-82圓几D75*71(H)cm 定價$415,000

+

餐廳組 PTR-9130T30L+GME餐桌 200*110*78(H)cm+餐椅6張+花飾

定價334 ,000

成交價

470,000

$

商品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顏色/價格，以門市現場為主；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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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組
PTR-9125T16L12L+GME圓餐桌 D150*75(H)cm+
PTR-9030SI16L292-R餐椅+
D&R-M 7445-BLK圓餐墊
定價301,200

成交價$415,000

商品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顏色/價格，以門市現場為主；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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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家具 買廳送廳
E1023 遠全鍛鐵家具 02-2691-6119

客廳組 法國化石大圓茶几100*47cm+小圓茶几 60*62cm 定價$39,800

臥室組 5*6.2實木雙人床架+化妝桌鏡椅90*45*76cm(H) 定價$69,800

餐廳組
法國化石長餐桌150*90*76cm(H)+
餐椅4張
定價$36,800

餐廳組
實木餐桌150*90*76cm(H)+餐椅4張
定價$49,800

成交價$39,800

成交價$69,800

+

商品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顏色/價格，以門市現場為主；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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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023 遠全鍛鐵家具 02-2691-6119

+

商品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顏色/價格，以門市現場為主；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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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家具 買一(組)送一(組)
A1001 Natuzzi 02-2691-5005
A1005 Natuzzi Outline 02-2691-5275
DECO餐桌+餐椅6張(058) 定價$339,000

+

DECO餐櫃+Natuzzi掛畫*1 定價$253,000

成交價 $339,000

A2001/A2004米提家飾 02-2691-5251
雙人床架180*210cm(LV-881/1A裱牛皮)+臥室相框*2

+

床頭櫃2只(LV-850-1) +床墊180*210cm1只

5248全牛皮沙發2+2.5人座 定價$125,800

+

1203石面茶桌+茶几+餐桌+餐椅6張 定價$97,000

成交價$125,800
E1021 Z-TEN-DECO 齊典當代家具 02-2691-6588
榆木雙人床架152X180X40(H)+燈

+

榆木床頭櫃85X60X44(H)*2+床墊

定價$339,600

定價$290,400

西班牙原裝進口沙發組
219*83*101cm(H)三人沙發+145*83*101cm(H)二人沙發+80*83*101cm(H)單人沙發(二張) 定價$1,123,400

+

成交價$1,123,400

西班牙原裝進口茶几組
142*98*53cm(H)中央茶几+77*77*58cm(H)方几(二張)+45*45cm抱枕(九顆) 定價$795,500

C3005 大雅齋

02-2691-5165

西班牙原裝進口餐桌組
φ170圓餐桌+ 53*62*97cm(H)單椅(八張) 定價$1,097,700

+

西班牙原裝進口餐櫃組
221*52*94cm(H)備餐台+209*8*116cm(H)備餐鏡 定價$781,600

成交價$1,097,700

B2008 優勢達睡眠精品館 02-2691-5834

C3005 大雅齋

+

Beldivani632 二人座 定價$101,100

成交價$143,900

02-2691-5165

西班牙原裝進口床組
195*9*129cm(H)床頭板+61*46*82cm(H)床頭櫃(二個)+120*50*47cm(H)床尾椅 定價$625,000

+

西班牙原裝進口化妝台組
181*46*75cm(H)化妝台+124*5*100cm(H)化妝鏡+50*40*50cm(H)化妝椅

定價$490,600

(限量灰、咖啡色各1組，以現場展品款式為主)

成交價$625,000

A2003-1 CROWSON 克勞遜傢飾 02-2691-5262

C3005 大雅齋

英式莊園沙發三人座216*92cm 定價$84,000

西班牙原裝進口書桌195*92*80cm(H) 定價$785,000

英式莊園沙發二人座163*92cm 定價$63,000

西班牙原裝進口書椅74*82*114cm(H)書椅+203*47*207cm(H)書櫃 定價$736,800

成交價$84,000

成交價$785,000

+

商品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顏色/價格，以門市現場為主；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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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691-5165

成交價 $339,600

Beldivani632 三人座(含多功能腳椅，價值$33,200) 定價$143,900

定價$95,800

成交價$136,500
C3005 大雅齋

D1020 LORENZO羅蘭索 02-2691-5176

定價$136,500

02-2691-5165

+

商品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顏色/價格，以門市現場為主；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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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家具 買一(組)送一(組)
F1025別有天地 02-2691-6089
左右扶手旋轉椅 2只 定價$48,000

+

原木大小茶几組 定價$32,000

成交價$48,000

A1001 Natuzzi 02-2691-5005 / A1005 Natuzzi Outline 02-2691-5275

A2003-1 CROWSON克勞遜傢飾 02-2691-5262

Natuzzi方凳(1921-010) 定價$18,000

英倫檯燈一對 原價$7,000

Natuzzi抱枕 定價$10,000

英倫抱枕60*60cm一對(布料可自選) 定價$5,000

+

E1023 遠全鍛鐵家具 02-2691-6119
U.S.A.版岩石餐桌132*80*76cm(H)+餐椅4張 定價$30,800

+

+

成交價$18,000

成交價$7,000

U.S.A.版岩石餐櫃105*48*190cm(H) 定價$24,800

E1023 遠全鍛鐵家具 02-2691-6119

成交價$30,800

Tiffany典藏銅燈18*28*58cm(H) 定價$8,999

+

F1025別有天地 02-2691-6089
E1021 Z-TEN-DECO 齊典當代家具 02-2691-6588
左扶手白麻布沙發218X105X65(H) 定價$397,800

+

右扶手白麻布沙發218X105X65(H) 定價$290,400

E1023 遠全鍛鐵家具 02-2691-6119

成交價$397,800

U.S.A.版岩大茶几120*30*50cm(H) 定價$11,800

+

穿鞋座椅103*46*45cm(H) 定價$18,000

+

三門吊櫃 99*30*50cm(H) 定價$12,000

E2020詩肯柚木 02-2691-6179

+

U.S.A.版岩小茶几60*60*60cm 定價$8,800

F2026-1 ELEMENTS 02-2691-5288

買一送一

全店商品任選，

以價高者計價

F2025 Castilla 凱斯迪雅 02-2691-6328
舒適紓壓功能沙發(8936-3S-7016)3人座 定價$80,000

+

51031-2門餐櫃 上櫃 定價$22,200

成交價$29,900

D1020 LORENZO羅蘭索 02-2691-5176

D1020 LORENZO羅蘭索 02-2691-5176

胡桃木雙人床架(2244BD/152 5.6*6.2呎)
定價$26,800

席樂頓床墊(LS-520 5*6.2呎) 定價$39,800

+

席樂頓床墊(LS-220 5*6.2呎) 定價$18,800

成交價$26,800

商品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顏色/價格，以門市現場為主；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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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價$8,999

成交價$18,000

51031-2門餐櫃 下櫃 定價$29,900

成交價$11,800

Tiffany桌燈30*30*50cm(H)(燈罩可選) 定價$6,800

+

全皮床架(8806BD152) 定價$29,800

成交價$39,800

舒適紓壓功能沙發(8936-2S-7016)2人座 定價$64,000

成交價$

80,000

F2025 Castilla 凱斯迪雅 02-2691-6328
風尚雅適沙發(1579-3S 07015) 3人座 定價$95,000

+

風尚雅適沙發(1579-2S 07015) 2人座 定價$85,000

成交價$95,000

D2015事達國際 02-2691-5222
MORISS不鏽鋼大茶几 定價$12,800

+

MORISS不鏽鋼小茶几 定價$9,600

成交價$12,800

商品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顏色/價格，以門市現場為主；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