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車前來
★ 中山高交流道下，可選擇以下任一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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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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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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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至福德一路口站下車，
817公車至伯爵山莊(一)站下車，步行約五分鐘。
-至東湖捷運站轉搭：711、896公車至伯爵山莊(一)站下車，或計
程車(車資約130元)。
★ 火車-搭至汐止火車站，轉搭計程車(車資約130元)。

日月光國際家飾館
DESIGN CENTER
品牌旗艦店

齊聚日月光

地址/ 221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751巷13號
自動語音及傳真回覆專線/ 0800-00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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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光幸福採購節

104.08.01~10.11

從遇到
可以牽手一輩子的你開始
家，就是我們幸福的起點
孩子，是寶
老爸老媽，更是寶
因為有你、有我、有我們
所以人生的每一站
都要幸福！

輕巧按摩三件組
IPX5級防水功能，潮濕環境亦能正常使用，
攜帶方便，不論坐、臥、站，皆可自由使用。

按摩師
模擬專業
人手按摩

50萬

摩
仿人手按
深層紓壓

30萬

給樂齡老爸老媽的
「智慧舒壓 健康大師」

我

家具界唯一運用最新的「實境擴增」科技技術，
讓消費者可以透過螢幕成為主角，只要搖搖手就能跟Bentley
頂級家具產生趣味性的互動喔！

Breo（倍輕鬆）根據傳統經絡按摩原理，
以創新專利的智能氣壓、微震按摩，
達到深層按摩的舒緩，產品、設計獲得
200多項專利，其中含24項發明專利(中國、
美國、日本等)。並通過歐洲CE認證、
歐洲RoHS認證，韓國KFDA認證、美國
FCC認證、美國FDA認證。

拍照打卡再送「幸福手工餅乾」

頭部按摩器

頸部按摩器

能調整不同頭圍，依古法推拿與針灸
概念，對頭部、眼部特定穴位進行
揉壓，緩解疲勞。

獨有分體式設計，
兼顧其他部位靈活
按摩。

無擾靜音

二段風速

104.8.1~10.11凡於「實境擴增」體驗區，將螢幕中的自己與Bentley家具互動的情形拍照上傳至facebook打卡，
到一樓服務台出示打卡照片，即可獲得「幸福手工餅乾」，每人限領乙份，送完為止。

10萬
50萬

日月光HAPPY GO卡友獨享
1. 凡持有日月光HAPPY GO卡的消費者來館即可獲得「幸福御守米」
（每人每卡限領乙次）及當日5小時免費停車。
2. 活動期間，凡於HAPPY GO配合門市內購物滿100元以上，日月光
HAPPY GO卡獨享購物點數雙倍送，當日辦卡同享優惠！
日月光HAPPY GO卡點數以當日實付金額累點，恕無法跨門市累計，
每卡限兌一次，詳細累點方式依各門市現場說明為主。

日月光VIP會員召募
「日月光幸福採購節」活動期間當日辦卡並填問卷
者，即可獲得「幸福御守米」乙份及當日全日免費停車。
日月光家飾館會員獨享：
好禮1. 精美生日禮
好禮2. 活動購物點數多倍送
好禮3. 極光咖啡飲品9折優惠

榮獲德國
)
OT AWARD
紅點(RED D
獎
品設計大
2010年度產

10萬

活動期間，當日於全館購物累計
滿10萬元起，即可憑訂購憑證
及訂貨單兌換荷蘭品牌brabantia
洗衣袋、垃圾桶以及強調智慧
舒壓的Breo(倍輕鬆)按摩產品等
多項好禮

日月光幸福採購節
要您幸福一輩子

「實境擴增」體驗區 主角就是

幸福購物 滿額送

歌林10吋DC節能扇一個
採用DC馬達超低10W耗電，
機身輕薄不佔空間。

30萬

洗衣袋
0公斤
可承載1

變化
利用氣壓
更入味
翻炒食材

九陽翻騰智慧全能鍋
獨家翻騰技術，24小時智能
預約，無須早起隨時可享用！

漏
異味不外
友善環境

給幸福新人的
「居家幫手 輕便時尚」
荷蘭家居精品Brabantia ，
用色活潑、設計入微，
以馬卡龍新色、金屬光澤，
打造居家幸福感。

好禮4. 來館停車5小時免費
好禮5. 不定期寄發優惠資訊
好禮6. 年度累計消費兌換禮

荷蘭brabantia洗衣袋一個 + 圓型腳踏式垃圾桶一個

幸福享受 Aurora Caf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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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庭極光咖啡除外)，即可至一樓服務台兌換
兩杯極光美式咖啡券。

洗衣袋採用聚酯纖維製成，方便收納與攜帶洗滌的衣物，隨時隨地輕鬆揹著走！
圓型腳踏式垃圾桶以精品概念設計brabantia環保桶具高度密閉性，
讓居家空間常保清潔！
以上各項贈品皆採隨機出貨，
恕無法挑選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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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新人 精選家具│家飾 2015.08.01~10.11 幸福新人 精選家具│家飾 2015.08.01~10.11

幸福新人區
E1021齊典當代家具
MB-MND/064R玫瑰木床頭櫃
原價：86,000元
特價：36,000元
A1001.A1005 NATUZZI
Ciak二人+三人沙發#2559〈235+239〉
原價：256,000元，特價：170,000元

D2015事達
AMIDEO-MY鞋櫃
原價：23,125元
特價：14,800元

D2015事達
EIFFEL吧台椅
原價：6,094元(張)
特價：3,900元(張)
E1021齊典當代家具
JC-ESP/41造型單人沙發
原價$323,200元
特價$161,600元

E1021齊典當代家具
FJ-LIME四人座布沙發
原價：192,700元，特價：78,000元
(不含運費)

E1021齊典當代家具
JN-333PPB休閒皮椅
原價：139,600，特價$：66,800元

C3005大雅齋
義大利原裝進口扶手椅x2
原價：394,200元，特價：197,000元

E1021齊典當代家具
GD-RB-0001/-8WH辦公椅
原價：21,700
特價：10,800元

A1001.A1005 NATUZZI
Savoy L型沙發#2458〈018+049〉 原價：263,000元，特價：175,000元
D2015事達
ARES電視櫃
原價：26,250元，特價：16,800元
A1001.A1005 NATUZZI
Cambre雙人情人椅#2638（000+002）
原價：300,000元，特價：168,000元

+臥室
廳
+餐
起

D2015事達
DOMINIC多功能沙發含邊几
原價：200,000元
特價：128,000元

客廳

,800

132

元

D2015事達
LUXA大茶几
原價：23,125元，特價：14,800元

新人省錢專案

D2015事達
ARES大茶几
原價：23,125元，特價：14,800元

B1008卡利亞
買沙發可加價購買
義大利Bontempi CRUZ餐桌
特價68,000元（原價99,500元）
B1008卡利亞
義大利原裝進口Cal-964-L型沙發
原價：264,000元，特價：132,000元

D1020羅蘭索
E1021齊典當代家具
JC-ARE/73珍珠皮革四人沙發(含五顆抱枕)
原價$：684,000，特價$：342,000元

H63401全牛皮L型電動功能椅+337SCT圓形茶桌(含12mm強化玻璃+2個腳椅)
416DT餐桌+416餐椅四張
8842-BD床架5*6.2+8842-12BT床頭櫃一個+LS-320床墊5*6.2
原價：233,600元，特價：132,800元

D1020羅蘭索
A1001.A1005 NATUZZI
Metaphora L型沙發#2647〈280+281+049〉
原價：391,000元，特價：259,000元

B2008優勢達
Beldivani#632 / 2+3人座沙發
原價：211,800元，特價$10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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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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15事達
LEILA3+2全皮沙發
原價：134,376元，特價：86,000元

5028全牛皮L型沙發+KD-CT茶桌
KD-DT餐桌+KD-CH無扶手餐椅四張
KD-BD床架5*6.2+KD-BT床頭櫃一個+LS-220 床墊 5*6.2
原價：252,200元，特價：15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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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幸福新人 精選家具│家飾 2015.08.01~10.11 幸福新人 精選家具│家飾 2015.08.01~10.11
A2001.A2004米提家飾
牛皮雙人休閒椅（不含抱枕）
＃AD920B-1201P
原價：98,600元，特價：59,200元

F2024 CELLINI
柚木甜蜜餐桌+餐椅x2
型號:DS171J(126x69cm)

原價：32,600元
特價：18,900元

E2020詩肯柚木
50031邊櫃（上座）
+
51031-3 邊櫃（下座）
原價：74,300元
特價：29,900元

A2001.A2004米提家飾
全牛皮L型沙發＃CS-AH-S032-A-R
原價：173,300元，特價：117,900元

A2001.A2004米提家飾
全牛皮三人沙發＃CS-AH-S003-3
原價：121,700元，特價：82,800元
A2003雅砌
T1餐桌210cm+T1餐椅4張
原價：102,200元，特價：56,800元

D2015事達
RECA多功能布沙發
原價：75,000元，特價：48,000元

E1021齊典當代家具
JC-FOG-51-GD樹葉造型椅
原價：334,000元
特價：155,000元

C1010莉凱家具
亞洲餐椅（咖啡色）
原價：104,600元，特價：57,500元

F2026-1
ELEMENTS
Costantini Pietro
義大利進口餐櫃
原價：212,000元
特價：106,000元

F2025凱斯迪雅
WF-80106三人座L型舒活沙發(原價103,000)
+ HB-CT-101A茶几(原價18,000)
原價：121,000元，特價：78,800元

F1025別有天地
田園餐廳組 特價7折

F2026-1ELEMENTS
Costantini Pietro-義大利進口餐桌椅組 (1桌8椅)
原價：378,500元，特價：188,000元

A2003雅砌
G3全牛四人沙發+腳椅+波麗實木大茶几
原價：268,000元，特價：138,000元

A1002法國崔卡名床
法國原裝進口Antinous L型沙發（不含配件）
原價：855,000元，特價：580,000元

F2024 CELLINI
F2026-1ELEMENTS
柚木 L型布沙發型號:SF9376AJ(AA或BB，不含抱枕飾品等，依門市現品為主） Costantini Pietro 義大利進口餐桌椅組(1桌6椅)
原價：82,400元，特價：43,900元
原價：339,000元，特價：160,000元

F1025別有天地
空間系列原木沙發組 特價7折

A2001.A2004米提家飾
仿古白布沙發（2+3）＃AD-690B（含抱枕）
原價：249,900元，特價：149,900元

A2001.A2004米提家飾
手工雕刻餐桌椅組（一桌六椅）＃CO-AFB-8D/9A
原價：504,500元，特價：30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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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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3雅砌
賓士餐桌180cm
+
賓士無扶手餐椅4張
原價：140,000元
特價：76,800元

F2026-1ELEMENTS
Costantini Pietro 義大利進口餐桌 B.C.Bertrand 法國進口餐椅 (1桌6椅)
原價：296,000元，特價：1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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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幸福新人 精選家具│家飾 2015.08.01~10.11 幸福新人 精選家具│家飾 2015.08.01~10.11

A2003雅砌
皮繩床台5*6.2尺+櫃*2
原價：104,000元，特價：59,800元

E2020詩肯柚木
50103書桌
原價：17,000元
特價：4,900元
D1019思夢軒
義大利原裝進口 Dorelan Caprice Soft
尺寸152cm×190cm(款式依現場為主)
原價：77,000元，特價：48,999元

A2003雅砌
薇閣床台5*6.2尺+櫃*2
原價：99,000元，特價：59,800元

F1025
別有天地
田園房間組
特價7折

F2025凱斯迪雅
科隆舒眠床墊 5X6.2
原價：26,000元，特價：16,800元

E2020詩肯柚木
30061床頭櫃
原價：93,000元
特價：2,900元

E2020詩肯柚木
50062玄關桌
原價：14,200元
特價：6,900元

C3005大雅齋
義大利原裝進口床組(床+床墊+床罩+床頭櫃x2+斗櫃+鏡子)
原價：1,400,000元，特價：700,000元

D1019思夢軒
買床墊享舞櫻、自在生活雙人4件組
加價購 4.9折 (售完為止)

A2001.A2004米提家飾
黑色牛皮雙人床+床頭櫃*2（不含床墊，適用150*200cm床墊）
＃SM-JE/886-BR-C-777P ＆ ＃SM-JE/850-3-BR
原價：210,200元，特價：126,200元

E1021齊典當代家具
E1021齊典當代家具
JC-QUE-05P皮面床頭櫃
JC-RIA-02LB 緹花絨布雙人床
原價：336,000(個) 特價：156,000元(個) 原價：765,000元，特價$：357,000元

C3005大雅齋
義大利原裝進口床組(床+床頭櫃x2+斗櫃+鏡子)
原價：1,635,800元，特價：820,000元

A1002法國崔卡名床
法國原裝進口Pullman床墊（6*7呎）
原價：170,000元，特價：115,600元

B1006荷蘭auping歐品
Original Box Spring套床
單人床：49,900元起，雙人床：79,900元起
(不含床頭板、寢具、薄墊)

F2024 CELLINI
柚木/牛皮靠背造型床檯(5x6.2床墊適用)型號: BB206JQ
原價：51,300元，特價：26,900元

A1002法國崔卡名床
法國原裝進口Diamant 黑色真皮床台（6*7呎）
原價：759,000元，特價：516,000元

A1002法國崔卡名床
法國原裝進口I.A.S.P床墊（6*7呎）
原價：366,000元，特價：24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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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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19思夢軒
義大利原裝進口 Dorelan Master上墊 +
原廠Tender H22下墊(尺寸152cm×190cm)
原價：120,000元，特價：65,9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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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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兒童區
B1007富麗生活
德國咕咕鐘-餵小馬
原價：76,400元
特價：55,000元

B1007富麗生活
天鵝檯燈(一盞)
原價：15,000元
特價：13,500元

B1007富麗生活
德國咕咕鐘-kiss
原價：61,000元
特價：41,500元
B1007富麗生活
歐洲手繪油畫
限時六折中

B2008優勢達
SPOT電腦椅
原價：29,700元，特價：20,700元
D2015事達
MENTOS床組

B1007富麗生活
德國咕咕鐘-餵小鹿
原價：86,800元
特價：65,100元

原價：93,595元，特價：59,900元

B1007富麗生活
德國咕咕鐘-蘑菇小矮人
原價：86,400元
特價：73,800元

A2001.A2004米提家飾
海灣辦公桌＃SM-87602
原價：137,500元，特價：82,500元
E2020詩肯柚木
50037-A型書架
原價：8,500元，特價：2,900元

A2001.A2004米提家飾
粉陶辦公桌＃AD-570PK
原價：56,400元，特價：33,900元

E1021齊典當代家具
LK-GR/4821綠布單椅
原價：95,000 ，特價：47,500

D1020羅蘭索
全牛皮釋壓椅
原價：16,800元
特價：13,400元

F1025別有天地
原木小電腦桌
特價75折
A2002尊爵波斯地毯
全面3-5折
D1020羅蘭索
M001-ST 全牛皮腳椅
原價：4,800元(張)，特價：3,840元(張)

F1026晶點︱流行燈飾
Glaze幸福鍋蓋
特價：（大）35,800元，（小）16,800元

F1026晶點︱流行燈飾
紅色鈴鐺的祝福 特價：2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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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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15事達
CINEMA兒童功能椅（含杯架）
原價：10,782元，特價：4,800元

D2015事達
TAG凳子
原價：6,094元(個)，特價：3,900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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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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兒童 精選家具│家飾 2015.08.01~10.11 快樂兒童 精選家具│家飾 2015.08.01~10.11

D2015事達
COLLEEN-N鉛筆吊衣架（含身高尺）
原價：5,938元，特價：3800元

C1010莉凱家具
夏威夷書桌
原價：142,800元，特價：78,500元

F1025別有天地
101雙層書櫃
原價：65,000元
特價：38,000元

F2024 CELLINI
雙滑門設計書櫃
型號: BKR2107J-BB
原價：40,000元
特價：21,900元

D1019思夢軒
凱伊子母床架+凱伊邊几+凱伊吊櫃(現場絕版品)
床架尺寸: 107×190cm 邊几尺寸:60X48X48cm 吊櫃尺寸:240X20X30cm

A2001.A2004米提家飾
可掀式小書桌＃SM-JE/572-BR
原價：77,600元
特價：46,600元

A2001.A2004米提家飾
書桌含上櫃
(法國白、櫻桃木色)＃SM-JE-856
原價：116,500元
特價：69,900元

D2015事達
HILKEN-SOM雙層床組
原價：109,063元，特價：69,800元

F2024 CELLINI
L型設計書桌
型號: RD2103J(150x150cm)
原價：33,800元，特價：18,900元

A2001.A2004米提家飾
蝴蝶雙人床+床頭櫃*2（不含床墊，適用150*190cm床墊）＃AD880B＆AD-850B
原價：125,900元，特價：75,600元

A2001.A2004米提家飾
藍格花單人流行床組（不含床墊，適用105*190cm上下包床墊）＃CY-ADOC41
原價：23,100元，特價：13,900元

A2001.A2004米提家飾
白藍花單人流行床組（不含床墊，適用105*190cm上下包床墊）＃CY-LINA41
原價：30,300元，特價：18,200元

D2015事達
DOVE床組
原價：108,200元，特價：69,300元

A2001.A2004米提家飾
藍繩單人流行床組（不含床墊，適用105*190cm上下包床墊）＃CY-CABOS41
原價：21,600元，特價：12,900元

A2001.A2004米提家飾
草莓園單人流行床組（不含床墊，適用105*190cm上下包床墊）＃CY-FRESA40
原價：29,100元，特價：17,500元

原價：129,000元，特價：77,400元

B2008優勢達
TAFF嬰兒床組 H91XW70XD140cm（含頂蓬及床墊）
原價：79,000元，特價：3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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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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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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兒童 精選家具│家飾 2015.08.01~10.11 快樂兒童 精選家具│家飾 2015.08.01~10.11

D2015事達
RUE床組
原價：52,813元
特價：33,800元

D2015事達
MINT床組
原價：75,000元，特價：48,000元

B1007富麗生活
德國薰香娃娃
原價：2,800元
特價：2,240元

D1019思夢軒
義大利原裝進口 Dorelan Master TS(尺寸152cm×190cm)
原價：55,000元，特價：32,999元

D1019思夢軒
日本製Romance 超涼感夏被(尺寸:110cm×160cm)
價：5,500元，特價：3,900元

B1007富麗生活
德國胡桃鉗娃娃-衛兵
原價：6,500元

B1007富麗生活
德國胡桃鉗娃娃-國王
原價：14,500元，特價：11,600元

B1007富麗生活
德國RG幸運風車
原價：8,500元
特價：6,800元

B1007富麗生活
德國RG音樂盒
原價：7,500元
特價：6,100元

C1010-1英國席本諾
德國原裝進口frolexa科技冷膠床墊（150*190cm）
原價：97,000元，特價：65,900元
C1010-1英國席本諾
英國原裝進口Eminece布床台（6*7呎）
原價：350,000元，特價：238,000元

F1026晶點︱流行燈飾
Innermost禮帽燈
特價：12,800~13,800元

英國原裝進口Sovereign舒適墊（6*7呎）
原價：80,000元，特價：55,000元

C1010-1英國席本諾
德國原裝進口Viado科技舒眠枕
原價：9,800元 /個
特價：9,800元（二個一組）

C1010-1英國席本諾
英國天然乳膠枕加購價
原價：3,800元 /個
特價：3,800元（二個一組）

C1010-1英國席本諾
義大利原裝進口Daunen Step總統級羽絨枕
原價：9,800元/個
特價：9,800元（二個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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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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26晶點︱流行燈飾
Innermost球球燈
特價：23,800元

F1026晶點︱流行燈飾
Innermost球球燈
特價：2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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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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老媽 精選家具│家飾 2015.08.01~10.11 老爸老媽 精選家具│家飾 2015.08.01~10.11

樂齡老爸老媽區
D2015事達
DINO沙發床
原價：23,125元
特價：14,800元
F2025凱斯迪雅
WF-8936R-RE-紓壓休閒椅(象牙白)
原價：32,000元，特價：21,800元

D2015事達
ELSA沙發床
原價：24,688元
特價：15,800元

B1006荷蘭auping歐品
K4-66系列電動調整床，搭配H20cm，679N床墊
單人床：109,900元起，雙人床：209,900元起
(不含床頭板、寢具 )

A2001.A2004米提家飾
布單人椅組（含腳凳）＃HD-GYD
原價：119,500元，特價：71,700元

E1021齊典當代家具
JC-GIN-51藍色皮草單人椅
原價：590,500元
特價：295,250元

D2015事達
TEXAS四斗櫃
原價：31,094元
特價：19,900元

D2015事達
CORBIN全皮旋轉主人椅
原價：31,000元
特價：19,840元

D2015事達
TATE主人椅含腳凳
原價：73,125元
特價：46,800元

F2024 CELLINI
觸動型功能沙發(1+3人)型號: SF9389(1+3S)
原價：152,400元，特價：78,800元

D2015事達
GUSTO主人椅含腳凳
原價：52,813元，特價：33,800元

F2026-1ELEMENTS
Antidiva 義大利進口銀黑兩面沙發
（以現場商品為主）
原價：172,800元，特價：50,000元

D1020羅蘭索
H3639全牛皮L型電動功能椅 原價：122,800元，特價：75,800元
H3639全牛皮電動單人功能椅 原價： 43,800元，特價：2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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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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20羅蘭索
5182單人座功能沙發
原價：32,800元
特價：16,800元

A2003雅砌
公爵高背主人椅
原價：133,000元
特價：59,800元

A1001.A1005 NATUZZI
Brend布單椅#2236（003）
原價：94,000元
特價：58,000元

C1010莉凱家具
瑪利亞單人椅（黑色）
原價：154,800元
特價：85,000元

A1001.A1005 NATUZZI
V159 Osaka 貴妃椅
原價：141,000元
特價：98,000元

D2015事達
POLLY休閒椅含腳凳
原價：23,125元，特價：14,800元

E1021齊典當代家具
JC-GOR/51絲質圓椅(含四顆抱枕)
原價：391,300元
特價：195,650元

D2015事達
TRAVIS全皮L型功能沙發
原價：123,438元，特價：79,000元

A2003-1克勞遜
現貨商品，全面6折起

E1021齊典當代家具
CC-1004L REX L型紅皮沙發
原價：941,000元，特價：378,000元

F2024 CELLINI
功能型主人座沙發型號: SF9363-1S
原價：46,200元
特價：25,900元

A1001.A1005 NATUZZI
Re-Vive全方位休閒#R601Q-704
原價：202,000元，特價：136,000元

E1021齊典當代家具
JC-APO/73DX三人布沙發(含10顆抱枕)
原價：787,700，元特價：393,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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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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老媽 精選家具│家飾 2015.08.01~10.11 老爸老媽 精選家具│家飾 2015.08.01~10.11

A2001.A2004米提家飾
三足圓几＃SS-83161M
原價：29,900元
特價：17,900元
E1021齊典當代家具
JC-FLOW/13展示高櫃
原價：979,000元
特價：455,000元

F1025別有天地
原木搖椅
原價：32,000元
特價：23,000元

A2001.A2004米提家飾
牛皮（紅咖、棕色）搖椅 + 腳凳
＃SS-82283/SS-82284
原價：91,800元
特價：55,100元

A2001.A2004米提家飾
牛皮（紅咖、棕色）房間椅
＃SS-82125
原價：32,900元
特價：19,800元

F2026-1ELEMENTS
Legnoart義大利進口餐車
原價：85,000元
特價：40,000元

原價：12,500元，特價：8,900元

A2001.A2004米提家飾
手工雕刻單人椅 + 腳凳
＃MG-920/MG-FS920
原價：185,200元
特價：111,200元

A1002法國崔卡名床
法國原裝進口
Rivoli舒適墊（180*210cm）
原價：99,000元
特價：68,000元

D1019思夢軒
圓形按摩顆粒乳膠枕(售完為止)
原價：3,200元(個)
特價：1,300元(個)，2個只要2300元

C3005大雅齋
西班牙原裝進口床組
(床+床頭櫃x2)
原價：906,700元
特價：453,000元

D1019思夢軒
義大利原裝進口
Dorelan Avant Electric
電動床
(絕版品，實際款式依現場為主)
(尺寸182cm×212cm)

原價：270,000元
特價：135,000元

E1021齊典當代家具
JC-FLOW/11G餐邊櫃
原價：1,129,600元，特價：564,800元

E1021齊典當代家具
黑檀木鋼烤正方餐桌
原價：929,000元，特價：418,000元

A1002法國崔卡名床
法國原裝進口Tokyo黑色布質床台（180*200cm）
原價：369,000元，特價：250,900元

A2001.A2004米提家飾
棕色牛皮雙人床+床頭櫃*2（不含床墊，適用180*210cm床墊）＃LV/881/1A ＆ ＃LV/850-1
原價：236,700元，特價：142,100元

F2026-1ELEMENTS
MeR 義大利進口3+2沙發組
原價：470,000，特價：200,000元

A2001.A2004米提家飾
餐桌椅組（一桌六椅，黃布無扶手餐椅＃LV-710-3/LV-720-2）
原價：213,500元，特價：128,100元

B2008優勢達
CEPOSI床組 框內尺寸：180*200cm（含床頭櫃，now手動排骨架，不含床墊）
原價：275,900元，特價：193,300元

B2008優勢達
PIAZZA床組 框內尺寸：180*200cm（含寢具，不含床墊）
原價：172,900元，特價：103,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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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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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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160cm×205cm)

C3005大雅齋
西班牙原裝進口床組
(床+床頭櫃x2)
原價：422,500元
特價：211,000元

A2001.A2004米提家飾
多斗櫃＃LV-852-1
原價：94,500元
特價：56,700元
F2026-1
ELEMENTS
Bruno Zampa
義大利進口三人沙發
原價：330,000元
特價：160,000元

D1019思夢軒
日本製Romance 超涼感床墊敷墊

F2025凱斯迪雅
斯圖加特護脊床墊，長青族最佳的選擇
原價：35,200元，特價：22,8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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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