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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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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床家年華 105.07.23~08.14

床是每個人生命中不可獲缺的一份子

歡樂購物 滿額送
活動期間，當日於全館配合點數三
倍送門市內購物累計滿10萬元起，
即可憑訂購憑證及訂貨單兌換：

一生當中我們花了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床上享受！
日月光特別推出睡床系列，
各式睡床盡在家飾館繽紛展現！

精饡
美食禮

10萬

台北西華大飯店
B-ONE-假日自助式下午茶券(雙人）

讓我們跟著睡床家年華的腳步，
一同走進造夢的殿堂吧！

20萬

30萬
台北國賓飯店
明園-平日自助式午或晚餐券
(雙人）

卡友回娘家 歡樂帶回家
凡擁有日月光HAPPY GO卡的消費者持卡來館即可獲贈「コロロ味覺糖」乙包
(隨機贈送，恕無法挑選口味)及當日停車五小時免費。(每人每卡限兌換乙次)

卡友來購物 歡樂2+1倍送
凡於HAPPY GO配合門市內購物滿100元以上，日月光HAPPY GO卡獨享購物點數三倍送，
當日辦卡同享優惠！日月光HAPPY GO卡點數以當日各門市實付金額累點，恕無法跨門市累計，
詳細累點方式依各門市現場說明為主。
(含原有壹倍，入點日期為消費一週後，每人每卡限兌換乙次)

日月光VIP邀請您的加入
凡申辦日月光HAPPY GO卡並填寫問卷，立即贈送「コロロ味覺糖」乙包及當日停車全日免費。
(隨機贈送，恕無法挑選口味)
賓賓有禮，會員獨享
好禮1 精美生日禮
好禮3 極光咖啡飲品9折優惠
好禮2 活動購物點數多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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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榮購物 歡樂加倍
憑當日不限金額之購物發票或訂購單(中庭極光咖啡除外)至一樓服務台，立即贈送
「Aurora Café兩杯極光義式咖啡券」乙張及當日停車全日免費。

50萬

品味
香氛禮

台北君品酒店
雲軒-平日自助式下午茶券
(雙人）

10萬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英國PAIRFUM

平/假日自助式午或晚餐券(雙人)
+
平/假日自助式下午茶券(雙人)

香氛噴霧(100ml)

30萬

20萬

澳洲Tilley
百年特莉香氛大豆蠟燭(240g)*2
(隨機贈送)

50萬

舒適
寢具禮

英國HEYLAND & WHITTLE
葡萄柚綠茶擴香(200ml)+
莎翁400周年典藏皂書(95g)

10萬

義大利L'ERBOLARIO

日比WENTEX

蕾莉歐香氛精靈水氧機

彈力舒眠枕
(48X78cm)*2

(美禪童話限定版LT0931-2)
+精油(10ml)

Facebook照過來

20萬

30萬

打卡禮：
於日月光國際家飾館中庭拍照打卡成功，至一樓服務台出示畫面，
即可獲得「可愛造型手工香皂」乙個。(隨機贈送)

分享禮：
於日月光國際家飾館粉絲團按『讚』，並公開分享相關「日月光睡床家年華」活動任何貼文，
至一樓服務台出示畫面，即可獲得「可愛造型手工香皂」乙個。(隨機贈送)

英國WEDGWOOD

英國WEDGWOOD

克里斯單人涼被
(粉紫150X190cm)

花采絢舞超細纖毛毯
(粉橘150X190cm)

50萬

歡樂留言送LC鍋

英國WEDGWOOD

於「日月光仲夏家劇院」體驗結束後開放Facebook粉絲團留言「日月光仲夏家劇院大成功！」，

纖立絲雙人冬被
(180x210cm)

一週後從粉絲留言中抽出一位日月光仲夏家劇院幸運兒，贈送「LE CREUSET單柄圓鐵煎盤」，市價：4,800元。

各級贈品數量有限，若各級距皆兌換完畢，將以等值商品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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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仲夏家劇院 105.7/23.30、8/6
品電影 消暑氣

奢華名床體驗趣

名床展出廠商：

日月光邀您在仲夏之夜，一起探索並製造綺麗的夢工廠！
用童稚的笑聲做原料、家人的陪伴為佐料、柔軟的床墊來包裝，編織出最美麗的夢！！
想躺在名床上欣賞400吋的精彩電影嗎？現場有頂級電動床、功能型沙發床及豪華大睡床，除了現場展示，
只有來日月光才能親身體驗在床上奢華享受大銀幕電影的時光！(活動辦法依主辦單位公告為主)

7/23 (六)
動物方城市
108分鐘
7/21 21:30PM

播放日期
播放電影
片長時間
電話報名截止日
播放地點：

105.7/23~8/14

7/30 (六)
侏羅紀世界
124分鐘
7/28 21:30PM

展示間號碼：B1006

奢華名床展

荷蘭歐品
電話：02-2691-5253

8/6 (六)
功夫熊貓3
95分鐘
8/4 21:30PM

日月光國際家飾館 一樓中庭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751巷13號)

播放時間：16:00~18:00PM
電影欣賞報名方式： 電話報名 / 現場報名
每場開放50組(每組兩位)；前5組完成報到者，可優先選擇樂活體驗區
做為觀賞場地。(電話報名前5組完成報到者加贈 休閒隨身水壺乙個)

Original系列

名床體驗報名方式：電話報名
每場開放5組(每組僅限兩位大人)，依完成報到順序，可以優先挑選奢
華名床區做為觀賞場地。若未準時報到者視同放棄，由後續報名者遞
補。 (名床體驗禁止飲食）

電話報名專線：0800-000-990
特別說明：
1. 參加活動者即可免費享用日本大受歡迎KuKuRuZa爆米花乙份。
2. 15:00-15:30PM登記報到，電話報名者將保留10分鐘，逾時不候。
3.
休閒隨身水壺於電影播放結束後贈送。

Match系列-New York

感謝提供名床體驗展出廠商：

優勢達家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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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Auping荷蘭歐品公司於1888年由約翰尼斯．歐品（Johannes Auping）創造獨特的螺旋式網架，並開始引領
潮流。爾後，auping歐品將螺旋式網架的概念，置入睡眠床具的領域，致力於舒適睡眠的研究至今已經超越125年，
進而延伸到彈簧床墊的專業製造。現在，auping歐品是荷蘭最大的床具用品製造商，86%的消費者認識歐品，40%
人口擁有歐品床具，市佔率高達60%以上。auping歐品堅持帶給消費者不只是一張床，而是auping歐品所創造舒適
睡眠的高附加價值，並享有網架終身保固的品質承諾。auping歐品全商品型款，也是全球家具業第一個榮獲「搖籃
到搖籃」的銀級認證標章，代表製作過程中使用50%的再生素材或50%可回收再利用材質，不僅是auping歐品的榮
耀，也代表為地球環境與環保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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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23~8/14
名床展出廠商：

105.7/23~8/14

奢華名床展

優勢達睡眠精品館

展示間號碼：B2008

名床展出廠商：

電話：02-2691-5834

奢華名床展

Natuzzi Editions 意迪森沙發生活館

展示間號碼：E1022

電話：02-2691-5946

優勢達睡眠精品館

B933 沙發床

mioletto
強調家具功能設計的德國Hülsta，在確保家具機能安全性與高品質之餘，同時以多元化的設計搭配，讓每位使用者享
有更加個性化的家居空間。堅持高品質理念的Hülsta，不僅為全球使用者帶來種類豐富的家具產品，並在過去的七十
年間，發展為全歐洲最大且最知名的家具生產商之一。透過可交互搭配的設計模組和可供挑選的表面材料，Hülsta家
具因而擁有多樣化的百變組合，可供使用者選購。

名床展出廠商:

金格名床

展示間號碼：B2007

Natuzzi Editions 意迪森沙發，源自於對生活的熱愛！
以義大利原創精神，採用集團在義大利染整的皮革，由中國、巴西及羅馬尼亞的
自營工廠生產。強調完美的設計與極強的舒適感，提供給消費者各種款式、顏色
和功能組合的設計家具。
意迪森沙發的品牌價值在於以最超值的價格提供最舒適的產品來滿足消費者的期待，是歐洲品牌中最物超所值的聰明選擇。

父親節特別企劃：

電話：02-2691-5550

Happy Day
Father's

活動期間適逢88父親節，日月光慰勞父親無私奉獻的辛苦照顧，
凡活動期間至館內單筆消費購物滿88,888元，即可至一樓服務台兌換「德國turk鍛造鐵鍋(24cm)」乙只。
(每人/每筆訂單限兌換乙次，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德國turk創立於1857年，不僅歷經兩次世界大戰，至今還延續
著兩個世紀前的傳統工藝，用鍛造技術製作鐵鍋，目前這個傳
統工藝技術已經傳承至turk家族的第五代，秉持turk創始人所
建立的傳統製作鍋具精神與一絲不茍的態度，繼續發揚光大！

Outlast電動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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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King Kiol創立於1898年，足跡遍布七十多國，在
台灣授權「金格名床」行銷三十多年，秉持著產品健
康化的理念，建立良好的口碑，奠定台灣床墊領導品
牌的地位，並致力於品質科技化不斷研發創新。3D
透氣網系列產品透氣度提升，健康更有保障，為了完
善照顧一家的幸福睡眠，金格名床產品系列包括寶背
彈簧、獨立筒彈簧、天然乳膠及太空科技等多種床
墊，讓您全家大小都能選擇自己最喜愛的床墊。

turk鍛造鐵鍋是用熟鐵經加熱鍛造沖壓出來，完成後用橄欖
油(all-natural olive)塗上一層保護膜而已，未經任何化妝與處
理，市售一般鐵鍋大部份為生鐵鍋或碳鋼鍋，是用現成鐵板直
接壓製而成，所以會有較完整漂亮的表面！turk是用熟鐵經熱
鍛造加工來增加鍋子的強度，所以它的導熱、強度與壽命最
優，因為鍛造過
程的關係，唯一
就是表面不會那
麼漂亮，但骨子
裡是很強捍的！

HAPPY FATHER'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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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寢室床組系列 105.7.23~8.14

A1001 Natuzzi Italia
(買床架加購床墊 現享二萬優惠)

Dolce Vita 床組(L016)

原價：396,000元 ， 特價：306,800元

A1001 Natuzzi Italia
(買床架加購床墊 現享二萬優惠)

Fenice 床組(L017)

原價：290,000元 ， 特價：222,000元

E1022 Natuzzi Editions 意迪森沙發生活館
AMEDEO沙發床(B933-529-20)
原價：129,500元 ， 特價：98,000元

A1001 Natuzzi Italia

D1019 思夢軒寢飾精品館

(買床架加購床墊 現享二萬優惠)

零碼寢具45折(款式以現場為主)

PIUMA床組(L011)

原價：286,000元 ， 特價：218,800元

B1008 Calia卡利亞
Cal-967沙發床(皮)
原價：302,000元 ， 特價：148,000元

105.7.23~8.14

精選寢室床組系列

A1002 Sleep&Dream 睡眠專家 寢室精品館
法國崔卡原裝蠶絲手繪床台6x7' (不含床墊、配件，限一床)
原價：700,000元 ， 特價：455,000元

A1002 Sleep&Dream 睡眠專家 寢室精品館
法國原裝雙人電動床Supercad(200x200cm)含原廠手工床墊(限1床)
原價：1,700,000元 ， 特價：1,000,000元

C1010-1 英國HYPNOS席本諾名床
德國原裝進口frolexa科技冷膠床墊5x6.2' (限5床)
原價：98,000元 ， 特價：49,000元

C1010-1 英國HYPNOS席本諾名床
席本諾原裝上墊+英式頭板下墊5x6.2' (限現場展示品)
原價：157,000元 ， 特價：99,500元

mioletto

義大利原裝進口床墊Dorelan Caprice Soft
雙人床墊(152x190cm)(不含下墊)
原價：82,000元 ， 特價：51,999元

B2008 優勢達睡眠精品館
mioletto、ceposi、cutaro系列床架組，7折優惠
凡購買床架組，即享現場床墊5折優惠（限指定款）

B1008 Calia卡利亞
Cal-967沙發床(布)
原價：202,000元 ， 特價：101,000元

F2025 Castilla 凱斯迪雅
(買上床墊一床即贈下床墊一床)

cutaro

(商品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顏色以現場展示為主)

ceposi

新天鵝堡3線水冷膠獨立筒床墊
原價：56,000元 ， 特價：33,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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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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寢室床組系列 105.7.23~8.14

精選寢室床組系列

B1006
荷蘭歐品
auping K4-11(不可調整/平台式)(床墊搭配依現場說明)
活動專案優惠價 單人床（ 90x200cm起） 59,900元起
雙人床（160x190cm起）109,900元起

B2010.F2026-2 禾禾地
哈妮公主床頭片
尺寸：W153xH153
原價：180,000元 ，特價：115,000元

B2010.F2026-2 禾禾地
海倫小姐床頭片
尺寸：W154xH150
原價：130,000元 ，特價：58,000元

B1006
荷蘭歐品
auping Dublin系列
活動專案優惠價 單人床(含床頭板)（100x200cm起） 59,900元起
雙人床(含床頭板)（180x210cm） 109,900元起

B1006
荷蘭歐品
auping K4-66(全電動式)(床墊搭配依現場說明)
活動專案優惠價 單人床（ 90x200cm起） 99,900元起
雙人床（160x200cm起）169,900元起

B2010.F2026-2 禾禾地
凡爾賽手繪雕刻床頭+床尾片
尺寸：W163xH154
原價：250,000元 ，特價：98,000元

B2010.F2026-2 禾禾地
瑪麗皇后床頭片
尺寸：W185xH160
原價：180,000元 ，特價：88,000元

B1006
荷蘭歐品
steiner 法國絲丹床墊
39,900元起
活動專案優惠價 雙人床墊(上墊)
雙人套床(上下墊) 63,600元起

B2007 金格名床

E2020 詩肯柚木
31779(6尺)送36195床墊(6尺)
特價：27,900元

E2020 詩肯柚木
36198-Ortho Schlaf6'(限3張)
原價：47,000元 ，特價：14,900元

E2020 詩肯柚木
36241-komfort Deluxe5'(限3張)
原價：51,300元 ， 特價：13,900元

E2020 詩肯柚木
36242-Luxus Schlaf5'(限3張)
原價：78,500元 ， 特價：24,900元

B1006
荷蘭歐品
特價商品之型款、尺寸、顏色限量，售完為止。
恕不接受訂製及選色，優惠價不含寢具及配件。
尺寸：單人床：W 90,100,120,140cm
雙人床：W 160,180cm

(滿8,000送800，再送類羽絨枕乙對)

World Luxury世界版 5x6.2'上床
原價：70,400元 ， 特價：58,400元 活動專案優惠價：52,800元

A2003雅砌傢飾設計
茱麗雅5x6.2'床架+席瑞特5x6.2'床墊
合購特價：6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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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105.7.2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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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精選寢室床組系列 105.7.23~8.14

精選寢室床組系列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LS-220歡樂華盛頓 連結式彈簧床墊 標準雙人5x6.2'
原價：18,800元 ， 特價：13,160元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LS-320情定芝加哥 高碳鋼獨立筒彈簧床墊 標準雙人5x6.2'
原價：26,800元 ， 特價：18,760元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歐洲櫸木床架+床頭櫃8842-BD-5x6.2'+BSTx2
原價：54,400元 ， 特價：31,800元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LS-520花漾洛城 高碳鋼蜂巢式獨立筒彈簧床墊 標準雙人5x6.2'
原價：39,800元 ， 特價：27,860元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LS-720丹佛情緣 五段式高碳鋼獨立筒彈簧床墊 標準雙人5x6.2'
原價：45,800元 ， 特價：32,060元

D2015 事達國際

D2015 事達國際

(滿五萬-床墊6折)

(滿五萬-床墊6折)

(第二張6折，第三張5折，最低5折)

IVANTA床組(不含床墊)
原價：140,313元 ， 特價：89,800元

HILKEN床組含側梯(不含床墊)
原價：109,063元 ， 特價：69,800元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美國胡桃木床架+床頭櫃KD-BD-5x6.2'+BSTx2
原價：55,400元 ， 特價：32,800元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美國黑胡桃木床架+床頭櫃2244-BD-5x6.2'+BSTx2
原價：55,400元 ， 特價：32,800元

C3005 大雅齋
義大利原裝進口床組(黑)(床架+床頭櫃x2+斗櫃+鏡)
原價：1,635,800元 ， 特價：980,000元

C3005 大雅齋
義大利原裝進口床組(白)(床架+床頭櫃x2+斗櫃+鏡)
原價：1,400,000元 ， 特價：840,000元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歐洲櫸木化妝台+鏡+椅8842(MRO+DRM+DST)
原價：21,800元 ， 特價：12,800元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美國胡桃木衣櫃KD-COD-61+COD-62
原價：69,600元 ， 特價：39,800元

F2024 CELLINI 皇齊柚木
BB182J(5x6.2')柚木床架
原價：37,000元 ， 特價：20,900元

F2024 CELLINI 皇齊柚木
BB87J(5x6.2')柚木床架
原價：39,900元 ， 特價：20,900元

買床架加購床頭櫃可享原價5折(限加購一個)

買床架加購床頭櫃可享原價5折(限加購一個)

(第二張6折，第三張5折，最低5折)

(第二張6折，第三張5折，最低5折)

(第二張6折，第三張5折，最低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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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5.7.23~8.14

C2011 PACIFIC GREEN 莉凱家俱
夏威夷皇帝床
原價：161,700元 ， 特價：9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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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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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寢室床組系列 105.7.23~8.14

E2021.E2022 卡芬達 麗石燈飾
西班牙田園108(白)床+妝台/鏡B款

原價：244,000元 ， 特價：98,000元

E2021.E2022 卡芬達 麗石燈飾
希臘田園230(白)床+床尾凳+妝台C/鏡/妝凳

E2021.E2022 卡芬達 麗石燈飾
英格蘭古典220(白)床A+妝台A/鏡/妝凳

原價：339,000元 ， 特價：138,000元

原價：424,000元 ， 特價：178,000元

E2021.E2022 卡芬達 麗石燈飾
實木玫瑰雕刻皇帝床518-K3+妝台/鏡/妝凳K3

原價：435,000元 ， 特價：210,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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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05.7.23~8.14

精選寢室床組系列

E2021.E2022 卡芬達 麗石燈飾
巴洛克貴族238床B款+床頭櫃C(2PCS) 原價：490,000元 ， 特價：188,800元

D1018 Z-TEN 齊典復古
FLORENCE雙人床(含床架)配200x200cm床墊
原價：510,300元 ， 特價：268,000元

D1018 Z-TEN 齊典復古
FLORENCE雙人床(含床架)+雙抽床頭櫃x2(60x56x66cm)
三件特價：398,000元

D1018 Z-TEN 齊典復古
金箔古典布花雙人床頭板(200x27x136Hcm)配160x190cm床墊
原價：269,500元 ， 特價：138,000元

D1018 Z-TEN 齊典復古
金箔古典布花雙人床頭板+圓形床頭櫃x2(52x62cm)
三件特價：188,000元

D1018 Z-TEN 齊典復古
古銀雕刻雙人床頭板配180x210cm床墊 原價：690,000元， 特價：328,000元
古銀雕刻雙人床頭板+古銀床頭櫃x2(91x47x71cm)
三件特價：628,000元

F1026 Fashion Lighting 晶點│流行燈飾
Beby皮革床組(含床墊)
原價：1,580,000元 ， 特價：68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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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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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寢室床組系列 105.7.23~8.14

精選寢室床組系列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棕色牛皮雙人床(不含床墊)(適用180x210cm床墊)+床頭櫃2只LV-881/1A & LV-850-1x2 黑色牛皮雙人床(不含床墊)(適用150x200cm床墊)+床頭櫃2只JE-886BR-C & JE-850-3x2
原價：210,200元 ， 特價：115,700元
原價：236,700元 ， 特價：130,200元

E1021 齊典當代家具
榆木雙人床組(含床架)
原價：339,600元 ， 特價：135,800元

E1021齊典當代家具
榆木雙人床組(含床架)+榆木床頭櫃x2(85x60x44cm)
三件特價：224,000元

E1025 別有天地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手工雕刻向日葵牛皮雙人床(不含床墊)(適用180x210cm床墊)MG-880C-1/1A 田園房間組 特價：全系列75折
原價：338,300元 ， 特價：186,100元

E1021 齊典當代家具
緹花絨布雙人床組(含床架)配180x200cm床墊
原價：765,000元 ， 特價：298,800元

E1021 齊典當代家具
緹花絨布雙人床組(含床架)+皮面水晶床頭櫃x2(75x48x55cm)
三件特價：548,000元

D2019 米提家居
仿古白絲質雙人床(不含床墊)(適用180x210cm床墊)AD-880C
原價：151,200元 ， 特價：83,200元

D2019 米提家居
仿古白蝴蝶雙人床(不含床墊)(適用150x200cm床墊)+床頭櫃2只AD-880B-2 &AD850Bx2
原價：125,900元 ， 特價：69,300元

D2019 米提家居
D2019 米提家居
藍繩單人寢飾組
白藍花單人寢飾組
(內含床頭板110cmx1+涼被單x1+床頭櫃x1+抱枕x1+桌燈x1+窗簾x1)CY-LINA41 (內含床頭板110cmx1+涼被單x1+抱枕x1+桌燈x1+窗簾x1)CY-CABOS41
原價：30,300元 ， 特價：19,700元
原價：21,600元 ， 特價：14,100元

D2019 米提家居
法國白單人床(不含床墊)(適用120x190cm床墊)JE-885
原價：86,600元 ， 特價：47,700元

D2019 米提家居
雙人床含床頭櫃x2(不含床墊)(適用162x193cm床墊)AS-2000+AS-2001x2
原價：198,000元 ， 特價：39,800元

D2019 米提家居
藍格花單人寢飾組
(內含床頭板110cmx1+涼被單x1+抱枕*1+桌燈x1+窗簾x1)CY-ADOC41
原價：23,100元 ， 特價：15,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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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05.7.23~8.14

D2019 米提家居
紅綠格單人寢飾組
(內含床頭板110cmx1+涼被單x1+床頭櫃x1+抱枕x1+桌燈x1+窗簾x1)CY-IRIS40
原價：29,100元 ， 特價：18,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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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感恩老爸 精選家具│家飾 105.7.23~8.14

E1022 Natuzzi Editions 意迪森沙發生活館
B889 電動躺椅
原價：91,500元，特惠感動價：68,800元

A1001 Natuzzi Italia
Re-Vive休閒椅(R603Q-20PC)
原價：186,000元，特惠感動價：138,800元

F2025 Castilla 凱斯迪雅
VERONA-進口100%全牛皮電動功能休閒椅
原價：59,800元，特惠感動價：26,800元(存貨有限)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100%義大利厚牛皮電動功能椅H3639NS
原價：47,000元 ，特惠感動價：29,800元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100%義大利厚牛皮電動功能椅H4479N
原價：59,000元 ，特惠感動價：35,800元

B1006
D2015 事達國際
D2015 事達國際
荷蘭歐品
比利時 durlet【Zero Gravity零重力】休閒椅 GUSTO主人椅
CHEVRON主人椅
父親節限時限量優惠價：149,900元起
原價：52,813元 ，特惠感動價：33,800元 原價：45,000元/張 ，特惠感動價：28,800元/張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100%義大利厚牛皮休閒椅(新款)5513N
原價：31,000元
特惠感動價：19,800元

E1021 齊典當代家具
L型紅馬鞍皮沙發
原價：941,000元，特惠感動價：472,600元

E1021 齊典當代家具
花朵米白正方茶几(65x65x55cm)
原價：210,900元 ，特惠感動價：84,800元

F2025 Castilla 凱斯迪雅
Lucaso-進口意大利大理石面功能伸長式餐桌（長1.5~1.8M伸長X寬0.9M)
(腳座拉絲不鏽鋼)
原價：68,000元，特惠感動價：29,800元(限10套)

B1008 Calia卡利亞
Cal-1004
原價：118,000元/張，特惠感動價：85,000元/張

F2025 Castilla 凱斯迪雅
DAISO-進口L字型意大利全牛皮沙發(長2.8M)
原價：112,800元，特惠感動價：59,800元(存貨有限)

D2019 米提家居
粉陶書桌椅組AD-570&AD-520
原價：103,900元 ，特惠感動價：57,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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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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老爸 精選家具│家飾 105.7.23~8.14

F2026-1 ELEMENTS
LEGNOART 義大利醒酒器 LEG-SD-20
原價：9,200元
特惠感動價：6,500元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100%義大利厚牛皮電動功能椅H8819NS
原價：45,000元 ，特惠感動價：26,800元

F2026-1 ELEMENTS
LEGNOART 義大利醒酒器 LEG-SD-30
原價：9,200元
特惠感動價：6,500元

E1021 齊典當代家具
雙門酒櫃
原價：262,700元
特惠感動價：98,800元

E1021 齊典當代家具
白皮搖椅
原價：189,100元
特惠感動價：72,200元

E1021 齊典當代家具
單人沙發(65x68x74cm)
原價：67,400元/張
特惠感動價：28,000元/張

D2019 米提家居
貴妃椅JE-922
原價：138,900元 ，特惠感動價：76,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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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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老爸 精選家具│家飾 105.7.23~8.14

A2003-1 克勞遜傢飾
弗羅倫斯情人椅
原價：35,000元，特惠感動價：25,800元

A2003-1 克勞遜傢飾
凡爾賽古典3人+主人椅組
原價：158,000元，特惠感動價：98,000元

A2003-1 克勞遜傢飾
扶手餐椅x2張
原價：37,600元
特惠感動價：18,800元

感恩老爸 精選家具│家飾 105.7.23~8.14

F2026-1 ELEMENTS
LEGNOART 義大利開瓶器
原價：1,500元
特惠感動價：五折

B1007富麗生活
咕咕鐘
原價：15,000元起
特惠感動價：八折
B1007富麗生活
手繪瓷器花瓶(一對)
原價：120,000元
特惠感動價：96,000元

A2003-1 克勞遜傢飾
賽因斯單人椅x2張(不含桌子及擺飾品)
原價：53,600元
特惠感動價：35,000元

A2003-1 克勞遜傢飾
復古奢華主人椅組
原價：69,800元
特惠感動價：34,800元

A1002 Sleep&Dream 睡眠專家 寢室精品館
法國原裝I.A.S.P.手工床墊6x7'(不含床台)
原價：366,000元，特惠感動價：280,000元

F2026-1 ELEMENTS
BRUNO ZAMPA 義大利主人椅(115x100x130hcm)
原價：205,000元
特惠感動價：100,000元

A1002 Sleep&Dream 睡眠專家 寢室精品館
法國原裝電動床含手工床墊cube standard supercad(120x200cm)
原價：940,000元，特惠感動價：620,800元

F2026-1 ELEMENTS
LEGNOART 義大利開瓶器
原價：2,400元
特惠感動價：五折

F2026-1 ELEMENTS
LEGNOART 義大利開瓶器
原價：2,000元
特惠感動價：五折

D2019 米提家居
條紋布休閒椅組(含腳凳)CO-AF-7E & CO-AF-21A
原價：147,600元，特惠感動價：81,200元

F2026-1 ELEMENTS
LEGNOART 義大利開瓶器
原價：2,200元
特惠感動價：五折

D2019 米提家居
白皮單人椅組含腳凳SM-JE/920E&SM-JE/FS920C
原價：138,700元，特惠感動價：76,300元

B1007富麗生活
胡桃鉗
原價：1,800元起
特惠感動價：八折

F2026-1 ELEMENTS
LEGNOART 義大利開瓶器
原價：2,500元
特惠感動價：五折

D2019 米提家居
孔雀布一人布沙發SN-F005-C
原價：70,200元，特惠感動價：38,600元

B2007 金格名床
(滿8,000再送800)

Outlast電動床整組-豪華型
(5.0*6.7整組)
原價：223,500元
特價：167,900元
C1010-1 英國HYPNOS席本諾名床
德國原裝進口SENSOFLEX LOFT電動床台2MOT(100x200cm)(不含床墊)
原價：142,500元，特惠感動價：99,800元

C1010-1 英國HYPNOS席本諾名床
德國原裝進口SENSOFLEX LOFT電動床台4MOT(100x200cm)(不含床墊)
原價：192,500元，特惠感動價：1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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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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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19 思夢軒寢飾精品館
義大利原裝進口床墊Dorelan Wonder雙人床墊(152*190cm)(不含下墊)
原價：73,000元，特惠感動價：45,999元

滿8,000再送800後
特惠感動價：151,900元
再送五星級飯店級類羽絨枕乙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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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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老爸 精選家具│家飾 105.7.23~8.14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牛皮雪茄椅SM-JE/621
原價：74,600元，特惠感動價：41,100元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手工雕刻單人椅組(含腳凳)MG-920 & MG-FS920 麻將桌DFF-910B
原價：185,200元，特惠感動價：101,900元
原價：65,600元， 特惠感動價：36,100元

感恩老爸 精選家具│家飾 105.7.23~8.14

F1028 檀香山藝術館
油畫作品-藝術家：梁銓 大師
【修道菩提樹、登途阿里山】規格：8號
原價：200,000元， 特惠感動價：160,000元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牛皮扶手椅(紅咖)SS-82125/RB
原價：32,900元，特惠感動價：18,100元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牛皮搖椅含腳凳(紅咖)SS-82283#303P SS-82284#303P
原價：91,800元，特惠感動價：50,500元

李奇茂為國內知名水墨藝術家，
不但精擅傳統筆墨，融合西洋速
寫技法，更將「萬物過眼為我
有」的精神術館發揮極致，創作
出具有地方性、民族性和時代風
格的作品。誠如國畫大師程十髮
所言「讀李大師的作品，覺得他
的筆墨極為精卓，筆飛墨舞，以
行草書的筆法表達了熱熾的生活
之神」。

F1028 檀香山藝術館
琉璃珍品-【西藏七彩琉璃貔貅】
原價：108,800元/一對
特惠感動價：87,000元/一對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布單人椅組(含腳凳)HD-GYD
原價：119,500元
特惠感動價：65,800元

以上所有作品僅此一件，
請愛好者及收藏家絕不能錯過！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絲質貴妃椅SN-A186V#168
原價：84,000元
特惠感動價：46,200元

A2000.F2027 玉圭
天青龍紋描金茶具組
原價：96,000元，特惠感動價：45,600元/組

D1018 Z-TEN 齊典復古
木雕緹花布大單椅三件組(大單椅x2+腳凳x1)
原價：1,045,600元，特惠感動價：458,000元

D1018 Z-TEN 齊典復古
木雕緹花布大單椅(105x90x85cm)
原價：421,200元
特惠感動價：198,000元

木雕緹花布腳凳(105x80x42cm)
原價：203,200元，特惠感動價：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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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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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D1018 Z-TEN 齊典復古
GIULIA貴妃椅(200x155x90cm)
原價：505,200元
特惠感動價：228,000元

F1028 檀香山藝術館
油畫作品-藝術家：梁銓 大師
【躍馬騰波馳百潮】規格：30號
原價：450,000元，特惠感動價：360,000元

F1028 檀香山藝術館
水墨作品
藝術家：李奇茂 大師
原價：2,000,000元
特價：1,600,000元

F1028 檀香山藝術館
油畫作品-藝術家：梁銓 大師
【魚縑水素靜塵埃】規格：30號
原價：450,000元， 特惠感動價：360,000元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三足圓几SS-83161M
原價：29,900元，特惠感動價：16,500元

F1028 檀香山藝術館
油畫作品-藝術家：梁銓 大師
【素蓮濯清自韻道】規格：30號
原價：450,000元，特惠感動價：360,000元

A2000.F2027 玉圭
編鐘茶具組
原價：4,600元，特惠感動價：2,185元/組

A2000.F2027 玉圭
白釉提梁茶具組
原價：4,200元
特惠感動價：1,995元/組

F1028 檀香山藝術館
佛畫作品-藝術家：慧松居士
【如意自在觀世音】
慧松居士的佛畫，以國畫筆功為基礎，
脫胎於傳統採用敦煌壁畫材料和技法元
素，結合現代美學理念，並具西方繪畫
的透明感，為岩彩與絹布成作。檀香山
為廣結善緣，此幅佛畫為結緣價格，詳
情請來電洽詢。

A2000.F2027 玉圭
天青提梁茶具組
原價：4,200元，特惠感動價：1,995元/組

A2000.F2027 玉圭
豆青提梁茶具組
原價：4,200元
特惠感動價：1,995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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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