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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光家飾館

LIN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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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

日月光

美好生活節 105.09.24~10.30

日月光延續「居家美學」的理念，鼓勵忙碌的現代人敞開繁瑣，
與心愛的家人一起「發現、感受、體驗、欣賞、創造及傳遞美好」。
本館特別精選「客廳」、「臥房」之品牌傢俱優惠折扣，
提供完整優質的傢俱選擇，期望帶給您的不只是商品，
而是生活的風格，並啟發您對居家的佈置靈感，與家人共築美好生活。

美好1

美好生活 滿額送

10萬

（三選一）
活動期間，當日於全館配合點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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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APPY GO卡友來店禮

凡持日月光HAPPY GO卡來館，出示會員卡即贈「英國Tiptree果醬」乙份與當日停車五
小時免費。(活動期間每卡限兌換乙次)(贈品隨機贈送，恕無法挑選口味)
美好2

卡友購好物 幸福5倍送

Driver設計師冰滴咖啡壺
(600ml)

活動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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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數五倍送，當日辦卡同享優惠。累積點數以當日各門市單筆消費金額累點計算，恕無
法跨門市合併累計，詳細點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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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辦理退貨，所兌換之點數與贈品需一併退還)
美好3

LOTUS金鑽湯鍋(20cm)
+
白武士水壺(2.5L)

30萬

（三選一）

德國turk
熱鍛造鐵鍋

+

長柄(24cm)

新會員禮遇回饋

活動期間，於本館申辦日月光HAPPY GO卡並填寫問卷，成功升等日月光VIP，並加入官
方Line@即贈「馬卡龍鑰匙圈」乙個與當日停車全日免費。
(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隨機贈送，恕無法挑選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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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大利La Belle
《輕柔舒眠天絲冬被》
好禮5 不定期寄發優惠資訊
好禮6 年度累計消費兌換禮

(雙人)

ECLIPSE綠雙耳湯鍋(24CM 6.6L)
+
ECLIPSE綠炒鍋(28CM 3.2L)

50萬

（三選一）

萬分感謝在心禮
活動期間，憑當日不限金額購物發票或訂購單(中庭極光咖啡除外)，即可在一樓服務台兌
換「義式咖啡雙人分享兌換券」乙張及當日停車全日免費。

義大利FLONAL石器系列
不沾炒鍋36cm含鍋蓋

美食壓力鍋
6L(單把)

Facebook好康活動
打卡任務：
活動期內，凡來館參加fb拍照打卡的活動任務並按讚官方粉絲團，憑完成畫面，可至一樓
服務台兌換「馬卡龍鑰匙圈」乙個。(贈品數量有限，每人限領一份，送完為止；隨機贈送，恕

英國WEDGWOOD
花采絢舞超細纖毛毯
(粉橘150X190cm)

無法挑選顏色)

FB按讚，留言抽獎活動：
1. 按「讚」及分享活動貼文

LC鑄鐵圓鍋(葡萄紫)
(18CM)

2. 於貼文底下留言「日月光美好生活節，活動開跑了！」，並Hashtag #日月光國際家飾館
3. Tag @三位好友
4. 加入官方粉絲團，即可參加週週送「秀泰影城雙人票券」三名

PHILIPS 飛利浦製麵包/
優格兩用機 HD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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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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派對 免費活動
活動地點：

F

日月光國際家飾館（一樓中庭區） 15:00~17:00PM

活動日期

跟著野孩子露營趣

貓小小的繪本故事時間

還記得小時候光著腳丫，在草地上奔跑，
躺著數星星的那份單純感動嗎？
榮獲親子天下嚴選活動肯定的野孩子露營趣，將帶來
獨特的親子遊戲活動，帶孩子體驗自然森活的美好。

你想要養公雞嗎？咕咕咕。養公雞的好處多多。
你知道要怎麼讓媽媽開心嗎？來來來，
巴巴文化主編貓小小要講兩個小故事，
讓你笑嘻嘻，還要讓你體驗有趣的DIY手作遊戲！

活動主題

10/15(六)
10/16(日)

跟著野孩子露營趣

10/22(六)

遊戲講座

e
re

10/23(日)
※現場報名，不限人數。

海波兒童劇團

F

「點心家族」的哥哥姐姐帶來精采的戲劇演出，
還有許多知名的卡通人偶到場與大家一起唱跳玩遊戲。
想拿到更多精美小禮物的大小朋友們，務必把握這歡樂時光，
來跟我們一起大聲笑呵呵歡度美好生活節吧！

活動日期

02

活動主題

9/25(日)

第一場：大象大象去郊遊
第二場：草帽飛起來

10/01(六)

第一場：南方小島的故事
第二場：一句話專賣店

10/09(日)

第一場：小紅飛機上班去
第二場：我是一顆小星星

10/29(六)

第一場：沒有公雞怎麼辦
第二場：南方小島的故事

※每場繪本故事含一堂手作體驗，每場限額20名。
※活動當週星期一中午12:00，開放報名該週活動場次。
※每場一位大人限替一位小孩報名一場，當天不可重複報名兩場體驗，額滿為止。
※未準時於活動開始前5分鐘報到，視同自動棄權，將以現場後補報名者直接遞補資格。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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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題

10/02(日)

精靈傳說兒童劇

10/08(六)

Q比天使愛上學兒童劇

10/30(日)

小泰山兒童劇

※現場報名，不限人數。

活動日期

F

以上活動皆為免費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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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客廳區

105.9/24~10/30 美好生活節

105.9/24~10/30 美好生活節

夢想客廳區

Living
Room
夢想客廳區
A1001 Natuzzi Italia
ERASMO 2716 L型沙發
原價：499,000元 ， 特價：238,000元

A1001 Natuzzi Italia
NOTTURNO 2784 L型沙發
原價：250,000元 ， 特價：158,000元

A1001 Natuzzi Italia
MALCOM 2370 L型沙發
原價：298,000元 ， 特價178,000元

A1001 Natuzzi Italia
DIAGONAL 2375 L型沙發
原價：392,000元 ， 特價：2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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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廳是全家人花最多時間共享的地方，我們會在這裡聊天看電視、相互陪伴。
特選多款精品家具折扣下殺，幫助您以優惠的價格，搭配出屬於自己的美好風格空間。

A1001 Natuzzi Italia
CLYDE 2497 2+3 功能沙發
原價：441,000元 ， 特價：268,000元

E1022 Natuzzi Editions 意迪森沙發生活館
B929 大三人沙發 (限庫存品)
原價：183,500 ， 特價：11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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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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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客廳區

105.9/24~10/30 美好生活節

夢想客廳區

E1022 Natuzzi Editions 意迪森沙發生活館
B941 2+3人沙發(限庫存品)
原價：220,000元 ， 特價：148,000元

E1022 Natuzzi Editions 意迪森沙發生活館
B958 電動椅(限庫存品)
原價：91,500元 ， 特價：62,000元

B2007 優勢達睡眠精品館
W.Schillig-Danze（限指定款）
尺寸：H86/42*W317*D108/75 cm
原價：330,000元 ， 特價：250,000元

B2007 優勢達睡眠精品館
beldivani685單椅
原價：34,300元 ， 特價：18,000元

E1022 Natuzzi Editions 意迪森沙發生活館
B875 2+3人電動沙發(限庫存品)
原價：190,500元 ， 特價：136,000元

E1022 Natuzzi Editions 意迪森沙發生活館
B887 L型沙發 (限庫存品)
原價：124,500元 ， 特價：88,000元

B2007 優勢達睡眠精品館
NOW7茶几
原價：39,600元 ，特價：25,000元

F2024 CELLINI 皇齊柚木
SF9388A (1+3S)電動全牛皮沙發
原價：162,300元 ，特價：81,900 (限標準色)

A2003雅砌傢飾設計
米諾提沙發(布)
原價：138,000元 ， 特價：78,800元

A2003雅砌傢飾設計
瑪莎沙發
原價：250,000元 ， 特價：128,000元

F2024 CELLINI 皇齊柚木
SF9405J-L柚木系列L型布沙發
原價：71,600元 ，特價：41,900元 (限標準色)

F2024 CELLINI 皇齊柚木
SF9435-L 全牛皮L型沙發
原價：119,600元 ，特價：69,800元 (限標準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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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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24~10/30 美好生活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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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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客廳區

D2015 事達國際
TRAVIS-L型厚皮獨立筒功能沙發
特價：79,000元

105.9/24~10/30 美好生活節

D2015 事達國際
JORDAN全皮獨立筒電子功能沙發(3+2+1)
特價：89,800元

105.9/24~10/30 美好生活節

D1019 思夢軒寢飾精品館
挪威原裝進口-Stressless休閒椅Metro (限量)
原價：118,000元 ，特價：77,000元

夢想客廳區

D1019 思夢軒寢飾精品館
挪威原裝進口-Stressless休閒椅Consul (黑色)
原價：78,000元，特價：60,000元

E2020 詩肯柚木
13315-1人座沙發#091233-7
原價：35,600元，特價：15,900元
(贈KK145154-2布套)
13315-2人座沙發#091233-7
原價：50,300元，特價：28,200元
(贈KK145154-2布套)
13315-3人座沙發#091233-7
原價：62,800元，特價：35,900元
(贈KK145154-2布套)

D2015 事達國際
NINA-L/S全厚皮獨立筒雙彈簧電子功能沙發
特價：72,500元

D2015 事達國際
SAHARA大茶几
特價：15,800元

D2015 事達國際
SAHARA電視櫃
特價：19,200元

D1019 思夢軒寢飾精品館
挪威原裝進口-時尚邊桌
原價：15,000元 ，特價：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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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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20 詩肯柚木
52058-4尺電視櫃
原價：28,500元 ，特價：14,900元

E2020 詩肯柚木
51777-三層套几
原價：12,800元 ，特價：5,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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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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客廳區

105.9/24~10/30 美好生活節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PS.GINEVRA百分之百義大利原裝進口L型沙發A2+SIS+C3
原價：237,500元 ，特價：99,800元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5491百分之百義大利全厚牛皮沙發 2S+2.5S
原價：125,000元 ，特價：69,800元

105.9/24~10/30 美好生活節

D2019 米提家居
全牛皮白色沙發(2+3)KK-1698
原價：163,600元 ，特價：99,000元

夢想客廳區

D2019 米提家居
義大利原裝皮沙發(1+1+3)DX-8900&8901
原價：586,000元 ，特價：352,000元

B1006
荷蘭歐品
比利時 durlet 【Zero Gravity零重力】休閒椅
限時限量優惠價：
指定色系均一價：109,900元
選色色系：149,900元起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KH-1731百分之百義大利牛皮沙發+腳椅
原價：99,800 ，特價：59,800元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CTR-C15864 多功能茶几
原價：25,800元 ，特價：13,800元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CTR-C15367CT 瓷片木桌
原價：24,800元 ，特價：12,800元

D2019 米提家居
全牛皮深咖四人沙發CS-AH-S008
原價：170,700 ，特價：10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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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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研究顯示：
有個姿勢可讓人體達到無重力狀態，關節會
保持「零重力角度」，這個姿勢稱為「Zero
Gravity Position零重力位置」。
座椅製造專家durlet運用這個理論，研發出
Relax休閒椅系列，讓您的關節輕易處於無重力
負荷的角度，輕鬆達到完全放鬆的狀態。
頭部支撐可調整到5個不同位置，您不但可以完
全躺平，半臥著看電視或坐著看書，當椅子後
仰調整時，腳部支撐會自動滑出。

C3005 大雅齋
FENDI單椅 (65X88X75H) *2張。
原價：1,120,000元 ，特價：340,000元

C3005 大雅齋
VERSACE三人(215X80X88H)+二人沙發 (190X80X88H)
原價：3,360,000元 ，特價：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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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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客廳區

105.9/24~10/30 美好生活節

夢想客廳區

D2019 米提家居
手工雕刻紫絨布沙發(1+2+3)MG-921C
原價：607,400元 ，特價：335,000元

D2019 米提家居
手工雕刻金黃布沙發(2+3)CO-SO-7
原價：576,200元 ，特價：317,000元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歐式布沙發(1+2+3)DFF-010
原價：564,600元 ，特價：311,000元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典雅布沙發(1+2+3)AD690E
原價：547,600元 ，特價：302,000元

F2026-1 ELEMENTS
Costantini Pietro義大利進口JAZZ邊櫃 (200x56x76hcm)
特價：106,000元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布單人椅組(含腳凳)HD-GYD
原價：119,500元 ，特價：66,000元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金黃條紋布沙發(1+2+3)SN-A5082
原價：263,200元 ，特價：145,000元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單門玻璃高櫃SS-85051
原價：80,800元 ，特價：45,000元

F2026-1 ELEMENTS
Bruno Zampa義大利進口三人沙發 (235x90x99hcm)
特價：165,000元

F2026-1 ELEMENTS
Bruno Zampa義大利進口單人沙發 (115x100x130hcm)
特價：102,500元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六尺TV矮櫃SS-85034A
原價：75,400元 ，特價：42,000元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TV櫃SS-CL/652-1
原價：124,200元 ，特價：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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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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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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臥室區

Bedroom
幸福臥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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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00,120,140 cm x L 200,210cm
雙人床： W 160,180,200cm
x L 200,2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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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00元起
（180x200cm起） 109,900元起

B1006
B1006
荷蘭歐品
荷蘭歐品
auping Dublin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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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床頭板)（100x200cm起） 59,900元起 活動專案優惠價 單人床（ 90x200cm起） 99,900元起
雙人床(含床頭板)（180x210cm起）109,900元起
雙人床（180x210cm起）189,900元起

臥室是家中最需要隱私與慵懶感的空間，也是最能讓你表達自我風格的空間。
精選多款臥室精品家具特賣，幫助您快速打造放鬆舒適的休憩空間，擁抱美好生活。

B1006
荷蘭歐品
steiner 法國絲丹床墊
35,700元起
活動專案優惠價 雙人床墊(上墊)
雙人套床(上下墊) 45,500元起

A2003雅砌傢飾設計
奧斯丁床架+床頭櫃
特價：68,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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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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01 Natuzzi Italia
PIUMA床組
原價：285,000元 ， 特價：228,000元

A1001 Natuzzi Italia
TRECA床墊 180 x 212cm (6x7尺)
原價：110,000元 ， 特價：78,000元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BD-8842歐洲櫸木貼PVC床架(5X6.2尺)原價：36,800元 ， 特價：18,800元 BD-2244美國黑胡桃木床架(5X6.2尺) 原價：29,800元， 特價：15,800元
BST-8842歐洲櫸木貼PVC床頭櫃
原價： 8,800元 ， 特價： 4,800元 BST-2244美國黑胡桃木床頭櫃
原價：12,800元， 特價： 6,800元

D2015 事達國際
DOVE鋼琴烤漆床組
特價：76,300元 (不含子床/墊/椅)

D2015 事達國際
IVANTA-SOM床組
特價：89,800元 (不含墊/椅)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LS-320 高碳鋼獨立筒彈簧床墊 (5X6.2尺)
原價：26,800元 ， 特價：15,800元

D1020.E1023 LORENZO 羅蘭索
LS-720五段式高碳鋼獨立筒彈簧+綠能水冷膠床墊
原價：45,800元 ， 特價：28,800元

D2015 事達國際
HILKEN-SOM上下床組+側梯櫃
特價：69,800元 (不含墊/椅）

D2015 事達國際
NUTECH-MOM床組+側梯櫃 (含床頭櫃）
特價：73,640元 (不含墊/椅）

D1019 思夢軒寢飾精品館
床頭片限量4折出清

D1019 思夢軒寢飾精品館
義大利原裝進口床墊Dorelan Master (5X6.2尺)
原價：58,000元 ， 特價：35,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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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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臥室區

滿額禮
滿10萬，贈送訂價3,900元6件式點心
盤乙組。

D1019 思夢軒寢飾精品館
義大利原裝進口Dorelan Oxygen ( Myform Air )
有氧透氣枕 (買一送一)

F2024 CELLINI 皇齊國際
BB175全牛皮床台(5X6.2尺)
原價：53,600元 ，特價：32,800元 (限標準色)

C3005 大雅齋
義大利原裝進口床頭櫃*2只 (60X45X45H)
原價：378,000元 ， 特價：120,000元

D1019 思夢軒寢飾精品館
義大利原裝進口Dorelan Haven ( Latex )
釋壓按摩乳膠枕 (買一送一)

D1019 思夢軒寢飾精品館
義大利原裝進口Doreland Balance ( Myform Memory )
人體工學感溫記憶透氣枕 (買一送一)

C3005 大雅齋
西班牙原裝進口貴妃椅(80X107X89)+腳凳 (65X65X38)
原價：596,900元 ， 特價：1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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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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20 詩肯柚木
50035-五層架
原價：9,300元 ， 特價：3,900元

E2020 詩肯柚木
31768-6尺雙人床
原價：45,500元 ， 特價：22,900元

E2020 詩肯柚木
30016-Stading化妝椅
原價：4,200元 ， 特價：1,900元

E2020 詩肯柚木
31001-CANDY床頭櫃
原價：7,900元 ， 特價：2,900元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櫻桃三門衣櫃RC-851-3
原價：151,200元 ， 特價：84,000元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櫻桃二門衣櫃RC-851-2
原價：96,100元 ， 特價：5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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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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黑色牛皮雙人床(不含床墊)(適用150*200cm床墊)+床頭櫃*2只
JE-886BR-C & JE-850-3*2
原價：210,200元 ， 特價：116,000元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棕色牛皮雙人床(不含床墊)(適用180*210cm床墊)+床頭櫃*2只
LV-881/1A & LV-850-1*2
原價：236,700元 ， 特價：131,000元

D2019 米提家居
仿古白蝴蝶雙人床(不含床墊) (適用150*200cm床墊)+床頭櫃*2只
AD-880B-2 & AD850B*2
原價：125,900元 ， 特價：70,000元

幸福臥室區

D2019 米提家居
仿古白絲質雙人床(不含床墊) (適用180*210cm床墊)
AD-880C
原價：151,200元 ， 特價：84,000元

F2026-1 ELEMENTS
Luna Bella 美國進口桌燈 LAM-LADY
特價：18,900元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絲質貴妃椅SN-A186V#168
原價：84,000元 ， 特價：47,000元

D2019 米提家居
手工雕刻向日葵牛皮雙人床(不含床墊)(適用180*210cm床墊) +床頭櫃*2只
MG-880C-1/1A+MG-850C*2
原價：535,500元 ， 特價：295,000元

D2019 米提家居
義大利原裝雙人床含床頭櫃*2只 (不含床墊) (適用162*193cm床墊)
AS-2000+AS-2001*2
原價：159,900元 ， 特價：32,000元

F2026-1 ELEMENTS
Luna Bella 美國進口桌燈 LAM-CAI 98hcm
特價：21,000元

F2026-1 ELEMENTS
Luna Bella 美國進口桌燈 LAM-BAI
特價：16,900元

D2019 米提家居
手工雕刻縷空床尾椅MG-820C
原價：149,800元 ， 特價：83,000元

D2019 米提家居
貴妃椅JE-922
原價：138,900元 ， 特價：7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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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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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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