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光幸福週年慶

105.4.30

A2001 米提典藏家飾

6.19

1.典雅布沙發(1+2+3)AD-690E
原價：547,600元 特價：301,200元

沙發、床類、櫃類、餐桌椅、地毯、傢飾布、家電、藝品...…
全系列嫁妝優惠幸福登場！

2.手工雕刻向日葵牛皮雙人床(不含床墊)(適用180*210cm床墊)MG-880C-1/1A
原價：338,300元 特價：186,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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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典餐桌椅組(一餐桌+無扶手布餐椅6只)LV-710-3&LV-720-2*6
原價：213,500元 特價：117,500元

活動期間親洽各門市即可享有下列優惠，
所有刊登之商品圖片、價格、活動內容以各門市現場為準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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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700元
5.手工雕刻餐桌椅組(一餐桌+扶手餐椅6只)CO-AFB-8D & CO-AFB-9A*6
原價：504,500元 特價：277,500元

A1001 Natuzzi
床組加購床墊，現享二萬結婚紅包禮
買Re-Vive休閒椅可享6期0利率，再享一萬結婚紅包禮

6.櫻桃三門衣櫃RC-851-3
原價：151,200元 特價：83,200元

1.Quadro L型沙發(2849) 原價：266,000元 特價：186,000元
2.Releve L型沙發(2572) 原價：354,000元 特價：235,900元
3.Tribeca 餐桌(E002)
原價：141,000元 特價：88,000元

7.櫻桃二門衣櫃RC-851-2
原價：96,100元 特價：5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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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3-1 克勞遜傢飾
1.DISCOVERY(2+3人沙發) 原價：160,000元 特價：11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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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02 Sleep&Dream 睡眠專家 寢室精品館
凡購買上墊加購週邊商品(含現場單椅家具)，加購部分68折優惠
凡購買床墊雙人尺寸贈乳膠枕2顆，保潔墊一張
1.法國原廠手工床墊ELYSEE(150x188cm)
2.法國原廠手工床墊(180x205cm)
3.法國崔卡手工床墊系列6x7'
4.法國崔卡設計床組Bruxelles(180x2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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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紫羅蘭玫瑰情人椅

原價：35,000元

特價：28,000元

3.花鳥主人椅組

原價：60,000元

特價：45,000元

4.安妮公主椅

原價：45,000元

特價：36,000元

5.紫籐化妝椅

原價：15,800元

特價：1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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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005 大雅齋

原價：160,000元 特價：105,000元
原價：190,000元 特價：126,000元
原價：366,000元 特價：280,000元
原價：610,000元 特價：335,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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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義大利原裝進口沙發茶几組(三+單*2+邊几*2+央几)
原價：1,061,000元 特價：64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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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班牙原裝進口沙發茶几組(三+二+單+邊几*2+央几)
原價：1,671,000元 特價：1,000,000元

B1007 富麗生活
1. 歐洲手繪油畫搭法式裂紋框
原價：32,000元
特價：19,200元
2.幸運風車 原價：3,800元起 8折
3.古典瓷器檯燈 原價：15,000元起 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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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11
PACIFIC GREEN 莉凱家俱
(61cmx9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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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皇帝床
原價：161,700元 特價：97,000元

C1010-1 英國HYPNOS席本諾名床
凡購買上墊加購下墊，頭片或週邊商品加購價6.8折優惠

E1022 Natuzzi Editions 意迪森沙發生活館

1.HYPNOS英國原裝床台6x7'一床 原價：450,000元 特價：299,000元

選購期貨商品再享95折優惠

2.HYPNOS 5'上墊Windsorlll 限3床 原價：90,000元

特價：58,500元

3.HYPNOS獨立筒枕頭5折

特價：2,500元

原價：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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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15-1 華麗博物館
義大利手工燒金動物瓷偶，購買灰獵犬(左)以及灰獵犬(右)一對，
即享五折優惠，並加贈西班牙ARCOS廚房用具乙個

20萬(三選一)

30萬(三選一)

50萬(二選一)

原價：32,800元

特價：18,000元

3.義大利手工燒金水果盤

原價：79,000元

特價：43,000元

4.義大利手工燒金陶瓷珠寶盒

原價：42,000元

特價：23,000元

5.西班牙十九世紀風格鑲金珠寶盒 原價：125,000元 特價：68,000元
原價：8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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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26-1 ELEMENTS

特價：4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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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runo Zampa-義大利進口貴妃椅 原價：322,000元 特價：1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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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stantini Pietro 義大利進口餐櫃 原價：212,000元 特價：100,000元

récolte 日本麗克特
Capsule Cutter Quatre 時尚小型調理機
WMF 五層炒鍋(36 CM)

1
WMF
DIADEM PLUS 低身湯鍋(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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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價：37,050元

5.褐灰布樹葉造型椅(87x89x76cm)
原價：334,000元 特價：128,000元

Joyoung
九陽豆漿機(A10)

récolte 日本麗克特
Healthy CotoCoto微電鍋調理內鍋(1公升)
不鏽鋼蒸盤(35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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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SPRIT扶手椅(130x100x105cm)
原價：323,200元 特價：12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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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écolte 日本麗克特
Solo Blender Sante
迷你果汁機(3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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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887 二加三人沙發 原價：158,500元 特價：119,000元

3.黑檀木TV壁櫃組合組(205x80x208cm)
原價：437,900元 特價：176,000元

2.西班牙水晶綠葡萄花擺飾

6.義大利手工燒金陶瓷檯燈

原價：130,000元 特價：90,000元

2.白皮單椅
原價：92,000元

1.西班牙水晶拼花擺飾，購買水晶拼花鳳梨任一對，即享五折優惠

10萬(三選一)

2.B636 L型沙發

1.黑花布扶手椅
原價：158,500元 特價：61,275元

義大利手工燒金動物瓷偶，購買貝殼造型燈(大)、貝殼造型燈(小)，
即享五折優惠，並加贈西班牙ARCOS廚房用具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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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
鍋具、
日本麗克特、
九陽廚房小家電等好禮。

原價：28,000元 特價：22,000元

E1021 Z-TEN 齊典當代

義大利手工燒金動物瓷偶，購買大象家族(大)、大象家族(中)、大象
家族(小)各一個，即享五折優惠，並加贈西班牙ARCOS廚房用具乙個

幸福滿額禮

1.A835 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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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colte 日本麗克特
Smile Baker 微笑鬆餅機
(美式鬆餅烤盤+薑餅人烤盤+微笑烤盤)

D1018 Z-TEN 齊典復古

3.Legnoart-義大利進口餐車(限貨綠色) 原價：85,000元

1.有背雙人粉絨南瓜凳(100x62x87cm) 原價：128,000元 特價：66,880元
原價：56,400元 特價：29,800元
有背單人紅南瓜凳(60x66x86cm)

4.MeR-義大利進口3+2沙發組
原價：470,000元 特價：200,000元

2.洗白彩繪三抽櫃(64x42x71cm)

原價：159,000元 特價：82,800元

5.Costantini Pietro 義大利進口餐桌組(1桌6椅)
原價：339,000元 特價：150,000元

3.米黃噴點七斗櫃(55x55x134cm)

原價：157,300元 特價：82,800元

4.米白緹花布貴妃椅

原價：228,000元 特價：86,000元

特價：4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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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24 CELLINI 皇齊國際
Joyoung
九陽不鏽鋼天鵝壺
(1.5 L)

3
récolte 日本麗克特
Kaffe Duo Paus 雙人咖啡機

LOTUS
摩登湯鍋(24 CM)+摩登平底鍋(24 CM)

1.SF9376AJ柚木系列L型布沙發
原價：82,400元 特價：39,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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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Quality One 鍋具三件套組
(16 CM)+(20 CM)+(24 CM)

各級贈品數量有限、顏色隨機，若各級距皆兌換完畢將以等值商品替代

卡友回娘家 幸福帶回家
凡擁有日月光HAPPY GO卡之消費者持卡來館即可獲贈「 幸福卡通造型開瓶器」或
「幸福日式布套筷子組」乙個及當日停車五小時免費。(每人每卡限兌換乙次，隨機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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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19 思夢軒寢飾精品館

1.Cal-863(L型)
原價：271,000元 特價：168,000元
1

2.加拿大原裝進口Spring air Remington雙人床墊(152*190cm)
(實際款式依現場為主)
原價：68,000元 特價：41,999元

2.Cal-964(L型)
原價：264,000元 特價：13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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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友來購物 幸福雙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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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al-967沙發床(皮)
原價：302,000元 特價：148,000元

活動期間內申辦日月光HAPPY GO卡並填寫問卷，立即贈送「幸福卡通造型開瓶器」或「幸福日式布套筷子
組」乙個及當日停車全日免費。(隨機贈送)
賓賓有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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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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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004-1.A2005 誠翔影音
原價：49,900元 特價：37,000元

2.日立 RG570FJ 570L 日本原裝冰箱

原價：77,900元 特價：66,000元

D2019 米提典藏家飾

3.LG 55EG910 55吋 OLED 曲面液晶電視

原價：99,900元 特價：86,800元(另加贈43吋電視)

1.全牛皮白色沙發(2+3)KK-1698
原價：163,600元 特價：106,400元

4.SONY DSC-KW11(限量)香水機 玩美自拍機

原價：14,980元 特價：8,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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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G TWIN WASH 滾筒洗衣機WD-S15DWD + WT-D350W 原價：69,800元 特價：58,800元(另加贈7-11商品卡$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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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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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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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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禮遇 您的寶貴意見將成為我們改進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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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一樓服務台填寫消費滿意度問卷，立即贈送「Aurora Café幸福手工餅
乾券」乙張及當日停車全日免費。

鋼烤黑色餐桌椅-餐桌
原價：638,000元 特價：328,000元
鋼烤黑色餐桌椅-餐椅
原價：188,000元 特價：8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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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手工雕刻木面餐桌椅組(1餐桌+無扶手餐椅6只)
原價：568,300元 特價：312,600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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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00元
1

2.義大利全牛皮沙發HS-571 L 型沙發
原價：170,000元
特價：108,800元
買上床墊一床即贈下床一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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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710B-1&MG-720-2*6

消費滿5 萬現折5000 元(特價品除外)
1.電動功能沙發WF-8021008L 型沙發
原價：103,000元
限色特價：59,800元(米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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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工雕刻紫絨布沙發(1+2+3)MG-921C
原價：607,400元 特價：334,100元

F2025 Castilla 凱斯迪雅

幸福享受 Aurora Café免費品嚐

1

5.Cal-967沙發床(布)
原價：202,000元 特價：101,000元

1.LG LAS950M 智慧HI-FI音響Audio Soundbar

F1026
Fashion Lighting
晶點│流行燈飾

2.SF9389-3S全牛皮電動沙發3人座(限標準色)
原價：99,800元 特價：49,900元

B1008 Calia卡利亞/C1010 采舍傢飾

1.義大利原裝進口床墊Dorelan Caprice Soft 雙人床墊標準尺寸(152*190cm)
+Tender H22下墊(152*190cm)
原價：151,000元 特價：86,998元

3.Cal-1004
原價：118,000元 特價：85,000元

日月光VIP 邀請您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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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國白單人床(不含床墊)(適用120*190cm床墊)JE-885
原價：86,600元 特價：47,700元
6.簡約餐桌椅組(一餐桌-+黑餐椅6只)
BF-CT3903&CY-8803*6只
原價：35,900元 特價：23,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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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商品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顏色/價格，以現場展示為主；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日月光幸福假日園遊會4/30~6/5

E2021.2022 麗石燈飾/卡芬達

地點：日月光國際家飾館

歡慶週年 特別安排假日(4/30、5/1、5/7-8、5/14-15、5/21-22、5/28-29、6/4-5)幸福園遊會，
特選日式經典商品幸福特賣，吃.喝.玩.樂......盡在日月光國際家飾館。

1.Carpenter 貴族風華 220(白)沙發D款
原價：445,000元 特價：169,800元
2.Carpenter 超越平凡 220(白)書桌160cm/大班椅
原價：234,000元 特價：89,800元

首次來台 日月光獨賣
造型蛋糕、糖霜餅乾
麵包、甜點 應有盡有

卡斯提拉

（日語：カステラ；葡萄牙語：Castella）
16世紀開始在日本長崎發展起來的蛋糕，所以也有華人譯為
「長崎蛋糕」。
製作好的卡斯提拉通常為一大片方形，主體呈淡黃色，上層
有一層約0.2公分厚的棕色餅皮，底部也有一層薄糖皮，之後
再切成長條形販賣，而食用時則再橫切為數小片。由於卡斯
提拉看起來很類似蜂蜜蛋糕，所以常被誤認，但卡斯提拉的
原料為雞蛋、麵粉及砂糖，並沒有蜂蜜。此次配合日月光幸
福女兒節現場提供的是日本正宗長崎蛋糕，首次來台試售。

我烘焙，故我在。

3.永恆玫瑰212-K3長餐桌/168CM+113S-K3餐椅(6PCS)
原價：469,000元 特價：179,800元
4.珍藏玫瑰115/117-K3餐邊櫃
原價：508,000元 特價：190,800元
5.Carpenter 歐洲設計 230(白)貴妃椅
原價：94,000元
特價：35,800元

【凡是現場預約訂購造型蛋糕及糖霜餅乾者，皆享有85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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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貴玫瑰AS-19-K3穿衣鏡
原價：166,000元 特價：63,800元
7.純潔玫瑰325-K3五斗櫃
原價：152,000元 特價：5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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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25 別有天地
泰迪手作集
（凱莉熊、喬安的熊、Yuliyea Bear）連展

愛麗希雅 手作皂
孩子是父母的心頭肉，
在處處都毒的環境，
我能給的就是親手做的一切，
盡我所能
幸福女兒節呵護推薦~防蚊香磚

凱莉熊幸福優惠價：
1.東京和風小熊、京都和服小熊材料包 99元
2.凱莉熊手作書+材料包 199元
喬安的熊幸福優惠價：
1.24公分泰迪熊半成品 350元（充棉即可完成）
2.泰迪熊小吊飾 170元

1.田園房間組 全系列75折
2.田園餐廳組 全系列75折
3.小電腦桌椅組75折
4.101雙層書櫃 6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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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15 事達國際
新品上市-沙發64折起
滿五萬床墊-6折加價購
全館床墊 原價：72折 特價：64折
1.BRANDY沙發床

歡慶週年 特別安排

5/1
4/30、

日月光幸福女兒節
4/30(六) 14:00PM 太鼓表演

日本
味覺糖
Kororo

放送

幸福大

豐富熱鬧週年慶，與消費者零距離互動，
於週末日月光家飾館將舉辦假日幸福女兒節趣味體驗，
正宗日本長崎文化交流，
不用前去日本當地只要到日月光也可以實地感受與同樂！
主辦單位：日月光國際家飾館

協辦單位：湖興里辦公室

湖光里辦公室

湖蓮里辦公室

玩

日式

)
整點發送
服務台前
樓
一
0
為止
17:0
，送完
15:00、
(13:00、 段限量100包
每時

想茶面霜x1
想茶化妝水x1
想茶洗面皂x1
原價:2,650元 /組
特價:2,200元 /組

沖繩黑芝麻黑糖甜甜圈72g
原價:400元 /包
特價:三包1,000元

金龍里辦公室

經典
幸福

幸福女兒節特展(雛祭•ひなまつり)
甘口白味噌1公斤
原價:800元 /包
特價:兩包1,500元

2.HILKEN床組含側梯(不含床墊) 原價：109,063元

特價：69,800元

3.IVANTA床組(不含床墊)

原價：140,313元

特價：89,800元

4.GUSTO主人椅

原價：52,813元

特價：33,800元

5.NINA厚皮L型電動功能沙發

原價：113,282元

特價：72,500元

6.CHEVRON主人椅

原價：45,000元(張) 特價：28,800元(張)

7.ANGUS厚皮電動功能沙發

原價：101,563元

1

2

特價：65,000元

3

4

5

6

7

D1020.E1020-1.1023 LORENZO羅蘭索
1.100%義大利厚牛皮L型電動功能沙發H3639NS-ER1V+NA1V+COUL
原價：122,800元 特價：77,800元
2.100%義大利全牛皮L型沙發5028LKM-A2+S1S+B2
原價：121,800元 特價：79,800元

1

2

3

4

6

7

3.100%義大利厚牛皮L型電動功能沙發H63401NS-2.5EL1VSA+1.25COUR
原價：96,600元 特價：59,800元
4.100%義大利全牛皮L型功能沙發5373LRM+R2+B2
原價：99,600元 特價：49,800元

6.100%義大利厚牛皮L型電動功能沙發H8199-NS-1S1V+2S+3S2VE
原價：161,800元 特價：112,400元
7.100%義大利原裝進口沙發SUELI-2.5S
原價：161,000元 特價：12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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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28 檀香山藝術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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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價：160,000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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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價：360,000元
黑糖酢1公升
原價:1,200元 /瓶
特價:1,000元 /瓶

甘口紅味噌1公斤
原價:800元 /包
特價:兩包1,500元

特價：13,800元

5.100%義大利原裝進口L型沙發MALIKA-A2+B2
原價：289,500元 特價：133,800元

特賣

VONO濃湯系列
(3袋入/包)
原價:57元 /包
售價:49元 /包
特價:任選買三送一

原價：21,563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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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價：360,000元

1

2

3

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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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價：360,000元
5.琉璃珍品【西藏七彩琉璃貔貅】
原價：108,800元/一對 特價：87,000元/一對

日本女兒節傳統來自中國，但中國已經失傳，其主要目的是帶去厄運，迎接好運。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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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和技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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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光引進日本長崎市島原城下國寶級的女兒節玩偶，展出超過150件，
台灣首次最大規模原汁原味完整呈現。

7.水墨作品-藝術家：李奇茂 大師

每週六/日舉辦長崎和服免費體驗、島原手作湯圓親子同樂、日本經典
物產特惠等精采活動，讓您不用出國，即可享受日本風情，日月光邀請
您闔家光臨，共享假日悠閒時光！

鰹本節中厚柴魚片1Kg
原價:3,500元 /包
特價:3,000元 /包

日月光幸福假日親子樂

紅麴酢500ml
原價:2,200元 /瓶
特價:1,800元 /瓶

沖繩青木瓜香檬飲720ml
原價:3,000元 /瓶

沖繩與那國珊瑚鈣720ml
原價:2,200元 /瓶
特價:1,800元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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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價：2,000,000元 特價：1,600,000元

5

6

7

(所有作品僅此一件，請愛好者及收藏家絕不能錯過)

穿和服找真心 日本老師親自教學，免費穿著體驗30分鐘並上傳與心型石三張合照，至FB和朋友分享即可獲得純手工日式糖霜餅乾乙份唷!!!
體驗日期
體驗時間

4/30

5/1

5/7

5/8

5/14

5/15

5/21

B2007 金格名床

5/22

13:00PM ~ 17:00PM

買就送 : 購買床墊就送五星級類羽絨枕單人乙個/雙人乙對
滿額贈 : 滿3萬送超細纖維蓋毯一件，滿8萬送OSIM 3D巧摩枕一個

手作湯圓體驗 日本老師親自教學，自己動手做湯圓，現場還可以直接煮來吃唷!!!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4/30

5/1

5/28

5/29

6/4

13:00PM、15:00PM、17:00PM

找真心好幸福 上傳與心型石及手拿牌三張合照，至FB和朋友分享即可獲得純手工日式糖霜餅乾乙份唷!!!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5/28

5/29

6/4

1.Black Diamond 黑鑽5*6.2上床 原價：66,700元 特價：55,300元 再享滿萬送千優惠(4/1~5/8)

6/5
原體黑糖500g
原價:600元 /罐
特價:買六送一

黑麴酢720ml (黑糖、金牌)
售價2,200元 /瓶
特價:1,800元 /瓶

1

2

2.World Luxury世界版5*6.2上床 原價：70,400元 特價：56,300元 再享滿萬送千優惠(4/1~5/8)
青木瓜GABA酢720ml
原價:2,200元 /瓶
特價:1,800元 /瓶

一口小羊羹
原價:75元 /個
特價:買五送一

3.Outlast 太空恆溫記形枕(QM)

原價：6,500元/只，特價買一送一(限量30組)
3

6/5

13:00PM ~ 17:00PM

B2008 優勢達睡眠精品館

純手工日式糖霜餅乾數量有限，敬請把握!

1.SONNO梳妝桌 原價：61,000元 特價：24,000元

來日月光好幸福！找真心，添嫁妝，送你到九州！

2.La Vela梳妝桌 原價：86,700元 特價：35,000元

於活動展覽期間，回答女兒節特刊上的問題，將女兒節特刊截角投入一樓服務台抽獎箱，即有機會獲得台灣到長崎旅遊現金NT$5,000元，共二名。
105年6月5日下午15:00PM於日月光國際家飾館一樓中庭現場抽獎。

Facebook幸福照過來

幸福打卡禮：
消費者只要於日月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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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卡通造型開瓶器」、「幸福卡通造
型杯墊」或「幸福日式布套筷子組」乙個。(隨機贈送)

2

3

4.Danze沙發全系列 優惠價：8折
自然農法 宇治煎茶
原價:690元 /包
特價:兩包1,300元

靜岡富士一番煎茶
原價:490元 /包
特價:兩包900元

靜岡手工玉露茶糖
原價:200元 /包
特價:買五送一

自然農法 抹茶
原價:460元 /罐
特價:買五送一

加價購：凡購任一沙發系列即享加購NOW7茶几 原價：39,600元 特價：20,000元
4

A2003 雅砌傢飾設計

幸福分享禮：
消費者只要至日月光家飾館粉絲團按『讚』，並公開分享日月光國際家飾館相關「日月光幸福週年慶」活動任何貼文至個人
的動態時報或朋友的動態時報或社團，並寫上「日月光幸福週年慶，請跟我一同按讚與分享吧！」，至一樓服務台出示畫
面，即可獲得「卡通造型杯墊」乙個。

1.奧斯汀床頭櫃

母親節特別企劃：
活動期間適逢五月第二週母親節，日月光慰勞母親無私奉獻的辛苦照顧，屬凡女性消費者於母親節當週(5/2~5/8)至館內單筆
消費購物滿66,666元，即可至一樓服務台兌換WMF平底煎鍋 24CM鍋具乙只。(每人/每筆訂單限兌換乙次，限量500個)
幸福留言送LC鍋：
每週於「日月光幸福女兒節趣味體驗」結束後開放Facebook粉絲團相簿留言「日月光幸福週年慶大成功！」。
一週後從粉絲留言中抽出一位「日月光幸福女兒節幸運兒」(活動六週共六位)，贈送LE CREUSET鑄鐵單柄圓形煎盤16cm，
市價：4,800元。

1

3.Fuzion沙發全系列 優惠價：8折

達樂美果凍250g
(白桃-蜜柑-綜合-綜合水果優格）
原價:85元 /個
售價:55元 /個
特價:任選四個200元

阿爾卑斯紅葡萄果汁1L
原價:350元 /瓶
售價:250元 /瓶
特價:任選二瓶398元
(不限同商品)

津輕完熟蘋果汁1L
原價:350元 /瓶
售價:250元 /瓶

希望果實彩園蔬果汁1L
原價:350元 /瓶
售價:250元 /瓶
特價:任選二瓶398元 特價:任選二瓶398元
(不限同商品)

(不限同商品)

長條巧克力夾心餅
長條巧克力香脆餅
長條巧克力餅乾
長條白巧克力夾心餅
長條抹茶巧克力餅
長條黑可可曲奇餅
長條檸檬奶油夾心餅乾
原價:42元 /包
售價:35元 /包
特價:任選三包100元

特價：11,000元/個

2.圓舞曲5x6.2床架 特價：36,800元
1+2合購特價：58,800元 (5x6.2床架+2個床頭櫃)
3.米諾堤單椅

特價：33,000元

4.瑪莎圓茶几

特價：29,800元

5.瑪莎沙發
特價：98,000元
4+5合購特價：127,800元

1

2

4
3

4

5

所有商品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顏色/價格，以現場展示為主；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