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出清品為特殊優惠，恕無法配合全館八折起活動。
*出清品、特殊品可使用紅利點數折抵，恕無法累積點數。
*會員價商品恕無法併入紅利點數累積

*此 DM 活動均為會員獨享。DM 價即為最終售價，無法再八折。
*生活工場保有隨時調整活動辦法及優惠內容之權利，如有未盡事項以現場公告為準。

基隆皇冠    (02)24264956   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 177 號 6 樓 

台大店      (02)23644581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 308 號 

昆明店      (02)23889122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98 之 1 號

永康信義    (02)23954793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 198 巷 8 號 

全聯天母    (02)28771556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 3號 B1  

淡水英專    (02)86311588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91 號

中壢店      (03)4220525    桃園市中壢區大同路 103 號   

新竹東門    (03)5249396    新竹市東區東門街 52 號

苗栗店      (03)7362905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 831 號 

虎尾店      (05)6335823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 488 之 2 號 

全聯朴子    (05)3661998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路 291 號

新田店      (07)2721591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 142 號 

羅東店      (03)9563659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路 158 號 

花蓮店      (03)8334909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 472 號 1 樓

台東店      (08)9351459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一段 450 號

澎湖陽明    (06)9269495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路 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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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6362
桐木空間三抽屜收納架

L37xW30xH59.5cm
原價 $2200 鑽石價 $1390
( 另有二抽 / 四抽 )

0799447
愛速度的貓附輪三抽邊櫃
L40xW34xH66cm

原價 $3200 鑽石價 $1590

0799461
愛速度的貓三抽邊櫃
L40xW30xH80cm

原價 $4000 鑽石價 $1990

掃秒機芯，
聲音小、不干擾

● 4 檔定時設定，搭配 15 種燈光選擇

●內蓋設計

●無水自動斷電，安靜運轉不發熱

0797399
舒能親膚頸枕 - 棕色
( 另有綠色 )

原價 $450 鑽石價 $199

0802819
Simple 玫瑰粉 10 吋掛鐘
( 另有寧靜灰 )

原價 $900 鑽石價 $499

0806206 / 0806213 / 0806220
Gorgeous 橢圓 / 長型擺飾盤 / 飾品架
原價 $850 / $850 / $900 

鑽石價 $499 / $499 / $549

0786874 / 0786867　
好時光 / 好食光超回彈廚房踏墊 45*120cm / 46*76cm

原價 $599 / $399 鑽石價 $359 / $199

0806565 / 0795241　
雪尼爾超吸水浴墊 - 綠色 45*60( 另有藍色 / 灰色 )
超纖柔吸水浴墊 - 質樸褐 45*60

原價 $299 鑽石價 $199

0794510
自然簡約生活可收合餐桌層架組 
L32xW60xH132cm ( 收合尺寸 )

L98xW60xH132cm ( 展開尺寸 )

原價 $5490 鑽石價 $4290

0809412
自然簡約生活六層十二格收納架 
L119.4xW30xH222.5cm

原價 $12900 鑽石價 $9900

0813174
居品收納 L 型沙發
L222xW146xH83cm

原價$20000 鑽石價 $13900

0809153
Los coloresII 沙發床
L178xW98xH74cm 

原價 $6990 鑽石價 $4790

0794534
自然簡約生活梳妝桌
原價 $3990

L90xW40xH76cm 鑽石價 $3190

0809207
自然簡約生活玄關鞋架椅凳
 L70xW30xH70cm

原價 $2690 鑽石價 $1990

0803069
自然簡約生活四向式吊衣置物架
L55.5xW55.5xH175cm

原價 $3490 鑽石價 $2690

0794480
自然簡約生活角落三層架
L58.6xW20xH75cm ( 收合尺寸 )
L176xW20xH75cm ( 展開尺寸 )

原價 $4490 鑽石價 $3490

0796453 / 0796446 / 0796460
漫點飛舞個性綠 / 氣質粉 / 神秘紫擴香花 100ml 

原價 $750 鑽石價 $459

0797450
機能透氣頸枕 - 藍色
( 另有灰色 )

原價 $480 鑽石價 $289

0778640
木質蘭馨音波香氛水氧機

原價 $2850  鑽石價 $1790

0804080 / 0804103 / 0804134 / 0804158
木質宣言洋槐吐司造型隔熱墊 / 餐盤 21cm / 
缽 19cm / 單柄圓托盤
原價 $250 / $400 / $500 / $500 

鑽石價 $108 / $200 / $275 / $275

0804233 / 0804240 / 0804257
和風花絮玫瑰粉 / 多肉綠 / 蝴蝶藍擴香棒 150ml
原價 $780 

0799638
玫瑰粉長方緩降垃圾桶 5L
原價 $650

0799645
湖水綠正方緩降垃圾桶 12L
原價 $950

0810470
studio life 皮質面紙收納盒
原價 $500

0797894
都會條紋印花浴簾
( 另有塗鴉生活 / 
 馬賽克 / 童言童語 )
原價 $399

0802338 / 0802345 / 0802352
Sparkling 長型珠寶盒 / 星型 / 長型擺飾盤

原價 $950 / $750 / $850 鑽石價 $599 / $449 / $499

0794459
自然簡約生活茶几二椅組
L120xW50xH45cm ( 茶几 )
L40xW40xH33cm ( 椅 )

原價 $5490 鑽石價 $4290  

0809245
自然簡約生活雙收納邊桌
L29.5xW73xH64.5cm

原價 $3690 鑽石價 $2890 

0660433
EVA 立鏡
L43.5xW42xH158cm

原價 $2290 鑽石價 $1790 

0809368
自然簡約生活屏風式四層架 
L180xW30xH180cm

原價 $9990 鑽石價 $7990

( 另有二抽和四抽邊櫃 )

( 三段調背功能 )

( 另有附輪二抽邊櫃 )

0806107
品味居家可收合蝴蝶椅 ( 淺灰色 )
L74xW73xH95cm

原價 $3900 鑽石價 $2490

0807203 / 0809849
濃濃三角龍 / 嘟嘟河馬造型收納椅凳

L107xW43xH41cm / L94xW43xH40cm
原價 $2990 鑽石價 $2490

( 另有深灰色 )

0809467
自然簡約生活五格收納架
L37.6xW30xH180.8cm

原價 $4990 鑽石價 $3890

0812603
GJ KONNO 名片盒
原價 $1900

0812610
GJ 大象鑰匙圈
原價 $1900

0777858 / 0777865
Heart 滿天紅心 / 粉心
雙耳鬧鐘

原價 $800 鑽石價 $449

0807159 / 0807166
皮皮鱷魚 / 旺旺小象造型椅凳

L72xW35xH36cm / L70xW33xH36cm
原價 $1990 鑽石價 $1590

0796620
Bright 吊衣架
L36.5xW36.5xH176cm

原價 $2290 鑽石價 $990

( 收納功能 ) ( 床鋪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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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1071

有樂紛 EULEVEN 多功能蒸氣
清洗機 SYJ-3033C

原價 $4980  會員價 $3980

0811088

有樂紛多功能蒸氣清洗機
專用細纖維拖把墊 (1 入 )

原價 $250  會員價 $199

0810319

KINYO 高質感 LED 金屬檯燈
PLED-439

原價 $1680  會員價 $1380

0804561

Haier 16 吋 DC 變頻人感 12 段遙控立扇
F5032IBK

原價 $2880  會員價 $2480

0797160

THOMSON 智慧型機器人掃地吸塵器
TM-SAV23DS

原價 $12900  會員價 $8990

0804738
Haier 小海貝家用全自動洗碗機
原價 $19800

會員價 $15800

0802758

Haier 手持無線吸塵器
( 附專業寵物清理配件組 )

原價 $4980  會員價 $4680

0794282

英國 Gtech 小綠 Multi Plus
無線除蟎蟎吸塵器

原價 $10800  會員價 $8490

0798648 / 0798655

北極熊馬克杯
420ml
原價 $250
( 擇一 )

0790604

日本 TESCOM 強力
速乾負離子吹風機

原價 $1490  會員價 $990

送

0807883

松木 8 吋智能觸控強力環流循環扇

原價 $2790  會員價 $2290

0814003

Mistral 美寧台灣精品智慧烘衣除濕機

原價 $26500  會員價 $13500

0814010

Mistral 美寧專業級空氣淨化機

原價 $11370  會員價 $6480

0813181

TESCOM 防靜電大風量
吹風機 TID2200

原價 $1990  會員價 $1490

0813914

Concern 康生摩力寶貝全功能
溫熱揉捏按摩器 CM-188

原價 $2280  會員價 $1980

0813907

Concern 康生極致舒壓無線
刮痧按摩棒 CON-7168

原價 $5980  會員價 $2380

0800341

日本 TESCOM 俏麗三件式
整髮梳 ACC10TW-W

原價 $1490  會員價 $990

0813815

輝葉極度深捏 3D 美腿機

原價 $16800  會員價 $10800

0813822

輝葉小智跑步機

原價 $19800  會員價 $13800

Midea MINI 食代
微電腦壓力鍋
原價 $2790

送

0808712
迪士尼系列冷水瓶

500ML
原價 $1190

送

夾子送完為止

$99加購價

* 掃地、吸塵、溼拖、乾擦，四機一體
*含 UV 防螨抑菌清潔功能
*智能防掉落感應裝置，可定時預約清掃
*智慧灰塵感應，自動重點清掃

商品
特色

送

送

買麗克特任一

系列商品

Diseny 迪士尼

系列

HEPA 活性碳濾網
竹碳活性濾網

各一片

0812627
drinkmate 多功能氣泡水機 (白 )

原價 $4680 會員價 $2980

0804745
drinkmate 多功能
氣泡水機 (神秘紫 )

原價 $4680 會員價 $2980

0804769
drinkmate 氣泡水機專用
CO2 氣瓶 0.6L

會員價 $1100

城市馬克杯系列
任選兩款
原價 190

送

0793520

recolte Quilt 格子三明治機 
Disney Mickey Mouse 系列

原價 $2190  會員價 $1580

0788519

recolte Solen 復古果汁機 - 樂活綠
( 另有紅 )

會員價 $1480

0811057

松木 16L 日式烘焙電烤箱
MG-DV1601M

原價 $3980  會員價 $3680

0798839

THOMSON 自動研磨咖啡機
TM-SAL01DA

原價 $3590 會員價 $2980

0811064

松木 DC 直流多功能手持攪拌器
MU-HB1502

原價 $1490  會員價 $1280

特殊品

都會居家
偶爾為生活偷一點閒，讓智慧科技為自己節省時間
將美好光陰，留給更重要的人

0792578

recolte Smlie baker 微笑鬆餅機
Disney Tsum Tsum 系列

原價 $2990  會員價 $2380
( 售完為止 )

0793780

recolte 日本麗克特
Tong 料理夾
原價 $499

( 數量有限 送完為止 )

( 附曬衣桿 )

0809825

WONDER 微電腦多功能優格機
WH-Y01

原價 $1290  會員價 $799
( 售完為止 )

( 售完為止 )

0813099 / 0813082 / 0813075

FUNY 純真年代藍芽音響
純真白 / 溫暖粉 / 深蘊藍

原價 $899  會員價 $799

( 環球中和 / 崇德 / 夢時代限定展示 )( 全台 20 家門市限定展示 )

0812016 / 0811996 / 0812009 / 0812023 / 0812030

soodo 柔羽音波牙刷 
( 晶石黑 / 極光白 / 櫻花粉 / 冰川藍 / 奶油黃 )

原價 $4980  會員價 $2380

變頻
壓縮機

4 種潔
牙模式

液晶
觸控

五重
濾淨

低音
極靜音

IPX7 全
機防水

自動
擺頭

負離子
廣角
擺風

磁吸式
充電

低噪
清淨

APP
管理

不鏽鋼
刀頭

DC 超
強馬達

肩頸
溫熱

小巧
便攜

懷舊
可愛

音質
震撼

一鍵倒
灰設計

可折合
收納

調理
ALL IN 1

LS 形臀
部按摩

10in1
寵物配件

音樂
播放

微電腦
溫控

烘焙
果乾

感溫
探針

居家
時尚

* 使用 20 分鐘吸力不衰減 
* 每分鐘 3000 轉 
* 有效去除塵蟎等過敏源

商品
特色

( 售完為止 )

( 全台 15 家門市限定展示 )

0795197
Haier 鑽紋雙層快煮壺 1.7L

原價 $1980 會員價 $1180

特殊品

0808323 / 0808316
Otona Mickey 造型手持
刨冰機 -紅 / 黑

原價 $1580 會員價 $1480
( 售完為止 )

0809061 / 0809054 / 0809078

Q 版 24h 手持風扇 ( 珊瑚粉 / 冰川白 / 深海藍 )

原價 $799  會員價 $699

0813808

輝葉實力派臀感 2 代小沙發

原價 $29800  會員價 $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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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後搖動、360 度旋轉及躺椅功能 )

0799485 
DEEP 單人座功能沙發椅 
L100xW94xH100cm

原價 $12000  會員價 $9490

0799492
DEEP 二人座功能沙發椅 
L162xW94xH100cm

原價 $18000  會員價 $13990

0803052
自然簡約生活置物茶几
L120xW68.5xH52.8cm

原價 $4490 會員價 $3817 

0809351
自然簡約生活萬向式書桌置物架 
L120xW45xH73.5cm ( 收合尺寸 )
L188xW45xH73.5cm ( 展開尺寸 )

原價 $7690 會員價 $6537 

0809382
自然簡約生活休閒長椅
L120xW49.8xH71cm

原價 $4690 會員價 $3987

0809238
自然簡約生活立鏡
L48.6xW4.5xH158cm

原價 $2990 會員價 $2542

0803076
自然簡約生活附二抽屜吊衣架
L65xW40xH165.5cm

原價 $3990 會員價 $3392

0809214
自然簡約生活傾斜式四層鞋架
L73.5xW25.5xH89.5cm 

原價 $2690 會員價 $2287

0809665
自然簡約生活層架門片組

L33.5xW33.5xH1.8cm

原價 $799 會員價 $679

0809375
自然簡約生活可延伸萬向四層架組 
L75.2xW31.8xH152.6cm ( 收合尺寸 )
L145xW31.8xH152.6cm ( 展開尺寸 )

原價 $9990 會員價 $8492

0794473
自然簡約生活角落邊桌
L40xW54xH57.5cm

原價 $1990 會員價 $1692 

0809269
自然簡約生活附置杯層架書桌
L90xW45xH95.8cm

原價 $3890 會員價 $3307 

0794503
自然簡約生活餐桌層架椅凳組 
L97xW80xH101.5cm ( 桌 )
L45xW32xH45cm ( 椅 )

原價 $5490 會員價 $4667

0809191
自然簡約生活穿鞋凳 
L53.5xW30xH42cm

原價 $1990  會員價 $1692

0809252
自然簡約生活 A 字造型書報架
L82xW30xH109.5cm

原價 $3690 會員價 $3137

( 另有 L 尺寸 )

0794671

雅適Ⅲ二人座沙發 ( 獨立筒 )
L132xW79xH86cm

原價 $10000  會員價 $8990

0794565  
日式和風綠地 二人座沙發
L116xW75.5xH77cm

原價 $7800  會員價 $5070
( 另有迷你 / 單人座 / 三人座沙發 ) ( 另有雙人座腳凳 )

0794596

日式和風綠地 單人座腳凳
L56xW50xH42cm

原價 $4000  會員價 $2600

0776646
Angelina 附鏡精品飾物盒
L20.2xW26.8xH8.5cm
原價 $1000

會員價 $750

0794695

雅適Ⅲ單人座腳蹬 ( 獨立筒 )
L51xW51xH42cm

原價 $3000  會員價 $2590

0799942
品竹生活層架邊桌雜誌架
L49XW32xH70cm

原價 $2200 會員價 $1650

0799966
品竹生活簡易三層餐車附抽屜
L37XW37xH76cm

原價 $1800 會員價 $1350
0790093
Angelina 立鏡

L31.8xW49xH158.8cm
原價 $1690 會員價 $1490

1+2 人座 =14900 元
1+3 人座 =15900 元
2+3 人座 =17900 元

1+2+3 人座

  24900元

1+2 人座 =21900 元
1+3 人座 =24900 元
2+3 人座 =27900 元

1+2+3 人座

  36900元

1+2 人座 =15900 元
1+3 人座 =17900 元
2+3 人座 =19900 元

1+2+3 人座

  26900元

茶几 X1+ 邊桌 X1
4990 元
餐桌 X1+ 長凳 X2
7990 元

0802727

水杉木收納籃 (M)

原價 $980 會員價 $735

0802697
水杉木收納籃 34*27*11
原價 $400 會員價 $300

品味生活
沙發、躺椅，是休憩片刻的小天堂
收納、層櫃，為生活打理得井然有序
桌椅、茶几，將最愛的人聚攏在一起

( 另有單人座 / 三人座沙發 )

0812825

自然簡約生活三人座沙發
L174xW82xH86cm

原價 $16000  會員價 $12490

0812801

自然簡約生活單人座沙發
L69xW82xH86cm

原價 $10000  會員價 $7990

0803410
自然橡木家居長凳

L101xW32xH45cm
原價 $3000 會員價 $2190

0803397
自然橡木家居餐桌

L117xW80xH73cm
原價 $5800 會員價 $4490

0803045
自然簡約生活萬向雙桌面茶几
L120xW50xH38cm ( 收合尺寸 )
L199.5xW50xH38cm ( 展開尺寸 )

原價 $3290 會員價 $2797

0803373
自然橡木家居茶几
L120xW60xH48cm

原價 $4800 會員價 $3590

0803427
自然橡木家居玄關桌
L120xW35xH75cm

原價 $3200 會員價 $2490

0796606
Dots 吊衣架
L36.5xW36.5xH176cm
原價 $1990

會員價 $1690

0796613
Surround 吊衣架
L36.5xW36.5xH175cm
原價 $1990

會員價 $1690

0809481
自然簡約生活九格收納架 
L109.2xW30xH109.2cm

原價 $5990 會員價 $5092 ( 另有二人座沙發 )

( 躺椅功能 )

( 內容物需另外購買 )

1+2 人座 =8390 元
1+3 人座 =9590 元
2+3 人座 =10890 元

1+2+3 人座

  13900元

合購價

合購價

合購價

合購價

( 另有三人座沙發 )

合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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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7625
3D 數字搖擺掛鐘

原價$980 會員價 $749

0798754
時光寶物附鏡首飾盒

原價$650 會員價 $449

0798761
時光寶物單層飾品收納盒

原價$650 會員價 $499

0798778
時光寶物雙抽飾品收納盒

原價$750 會員價 $579
0806398 / 0806404 / 0806411
Live your truth 掛畫 / Make your dream 掛畫 /Best is yet to come 掛畫

原價 $500 / $450 / $550 會員價 $375 / $338 / $413

掃秒機芯，
聲音小、不干擾

0671996
自然雅致 4x6 相框
原價 $150

0672016
采風 4x6 相框
原價 $100

0746502
Natural Life4x6 相框
原價 $200

0784573 / 0784580
Life Style 工作圍裙 - 卡其 / 灰

原價 $660 會員價 $499

0800112
Mini Garden 多功能工具四件組

原價 $199 會員價 $149
0762472
品味原木檯燈

原價 $2900 會員價 $1990

0747585
攝影先生立燈

原價 $4690 會員價 $3990

0780612
攝影小姐檯燈

原價 $1680 會員價 $1390

0780643
霧灰窗花立燈

原價 $2880 會員價 $2390

0780667
古典冷艷黑立燈

原價 $2980 會員價 $2390

0788359
Cold Beer 開瓶掛飾

原價 $350 會員價 $263

0788373
Beer 曲線瓶開瓶掛飾

原價 $350 會員價 $263

0799850
Open Beer 開瓶收納掛飾

原價 $400 會員價 $300

0778107
We are close 鐵板掛飾 40*20

原價 $400 會員價 $300

0799829
指引木質掛飾

原價 $400 會員價 $300

0799805
Premium Coffee 木質掛飾

原價 $450 會員價 $338

0799539
簡約木質 10 吋掛鐘

原價$900 會員價 $675

0799546
森林奇趣鬧鐘 - 卡其

原價$750 會員價 $559

0799553
森林奇趣鬧鐘 - 咖啡

原價$750 會員價 $559

0767651
回憶臻藏 4x6 相框
原價 $150

0793735　
CO2 實驗室小水耕植物
原價 $250

0793742
CO2 實驗室大水耕植物
原價 $450

0759267　
吸引力迷你水耕植物
原價 $150 

0764841 / 0805032 
手作生活迷你多肉植物 / 自由自栽多肉植物
原價 $150

0769457　
自然學雙人座椅擺飾

原價 $340 會員價 $221

0769471　
自然學壁掛花架

原價 $380 會員價 $247

0769488
自然學立臺花架

原價 $500 會員價 $325

0769501　
自然學壁掛樓梯花架

原價 $500 會員價 $325

0803571　
陶境日和花盆 - 小

原價$120 會員價 $79

0803588
陶境日和花盆 - 中

原價$160 會員價 $99

0803595
陶境日和長型花盆

原價$300 會員價 $159

0803601　
陶境日和橢圓花盆

原價$300 會員價 $159

0808385
職人半身工作圍裙 - 軍綠

原價 $700 會員價 $549

全系列

75折

全系列

75折

全系列

75折
0779838
杉水間單抽 L 型收納架

原價 $600 會員價 $450

0779845
杉水間 3 抽收納盒

原價 $650 會員價 $488

0779883
杉水間 2 抽 L 型收納架

原價$880 會員價 $660

浪漫玫瑰粉傳遞迷人氣息，

細緻的皮質紋理增添優雅風采。

0779821　
杉水間雙抽收納盒

原價 $480 會員價 $360

0779852　
杉水間雙抽收納架

原價 $650 會員價 $488

0779876
杉水間單抽螢幕收納架

原價$680 會員價 $510

A.0799782 / B.0799690 / C.0799706 / D.0799744 / E.0799768
竹意九格二抽收納架 / 壁掛型萬用收納盒 ( 小 ) / 壁掛萬用收納盒 ( 大 ) / 直式三抽收納盒 / 四抽收納盒

原價 $900 / $400 / $500 / $700 / $750 會員價 $675 / $300 / $375 / $525 / $563

A

B

E

C

D

0795685　
Plan 強化玻璃書寫板 ( 小 )

原價 $660 會員價 $495

0795692　
Plan 強化玻璃書寫板 ( 大 )

原價 $880 會員價 $660

0798013　　
個性生活四格收納掛袋 ( 灰 )

原價 $300 會員價 $225

0798037　
個性生活兩格收納掛袋 ( 藍 )

原價 $380 會員價 $285

療癒舒壓
沉浸浪漫迷人的芬芳、
悠遊愜意田園、擁抱可愛萌物
你的減壓抒發大法，是哪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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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Ｂ

D

任六瓶

收納盒
加
贈
精油

任選兩件

199$

全系列

75折

●開學外宿、露營族首選組合

●睡眠所需，一次備齊，全套可拆洗

●高彈性填充物，舒適柔軟手感

宅配商品

● USB 插座 - 行動電源也可驅動

●為旅行而生 - 輕巧迷你便於攜帶

●安全安心 - 無水自動斷電，安靜運轉不發熱

0778329　
柔粉嫵媚地墊 50*80

原價 $650 會員價 $399

0778336
藍彩嫵媚地墊 50*80

原價 $650 會員價 $399

0800174
北歐灰映低反彈骨頭枕

原價 $500 會員價 $375

0800181
北歐藍調低反彈腰墊

原價 $850 會員價 $638

0800204
北歐藍調低反彈坐墊

原價 $850 會員價 $638

0800242
北歐藍調低反彈方坐墊

原價 $600 會員價 $450

0800273
北歐灰映低反彈三角靠墊

原價 $1080 會員價 $810

 0803311 / 0803304
漫漫小草綠 / 漫漫小草藍緹花枕巾
原價 $480

0805988
甜房子舒柔地墊 50*80

原價 $320 會員價 $199

0805995
嘿 ! 星仔舒柔地墊 50*120

原價 $420 會員價 $299

0802024
晴空藍仙人掌紙蓆拖鞋 M

原價$200 會員價 $159

0802062
燦夏呢喃仿草蓆拖鞋 M

原價$200 會員價 $159

0802086
悠然波光仿草蓆拖鞋 M

原價$200 會員價 $159

0802123
輕甜夏日棉麻拖鞋 M

原價$250 會員價 $159

0806909
暖雲朵造型靠墊 100x50

原價 $1200 會員價 $900

0806985
沁夏甜皇冠造型靠墊 80X150

原價 $1980 會員價 $1485

0806947 / 0806879
暖雲朵 / 紳士犬地墊 50x80

原價 $680 會員價 $510

0714068 / 0714075 /0714082 / 0714112
白茶 / 茉莉 / 橙花 / 向日葵 Aroma 香氛棒組 120ml 

原價 $499 會員價 $369

0799256 / 0799263
FIORI 純真悸動 / 浪漫回憶擴香花竹 130ml 

原價 $799 會員價 $399

0807340 / 0807357 / 0807371
Harmony 香氛包 (2 入 )- 玫瑰 / 海洋 / 檀香 ( 另有薰衣草 )

原價 $160 會員價 $120

0807317
Harmony 香氛包 - 檀香 (2 入 )

原價 $160 會員價 $120

0812245 / 0812252
遊騎兵香氛霧化機 - 純淨白 / 粉嫩綠

原價 $1580 會員價 $980
( 內贈一瓶 5ml 精油，原價 $500)

0794015
1 吋加高鋁殼蠟燭 25 入 
原價 $129

0802840 /  0802864 / 0802857 
Marble 懷特白 / 布朗褐 / 格雷灰擴香石 100ml( 另有布雷克黑 ) 

原價 $750 會員價 $579

( 售完為止 )

薰衣草 . 茶樹 . 檸檬馬鞭草 .
玫瑰木 . 茴香 . 羅勒迷迭香 .
佛手柑 . 薄荷 . 絲柏 . 香橙

原價$280 會員價 $219

浪漫複方 . 洋甘菊乳香複方 . 放鬆複方 .
松木迷迭香複方 . 薰衣草馬喬蘭複方 .
葡萄柚芫荽複方 . 松針留蘭香複方

原價 $380 會員價 $299

玫瑰森林複方 . 琥珀檀香複方 . 
玫瑰洋甘菊複方 . 檜木 . 天竺葵

原價 $480 會員價 $379

Odor 純精油 10ml 系列

0747998 / 0747981 / 0747974 / 0747967
Homey odor 客聽 / 書房 / 臥室 / 浴室擴香組 200ml

原價 $400 會員價 $299

A.0800396 /  B.0786966 / C.0786959 / D.0786973
恬謐時光 LED 擴香凍 - 星空 / 森林 / 花園 / 海洋
( 另有戀空 )

原價 $480 會員價 $369

0807845
Fragrance 精油收納盒
原價 $380

A C D

B

0800068 / 0800051 / 0800075 / 0800044
Precious 沐夏 / 清新 / 薰然 / 瑰麗擴香棒 150ml

原價 $950  會員價 $699

A.0801119 / B.0801140 / C.0801171 / D.0801201

夢境幻影 4 吋 / 6 吋微紫蠟燭 / 杯蠟 / 
9 入 T-light( 另有雪綠 / 甜粉 )
原價 $220 / $280 / $200 / $150

會員價 $165 / $210 / $150 / $113

療癒舒壓
沉浸浪漫迷人的芬芳、
悠遊愜意田園、擁抱可愛萌物
你的減壓抒發大法，是哪一種？

0810272
GO 購超值六件組寢具

原價 $3990 會員價 $2990

1. 冬被 150*210CM*1.6kg
2. 日式床墊 90*180CM*1.3kg
3. 枕頭 40*60CM*0.6kg
4. 被套 5. 枕套 6. 床墊套

* 專業防潑水處理布料。

* 潑到水或飲料短期內不易滲透，

保持沙發清潔。

* MIT 台灣製造

* 吸濕排汗、舒柔透氣

0800143

紛彩幾何防潑水沙發墊 - 雙人

原價 $1080  會員價 $799

( 另有萬用墊 / 單人 / 三人 )

A.0806800 / B.0806756 / C.0806763 / D.0806770　
優雅貓長門簾 85x150 / 窗紗 100x180 / 抱枕套 60x60 / 圓柱抱枕 60cm

原價 $880 / $850 / $500 / $680 會員價 $660 / $638 / $375 / $510

A

B

C

D

( 另有星辰灰 / 星辰紫 )

( 另有復古條紋 )

( 另有檸檬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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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1737 / 0801720 / 0801713 / 0801744
La Déesse 藍風鈴潤澤身體乳 300ml / 洗髮乳 500ml /
沐浴乳 500ml / 護手霜 50ml( 另有紅玫瑰保濕系列 )
原價 $250 / $250 / $250 / $150

會員價 $179 / $179  /  $179 / $109

0787611
supercute 黃蜜蜂車票夾

原價 $450 會員價 $299

0787598
supercute 紅瓢蟲車票夾

原價 $450 會員價 $299

75折

全系列

75折

全系列

75折

全系列

75折

全系列

75折
0795586
Sea World 8 吋藍鯨

原價 $250 會員價 $179

全系列

75折

0661423
Metal 黑鎳門後螺旋六鉤

原價 $520 會員價 $390

0674447
Metal 黑鎳門後螺旋三鉤

原價 $250 會員價 $188

0666039
Metal 雙層角落層架

原價$400 會員價 $300

0666046
Metal 三層角落層架

原價$650 會員價 $488

0682671
原木色楓木衣架 5 入組

原價$250 會員價 $188

0793995
原木色楓木裙褲架 5 入組

原價$300 會員價 $225

0734479
原木色荷木裙 / 褲架 3 入組

原價 $180 會員價 $135

0775168
樺木衣物除塵刷
原價 $250( 贈品 )

0768108
Marble 石紋漱口杯
原價 $300 

會員價 $225

0791120
Marble 置物座
原價 $470

會員價 $353

0795449　
Marble 翻轉 1*2 座鏡

原價$800 會員價 $600

0790857
EVA 簡約排水浴室拖鞋 - 粉綠
( 另有純白 )( 尺寸 M / L)
原價 $199

0768139
風采質粹美型座鏡

原價$600 會員價 $449

0768153
風采質粹置物座鏡

原價$900 會員價 $669

0798297
LED 觸控化妝立鏡

原價$550 會員價 $339

0798327
LED 美肌收納兩用兔子座鏡

原價 $950 會員價 $559

0807555 / 0807548 / 0807531 / 0807562
Chillax 薄荷療癒 / 薰衣草舒緩 / 玫瑰滋養 / 尤加利活力
滾珠按摩精油 10ml

原價 $250 會員價 $179

0807579 / 0807609
Celsius 25°C 探索 /37°C 獨立
隨身香水 10ml

原價 $280 會員價 $199

0806633
星月童話浴巾

原價$620 會員價 $465

0806640
星月童話毛巾

原價$200 會員價 $150

0806695
花火物語方巾

原價 $110 會員價 $83

0806701
花火物語擦手巾

原價 $220 會員價 $165

A.0808163 / B.0808255 / C.0808194
Smooth 超細纖維浴巾 / 擦手巾 / 長巾 - 暖紫
( 另有漾粉 / 青藍 )
原價 $850 / $200 / $250

0777766
輕量防潑水衣物收納包 ( 大 )

原價 $199 會員價 $149

0777773
輕量防潑水萬用束口收納袋

原價 $99 會員價 $74

0777780
輕量防潑水寬底隨手收納包

原價 $129 會員價 $97

0804448
斗篷式雨衣 - 紫色
( 另有透明 )

原價 $390 會員價 $289

0804455
風衣式雨衣 - 透明
( 另有紫色 )

原價 $420 會員價 $319

0805377
Top Gym 運動拖鞋 - 灰
( 尺寸 36-38)

原價 $299 會員價 $259

0805407
Top Gym 運動拖鞋 - 黑
( 尺寸 39-41)

原價 $299 會員價 $259

0441391
32 吋抱抱長頸鹿

原價$700 會員價 $525

0769723
皮皮鱷魚玩偶 ( 大 )120CM

原價$1500 會員價 $1125

0684774
皮皮鱷魚玩偶 ( 小 )40CM

原價 $380 會員價 $285

0803205
皮皮鱷魚柔軟地墊 45X65cm

原價 $350 會員價 $263

0684781
皮皮鱷魚玩 ( 中 )80CM

原價 $700 會員價 $525

0699068
Gift concept 小鳥杯蓋
原價 $150

0699129
Gift concept 水果點心
叉 6 入組
原價 $300

0728980
Gift concept 貓咪
隔熱手套 2 入組
原價 $300

0769914
Gift concept 玫瑰金
貓咪開罐器
原價 $300

0766579
動物樂園捲尺 - 貓咪

原價 $180 會員價 $117

0766586
動物樂園安全剪刀 - 鯊魚

原價 $160 會員價 $104

0766593
動物樂園安全剪刀 - 老鼠

原價 $160 會員價 $104

0766623
動物樂園書夾尺 - 大象

原價$70 會員價 $46

0766685
動物樂園削筆器 - 無尾熊

原價 $70 會員價 $46

0787642
supercute 橘蘑菇車票夾

原價 $450 會員價 $299

0787659
supercute 紅蘑菇鑰匙包

原價 $450 會員價 $299

B.0792479
白白日記 - 企鵝先生蓋毯

原價 $850 會員價 $579

A.0792486
白白日記 - 企鵝先生暖腳套

原價 $700 會員價 $479

收合樣貌

B

A

0795555
Sea World 13 吋鋸鰩

原價 $500 會員價 $359

0795579
Sea World 8 吋殺人鯨

原價 $250 會員價 $179

0795609
Sea World 9 吋棕海獺

原價 $350 會員價 $249

0786829　
Gift concept 貓掌隔熱墊
原價 $280 

0799232
Gift concept 白貓濾茶器
原價 $300

0804387
珪藻土吸水踏墊 - 灰色
( 另有綠色 )

原價$1199 會員價 $799

美妙日常
隨水而下的，是一整天的辛勞
行走坐臥，觸目可及都讓質感品味圍繞
下班後的寶貴居家時光，竟能如此美妙

0775496
美好時光淡藍雙變造型圓枕

原價 $350 會員價 $249

0804424
珪藻土吸濕除臭防潮包 2 入

原價 $500 會員價 $369

A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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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5753 / 0795760
德國 BWT 專利鎂離子濾水壺
Penguin 2.7L- 白 / 粉

原價 $1890 會員價 $1290

0798372
德國 BWT F1 賽車專用
保溫瓶 - 黑 ( 另有粉 / 白 )
原價 $1290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0646864 / 0646871 
法式蒜味脆餅 / 海苔洋芋脆餅
原價 $79 

0709866 / 0709873 / 0709897 / 0709859 / 0709880
酸 Q 軟糖 - 黑加侖子 80g / 鮮橙 80g / 草莓 80g / 蘋果 80g / 芒果 80g
原價 $590809603 / 0809597

一百份優格軟糖
( 綜合水果味 / 葡萄味 )
原價 $59

0630344
蝴蝶餅 - 蜂蜜芥末 250g

原價 $119 會員價 $99

0630351
蝴蝶餅 - 乾酪起司 250g

原價 $119 會員價 $99

0738200

森之果物智利特
大葡萄乾 & 蔓越莓  
原價 $120

0738224

森之果物嚴選智利蜜棗乾  
原價 $120

0772280

森之果物嚴選無調味綜合堅果 90g  
原價 $120

0738699

森之果物嚴選有機甘栗 180g  
原價 $120

0802420 / 0802413 / 0802383 / 0802406 / 0802390

韓國初飲初樂燒酒 ( 蘋果 / 青葡萄 / 原味 / 水蜜桃 / 柚子 )  

原價 $250 會員價 $199

0810357

麥比客黃金乳酪塔
原價 $69

0811798

Binggrae 螃蟹餅乾 - 火辣炒碼
原價 $79

0811804

Binggrae 螃蟹餅乾 - 咖哩
原價 $79

0810371

麥比客花生捲
原價 $69

0810401

北海道風味檸檬夾心餅
原價 $110

0810425

黑雪茄巧克力威化捲
原價 $110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A

B

C

D

0768559
活力好 Good 馬克杯 350ml
原價 $250 

0798662　
狐狸插畫風馬克杯 420ml
原價 $250

0803786　
彩虹黃金摩卡咖啡 (20 入 ) 
原價 $210

0802765 / 0802772　
仙人掌飲料罐 4L / 仙人掌吸管杯 350ml
原價 $990 / $99 

0764513
原棉之痕餐墊 33*45cm
原價 $220

0774352
優雅淡紫餐墊 33*45cm
原價 $280

0806459
悠遊好日餐墊 33*45cm
原價 $220

0806497
夏日沁藍餐墊 33*45cm
原價 $250

0806527
田園鄉村午茶巾 50*70cm
原價 $280

0806534　
美食煮義圍裙 69*90cm

原價$480 會員價 $360

0806541
美食煮義隔熱手套

原價$250 會員價 $188

0806558
美食煮義隔熱墊
原價 $180 

會員價 $135

0808873
韓國 NEOFLAM Clave 系列抗菌掛勾砧板 ( 贈品 )
原價 $549

0795722　
dipper1++ 胡蘿蔔
雙杯組 ( 綠蓋 / 白杯 )

原價$799 會員價 $529

0801454　
dipper3 合 1 環保餐具組
( 甜戀橘叉 )

原價$399 會員價 $239

0807715　
小法國六格盤架

原價$200 會員價 $129

0807746
小法國刀具砧板複合架

原價$350 會員價 $259

0807753
小法國手提木柄六杯架

原價$250 會員價 $189

0807760
小法國手提木柄置物籃

原價$200 會員價 $149

0805742 / 0805711

NEOFLAM 陶瓷不沾平底鍋 28cm / 20cm
粉紅

原價 $2090 / $1390 會員價 $1465 / $975

專利設計單手按壓
即可密封、開啟

森之果物果乾系列

0811477 / 0811484

森之果物手造米餅 ( 海苔口味 / 香蒜胡椒口味 )  
原價 $99

0805490

Gery 厚醬巧克力蘇打餅
原價 $110

0810432

Gery 厚醬起司威化餅
原價 $110

0810449

蔬纖生綜合蔬果脆片
原價 $75

0810456

三色香薯芋頭條
原價 $75

完美煮意
看到吃的人心滿意足的表情，就是煮食者最大的回饋
珍惜每一個願意為你下廚的人，享受每一次料理的時光

A.0814423 / B.0814393 / C.0814416 / D.0814409

OXO POP 圓口萬用保鮮收納罐 1.9L / 長方保鮮收納盒 0.5L / 長方保鮮收納盒 2.3L / 
長方保鮮收納盒 1.4L( 部分門市限定販售 )
原價 $699 / $499 / $699 / $599

0795746 / 0795739
dipper3 合 1 環保餐具組 ( 聖誕青嫩綠 / 莓果紅叉 )

原價 $399 會員價 $239

美國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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