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3779
NoBrand 可可足球造型餅
原價 $160 會員價 $129

0813242
華大豪華蔬菜三明治餅乾 ( 起士口味 )
( 另有什錦、檸檬夾心口味 )
原價 $210 會員價 $169

0802437
韓國農心洋蔥圈 ( 原味 )
原價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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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91362 / 0591386
荷蘭手工餅 - 雙層巧克力 /
白巧克力蔓越莓
原價 $135

0802468
YEMAT 韓國鹽烤海苔 3 入
原價 $45

0790390
0805131
森之果物嚴選有機無花果乾 170g 森之果物嚴選有機椰棗乾 142g
原價 $169
原價 $169

0810470
studio life 皮質面紙收納盒
原價 $500

0812603
GJ KONNO 名片盒
原價 $1900

0798990 / 0799003
派拉瑪燕麥奶酥餅乾 /
白巧克力蔓越莓餅乾
原價 $89

0804608 / 0804585 / 0804592
法國 Teisseire 果露
( 百香果 / 綜合莓 / 黑醋栗 )
原價 $450 會員價 $399

0802475
蜜爾樂 - 薄荷三層糖 ( 綜合水果 )
原價 $69

0813976
三養火辣雞肉炸醬鐵板炒麵 (5 入 )
原價 $289 會員價 $239

Moscato麝 香 葡 萄 口 感 香 甜 豐 富
適合喜歡微甜口感的女性

佳享受

水果和玫瑰香氣 口
, 感清爽柔順
適合搭配各式甜點及水果

絕
歡樂聚會、燭光晚餐
解饞零嘴、頂級點心滿足你每一種饗受

0811460
0811453
史奈德巧達起司三明治脆餅 史奈德迷你蝴蝶餅 - 原味
原價 $169 會員價 $135 原價 $120 會員價 $99

0786263
0790222
蒙特洛山丘粉紅氣泡酒
蒙特洛山丘 MOSCATO 氣泡酒
原價 $720 會員價 $599 原價 $720 會員價 $599

0802482
蜜爾樂 - 綜合水果糖
原價 $59

0770897
三養火辣雞肉起司風味鐵板炒麵 (140g*5)
原價 $289 會員價 $239

0811132 / 0808743 / 0808736
DR.LIV 低卡蒟蒻 ( 葡萄柚 / 青葡萄 / 水蜜桃 )
原價 $79

0811392
百靈 QQ 軟糖 - 黑醋栗圈造型
( 另有水果冰茶口味 )
原價 $35

0811408
百靈 QQ 軟糖 - 水果熊造型
( 另有荷包蛋造型 )
原價 $35

0797900
馬賽克印花浴簾
( 另有塗鴉生活 /
童言童語 / 都會條紋 )
原價 $399

0799638
0799645
玫瑰粉長方緩降垃圾桶 5L 湖水綠正方緩降垃圾桶 12L
原價 $650
原價 $950

0812610
GJ 大象鑰匙圈
原價 $1900

基隆皇冠
台大店
昆明店
永康信義
全聯天母
淡水英專
中壢店
新竹東門
苗栗店
虎尾店
全聯朴子
新田店
羅東店
花蓮店
台東店
澎湖陽明

(02)24264956
(02)23644581
(02)23889122
(02)23954793
(02)28771556
(02)86311588
(03)4220525
(03)5249396
(03)7362905
(05)6335823
(05)3661998
(07)2721591
(03)9563659
(03)8334909
(08)9351459
(06)9269495

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 177 號 6 樓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 308 號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98 之 1 號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 198 巷 8 號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 3 號 B1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91 號
桃園市中壢區大同路 103 號
新竹市東區東門街 52 號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 831 號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 488 之 2 號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路 291 號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 142 號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路 158 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 472 號 1 樓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一段 450 號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路 37 號

www.workinghouse.com.tw

注 意 事 項
* 此 DM 價格均為會員獨享，會員價依門市可再享滿 3000 折 600 或滿 1000 折 200。
* DM 上家具合購價、鑽石價與點點成金商品恕不配合滿 3000 折 600 或滿 1000 折
200 活動。
* 滿 1000 折 200 為全聯門市專屬優惠，一般門市恕不併用。

* 全聯門市不併用滿 3000 折 600 活動，但享有所有門檻的滿額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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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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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5178
【JOYOR】EF-168 36V 鋰電 LED 燈
搭配 350W 電機 定速電動滑板車
原價 $20800

0815161
【SD Pro】ES-A16 輕酷 16 吋 鋁合金
LG 電芯 36V 鋰電折疊電動車

原價 $28800

會員價 $19000
定速
功能

輕巧
收折

保固
一年

36V
鋰電

鋁合金
車架

隱藏式
電池

智

鑽
0609609 / 0609616
Breath 秘密花園 / 蔚藍海岸
薰香精油組 300ml
原價 $1080 鑽石價 $799

0805292
獨白宣言愛戀粉擴香棒
200ml
原價 $680 鑽石價 $459

0805308
獨白宣言自由藍擴香棒
200ml
原價 $680 鑽石價 $459

0805315
獨白宣言曖昧灰擴香棒
200ml
原價 $680 鑽石價 $459

0746540
歲月時分九格相框
原價 $1000 鑽石價

$699

0796743 / 0796774
舒活條紋浴墊 - 藍色 45*70( 另有灰 )
格格浴墊 - 棕色 45*70( 另有藍 )
原價 $480 鑽石價 $299

0767682
Natural Life 七格相框
原價 $800 鑽石價 $549

0776042
悠然拼接五格相框
原價 $500 鑽石價

$349

0794954
簡約雙格附鏡相框
原價 $550 鑽石價

安全
暖房

$389
0815130
3M 多功能長效型淨水系統 FF1001 含淨水龍頭
原價 $14900

C

$99

加購價

0797184
THOMSON 微電腦溫控雙人電熱毯 SA-W01B
原價 $1980

( 軟水系統 12 月上市 )

0813990
Mistral 美寧幸福掛暖機
原價 $4980 會員價 $3580

0814492
挪威 mill 葉片式電暖器 AB-H1500DN
原價 $9900 會員價 $839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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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1071
有樂紛 EULEVEN 多功能蒸氣
清洗機 SYJ-3033C
原價 $4980 會員價 $4780

B
0807852
竹樂生活面紙盒
原價 $650 鑽石價

$439

0807869
0807876
竹樂生活 2 格置物盒
竹樂生活 9 格置物盒
原價 $500 鑽石價 $299 原價 $550 鑽石價 $349

買麗克特任一
系列商品

A.0797986
HOW FUN 滑輪型污衣籃
原價 $880 鑽石價 $616
( 收合樣貌 )
0797436
收合式頸枕 - 黑色
( 另有淺灰 / 深灰 )
原價 $450 鑽石價 $299

B.0797979
HOW FUN 手提型污衣籃
原價 $650 鑽石價 $455

送

C.0797993
HOW FUN 雙格掀蓋型污衣籃
原價 $950 鑽石價 $665

( 另有黃 )
0798235
福星汪汪低反彈枕 - 棕
原價 $600 鑽石價 $449

0798211
福星汪汪地墊 - 棕
原價 $900 鑽石價

$669

0790048
甜心棉花糖抱枕
原價 $980 鑽石價

$699

0790055
情人拐杖糖抱枕
原價 $1080 鑽石價 $799

0790031
蜜糖冰淇淋抱枕
原價 $880 鑽石價

0792578
recolte Smlie baker 微笑鬆餅機
Disney Tsum Tsum 系列
原價 $2990 會員價 $2880
( 售完為止 )

$599

●觸感柔順，透氣保暖 ●中空纖維，持久蓬鬆
●抗過敏，輕盈貼身 ●保暖舒眠，寒流必備

A.0795074
藍白格紋保鮮碗 500ml
原價 $350 鑽石價 $299

0795845 / 0795883 / 0795869
DACRON DURALIFE 抗菌保暖單人 / 三人 / 雙人沙發墊霧灰 ( 另有卡其 )
原價 $1280 / $1680 / $1580

鑽石價 $960 / $1260 / $1185

C.0795043
藍白格紋三格保鮮盒
原價 $380 鑽石價 $299

C

0807975
木質森活單抽收納螢幕架
原價 $1200 鑽石價 $999

0807982
木質森活複合收納櫃
原價 $1200 鑽石價

$999

不挑
鍋具

智慧
觸控

北極熊馬克杯
420ml

0814836
松木 Matric 黑晶調控不挑鍋電陶爐
原價 1680

原價 $250
( 擇一 )

0814300
松 木 Matric 不 鏽 鋼 個 人 品 味 鍋
MG-PG0602
原價 $990

0798839
THOMSON 自動研磨咖啡機
TM-SAL01DA
原價 $3590

送

0814508
THOMSON 電動研磨咖啡隨行杯 (USB 充電 )
原價 $1990

城市馬克杯系列
任選兩款
原價 199

0795197
Haier 鑽紋雙層快煮壺 1.7L
原價 $1980 會員價 $1480

A

C

0807944
木質森活多功能收納盒
原價 $450 鑽石價 $349

小巧
便攜

0807951
木質森活雜物收納盒
原價 $450 鑽石價 $349

懷舊
可愛

音質
震撼

肩頸
溫熱

B

0798167
杉の木半酒桶造型椅凳
L102.5xW50.5xH46cm
原價 $5,000 鑽石價 $3490

LS 形臀
部按摩

0798136
杉の木邊桌
L94xW81xH46.5cm
原價 $2200 鑽石價

$1490

0798198
杉の木書桌
L116xW42.5xH75cm
原價 $5800 鑽石價

0798181
杉の木六抽斗櫃
L102xW38.5xH74cm
原價 $9900 鑽石價

$3990

0813099 / 0813082
FUNY 純真年代藍芽音響 - 純真白 / 溫暖粉
( 另有深蘊藍 )
原價 $899

0775007
霧銀立鏡附收納籃
L36.8xW34xH152cm
原價 $2200 鑽石價
0796644
Young 工業風格長桌 - 愛速度的貓
L98xW48xH71cm
原價 $4200 鑽石價 $2490

0798174
杉の木雜物櫃
L82xW37.5xH86.5cm
原價 $7800 鑽石價

0798143
杉の木二抽邊櫃
L50xW36.5xH55.5cm
原價 $3800 鑽石價

$4990

按摩眼罩乙只
原價 $2280

0813907
Concern 康生極致舒壓無線
刮痧按摩棒 CON-7168
原價 $5980 會員價 $2880

4 種潔
牙模式

0796651
Young 工業風格圓桌 - 愛速度的貓
L60xW60xH72cm
原價 $2990 鑽石價 $1990

康生系列
任選兩組

居家
時尚
0813914
Concern 康生摩力寶貝全功能
溫熱揉捏按摩器 CM-188
原價 $2280

0813815
輝葉極度深捏 3D 美腿機
原價 $16800 會員價 $13000

0813808
輝葉實力派臀感 2 代小沙發
原價 $29800

$6990

0813792
甜蜜家園可調背 L 型皮沙發
L185xW140xH88cm
原價 $19800 鑽石價 $13900

$2490

0786287
蝶舞吊衣架
L30xW30xH184cm
原價 $1800 鑽石價

$1490

$990

0794862
NEW MODERN 單門單抽
收納櫃
L28xW17xH36cm
原價 $1300 鑽石價 $990

0794282
英國 Gtech 小綠 Multi Plus
無線除蟎蟎吸塵器
原價 $10800 會員價 $10190

五重
濾淨

負離子

低噪
清淨

IPX7 全
機防水

磁吸式
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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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0

變頻
壓縮機

低音
極靜音

0810326
光塩本色光鹽燈 _WED.DAY
原價 $1680

0812122
TESCOM 自動電壓負離子
吹風機 TID6JTW
原價 $2380

0813181
TESCOM 防靜電大風量吹風機
TID2200
原價 $1990 會員價 $1790

廣角
擺風

一鍵倒
灰設計

0799195
竹韻美學日式 150*65*75 餐桌
L150xW65xH75cm
原價 $7800 鑽石價 $5490

0799164
竹韻美學 120*35*75 玄關桌
L120xW35xH75cm
原價 $4200 鑽石價 $2990

0799171
竹韻美學 130*90*75 餐桌
L130xW90xH75cm
原價 $9900 鑽石價 $6990

0799935
品竹生活雜物收納架
L44xW33xH96cm
原價 $2500 鑽石價

$1990

0799904
品竹生活污衣收納袋架
L40xW35.5xH60.5cm
原價 $1250 鑽石價 $990

鑽石會員價商品不併入滿 3000 折 600 活動

0794855
NEW MODERN 單門三抽
收納櫃
L36xW17xH27cm
原價 $1500 鑽石價 $1090

0794848
NEW MODERN 雙門收納櫃
L36xW17xH45cm
原價 $1700 鑽石價 $1190

0814010
Mistral 美寧專業級空氣淨化機
原價 $11370 會員價 $8380

送

10in1
寵物配件

送
0799218
竹韻美學三層置物吊衣架
L84xW46xH172cm
原價 $4500 鑽石價 $3290

0812641
drinkmate 氣泡水機
專用 0.5L 水瓶 ( 白 )
原價 $180

0798648 / 0798655

六段
火力

送

0780759
悠然舒適躺椅沙發
L79xW87xH111cm
原價 $9900 鑽石價 $6990
( 前後搖動、360 度旋轉和躺椅功能 )

0812627
0804769
drinkmate 多功能氣泡水機 ( 白 ) drinkmate 氣泡水機
專用 CO2 氣瓶 0.6L
原價 $4680 會員價 $3580
原價 $1100

0793513
recolte Quilt 格 子 三 明 治 機 櫻花粉限定款
原價 $1990 會員價 $1680

B

B.0795081
清新花草泡麵碗 700ml
原價 $400 鑽石價 $299

0794374
DACRON DURALIFE 抗菌保暖雙人床墊
卡其 ( 另有霧灰 )
原價 $1580 鑽石價 $1185

0795142
recolte 日本麗克特 Milk
Foamer 電動奶泡機 - 紅色
原價 $1690 會員價 $1380
( 售完為止 )

送

A.0795067
清新花草保鮮碗 200ml
原價 $150 鑽石價 $99

C.0795036
清新花草兩格保鮮盒
原價 $380 鑽石價 $299

0793780
recolte 日本麗克特
Tong 料理夾
原價 $499
( 數量有限 送完為止 )

A

B.0795050
藍白格紋保鮮碗 850ml
原價 $400 鑽石價 $299

1

能家電

貼心
暖衣

智能科技，彈指瞬間
灑掃、美容、保暖，一鍵就夠

質的生活源自你的講究
居家漂亮的營造，是一件享受生活的事

石特選品

靈活
自如

HEPA 活性碳濾網
竹碳活性濾網
各一片

商品
特色

( 附曬衣桿 )
0814003
Mistral 美寧台灣精品智慧烘衣除濕機
原價 $26500 會員價 $16300

0802758
Haier 手持無線吸塵器 ( 附專業寵物清理配件組 )
原價 $4980

Midea MINI 食代
微電腦壓力鍋
原價 $27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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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7160
THOMSON 智慧型機器人掃地吸塵器
TM-SAV23DS
原價 $12900 會員價 $10790

0804738
Haier 小海貝家用全自動洗碗機
原價 $19800

2

品

質

合購價
1+2 人座 =10900 元
1+3 人座 =11900 元
2+3 人座 =13900 元

0810999 / 0811002
簡約白 / 極簡黑 9 吋掛鐘
( 附立架 )
原價 $499 會員價 $399

合購價

0813389
藍韻風禾單人座沙發
L81xW76xH83cm
原價 $8000 會員價

$5990

0813402
藍韻風禾三人座沙發
L180xW76xH83cm
原價 $13000 會員價

合購價

1+2 人座 =17900 元
1+3 人座 =19900 元
2+3 人座 =22900 元

0806244
原味生活長型花瓶 H8.5
原價 $300 會員價 $255

1+2+3 人座
29900 元

$9990

1+2+3 人座
23900 元

0746526
樂趣生活四格相框
原價 $320 會員價
0760904
品竹生活玄關長凳
L110xW36xH43cm
原價 $3000 會員價

0794626
Los colores Ⅲ二人座沙發 ( 另有單人 / 三人座 )
L130xW80xH80cm
原價 $11800 會員價 $9990

$3990

0798129
NOIR 單人沙發收納椅
L77.5xW57xH77cm
原價 $4000 會員價 $2990

$288

0772174
Rose Garden 長型珠寶盒
原價 $950 會員價 $808

$2550

0780810
杉のの木雙人沙發收納椅
L100xW51.5xH78cm
原價 $6000 會員價 $5100

0752145
竹韻美學長方形茶几
L120xW60xH45cm
原價 $5000 會員價

0780797
杉のののの木茶几
L100xW52xH53cm
原價 $5000 會員價

$4500

0805834
Oh my god 飾品盤
原價 $350 會員價

0799881
品竹樂收納圓筒
L38xW38xH38cm
原價 $699 會員價

$599

0810852
Young 杉木三抽置物櫃
L50xW43.5xH74.5cm
原價 $6500 會員價 $5525

0810869
Young 杉木四抽置物櫃 ( 另有二抽 )
L50xW43.5xH86cm
原價 $7500 會員價 $6375

$4250

0810876
Young 杉木五抽置物櫃
L50xW43.5xH96.5cm
原價 $8500 會員價 $7225

0810722
優雅紫點保溫湯杯 300ML
( 另有粉 )
原價 $500 會員價 $399
0752190
竹韻美學書桌
L98xW50xH95cm
原價 $9000 會員價

0810753 / 0810746
Slim 手提保溫杯 230ML亮白 / 粉藍
原價 $380 會員價 $329

0810760
喝什麼隨行保溫杯 550ML
原價 $480 會員價 $399

0772198
Rose Garden 五格珠寶盒
原價 $2100 會員價 $1785

0802321
Rose Garden 六邊型珠寶盒
原價 $1200 會員價 $1020

$280

0809962
Clear 長方手工花瓶 H10cm
原價 $250 會員價 $225
0805858
Enjoy every moment 擺飾盒
原價 $400 會員價 $320

0799133
0799898
竹韻美學 Sheep 盆栽架 ( 另有 Deer / Rabbit) 品竹樂收納附蓋收納筒
L24xW21.7xH40cm
L40.5xW33xH38.5cm
原價 $399 會員價 $299
原價 $699 會員價 $599

0806251
原味生活方型花瓶 H10
原價 $300 會員價 $255

0746533
永恆時光 4x6 四格相框
原價 $320 會員價 $288

0805827
Just love me 飾品盤
原價 $350 會員價 $280

0798112
石紋記憶長凳
L152.5xW57xH93cm
原價 $5500 會員價

0806268
原味生活長型花瓶 H15
原價 $280 會員價 $238

0813433
雅閣居家三人座沙發
( 另有單人座 / 二人座 )
L195xW80xH94cm
原價 $20000 會員價 $15900

1+2 人座 =14900 元
1+3 人座 =15900 元
2+3 人座 =16900 元

0794640
Los colores Ⅲ 單人座腳凳 ( 另有二人座 )
L49xW53xH41cm
原價 $3800 會員價 $2990

0727679
0776011
0776028
0776035
Modern RED7 吋鐵框掛鐘 Modern RED 掃秒鬧鐘
Glitter 紅銅掃秒鬧鐘
Glitter 紅銅 7 吋鐵框掛鐘
原價 $500 會員價 $449 原價 $450 會員價 $399 原價 $550 會員價 $495 原價 $600 會員價 $559

味小物

$7990

浪漫居家品味格調下廚、用餐、裝設、擺飾
時時刻刻享受生活的美好

感居家

或躺、或坐、或臥
慵懶舒適，愜意自在

0807395
EASY 附收納沙發床
L180xW77xH73cm
原價 $10000 會員價

1+2+3 人座
18900 元

掃秒機芯，
聲音小、不干擾

0810012
0810050
Clear 直立長型手工花瓶 H20cm Clear 圓弧手工花瓶 H24cm
原價 $250 會員價 $225
原價 $600 會員價 $540

0810074
Clear 手工花瓶 壺形 H21cm
原價 $550 會員價

$495

0805872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擺飾盒
原價 $450 會員價 $360

0810708 / 0810715
冒險生活不銹鋼馬克杯 350ML- 紅 / 黑
原價 $420 會員價 $359

0810777
圍巾熊手提保溫杯 250ML
原價 $450 會員價 $359

0811965 / 0811972
恬淡時光花盆 - 大
恬淡時光澆水花瓶
原價 $450 會員價

$383

0795265
自然生活長型棧板造型
植物架 L19.5*W10
原價 $150 會員價 $120

0795258
自然生活圓板凳造型
植物架 H5
原價 $180 會員價 $144

0810029
Clear 手工花瓶 斜口 H19.5cm
原價 $350

會員價 $$315

0795227
自然生活板凳造型
植物架 H6
原價 $150 會員價

$120

$8100

( 另有深咖啡色 )
0787253
舒適旋轉式星球椅 ( 紅色 )
L90xW96xH75cm
原價 $4990 會員價 $4490

0793025 / 0793032
質感生活木柄牛奶鍋 - 優雅粉 / 舒適藍
原價 $599 會員價 $499
0708555
彩珠 6 叉樹枝衣帽架
L28.5xW28.5xH181cm
原價 $1200 會員價 $1090

0781503
品竹生活多角度吊衣架
L50xW50xH170cm
原價 $1800 會員價 $1530

( 另有紅色 )
0781800
BASIC 藍色靠背折疊椅
( 另有童椅 / 圓凳 )
L30xW45xH73cm
原價 $599 會員價 $499

0811040
MELODY 可收合書桌附椅組
L86xW55xH90cm
原價 $1990 會員價 $1790

0802659
簡約風雅柳附蓋編織籃 (L)
L44xW32xH44cm
原價 $1480 會員價 $1184

0802611
簡約風雅柳編織籃 34*27*11
L34xW27xH11cm
原價 $400 會員價 $320

0803922
質感生活玉子燒煎盤 - 優雅粉
( 另有舒適藍 )
原價 $399 會員價 $329

0798686
濃情蜜意馬克杯 470ml
原價 $250

0798655
滿滿北極熊馬克杯 420ml
原價 $250

0798631
貓咪愛咖啡附蓋馬克杯 350ml
原價 $200

0789905
聖方斯 18/8 不鏽鋼可懸掛湯勺
原價 $200

0804042 / 0804059 / 0804073
料理幫手不鏽鋼 18/8 湯勺 / 漏勺 / 義式漏勺
原價 $200 / $200 / $250

0803786
彩虹黃金摩卡咖啡 (20 入 )
原價 $210

0769082
收納。家 三層收納架 (M) 附輪 ( 另有 L)
L63xW16xH75cm
原價 $1280 會員價 $1190

0789769 / 0789813 / 0789783
貝斯特 18/8 不鏽鋼餐匙 / 長調匙 / 13/0 不鏽鋼餐刀
原價 $150 / $120 / $150

0793056 / 0793063
多用途拆卸手把不沾三格煎盤 - 超人 / 四格煎盤 - 歡樂聖誕
原價 $499 會員價 $399

3

0768566
活力好 Strong 馬克杯 350ml
原價 $250

0802765 / 0802772
仙人掌飲料罐 4L / 仙人掌吸管杯 350ml
原價 $990 / $99 會員價 $799 / $79

0701532
品竹之美點心盤附蓋
原價 $800 會員價 $680

0701549
品竹之美雙層點心盤
原價 $500 會員價 $425

0737043
品竹之美咖啡杯盤組 230C.C
原價 $280 會員價 $238

0790710
品竹之美點心盤附碟
原價 $750 會員價 $638

0789837 / 0789882 / 0789899
聖方斯 18/8 不鏽鋼餐匙 / 湯匙 / 水果叉
原價 $150 / $120 / $90

0790734
品竹之美研磨缽
原價 $350 會員價

$298

4

生

秘
C

B

( 另有深空灰 / 紫藕粉 )

A

A.0805896 / B.0805902 / C.0805919 / D.0805889
Botanic 香氛擺飾 - 松針 / 石蓮 / 蓮花 / 龍舌蘭
原價 $350 會員價 $299

0789004 / 0805278 / 0805285
花說寧靜藍 / 甜心橘 / 想念綠擴香花 100ml
原價 $550 會員價 $439

強弱
● One-touch 控制煙霧
● 5 燈色開關轉換
霧
波造
超音
●一秒 250 萬次
● 123 萬負離子

0800402 / 0800426 / 0800433 / 0800419
Empire 皇家紅 / 優雅紫 / 伯爵棕 /
貴族綠擴香棒 200ml
原價 $780 會員價 $699

0722605 / 0722612
夢境 / 婚禮香氛吊掛片
( 另有陽光 )
原價 $150 會員價 $120

0668965 / 0668972
Romance 香氛吊掛片 薰衣草 / 向日葵
( 另有野薑花 / 海洋 / 玫瑰 )
原價 $120 會員價 $96

●結合擴香油和擴香枝
在蠟膜裡
●特殊工藝將香味包覆
時變化氛圍
●豐富的香味選擇，隨
器
●適用於玻璃或陶瓷容

間定位
●觸碰式設計、4 檔時
段出霧量
● LED 燈光及燭光燈、2
運轉不發熱
●無水自動斷電，安靜
收
● 0.3 納米級霧化，易吸

1. 冬被 150*210CM*1.6kg
2. 日式床墊 90*180CM*1300g
3. 枕頭 40*60CM*600g
4. 被套 5. 枕套 6. 床墊套

( 另有藍 )
0800211 / 0800198
北歐灰映低反彈 - 坐墊 / 腰墊
原價 $850 會員價 $638

0793810
極致舒柔雙面毯 - 湖水綠 150*200
原價 $990 會員價 $899

0810272
GO 購超值六件組寢具
原價 $3990 會員價 $2990

● MIT

台灣製造

活幫手

D

辦公、書寫，整理、收納
放鬆、休憩井然有序，暢意遨遊

卸下所有武裝，沉浸在最喜歡的芬芳中
享受屬於自己的祕密時光

密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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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氣

●吸濕排汗、舒柔

0797191
Phutawan 普妲旺白瓷彩漾水氧機
原價 $3200 會員價 $2780

0804882
Phutawan 普妲旺泰國草本
小擴香精油組
原價 $200

0807333
樸質舒心音波水氧機
原價 $3980 會員價

0812269 / 0812276 / 0812283 / 0812290
香氛棒 (6 入 ) - 東方雪松 / 海洋之心 /
掌華 / 芳養
原價 $300 會員價 $199

$3580

0779777
Pan 柔軟吐司抱枕
原價 $400 會員價

0788540
悠然自在玫粉杯蠟 - 小
原價 $200 會員價 $169

0788557
悠然自在湖綠杯蠟 - 小
原價 $200 會員價 $169

0788625
甜美時刻淨藍罐蠟 - 小
原價 $380 會員價 $329

0788595
美好時光薰紫杯蠟 - 小
原價 $250 會員價 $219

$299

0779784
Pan 柔軟菠蘿麵包抱枕
原價 $400 會員價 $299

0779814
Pan 彈力甜甜圈抱枕
原價 $400 會員價 $299

0803281 / 0803298
燦燦星辰灰 / 燦燦星辰紫緹花枕巾
原價 $480 會員價 $399
( 另有小草藍 / 小草綠 )

鋁合金框
●德國 100% 純 PC，
靜音滑輪
向
萬
，
鎖
● TSA 海關
收納空間
量
容
●精緻內裝 & 大

0402583
超值 100 入鋁殼蠟燭
原價 $199

0765077
霧光蠟燭點火器
原價 $159

0781015 / 0781022 / 0781039
Breathing 寧靜夏夜 / 樂活舒心 / 優遊森活
擴香組 300ml
原價 $550 會員價 $499

0793391
DACRON HOLLFIL 四孔纖維保暖被
原價 $2990 會員價 $2392

0776905
Simple way 砧板附折收籃
原價 $299 會員價 $254

0763271 / 0763295 / 0810968 / 0782029
Muse 香氛水晶球 150g
沐光芬芳 / 幽靜舒心 / 沁心盎然 / 繽紛花季
原價 $150

0348225
折疊式鍍鉻雙面桌鏡
原價 $480

會員價 $408

0801546
羽毛抽繩收納包
原價 $89 會員價

$79

0801522
愛護北極熊手拎收納包
原價 $149 會員價 $129

0776912
Simple way 蔬果脫水器
原價 $199 會員價 $169

0810920
彩虹夢想收納袋
原價 $89 會員價

0776967 / 0776950
Simple way 橢圓折收籃 - 大 / 小
( 另有正方形 / 長方形 )
原價 $129 / $79 會員價 $110 /

0777018
Simple life 收納籃 - 大
原價 $199 會員價 $169

$79

$67

0783828
簡樸小衣夾 20 入組
原價 $59 會員價 $50

0805179
透氣排水夾腳拖 - 藍
( 尺寸 40-42)
原價 $269 會員價 $199

0805148
透氣排水夾腳拖 - 桃
( 尺寸 37-39)
原價 $269 會員價 $199

0815277
probeetle 鋁框 PC 行李箱 - 玫瑰金 24 吋 (9M3)
原價 $6580 會員價 $4180
( 另有 28 吋，原價 $7580 會員價 $4580)
Logo Manual

probeetle is registered trademark

0801065
門後木珠 6 鉤
原價 $350 會員價

0801072
門後木珠 10 鉤
原價 $450 會員價

$298

0749817
極致星光霧鎳門後三鉤
原價 $300 會員價 $255

$383

0749824
極致星光霧鎳門後五鉤
原價 $400 會員價 $340

0794008
蓮蓬頭置物掛籃 - 藍
原價 $580 會員價 $499

0348218
360 度曲線鍍鉻桌鏡
原價 $850 會員價 $723

0796903
Funky 浣熊便利磁鐵夾
( 另有貓咪 / 狗狗 / 樹懶 )
原價 $80 會員價 $69

B
0567107
壓克力透明 1*3 倍圓形桌上鏡
原價 $580 會員價 $493

C

A
C

A

C

0798341
簡約生活銀色摺疊鏡 ( 大 )
原價 $120 會員價 $102

0751896
Easy Go 網格萬用收納袋 2 入組
原價 $250 會員價 $200

0751926
Easy Go 可掛式盥洗收納包
原價 $400 會員價 $320

0751940
Easy Go 萬用多層鞋子收納包
原價 $450 會員價 $360

0776332
Easy Go 梳妝收納包
原價 $400 會員價 $320

0796958
Funky 嗨嗨仙人掌開瓶器
( 另有趴趴狗 / 哈哈西瓜 )
原價 $150 會員價 $129

0797047
Funky 帥勁西瓜行李吊牌
( 另有酷炫鳳梨 )
原價 $120 會員價 $99

0796972
Funky 柯基捲線鑰匙圈 ( 另有臘腸 )
原價 $100 會員價 $89

D

B
B

E
A
D

E

D.0791137 / E.0791144 / F.0791151
清新生活陶瓷單人牙刷座
粉/綠/紫
原價 $89

A.0796248 / B.0796255 / C.0796262
清新生活浴缸置物座
粉/綠/紫
原價 $220

B

C

D

F
A.0803861 / B.0803878 / C.0803854
綻放玫瑰 / 沉醉薰衣草 / 迷戀百合
去味噴霧 10ml
原價 $150 會員價 $129

A.0801669 / B.0801652 / C.0801645 / D.0801638 / E.0801621
Potpourri 乳液瓶 550ml / 乳液瓶 100ml / 牙刷架 /
漱口杯 / 皂盤
原價 $780 / $450 / $380 / $350 / $300

會員價 $663 / $383 / $323 / $298 / $255

A

0803984
螺紋紫緩降垃圾桶 12L
原價 $850 會員價 $739

0803977
螺紋灰緩降垃圾桶 5L
原價 $550 會員價 $479

0809856
大眼睛圍巾熊玩偶
原價 $350 會員價

$299

0809863
大眼睛鱷魚玩偶
原價 $350 會員價

$299

0812306 / 0812320
冰島之戀企鵝吊飾 / 8 吋企鵝玩偶
原價 $150 / $250 會員價 $128 /

$213

●恣意吊掛超便利
●免鑽孔，不傷牆壁
A

0812337 / 0812313 / 0812344
冰島之戀 8 吋愛心北極熊玩偶 / 北極熊吊飾 /
17 吋北極熊抱枕
原價 $300 / $150 / $500

會員價 $225 / $128 / $425

0795661 / 0795678
Hello! 狐狸北鼻 / 大象北鼻
( 另有無尾熊北鼻 / 恐龍北鼻 )
原價 $250 會員價 $189

0806152 / 0806183 / 0806176 / 0806169
fuwafuwa9 吋蓋毯組 - 長耳兔 / 活力小熊 /
淘氣獅子 / 微笑猴子
原價 $500 會員價 $399

B
C

D

A.0808156 / B.0808187 / C.0808217 / D.0808248
Smooth 超細纖維浴巾 / 長巾 / 方巾 / 擦手巾 - 青藍
( 另有暖紫 / 漾粉 )
原價 $850 / $250 / $150 / $200

會員價 $723 / $213 / $128 / $170

5

A.0800815 / B.0800808 / C.0800792 / D.0800822
禪楓無染方巾 / 毛巾 / 浴巾 / 擦手巾
原價 $120 / $250 / $650 / $280

會員價 $102 / $213 / $553 / $238

0796330 / 0796378
荷木橢圓按摩針梳 - 大 /
方形按摩針梳 - 大
原價 $149 / $179

0812528
無痕水洗膠掛勾 -M 號 2 入
原價 $169 會員價 $139

0812535
無痕水洗膠掛勾 -L 號 1 入
原價 $169 會員價 $139

0812566
無痕水洗膠蓮蓬頭架
原價 $199 會員價 $159

0812573
無痕水洗膠萬用夾架
原價 $199 會員價 $159

0789653
studio life 皮質滑鼠墊
原價 $120 會員價 $102

0789691
studio life 提把萬用收納盒
原價 $350 會員價 $298

0789707
studio life 抽屜萬用收納盒
原價 $350 會員價 $298

0789738
studio life 皮質雙提四格收納盒
原價 $400 會員價 $340

0812412
精裝藍條銀飾名片本 96 入
原價 $180 會員價 $153

0812443
好時光黑白波點拍立得相本 32 入
原價 $150 會員價 $128

0812474
好時光精裝麂皮 3x5 相本 160 入
原價 $330 會員價 $281

0812498
好時光精裝麻布 4x6 相本 96 入
原價 $300 會員價 $255

會員價 $129 /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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