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9
以下

精打細算
小資好禮

0812399
自然木紋萬用筆記本 - 水曲柳
原價 $150 會員價 $120

$400
$999

0812375
大理石紋通用手帳本 - 沉穩黑
原價 $150 會員價 $120

0812153
溫暖圍巾熊環保袋
原價 $149 會員價

0810500 / 0810494
許願晨心 / 星辰燭台
原價 $350 會員價 $299

$99

落落大方
交換好禮

|

‧ 可調整亮度

0813150
璃光靜謐 LED 風燈 - 白
原價 $500 會員價 $400
( 另有藍 )

0811736
Star 擺飾燈
原價 $580 會員價

0812696 ( 另有淺灰 )
機能收合式附帽頸枕 - 深灰
原價 $650 會員價 $559

0801270
Veraflame 5 吋 LED 塑膠蠟燭
原價 $680 會員價 $544

$439

( 新品 12 月上市 )

A.0810111 / B.0810128
歡樂雪人吸管杯 350ml
歡樂聖誕老公公吸管杯 350ml
原價 $99

0783071
Flavour 檀香
薰香精油 30ml
原價 $250

( 新品 12 月上市 )

C

A
‧ 超保濕負離子
‧ 易收納可折疊
‧ 羽量級 396g
0800372
KOLIN 歌林 3D 鑽石微雕美體儀
KMA-JB148-R
原價 $499 會員價 $399

0810098 / 0810104
夏日派對吸管杯 500ml- 黃 /
冷水瓶附杯 800ml
原價 $180 / $300

0790628
TESCOM 大風量負離子吹風機
原價 $499 會員價 $299

會員價 $144 / $240

0809290 / 0809337
好食在夾鏈袋 5 入組 - 大
好食在方型夾鏈袋 5 入組 - 中
原價 $180 / $120

B
0787024
復古薰香爐 - 深邃黑
原價 $179

0797467
哈比樹屋薰香爐 - 卡其
原價 $179

0813655
GiftConcept 古銅金
貓咪攪拌棒 4 入組
原價 $500 會員價 $400

0810722
優雅紫點保溫湯杯 300ml
原價 $500 會員價 $400

C.0810135
歡樂聖誕老公公飲料罐桶 4L
原價 $990

0795630
汪旺來 13 吋柯基
原價 $500 會員價

$425

C

A

B

D

‧ 行動電源也可驅動
‧ 輕巧迷你便於攜帶
‧ 安靜運轉不發熱

B

A
A.0812313
B.0812320
冰島之戀北極熊吊飾
冰島之戀 8 吋企鵝玩偶
原價 $150 會員價 $128 原價 $250 會員價 $213

0797399 / 0797405
舒能親膚頸枕 - 棕色 / 綠色
原價 $450 會員價 $299

fuwafuwa 9 吋玩偶蓋毯組
原價 $500 會員價 $399
( 活力小熊 / 長耳兔 / 淘氣獅子 / 微笑猴子 )

0797498 / 0797481
北歐愛心小屋 / 奇幻星空夜燈
原價 $450 會員價 $359

0810524
小星球幻影紫擴香竹 100ml
原價 $580 會員價 $499

A.0809955 / B.0809931 / C.0809948 / D.0809924
Cozy odor 客廳 / 臥室 / 書房 / 浴室擴香組 220ml
原價 $490

0812245
遊騎兵香氛霧化機 - 純淨白
( 另有粉嫩綠 )
原價 $1580 會員價 $980

( 另有藍 )
0813280 / 0813341
氣質恬粉格紋拖鞋 -M
騎士暖藍拖鞋 -M
原價 $280 / $350

會員價 $199 / $249

( 新品 12 月上市 )

( 另有粉 )

0798297
LED 觸控化妝立鏡
原價 $550 會員價

$299

0805810
Hello lovely 飾品盤
原價 $350 會員價

$280

0813709
GiftConcept 白熊點心叉 6 入組
原價 $300 會員價 $240

0815185 / 0815208
Funny 捏捏樂 - 粉紅小人 / 爆眼猴
原價 $350 會員價 $299

0805292
獨白宣言愛戀粉擴香棒 200ml
原價 $680 會員價 $549

0806213
Gorgeous 長型擺飾盤
原價 $850 會員價 $639

0802321
Rose Garden 六邊型珠寶盒
原價 $1200 會員價 $899

0807548
Chillax 薰衣草舒緩
滾珠按摩精油 10ml
原價 $250

0801942
湛藍海岸戶外燭台 H14.5CM
原價 $250 會員價 $199

0425162
可愛小盆栽
原價 $80

0798730
煙花綻放圓淺盤 22cm
原價 $280 會員價 $210

0793063
多用途拆卸手把不沾四格煎盤
歡樂聖誕
原價 $499 會員價 $399

0811460
史奈德巧達起司
三明治脆餅
原價 $169 會員價

$135

0805490 / 0805506
Gery 厚醬巧克力 / 起司
蘇打餅
原價 $110

0802543 / 0802567
Pastoral 沁薰柔放按摩油 50ml
Pastoral 柔玫緊緻按摩油 50ml
原價 $450

0789356
Supercute 穴道按摩器
俏皮貓
原價 $180

0796248
清新生活浴缸置物座 - 粉色
( 另有綠 / 紫 )
原價 $220

0794954
簡約雙格附鏡相框
原價 $550 會員價

$440

0794947
Sweet home 三格相框
原價 $500 會員價 $400

0807586
Celsius 28°
C 浪漫
隨身香水 10ml
原價 $280

0813099 / 0813082
FUNY 純真年代藍芽音響
純淨白 / 溫暖粉 ( 另有深蘊藍 )
原價 $899 會員價 $799

0790604
TESCOM 強力速乾負離子吹風機
原價 $1490 會員價 $990

$1000
以上

‧ 造型烤盤，趣味多變
‧ 小巧機身，不佔空間

暖暖
過冬

經典質感
夢幻大禮

精選
好品

真幸福
超夯保暖必買
0809153
Los coloresII 沙發床
L178xW98xH74cm
原價 $6990 會員價

淨化
空氣

不可錯過
年度明星家具
合購價

( 攤平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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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0

1+2+3 人座

贈

23900 元

贈
0794305 / 0794329 / 0794312
Doshisha MOSH 牛奶罐保溫壺 1L
( 牛奶白 / 可可 / 綠松石 )
原價 $1380

0804899
Doshisha MOSH 造型清潔刷
( 粉紅 )
原價 $890

0802208
Doshisha MOSH 牛奶瓶保溫瓶 450ml( 古典木紋 )
原價 $1080 會員價 $990

0813037 / 0793513
recolte Quilt 格子三明治機
星星 / 櫻花粉限定款
原價 $1990 會員價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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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0326
光塩本色光鹽燈 _WED.DAY
原價 $1680 會員價 $1680

0813990
Mistral 美寧幸福掛暖機
原價 $4980 會員價 $2980

溫熱
功能

0814492
挪威 mill 葉片式電暖器 AB-H1500DN
原價 $9900 會員價 $6990

( 新品 12 月上市 )
0815932
北歐簡約櫸木躺椅 - 紅色
L72xW86xH90cm
原價 $3280 會員價 $2990

0814843
Haier 復古陶瓷電暖器 - 藍
原價 $990 會員價 $899

0794640
Los colores Ⅲ 單人座腳凳
L49xW53xH41cm
原價 $3800 會員價 $2990

0794626
Los colores Ⅲ二人座沙發
L130xW80xH80cm
原價 $11800 會員價 $8990

‧ 可愛造型超吸睛
‧ 趣味收納好搞定

智慧
恆溫設計

‧ 簡約時尚，大氣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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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 柔軟材質，親膚舒適
‧ 溫馨過節，好禮首選
0813020
甜甜糰子抱枕
原價 $1280 會員價

$1088

0797184
THOMSON 微電腦溫控雙人電
熱毯 SA-W01B
原價 $1980 會員價 $1690

0813938 / 0813945
BRUNO PTC 陶瓷冷暖兩用
電暖器 - 綠 / 白
原價 $2680 會員價 $2280

( 新品 12 月上市 )

‧ 雙層防燙，兩段火力
‧304 不鏽鋼
0772198
Rose Garden 五格珠寶盒
原價 $2100 會員價 $1599

A.0812603
GJ KONNO 名片盒
原價 $1900 會員價

$1590

B.0812610
GJ 大象鑰匙圈
原價 $1900 會員價

智慧
觸控

$1590

0787253
舒適旋轉式星球椅 ( 紅 )
L90xW96xH75cm
原價 $4990 會員價 $3890

英國
溫控器

304
不鏽鋼

0814300
松木 Matric 不鏽鋼個人品味鍋
MG-PG0602
原價 $990 會員價 $888

0814836
松木 Matric 黑晶調控不挑鍋電陶爐
原價 $1680 會員價 $1380

0795142
recolte 日本麗克特 Milk Foamer
電動奶泡機 - 紅色
原價 $1690 會員價 $1080

0814508
THOMSON 電動研磨咖啡隨行杯
(USB 充電 )
原價 $1990 會員價 $1690

‧ 暖萌造型，時尚療癒
‧ 一體成型，防爆防漏

$1790

0807203
濃濃三角龍造型收納椅凳
L107xW43xH41cm
原價 $2990 會員價 $2690

0816588
萌萌小熊造型收納椅凳
L77xW43xH40cm
原價 $2990 會員價 $2690

0816571
萌萌小熊造型椅凳
L61xW32xH37cm
原價 $1990 會員價

‧ 記憶泡棉舒適好坐
‧ 鐵製骨架堅固耐用

$1790

可360°
旋轉

0795197
Haier 鑽紋雙層快煮壺 1.7L
原價 $1980 會員價 $1080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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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滿額贈商品單筆限送乙個，不累送

0807166
旺旺小象造型椅凳
L70xW33xH36cm
原價 $1990 會員價

$3490

0798129
NOIR 單人沙發收納椅
L77.5xW57xH77cm
原價 $4000 會員價 $2490

0806091
品味居家可收合蝴蝶椅 ( 深灰色 )
L74xW73xH95cm
原價 $3900 會員價 $2990

0780759
悠然舒適躺椅沙發
L79xW87xH111cm
原價 $9900 會員價

$7990

滿額贈商品單筆限送乙個，不累送

0792486
白白日記 - 企鵝先生暖腳套
原價 $700 會員價 $350

( 另有藍 )
0816465
敦敦熊萌趣矽膠暖水袋 - 粉
原價 $499 會員價 $350

‧ 輕巧方便好移動
‧ 意收納不佔空間
0816489
敦敦熊萌趣矽膠暖水袋 - 綠
原價 $499 會員價 $350

1 餐桌 +2 長凳

組合價

A.0810753 / B.0810777 / C.0810760
Slim 手提保溫杯 230ML- 亮白 / 圍巾熊手提保溫杯 250ML
喝什麼隨行保溫杯 550ML
原價 $380 / $450 / $480 會員價 $304 / $360 / $384

11990
元

0799171
竹韻美學 130*90*75 餐桌
L130xW90xH75cm
原價 $9900 會員價 $7990

‧ 高反彈材質不易塌陷
‧ 貼合身體，均勻分散壓力減緩不適
‧ 柔軟絨毛觸感

0799201
竹韻美學 120*35*42 長凳
L120xW35xH42cm
原價 $3800 會員價 $2990

1 餐桌 +2 長凳

組合價

7990
元

www.workinghou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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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2986
探險森林高反彈椅墊 - 綠
原價 $750 會員價 $638

0812900
探險森林三角蓋毯靠枕組 - 綠
原價 $850 會員價 $723

0812993
探險森林高反彈圓柱靠枕
原價 $1180 會員價 $1003

0812962
探險森林高反彈午睡墊
原價 $1380 會員價 $1173

0813006
探險森林彈力圓靠墊 - 藍
原價 $780 會員價 $663

0762199
北歐簡約可移動邊桌
L45xW45xH57cm
原價 $1200 會員價

$1090

0803397
自然橡木家居餐桌
L117xW80xH73cm
原價 $5800 會員價

$4490

0803410
自然橡木家居長凳
L101xW32xH45cm
原價 $3000 會員價

$2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