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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質生活  日常的好感覺  F r e s h  S e n s e



兌換注意事項： ( 1 )贈品活動須由會員本人親持會員行動條碼、當日消費發票及銷貨明細表至服務台兌換。 ( 2 )入會禮限擇
一品項兌換，活動期間每人每卡限換乙份。 ( 3 )滿額禮限擇一門檻兌換，單筆發票限兌換乙次，恕不累贈。 ( 4 )商品兌換請
現場檢查，離櫃後恕不接受瑕疵換貨。 ( 5 )辦理退貨時如無法退還贈品，則需補足贈品金額。 ( 6 )本公司保有隨時調整活動
辦法及優惠內容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依現場公告為主。

活動期間新申請加入C I T Y L I N K行動會員
即可憑當日不限金額消費至服務台兌換

入會禮乙份(擇一兌換)

300
point

12 . 13 (五 ) -12 . 31 (二 )  
▶3 0 0點會員紅利

紅利點數可於有效期間內，在配合櫃位使用
以折抵消費結帳金額，
5點可折抵1元
難得好康千萬別錯過！

12 . 13 (五 )- 02 . 02 (日)  

▶不鏽鋼環保吸管組

全系列吸管選用高純度不鏽鋼
製成，一起愛上環保健康生活，

拒絕塑化人生！
(材質:304不鏽鋼)

12 . 13 (五 )- 02 . 02 (日)  

活動期間當日消費累積滿2,800元即可至1F服務台兌換

「每日精選咖啡(特大杯) 招待券」乙份

(限CITYLINK內湖店兌換，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新會員入會禮

會員限定滿額禮

▶兌換地點：1F服務台







超值扣點攻略 12/13(五)~12/31(二)
2018年累積紅利將於2019/12/31到期，及早折抵消費金額

或兌換豐富好禮，讓會員一「點」都不浪費！

點數
變現金

外帶拿鐵

兌換價400點免費換
原價100元  

豆乳冰淇淋

兌換價200點免費換
原價50元  

每日
限量

每日
限量

厚切里肌豬排套餐

兌換價100點+290元
原價370元  

每日
限量

好侍 咖哩屋調理包(200g)

兌換價200點免費換
原價79元   (口味隨機，每人每卡限兌換乙份)

限定優惠

注意事項：●扣點限同一會員卡號，恕無法合併扣點兌換。●點數兌換以會員當日持有點數為準，各項贈品每日限量，換完活動即停止
恕不另行公告。●本公司保有隨時調整活動辦法及優惠內容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依兌換現場公告為主。

限量
200份



: : :精選女裝配件

TOMOD'S｜1F

❶CEZANNE潤彩唇膏 推薦價255元 
❷SHILLS女神香氛身體髮香禮盒

(香氛噴霧+身體乳) 推薦價269元 
❸HelloKitty美妝蛋-切面型 推薦價129元 

BLAZING ｜1F

耶誕雪花銀項鍊

特價2,500元 原價3,980元 

BLAZING ｜1F

貝殼玫瑰金花語銀項鍊

特價2,600元 原價4,080元 

BLAZING ｜1F

抗敏耳環

特價990元 原價2,180元 

Hanako｜1F
精選編織毛帽

特價790元 原價 990元 

精選雙色印花圍巾

特價1,000元 原價1,280元

epanouir｜1F
氣質蕾絲長袖襯衫

特價1,736元　 原價2,480元

條紋九分寬褲

特價990元  原價1,980元

長版針織外套

特價1,280元   原價2,980元

❶

❷

❸



: : :休閒潮流

ABC MART｜1F

愛迪達男款跑鞋

特價2,390元
原價2,990元 

ABC MART｜1F

愛迪達復古休閒鞋

特價3,140元
原價3,490元 

ABC MART｜1F

NIKE男款休閒鞋

特價1,980元
原價2,200元 

ABC MART｜1F

G.T HAWKINS女款雪靴

特價1,490元
原價2,180元 

ABC MART｜1F

NIKE Zoom Pegasus

女款慢跑鞋

特價3,150元
原價3,500元 



: : :可愛兒童

KizzKizz貝比星球｜1F

 Miniware竹纖維餐具9折
Joules 精選秋冬服飾69折起
Joules 禦寒保暖配件85折

Rosie ｜1F 

羊毛童帽 

特價790元 原價990 
毛毛綁帶童脖圍 

特價490元 原價790

Tomod’s｜1F
玩具總動員4入浴球

推薦價 170元
復仇者聯盟入浴球

推薦價 190元

Funbox ｜1F

自動停車塔-百萬銷售紀念版

特價1,999元
原價 2,400元

Funbox ｜1F

冰雪奇緣2魔法指甲化妝台

特價1,299元 
原價1,450元

Funbox ｜1F

Rizmo 萌萌小精靈

雪白/水藍/莓粉

特價2,499元 原價2,995元



: : :生活風格提案

LAMY｜1F

TIPO337abs鋼珠筆 

特價350元 原價500

LAMY｜1F

(1)AION系列赤青鋼筆

(限定赤青2色)

特價2,550元 原價3,050
(2)studio系列寶石藍鋼筆

限定黑禮盒

特價3,050元 原價3,850

交換
禮物

送禮
首選

TSUTAYA BOOKSTORE｜1F

對杯對碗

特價88折

TSUTAYA BOOKSTORE｜1F

2020手帳全系列 

特價8折

LAMY｜1F

A5軟式筆記本(五色)+

LOGO系列204原子筆(五色)

特價999元 　原價 1,300元 

(1)

(2)



epanouir｜1F
氣質蕾絲長袖襯衫

特價1,736元　 原價2,480元

條紋九分寬褲

特價990元  原價1,980元

長版針織外套

特價1,280元   原價2,980元



精選小點推薦

路易莎咖啡｜1F
12/13(五)-12/20(五)

14:00~18:00午茶時間優惠

莊園美式(M)55元(L)75元/

莊園拿鐵(M)75元(L)95元

特價 第2杯半價
蛋糕甜點三件享9折
(限50元以上商品)

漿樣子濃い豆乳｜2F

單筆消費滿300元
即贈360ml豆乳一罐

(原味or 無糖)

單筆消費滿500元
即贈保冷袋一個

(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于記杏仁｜2F

杏仁豆腐  

買四送一 原價75元/個

杏仁冰淇淋 

買二送一 原價75元/個

于記杏仁｜2F
買甜菜根杏仁粉加購任一商品折20元

買冬季限定熱食(任一)

+杏仁茶(不限口味)折10元



WIRED CHAYA｜1F

來店享用鍋物套餐，甜點升級為季節水果起司蛋糕。

(餐廳保有更換商品之權利)

法式野莓塔

特價450元 
原價520元 

草莓冬之戀 6吋

特價750元 
原價900元

草莓冬之戀 8吋

特價900元 
原價1,600元

踏雪尋莓

特價50元 原價60元 

精選小點推薦

限期優惠
即日起-2020.01.31(五)

貝肯庄｜2F





聚餐
首選
餡老滿｜2F
四人餐：

麻醬涼粉+手撕雞+大拌菜

酸辣湯、酸梅湯(二選一)

蟹粉豆腐、炒蘆筍(二選一)

老滿水餃8顆+黃瓜豬肉餃8顆+蔥油餅

特價928元 原價1,364元

餡老滿｜2F
雙人套餐：

大拌菜、麻醬涼粉、手撕雞(三選二)

酸辣湯、酸梅湯(二選一)

+老滿水餃5顆+黃瓜豬肉餃5顆+蔥油餅

特價488元 原價794元

餡老滿｜2F
佛跳牆一盅

特價868元 
原價988元

*此為預購外帶商品

請於4日前預定並付款

洽詢專線:

(02)8791-0228



于記杏仁｜2F
買甜菜根杏仁粉加購任一商品折20元

買冬季限定熱食(任一)

+杏仁茶(不限口味)折10元

北村豆腐家｜2F
牛奶起司海鮮嫩豆腐煲+部隊鍋嫩豆腐煲+泡菜嫩豆腐煲+

海菜鮮蚵嫩豆腐煲+鑄鐵拌飯4份+新堂洞炒年糕+

釜山傳統炸魚板+韓式小菜吃到飽+白葡萄飲4杯+香蕉牛奶霜淇淋4隻

(限內用，另計10%服務費，餐點依現場為主) 

推薦價1,699元 



瓦城｜2F
瓦城４人主廚推薦餐

7道招牌菜色+3款米飯無限享用+任選4杯飲品

(10%服務費另計，恕無法與其他折扣優惠併用，

餐點供應內容以餐廳實際菜單為主) 

推薦價2,980元
訂位專線:2791-28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