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誰住在C I T Y L I NK的大鳳梨裡？海綿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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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館當日累積消費滿3,800元

or單筆2,800元加價150元

or會員點數扣600點

即贈海綿寶寶經典抱枕乙個
(限量500個 贈完為止，每人每卡每日限領乙份)  

全館當日累積消費滿3,800元

or單筆2,800元加價150 元
or會員點數扣600點

即贈海綿寶寶驚奇抱枕乙個

(限量500個 贈完為止，每人每卡每日限領乙份)

2018/12/7FRI.-2019/1/13SUN.

2019/1/14MON.-2019/2/17SUN.

2018/12/7FRI.-2019/2/17SUN.

兌換地點：松山壹號店2F服務台
會員獨享好禮

第2波

第1波壹號店

壹號店

注意事項：1.贈品兌畢將於現場公告，恕不另行通知，贈品一離櫃恕不接受退換貨，請詳細檢查。2.若兌換後辦理退貨，所兌換之贈品需全數退還，如無法全數退還，

則以現金補足予CITYLINK。3.  以下櫃位恕不參加本活動: 7-11、麥當勞、星巴克、方尹文創、QB HOUSE、Gogoro。4.發票限當日使用，隔日不得兌換。5.其他未盡

事宜以現場公告及人員說明為準。6.CITYLINK保有活動最終解釋權。

消費滿額贈

活動期間會員單筆2,000元

or單筆不限金額發票加價100元

or會員點數扣350點

即贈玫瑰金不鏽鋼吸管組乙組

(限量300組 贈完為止，恕不累贈)

貳號店

304不鏽鋼
size:w1.2xh21.5cm/w0.6xh2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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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海綿寶寶抱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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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快來抱回家！

會 員 消 費 滿 額 禮  

size:30x30cm

size:30x30cm

貼布繡質感



顏色依照實際贈品為主

聖誕加碼贈

活動期間會員憑當日不限金額消費發票

即贈海綿寶寶資料夾2入乙份

(限量800份 贈完為止，每人每卡每日限領乙份)

新春加碼贈

活動期間會員憑當日單筆188元發票

即贈海綿寶寶金光袋2入乙份

(限量500份 贈完為止，每人每卡每日限領乙份)

2018/12/21FRI.-2019/1/1TUE.

2019/1/25FRI.-2019/2/6WED.

新會員入會禮

活動期間新會員憑當日不限金額消費發票

即贈海綿寶寶清潔海綿 乙份

(限量1000份 贈完為止，新入會員限領乙份) 

2018/12/7FRI.-2019/2/17SUN.

壹號店 貳號店

壹號店 貳號店

壹號店 貳號店

注意事項：1.贈品兌畢將於現場公告，恕不另行通知，贈品一離櫃恕不接受退換貨，請詳細檢查。2.若兌換後辦理退貨，所兌換之贈品需全數退還，如無法全數退還，

則以現金補足予CITYLINK。3.  以下櫃位恕不參加本活動: 7-11、麥當勞、星巴克、方尹文創、QB HOUSE、Gogoro。4.發票限當日使用，隔日不得兌換。5.其他未盡

事宜以現場公告及人員說明為準。6.CITYLINK保有活動最終解釋權。

可
愛

又

好
用

只
有海綿寶寶做得到！讓小朋友搶著做家事

!

聖誕節還要上班上學？沒關係！海綿寶寶陪你天天好心情！

size:8x10cm

兌換地點：松山壹號店2F服務台

新的一年跟海綿寶寶

一起金光閃閃！

高調才是王道！



海綿寶寶在手套樂園度過了開心的一天，離開前撿到了一張記載著黃金蟹堡

就藏在黃金島上的藏寶圖，跟著海綿寶寶幫助他一起尋找寶藏吧！

沿著線索尋找黃金島的過程中，不小心被捲入了奇幻海波浪，快快找到線索然後逃出這裡！

CITYL INK松山店集章點在哪裡呢？

2F 3F

壹號店 貳號店

元宵限定
可愛造型湯圓DIY

自己的湯圓自己做！
快帶小寶貝來發揮創意動手搓湯圓！

時間：2019/2/16（六）
16:00-18:00

地點：CITYLINK松山壹號店1F
報名費250元/名（含材料費），限額15名
報名請至CITYLINK松山壹號店2F服務台

完成登記及繳交報名費。 
詳情請洽（02）2528-0666 分機9

合作單位：原味錄 聖誕音樂會
跟著以琳教會唱詩班

一起度過溫馨的聖誕節午後！
時間：2018/12/23（日）

14:00-15:00
地點：CITYLINK松山壹號店

圓頂廣場

SANTA GIRL
陪你甜甜過聖誕
快來CITYLINK松山店跟

HOT SANTA GIRL領糖果一起甜甜過聖誕~
時間：2018/12/25（二）
16:00~發完爲止

地點：CITYLINK松山壹號店&貳號店

壹號店1F

壹號店1F

跟著海綿寶寶尋堡趣

注意事項：

(1)活動贈品兌換僅限CITYLINK會員，兌換請出示會員行動條碼，每人每卡限兌換乙個。

(2)贈品數量有限，南港店500份、松山店250份、內湖店250份，送完為止。

(3)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主，CITYLINK保有活動調整及終止權利。

size:4.5x3.5cm

跟著海綿寶寶尋寶腳步至C I T Y L I N K南港店 /松山店 /內湖店完成集章任務
即可憑集章冊、當日單筆不限金額消費發票及會員行動條碼至各店服務台兌領
海綿寶寶徽章乙個！快到各店服務台索取海綿寶寶集章冊開始尋堡趣吧~

貳號店
壹號店

2 0 1 8 / 1 2 / 7 F R I . - 2 0 1 9 / 2 / 1 7 S U N .



2018/12/7 FRI .-2019/2/17 SUN.

好好玩D IY課程
地點：C ITYL INK松山壹號店1F
材料費200元/名 ,  每班限額20名

報名請至C ITYL INK松山壹號店2F服務台
完成登記及繳交材料費。 

詳情請洽（02）2528 -0666  分機9

立體拼豆
跟著老師一起做~
手作拼豆好EASY!
時間：2019/1/6（日）
15:00~16:00

童趣陶作
捏捏捏~

第一次捏陶就上手~
時間：2019/1/20（日）
15:00~16:00

壹號店1F

壹號店1F
南側門

壹號店1F
西側門

壹號店2F
手扶梯前

•穿著條紋/黑白、黃色系服裝
•於任一陳列合照上傳至CITYL INK松山店FB粉絲團
  指定頁面並標記兩位好友
•留言“我在CITYL INK松山店與海綿寶寶一起玩穿搭！”
即可參加精美好康抽獎！

注意事項： (1)中獎通知將統一由CITYL INK松山店進行
獎項兌領作業。(2)中獎人需至CITYL INK松山壹號店2F
服務台進行領獎作業，若中獎人不願意提供相關資料或
未於20 1 9 / 3 / 3 (日 )前完成兌換及配合辦理領獎手續
等相關事宜者，即視為自動放棄中獎資格。(3)本活動中獎
人如有資格不符者，C I T Y L I N K 松山店有權取消其獲獎
資格；若贈品已領取者，可要求其返還贈品實際價格。
(4)贈品依現場實物為主，票券使用方式依券面規定，恕不
折換現金或退換。(5)C ITYL INK松山店保有更換各贈品
品項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頭獎   海綿寶寶大型玩偶  1名
二獎   餐券(價值1,000元)   2名
三獎   海綿寶寶抱枕一組  3名

海綿寶寶
Let’s Be Friends!

17:30
18:00

12/15
(六)

2018
12/15
(六)

2018

壹號店貳號店

人氣超高的海綿寶寶來到松山店啦！
快來跟海綿寶寶當好朋友吧！

海綿寶寶穿搭秀 
Join Spongebob’s
Fashion Frenzy！



1.聖誕冬季暖系沐浴保養
  聖誕限量沐浴保養系列   

  2件85折
2.聖誕精選魔法禮盒 

推薦價450元起
3.限量上市！聖誕室內香氛魔法森林系列

-森林薰香蠟燭250ml 推薦價1,080元
-森林藤枝薰香組140ml 推薦價1,280元
-薰香台(白/黑) 推薦價280元

4.夢幻金屬霓光 銀河星空派對
聖誕星空派對限量組  

原價1,940元 特價1,650元
身體亮彩噴霧 10g/金屬光眼彩 8ml/
金屬光口紅 3ml

THE BODY SHOP

Tomod's
特惠價格期間2018/11/29(四) - 2019/1/2(三)

1.SHILLS女神香氛遊樂園
潤澤順髮護手霜三入組 

推薦價299元

2.SHILLS女神香氛遊樂園
潤澤香氛禮盒  

推薦價269元
3.奇士美極致寵愛護手組 

原價385元 特價299元

歡樂聖誕派對組合

金黃麝香白葡萄氣泡酒1支+

藍布斯寇微氣泡紅酒1支

原價2,760元 特價1,999元 

(限量20組) 

4.HANDY BABY LUXE奢華版
貝比淡香水-克羅埃/狄奧花漾 

原價680元 買1送1 6.HABA SQ保濕巨星組 

原價880元 2件75折

5.HABA SQ美白天后組 

原價980元 2件7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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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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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城
2018/11/1(四) - 2019/3/31(日)

達橙生活館

壹號店1F

壹號店1F

壹號店1F

壹號店2F

聖誕特企 Immerse Yourself

金黃麝香甜白葡萄酒

藍布斯寇微氣泡紅酒

瓦城泰嗨旺年宴 歡饗價6,999元/每桌

精選15道經典佳餚+白飯10人份+

沁涼歡飲壺3壺+好享甜點BOWL1份

*另計10%服務費，恕不與其它優惠折扣併用

【限量好康加碼】

兩桌(含)以上訂席，桌桌贈台灣金牌啤酒！

詳洽訂席專線02-8227-1211  ※開車不喝酒※

【時來運轉好運抽】

點用尾牙春酒專案，每桌10個中獎機會，總價值40萬大獎等您抽！

專案訂席歡迎洽詢02-2528-1080，由餐廳主管為您服務∼

06

05



CHAFFEE

冬之茶雙罐特價

冬之茶+諸事泰吉壺

原價2,640元 特價2,200元
洽詢電話 02-2528-8138

達橙生活館

新年團圓送禮最佳組合

黑皮諾葡萄酒1支+精選梅洛葡萄酒1支

原價2,660元 特價1,980元
(限量20組)

新春5人團圓宴

美味價3,610元
原味月亮、海鮮什蔬沙律、檸檬清蒸魚、冬粉鮮蝦煲、

辣炒牛肉、泰式咖哩雞、蝦醬空心菜、泰國冰奶茶5杯、

摩摩喳喳5份、泰國茉莉香米5人份

（另計10%服務費，恕無法與其他行銷活動併用）

洽詢電話 02-2528-1080

壹號店2F

 瓦城  2019/1/25(五) ~ 2019/2/28(四)

壹號店2F

添好運

頂級XO醬年節送禮最佳首選!

只要來店消費即享加購價398元
送禮有面子，自用也安心，每一口都給您添好運!!

嚴選珍貴小珠貝與特級金鉤蝦，咀嚼間海味十足。

伴隨紅蔥頭及蒜仁香氣，並以朝天椒提味，鮮中帶辣。

不論是炒飯拌麵，在家也能做出添好運的米其林美味!

洽詢電話02-2528-7978 

大戶屋

豬事大吉 雙人餐

活動期間2018/12/7(五)~2019/02/17(日)

主菜三選二：

炭烤鹽麴五花定食、炭烤鯖魚定食、雞肉蔬猜會黑醋醬定食

小菜四選二：

鮮蔬小魚、泡菜、可樂餅、冷豆腐

飲料：70元以下飲料任兩杯

原價880元 特價777元 (另計10%服務費)
洽詢電話 02-2528-7775

CHAFFEE

鐵觀音濃巧克力

季節限定  推薦價90元 路易莎咖啡
黑糖雪點奶茶

推薦價50元
洽詢電話02-2747-1613

貳號店1F

壹號店1F

壹號店1F

壹號店1F

壹號店1F





壹號店2F壹號店2F 期間
限定

期間
限定

冬季好食  Indulge Yourself

缺

香帥

耶誕芋泥燒布丁
原價100元/瓶 特價90元/瓶

瑞士巧捲  

原價300元 特價240元

笛笛家 12月份

手工泡菜全系列 原價250元 特價220元/瓶
現場優惠2瓶390元 4瓶750元

花月嵐  期間限定
道豚堀拉麵
推薦價210元  (另計10%服務費)

洽詢電話 02-2748-5552

涓豆腐

聖誕約會雙人套餐  原價1,264元  特價1,088元
起司嫩豆腐煲+韓式石鍋飯1鍋+醬燒青蔥牛五花+綜合海鮮煎餅+
韓式小菜無限量供應+黑糖香柚豆花2份+香柚茶2杯
(另計10%服務費) 洽詢電話 02-2747-3088

添好運

添好運推出「午茶港點美味」，搭配港式點心鹹食及甜品，
讓下午茶更加豐富有料   精選人氣餐點10選5   超值價558元
即點即蒸的港點美味，再來杯烏龍茶啜飲回甘，溫暖冬天的午茶時光∼

平日(一) ~ (五)14:00~17:00供應，例假日恕不適用
洽詢電話 02-2528-7978 

燒丼  期間限定 12/18上市
西班牙伊比利雪花丼
推薦價280元  (另計10%服務費)

洽詢電話02-2747-7565

壹號店1F 壹號店1F

壹號店2F壹號店2F



冬季好食  Indulge Yourself

即日起~12/31

購買米其林油雞1隻

即贈飲品2杯 (30元飲品)

買1送2

了凡 油雞飯‧麵   2018/11/26(一) - 2018/12/31(一)
活動期間點購了凡全雞乙份，即贈沁涼飲品2杯
(價值30元/杯 品項：鮮檸冬瓜茶、蔓越莓果汁、無糖煎茶) 洽詢電話 02-2748-2678

壹號店1F

2019/2/13(三) ~ 2019/2/17 (日)
Valentine's Day活動期間內，凡至店內點用兩人套餐，
即附贈兩杯餐前氣泡飲。

推薦價1,280元  (另計10%服務費)

Wired Tokyo     2018/12/01(六) ~ 2018/12/31(一) 
X-mas活動期間內，凡至店內點用脆皮德國豬腳或香草烤半雞，
即贈送柴魚七味粉薯條乙份(價值160元)

推薦價580元  (另計10%服務費)  訂位專線:02-2528-0016

松山站食堂

冬季限定 北海道 石狩鍋定食    

推薦價380元  洽詢電話 02-2747-0617

2.聖誕狂歡！最強韓式烤肉

銅盤M7+頂級和牛吃到飽 只要629元！
頂級和牛採穀物飼養，油花如大理石紋路，口感如奶油入口即化，

肉質紅潤柔嫩多汁，限時販售。

(不得與其他優惠活動合併使用， 為保有肉品新鮮度每次上桌限6盒，同組貴賓需點購

相同價位，銅盤保有變更所有活動內容之權利)(另計10%服務費)

銅盤  洽詢電話 02-2748-0588
1.Merry Christmas!聖誕節到銅盤大口吃肉吃到飽!!!!
銅盤烤肉 經典韓食 自助無限 

週一至週五午餐399元/人，平日晚餐與例假日全天469元/人。
活動期間用餐消費滿1,000元，再贈銅盤100元折價券乙張，
(限下次使用，使用辦法依券上的使用說明為主，贈完為止)(另計10%服務費)

貳號店2F

貳號店3F

貳號店2F



冬季
時尚

 Pamper Yourself

太曼妮  商品全面8折(特價品除外)
滿額禮
消費1000元   Sistema 外帶胡椒罐及鹽罐組(2入)1組(21473)
消費2000元   PAVONI 矽膠隔熱長手套-藍色(CHELA BU)一隻 
消費3000元   Typhoon Summer House系列-茶罐(藍色)一個(1400.657)
消費5000元   贈送Lustroware 時尚提袋1個(LF-558PP)

2.陶瓷刀禮盒組
綠.紅兩色(FK110WH/CP10NGR.RD)

原價1,920元 特價990元 (限量50組)

3.14CM陶瓷刀+刮皮刀+抗菌砧板
再送刀套1個(Kitchen3pcs+BG140)

原價3,220元 特價1,688元 (限量50組)

Kyocera
1.陶瓷塗層真空保溫杯
500ml送350ml(CSB-500送CSB-350)

原價3,760元 特價1,980元 (限量50組)

                        LOTIN

迪士尼限量組合商品享7折折扣!
限量組合款式共4組
耳環+項鍊任選全面7折

原價1,550元 特價1,100元

三花棉業

三花男/女機能保暖衣
舒適纖維×輕暖透氣
外穿內著皆合宜

原價1,200元/件

感恩回饋價3件1,200元

壹號店2F 壹號店3F

壹號店1F

壹號店1F

壹號店2F

小豬爸爸童書童玩展
2018/12/6(四)-2019/01/01(二)

全面69折起

ANNA DOLLY
2019冬季特賣會 
2019/1/5(六)-2019/1/27(日) 
真皮包、真皮夾等多款流行女包

全面3折起

東京著衣
2019/2/09(六)-2019/2/25(一)

3件480元起

獨家每日一物

天絲雙人兩用被床包組 

原價19,900元  特價2,880元 
限量30組(多款樣式現場花色為主)

羊羔絨暖暖毯

原價4,980元特價990元
(花色以現場為主)

1. 2. 3.

JINS
JINS設計師系列
Michele De Lucchi聯名眼鏡
推薦價2,980元

壹號店2F

12/1新品上市

HOME's harmony
期間限定:
2018/12/7(五) ~ 2018/12/31(一) 





兌換地點：松山壹號店2F服務台
(限使用悠遊卡扣款消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