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75折起

詳細週年慶活動時間，請

掃專屬QRCODE查詢，而

百貨活動時間則依各百貨

公告時間為主

滿額再現抵

(可累抵)

單筆結帳金額滿

現抵

元6,000
元400

當 季 童 裝 723件 折起

滿額好禮贈

單筆結帳金額滿 元3,500
洗髮沐浴露乙罐(最多兩瓶)贈

歡樂

店
櫃

門
市

(可累抵)

單筆結帳金額滿

現抵

元3,000
元300

百貨
週年慶

購物節



清新寶貝背帶褲
售價 2,550元

清新寶貝 T 恤
售價 1,380元

親愛夥伴長褲
售價 1,680元

繽紛花季毛線帽
售價 2,950元

清新寶貝背心式外套
售價 2,880元

粉色小熊披風
售價 2,580元

親愛夥伴兔裝
售價 2,580元

森林探險兔裝
售價 2,650元

森林探險 T 恤
售價 1,680元

繽紛花季套裝
售價 2,980元

小恐龍上衣
售價 1,480元

小恐龍洋裝
售價 2,580元

粉色小熊造型帽
售價 620元

當季外出服8折
3件72折

小恐龍兔裝
售價 2,780元

小恐龍長褲
售價 1,580元

清新寶貝兔裝
售價 2,980元

粉色小熊長褲
售價 1,180元

森林探險毛線帽
售價 1,150元

繽紛花季洋裝
售價 2,480元

倫敦風情鋪棉和服
售價 1,780元



粉紅聖誕兔裝
售價 2,680元

粉紅聖誕長褲
售價 1,480元

粉紅聖誕造型帽
售價 650元

浪漫比得上衣
售價 2,080-2,180元

浪漫比得洋裝
售價 2,750元

迷彩兔 T 恤
售價 1,980-2,030元

迷彩兔 T 恤
售價 1,880-1,930元

迷彩兔東京帽
售價 790元

酷勁比得外套
售價 2,650-2,850元

時尚比得 T 恤
售價 1,880元

時尚比得上衣
售價 2,050-2,150元

酷勁比得長褲
售價 1,780-1,830元

雪季比得兔裝
售價 2,780元

浪漫比得長褲
售價 1,380-1,430元

浪漫比得套裝
售價 2,980元

當季內著8折
3件75折

雪季比得背心式外套
售價 2,950元

好朋友側開內衣兔裝 / 嬰兒長褲
售價 740元 / 650元

雪季比得背帶褲
售價 2,480元

腳丫丫帶腳套兔裝
售價 1,080元 好朋友夾層背心

售價 1,050元

長頸鹿側開內衣兔裝
售價 900元

摺紙趣帶腳套兔裝
售價 1,380元

小草 / 蝴蝶比得鋪棉妙妙裝
售價 1,880元

提花包紗嬰兒長褲
售價 760元



可全平躺設計，讓寶寶更放鬆且舒適乘坐

Joie i-Level™
嬰兒提籃汽座

通過 i-Size規格新生兒提籃
符合人體工學且最適合寶寶平躺的傾斜角度為

157°，保護他們發育中的脊椎以及呼吸的順暢
採用 ISOFIX系統安裝使用並通過 i-Size測試
Sleepytime tilt™座椅完全平躺設計，可坐、躺
Intelli-Fit™泡棉強化側撞保護功能
獨有的 Tri-Protect™系統，提供頭靠三層保護
Grow Together™ 頭靠高度調整系統，可直接帶動肩
帶的高度

‧

‧

‧

‧

‧

‧

‧

原價 16,500元 /特價10,600元
奶瓶食物加熱器 或 費雪聲光安撫海馬 (藍 /粉 )贈

安全再升級，給寶寶最完整的保護

Joie i-Spin 360™
0-4歲全方位汽座

Simple Swivel™設計，座椅雙側邊都具備旋轉按鈕，
單手操作即可輕鬆 360度旋轉座椅
Guard Surround Safety™當安裝帶正確安裝時，側
翼保護塊會自動展開

Smart Ride™智能鎖定設計，確保孩童後向至少乘
坐至 9kg才可轉正向
Sleepytime tilt™ 雙向均可 6段式背靠調整設計
Grow Together™6段式頭靠高度調整系統，可直接
帶動肩帶的高度， 單手即可輕鬆調整
獨家 Tri-Protect™ 3層頭靠保護設計，內含專利
Intelli-FitTM記憶泡棉，提供絕佳的側撞防護功能
背部通風設計，讓孩童享有舒適不悶熱的乘坐體驗

‧

‧

‧

‧

‧

‧

‧

原價 22,600元 /特價14,900元
奶瓶食物加熱器 或 費雪聲光安撫海馬 (藍 /粉 ) 
或 小章魚隨身風扇 

贈

為每個階段的孩子量身打造的座椅

Joie every stage™ fx
0-12歲全階段汽座 (藍 /灰 )

Guard Surround Safety™側翼保護塊設計，搭配後
向可乘坐至 18kg，提供絕佳的側撞保護
單手即可輕鬆調整 10個段位的頭靠高度
Grow Together™多段頭靠高度調整系統，可直接
帶動肩帶高度

AutoAdjust™側翼寬度隨頭靠高度拉高而張開
隱藏式安全帶收納設計，可長期再使用

‧

‧

‧

‧

‧

原價 16,900元 /特價11,900元
奶瓶食物加熱器 或 費雪聲光安撫海馬 (藍 /粉 )贈

單手一放自動秒收，輕巧靈活的全方位推車

Joie tourist™
輕便型休旅推車

座椅可完全平躺，新生兒適用

可結合新生兒提籃使用，讓寶寶安心熟睡

內建肩背帶、旅行收納帶，重量僅 6公斤，外出攜帶好方便
瞬間折疊收合，收合後車身可自行站立

Sweet Stride™前輪 360度旋轉與定向設計，搭配四輪避震系統，
一踩雙煞，靈活推行

全罩式 UPF50+防曬、防潑水頂篷，且附遮陽片延展式頂篷設計
大置物籃設計，方便置物、取物

‧

‧

‧

‧

‧

‧

‧

原價 11,700元 /特價7,890元
副食品儲存盒 +咬咬南瓜固齒器贈

座椅可前後換向，親子探索世界推車首選

Joie versatrax™ 
多功能三合一手推車

榮獲 2019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Best of the best
座椅可前後換向或全平躺，適合剛出生的寶寶

內附轉接器，可與 Joie新生兒提籃 gemm、i-Level搭配使用 
輕量化車架設計，搭配可調整高度的高質感皮革手把 
超耐磨輪胎，征服各種顛簸路面

全罩式抗 UV50 +防曬、加大式頂篷設計，阻隔外界干擾
大置物籃設計，方便置物、取物

全車優異的避震系統，平穩推行；一踩雙煞系統，不傷鞋面設計

單手可輕鬆收合站立，便於收納

‧

‧

‧

‧

‧

‧

‧

‧

‧

原價 21,300元 /特價14,200元
小章魚隨身風扇 +潔手慕斯贈



Joie float™ 4WD flex signature 

原價 12,700元 /特價9,290元
推車蚊帳 +副食品儲存盒 +
咬咬南瓜固齒器

贈

Joie spin360™ Isofix
0-4 歲全方位汽座 ( 黑 )

原價 16,300元 /特價11,200元
奶瓶食物加熱器 或 費雪聲光安撫海馬 (藍 /粉 )贈

Joie tilt™
雙向汽座 0-4 歲 ( 藍 / 紅 / 灰 )

原價 6,000元 /特價3,690元
濕紙巾溫熱蓋 或 副食品儲存盒贈

Joie stages™ 
0-7 歲成長型安全座椅 ( 藍 / 紅 / 灰 )

原價 12,300元 /特價7,490元
立體透氣推車汽座墊贈

Joie trillo™ lx
成長型兒童安全座椅 ( 灰 )

原價 5,500元 /特價3,690元
潔手慕斯 400ml 或 彈跳水壺贈

Joie litetrax™
豪華休旅推車
原價 10,500元 /特價7,190元

Litetrax推車蚊帳贈

Joie evalite™ duo
雙人推車
原價 14,900元 /特價10,800元
四季兩用防踢背心贈

Joie pact™
輕便型推車
原價 10,800元 /特價6,690元

副食品儲存盒 +
咬咬南瓜固齒器

贈

Joie pact™ lite dlx
輕便登機車 ( 紅 / 藍 )

原價 11,800元 /特價5,290元
副食品儲存盒 +咬咬南瓜固齒器贈

Joie mytrax™ s
豪華推車 ( 附置杯架 )

原價 15,300元 /特價9,390元
立體透氣推車汽座墊贈

Joie float™ 4WD
超輕量雙向手推車 ( 英倫米 / 英倫藍 )

原價 11,700元 /特價7,890元
推車蚊帳贈

Joie every stage™  fx signature
全階段汽座
原價 19,200元 /特價13,200元
奶瓶食物加熱器 或 費雪聲光安撫海馬 (藍 /粉 )贈

Joie spin 360™ signature Isofix
0-4 歲全方位汽座
原價 19,000元 /特價13,000元
奶瓶食物加熱器 或 費雪聲光安撫海馬 (藍 /粉 )贈

後向乘坐，越久越好
不只要挑對汽座，還要正確使用！

推車百百款
選擇適合的車款陪伴寶寶一同探索新視野

( 凡購買任一款推車，可加價 699 元購買奇哥抗 UV 彈性遮陽罩 )

Joie litetrax™ 
時尚運動三輪手推車

‧

‧

‧

‧

‧

‧

適用範圍從新生兒~15公斤，可與 Joie Gemm
提籃完美結合

單手一拉座椅中間的織帶即可收合，且自動鎖住固定

全罩式頂篷設計，幫寶寶遮陽的好選擇

多段式背靠調整加上 2段式小腿靠設計
全車避震系統，搭配一踩雙剎煞車系統

大置物籃設計，方便置物、取物

原價 10,500元 /特價7,190元
Litetrax推車蚊帳贈

獨家迷彩，寶寶獨一無二的選擇

百貨
獨家藍

百貨
獨家藍



●殺菌、烘乾一機多用，不僅能夠呵護寶寶的健康，全家皆適用

●機身採用橫向設計，空間寬敞、拿取方便，靈活擺放 8支寬口奶瓶

●採用日本保險絲精密線路設計，偵測過熱或異常狀況時便會自動斷電停止運作，

   安全有保障

●無隙縫緊密設計與 5釐米強化玻璃門，不僅能防止紫外線穿透，運轉時開啟玻璃

   門會響起警示音並自動停止運作，安全再升級

●大出風口設計，節省 2倍烘乾時間

幫助寶寶五感發育
安撫助眠的最佳陪伴

比得兔多功能成長床邊音樂鈴
刺激寶寶五感發育，黑白與彩色的雙面圖案，幫助寶寶視覺發展，可平行懸掛或

作為布書，開啟寶寶閱讀新視界；搭配多元化的音樂與自動聲控，安撫寶寶情緒，

增進聽覺與開發語言能力，是新生兒寶寶最佳的陪伴首選

給寶寶純淨、健康
零負擔的睡眠環境
純淨天然有機棉寢具系列
寶寶肌膚脆弱又薄透，需要有機棉寢具，照顧

寶寶肌膚和呼吸健康；GOTS有機棉認證，舒適
純棉觸感，呵護寶寶無微不至

奇哥紫外線消毒烘乾機

殺菌零死角 防護更加倍

使用壽命達 9000小時以上的飛利浦
歐洲原廠大功率紫外線燈管，功率

長效持久，與爸媽一同守護寶寶的

健康，拒絕病從口入

原價 6,800元

特價4,290元

原價 3,580元 /特價2,690元

有機棉四件式寢具組
( 床圍 + 兩用夏被 + 床包 + 枕頭 )
售價 6,900元 (大 )
售價 6,700元 (中 )

有機棉造型 Q 棉塑形枕
售價 1,380元

有機棉乳膠斜背枕
售價 1,480元

有機棉乳膠床墊
售價 3,380元

有機棉兩用夏被
售價 2,800元

有機棉肚圍包巾禮盒
( 含肚圍 + 手搖鈴 )
售價 2,280元

有機棉兩用防踢睡袍
售價 1,680元

有機棉肚圍
售價 680元 (中 )
售價 580元 (小 )

以黑白或高對比色彩的

圖案，刺激視覺發展

拆下後可組成布書，開

啟寶寶的閱讀新視界

自動感應哭聲撥放音

樂，安撫寶寶不安情緒

多元化音源與 60秒錄
音，增進聽覺語言能力

夜燈營造舒適的睡眠氛

圍，輔助父母夜間使用

平行懸掛吊飾，可幫助

發展視覺追蹤能力

兒茶素瓶裝一罐 +
PUP玻璃奶瓶 (標準 ) 2支

贈



舒適安撫入夢鄉

純棉紗布
竹纖維紗布
快樂森林六層紗
優雅比得

系列 全面   折7
花園比得
動物派對
有機棉系列

全面     折75

冬夏兩用立體超透氣床墊
( 大 )(65cm*125cm) 

原價 3,780元 /特價2,590元

立體超透氣塑型嬰兒枕 

原價 980元 /特價649元
立體超透氣兒童枕 

原價 1,280元 /特價849元

1.加價 950元可購圓頂蚊帳
2.加價 1,180元可購羊毛被胎  
3.加價 1,680元可購蠶絲被胎
4.加價 2,180元可購 3M舒柔被胎

●購買床加價�1,799元可購
   費雪三合一投影小熊床鈴 (原價�2,999

元 )

●購買床組加價�799元可購

還可享

購買床+床組

全面      折72
送 立體透氣枕套 +
防水透氣速乾尿墊

透氣舒適好香甜

比得兔抗菌嬰兒帽帶毯
原價 1,850元 /特價1,190元 全面   折7

購買優雅比得系列寢

具或床+優雅比得床組

奇哥立體遊戲童毯 

原價 2,150元 /特價1,390元

優雅比得兔抗菌幼兒毯
原價 2,850元 /特價1,690元

比得雙層柔舒毯禮盒
原價 1,250元 /特價899元

立體透氣枕套 

原價 880元 /特價549元

星星超柔舒洞洞毯 ( 大 + 小 )

原價 2,160元 /合購價1,648元

Chic"a"Bon 造型隨意毯 ( 藍 / 粉 )

原價 1,380元 /特價1,050元

Chic"a"Bon 柔舒防踢背心
原價 1,150元 /特價870元



Chic"a"Bon 好朋友床頭音樂鈴

原價 3,880元 /特價2,890元

二代微電腦溫奶器

原價 1,980元 /特價1,490元

濕紙巾加熱器

原價 1,650元 /特價1,250元
比得兔豆趣多功能披風

原價 1,550元 /特價1,150元

比得兔安撫推車蓋毯

原價 1,380元 /特價1,050元

比得兔豆趣多功能授乳枕

原價 1,690元 /特價1,290元

與寶寶親密互動 0 距離

Joie meet kubbie™ sleep多功能床邊嬰兒床
●床側面雙按鈕設計可以安全調整下降，方便照顧寶寶

●利用織帶可以固定於床邊

●吊床拉鍊設計，方便切換成遊戲床

● 單邊雙輪設計方便移動嬰兒床

●四邊網布設計，透氣舒適

● 簡單操作按鈕收納設計

●收納後附有旅行專用袋，輕巧便攜

寶寶界的秘密武器，安撫一把罩

Joie meet childream™多功能安撫搖椅
●輕量設計可輕鬆收合，收納不占空間，方便攜帶

●輕輕推即可溫柔搖擺，將搖搖椅固定後即可成為寶寶座椅

●可調式 3段背靠角度、2段式小腿靠

● 2段式可調振動頻率、5首經典搖籃曲 & 5首大自然聲音

●可拆式設計，方便清洗小坐墊

● 附有安全帶與舒適胯帶護片

原價 3,960元 /特價2,990元
比得兔柔濕巾 ( 20抽 6入 )贈

原價 5,900元 /特價4,190元
防水透氣保潔墊 2入贈

電動吸鼻器

原價 1,760元 /特價1,290元
紅外線耳溫槍

原價 1,280元 /特價999元

柔濕巾旅行包 ( 20 抽 )原價 55元

特價1,550元 / 1箱 ( 48包 )

加價199元可購濕紙巾溫熱蓋奇哥防蚊液 ( 60cc )

原價 210元 /買2送1

奇哥胸部冷熱敷墊

原價 350元 /特價259元

Chic"a"Bon 木製音樂拉鈴

原價 950元 /特價699元



防脹氣首選，給寶寶滿滿好口福

微電腦紫外線消毒烘乾機

原價 6,200元 /特價3,690元
加價699元可購奶瓶食物加熱器

德國耐熱硼矽玻璃奶瓶禮盒 ( 花鳥 )

原價 920元 /特價649元

PUP 副食品哺育禮盒 ( 檸檬 )

原價 1,180元 /特價849元

Joie Multiply 6in1
成長型多用途餐椅

原價 6,500元 /特價4,290元

奇哥《親乳實感防脹奶嘴》

超柔
實感

透氣
防脹

柔韌
彈性

抗菌不鏽鋼餐具五件組

原價 1,980元 /特價1,450元

抗菌不鏽鋼餐具四件組

原價 1,150元 /特價849元

兒童成長椅 ( 原木 / 紅白 )

原價 7,800-8,400元 /特價4,990元

年幼的寶寶因免疫系統尚未成熟，腸胃道比

較脆弱，容易受病菌感染，為了確保寶寶的

健康安全，對於食用的器具以及餐桌椅都需

要特別的清潔、消毒，才能幫寶寶嚴格把關

食安的第一道防線 !

全自動紫外線消毒烘乾機二代

原價 5,600元 /特價3,990元
加價699元可購奶瓶食物加熱器 
　　 兒茶素瓶裝一罐 +任選 PUP
        玻璃奶瓶 (標準 ) 2支贈

二代微電腦蒸氣消毒烘乾鍋

原價 3,800元 /特價2,690元
加價699元可購奶瓶食物加熱器 
　　 兒茶素瓶裝一罐 +
        PUP玻璃奶瓶 (標準 ) 1支贈

貓頭鷹玻璃奶瓶禮盒 ( 寬口 )

原價 1,150元 /特價799元

可微波 PP 餐具禮盒

原價 1,280元 /特價849元

親乳實感防脹奶嘴 ( 標準口徑 )

售價 95元
親乳實感防脹奶嘴 ( 寬口徑 )

售價 130元

嘴唇貼合處採霧面
處理吸吮不黏唇

貼近親餵時
吸吮的超柔實感食品級矽膠製成

柔韌有彈性

透氣防脹設計
減少脹氣不適感

兒茶素奶瓶洗潔液 (680ml)原價 250元

特價369元 (2罐 )/ 1,890元 (12罐 )

2箱以上每箱1,850元

嬰兒奶瓶蔬果清潔液

原價 295元 /特價439元 (2罐 )

玻璃奶瓶

2 送買

奇哥 / PUP 全系列

( 以原價計算 )

耐熱寬口玻璃奶瓶禮盒

原價 1,150元 /特價799元
1

多功能不鏽鋼分隔餐盒贈

多功能不鏽鋼分隔餐盒贈



寶寶沐浴酵素 (1000g) 原價 680元

特價950元 (2罐 ) 2,790元 (6罐 )

嬰兒柔膚保濕香皂 原價 100元

特價379元 ( 6入 ) 699元 (12入 )

    1,290元 (24入 )

嬰兒天然胺基酸洗衣精 (2000ml)原價 390元

+ 胺基酸洗衣精補充包 (1600ml) 原價 290元

特價1,190元 ( 1罐 +5包 ) 

2組以上每組1,050元

比得兔嬰兒抗菌洗衣精 (2000ml)原價 480元

+ 比得兔嬰兒抗菌洗衣精補充包 (2000ml)  原價 450元

特價1,650元 ( 1罐 +5包 )

2組以上每組1,550元

嬰兒乳液 (300ml) 

原價 240元
嬰兒沐浴露 (300ml) 

原價 220元
嬰兒洗髮精 (300ml) 

原價 220元
嬰兒爽身粉 (200g) 

原價 220元

( 乳液限購一罐 )特價任選 3 罐 元499

新銀離子柔濕巾 ( 80 抽 ) 原價 145元

特價1,990元 ( 1箱 / 24包 )

2箱以上每箱1,850元
加價199元可購濕紙巾溫熱蓋

比得兔濕紙巾 ( 70 抽 )原價 145元 /售價 1,740元 ( 12入 ) 

特價1,990元 ( 1箱 / 24包 )

2箱以上每箱1,850元
加價199元可購濕紙巾溫熱蓋

經典洗沐保養組 ( 不含毛巾 ) 

原價 1,150元 /特價859元

寶寶洗澡有竅門，幫助爸媽輕鬆上手又省力
比得兔吸濕快乾系列

天然溫和，給寶寶加倍細緻的寵愛
absorba 清潔保養系列

比得兔吸濕快乾浴袍 

原價 1,550元
比得兔造型吸水帽 

原價 550元
吸濕快乾沐浴圍裙包巾 

原價 1,800元

沐浴禮盒 

原價 680元 /特價509元
洗沐護膚保養禮盒 

原價 980元 /特價729元
香皂禮盒 ( 6 入 )

原價 390元 /特價289元



 全面 9 折

 全面 9 折

 全面 7 折

護頭型嬰兒枕 + 嬰兒枕枕套
原價 1,260元 /特價1,050元

嬰幼兒副食品調理機+BEABA 產品專用除垢劑
+ 玻璃儲存罐 (150ml)

原價 7,670元 /特價6,291元

嬰幼兒副食品雙邊調理機+
副食品儲存罐 (240ML) +
澱粉類專用烹調籃+
新生兒矽膠軟湯匙

原價 10,030元 /特價8,091元

矽膠學習碗+
360°旋轉訓練湯匙

原價 710元 /特價568元

矽膠吸盤分隔盤匙組+
矽膠學習杯

原價 1,260元 /特價1,050元

小副食品儲存格+新生兒
矽膠軟湯匙+圍兜

原價 1,620元 /特價1,290元

任選2個 玻璃儲存罐 (150ml)

+ 第二階段矽膠湯匙

原價 1,080元 /特價880元

親密透氣抱嬰袋
原價 3,980元 /特價3,480元

ONE 旗艦版透氣抱嬰袋
原價 7,380元 /特價6,390元

BB環保購物袋贈

大床墊
原價 7,160元 /特價6,280元
大床保潔墊贈

子宮舒眠睡窩
原價 9,160元 /特價7,680元
子宮舒眠睡窩套贈

育嬰枕
原價 3,580元 /特價2,980元

柔軟透氣彈彈椅
原價 6,400元 /特價5,390元

軟膠珠邊防屑圍兜+
餐盤湯匙 2 入組

原價 1,680元 /特價$1,390元

軟膠防碎屑圍兜 2 入
+ 餐具組

原價 1,860元 /特價$1,550元

增高墊 ( 不含座椅 )

原價 1,680元 /特價$1,390元

幼童枕 + 頭枕枕套
原價 1,660元 /特價1,380元

十合一育嬰枕
原價 3,180元 /特價2,680元

中床墊
原價 6,260元 /特價5,380元
小熊枕頭棉毯贈

奶嘴安撫娃娃
原價 599元 /特價390元

費雪 LINKIMALS 字母學習水獺
原價 1,199元 /特價839元

費雪 LINKIMALS 可愛羊駝聲光套圈
原價 1099元 /特價699元

費雪 LINKIMALS 聲光可愛麋鹿
原價 749元 /特價489元

費雪 LINKIMALS 聲光學習小刺蝟
原價 1,499元 /特價1,049元

費雪牽著走可愛怪獸
原價 699元 /特價440元

費雪美高大積木
湯瑪士多多島
原價 699元 /特價440元

費雪美高 250 片積木組
原價 2,499元 /特價1,570元

單一特價

單一特價

單一特價

冰雪奇緣冰宮組
原價 2,399元 /特價1,679元

冰雪奇緣雪橇組
原價 1,199元 /特價839元



奇哥股份有限公司  CHICKABIDDY CO.,LTD.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86號5樓    服務專線  0800 001 256

奇哥LINE@好友

歡樂同慶

粉絲好友大集合

粉絲們，一起來搖搖蛋吧！

粉絲搖搖樂

週年慶期間，活動店櫃單筆滿6,000元
即可立刻參加；粉專按讚後，私訊輸入

指定通關密碼，即可參加抽獎。

注意事項：

‧本刊物活動時間，依奇哥各直營專櫃配合各家百貨週年慶活動檔期時間，詳細活動日期請參閱奇哥官網。

‧商品圖片、價格依現場實物為準，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滿額贈品不累贈，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滿額現抵活動不含外品，可累抵。

‧凡參與本活動則不得與其他滿額活動合併參加。

完善會員 線上線下同享會員回饋

週年慶期間，不管是新朋友或老朋友，至

奇哥Line@輸入『Line@好友總動員』即
可參加抽獎。

好友們動起來！

好友總動員

輕鬆購物送到府

滿額免運

單筆滿1,000元即享免運費

專屬折扣 實用好禮

不定期推出獨家限定優惠

點點成金

紅利回饋 1% / 100%抵扣

全館消費滿額送專屬贈品

歡迎蒞臨奇哥
Online St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