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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新春

超市 美麗市場

新光三越超市 ｜ 福虎生風賀新春

搶鮮預購免煩惱

預購時間：01.06
取貨時間：01.21

原店別取貨
百貨
獨家

四
五

∼01.16 日
∼01.23 日

RÒU by T-HAM

福虎

日本
熱賣

日本國產牛燒肉禮盒
(內容:日本國產牛沙朗牛排

販售店別：台北南西店、台北天母店、台北
站前店、信義新天地A4/A11

帶點 等路

300g、日本國產牛紐約客燒
肉片200g、英國馬爾頓天然
海鹽125g)

時尚雜誌評比台北9大推薦必吃肉桂捲之一

REEDS Coffee&Bakery

推薦價 3,600

虎虎生風肉桂捲6入禮盒
(內容:肉桂蘋果捲×2、Oreo肉桂捲×2

＊日本市佔率最高的牛肉品種

、Lotus焦糖肉桂捲×2)

＊全面溯源管理，品質有保障

＊追求優良肉質的飼養環境

推薦價 480
當日手工製作配送，限下午16:30後至

夢幻
食材

原預購店別取貨(常溫保存三天）

超市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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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 配 到 府
預購時間：01.06 四 ∼01.16 日
配送時間：訂購後7個工作天(不含例假日)

RÒU by T-HAM 西班牙伊比利黑豬肉禮盒
(內容:伊比利黑豬豬頸肉350g、伊比利黑豬
梅花排200g、伊比利黑豬帶骨里肌排200g)
推薦價 2,200

大吉大利美滿禮盒
茂谷柑16粒裝3kg±200g

＊歐洲夢幻傳奇食材

1. 坦圖仕 美國波本禮盒

推薦價 490
＊友善耕作的大湖茂谷柑橘

＊油脂豐潤不膩口

特價 1,990 原價 2,150

＊肉質散發淡淡榛果香

2. 沙皇帝國

＊果肉多汁、香味濃郁

金伏特加一口杯禮盒組

＊精美禮盒包裝

特價 1,080 原價 1,280

經典
奢華

3. 藍軍 美國琴酒禮盒
(750ml+50ml)
特價 1,380 原價 1,580

4. 門多薩艾斯坦西亞

金錦町

莊園紅白酒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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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級馬爾貝克+特級夏多內)
特價 1,580 原價 1,780

禁止酒駕

惈啡綠農場

虎虎生豐新年限定禮盒
(內容:丹鶴紅麴金箔蜂蜜蛋糕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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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豆漿葡萄禮盒2.5kg

、金樟芝國寶茶x8入、琥珀琉璃糖x9）

推薦價 1,150

特價 1,605 原價 1,999

＊台中新社白毛台的頂級葡萄

＊經典而高貴的組合，採用新型六邊形燙金禮盒

＊傳承三代天然「豆漿液肥」栽種

＊時間的淬鍊，為幸福添染上該有的色澤

＊冬果採收、產量稀有

＊用最皇家的養身方式，滋養最在乎的人

品味系禮盒｜享受生活的節奏

DOUTOR
日本最高貴甜點

日本柿乾老品牌

RJT 綜合果醬乳蜜三入禮盒

囍瑞 有機咖啡2入禮盒

羅多倫即溶咖啡禮盒250g

特價 1,200 原價 1,530

特價 420 原價 920

特價 699 原價 850

富山干柿禮盒 推薦價 1,580

市田柿干禮盒 推薦價 1,799

TeaBrewer 丹麥茶飲禮盒

NutriD-Day

百香 有機茶品禮盒(烏龍茶+包種綠茶)

曼寧 風味台灣茶禮(附提袋)

(花漾限定款5入組)

Premium石榴汁30入禮盒

特價 729 原價 850

特價 650 原價 750

特價 505 原價 600

特價 1,300 原價 1,470

塔迪歐 嘉美娜750ml紅酒禮盒
特價 580 原價 700

販售店別：台中中港店、台南新天地

大宅
酒窖

特價 1,920 原價 2,400 ＊菸草與皮革氣息下散發濃郁香味

3. 2016 法國紅酒Château Saint Valéry Saint-Emilion Grand Cru AOC 750ml
特價 1,280 原價 1,600 ＊黑莓果、黑醋栗與甘草，而丹寧滑順

4. 2017 義大利紅酒BARBERA D'ASTI D.O.C.G. LA TOTA 750ml
特價 1,200 原價 1,500 ＊法國橡木桶陳年12個月淡雅酒香
5. 2018 澳洲紅酒PERTARINGA Understudy Cabernet Sauvignon 750ml
特價 1,260 原價 1,580 ＊陳年18個月，濃郁李子與甘草香

禁 止 酒 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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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
禮品

1. 2012 西班牙紅酒VILLACHICA VINTAGE OLD VINEYARDS 750ml(木盒裝)
特價 2,080 原價 2,600 ＊Toro區Tempranillo的老藤香醇風味
2. 2015 義大利紅酒BAROLO D.O.C.G. Del Comune di Serralunga d'Alba 750ml

1

2

3

未 滿 十 八 歲 禁 止 飲 酒

4

5

懂吃系禮盒｜過年貪吃一點沒關係

禮選

人氣
必買

SHIN KONG MITSUKOSHI SUPERMARKET

期間限定，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銷售
第一

路去 拜年

柳月 紅豆奶油夾心餅乾4入
特價 499 原價 639

白色戀人白巧克力27枚(鐵盒)

白色戀人 綜合24枚

Calbee 薯條三兄弟10入

販售店別：桃園大有店、嘉義垂楊店、

特價 1,149 原價 1,469

特價 969 原價 1,239

特價 399 原價 450

台南中山店、高雄三多店、高雄左營店除外

神戶 巧克力風味夾心餅乾禮盒252g

北海道
秋田 經典綜合米果禮盒240g

海老 起士風味煎餅禮盒18枚

濃厚起士饅頭禮盒270g

上野 熊貓小泡芙禮盒144g

特價 499 原價 629

特價 549 原價 699

特價 299 原價 399

特價 369 原價 480

特價 369 原價 480

首度
推出

迪士尼
萌虎迎新春/跳跳虎維尼在一起禮盒

卡娜赫拉 小動物虎虎生財盒

品味荷蘭 旅行箱禮盒580g

TOMICA 原味蛋捲禮盒

良緣 鯛魚燒年年有餘禮盒380g

特價 249/盒 原價 288/盒

特價 249 原價 288

特價 359 原價 399

特價 429 原價 459

特價 549 原價 699

料理系禮盒｜送給熱愛下廚的他/她

義大利 Jimmy金鑽松露禮盒
李錦記
十翼饌 北海道大干貝禮盒185g

蠔皇極品鮑魚禮盒(180gx6入)

十翼饌 台灣山野珍藏禮盒
(香菇100g/黑木耳90g/龍眼乾250g)

特價 1,890 原價 2,100

特價 1,999 原價 2,300

特價 620 原價 720

(松露蘑菇醬90g×2+

奇里安諾 經典松露禮盒
(醬+海鹽180g)/松露醬禮盒(180gx3)

白松露特級初榨橄欖油250ml×1)

特價 1,680 原價 2,100

特價 875 原價 1,080

皇嘉 皇家級油醋組

(500ml×2入)

特價 2,999 原價 3,859

特價 899 原價 1,350

健康
油品

巴狄尼絲

法奇歐尼 地中海橄欖油酒醋

Grove 紐西蘭酪梨油250ml食尚禮盒

莊園橄欖油禮盒(500ml×2入)

禮盒500ml+250ml

(原味×2+萊姆×1)

特價 1,399 原價 1,850

特價 799 原價 1,220

特價 1,380 原價 1,650

賽古拉 DO橄欖油禮盒

超市
推薦

萊瑞 玄米油禮盒(1000ml×2入)

萊瑞 酪梨油禮盒(750ml×2入)

BE 碧橄欖油禮盒(500ml×2入)

奧利塔 葡萄籽油禮盒(1000ml×2入)

屏大 薄鹽醬油禮盒(710ml×2入)

特價 398 原價 840

特價 598 原價 1,196

特價 1,280 原價 1,560

特價 625 原價 758

特價 475 原價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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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三越超市｜福虎生風賀新春

極盛之選
過年 就吃 好一 點！

宅 配 到 府

青森套袋富士蘋果#32

青森王林蘋果#32

推薦價 159/顆

推薦價 139/顆

＊蘋果中的極品代表

＊外皮黃綠，點綴獨特「果點」

＊果香濃郁、酸甜滋味平衡

＊果肉黃嫩透白、細綿多汁

＊外型碩大通紅、果肉密實清脆

＊甜蜜不酸、散發清甜淡雅香氣

宜蘭林尾金柑300g

劍門農場美人柑600g

推薦價 100 限量
活動店別：台北南西店、信義新天地
A4/A11、台北站前店、台中中港店、
台南新天地、高雄左營店

推薦價 109/袋 限量
活動店別：台北南西店、信義新天地
A4/A11、台北站前店、台中中港店、
台南新天地、高雄左營店

預購時間：01.06 四 ∼01.16 日
配送時間：訂購後7個工作天(不含例假日）

寶島第一味 荷包滿滿過年禮盒
(酒釀玉荷包香腸×1+高粱酒香腸×1+荷
玉滿鹹豬肉×1+玉荷包沙茶燒肉片×1)
推薦價 1,290/組

卡馬龍 嚴選年節伴手禮盒
(加拿大波士頓龍蝦650g+

近江牛翼板火鍋片300g

大分牛蜜腿火鍋片300g

日本A5和牛炒肉片200g

推薦價 2,480

推薦價 2,080

推薦價 790

活動店別：台中中港店、台南新天地

活動店別：台中中港店、台南新天地

活動店別：台中中港店、台南新天地

卡馬龍品牌不織布環保袋)
推薦價 1,499

年節
必買

究好豬 豬五花條600g
卡馬龍 春節海陸雙拼禮盒(白晶蝦

卡馬龍 春節海陸雙拼禮盒(白晶蝦

竹地雞 全雞

×1盒+烏魚子鴨胸×1+鮭魚菲力×1)

×1盒/風味鴨胸×1/軟絲二入組×1)

推薦價 1,249

推薦價 1,380

特價 999/隻 原價 1,050/隻
活動店別：台中中港店、台南新天地

暢銷
商品

推薦價 390
活動店別：台北南西店、信義新天地
A4/A11、台北站前店、台中中港店、
台南新天地、高雄左營店

寶島第一味 香腸600g系列 高粱酒/
酒釀玉荷包辣味香腸/原味香腸600g
推薦價 280~380/包

產地
直送

飯岡屋
卡馬龍 風味烏魚子鴨胸250g

卡馬龍 印度洋野生頂級正白鯧400g

特價 269/包 原價 355/包
＊嚴選鴨隻最精華部位

卡馬龍

＊宛如烏魚子般的美麗色澤

白晶蝦仁250g/美洲白晶蝦大500g

＊皮脂豐潤、肉質精實渾厚

特價 359/520 原價 520/699

魚博

活動店別：台北南西店、
台北天母店、台中中港店

達也濱家

安心巧廚 義新天地A11、高雄左營店

肉質
細嫩

水產味付貝(智利鮑魚貝)120g/320g
推薦價 399/990/包
活動店別：台北南西店、信義新天地
A4/A11、台北站前店、台中中港店、
台南新天地、高雄左營店

北海道生干貝
4S(500g)/2L(1kg)
推薦價 749/2,380/盒 限量

香草豬

活動店別：台北站前店、
信義新天地A4

大理石
油花

巧活

活動店別：
台北天母店

胛心
部位

魚博 手作一夜干禮盒
(黃花×1尾、午仔×1尾、鯖魚×1尾、竹筴
×1尾、香魚×2尾)

達也濱家 金目鱸魚片(500g~700g)

安心巧廚 澳洲黑牛牛小排燒烤片

香草豬 香草豬肉片300g

特價 880 原價 1,080

特價 190 原價 220

特價 8折 原價 350/100g

特價 199/包 原價 220/包

豪華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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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店別：台北南西店、信

活動店別：
台南新天地

職人
手作

特價 688 原價 950
活動店別：台北南西店、信義新天地
A4/A11、台北站前店、台中中港店、
台南新天地、高雄左營店

巧活 日本熊本和牛肋眼火鍋片

漁鮨

活動店別：
信義新天地A4/A11

玉米
飼養

特價 買一送一 原價 1200/100g
(贈送以低價者計)

雞凍
精華

魚博 龍蝦火鍋組合
(波士頓龍蝦×1尾、鯛魚片×1包、生白蝦
250g、生凍帝王蟹切盤500g、文蛤×8
粒、鮑魚×4粒、菜皿×1盤、丸子)

漁鮨 鳥魚子(約5~10兩)

安心巧廚 鹿野嫩黃土雞(約600g)

香草雞冰釀醉雞/水晶油雞800g

特價 2,680 原價 3,280

特價 任選4片9折 原價 1,120~3,360

特價 139/盒 原價 185/盒

特價

香草豬

369/盒 原價 410/盒

巧活 黑鑽雞全雞1.8kg
特價 628/包 原價 795/包

豪華年菜｜輕鬆準備，優雅上桌
預購時間：01.06
取貨時間：01.21

預 購 年菜 最 省力

四
五

預購至01.14

∼01.16 日
∼01.23 日 原預購店別取貨

首度
登場

億長御坊 虎虎生風年菜組(附保冷袋)
(億品佛跳牆2400g、酸菜白肉鍋1200g、富貴雙方

經典
傳香

添補
財庫

×1套、醬燒爐魚800g、福菜扣肉 550g、雪菜百頁
300g、紅燒烤麩300g、京都排骨300g、冰糖蓮藕
300g、木須干絲300g、櫻花蝦米糕600g、夫妻肺
片380g) 推薦價 3,998

香草豬米糕600g)

一品軒彌月油飯
干貝櫻花蝦油飯1000g

推薦價 1,388

推薦價 460

活動店別：台北南西店、台北天母店、台中中港店

冰糖蓮藕

300g、滷牛筋300g、滷牛腱300g、附保冷袋)

福菜扣肉

香草豬 黃金腿庫米糕組(附提袋)
(香草豬黃金滷腿庫1500g、

紅燒烤麩

億品佛跳牆

富貴雙方

金賓私廚 闔家團圓年菜組4~5人
(高山燻甘蔗雞 820g、滷豬腳 500g、滷花枝
推薦價 2,022

五

活動店別：信義新天地A4/A11

特價 1,280 原價 1,580

漁鮨 極上福氣刺身盛盒
(鮪魚×3片、鮭魚肚×3片、旗魚×3片、紅魽×3
片、花枝×3片、尼信×3片、鮭魚卵×3杯、天使
紅蝦×3隻、干貝×3顆)

漁鮨 特上紅運如意壽司盛盒
(旗魚壽司×3貫、鮪魚壽司×3貫、鮭魚壽司×3貫、尼
信壽司×3貫、天使紅蝦壽司×2貫、火烤鮭魚壽司×2貫
、火烤鮪魚壽司×2貫、火烤旗魚壽司×2貫、火烤花枝
壽司×2貫、比目魚鰭壽司×2貫、炙燒干貝×2貫)

特價 1,580 原價 1,880

魚博 黑鮪豪華團圓壽司盛盒
(花枝×2貫、海鱺×2貫、黑鮪大脂×4貫、鮭魚
×4貫、干貝×2貫、玉子×4貫、海膽×2貫、鮭魚
卵×2貫、蔥花鮪魚×2貫、飛魚子×2貫、大甜
蝦×3貫、帝王風味蟹棒×2貫、穴子×2貫)

特價 1,600 原價 2,100

特價 1,080 原價 1,480

(商品依現場實品為主)

(商品依現場實品為主)

(商品依現場實品為主)

(商品依現場實品為主)

魚博 豪華船型刺身盛盒
(黑鮪魚大脂×4片、海鱺×4片、鮭魚×4片、干
貝×4粒、花枝×4片、阿根廷甜蝦×4尾、滷鮑
魚×4個)

長野物產｜新年新選擇

活動店別：台北南西店、信義新天地A4/A11、台北站前店、台北天母店、台中中港店、台南新天地

經典
老店

凡購買長野物產系列商品，滿299即贈
小吊飾乙個，滿699即贈小提袋乙個。
(贈品二擇一贈送，恕不累贈，數量有限
，送完為止。)

1

1

小柳農園
2
1. 切片麻糬400g系列 特價 269 原價 319
2. 風之賞特栽米2kg 特價 580/包 原價 650/包
3. 無洗米2kg 特價 580/包 原價 650/包

信州
八幡屋 香料粉系列

3

特價 160~250/罐 原價 200~320/罐

2

1. 蕎麥麵(黑)210g 特價 140 原價 180
2. 大豆醬油360ml/藏醬油300ml
特價 160/320/瓶 原價 200/390/瓶

1

1

2

1. 澤屋 草莓/草莓牛奶/藍莓/白桃果醬

1. 福寿 納豆系列

特價 240~399/罐 原價 270~470/罐

特價 110/盒 原價 135/盒

2. 旨味 小粒納豆2入80g
特價 105 原價 130

2

信州 餅乾禮盒84g

南信州 蘋果果乾/蜜柑果乾/美味薯條

中高冷菓 蘋果風味冰淇淋105ml

特價 390 原價 480

特價 75/包 原價 90/包

特價 89 原價 105

歐洲之味｜享受生活品味

2. 川上農園 蘋果汁1L系列
特價 420/瓶 原價 490/瓶

歐洲
經典

熱銷
推薦

法蘭希 布里/藍紋布里/
卡門貝爾乾酪125g

英國 蘋果木煙燻切達起司切片150g

Royal 挪威切片煙燻鮭魚80g
/冰島切片煙燻鮭魚-綜合香料80g

艾波索 薩拉諾香腸/

笑牛 迷你乾酪(藍/綠)125g
特價 139 原價 165

特價 159/盒 原價 189/盒

特價 165原價 195

特價 229 原價 265

特價 169~199/包 原價 189~239/包

邱拉爾臘腸/索蘭諾火腿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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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迎新｜新年來點小新意
應景
美味

大阪
必吃

梅花鄉 原味/紅豆年糕480g

漢盛 油菜/蘿蔔切塊泡菜450g

高丸 納豆系列162g~165g

千房 海鮮炒麵200g

瑪莉屋 比薩系列150g~165g

推薦價 99 限量

特價 249 原價 280

特價 98 原價 130

特價 180 原價 216

特價 89 原價 119

超市
推薦

1

2

1

1. 三五好友 麻辣老油條45g

2

1. 茉莉 蕃茄義大利麵醬系列340g

特價 99 原價 125

特價 159 原價 199

2. 大興產業 柚子調理醋360ml

特價 320 原價 380

2. 有紀 日式薑汁燒萬用醬150g

特價 249 原價 300

2
羅克偉爾 1
1. 有機冷壓冬化亞麻油250ml

特價 125 原價 150

1

2

1. 天香 麻辣豆腐鍋(全素)1400g

1

特價 159 原價 189

特價 349 原價 390

2. 有機MCT油(椰子油來源)250ml
特價 499 原價 580

2. 川本 黃金昆布高湯包64g

2. 鈴木栄光堂 旨味起士帆立貝150g
特價 335 原價 400

特價 209 原價 250

新品
推出

2

1. 布列滋 法式夏日松露洋芋片125g

小孩
最愛

2

1

1. 歐納丘 可可腰果/肉桂胡桃

1

特價 180/2入 原價 120/入

星太郎
1. 章魚燒/海苔風味點心麵 特價 32 原價 39
2. 寶可夢豚骨風味點心麵 特價 32 原價 39

2. 湖池屋 PURE POTATO奶油/

多田 紅豆味楓葉造型/

2

三幸 特濃雪宿沙拉米果/特濃牛乳麻花

紅豆味鯛魚燒蛋糕

烤鹽/平釜鹽味薯片

/越後樽燒米果/特濃雪宿奶油焦糖米果

特價 65 原價 79

特價 59 原價 70

特價 59 原價 75

超市
推薦

1
1

1

2

2

1. 茱莉詩 傳統綜合餅乾200g

1. 日清 濃厚巧克力風味玉米片63g
特價 55 原價 65

特價 288 原價 380

特價 145 原價 165

1
1. Egekilde

特價 125 原價 150

牛奶可可風味布朗尼210g

特價 250 原價 295

1. DONG SUH
法布奇諾瓶裝咖啡281ml(原味/摩卡)

2. St.Michel 可可/

2. 北海の味 風雅彩雅豆菓子

2

2

丹麥水蜜桃香氛氣泡礦泉水330ml
特價 39 原價 45

2. 可口可樂 GEORGIA黑咖啡
195ml 特價 55 原價 65

2. Shiny株式會社 初榨蘋果汁1L
特價 189 原價 280

FOUR O'CLOCK 有機系列茶品
特價 199 原價 250

除舊神器｜每個角落都香香的

保護
手部

溫和
洗淨

1
1

2

美國A&H

1. 獅王 趣淨安心噴長效除菌液280ml
特價 109 原價 239

1

2

1. 鐵鎚牌清潔用小蘇打粉907g
特價 55 原價 119

2. 魔鏡 OXICLEAN地毯除臭去污噴劑
特價 115 原價 235

2
1. 獅王 (柑橘)趣淨料理手去味慕斯230ml/補充包180ml
特價 69~99/入 原價 149~199/入

2. 鐵鎚牌清潔用小蘇打粉(消臭盒)
12oz 特價 36 原價 85

2. Lucky Super Soft 維他命E系列洗手液400ml
特價 買一送一 原價139/瓶

多元
使用

1

05

2
3

4

1
ST

2

3

1. 慕絲馬桶清潔劑-薄荷香 特價 169 原價 249
2. 免治馬桶噴嘴專用泡沫清潔劑 特價 169 原價 240
3. 優美指尖強化手套(金)系列 特價 99 原價 130

新香
登場

5

1.小久保 冰箱綠茶炭除臭劑 特價 75 原價 100 2.小久保 強力去油汙海綿 特
價 65 原價 85 3.Nicott 廚房用品/廚房排水口/浴室角落用清潔刷 特價 159 原
價 220 4.lionchemic PIX水管除垢清潔錠12粒 特價 99 原價 150 5.Bref 馬
桶芳香清潔球50g×3系列 特價 145 原價 179

1

2

1. 獅王 衣領袖口酵素去污劑250g
特價 119 原價 220

2. 魔鏡 OXICLEAN衣物去漬凝膠
特價 99 原價 209

1
2
3
P&G
1. 室內專用/清爽香氛/微香碳酸洗衣球12入 特價 買一送一 原價 240
2. Bold香氛柔軟洗衣精-木質茉莉花香850g 特價 135 原價 280
3. 2.7倍立體柔軟洗衣果凍膠囊補充包40入(木質茉莉花香) 特價 349 原價 599

期間限定，售完為止

214戀愛節｜表達心意的日子

粉紅季節｜初春的草莓時光
酸甜
均衡

甜蜜
滿分

活動店別：嘉義垂楊店、台南中山店、高雄三多店除外

DOMORI 綜合含餡巧克力
特價 1,388 原價 1,988
DOMORI號稱世界頂級巧克力之首，被認為
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巧克力。這個品牌堅持從
種植、採摘、發酵，都採用最傳統方法，直到
烘培用中溫長時效，使純粹的可可味融入到

福岡草莓270g

台灣草莓400g

熊本草莓300g

推薦價 699

推薦價 459

推薦價 750

DOMORI矜貴的巧克力之中。

超市
推薦

酸甜
滋味
1
1
1

2

井村屋 2

2

3
1. 莫凡彼 草莓優格100g 特價 32 原價 40
2. 愛爾曼 水果優格(草莓/野莓/草莓＆蜜桃＆百香果) 特價 99 原價 135
3. Elle&Vire 水果優格-草莓125gX4 特價 119 原價 159

1. 開運鯛魚燒(巧克力風味)84g
特價 50 原價 65

2. 草莓起司麻糬冰淇淋97g
特價 79 原價 99

名糖
1. Almond 73%杏仁可可/夏威夷果仁巧克力 特價 125 原價 169
2. 什錦豆巧克力135g 特價 169 原價 199

1
3

1
北日本

2

北日本 2

4

1. 艾莉絲捲心餅(草莓巧克力風味)57g 特價 75 原價 95
2. 草莓巧克夾心餅42g 特價 65 原價 78
3. 帆船餅乾(草莓巧克力風味)126g 特價 99 原價 119
4. 草莓奶油風味捲111g 特價 99 原價 119

1. 艾莉絲捲心餅家庭包(草莓風味)
144g 特價 109 原價 139
2. 草莓蘿蔓酥家庭包142g
特價 109 原價 139

威寶 榛果夾心/

Chocolitaly 榛果夾心/

義式奶酪風味夾心巧克力

可可夾心松露造型巧克力100g

特價 129 原價 158

特價 79 原價 99

3
1

5
2

1
不二家

4

1.味覺糖 普超軟糖草莓味 特價 79 原價 99 2.北日本 帕奇拉威化餅(草莓風
味)44g 特價 55 原價 68 3.北日本 三角草莓蛋糕133g 特價 109 原價 139 4.
名糖 粒選綜合草莓代可可脂巧克力156g 特價 125 原價 189 5.伊華 草莓棉花
糖 特價 59 原價 70

1
2

1. 鄉村風烘焙餅紅寶石可可
特價 89 原價 100

2. 鄉村風烘焙餅乾-草莓風味
特價 139 原價 155

2
2

1

1. 維朵 牛奶巧克力系列/夾心黑
巧克力系列 特價 65/入 原價 79/入

1. 片岡物產 VAN可可粉(摩卡/牛奶)
特價 89 原價 115~133

2. Trapa 精選黑巧克力片系列/
無添加糖巧克力片系列80g

2. 森永製菓 可可亞粉200g

特價 99 原價 125

特價 145 原價 210

1
1

1

1

2

2
1. 東鳩 焦糖玉米脆果(草莓煉乳)77g
特價 52 原價 65 販售 01.21 起

2. 岩田 濃厚草莓牛奶糖80g
特價 89 原價 105 販售 01.21 起

1. 羅德 紗紗芳醇草莓巧克力68g
特價 89 原價 110 販售 01.24 起

2. 不二家 Look四種草莓可可
特價 59 原價 65

2

1. 檸檬沙瓦系列350ml

特價 95/3罐 原價 45/罐

2. SANKO 博多草莓乳酸風味飲料
350ml 特價 45 原價 70

特價 109 原價 130

2. TOPO氣泡水果酒系列355ml

俄羅斯V.S 巧克力系列
特價 99~109/入 原價 119~129/入

特價 99 原價 120

3

1. 寶酒造

超市
推薦

2

可口可樂

1. 沛綠雅 氣泡天然礦泉水(草莓)

5

澪限量金箔氣泡清酒300ml
特價 399 原價 550

2. 義大利 卡內拉貝里尼白桃氣泡酒
特價 499 原價 650

3. 義大利 若林慕斯卡微甜白酒

1

特價 399 原價 499

1. 唐寧

2

草莓芒果茶/綜合野莓茶2gx25入
特價 210 原價 265

2. Sangaria 草莓牛奶風味飲料
500ml 特價 55 原價 65

1

2

3
1. Tiptree 草莓果醬 特價 155 原價 175
2. 卡樂比 水果麥片 特價 499/3包 原價 249/包
3. 家樂氏 黑巧野莓纖穀脆300g/ 穀物脆-超級莓果330g
特價 195 原價 235

4. 義大利 卡內拉羅西尼草莓氣泡酒
特價 499 原價 650

5. 清洲櫻釀造 樂園梅酒500ml
特價 249 原價 300

禁止酒駕

1

2

4

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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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春好禮大放送
新春來店禮 01.13

三

新春走春禮 02.01 二 ∼02.06

活動期間於超市單筆消費滿600元(含)以上，即可兌換「妙
潔美實袋M號3入」乙包。(每人每筆發票限兌換乙包，數
量有限，送完為止，恕不累贈)
˙台北南西店、台中中港店、台南新天地

活動期間於超市單筆消費滿 500 元(含)以上，即可兌換
「統一生機葡萄乾隨手包25g」乙包。(每人每筆發票
限兌換乙包，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恕不累贈)

四

∼01.19

限量 400 包

˙台北信義A4/A11、台北天母店 限量 300 包
˙台北站前店 限量 200 包
˙高雄左營店 限量 180 包
˙桃園大有店、嘉義垂楊店、台南中山店、
高雄三多店 限量 130 包

限量 1,200 包

限量 1,000 包

˙台北站前店 限量 800 包
˙高雄左營店 限量 600 包
˙桃園大有店、嘉義垂楊店、台南
中山店、高雄三多店 限量 500 包
注意事項：(1)銷貨明細表不含商品禮券、贈品禮券、電子商品禮券、電子贈品禮券、點數折抵、提貨單、二
三聯式手開發票及禮券購買憑證。(2)贈品依現場實物為準，不得折換現金或退換。(3)新光三越保有更換各品項
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請依現場公告為主。

注意事項：(1)銷貨明細表不含商品禮券、贈品禮券、電子商品禮券、電子贈品禮券、點
數折抵、提貨單、二三聯式手開發票及禮券購買憑證。(2)贈品依現場實物為準，不得折
換現金或退換。(3)新光三越保有更換各品項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請依現場公告為主。

2022虎年滿額抽

˙台北南西店、台中中港店、台南新天地
˙台北信義A4/A11、台北天母店

02.01 二 ∼02.15

二

活動期間，當日當店持新光三越貴賓卡/銀卡/新光三越APP(已綁定貴賓卡/銀
卡)/APP會員於超市單筆消費滿1,000元(含)以上，即有機會獲得小家電抽獎
乙次，消費滿2,000元(含)以上可抽獎兩次，以此類推。
獎項一 感應式空氣清淨機(價值1,380元) 全台限量 5 台
獎項二 Delicat電烤箱(價值2,990元) 全台限量 4 台
注意事項：(1)銷貨明細表不含商品禮券、贈品禮券、電子商品禮券、電子贈品禮券、會員點數折抵、提貨單、二三聯式發票及禮券購買憑證。(2)活動
中獎名單於2022/02/17電腦抽出，並於2022/02/18前主動致電聯繫顧客，請中獎者2022/02/28前持身分證、印章、貴賓卡親自至指定新光三越超市兌換
，逾期恕不受理。(3)依稅法規定，獎值超過新台幣1,001元(含)以上得獎者須於次年開立扣繳憑單；獎值超過新台幣20,010元(含)以上得獎者，需代扣
10%中獎稅金，外國人20%。(4)贈品依現場實物為準，不得折換現金或退換。(5)新光三越保有更換各品項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請依現場公告為主。

米奇新春預購活動
預購時間：即日起∼01.11 二
取貨時間：01.24 一 ~01.26 三 原店別取貨
米奇米妮宴紅多功能鍋(紅)

1

日本原裝進口．新米預購
秋田縣認證制度的特別栽培米

多元
功能

特價 2,099 原價 2,580
＊炒、燉、涮、熬、蒸，一鍋多變化
＊兩檔火力調節，操作簡單

預購時間：即日起∼01.16 日
配送時間：01.20 四 起陸續配送

＊內鍋不沾塗層設計易清洗

可愛
收藏

2

＊抽取式集屑盤

A.小町米組合(特別栽培米2kg×4+
發芽糙米1kg×1)
B.無洗米組合(特別栽培米(無洗米)
2kg×4+發芽糙米1kg×1)

＊設溫控機制，防止空燒功能

特價 2,880 原價 3,445 各限量 50 組

米奇趣味吐司機(紅)
特價 1,280 原價 1,590
＊7段烤色設定調整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