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台北市仁愛路3段160號    客服專線 02-2709 9908    傳真 02-2706 6062

購物免費停車：消費滿1000元免費停車1小時，最高累計5小時

本DM僅供參考，所有商品與售價皆以現場標示為準   封面圖片 BERNINI/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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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to 40%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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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營業時間調整 2/15除夕11:30∼17:00  大年初一起 恢復正常營業時間

滿10,000元
回 饋

300元名品抵用券

滿50,000元
回 饋

2500元名品抵用券

滿30,000元
回 饋

1200元名品抵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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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15 當日消費累計贈送   兌換地點：3F服務中心

Consics梨型玻璃杯皿
(6入組)
◆酪梨造型、清徹高透光玻璃

◆可裝盛堅果/水果/糕點/零食/醬碟

僅限福華名品發票始可兌換，4F大班廊除外，贈品以現場實物為準，不含拍攝道具，送完將以等值禮品替代；飯店住宿、餐飲、麵包等消費恕不適用

台東清亮生態農場 麻油薑
(200g/2組)
◆特製不燥熱的麻油薑，通過TUV檢驗合格

◆麻油搭配生薑及特定比例的苦茶油

日本西海輕量波佐見燒飯碗
＆SADOMAIN手染和風箸
(5入組)
◆日本西海陶器打造國家級工藝餐盤

◆天然原木、手工多層染繪和風箸，環保無毒

$15,000

$50,000

WMF Premium One系列不鏽鋼湯鍋4件組 原價25800元 寵愛價14360元
                                                                    (加贈Silit蔬果清洗器)

Silit雙耳24cm高湯鍋 原價16800元 寵愛價5999元

WMF竹製砧板+黑柄中式菜刀18.5cm 原價4160元 寵愛價2490元

EBARA日本黃金燒肉醬、韓式泡菜火鍋湯底 原價690元 特惠價490元

德國精品餐廚 歲末回饋特賣  1/11∼1/21
                                                                 3F陽光走廊

真皮長靴

原價7280元

出清價3640元

2/1∼12 德國手工氣墊鞋
四季商品出清990元起

3F陽光走廊

俏麗反毛皮/牛皮短靴

原價4780元

出清價2390元

優雅舒適楔型鞋

原價4280元

出清價1980元

$30,000

飯店午茶 款待貴賓 1/11∼2/15

福氣高升 限定回饋  1/11∼17

飯店午茶 款待貴賓 1/11∼2/15
親持VIP卡+同卡號消費發票累積

滿10萬元，加贈『台北福華大飯店彩紅座下午茶』2客

/ 限量100組 /

年度紅利兌換即將到期  
106年度VIP貴賓紅利點數，請於107/1/31前兌換

請親持VIP卡至3F服務中心查詢及兌換，逾期無效！

福氣高升 限定回饋  1/11∼17
親持VIP卡+同卡號當日消費發票累積

/ 每卡每日限兌1份，活動期間福華紅利積點暫停 /

抵用券使用期限至2/28止；4F及B1外租店恕不參與本活動

銀行刷卡禮
1/11∼2/15 兌換地點：3F服務中心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憑信用卡及福華名品簽單正本、發票始可兌換，每卡每日限兌1次，逾期簽單恕不接受，各銀行與發卡機構
保留隨時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滿額禮門檻以紅利折抵過後金額為準

當日刷卡累積滿3,000元(含)以上
可兌換跑跑薑餅人置物籃
(限100份)

當日刷卡累積滿5,000元(含)以上
可兌換福華名品抵用券100元
(限200份)

當日刷卡累積滿15,000元(含)以上
可兌換福華名品抵用券300元
(限100份)

當日刷卡累積滿5,000元(含)以上
可兌換日本LeSurce法國兔10周年
典藏版砧板 (限100份)

當日刷卡累積滿5,500元(含)以上
可兌換德國雙人牌指甲剪
(限60份)

當日刷卡累積滿20,000元(含)以上
可兌換福華名品抵用券300元
(限50份)

VISA金融卡及商務卡不適用

當日刷卡累積滿5,000元(含)以上
可兌換DELUXE茉莉菁茶保濕洗手乳
250ml (限100份)

當日刷卡累積滿10,000元(含)以上
可兌換熊本熊玻璃保鮮盒2入組
700ml (限150份)

107年起依規定不提供購物用塑膠袋，請自備環保袋























106 台北市仁愛路3段160號    客服專線 02-2709 9908    傳真 02-2706 6062

購物免費停車：消費滿1000元免費停車1小時，最高累計5小時

本DM僅供參考，所有商品與售價皆以現場標示為準   封面圖片 BERNINI/3F

旺
旺
來
福

迎
新
年

1
   11

2
   15

Up to 40% off

四              四

春節營業時間調整 2/15除夕11:30∼17:00  大年初一起 恢復正常營業時間

滿10,000元
回 饋

300元名品抵用券

滿50,000元
回 饋

2500元名品抵用券

滿30,000元
回 饋

1200元名品抵用券

旺
旺
納
福

好
禮
遇

1/18∼2/15 當日消費累計贈送   兌換地點：3F服務中心

Consics梨型玻璃杯皿
(6入組)
◆酪梨造型、清徹高透光玻璃

◆可裝盛堅果/水果/糕點/零食/醬碟

僅限福華名品發票始可兌換，4F大班廊除外，贈品以現場實物為準，不含拍攝道具，送完將以等值禮品替代；飯店住宿、餐飲、麵包等消費恕不適用

台東清亮生態農場 麻油薑
(200g/2組)
◆特製不燥熱的麻油薑，通過TUV檢驗合格

◆麻油搭配生薑及特定比例的苦茶油

日本西海輕量波佐見燒飯碗
＆SADOMAIN手染和風箸
(5入組)
◆日本西海陶器打造國家級工藝餐盤

◆天然原木、手工多層染繪和風箸，環保無毒

$15,000

$50,000

WMF Premium One系列不鏽鋼湯鍋4件組 原價25800元 寵愛價14360元
                                                                    (加贈Silit蔬果清洗器)

Silit雙耳24cm高湯鍋 原價16800元 寵愛價5999元

WMF竹製砧板+黑柄中式菜刀18.5cm 原價4160元 寵愛價2490元

EBARA日本黃金燒肉醬、韓式泡菜火鍋湯底 原價690元 特惠價490元

德國精品餐廚 歲末回饋特賣  1/11∼1/21
                                                                 3F陽光走廊

真皮長靴

原價7280元

出清價3640元

2/1∼12 德國手工氣墊鞋
四季商品出清990元起

3F陽光走廊

俏麗反毛皮/牛皮短靴

原價4780元

出清價2390元

優雅舒適楔型鞋

原價4280元

出清價1980元

$30,000

飯店午茶 款待貴賓 1/11∼2/15

福氣高升 限定回饋  1/11∼17

飯店午茶 款待貴賓 1/11∼2/15
親持VIP卡+同卡號消費發票累積

滿10萬元，加贈『台北福華大飯店彩紅座下午茶』2客

/ 限量100組 /

年度紅利兌換即將到期  
106年度VIP貴賓紅利點數，請於107/1/31前兌換

請親持VIP卡至3F服務中心查詢及兌換，逾期無效！

福氣高升 限定回饋  1/11∼17
親持VIP卡+同卡號當日消費發票累積

/ 每卡每日限兌1份，活動期間福華紅利積點暫停 /

抵用券使用期限至2/28止；4F及B1外租店恕不參與本活動

銀行刷卡禮
1/11∼2/15 兌換地點：3F服務中心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憑信用卡及福華名品簽單正本、發票始可兌換，每卡每日限兌1次，逾期簽單恕不接受，各銀行與發卡機構
保留隨時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滿額禮門檻以紅利折抵過後金額為準

當日刷卡累積滿3,000元(含)以上
可兌換跑跑薑餅人置物籃
(限100份)

當日刷卡累積滿5,000元(含)以上
可兌換福華名品抵用券100元
(限200份)

當日刷卡累積滿15,000元(含)以上
可兌換福華名品抵用券300元
(限100份)

當日刷卡累積滿5,000元(含)以上
可兌換日本LeSurce法國兔10周年
典藏版砧板 (限100份)

當日刷卡累積滿5,500元(含)以上
可兌換德國雙人牌指甲剪
(限60份)

當日刷卡累積滿20,000元(含)以上
可兌換福華名品抵用券300元
(限50份)

VISA金融卡及商務卡不適用

當日刷卡累積滿5,000元(含)以上
可兌換DELUXE茉莉菁茶保濕洗手乳
250ml (限100份)

當日刷卡累積滿10,000元(含)以上
可兌換熊本熊玻璃保鮮盒2入組
700ml (限150份)

107年起依規定不提供購物用塑膠袋，請自備環保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