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親節優惠主題推薦】 

推薦主題  通路 優惠期間 優惠內容 

好咖 

放輕鬆 

全家 ５/1-6/30 週四購買大杯拿鐵享第二杯半價優惠(不限冷熱，限同品項)。 

萊爾富 5/1-5/21 大杯美式/拿鐵第二杯半價(冷熱任選)。 

ok 5/6-7/1 每週一大杯美式/大拿鐵第二杯 5 元(不限冷熱，限同品項)。 

丹堤 5/1-6/30 任選全系列飲品享第二杯半價優惠(價低者折扣)。 

怡客 5/1-5/31 任選全系列飲品享第二杯半價優惠(價低者折扣)。 

二廚 

幫幫忙 

全聯 5/1-6/30 
週六到週日持悠遊聯名卡單筆滿 300 元送 60 點福利點(不累贈)。 

週一到週五持玉山悠遊聯名卡滿 300 元送 60 點福利點(不累贈)。 

頂好 5/9-6/5 單筆消費滿 300 元享 10 元現折優惠(不累贈，限量 45,000 份)。 

美廉社 5/1-6/30 週一美廉社會員持悠遊卡消費會員點數 10 倍送。 

聖德科斯 5/1-6/30 

聖德科斯會員持悠遊卡消費，享 79 元加購彩虹藜麥青蔥蘇打餅優惠(原價 125 元)。 

天天單筆消費滿 300 元以上，加贈會員點數 10 點。 

週三單筆消費滿 388 元以上，贈會員點數 10 倍送(含原 1 倍)。 

妝點 

妙生活 

康是美 
 5/1-7/9 消費即享 50 元加購 COSMED 袖珍包面紙 36 入優惠價(原價 75 元)，每人限購 6 份。 

5/1-6/30 週三單筆消費滿 388 元以上，會員點數 10 倍送=3.33%高額回饋(含原 1 倍)。 

日藥本舖 5/1-5/31 單筆消費滿 300 元享 10 元現折優惠(不累贈，限量 5,000 份)。 

寶雅 5/1-12/31 週一寶雅會員持悠遊卡消費滿 299 元，會員點數 10 倍送(含原 1 倍)。 

甜點 

啾咪咪 

多拿滋 5/1-12/31 購買甜甜圈享買 6 送 2 優惠(價低者先贈)。 

布列德 5/1-6/30 悠遊套餐優惠價 79 元：爆餡芋泥肉脯吐司+經典美式咖啡(原價 110 元)。 

全家 

吃一波 

麥當勞 5/1-6/4 活動期間憑麥當勞悠遊卡消費交易明細乙次，享大薯買一送一(優惠乙次)。 

必勝客 5/1-5/31 
任選外帶 6 吋披薩第二件半價(以價低者為半價優惠計算)加送可樂 1 罐(330ml)。任選外帶 9 吋披薩買一送一(以價高者計費)

加送可樂 1 瓶(1.25L)。 

肯德基 5/1-5/31 

購買勁爆雞米花(小)享第二件 10 元優惠(原價 39 元)。 

悠遊 1 號餐:1 個咔啦雞腿堡+1 份點心盒(勁爆雞米花+香酥脆薯)+1 杯百事可樂(中)=優惠價 129 元，加送 1 顆原味蛋撻。 

悠遊 2 號餐:兩塊咔啦脆雞+4 塊上校雞塊+1 杯冰紅茶(小)=優惠價 129 元，加送 1 顆原味蛋撻。 



【母親節優惠主題推薦】 

 

推薦主題  通路 優惠期間 優惠內容 

全家 

吃一波 

頂呱呱 5/1-6/30 指定可口呱呱餐(呱呱包*1、兒童雞塊*5、地瓜薯條 100g、30 元飲品*1)，享優惠價 150 元(原價 177 元)。 

德克士 5/1-7/9 悠遊特餐優惠價 169 元：1 個輕檸雞柳堡、1 塊脆皮炸雞及任選 1 杯 33 元飲品(原價 181 元)。 

拿坡里 5/1-6/30 點購兩人甜蜜餐(1 個小披薩+2 塊炸雞+2 瓶 350ml 迷你瓶飲料)，送現炸脆薯乙份(原價 49 元)。 

吉野家 5/1-5/31 葡萄/蘋果纖果凍飲 2 入 78 元優惠(原價 98 元)。 

三商巧福 5/1-6/30 點購指定套餐，可半價加購現燙青菜乙份，現省 18 元(原價 35 元)。 

福勝亭 5/1-6/30 單筆消費滿 400 元送雞薯條乙份(原價 60 元)。 

鮮五丼 5/1-6/30 點購丼飯享胡麻花椰菜或胡麻彩蔬享半價優惠(原價 45 元，現省 23 元)。 

悠遊 

媽媽樂 

新光三越 5/1-6/30 週五新光三越美食街累計消費滿 399 元贈超市抵用券 30 元一份(結帳出示新光三越貴賓卡，每週五每會員限兌換一次)。 

新光三越 

高雄左營店 
5/1-5/12 

活動期間當日於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單筆消費滿 99 元(含)以上，贈 Toreta 低熱量微補給飲料乙瓶(600ml)，數量有限，送完

為止(每卡每日限兌換一瓶)。 

遠東 SOGO 5/1-5/31 單筆消費滿 199 元(含)以上，贈妙用洗衣袋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此活動限忠孝/復興/天母參加)。 

CITYLINK 

南港店/松壹店 
5/1-5/12 

當日單筆消費滿 199 元(含)以上贈 Toreta 低熱量微補給飲料乙瓶(600ml)，憑悠遊卡扣款結帳發票至服務台兌換，單筆發票

限兌換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中友百貨 4/25-5/13 單筆消費滿 200 元(含)以上，贈紅茶花傳皇家紅茶乙罐，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微風台北車站 5/2-5/12 當日累積消費滿 250 元(含)以上，贈 BeBe 環保購物袋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微風台大醫院/ 

三總商店街 
5/2-5/12 當日累積消費滿 200 元(含)以上，贈 BeBe 環保購物袋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微風中研院 5/2-5/17 當日累積消費滿 200 元(含)以上，贈 BeBe 環保購物袋乙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