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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餐廳 

廠商名稱 優惠期限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華漾大飯店 

(大立店) 
101.06.30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57 號 8 樓 (07)216-2288 

＊憑會員卡至華漾大飯店 大立店消費可享 9 折優惠 

(包廂 95 折、外帶及宴會不適用) 

饌江湳 101.04.15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1683 號 (07)974-0168   
＊憑會員卡可享平、假日用餐 85 折 

＊每桌招待一道菜 

大八大飯店 101.12.31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486 號 (07)556-9791 

◎1F 日式自助餐 

＊享原價之 88 折優惠  

(以上須外加原價一成服務費、小孩不適用此優惠)   

◎2F 貴賓包廂 

＊享餐費 9 折優惠(以上須外加原價一成服務費、 

限單點及四桌內優惠、套餐及商業午餐不適用此優惠) 

大八日本料理 101.12.31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 144 號 (07)334-4141 
＊享餐費 9 折優惠(須外加服務費、限單點及四桌內優惠 

、套餐及商業午餐不適用此優惠) 

寒軒大飯店 

(和平店) 
101.12.31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33 號 (07)723-9911 

◎飲茶 

＊享餐點九折折扣優惠 

◎套餐 

＊享餐點九折折扣優惠  ＊招待養生茶暢飲(150 元/壺) 

◎桌菜   

＊享餐價免一成服務費 

＊每桌贈送特調果汁 2 壺、每桌贈送小菜 2 盤 

(註：原價$200/壺；$50/盤、恕不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哈里歐 

法式蔬菜咖啡館 
101.12.31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9 號 (07)555-5031 ＊憑會員卡可享用餐消費 9 折(特殊節日恕不適用) 

福客來中餐廳 101.12.31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203 號 (07)312-9926 

＊憑會員卡消費即可享有付現 9 折、刷卡 95 折優惠 

(以上優惠不適用特殊節日) 

＊非假日(周一至周四)聚餐每桌餐價伍千元以上自動升級

為包廂(凡餐廳包套式專案已屬優惠恕不再折扣) 

南北樓中餐廳 101.12.31 

(建工店)高市建工路 237 號  (07)3898585 
＊憑會員卡消費即可享有付現 9 折、刷卡 95 折優惠(以上

優惠不適用特殊節日) 

＊非假日(周一至周四)聚餐每桌餐價伍千元以上自動升級

為包廂(限林森店) 

(凡餐廳包套式專案已屬優惠恕不再折扣) 
(林森店)高市林森三路 18 號 (07)3366089 

桔緣香港茶餐廳 101.12.31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238 號 (07)559-1509 ＊平日周一至周五消費享九折優惠 

東方宴 101.11.01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 111 號 (07)359-1605 

◎小吃 

＊憑會員卡可享 9 折優惠 

◎宴會 

＊提供單槍投影機、布幕、麥克風 

＊憑會員卡可享非假日宴客訂席請洽現場另有特殊優惠  

◎包廂 

＊憑會員卡預定桌菜即贈送 2 壺當日特調飲料 

＊招待主廚特製小菜 3 份 

＊結帳時出示會員卡 

全額現金買單可享免 10%服務費 

全額刷卡買單可享免 5%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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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WAY 

潛艇堡 
101.12.31 

各優惠店家地址、電話請詳本會網站 

(首頁→會員好康→特約廠商) 

＊購買任一 6 吋原價堡或沙拉，可現折 25 元 

＊購買任一 6 吋原價堡，免費升級套餐(飲料可任選) 

＊團體訂餐買五送一 

(不與其他優惠重複使用) 

巴沙諾瓦 101.12.31 
各優惠店家地址、電話請詳本會網站 

(首頁→會員好康→特約廠商) 

＊到店消費享主餐 9 折優惠 

＊四人同行再贈茶點任選乙份 

(若遇其它優惠請擇一使用、除義大店外各分店均適用) 

古典玫瑰園 

(陽光大飯店) 
101.12.31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 75 號 (07)269-5222 

＊憑會員卡可享所有餐飲 9 折優惠 

(不含商品銷售) 

瘋牛排洋食館 

(高雄店) 
101.12.31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 146 號 (07)550-6677 

＊憑會員卡可享所有餐飲九折優惠 

(不可與店內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真寶活海鮮餐廳 101.12.31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 141 號 (07)225-9100 
＊免一成服務費 

＊招待主廚私房菜一道 

南瓜歐風咖哩 

(河堤店) 
101.12.31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 308 號 (07)345-6477 

＊憑會員卡可享套餐、火鍋九折 

(限使用現金、特殊節日除外) 

New House 

歐風新食館 
101.12.31 

各優惠店家地址、電話請詳本會網站 

(首頁→會員好康→特約廠商) 

＊持會員卡消費可享 9 折優惠 

(上述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敦提牛排 101.03.02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 215 號 (07)3985668 

＊用餐享現金 9 折、刷卡 95 折 

＊每張會員卡最多可 6 人同享優惠 

＊非假日 20 人以上團體訂為全享 9 折優惠 

賞花館 101.12.31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2120 號 (07)555-7710 ＊憑會員卡可享用餐消費 9 折 

義式屋古拉爵 101.12.31 
各優惠店家地址、電話請詳本會網站 

(首頁→會員好康→特約廠商) 
＊憑會員卡可享用餐消費 95 折 

萊茵河餐廳 101.12.31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73 號 (07)215-0545 ＊憑會員卡可享用餐消費 9 折 

安記食府 101.12.31 高雄市鼓山區泰華路 212 號 (07)554-1861 
＊憑會員卡消費套可享 9 折優惠 

＊外帶手工冷凍水餃，每包依原價優惠５元 

太和殿麻辣火鍋 101.12.31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 101 號 (07)229-1818 

＊憑會員卡可享用餐消費９折 

＊事先出示會員卡告知會員身分再送烏梅汁一壺 

(上述內容限店內使用無法和其他優惠併用) 

T.G.I. Friday's 

星期五餐廳 
101.12.31 

各優惠店家地址、電話請詳本會網站 

(首頁→會員好康→特約廠商) 

＊憑會員卡可享用餐消費 95 折 

(酒精性飲料及優惠餐點除外) 

 

食品 

廠商名稱 優惠期限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益昌茶莊 101.12.31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 181 號 (07)380-7057 ＊憑會員卡可享茶葉原價九折優惠(茶具除外) 

瑞士草本 101.12.31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329-2 號 (02)2733-1001 ＊憑會員卡可享各項保健產品單瓶 85 折、三瓶 75 折 

打狗餅舖 101.12.31 
各優惠店家地址、電話請詳本會網站 

(首頁→會員好康→特約廠商) 

＊店內各式商品憑會員卡可享 9 折優惠(限直營店) 

(若商品為促銷特價品則不列入優惠活動) 

巴貝多 101.12.31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597 號 (07)386-1515 

＊自製蛋糕、麵包 9 折優惠 

＊彌月蛋糕 78 折(不含蛋糕外的商品) 

＊新品試吃團訂另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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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漢企業行 101.12.31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 95-1 號 9F-2 (07)285-7390 

＊原生保健型益生菌及其相關系列產品 9 折優惠價 

＊提供經絡能量檢測，費用 5 折優惠 

＊團購任四盒，即享售價 85 折 

不二家 101.12.31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 31 號 (07)241-5456 
＊中式點心 95 折、蛋糕類 85 折 

(優惠商品除外) 

 

飯店旅館 

廠商名稱 優惠期限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丫一丫旺溫泉渡假村 101.12.31 台東縣知本溫泉村龍泉路 136 號 (089)515-827 ＊憑會員卡可享平日價再 8 折、假日價再 9 折優惠 

知本統茂溫泉旅館 

101.12.31 

台東縣卑南鄉溫泉村龍泉路 61 號 (089)514-899 

＊憑會員卡可享飯店住宿現場價 9 折優惠 

  含早餐、服務費 

(以上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墾丁統茂高山青飯店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271 號 (08)886-1234 

關子嶺統茂溫泉會館 台南縣白河鎮關子嶺 28 號 (06)682-3456 

台南維悅統茂酒店 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 539 號 (06)295-0888 

高雄統茂松柏大飯店 高雄市新興區和平一路 219 號 (07)222-0222 

東姿商務旅館 101.12.30 台北市中山區一江街 33 號 (02)2563-8866 
＊憑會員卡可享簽約優惠房價，請詳本會網站 

(首頁→會員好康→特約廠商) 

溪頭米堤大飯店 101.12.31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米堤街 1 號 (049)261-2222 
＊憑會員卡可享簽約優惠房價，請詳本會網站 

(首頁→會員好康→特約廠商) 

富翔大飯店 101.12.31 宜蘭市校舍路 19 號 (039)388-386 
＊憑會員卡可享簽約優惠房價，請詳本會網站 

(首頁→會員好康→特約廠商) 

雲朗觀光 101.12.31 
各優惠店家地址、電話請詳本會網站 

(首頁→會員好康→特約廠商) 

＊憑會員卡可享各連鎖飯店\優惠，請詳本會網站 

(首頁→會員好康→特約廠商) 

泉都飯店 101.12.31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 220 號 (02)2896-0077 

＊『101 年 1 月 2 日~3 月 31 日、101 年 11 月 1 日~ 

12 月 30 日』  平日住宿 7 折、假日住宿 9 折 

＊『101 年 4 月 1 日~10 月 30 日』  平日住宿 6 折 

、假日住宿 8 折 

(以上優惠恕不適國定連續假日) 

墾丁凱撒大飯店 101.12.31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6 號 (08)886-1888  
＊憑會員卡可享簽約優惠房價，請詳本會網站 

(首頁→會員好康→特約廠商) 

蓮潭國際會館 101.12.31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07)341-3333 
＊憑會員卡可享簽約優惠房價，請詳本會網站 

(首頁→會員好康→特約廠商) 

景大度假莊園 101.12.31 台南縣白河鎮關子嶺 56 號 (06)682-2500 

＊憑會員卡可享： 

1.大眾池泡湯平假日均依定價 9 折優惠 

2.住宿享依房間定價折扣後再 95 折優惠 

童年渡假飯店 101.12.31 嘉義縣番路鄉下坑村 8 鄰下坑 42-3 號 (05)259-0888 ＊憑會員卡可享平日住宿 65 折、假日住宿 9 折 

台中上豪大飯店 101.12.31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 3 段 362 號 0800-4321-88 
＊憑會員卡可享簽約優惠房價，請詳本會網站 

(首頁→會員好康→特約廠商) 

日月行館 101.12.31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興路 139 號 (049)285-5555 
＊憑會員卡可享簽約優惠房價，請詳本會網站 

(首頁→會員好康→特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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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 

廠商名稱 優惠期限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喬安綜合旅行社 101.12.31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26-1 號 (07)330-8746 

＊憑會員卡可享如下優惠： 

1.好攝客-攝影旅遊行程團費每人折 500 元 

2.東北亞、東南亞、大陸每人折 1000 元 

3.歐洲、美國線每人折 1500 元 

喜鴻旅行社 101.12.31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 239 號 2F-1 (07)-332-9838 
＊會員可享本會企業優惠行程，請詳本會網站 

(首頁→會員好康→特約廠商) 

敦煌旅行社 101.12.31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 141 號 5F-1 (07)225-3158 

＊憑會員卡可享如下優惠： 

1.參加團體旅遊可享特別優惠價格 

2.委託訂購個人機票、飯店可享特別優惠價格 

3.免費提供專業旅遊諮詢及企劃 

4.不定期依行程規劃，提供教師職業工會專案 

双海國際旅行社 101.12.31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 88 號 10F (07)229-5288 

＊憑會員卡可享如下優惠： 

1.與双海悠遊卡會員相同之優惠權益 

2.參加公司或代理同業之團體旅遊可享特別優惠價格 

3.委託公司訂購機票、飯店可享特別優惠價格 

4.免費提供專業旅遊諮詢及企劃 

5.參加公司國外團體旅遊，額外贈送 300 萬元旅遊 

責任險、10 萬元醫療險；參加公司國內團體旅遊， 

額外贈送 100 萬元旅遊責任險、10 萬元醫療險 

 

保險 

廠商名稱 優惠期限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南山人壽 101.06.14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 458 號 5 樓 (07)224-6100 
＊團體保險 

◎聯絡人<侯舜宇 0938-378-805> 

中國人壽 101.06.30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 6 號 35F 之 1 (07)537-0367 
＊旅行平安險  ＊團體保險 

◎聯絡人<林師宏 0982-500-995> 

聯發 

保險經紀人 
101.12.31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102 號 9F-2  (02)2567-0629 

＊遠雄教師新超值專案 

(含壽險、癌症險、醫療險、意外險) 

寶祥 

保險經紀人 
101.12.31 新北市永和區保生路 1 號 12F-6 (02)2231-6319 

＊車險         ＊團體一年期綜合保險 

＊420 傷害保險  ＊一年期傷害保險 

＊旅遊平安險   ＊壽險&健康險 

＊產物保險 

旺旺友聯物產 101.12.31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 53 號 3 樓之 5 (07)282-0328 

＊教師責任險    ＊汽車強制險 第三責任險 

＊旅行平安保險  ＊公共意外責任險 

＊火險、地震險、居家綜合險 

＊個人及團體意外傷害險 

◎聯絡人<劉安正 0989-234-780> 

 

3C 

廠商名稱 優惠期限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全盛國際科技 101.12.31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825 號 (07)360-8000 
＊一機雙門號智慧 SIM 卡、節費智慧晶片節費合卡、MINI 

超 IN 機、隨身傳真機…等通訊硬體產品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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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電子 101.12.31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 197 號  (07)235-1515 ＊憑會員卡消費可享大林電子公司會員同等優惠 

 

醫療保健 

廠商名稱 優惠期限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馨蕙馨醫院 101.12.31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 541 號 (07)558-6080 

＊會員本人或配偶或直系親屬憑會員卡可享： 

1.看診掛號費七折 

2.住院病房費八五折 

3.坐月子住滿 10 天月子房費 85 折；住滿 20 天月子房費 8 折 

彌馨診所 101.12.31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 288 號 (07)862-6080 

＊會員本人或配偶或直系親屬憑會員卡可享： 

1.看診掛號費七折 

2.在馨惠馨醫院生產且坐月子住滿 10 天月子房 75 折； 

住滿 20 天月子房 7 折 

左營動物醫院 101.12.31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 437 號 (07)583-2343 

＊出示會員卡視同醫院會員 

＊醫療、美容 一律九折優惠 

＊流浪犬結紮補助或優待 

高雄長庚 

紀念醫院 
101.12.31 高雄縣鳥松鄉大埤路 123 號 (07)731-7123 

＊健康檢查專案(內容請詳本會網站) 

＊另針對高雄長庚制式套組或加選項目皆享 85 折優惠 

佳鎰牙醫 101.12.31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 20 號 1 樓 (07)272-3339 

＊憑會員卡可享： 

1.免收掛號費  2.自費醫療項目 95 折 

(限會員本人、不可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親辰牙醫 101.12.31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 35 號之 3 (07)390-8211 

＊憑會員卡可享： 

1.免收掛號費  2.自費醫療項目 95 折 

(限會員本人、不可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路竹大明 

眼科診所 
101.12.31 高雄市路竹區忠孝路 52 號 (07)607-3333 ＊憑會員卡可享掛號費折扣 50 元 

 

休閒娛樂 

廠商名稱 優惠期限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大帑殿 101.12.31 

(大順店)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 112 號 
(07)722-3377 

＊憑會員卡可免費兌換大帑殿貴賓卡乙張，即可享九折 

優惠(每人限兌乙張，未兌會員卡者恕不予折扣) 

＊預約採輕鬆雙饗吧聚餐，五人(含)同行 1 人免費，以此 

類推!(此優惠不得與 9 折或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生日前後 15 天來店慶生即免費贈送生日蛋糕乙個 
(明華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633 號 
(07)552-9989 

三多時尚球館 101.12.31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 335 號 2F (07)727-0851 

＊憑會員卡可享如下優惠： 

1.保齡球每局優惠折價--40 元時段每局折價 10 元； 

其餘時段每局折價 20 元 

2.免費使用球館停車場 

3.如需舉辦大型活動及購買球券另有優惠方案 

(球館推出特別優惠時，以上所列優惠不能同時使用、 

特殊節日收費方式依乙方球館現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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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攝影花卉 

廠商名稱 優惠期限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有你真好 

喜慶顧問社 
101.12.31 高雄市三民區明吉路 35 巷 10 號 (07)350-3441 

＊憑會員卡可享如下優惠： 

1.凡參加有你真好愛情學苑單身派對活動每人優惠 200 元 

2.參加有你真好愛情學苑兩性成長課程，享有 8 折之優惠折扣 

3.凡委託有你真好婚禮規劃之會員教師新人，即享 2000 元優惠 

(含婚禮規劃之團隊、爵士樂團、婚禮佈置、拍照錄影、主持人) 

飛豪傳播公司 101.12.31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 380 號

4F-3 
(07)334-2300 

＊憑會員卡可享如下優惠 

1.錄影一場$12,000 起 (ex：訂婚、結婚、歸寧。全套優惠另議) 

2.VCR 製作$3,000 起(ex：成長過程製作、求婚過程製作) 

3.活動一場 12,000 起(ex：運動會、畢業典禮...等) 

 

文具事務用品 

廠商名稱 優惠期限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好學生文具 101.12.31 

 (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360 號 
(07)350-5347 

＊憑會員卡可享如下優惠 

1.學生文具、辦公文具、運動用品 7 折 

2.特價品、雜誌 9 折 

3.圖書 8 折 
 (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1157 號 

九乘九文具專家 101.12.31 
各優惠店家地址、電話請詳本會網站 

(首頁→會員好康→特約廠商) 
＊憑會員卡以九乘九會員價優惠之 

 

鐘錶眼鏡 

廠商名稱 優惠期限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寶島鐘錶 

(和平店) 
101.12.31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 49 號 (07)223-2977 

＊憑會員卡可享如下優惠： 

9 折優惠系列：瑞士專業品牌、LG 浪琴錶、TS 天梭錶、RD 雷達錶 

、GC 錶、時尚品牌 EA 阿曼尼、JC、FS、GS 錶 

8.5 折優惠系列：古吉錶  85 折優惠 

8 折優惠系列：EP 愛寶時錶、日本雅柏錶 8 折優惠 

7.5 折優惠系列：日本專業品牌、SK 精工錶、CT 星辰錶、瑞士 BL 

、watch 錶、德國品牌 AG 愛格納錶、瑞士珠寶品牌 MT 寶爵錶 

6 折優惠系列：瑞士專業品牌、愛其華錶、日本東方錶、力抗錶 

以上手錶均有：1.兩年保固、2.手錶外觀清洗免費、3.檢測服務、 

 4.更換電池半價(特殊電池除外) 

 

美容美體 

廠商名稱 優惠期限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台糖台鹽白蘭氏 

經銷商 
101.12.31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 478 號 0925-601-560 

＊因每檔優惠內容不同，請依各優惠方案特價及期限為準 

(如母親節優惠方案) 

＊折扣後滿兩千元(不含離子水)免運費，未滿兩千則須負 

擔運費一百元 

福樂生醫 101.12.31 高雄市前金區國民街 15 號 1 樓 (07)251-3478 ＊所有公司目錄產品皆可享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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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進修 

廠商名稱 優惠期限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萬冠外語 101.12.31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240 號 10 樓之 5 (07)236-4002 
＊憑會員卡可享語言課程等特約價，請詳本會網站 

(首頁→會員好康→特約廠商) 

 

生活雜貨 

廠商名稱 優惠期限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第一博士 

成長桌椅 

 (高雄門市) 

101.12.31 高雄市左營區立大路 69 號 (07)341-4305 

＊憑會員卡可享如下優惠： 

‧A3 兒童多功能工學椅+T5 升降書桌 

  → 一萬元，贈書架及茯腕墊 

‧A3 兒童多功能工學椅+T5 升降書桌+H1 旋轉書櫃 

  → 一萬三，贈書架及茯腕墊 

‧Ergohunan-k8 時尚網椅 

  →優惠價一萬一，贈感溫記憶腳踏墊 

歐得葆家具 101.12.31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 號 
07-9701598 

＊憑會員卡可享如下優惠： 

1.消費時得以享受門市價之八折優待，十萬元以上可 

分三期零利率，二十萬元以上可分三、六期零利率。 

2.消費滿一萬元以上全台免運(不含花東、外島地區)。 

(特價品不另行折扣亦不可分期付款。) 

(博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418 號 1 樓 
07-5567618 

雪夫國際 101.12.31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876 號 (07)395-3366 ＊滿三千元以上送襪子一雙 

福源鞋業行 101.12.31 高雄市左營區實踐路 169 號 (07)585-1868 
＊以團體訂購價(售價九折)優惠 

＊買鞋可免費足部整復壹次 

陽銧生活 

科技公司 
101.12.31 高雄市三民區開原街 12-1 號 (07)311-9067 ＊所有商品一律九折(ex：九陽豆漿機…等) 

立碁開發 101.12.31 桃園縣平鎮市上海路 211 巷 3 號 2 樓 (03)439-0867 ＊依季節及需求提供優惠商品，商品以廠價為主 

豪固國際 101.12.31 高雄市鳳山區漁村街 68 號 (07)822-1784 

＊憑會員卡購人體工學椅可享特惠價 

(豪華型全網工學椅、雙背式全網工學椅、 

企業型全網工學椅、半網工學椅、青少年電腦椅) 

西諾科技 101.12.31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 380 號 5F-3 (07)330-8686 
＊憑會員卡購掃除用品可享特惠價 

(靜電腊拖把、除塵刷、科技魔布、拖把組) 

 

其他項目 

廠商名稱 優惠期限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天瑩珠寶銀樓 100.12.31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 184 號  (07)398-4057 

＊可享有黃金工錢 0 元專區(百件以上商品) 

＊購買鑽石不限金額就有 3 重送(送珠寶盒、黃金工資 0 元、

黃金結婚套鍊免費租借乙次) 

＊白鋼品牌戀戀今世限時搶購 699~999 元 

＊一克拉以上珠寶加價購只要 9999 元(限量) 

世宏銀樓 100.12.31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 177 號 (07)385-5861 
＊黃金工資 7 折  ＊K 金項鍊 7 折 

＊K 金耳環 7 折  ＊鑽石珠寶 4 折 

龍巖人本 100.12.31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 76 號 (07)310-9555 ＊典藏生前契約 

為加速推動會員福利，歡迎各學校支會協助洽談或推薦優質廠商予本會，共同提升全體會員更優質更豐富

的生活機能!!本會特約廠商目前仍持續增加中，詳細特約廠商資訊皆刊登於本會網站，歡迎多多上網挖好康!! 



 
 
                                                                                 NFTU 

全 國 教 師 工 會 總 聯 合 會 會 員 福 利 商 店 專 刊    101/2/9.製 
<食> 

<衣> 

<住> 

<綜合> 

區域 店家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全省 千葉火鍋 
全省分店眾多，請上官網查詢。 

http://www.chien-yen.com.tw/pshopping.php 

＊憑會員卡當日消費現金價可享原價 9 折優惠，刷卡價可享 9.5 折優惠(須加收原價之

一成服務費)。 

＊每張會員卡最多可六人同享優惠。 

＊非假日二十人(只需附一張會員卡)以上團體訂位現金或刷卡全享原價 9 折優惠(須加

收原價之一成服務費)。 

＊千葉火鍋如提供不同之促銷活動時，優惠不可同享並用，只可任選其一使用。 

台北 典藏藝術家庭 

典藏藝術餐廳 

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135 巷 16 號 
02-25427825 

＊餐飲系列 2012 全年度優惠 

全門市用餐憑會員卡消費 9 折 

咖啡館體系-場租活動/會議..每場另贈 20 人份點心盤一份 

＊年終迎新優惠活動 100/12/1-101/2/28 

全門市訂購 6 吋/8 吋蛋糕/果醬系列享有 78 折優惠 

典藏藝術餐廳午餐/晚餐用餐時段享有 78 折優惠(服務費另計) 

典藏藝術餐廳下午茶特價 199 元(服務費另計) 

＊創意空間 2012 講座全教總票劵優惠專案 

一年期套票四張優惠價 800 元 

(單張原價 300 套票原價 1000 元，講座場次可自行上網預訂。) 

典藏咖啡館 ARTCO DE CAFE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 8 之 1 號 
02-25429871 

典藏咖啡館民權店 

台北市民權西路 7 號 
02-25855569 

典藏咖啡館八德店 

台北市八德路二段 335 號 
02-27721855 

典藏咖啡館當代店 

台北市長安西路 39 號 
02-25508535 

台北 天象國際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 108 號 

(善導寺站 5 號出口樺山市場內) 
02-22920790 

＊巧克力皂組(6ps/150 公克)：原價 25 元；特價 350 元。 

＊蜂蠟富貴潤膚膏(護手按摩、防蚊、香膏)3 個一組：原價 750 元；特價 650 元。 

＊天然手工皂(52 種/1pc/100 公克)：原價 250~300 元；特價 200 元。 

＊紫檀木彩繪髮梳：售價新台幣 1780~2500 元，買就送天然手工皂一個。 
桃園 泰味館泰式料理 桃園縣桃園市中山路 939 號(愛買量販店內) 03-3785110 ＊現金 9 折，刷卡 95 折。30 人以上，現金 85 折，刷卡 9 折。 
新竹 君品花雕雞 新竹縣竹北市文喜街 23 號 03-6570926 ＊結帳金額之 9 折，酒水類不適用。 
台中 佳慶診所 台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 272-1 號 04-23208989 ＊掛號費優惠新台幣 50 元 

區域 店家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台中 一休鞋坊黎明店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 220 號 04-23807995 ＊持會員卡，消費滿新台幣 1,000 元，送標準籃球一顆(限一卡一顆)。 

台南 九大運動廣場有限公司 
台南市北區公園路 52 號(黑橋牌旁) 06-2229680 ＊憑會員卡可享免 250 元入會費，成為九大運動廣場之會員。 

＊憑會員卡享 75~76 折之優惠。 

＊生日享 7 折優惠。 
台南市東區光明街 7 號(小東路與光明街交叉口) 06-2229680 

區域 店家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全省 歐得葆家具 

台北內湖直營店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 23 號 2 樓（特力屋 2 樓) 
02-27936148 

＊消費時得以享受門市價之八折優待，十萬元以上可分三期零利率，二十萬元以上可

分三、六期零利率。特價品不另行折扣亦不可分期付款。 

＊消費滿一萬元以上全台免運(不含花東、外島地區)。 

＊價格均為含稅價。 

＊結帳時先行出示全教總發行之會員卡，即可享有優惠。 

新北市中和直營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 2 段 293 號 4 樓（南山威力購物

廣場） 

02-22431166 

桃園平鎮直營店 

桃園縣平鎮市雙連里民族路雙連二段 113 巷 53-11 號 
03-4902000   

台南直營店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 156 號 
06-2098068 

統一夢時代直營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 號( B2 家具生活館 ) 
07-9701598 

高雄博愛直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418 號 1 樓（捷運巨蛋站旁） 
07-5567618 

宜蘭 長榮鳳凰酒店(礁溪) 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 77 號 03-9109988 

＊即日起至 2012 年 02 月 29 日止。 

＊專案優惠：住宿一晚，第二晚免費。(周一至周四) 

＊免費贈送的第二晚，可選擇同一天入住 2 間或續住三天兩夜皆適用。 

＊每日限量五組，請先預約。專案訂房專線:03-910-9988 

＊專案價格：住宿高級景觀客房$14,520起($14,520/2=7,260，平均每晚只要$7,260元起。) 

區域 店家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台北 
博得提琴樂器 

台北市中正區福州街 11 之 1 號二樓 02-23215556 

＊提琴原價八折優購 

新竹 新竹市東山街 87 號 03-5166187 

新北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

院 

(新店院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 號 02-22195028 

＊憑會員卡可享以下優惠 

＊門急診掛號費五折 

＊住院自費部份九五折(不含負擔費、伙食費、血費、套裝健檢、高價藥品)，其餘費用

依中央健康保險局收費標準收費。 

＊遇本院有其他優待價格時或具多重身分者，擇一選擇最優方式辦理。 

＊一般門、急、住診採用現金支付。 

台中 佳慶診所 台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 272-1 號 04-2320-8989 ＊掛號費優惠新台幣 50 元 



 
 
                                                                                 NFTU 

全 國 教 師 工 會 總 聯 合 會 會 員 福 利 商 店 專 刊    101/2/9.製 
 
<網路訂購團購 > 請至全教總官網及全教總優惠福利網站【下載訂購單】訂購。 

 

 為加速推動會員福利，本會煩請各學校支會協助洽談簽訂學校週邊的福利商店，以提供貴校會員更優質的福利 !  
 相關辦法請詳閱 : 全教總首頁(http://www.nftu.org.tw/)會員福利專區公告 

 本會特約福利商店目前仍持續增加中，請隨時查閱全教總網站：<福利優惠網站> 

類別 店家 產品 電話 優惠內容 

食 

名軒食品商行 譚記黃金泡菜 
0928-558937 

劉玉琳 

＊白菜泡菜、海帶絲泡菜、高麗菜泡菜、青木瓜絲泡菜 原價 170 特價 150 

＊杏鮑菇泡菜 原價 200 特價 180 

＊金針菇泡菜 原價 130 特價 120 

＊美味 6 入拌手禮 原價 500 特價 450 

宏常有限公司 囍瑞果汁、葡萄籽油、橄欖油、有機咖啡、禮盒系列 07-3413992 ＊囍瑞果汁、葡萄籽油、橄欖油、有機咖啡、禮盒系列優惠 

永豐餘生技 生機食品 02-23610806*1339 
＊生機食品優惠，限期會員優惠專案。 

＊2012/1/1-2012/3/31 團員年菜優惠專案請上官網查詢。 

時邁企業 阿德比-倍思樂益生素/新複方 Q10 膠囊 02-26981567 
＊阿德比-倍思樂益生素 特價 450 元/1 盒 

＊新複方 Q10 膠囊 特價 490 元/1 盒 

禾秝生技 保健食品 02-25683588 ＊自然活力系列保健膠囊 

誼璊食品行 蒲燒鰻 
03-4839599 

0932-308467 ＊定期提供蒲燒鰻報價團購專案。 

衣 

倍絲特 彰化社頭 S+Z 系列襪品 
0932-963459  

謝翊鴻 
＊彰化社頭 S+Z 系列襪品專屬優惠。 

台灣頂尖 彰化社頭竹炭內衣褲衣著系列、襪品 

04-8728943 

0933-505835 

許似亮 

＊彰化社頭竹炭內衣褲衣著系列、襪品專屬優惠。 

保養保健 

樺慶電腦 伊麗爾系列保養品、洗潔產品 06-5100158 ＊伊麗爾系列保養品、洗潔品優惠 65 折 

康智生技 美容保養品 02-23630259 ＊台糖詩丹雅蘭謝列產品、植純洗潔系列，一次訂購三瓶優惠 2 折起。 

名庭國際 Aperio 有機樂活保養系列 02-87971881 美國專櫃品牌有機樂活保養系列全面 5 折優惠 

季彩實業 妙鼻舒 Healthnaso 隱形口罩 02-33223396*63 
＊組合一：妙鼻舒 Healthnaso 隱形口罩透明包 6 入免運組 原價 1970 優惠價 1320 

＊組合二：妙鼻舒 Warmnaso 暖鼻包三角包２入免運組 原價 3650 優惠價 2500 

興東藥品 愛德瑞肌肉刺激器 02-2695-1906 ＊愛德瑞肌肉刺激器，原價 6,980/盒，優惠價 4,800/盒。 

生活用品 

英豐達系統 
藍芽音頻傳輸系統 

澳寶一分鐘深層焗油護髮乳 

02-8953-8633 

0933-737-641  

吳明峯 

＊藍芽音頻傳輸系統：原價 6800 會員價 4680 

＊澳寶一分鐘深層焗油護髮乳 

1~10 套 原價 380 會員價 328 

15 套以上 原價 380 會員價 298 

林園豆類製品廠 阿嬤寶淨多功能環保洗潔粉 03-3766032 

＊貼心愛用包 300G 原價 98 特價 90 

＊樸實禮盒組 800G 原價 250 特價 200 

＊環保補充包 1KG 原價 250 特價 200 

＊環保補充包 1.8KG 原價 450 特價 400 

＊緹花擦拭布(一組三條，不挑色) 原價 150 特價 100 

無毒家園 無毒天然洗潔產品 0800-866-788 ＊產品優惠七折起 

藍光科技 多功能讀卡機 
02-5555-5688*660 

黃妍心 

＊多功能讀卡機優惠訂購 

＊轉帳、報稅、控管小孩上網時間 

圖書出版 

聯寶國際 推廣閱讀網路書城 02-26954989 
＊推廣閱讀網路書城 

＊全品項書籍 74 折以下 

智園出版 教育教養類書籍 
02-2717-0828*202 

吳曉琪 
＊特殊教育書籍優惠 79 折起 

其他 

台灣利樂 全教總會員專屬網路購物商城，請上網註冊。 02-27693389#9 

＊教師工會專屬網路購物商城 

1.近 2 萬件各式商品。 

2.約 5 萬本博客來樂活書城，全面以售價 75 折優惠教師工會會員。 

3.近 200 禮票券含百貨公司、大賣場、餐券(如王品系列)、電影票……等。 

遠傳電信 企業群組 MVPN 

0915-019186 

趙慧君小姐 

 

＊加入企業群組 MVPN 享以下優惠： 

1.加入群內行動網，免收群內月租費 60 元 

2.群組互撥$0.03 元/秒=$1.8/分(原價$0.08/秒=$4.8/分)，等於每分鐘省 3 元！ 

3.網外通話折扣 8 折 (不適用於 290/590 費率) 

4.市話通話折扣8折 (僅適用290/590費率)簡訊 30元月租費優待免收，不分網內外NT$1 

5.填寫申請表並附上會員卡影本傳真至 02-7723-5596 

勝琦國際多媒體 
經典電影 DVD：帶一片風景走、亂世佳人、塵封筆記

本……等。 
02-22782620 ＊經典電影 DVD 優惠，值得收藏。 

特力屋 
不定期提供團購產品 2011/11/1-2012/10/31 

共同供契約禮券 93 折 

02-87915105  

0920-067-001 

彭千榕 小姐 

＊不定期提出優惠案。 

＊2011/11/1-2012/10/31 共同供契約禮券 93 折，可上政府電子採購網直接購買哦 ! 

http://web.pcc.gov.tw 

＊一萬元以上，特力屋和 HOLA 禮券皆 93 折，歡迎直接下單，省錢簡單、迅速、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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