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年慶祝「教師節」敬師好禮優惠活動

附件一

優惠廠商陸續增加中，各項優惠措施以各廠商/店家實際公布內容為準，
詳細資訊請洽教育家部落格專頁 http://teachersblog.edu.tw/

一、飯店旅遊類(49 間)
編
號

1

廠商名稱

活動地點

老 爹 打 樁 露 營 www.pilingdaddy.com
區
臉書搜尋『老爹打樁』

電話

預約專線
0978-962-837

活動期間

106/07/01106/12/31

02-25215151

106/09/25106/09/30

3

倆人旅店
（立德北投溫泉 臺北市北投區幽雅路 11 號
飯店）

02-28973611

106/08/01106/09/30

4

立德布洛灣山月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 231-1 號
邨

03-8610111

106/08/01106/09/30

2

康華大飯店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06 號

主要優惠措施或活動內容說明
憑教師服務證明至
老爹打樁露營區預約平日不打樁屋8折優惠。
（原價2500元）
※需事先預約訂房。
1.憑教師服務證明即享有自助餐：九折優惠。
2.凡購買餐券(10 張)即享免收服務費優待。
3.凡在本飯店用餐即享有免費停車優待(本飯店備有 120
個車位)。
教職人員本人憑證件至倆人旅店（立德北投溫泉飯
店）住宿消費，每房可享現場最優惠價再折扣 NT300
之優惠。（一證一房）
1、優惠限教職人員本人使用，不得轉借、轉讓他人
使用，需出示證件給現場服務人員核對身分後即可使
用。
2、需事先電話預約訂房，此優惠不得與其他專案合
併使用。
教職人員本人憑證件至立德布洛灣山月邨住宿消費，
每房可享現場最優惠價再折扣 NT300 之優惠。（一證
一房）
1、優惠限教職人員本人使用，不得轉借、轉讓他人
使用，需出示證件給現場服務人員核對身分後即可使
用。

5

立德溪頭飯店

南投縣鹿谷鄉森林巷 10-2 號

049-2612588

6

杉林溪森林生態
渡假園區（杉林
南投縣竹山鎮大鞍里溪山路 6 號
溪遊樂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049-2611217
訂房專線：
049-2611211

7

帥王溫泉大飯店
宜蘭縣礁溪鄉公園路 1 號
（帥王企業有限

03-9874591

2、需事先電話預約訂房，此優惠不得與其他專案合併
使用。
教職人員本人憑證件至立德溪頭飯店住宿消費，每房
可享現場最優惠價再折扣 NT300 之優惠。（一證一
房）
106/08/01- 1、優惠限教職人員本人使用，不得轉借、轉讓他人
使用，需出示證件給現場服務人員核對身分後即可使
106/09/30
用。
2、需事先電話預約訂房，此優惠不得與其他專案合併
使用。
9 月感恩教師節優惠
優惠價格
禮拜日~五
飯店兩人房$2640 元
飯店四人房$4320 元
主題會館兩人房$2220 元
主題會館四人房$3480 元
禮拜六
106/09/01- 飯店兩人房$3520 元
106/09/30
飯店四人房$5760 元
主題會館兩人房$2960 元
主題會館四人房$4640 元
●本專案團體不適用。
●當天門票須於收費站先購買，入住時憑門票票根依
房型退門票差。
●住宿房型及餐點數量依照訂房時入住人數為主 。
●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入住時須出示教師證才享有此優惠喔。
即 日 起 至 憑教師服務證明當日住宿（一般訂房）房價折價 300
106/12/31
元，不與其他優惠專案合併使用，團體不適用

公司)
8

9

10

11

帥客旅店

宜泰大飯店

通豪大飯店

立德溪頭飯店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 90
02-23223885
巷2號

106/09/01106/09/30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155 號

電話：
(03)956-8488
傳真：
(03)956-8388

台中市中清路一段 521 號
通豪大飯店珍寶樓

電話：(04)22956789#8311
106/08/01傳真：
106/12/31
(04)2295-7262

南投縣鹿谷鄉森林巷 10~2 號

12

台南維悅酒店

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 539 號

13

立德布洛灣山月
花蓮縣秀山鄉富世村 231~1 號
邨

106/08/15106/09/30

※需事先預約訂房。
憑教師服務證明入住
(1)享有當日房價現折 NT$600 元優惠。
(2) 贈送精美小禮一份。
※需事先預約訂房。
憑教師證可享住宿標準房型想平日 55 折、假日 8
折；暑假平日 6 折、暑假旺日 75 折、暑假假日 95
折。(須預先訂房)

憑教師證至珍寶樓消費：
港式飲茶自助餐享有 85 折優惠。

106/08/01106/09/30

教職人員本人憑證件住宿消費，每房可享現場最優惠
價再折扣 NT$300 之優惠。（一證一房）
使用注意事項：
1.優惠限教職人員本人使用，不得轉借、轉讓他人使
用，需出示證件給現場服務人員核對身分後即可使
用。
2.需事先電話預約訂房，並告知將使用「教師月」此
優惠，不得與其他專案合併使用。

電話：
(06)2950-0888
傳真：
(06)2950-0666

106/08/01106/09/30

滿 65 歲憑教師證住宿，每房可享現場價再折扣 8 折
優惠。
使用注意事項：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電話：
(03)861-0111
傳真：

106/08/01106/09/30

教職人員本人憑證件住宿消費，每房可享現場最優惠
價再折扣 NT$300 之優惠。（一證一房）使用注意事
項：

電話：
(049)261-2588
傳真：
(049)261-2577

(03)861-0191

14

15

16

雄獅旅行社
股份有限公司

旅天下
Uplan Travel

1.優惠限教職人員本人使用，不得轉借、轉讓他人使
用，需出示證件給現場服務人員核對身分後即可使
用。
2.需事先電話預約訂房，並告知將使用「教師月」此
優惠，不得與其他專案合併使用。
使用注意事項：
1.國定連續三天假日不適用。
2.此專案無法與其他優惠專案倂用。
3.訂房須知與平假日定義等詳細內容，以各家民宿官
網為主。
4.入住前，請依各家民宿預先訂房手續辦理。
5.入住時，請出示教師證及教育行政工作人員證件。
即日起到
10 月 15 日
前

雄獅旅遊美加線全產品

02-87939669

旅天下官網、旅天下門市

旅天下
02-7701-0668
新 竹 巨 城 門 市 09 月 15 日03-5355959
10 月 15 日
苗栗頭份門市
037-681391

知本丫一丫旺溫泉度假村
訂房專線：
台東縣卑南鄉溫泉村龍泉路 136
0910-724845
台東縣民宿協會
號
會員
山采家民宿
30 家
訂房專線：
台東縣太麻里鄉三和村 4 鄰漁場
0919-873770
138 號

106/08/27106/10/27

憑教師證至全省雄獅旅行社門市或雄獅旅遊官網線上
報名 10 月 15 日前出發的美加線團體行程，教師本人
折扣兩千（優惠不併用）
憑教師證於活動期間，至旅天下官網或門市消費，下單團
體行程折 1,500 元、自由行行程折 500 元。
1.限教師本人使用
2.同行親友可同享優惠(限 1 位)
3.特惠行程不適用、不可與其他刷卡或優惠活動同時使用

憑教師證及教育行政工作人員證件入住享下列優惠：
1.連續入住二天，第 2 天房價五折優惠。
2.連續入住三天，第 3 天免費優待。

街市民宿
台東市中興路三段 102 巷 50 號

訂房專線：
0910-724845

蕃茄咖啡民宿
訂房專線：
台東市志航路一段 412 巷 26 弄 1
0911-992029
號
合益民宿
台東市東峯街 27 號

訂房專線：
0937-600823

阿娣的家民宿
訂房專線：
台東市志航路一段 412 巷 17 弄
0910-724845
17 號
緣羊軒民宿
台東市南一街 96 號

訂房專線：
0930-133763

艾蜜麗庭園民宿
台東市志航路一段 412 巷 30 號

訂房專線：
0910-724845

寶莉的家民宿
台東市新興路 1 巷 61 弄 26 號

訂房專線：
0911-755136

台東幸運草民宿
台東市樂利路 57 巷 18 號

訂房專線：
0953-577413

採虹林民宿
台東市仁二街 12 之 1 號

訂房專線：
0978-325680

易思特民宿
台東市成功路 125 號

訂房專線：
0978-325680

貝兒絲民宿
台東縣卑南鄉太平路 213 之 5 號

訂房專線：
0985-146066

木頭魚民宿
訂房專線：
台東縣成功鎮都歷路 246 之 28 號 0963-929778

106/08/27106/10/27

憑教師證及教育行政工作人員證件入住享下列優惠：
1.連續入住二天，第 2 天房價五折優惠。
2.連續入住三天，第 3 天免費優待。

窩客民宿一館
台東市漢中街 161 巷 10 號

訂房專線：
089-361868

巧雅婷民宿
台東市南一街 100 號

訂房專線：0910108917

霖園海景別莊休閒民宿
訂房專線：
台東縣東河鄉隆昌村七里橋路 1
0963-776753
之1號
青翔茗民宿
訂房專線：
台東市興安路一段 580 巷 5 弄 19
0933-582223
號
雁窩民宿
台東縣鹿野鄉鹿寮路 51 巷 5 號

訂房專線：
0937-389953

台東涵園度假別墅
訂房專線：
台東縣鹿野鄉龍田村南三路 115
0926-445656
號
仲夏綠茵民宿
台東市志航路一段 146 巷 25 號

訂房專線：
0987-661688

高台民宿
106/08/27訂房專線：0937106/10/27
台東縣鹿野鄉永安村高台路 10
396455
巷5號
窩客民宿二館
台東市漢中街 215 巷 15 號

訂房專線：
089-361868

解語花軒民宿
訂房專線：
台東市志航路一段 412 巷 17 弄
0933-058844
27 號
旅人驛站中正藏書館

訂房專線：

憑教師證及教育行政工作人員證件入住享下列優惠：
1.連續入住二天，第 2 天房價五折優惠。
2.連續入住三天，第 3 天免費優待。

17

台東市中正路 392 巷 15 號

089-328988

筆筒樹民宿
台東縣鹿野鄉鹿寮路 33 巷 18 號

訂房專線：
0928-798282

新站 297 庭園民宿
台東市新站路 297 號

訂房專線：
0977-598297

愛琴海寶莉館
台東市知本路三段 398 巷 23 號

訂房專線：
0911-755136

小古堡民宿
台東市興安路一段 165 號

訂房專線：
0910-633944

星光民宿
台東市志航路一段 477 巷 39 號

訂房專線：
0978-638378

2013 民宿
台東市東糖街 31 號

訂房專線：
0911-879227

台東縣民宿協會 樂活民宿
台東市文昌路 61 號
會員
4家

訂房專線：
089-233203

謐徑民宿
台東市豐榮路 123 號

訂房專線：
0931-703319

小馬民宿
台東市興安路一段 97 號

訂房專線：
0963-198980

106/08/27106/10/27

憑教師證及教育行政工作人員證件連續入住二天，第
2 天房價五折優惠。
使用注意事項：
1.國定連續三天假日不適用。
2.此專案無法與其他優惠專案倂用。
3.訂房須知與平假日定義等詳細內容，以各家民宿官
網為主。
4.入住前，請依各家民宿預先訂房手續辦理。
5.入住時，請出示教師證及教育行政工作人員證件。

二、食品餐飲類(13 間)
編
號

廠商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期間

主要優惠措施或活動內容說明

1

1.台北門市：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02-25989308
丸莊食品工業股
101 號
份有限公司
05-5863666
2.西螺門市：
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 25 號

106/08/01106/09/30

憑教師服務證明券來臺北及西螺門市購買丸莊丸膳醬油
300ml 禮盒裝單瓶以上，即可享有原價 8 折之優惠(原價
250 元)。

2

1.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110
號（近捷運亞東醫院站）
02-89660715
尚鼎茶葉精品興
業有限公 司
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26 02-89519758
號（遠東百貨旁）

即 日 起 至 憑教師服務證明凡購買:【雙重好韻禮盒】(原價:688 元/
106/09/28
盒)、
【精摯招牌禮盒】(原價:1500 元/盒)、
【覓知韻 1+1 禮
止
盒】(原價 1000 元)即享 85 折優惠。

3

茶與餅達人有限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982 號（福
04-25604410
公司
雅路、永和路口）

即 日 起 至 憑教師服務證明全館產品定價 7 折優惠：
106/12/31
鴛鴦餅、鳳梨酥、手工牛軋糖、南棗核桃糕、帝王糕等禮
止
盒皆有優惠

4

金長利商店

106/09/01106/09/30

嘉義縣新港鄉新民路 85 號

電話

05-3745252

6

1.文賢店：
臺南市北區文賢路 1108 號
06-2593099
2.公園店：
新橋食品有限公
06-2520608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 760 號
司
06-2452255
3.安中店：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三段 304
號
洽各門市
萊爾富便利超商 全國門市地點

7

院子餐飲有限公

5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63 之

02-2528-7733

憑教師服務證明購買金長利產品一律 9 折。

即日起至
憑教師服務證明至臺南市三家門市購買常溫伴手禮系列商
106/12/31
品等同門市貴賓卡(可享 85 折)使用優惠。
止

106/09/28
當日
即日起至

憑教師服務證明咖啡買一送一
憑教師證明來店折 10 元，茶包禮盒組八五折。

8

司-目木原覺

1號1樓

豫豐園

台北車站二樓牛肉麵區

02-6632 8999

新竹市西門街 98 號

9

海瑞食品有限公
司

10

普羅食品有限公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 171 號
司

106/12/31
止
106/09/01106/10/15

憑教師證點餐九折

03-526-1115

106/08/20106/09/30

憑教師證消費，丸類自製商品九折優惠。

037-473668

106/08/21106/09/30

憑教師證消費，生日蛋糕全面 9 折。

106/09/27106/09/29

憑教師證憑教師證購買 18 吋義式薄皮瑪格麗特披
薩 或 18 吋義式薄皮夏威夷披薩
原價:299
元
促銷售價:198 元

憑教師服務證明至郭元益糕餅博物館購買伴手禮盒系列享
訂價打 95 折，麵包系列訂價打 9 折之優惠。

洽各門市
11

家樂福

全國門市地點

12

1.郭元益糕餅博物館-士林館：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546 號 4 0228382700#457
樓
財團法人郭元益
教育基金會
2.郭元益糕餅博物館-楊梅館：
桃園縣楊梅市幼獅工業區青年 03-4962201#1
路9巷3號

106/09/01106/09/30

13

臺灣文化創意產
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135 號
（打狗餅鋪）

即日起至
憑教師服務證明至中正門市消費滿 1000 元，即贈 105 元商
106/12/31
品。
止

07-7711909

三、醫療保健類(7 間)
編
號

廠商名稱

活動地點

電話

1

杏一醫療用品股
全省杏一門市
份有限公司

2

安德貿易股份有 樂活動-嚴選熟齡生活輔具|官方
02-2601-5866
限公司
購物網站
1.
2.
3.
4.
5.
6.
7.

樂齡網台北大安店
樂齡網台北民生店
樂齡網台北文山店
樂齡網台中公益店
樂齡網台南遠百專櫃
樂齡網台南崇德店
樂齡網高雄大立專櫃

3

樂齡網

4

1.金門總公司：王大夫一條根文
化館
王大夫一條根有 2.金門山外店、民權店、中興店、
限公司
模範街店
3.臺北營運處
4.高雄義大世界特產中心、遊樂

0800-028328

02-2577-5025
轉 18
行銷部林小姐

總公司：
082-323311
台北營運處：
02-23622700

活動期間

主要優惠措施或活動內容說明

106/09/01106/09/30

憑教師服務證明可享：
1.品牌保養商品買一送一。
2.保健食品各有優惠。
3.德國原裝進口 medi 護具系列，原價 8 折優惠。

106/07/01106/12/31

憑教師優惠條碼至:『teacher07011231』
樂活動|官方購物網站 購物全館享85折優惠此活動不
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106/09/01106/09/30

活動期間憑「教師服務證明」至樂齡網全省門市，可
享免費入會並獲贈攜帶型放大鏡會員卡，立享會員優
惠。
活動期間憑「教師服務證明」至樂齡網全省門市消費
金額滿 3,000 元，即可獲贈「三合一多功能開瓶器」
壹個。

106/08/20106/09/30

王大夫一條根有限公司 憑教師證至王大夫一條根的實體
門市購物：
A.凡.購買一條根草本舒活茶買二盒，送御珍膳四包(價值
NT$800)。
B.憑教師證購物可享商品任選三件 9 折、五件 85 折，消費
300 元以上加送御珍膳一包(價值 NT$200)(單筆消費限贈

5

世界特洛伊城
5.高雄民族大樂購物中心
使用地點：Morear3D 列印門市及
展示中心，以及科林
科林儀器股份有
助聽器全台直營門市 02-8921-6198
限 公 司 -Morear
網址：www.morear.tw
3D 列印
信箱：me@morear.tw

使用地點：科林助聽器全台直營
門市(請提前來電預 0800-551188
約)

6

科林國際助聽器
股份有限公司

7

美德耐股份有限 使用地點：全台維康門市
公司
網址：www.wellcare.com.tw

0800-091156

送一次)。

106/08/20106/12/31

憑教師證至全台科林助聽器直營門市訂購 Morear 聽
力保護系列 3D 列印耳塞，即享定價 9 折優惠(請提前
來電預約)

106/08/20106/12/31

憑教師證至全台科林助聽器直營門市享下列優惠：
1.選購任一型號助聽器(限首購者)，加贈12排電池(市
價2,400元)。
2.免費預約「居家睡眠呼吸檢測」服務乙次 (市價
2,000 元，睡眠呼吸中止居家用檢測儀乙套，含評估
報告。每人限乙次)。

106/08/21106/09/30

憑教師證可享營養密碼樂齡綜合維他命雙層錠 90 顆(市售
850 元)特價 749 元，再送便攜式 7 日彩虹藥盒 1 個。

四、生活用品類(10 間)
編
號

廠商名稱

1

小花園百貨有限
公司

2

豪葳實業有限公
高雄市燕巢區滾水路 81 之 20 號
司

活動地點

電話

小花園百貨西門店
小花園百貨大稻埕店
07-616-6947

活動期間

主要優惠措施或活動內容說明

106/08/20106/09/30

憑教師證消費，鞋類商品 85 折(特價品除外)。

106/08/21106/09/30

憑教師證購買整套廚具可享九折優惠。

3

合隆毛廠股份有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 58
0-2509-3355
限公司
號 12 樓

106/08/18106/09/30

憑教師證於合隆羽藏台北展示中心現場及官網購物，同享
當期活動優惠，並再加贈限量精美領帶或絲巾 1 條。於合
隆羽藏官網購物下單，收到訂單通知 mail 之後，請回
信附加教師證影本。一經確認，贈品隨貨寄出。
http://shop.hoplion.com.tw/index.php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18:00

4

流行時尚家居股
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文湖街 18 號
（捷運劍南路站美麗華 3 號出
口）

即日起至
106/09/30
止

憑教師服務證明至流行時尚家居來店全面 9 折優惠
（特價品除外）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435 號(435
藝文特區)

5

臺灣玩具博物館

6

歐都納股份有限 歐都納全省門市
公司
（不含暢貨中心）

7

林三益股份有限 林三益本舖：
公司
臺北市重慶北路二段 58 號

8

長紅美容名店

02-2797-1333

活動 9 月份（9/1-9/30）期間，憑教師證明，享入館
免費及同行者玩具小禮一份優惠。

02-2969-0366

106/09/01106/09/30

0800-035558

即日起至
憑教師證至全省歐都納門市消費，非活動期間，單筆消費
106/12/31
2 千元即可享 88 折優惠（外購、特價品除外）
止

02-25566433

即日起至
憑教師服務證明來店消費者，可享林三益毛筆 8 折與 LSY
106/12/31
刷具 9 折(7.9 系列除外)。
止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67
0910-000582
號 6 樓之 3（古亭站出口）

106/09/01106/09/30

憑教師服務證明來店專業皮膚保養打 6 折，加送免費修眉、
化妝設計(原價 1,000 元)。

※請先來電預約
9

10

采和藝術精品

臺中市龍井區藝術街 61 巷 6 號

03-3326191

特力屋股份有限 全省特力屋、HOLA、HOLA CASA 實
02-87915409
公司
體門市

106/09/01106/09/30

2017.09.22
~2017.10.0
1

憑教師服務證明：
1.購買手工精繪描金彩瓷享 6 折優惠。
2.購買拼布熊系列手工拼布包享 78 折優惠。
憑教師證至全省門市消費
1.特力屋滿 3 千現折 3 百（可累計）
2.特力屋和 HOLA 滿 3 千現折 3 百（可累計）
3.HOLA CASA 享原價 7 折。
僅適用實體店面，本活動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不適
用品項請依店面公告。

五、觀光工廠類 (77 間)
編號 廠商名稱
1
2
3
4

5
6
7
8
9

活動地點(地址)

電話

主要優惠措施或活動內容說明
憑教師證消費加贈紀念徽章乙個(本公司享有變更優惠方
台灣滷味博物館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一路25號
(07)622-9800
案之權利)
憑教師証消費加贈精美鑰匙圈乙個(本公司享有變更優惠
航空教育展示館
高雄市岡山區致遠路55號
(07)625-8111
方案之權利)
玉美人孕婦裝觀光工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16巷 (02)8966-9762
1. 憑教師證購物享9折
廠
10號5樓
轉13
2. 師生同行,憑教師證,DIY可享9折優惠
23942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
憑教師證免門票並贈送同心圓磁鐵DIY乙份(一張教師證
宏洲磁磚觀光工廠
(02)8678-2786
230巷16號
限贈一份同心圓磁鐵DIY)
1. 憑教師證入園消費享台塩生技會員優惠(限本園區展
(03)779-2121 轉
售中心及鹽來館)。
臺鹽通霄觀光園區
苗栗縣通霄鎮內島里122號
823
2. 凡 購 買 台 塩 商 品 即 贈 一 瓶 台 塩 海 洋 生 成 水
(570ml)(每證每日僅限兌換乙次)
良作工場農業文創館
雲林縣大埤鄉豐田路57號
(05)552-9586
凡憑教師證即可享農特產品9折優惠。
張連昌薩克斯風有限
台中市后里區公安路330-1號 (04)2556-2363
『敬師有禮』憑教師證至服務台兌換乙杯飲品(任選)
公司
濟 生 Beauty 兩 岸 觀 光 新竹縣湖口鄉新竹工業區實
出示教師證明，並攜同學生或子女，教師身分即可享有免
0800-213-568
生醫美學健康館
踐路3號
費DIY乙份。(數量有限)
憑教師證可享DIY 9折優惠，並加贈束口後背包乙個（款
鞋寶觀光工廠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8路11號 (04)2350-5773
式隨機恕不挑款，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此活動不得與其他
優惠合併使用

☆老師駕到：精油舒活滾珠瓶DIY體驗課程，出示教師證
可享折價30元。(需提前3日以上預約報名，一卡限一人使
用。)
☆按讚打卡送好禮：進廠參觀全程免費、專業導覽解說服
務、親切奉茶熱情招待，現場拍照打卡按讚，贈送打卡小
禮乙份。(人數達15名以上,請提前1週電話預約。)
☆滿額贈活動優惠：
現場購物滿1,000元，首次加入會員，贈送入會禮乙份。
現場購物滿3,000元，贈送十全養生果麥米脆片乙罐(市價
550元，500g/罐)。
現場購物滿5,000元，贈送人蔘精萃軟膠囊乙盒(市價
2,000元，30粒/盒)
※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本公司保有調整贈品之權益。

10

立康中草藥產業文化
台南市永康區環工路29號
館

(06)233-5356

11

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
苗栗縣頭份市工業區55號
廠

(03)762-9888

12

大補內彈珠汽水觀光
苗栗縣銅鑼鄉民生路11號
工廠

0910-900-884

憑教師證入場參加活動贈送精美造型彈珠一包(市價50
元)

13

華新MASK創意生活館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二段751
(04)876-1226
號

氣密式鑽石型口罩(3片入:10包/盒)市價@400元/盒 優惠
價@220元/盒

14

國王家族羽絨服飾觀 台南市佳里區民安里同安寮
(06)721-3380
光工廠
2-8號

至國王家族觀光工廠門市購物，活動期限內出示教師證，
加贈後背包1只。

1.
15

(02)2434-2111
轉503

憑「教師證」消費，觀光工廠小商店商品全面九折(食
品除外)
3D足部按摩器 特惠價$4,990(原價$7,990)
Cooksclub冰淇淋機 特惠價$1,500(原價$1,980)

一太e衛浴觀光工廠

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51號

16

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凡活動期間教師持教師證：
優惠1.於入口櫃台兌換環教參訪券一張，一張教師證可多
攜一人同行。內容：環境教育場域參訪-郭元益糕餅博物
桃園市楊梅區幼獅工業區青 (03)496-2201 轉
館楊梅館為全台第一家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域認證的觀
年路9巷1號
分機1
光工廠，帶領您認識黃金級綠建築，體驗綠色互動設施。
優惠2.享免費體驗「糕仔壓壓樂」活動一次。內容：自己
動手體驗創意壓糕，品嚐郭元益經典好滋味。

17

月桃故事館觀光工廠

嘉義市保忠一街359號

18

香里活力豬品牌文化 南投市南崗工業區仁和路三
(04)9225-9999
館
號

19

富樂夢FLOMO觀光工廠

(05)276-6399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二段42
(07)699-6173
號

2.
3.

全館九折，特惠品除外

全面商品出示教師證即可享95折優惠(生鮮肉品及特價品
除外)

憑教師證購買門票可享半價優惠，隨票附贈等值贈品。每
證限購一張門票。
1.

20

彪琥台灣鞋故事館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35巷
(07)389-2246
43-1號

2.
3.

活動期間教師本人出示教師證，教師〝本人〞參觀免
收門票。
活動期間消費出示教師證可再享〝VIP 95折優惠〞(特
價品、客製化鞋墊及配件除外) 。
活動期間出示教師證訂製MINISTER客製化足弓墊，教

師〝本人〞享8折優惠。

憑教師證，可參加：
宜蘭縣五結鄉福興村新五路 (03)960-6051 轉
1. DIY活動(鹹蛋DIY或彩繪鴨)，4人同行1人免費。
1-1號
分機2
2. 櫻桃鴨風味餐$280/人，4人同行1人免費(需預約)

21

博士鴨觀光工廠

22

紅頂穀創穀物文創樂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709號
園

(07)346-0333

憑教師證免費入場參觀(限本人使用)，穀倉咖啡餐飲商品
享9折優惠

23

港香蘭綠色健康知識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一路1號
館

(06)505-2505

1.
2.
3.
4.
5.

24

緞帶王觀光工廠

(04)781-3366

憑教師證來緞帶王消費,優惠95折(DIY與美食除外)

25

總店：高雄市前鎮區千福街
261號
澎湖門市：澎湖縣馬公市海埔
宏裕行食品有限公司
(07)821-7799
路20號
澎湖花枝系列專賣店
0800-775-858
九如門市：高雄市鼓山區九如
四路711巷2弄4號（國泰市場
內）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15號

憑教師證件全館9折優惠
來電即贈養生體驗茶包
來電即贈養生體驗茶
DIY買一送一優惠(150元/份)
滿3000元即贈滿額禮

消費滿2000送一番系列-花枝漿乙支網址

26

Jijibanana 集 元 果 觀 南投縣集集鎮富山里大坪巷
(04)9276-4562
光工廠
38號

27

台灣優格餅乾學院

彰化縣線西鄉草豐路 501 巷 5
(04)758-2448
號

憑國民旅遊卡或教師工會證，全館消費享 95 折優惠
(特價品與 DIY 除外)

28

鮮饌道海洋食品文化
館

92747 屏東縣林邊鄉成功路
(08)875-2229
122 號

1.免費參觀、導覽
2.商品買五送一(特價商品及其他周邊商品除外)
3.消費滿 600 送紀念手環(本公司保有變更贈品的權利
【機不可師】
親愛的老師辛苦了，即日起憑教師證至”祥儀智慧智能
生活館”即可免費兌換精美小禮物一份。

(03)362-3452

山蕉蛋糕、山蕉披薩DIY：9折(原價300元)
伴手禮 9折

29

祥儀機器人工廠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 461 號

30

台灣穀堡

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二段 526
(04)892-6088
號

優惠方案一：購物滿＄500，送護手霜一罐
優惠方案二：爆米香 DIY 買一送一

31

台鉅美妝觀光工廠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三段 589
(06)205-2013
號

教職員不限金額消費出示教職員證贈 bb 霜一支

32

天明製藥農科觀光工
廠

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神農路 3
(08)762-9666
號

憑教師證即可享有以下優惠
1.團體優惠價
2.藥膳包買五送一
3.草本喉糖買五送一
4.視晶明三盒 2500 元
5.登大人買二送一，三盒 3160 元
6.全館購物滿 1500 贈黃金薑精油貼布乙盒
全館購物滿 3000 贈天明 E 好眠乙盒
全館購物滿 5000 贈天明益智優乙盒

33

王鼎時間科藝體驗館

新北市土城區大暖路 136 號

(02)2268-2999

凡出示教師證，個人導覽入場費免費、體驗 DIY 課程享
9 折優惠。歡迎攜家帶眷一起來玩！

34

奇美食品幸福工廠

臺南市仁德區機場路 1008 號

(06)269-8588

憑教師證全館消費九折

35

台灣金屬創意館

台南市永康區永科環路 598
(06)203-0728
號

36

天一中藥生活化園區

台南市官田區工業路 31 號

(06)5698-5800

憑教師證享全館商品第二件 7 折優惠(以低價者進行折
扣)。
※飲、冰品不適用此優惠方案。

憑教師證購買商品可享工廠價再 95 折起。
(部分友廠商品不列入折扣)

37

38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

卡羅爾銅管樂器觀光
工廠

台南市南區新忠路 2 號

(06)261-6990

嘉義線大林鎮大埔美精密機
(05)295-3688
械園區 20 路 3 號

憑教師證團體購滿 8000 元(含)起，享 VIP 9 折優惠，並
可宅配一次一地點(限本島地區)
憑教師證即享有:
※迷你小號原價 15120 元，享有優惠價 10960 元。
※福利品小號 6 折起。
※全新小號樂器 9 折起。
※選購手機擴音器(2 款)即贈精緻擦拭布

39

華美光學 eye 玩視界
觀光工廠

台南市安定區中沙里沙崙 30
(06)593-7597
號

教師出示教師證，享有以下優惠：
1. 老師本人免費入場
2. 橘標商品眼鏡整副配到好 1980 元，再折 500 元
3. 精品名牌鏡框 7 折，鏡片 5 折，再折 500 元
4. ECO 運動太陽眼鏡 特價 799 元
1. 憑教師證送一盒金針

(04)2532-0279
轉 43

2. 憑教師證第四人免費
3. 加碼跟教師公仔+拍照上傳 FB 再送好禮(注意：需事
先預約)

40

台灣味噌釀造文化館

臺中市豐原區西勢路 701 號

41

葡萄王健康活力能量
館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二段 402
(03)271-2121
號

出示教師証單筆消費滿 300 元，即可兌換「康貝特霜淇
淋」一支。

42

彼緹娃藝術蛋糕觀光
工廠

台南市佳里區民安里同安寮
(06)723-6328
1-1 號

凡出示教師證者，全館自製商品享 9.28 折優惠(特價品
除外)

43

興隆毛巾觀光工廠

雲林縣虎尾鎮埒內里 84-1 號

44

和明織品文化館

台南市七股區大埕里大埕 189
(06)787-5288
號

臺灣印刷探索館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 288
(04)2495-1001
號

45

(05)622-0559

全館商品(含特價品,造型毛巾)滿千再享 9 折優惠。

自有品牌服飾, 憑教師卡買一送一!(不含配件及特價商
品,結帳時以價高者計算)

1.
2.

憑證參觀可享參觀門票 5 折(以原價計算，不含消費
折抵)
門票+手工書 DIY 優惠價 199 元。

46

源順芝麻觀光油廠

雲林縣土庫鎮成功

(05)662-2574

本人憑教師證享門市定價 85 折優惠,折扣後滿 1500 元以
上加贈冷壓芝麻油 100ml 一罐。

47

朝露魚舖觀光工廠

雲林縣斗六市斗工六路六號

(05)557-5989
轉 122

憑教師證享 85 折，歡迎刷國民旅遊卡喔

48

四方鮮乳酪故事館

苗栗縣竹南鎮大厝里大厝 59(03)747-2609
13 號

凡持教師證入館，門票一律半價優惠(不限人數)

49

卡多利亞良食故事館

台南市後壁區後壁里 42-27
(06)687-3480
號

憑教授證全館 95 折，自助餐本人 95 折還送月餅或蛋黃
酥一顆。
1.

50

襪仔王觀光工廠

520 彰化縣田中鎮頂潭里員集
(04)874-9909
路三段 440 巷 16 弄 1 號

51

新百祿燕窩觀光工廠

702 台南市南區新和路 38 號

52

愛玩色創意館觀光工 彰化縣北斗鎮中寮里三號路
(04)888-6016
廠
296 號

(06)265-0924

2.

持教師證來館消費滿 1000 元，贈經典保冷袋一個(價值
250 元)

凡來館出示教師證即可享有購物商品 95 折優惠。

1.
53

54

大同醬油黑金釀造館

光遠燈籠觀光工廠

雲林縣斗六市斗工二路 39 號

2.

持教師證可享單筆消費滿 500 元現折 50 元、滿 1000
元現折 100 元。（以此類推），特價品除外。
館內 200 元以上醬油買 6 送１。

1.
2.

憑教師證享免費入園參觀
老師帶隊校外教學 diy 體驗課程享 9 折優惠

(05)557-6899

南投縣竹山鎮延平二路 11 號 (04)9264-2394

出示教師證，門市購物 9 折優惠(特價商品除外)，購
物滿 2000 元即贈送一雙 490 元保健襪。
9/28 教師節當天，出示教師證即送 DIY 免費體驗卷
一份。

55

虹泰水凝膠世界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三段 523
(06)272-4880
巷 116 號

56

采棉居

南投縣竹山鎮延平一路 12 號

57

1.宜蘭縣員山鄉員山路二段
金車噶瑪蘭威士忌酒
(03)922-9000 轉
326 號
廠
1104
2.KAVALAN 展售各門市

(04)9264-2166

58

珍芳烏魚子見學工廠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 296 巷
(07)822-7488
81 弄 13 號

59

白蘭氏健康博物館

彰化縣鹿港鎮鹿公路 18 號

60

音波觀工工廠

台南市安南區科技一路 8 號

(04)781-0077

(06)384-2889 轉

憑教師證明可享有以下優惠：
1. DIY 買一送一乙份
2. 購買商品滿三千元贈水凝膠蒸氣眼罩

持教師卡來舘送飛狼頸枕一個

憑教師證購買噶瑪蘭威士忌原酒禮盒任一款享 9 折優惠
價。

持證現場購買以下商品，享特價：
1. 珍芳烏魚子干貝 XO 醬 三瓶裝 1100 元/組
2. 魚子活性胜肽洗面乳 三入 1000 元/組

9/1~9/30 活動期間內，教師及軍人來館參觀並出示相關
證件，即可至館內服務台免費兌換體驗包一組。
教師節出示教師證購買，組合價再打 95 折，並贈送精美
禮品：
1. 深層淨白潔膚儀+臉部美顏儀+身體按摩儀，原價

284
2.

10,455 元，組合價 7,500 元。
深層淨白潔膚儀+臉部美顏儀，原價 6,475，組合價
4,999 元。

3.

負離子三彩光蛋殼機+深層潔膚儀，原價 19,780
元，組合價 12,800 元。
4. Sonispa 保養品逆齡組合，原價$2,000，買一組送
一組。
*歡迎教師們參觀&團購*
1.
61

東和音樂體驗館

桃園市大溪區信義路 226 號

(03)388-2215 轉
210

2.

老師個人參加半日遊行程，憑教師證，老師本人享
優惠價 100 元(原價 200 元)。
學校老師團參訪，享免費導覽，並贈送琴鍵識別牌
DIY。體驗樂器 DIY 享優惠價 100 元(原價 200 元)。

62

台灣鯛生態創意園區

63

卡司·蒂拉樂園

64

老 k 舒眠文化館

65

順天堂 觀光工廠

雲林縣口湖鄉崙東村民生路
(05)799-3996
1-88 號

憑證入園免門票，園區內好鱻奇餐廳用餐一律 85 折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北路 90-66

教師憑教師證或教師名片購票入園，立即免費體驗蛋糕

號

(03)255-1999

桃園市楊梅區梅高路 3 段 97
(03)420-5050
號

台中市工業區 42 路 16 號

(04)2359-4848
轉 280

推推樂 DIY 課程一次。

憑教師證免費門票 1 人優惠，贈送咖啡 1 杯

9 月份舉辦「珍品食材限時促銷活動」，讓教師提早開始
做秋季養生保健。
1.
2.

珍品枸杞原價$400，優惠 288 元。
珍品乾薑原價$220，優惠 180 元。

3.

珍品懷菊原價$310，優惠 225 元。

66

亞菓子工場

宜蘭市梅洲二路 122 號

(03)928-6777

教師本人可憑教師證，現場免費兌換乳酪塔單顆(60 元/
顆)，且可現購乳酪塔 2 盒 6 顆裝特惠 500 元(每人現購
一組)

67

橘之鄉形象館

宜蘭縣宜蘭市梅洲二路 33 號

(03)928-5758

生津金棗茶三罐 500 元

68

白木屋品牌探索館

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 813 巷
(03)496-5757
22 弄 6 號

持教師卡 88 折優惠

69

麗豐微酵館

台南市官田區工業路 48 號

0800-882-789

持教師卡 DIY85 折優惠

新北市淡水區行忠路 168 號

(02)2778-1981
張小姐

9 月份在販售處出示教師證或學生證消費滿 300 元，即贈
送 200ml 即飲健康醋飲料乙瓶。(若遇到贈品缺貨，以同
等值產品贈送)

70

益壽多文化館

1.

71

屏東觀光酒廠

屏東酒廠推廣中心

(08)778-1640 轉
448、442

2.
3.
4.

來店禮憑教師證每張送一支咖啡酒香霜淇淋-原價
40 元
消費滿 928 元憑發票送一瓶咖啡香甜酒-原價 99 元
消費滿 1928 元憑發票送一瓶陳年小花雕酒-原價 150
元
消費滿 2928 元憑發票送一盒台酒花雕蹄膀禮盒-原
價 360 元

江記豆腐乳

桃園市中壢區月眉路二段 248
(03)498-6018
巷 85 號

憑證消費全館可享 95 折優惠

73

安永心食館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二段 415
0800-533-699
號

入館前教師出示教師證、教師資格證書即免費入館。
※不含補習班、安親班、語言中心等私人教育機構
週二、三休館

74

阿聰師芋頭文化館

台中市大安區興安路 168 號

(04)2671-3077

憑教師證即享芋頭酥系列、小芋仔 9 折優惠

75

手信坊創意和果子文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 55 號
化館

(02)8262-0506

結帳時出示教師證購買伴手禮可享 8 折優惠，限文化館
使用，己優惠商品及 DIY、餐飲恕不優惠。

76

巧克力共和國

桃園市八徳區介壽路二段旁
巧克力街

(03)365-6555 轉 老師憑證件購票，即可享有 9 折優惠(每張證件限一次，
771
限本人使用)

77

山水米有機稻場

苗栗縣苑裡鎮玉田里玉田
91-5 號

(03)774-3000

72

1. 憑教師證即享米類及米製品商品 89 折
2. 享來店消費滿 500 元送有機咖啡 1 杯(淺焙\中焙)

※以上觀光工廠優惠資訊由中華民國觀光工廠促進協會提供，詳細內容可上中華民國觀光工廠促進協會網頁查詢(http://www.ttfaformosa.org.tw/index.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