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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圖書館 108 年度異業結盟特約商店一覽表 

❖民眾持有臺中市立圖書館借閱證或公共圖書館聯盟借閱證者 或行動借閱證，至下表特約商店消費即可享有優惠。 

區別 序號 店名 電話 地址 優惠內容 

中區 
1  

桂冠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萬代福影城) 
04-2223-0053 臺中市中區公園路 38 號 

憑證享首輪一片 170 元、二輪片一片 60 元優惠。 

2  柯達行 04-2221-4813 臺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 310 號 消費 1 萬元以上，即贈送精美小禮物。 

3  
鴻嶙股份有限公司 

(幸發亭) 
04-2229-3257 臺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 137 號 

憑證結帳可享 9 折優惠。 

4  亞洲銀樓 04-2226-7588 臺中市中區成功路 242 號 
(1)黃金飾品工資 9 折。 

(2)K 金鑽石紅藍寶 8 折。 

5  金陵餐廳蛋糕 04-2223-3335 臺中市中區成功路 153 號 憑證消費享九折優惠 

6  
禾園商行 

(Tea Space 茗人成功店) 
04-2225-2327 臺中市中區成功路 230 號 

1. 飲品買 5 送 1(價低者送) 

2. 一杯飲品+一份點心，折 5 元 

※以上優惠則一，不可同時使用 

7  國賓洋服號 04-2220-0153 臺中市中區成功路 233 號 
消費滿五千送領帶 

滿一萬送領帶及領帶夾 

8  大林布行 04-2225-3589 臺中市中區繼光街 128 號 
凡憑證消費享 9 折優惠 

9  豆豆早餐店 0912-365-230 臺中市中區三民路二段 110 號 
(1)憑證飲料免費升級 

(2)滿百折 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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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 序號 店名 電話 地址 優惠內容 

中區 
10  味無味有限公司 04-2223-3869 臺中市中區中山路 249 號 

憑證消費兩杯百元以上飲品，贈送點心乙份。 

11  
瑪露連國際有限公司

(中正店) 
04-2228-8359 臺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 255 號 

憑證消費嫩仙草個人份，享 95 折優惠。 

東區 
12  布莉歐烘焙有限公司 04-2221-8833 臺中市東區台中路 103 號 

消費憑證享：結帳前出示借閱證，可享有自製品

9 折優惠。 

13  巧聖圖書文具店 04-2220-8169 臺中市東區和平街 49-1 號 

(1)結帳前出示借閱證，可享定價 8 折優惠。 

(2)優惠項目包括圖書、漫畫、文具用品(電影優待

票除外)。 

14  一零一文具(建德店) 04-2282-1825 臺中市東區建德街 155-1 號 
(1)結帳前出示借閱證，可享有與會員卡同等優惠。 

(2)可享有白標批發價再 95 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15  華幼診所 04-2360-0099 臺中市東區進化路 211 號 
持證可享掛號費 8 折。 

16  Meher café 米賀商行 04-2213-6936 臺中市東區三賢街 113 號 
憑證外帶 80 元起，內用折 10 元。 

17  亦豐茶飲專賣店 04-2213-2319 臺中市東區自由路三段 217 號 
憑借閱證每杯折價 5 元(限現場出示證件) 

18  
人文思維 

(臺式咖啡創始店) 
04-2282-0854 臺中市東區大振街 145 號 

持證消費可享咖啡飲品不分平日假日 85 折優惠。 

19  
芳塢碼頭食品行 

(大芳麻糬) 
04-2280-9878 臺中市東區建新街 48 號 

(1)憑證原價商品皆享 95 折。 

(2)所有優惠皆無法同時併用。 

20  四知堂 04-2221-5310 臺中市東區大勇街 27 號 
憑證內用/外帶滿 100 元以上，送小菜乙份(由店

家選擇贈送內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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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 序號 店名 電話 地址 優惠內容 

東區 

21  
小林鐘錶眼鏡公司 

(台中路分公司) 
04-2220-9988 臺中市東區台中路 149 號 

(1)持證配鏡 6 折起。 

(2)凡持證來店消費(不限金額)，即贈高透氣日拋

一付，每人現領一付。 

22  
幻遊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瘋桌遊益智遊戲專賣店) 
02-2263-0120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 69 巷 3

號 

(1)購買遊戲 95 折。 

(2)首次體驗場地費：四人同行一人免費。 

(3)非會員平日場地費 9 折。 

(4)申辦會員送揪團卡：一人申辦即送一張揪團卡。 

(5)本優惠適用於全臺「瘋桌遊益智遊戲專賣店」各

分店。 

23  復興咖啡交易所 04-2222-1635 臺中市東區立德街 18 號 
持證可享 9 折優惠。 

24  波瓦蘭烘焙 04-2213-0368 臺中市東區振興路 369 之 26 號 
持證可享店內自製產品 9 折優惠。 

西區 
25  

雲門國際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臺中道禾館) 
04-2319-4356 

臺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239 號

3 樓 

新生報名課程、贈雲門教室周邊小禮。 

南屯區文心館優惠如上。 

26  
月亮奇司起司烘培 

專賣店 
04-2372-3112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202 號 1 樓 

(1)憑證原價商品皆享 95 折。 

(2)所有優惠皆無法同時併用。 

27  云香飲料店(一畝茶) 04-2329-0919 臺中市西區精誠路 149 號 1 樓 

(1)結帳前出示借閱證，可享現場 9 折。 

(2)外送可享滿佰 9 折。 

28  

傑優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朱宗慶打擊樂教

學系統) 

04-3601-3399 

(臺中道禾教學中心) 

臺北市士林區基河路 26 號 2F 

(臺中道禾教學中心) 

(1)新生報名教學系統課程贈(不含活力班課程)： 

 ◼朱宗慶打擊樂團兒童音樂會 DVD 乙片。 

  ◼豆莢拼圖乙份。 

(2)新生報名活力班課程贈：TIPSC L 夾乙份。 

  報名請洽：臺中道禾教學中心(04-3601-3399) 

            臺中文心教學中心(04-2252-0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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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 序號 店名 電話 地址 優惠內容 

西區 29  暖心食堂 04-2322-3777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 163 號 結帳前出示借閱證，可享九折優惠。 

30  小春新日本懷石料理 04-2310-9990 臺中市西區精誠路 260 號 
憑證餐費享 9 折優惠。 

※春節及母親節期間優惠暫停。 

31  
七熹股份有限公司 

(精誠門市) 
04-2320-7603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 187 號 

結帳前出示借閱證，售價再九折優惠。 

32  德康傳統整復中心 0928-986-793 臺中市西區五權一街 38 號 
(1)傳統整復、推拿 9 折。 

(2)全身調理課程 5 堂 9 折。 

33  首席時尚美學診所 04-2326-1397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30 號 1 樓 
憑證至店消費 5000 元以上，贈送湯汁花岩盤浴

課程乙堂。 

34  緣加商行(Joy Time) 04-23290919 臺中市西區精誠路 149 號 
凡憑證來店消費任一飲品，即享 9 折優惠。(優惠不

重疊) 

南區 
35  橘色點子茶 04-2262-9138 臺中市南區高工路 329 號一樓 

憑證可享單品 95 折優惠，單筆消費達 200 元者可

再享 9 折優惠。 

36  大同眼鏡行 04-2285-7642 臺中市南區學府路 13 號 

消費憑證享： 

(1)配鏡整付、購買鏡框折 200 元。 

(2)拋棄式隱形眼鏡、隱形眼鏡藥水(生理食鹽水除

外)折 10 元。 

37  貫鈞圖書文具社 04-2260-6652 臺中市南區美村南路 128 號 持證可享 95 折會員優惠。 

38  劈飛利亞外帶店 04-2225-5535 臺中市南區台中路 62 號 持證消費享 9 折優惠。 

北區 
39  佑誠中醫診所 04-2321-2002 臺中市北區西屯路一段 247-2 號 

憑本人健保卡及借閱證看診，當次減免掛號費 50

元。 

40  妙主人寵物店 04-2221-8969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二段 99 號 

寵物用品九折(特價除外)。 

寵物用品定義：只要是吃的商品以外皆稱為寵物

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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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 序號 店名 電話 地址 優惠內容 

南屯區 

41  IUSE 臺中門市店 04-2386-3586 
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929

號 

(1)加贈好禮：新朋友到店購物不限金額即成為

IUSE 正式會員，享正式會員各項優惠活動，並

加贈精美入會好禮乙份(每人限領一次)。 

(2)折扣優惠：購物享正品 9 折優惠；不限時間累

計購物金額滿 3 萬 85 折、滿 10 萬 8 折(特定

品、特價品除外)。 

42  
天地遊戶外股份有限公

司 
04-2471-4655 

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316

號 1 樓 

(1)依會員價再享 95 折貴賓價優惠，特價品與簽

約商品除外。 

(2)如遇滿千送百等活動期間，恕不重複優惠，可

擇一使用。 

43  
頂鮮餐飲有限公司 

(千葉火鍋文心店) 
04-2475-9158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29 號 用餐享 9 折(限千葉火鍋文心店使用)。 

44  醉鴛鴦飲食店(公益店) 04-2251-3966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 266 號 
限醉鴛鴦飲食店公益店： 

季節青菜、主廚私房菜 2 選 1 招待。 

45  多喜田食品有限公司 04-2475-7399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 80 號 

(1)生日蛋糕 88 折(7 吋以上)；外送蛋糕 9 折(10 吋以上)，

外送距離以各分店 1.5 公里內(約五分鐘路程)，超過部分請

來電洽詢外送金額或服務。 

(2)多喜田自製品全面 9 折。 

(3)除自製品外，特價品、非自製品、餐盒、雞尾酒會及自助

餐點皆不適用於此優惠。 

(4)適用於以下六間實體門市： 

南屯店、河南店、逢甲店、崇德店、學士店、大墩店 

※特約商店之優惠不等於多喜田 VIP 貴賓卡，會員限定優

惠不適用於此條款。 

※如遇特殊節日優惠活動，將以當次節日公告之活動方案

為主，不再重複做優惠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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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 序號 店名 電話 地址 優惠內容 

南屯區 
46  

藝殿國際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04-24733386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 289 號 5

樓 

全店圖書 79 折起，憑證消費滿千元以上，再享現金

回饋 1%折扣回饋。 

47  歐舒嫚美容美體館 0981-366-571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三路 586 號 

1.首次體驗價 999 元(原價 2500 元)：身體全背

部精油舒壓 60 分鐘。出示「識別證」，再多贈

肩頸按摩 10 分鐘(限一次、女性體驗)。 

2.身體全背部精油舒壓 60 分鐘：10 堂 19800 元

(原價 25000 元)(使用期限為一年期)。體驗當天

包療程，贈送 A.身體全背部精油舒壓 60 分鐘 5

堂。B.背部熱石課程 2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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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屯區 

48  逢甲文創開發有限公司 04-2451-5940 臺中市慶和街 56-1 號 1 樓 

該公司所屬攤商優惠內容如下： 

(1)一家之薯(文華路 69 號對面)憑證購買商品送起司絲。 

(2)二林蚵仔煎(文華路10-13號)買兩份蚵仔煎折扣10元。 

(3)文南九龍城陳記香港茶(文華路 47 號對面)買 10 杯送

1 杯。 

(4)日出客棧逢甲店(文華路 10-12 號)購買每杯飲料折扣 5

元。 

(5)紅瓦古早味烤米血(文華路 69 號對面)消費 1 支 30 元

兩支 45 元。 

(6)巧蕉王(文華路 51 號對面)原價 35 元，每支憑證折 5

元。 

(7)成龍果汁(文華路 39 號對面)不限金額買五送一，送西

瓜汁或綜合果汁任選(不得折現)。 

(8)茶窯鮮果棧(文華路 69 號對面特色區 47 號)消費滿 60

送 500cc 紅茶 1 杯。 

(9)逢甲地瓜球(文華路79號對面)買大份地瓜球加送5粒) 

(10)黃金礦工(文華路 12-10 號)買旺來冰 L 杯折價 10 元。 

(11)熊の 食熊手包總店(慶和街 75-3 號)單點餐點憑證折

扣 10 元 。 

(12)逢甲夜市韓式炸雞(文華路 25-8 號對面)憑證每份折

價 5 元。 

(13)韓國年糕(文華路 12-10 號)購買乙份折價 10 元。 

(14)豐收王國烤蝦(文華路 25-8 號對面)購買大份烤蝦加

送兩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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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 序號 店名 電話 地址 優惠內容 

西屯區 

49  風尚人文咖啡館 04-2311-6611 
臺中市西屯區何厝東二街 23 號 3

樓-1 

憑證在下列 10 家分店消費可享 9 折優惠：文心、

彰化、員林、東山、豐樂、潭子、大里、忠明、大

甲、斗六分店(特惠活動或特價商品與春節期間恕

不另行折扣)。 

50  青育藥局 04-2706-8798 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 332 號 

(1)憑證消費享 VIP 會員價。 

(2)免費調劑各大醫療院所處方籤。 

(3)消費滿額送精美小禮品。 

51  新利賀專業藥局 04-2452-5052 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 2 段 295 號 
憑証保健營養品、會員價再享 95 折優惠(特價

品、廣告品除外)。 

52  高堂中醫聯合診所 04-2313-9688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路 229 號 

(1)憑證可享優惠 

(2)適用於該機構所有合作醫療體系，包含高堂中

醫(西屯區)、逢春中醫(太平區)、祥順中醫(彰

化市)、永康中醫(北屯區)、祐生中醫、耕心中

醫(大雅區)、道聖中醫(西螺鎮)、蕙心中醫(豐

原區)、姥芝瑞中醫(烏日區)、德心中醫(太平

區)。 

53  
希望創造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Mr. Wish) 
04-2355-1788 臺中市西屯區朝馬路 203-1 號 

凡至全省 Mr.Wish 門市出示借閱證，申辦

Mr.Wish 會員儲值卡： 

1.儲值 200 元「免卡費」特約活動。 

2.儲值 300 元「免卡費」，再送 30 元儲值金。 

54  水湳海鮮餐廳 04-2291-0435 臺中市西屯區大鵬路 162 號 來店消費享 95 折優惠(飲料、合菜除外)。 

55  三采通訊行 04-2310-3060 臺中市西屯區大墩路 947 號 
凡持證到門市打卡即可以 100 元優惠購買 9H 鋼

化玻璃貼，不限機型，每人每卡限乙次。 

56  奇諾披薩 0986-601-703 臺中市西屯區國際街 60-2 號 消費快克套餐 9 折優惠。 

57  好好}(西屯店) 04-2258-0196 臺中市西屯區朝富路 232 號 

1.來店消費美式咖啡第二杯半價。 

2.商務包場消費滿 3 萬享 9 折優惠。 

3.企業團購禮盒消費滿 1 萬享 9 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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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 序號 店名 電話 地址 優惠內容 

北屯區 

58  群復中醫診所 04-2241-5137 臺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二段 242 號 

(1)憑證免掛號費 50 元。 

(2)採購自費產品享 9 折優惠。 

(3) 30 人以上可派專人免費舉辦健康講座；如有公

益活動需要，可派專人聯合舉辦義診活動。 

59  台中市私立慧明幼兒園 04-2291-0905 臺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一段 351 號 贈送書包、餐袋、夏季運動服，註冊費 9 折優惠。 

60  歐特多烘焙坊 04-2233-4271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路 140 號 
麵包 9 折(自製品)、生日蛋糕 85 折(自製品)特價

商品、土司除外。 

61  小林眼鏡(昌平分店) 04-2246-5880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 105 之

11 號 

鏡框 6 折(精品框及特價品除外)配整付眼鏡贈送

精美小禮物。 

62  吉富康藥局 04-2247-3057 臺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三段 99 號 

(1)保健營養品特惠價再享 95 折優惠(特價品除

外)。 

(2)德國原裝進口化妝品、保養品系列產品，特惠

價後再享 9 折優惠。 

(3)免費調劑各大醫療院所慢性病處方箋。 

63  優美眼鏡公司 04-2297-7426 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 240 號 

(1)鏡架鏡片、太陽眼鏡 6 折優惠起(不含藥水類及

其他零附件)。 

(2)配鏡滿 2,000 元再折 200(專案組合除外)。 

64  世華珍食品行 04-2249-3830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 364 號 麵包、餅 9 折，生日蛋糕 85 折優惠。 

65  泰北料理 04-2232-8666 臺中市北屯區興安路一段 174 號 

(1)憑證不分平、假日點菜類一律 9.5 折(不含飲

料)。 

(2)如有其他促銷活動以較優惠計價。 

66  好運來洲際宴展中心 04-2422-8809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 833 號 

(1)憑證至「好運來棒球商品賣店」可享自有文創

商品 8 折優惠。 

(2)憑證至「LiLo Cafe」店消費可享 9 折優惠。 

67  兩果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04-22334073 臺中市北屯區天祥街 19 號 1. 方正谷眷村味招待小菜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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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眷村文物館) 飛冰菓室點一份刨冰，贈送清冰一份。 

68  昇暉健康生活有限公司 04-2293-3515 臺中市北屯區麻園西街 96 號 

1. 凡透憑證來到門市購買或透過 LINE、電話訂購

公司產品的卡友，可享 9 折優惠，滿額再送精

美好禮。(特價品除外) 

(1) 門市地址：臺中市北屯區麻園西街 96 號 

(2) LINE 訂購：請搜尋 ID：acrobio26 

2. 電話訂購：0800-881-998 或 0968-379797 

69  心之芳庭 04-2239-8901 臺中市北屯區民政里芳庭路 1 號 

約會區： 

1.四人同行入園一人免費。 

2.小南法用餐，凡點一客主餐，即送每日例湯一

份。 

慶典區： 

商務訂桌，每桌贈送果汁暢飲優惠。 

潭子區 

70  
華翰室內裝修設計有限

公司 
04-2532-1412 臺中市潭子區興華二路 73 號 

(1)窗簾製作 8 折優惠。 

(2)地磚、百葉窗 9 折優惠。 

(3)各式室內裝修 9 折優惠。 

71  佳易旺企業社 04-2533-8585 臺中市潭子區雅潭路一段 27 號 1 樓 凡購買房屋即贈送一座水晶聚寶蛋。 

72  
金玉堂文具 

(星世紀有限公司) 
04-2539-2666 臺中市潭子區福潭路 382 號 1 樓 

(1)憑證圖書享批發價。 

(2)憑證文具享批發價再 0.95 折。 

73  珍鈺蓁食品商行 04-2539-3939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路 25 號 

(1)泡菜韓式原價 200 元，優惠價 190 元。 

(2)黃金泡菜原價 220 元，優惠價 210 元。 

(3)橄欖油特級原價 1000 元，優惠 900 元。  

(4)優質原價 700 元， 優惠價 600 元。 

74  357 庭園生活館 04-2537-5252 臺中市潭子街 3 段 57 號 套餐及火鍋可享 9 折優惠。 

75  壹豆醇品咖啡專賣店 04-2534-8668 臺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三段 105 號 
(1)咖啡豆 9 折優惠。 

(2)咖啡器材 9 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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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懶人數中藥行 04-25324481 臺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三段 80 號 全館商品 95 折優惠 

77  恒安中醫診所 04-25321683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一段 17-8 號 

出示借閱證可減免掛號費 50 元。採購自費產

品，可享 9 折優惠。三十名成員以上可派專人免

費舉辦健康講座。免費提供正確醫藥常識及健康

資訊。如有公益活動之需要，可派專人聯合舉辦

義診活動。 

豐原區  78  
天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豐原分公司 
04-2524-7221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 198 號 

(1)商品 9 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2)現場試泡。 

79  EROS 美式婚紗攝影 04-2529-0118 臺中市豐原區樂天街 38 號 免費贈送 3 組照片入本或桌框一支。 

80  哈拉龜咖啡食品材料行 04-2520-0659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642 號 咖啡豆 85 折。 

81  豐原白牙醫診所 04-2529-0071 臺中市豐原區同安街 168 號 免收掛號費。 

82  尚嘉企業社 04-2527-6730 
臺中市豐原區永康路 105 巷 34 弄

8 之 1 號 1 樓 

(1)電腦免費檢測。 

(2)電腦購買、維修享優惠價。 

83  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04-2524-4752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 30 號 

(1)圖書、雜誌享 9 折優惠。 

(2)文具、禮品、生活雜貨 8 折起優惠。 

(3)以上優惠不包括非折扣品、特價品及書展活動

之書籍。 

84  梨子咖啡館 04-2527-6799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86 號 憑證梨子咖啡館門市用餐享 95 折 

85  國豐麵包 04-2529-1811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 300 號 
(1)麵包、西點滿 200 元打 9 折(特價品除外)。 

(2)生日蛋糕、禮盒打 85 折。 

86  御膳坊健康素食 04-2512-2323 臺中市豐原區水源路 452 號 憑證贈美式咖啡(中杯)乙杯。 

87  立康眼鏡行 04-2527-9625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 155 號 享特價優惠。 

88  百宏大藥局 04-2513-1538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 860 號 持證除廣告商品外一律 9 折。 

89  燦坤豐南店 04-2531-8133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 130 號 憑證享有商品會員優惠價(免 500 元入會費)。 

90  堅果鑽堅果專賣店 04-2512-2122 臺中市豐原區豐東路 321 號 (1) 消費即贈禮賓卡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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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筆消費滿 800 元，即贈試吃包一份。 

(3) 單筆消費滿 500 元，即贈手繪購物袋一個。 

※注意事項：活動限擇一使用，贈品數量有限，

送完為止。 

大雅區 91  天華車行 04-2568-3256 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 319 號 憑證購買捷安特商品一律 9 折優惠。 

92  耕心中醫診所 04-2566-5799 臺中市大雅區民興街 69 號 憑證可享優惠。 

93  歐迪麵包工坊 04-2560-1123 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 263 號 

(1)持證消費生日蛋糕、伴手禮、自製品 9 折(不定

時特惠商品、活動優惠、特價品除外)。 

(2)彌月蛋糕、喜餅禮盒達一定數量另享有優惠。 

94  安麗光學眼鏡 04-2566-5737 臺中市大雅區中清東路 170 號 持證 9 折優惠，配鏡片免費升級防輻射鏡片。 

95  福樂餅店 04-2566-2046 臺中市大雅區中清東路 176 號 持證消費生日蛋糕 9 折優惠。 

96  福爾摩沙麵包食品行 04-2569-4567 臺中市大雅區神林南路 145 號 自製產品 95 折優惠(代售品恕不優待)。 

97  韋恩牛仔服飾 04-2568-3060 臺中市大雅區民興街 116 號 結帳金額滿 2,500 再打 95 折。 

神岡區 98  安麗兒藥局(神岡店) 04-2562-9649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 1458 號 持證營養保健食品享有會員價再 95 折。 

99  鴻賓書城 04-2562-1585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 658 號 持證 8 折後，再持鴻賓書城會員卡打 95 折。 

100  小林眼鏡(神岡店) 04-2561-5078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 543 號 持證配鏡 6 折起，另有多項優待。 

101  德昌眼鏡 04-2562-0320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路 85 號 1 樓 持證商品 85 折(特價品及藥水除外)。 

102  弘爺漢堡(佳福店) 04-25611936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路 35 號 消費滿 200 元，打 95 折，套餐除外 

103  真好吃早餐店 04-25626210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 1343 號 消費滿 200 元，打 95 折 

104  威士頓食品行 04-25611918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路 18 號 麵包、生日蛋糕消費滿 200 元，打 95 折 

后里區 
105  

薩克斯風玩家館主題餐

廳 
04-2557-2323 臺中市后里區大圳路 473-2 號 

憑證用餐享 95 折。 

106  弘春堂中醫診所 04-2558-6767 臺中市后里區民生路 61 號 憑證可減免掛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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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美冠樂器製造廠 04-2557-7825 臺中市后里區三豐路三段 757 號 憑證享 9 折。 

108  
台北江麻辣臭豆腐專賣

鋪(后里店) 
04-2558-6657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 516 號 

憑證用餐鍋物享減免優惠 10 元，麻辣系列 5 元。 

109  福祥鐘錶眼鏡行 04-2557-2111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 528 號 

(1)配鏡完配價再打 9 折。 

(2)換手錶電池再折 10 元。 

(3)每月拋棄式隱形眼鏡優惠。 

(4)低收入戶資格完配鏡 100 元。 

110  寶島眼鏡 04-3609-1276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 415 號 

(1)一般鏡架鏡片可享 7 折(特價品除外)。 

(2)持證來店打卡者、雙週拋、月拋加贈保養套 1

組。 

111  甲竹園創意豬排料理 04-2556-0809 臺中市后里區成功路 578 號 憑證用餐享 9 折(特價品除外)。 

112  文化禮品行 04-2556-1042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 361 號 憑證享禮品 6 折，文具區 79 折。 

113  研科資訊廣場 04-2557-8078 臺中市后里區成功路 63 號 憑證購買電腦週邊設備享會員價。 

114  饗旺食品行 04-2557-0819 臺中市后里區文明路 206 號 
囍餅、月餅禮盒、太陽餅禮盒及生日、彌月蛋糕

享 85 折。 

115  中社觀光花市 04-2557-6926 臺中市后里區三豐路五段 333 號 
(1)憑證盆栽區享 9 折(特價品除外)。 

(2)憑證賞花區每證可購買 2 張半票。 

116  木野御丼食堂 04-2557-6221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 740 號 持證享優惠套餐 95 折(單點除外)。 

117  萌芳花卉農場 04-2556-8508 臺中市后里區三豐路 396 之 8 號 憑證購買盆栽享 9 折。 

118  
柯達數位影像沖印 

(喬藝后里店) 
04-2557-0329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 487 號 

憑證拍大頭照可多贈送 1 組。 

119  香織咖啡 0908-812-346 臺中市后里區公安路一段 293 號 
憑證飲品 9 折優惠。 

120  隧道口自行車租車中心 04-2556-6312 臺中市后里區寺山路 39 號 憑證 7 折優惠(春節期間及國定假日不享優惠)。 

121  魔法屋 04-2558-1900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 530 號 憑證來店消費享會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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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大呼過癮(后里店) 04-2558-2338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 425 號 持證可減免 10 元優惠(與學生證相同優惠，擇一使用)。 

123  達宏機車行 04-2557-6692 臺中市后里區三豐路四段 59 號 
(1)憑證維修 95 折。 

(2)憑證換機油 5 次，免費贈送第 6 次。 

124  膳禾軒私房料理 04-2558-0808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 490 巷 7 弄

40 號 

憑證套餐減免 10 元，桌菜附贈飲品。 

125  染種日子工作室 04-25588841 臺中市后里區文明路 188 號 飲品外帶享九折優惠。 

石岡區 

126  親親食品行 04-2581-5879 臺中市石岡區和盛街 18 號 

憑證購買(麵包、蛋糕、自製產品)滿 500 元以上

享 9 折(飲料除外)，滿 200 元即贈送 1 個 20 元

麵包。 

127  
雨利行生化科技實業

有限公司 
04-2582-5888 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 721 號 

憑證全館享 9 折(特價品、分析價品除外) 

128  石農咖啡美食館 04-2582-3200 
臺中市石岡區萬興里豐勢路 881

巷 10 號 

憑證全館享 9 折。 

129  滿庭芳園藝社 04-2581-4868 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 790-1 號 
憑證全館享 9 折優惠。 

新社區 
130  新禾眼鏡公司 04-2581-3895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街四段 236 號 

(1)配鏡整付享鏡框 6 折，鏡片 5 折優待。 

(2)隱形眼鏡長戴型 6 折，拋棄式 95 折優待。 

131  裕文號 04-2581-1771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街四段 268 號 全館商品 9 折、部份商品 8 折，特價品不予打折。 

132  水母吃乳酪 04-2281-0586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街 5 段 99-1 號 
(1)憑證滿仟元以上優惠 9 折。 

(2)免運活動套組可再享 9.5 折。 

133  
順視眼鏡 

(中視隱形眼鏡行) 
04-2582-3382 臺中市新社區興安路 18 之 16 號 

(1)憑卡品牌鏡片 5 折，免費試戴日拋隱形眼鏡。 

(2)憑卡配鏡 1,500 元送 500 元折價卷 1 張。 

(3)憑卡購買月拋再送保養液 1 瓶。 

(4)憑卡可免費送保養盒 1 份。 

134  安妮公主花園有限公司 04-25931567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里中興街 223 用餐九折優惠(優惠方案不得重複使用) 



108 年度特約商店一覽表 108/6/1 更新 

15 
 

區別 序號 店名 電話 地址 優惠內容 

號 

135  
薰衣草森林(新社店) 

薰衣草森林(尖石店) 

04-2593-1066 

03-5842-013 

臺中市新社區中興街 20 號 

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嘉樂 129 號

1 樓 

1.四人同行入園一人免費。 

2.森林咖啡館用餐消費 9 折優惠。 

3.新社店、尖石店年輪遊局，明信片消費滿 200 元

贈送限定明信片一張。 

136  
緩慢(金瓜石) 

緩慢(石梯坪) 
0971-566-188 

新北市瑞芳區石山里山尖路 93-1 號 

花蓮縣豐濱鄉石梯灣 123 號 

住房享 9 折優惠。 

住宿期間，加床與餐飲消費，恕不適用消費優惠。 

住房前敬請詳閱各館官網之官網之入住規定。 

緩慢客服中心訂房電話：0971-566188 

137  

緩慢；尋路(香草 House) 

緩慢；尋路(三義綠波浪) 

緩慢；尋路(石梯灣 118) 

0971-566-188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里中興街 20 號 

苗栗縣三義鄉龍騰 3-6 號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村石梯灣 118

號 

住房享 9 折優惠。 

住宿期間，加床與餐飲消費，恕不適用消費優惠。 

住房前敬請詳閱各館官網之官網之入住規定。 

緩慢客服中心訂房電話：0971-566188 

138  漂鳥(草悟道) 0971-566-188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 201 號 7 樓 

住房享 9 折優惠。 

住宿期間，加床與餐飲消費，恕不適用消費優惠。 

住房前敬請詳閱各館官網之官網之入住規定。 

緩慢客服中心訂房電話：0971-566188 

「漂鳥草悟道」為 2018 年新開幕青年旅館產品。 

139  

森林島嶼(尖石店) 

森林島嶼(南庄店) 

森林島嶼(審計新村店) 

森林島嶼(新社店) 

森林島嶼(大坑店) 

森林島嶼(車埕店) 

森林島嶼(古坑店) 

035-841-512 

037-821-927 

04-2301-2715 

04-2593-1039 

04-2439-2980 

049-277-8305 

05-582-3993 

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嘉樂 130 號 

苗栗縣南庄鄉中正路 1 巷 4 號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360 號 

臺中市新社區中興街 20 號 

臺中市北屯區民政里北坑巷 21-22 號 

南投縣水里鄉車埕村民權巷 101-5 號 

雲林縣古坑鄉崁腳村 5鄰新興 100 號

(國道 3 號古坑休息站) 

至森林島嶼單筆消費滿 500 元，贈限定小禮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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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桐花村 037-789-908 苗栗縣三義鄉水美 114 號 

1.每人用餐消費滿 350 元，即贈送「仙草甘茶」一

杯。 

2.商店購物 9 折優惠(寄賣商品除外)。 

東勢區 
141  人可和服務有限公司 04-2523-3123 臺中市東勢區東坑路 536 號 

(1)伺服器及相關組件等享 VIP 專屬價格。 

(2)ERP、軟體系統客製化開發享 VIP 專屬價格。 

大甲區 142  二鍋饌鐵鍋食堂 04-2688-9518 臺中市大甲區文武路 160 號 嚴選火鍋套餐 9 折優惠。 

143  萬國皮鞋行 04-2687-2883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路 174 號 享 8 折優惠。 

144  12 個籃子咖啡店 04-2688-6157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 882 號 視同貴賓卡享 9 折優惠。 

145  梧籽檸檬蔬食館 04-2687-9448 臺中市大甲區水源路 528 號 享 95 折優惠(促銷品除外) 

146  
NU PASTA 杯杯麵 

(大甲店) 
04-2676-0599 臺中市大甲區光明路 45 號 

內用 9 折優惠(外帶無折扣) 

147  卡斯比亞花屋 04-2687-9288 臺中市大甲區中華街 72 號 
(1)盆栽、鮮花 9 折 

(2)人造花 8 折 

148  帕芙琳經典蛋糕店 04-2688-2709 臺中市大甲區三民路 145 號 享 9 折優惠(外帶飲料及特價品除外) 

149  鍋神 04-2686-3355 臺中市大甲區文曲路 586 巷 10 號 
(1)用餐 9 折 

(2)特惠活動不另行折扣 

150  王俐又珠寶服飾 04-2676-1182 臺中市大甲區新政路 2-7 號 凡來店消費者贈送精美小禮物 

151  一瓣心香 04-2686-1218 臺中市大甲區文武路 119 號 
(1)店內消費 95 折(特賣品、寄賣品除外) 

(2)報名陶藝課程教學 2 人同行 9 折 

152  大千書局 04-2687-6962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 825-5

號 

(1)文具用品 7 折，圖書類書籍折扣以學校特惠卡

為主。 

(2)特價文具與圖書均不再折扣。 

153  
綠視界光學有限公司 

(大甲店) 
04-2686-0079 臺中市大甲區蔣公路 24 號 

來店配鏡視同貴賓卡或贈送精美小禮物(特價品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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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和稻壽喜燒 04-2688-5273 臺中市大甲區蔣公路 248 號 
(1)來店消費 9 折 

(2)當月壽星 8 折 

155  大明印刷行 04-2687-8079 臺中市大甲區文武路 38 號 名片、囍帖滿 500 元享有 95 折 

156  現時代眼鏡行 04-2686-7876 臺中市大甲區鎮瀾街 156 號 視同貴賓卡(8 折) 

157  池屋日式烤茶 04-2688-0299 臺中市大甲區文武路 20 號 買 5 送 1 

158  楹家電器行 04-2688-3566 臺中市大甲區中華街 76 之 3 號 任何產品滿 10,000 元以上，贈送保溫瓶一支 

159  博翔設計印刷事業社 04-2676-1523 臺中市大甲區和平路 33 號 1 樓 
名片一級卡 5 盒 200 元，影印 1 頁 0.6 元(大量印

刷價格更優惠) 

160  銓霖坊 0938-282-399 臺中市大甲區興安路 92 號 全面 95 折優惠。 

161  犇大牛排(大甲店) 04-2686-0022 臺中市大甲區經國路 140 號 
現金排餐 9 折優惠(春節連假、假日期間皆不適

用)。 

162  
諾貝爾圖書有限公司

(大甲店) 
04-2688-4868 臺中市大甲區蔣公路 108 號 B1 

視同貴賓卡，特價商品除外。 

163  花巷松林庭園景觀餐廳 04-2688-1599 臺中市大甲區成功路 59 號 用餐 95 折優惠。 

164  松鶴園藝有限公司 04-2687-3474 臺中市大甲區鎮政路 100 號 消費滿 100 元即送花草一盆(種苗、種子除外)。 

165  金玉堂(大甲店) 04-2680-3108 臺中市大甲區民生路 13 號 視同貴賓卡，特價商品除外。 

166  大學城文具批發廣場 04-2688-5659 臺中市大甲區光明路 2 號 商品 9 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167  大甲愛樂室內樂團 04-2680-2369 臺中市大甲區三民路 1441 號 報名送精美小禮物。 

168  一品堂大甲中醫診所 04-2688-5757 臺中市大甲區光明路 140 號 免掛號費 100 元。 

169  太一堂印舖 04-2686-6399 臺中市大甲區育德路 330 號 刻木質印章 9 折。 

170  榮旺商行 04-2688-0299 臺中市大甲區文武路 20 號 
(1)來店一律買 5 送 1，咖啡除外。 

(2)50 元以上飲品，加珍珠不加價。 

171  稜園股份有限公司 04-2688-3196 臺中市大甲區新政路 482 號 用餐享 9 折。 

172  千葉火鍋大甲尊爵館 04-2688-4588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 923 號 
享有貴賓卡同等級，免收清潔服務費(如有特惠活

動，不另行折扣)。 

173  瘋鍋日式涮涮鍋 04-2676-0018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 850 號 用餐享 9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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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采意印刷設計社 04-2688-9321 臺中市大甲區興安路 53-1 號 1 樓 
(1)囍帖 5 折(版費 1,000 元)。 

(2)自動複寫聯單、菜單 8 折(單色無 PS 版)。 

175  風尚人文(大甲店) 04-2688-3196 臺中市大甲區新政路 482 號 視同貴賓卡 9 折優惠(特惠活動不適用)。 

176  揚宏企業社 04-2680-4074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 805-1 號 維修費 85 折，購物 97 折，當天快速維修權。 

大安區 177  我家幼兒園 04-2671-0753 臺中市大安區中松路 281 號 贈送夏季制服 1 套、書包 1 個、餐袋 1 個。 

178  興達牙醫診所 04-2671-0817 臺中市大安區中山南路 289 號 

(1)植牙 95 折。 

(2)假牙 95 折。 

(3)Damon 矯正器 95 折，LH 除外。 

179  
沃農士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04-2671-1477 臺中市大安區興安路 168 號  

(1)自製系列商品 9 折(特價品除外，不得與其他優

惠共同使用)。 

(2)凡持中市圖借閱證至各門市均有優惠(大甲隨

意館、大甲廟後店、台中秋紅谷館、阿聰師芋

頭文化館)。 

外埔區 
180  

佳嬅美語數學短期補習

班 
04-2683-6363 臺中市外埔區六分路 392-1 號 

精美禮品 1 份。 

181  向陽廣告工程社 04-2683-5584 
臺中市外埔區三崁里甲后路 41-

12 號 

電腦割字 1 公分 1 元。 

182  魯班文具用品社 04-2683-3433 
臺中市外埔區大同里六分路 342

號 

文具用品特價優惠。 

183  力偉工作室 04-2676-1523 
臺中市外埔區中山里大馬路 167

號 

名片一級卡 5 盒 200 元，影印 1 頁 0.6 元(大量印

刷價格更優惠)。 

184  眉山畫廊 04-2683-2850 臺中市外埔區甲后路三段 863 號 
(1)裱褙裝框 9 折。 

(2)藝品 85 折。 

185  暘光文理補習班 04-2683-0966 臺中市外埔區重光路 40 號 贈送班服及書包一個。 

186  博翔欣大藥局 04-2683-3312 臺中市外埔區重光路 33 之 19 號 享 9 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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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國志電氣行 04-2683-2658 
臺中市外埔區大同里甲后路三段

1021 號 1 樓 

憑證電器用品特價優惠。 

188  
真力文理技藝短期補習

班 
04-2683-6693 

臺中市外埔區大同里六分路 392-

1 號 

精美禮品乙份。 

189  
布英熊文化創藝美食會

館 
04-2683-9818 臺中市外埔區中山路 339 號 

憑證手作 DIY 優惠 9 折另加打卡贈送精美禮品乙

份。 

清水區 190  逸展牙醫診所 04-2627-6266 臺中市清水區建國路 128 號 1 樓 免掛號費 50 元。 

191  美二佳食品行 04-2623-6350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 86-3 號 禮盒(自製品)、生日蛋糕、彌月蛋糕 9 折。 

192  七彩湖企業有限公司 04-2626-9110 臺中市清水區建國路 96 號 1 樓 
(1)全面 75 折(衣力美 8.5 折除外)。 

(2)球類 75 折。 

193  世昕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04-2628-1418 臺中市清水區中央路 67-9 號 

(1)風車、幼福、牛津家族、巧育 之套書 65 折起

(含稅)。 

(2)風車、幼福、牛津家族、球之館之教具 65 折起

(含稅)。 

(3)其他出版社視進貨成本給予優惠。 

194  強將運動名品店 04-2622-2422 臺中市清水區新興路 7 號 1 樓 
(1)鞋類 7 折起。  

(2)衣褲袋 8 折。 

195  太安堂中醫診所 04-2622-5817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 151 號 掛號費優惠 50 元。 

196  一美餅行 04-2622-2345 臺中市清水區新興路 178 號 
憑卡可享一美蛋糕、麵包、伴手禮 9 折優惠(特價

期間恕不再優惠)。 

197  港都漁村有限公司 04-2627-7779 臺中市清水區五權南路 96 號 每桌送兩瓶果汁 

198  福宴創意美食公司 04-2622-8757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 18 號 

(1)訂席 5 桌以下(含 5 桌)，每桌贈送青菜乙盤及

甜點或水果。 

(2)訂席 6-30 桌以上，每桌贈送飲料 2 瓶。 

(3)尾牙員工聚餐 30 桌以上，優惠方案另洽。 

199  中華茶莊 04-2626-4837 臺中市清水區五權路三一三號 全面 9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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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清水張牙醫診所 04-2622-6182 臺中市清水區中興街 32 之 2 號 掛號費優惠 50 元。 

201  天素食品有限公司 04-2626-6296 臺中市清水區海濱路 178-33 號 全面 8 折。 

202  建國書局 04-2623-2235 臺中市清水區光華路 156 號 

(1)文具 65 折起，特價品除外。 

(2)國小評量 6 折起，國中 5 折起，高中 8 折。 

(3)社會叢書 8 折起，雜誌 9 折。 

203  日月光文具行 04-2622-8868 臺中市清水區光復街 118 號 
批發價(8 折)再享 9 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204  清水體育文具用品社 04-2623-2201 臺中市清水區清水街 66 號 
(1)運動用品 75 折。 

(2)特價品 95 折。 

205  
聚亭軒茶飲美食館 

(大甲店、沙鹿店) 
04-2663-0568 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 159 巷 8 號 

不分平假日，一律 9 折優惠。 

沙鹿區 

206  大千書局 04-2662-9193 
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七段 959

號 

持證消費折扣： 

(1)文具 7 折。 

(2)一般圖書 79 折、書展特價 75 折。 

(3)參考書：高中 8 折、國中單冊 75 折、講義 65

折、總複習 55 折、國小 7 折。 

207  茶極創異飲品 04-2633-8869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 820-1 號 
憑證套餐、飲品單點享 9 折優惠，或以現場優惠

為主。 

208  日日是好日庭園餐廳 04-2662-1390 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永安巷93-9號 持證套餐平日 95 折、假日 9 折優惠。 

209  蕃薯根養生煮 04-2652-0622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 854 號 
憑證單人消費滿 300 元，雙人消費滿 600 元，皆

享 9 折優惠(優惠品項不在累計金額中)。 

210  人間食解庭園餐廳 04-2636-4111 
臺中市沙鹿區福至路 268 巷 161

號 

(1)來店消費不限金額贈送咖啡或酸梅汁 1 杯。 

(2)持證方享有優惠折扣。 

211  布布恰恰義麵館 04-2633-0500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 522 號 結帳時出示借閱證，主餐享九折優惠。 

212  源緣園企業社 0986-689-058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 188 號 持證享有店內優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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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好好小館 04-2636-8826 臺中市沙鹿區鎮南路永福巷 7 號 

持證套餐皆享 95 折優惠，消費滿 2,000 元，套餐

即享 9 折優惠(以上兩項優惠不得併用，亦不得與

其他店內優惠併用)。 

214  一品堂中醫診所 04-2665-5567 臺中市沙鹿區四平街 66 號 限本人免掛號費。 

215  諾貝爾圖書沙鹿店 04-2663-0927 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142 號 

比照貴賓卡同等級優惠。 

216  竹亭創意美食 04-2663-1488 
臺中市沙鹿區成功東街 92 之 1 號

1 樓 

(1)憑借閱證享 9 折優惠，各項優惠不能同時併用。 

(2)當月壽星憑證件享有 85 折優惠。 

217  田園麵包店 04-2665-2628 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 205 號 

持證蛋糕、麵包享 9 折優惠，特價品不再折扣。 

218  千葉火鍋沙鹿店 04-2665-7261 
臺中市沙鹿區竹林里中山路 128-

35 號 

(1)結帳時出示借閱證，可享有免收一成服務費優

惠。 

(2)消費時一人出示證明最多可六人同享優惠。 

(3)若有提供不同之促銷活動時，優惠不可同享並

用，可任選其一優惠折扣。 

(4)非假日二十人以上團體訂位全享免收一成服務

費優惠。 

219  
PIZZA HUT 

必勝客沙鹿店 
04-2662-3300 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 417-6 號 

(1)結帳時出示借閱證，外帶享買大送大再贈可樂。 

(2)外送服務限沙鹿地區內。 

220  
婕發股份有限公司 

達美樂披薩沙鹿店 
04-2665-5252 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 406 號 

(1)結帳時出示借閱證，外帶享買大送大再贈可樂，

外送享買大送小再贈可樂。 

(2)外送服務限沙鹿地區內。 

梧棲區 221  林異香齋 04-2656-2339 臺中市梧棲區梧棲路 170 號 西式糕餅可享 9 折優惠，中式糕餅不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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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布雷德麵包坊 04-2657-6789 臺中市梧棲區中興路 221 巷 20 號 享 9 折優惠。 

223  昇囿花坊 04-2639-7079 
臺中市梧棲區自強一街 90 巷 28

號 

享 8 折優惠。 

224  佳藝禮品工藝社 04-2657-3731 臺中市梧棲區民生街 15 之 87 號 享 9 折優惠。 

225  晶晶百貨行 04-2656-6323 臺中市梧棲區臨港路 3 段 830 號 享 9 折優惠。 

226  祥興茗茶 04-2656-3182 
臺中市梧棲區臨港路三段 828 巷

10 號 

享 9 折優惠。 

227  大統洋行 04-2657-5433 
臺中市梧棲區臨港路三段 828 巷

2 號 

享 9 折優惠。 

228  得利百貨行 04-2656-6666 
臺中市梧棲區臨港路三段 830 號

之 3 號 

享 9 折優惠。 

229  瑞順行 04-2657-3838 臺中市梧棲區大勇路 228 號 享 9 折優惠。 

230  瑞慶行 04-2656-4166 臺中市梧棲區臨港路三段 732 號 享 9 折優惠。 

231  真善美百貨行 04-2656-2688 臺中市梧棲區臨港路三段 692 號 享 9 折優惠。 

232  勝昌蔘藥行 04-2656-9292 臺中市梧棲區臨港路三段 700 號 享 9 折優惠。 

233  上億鐘錶精品量販 04-2656-6211 臺中市梧棲區中央路一段 828 號 

憑證享有： 

(1)一般電池 50 元(特殊電池除外)。 

(2)鐘錶一般折扣再享 9 折優惠價。 

(3)活動商品或特價品恕無法再折扣。 

龍井區 

234  
八方雲集 

(龍井中央店) 
04-2639-0035 臺中市龍井區中央路二段 140 號 

(1)買生鮮水餃 50 粒裝一袋就送乙杯豆漿。 

(2)一次購買滿額 500 元，送小菜乙份。 

(3)星期二至五 12:00-13:00 現場購買乾麵加湯品

一組，現折 5 元。 

235  佳福棉業有限公司 04-2630-7236 臺中市龍井區中央路 1 段 135 巷 單件棉被消費折 50 元，單件棉被+枕頭 1 對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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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弄 50 號 1 樓 100 元，單買枕頭(ㄧ對)不折扣。 

236  饗樂趣複合式餐廳 04-2652-3020 
臺中市龍井區遊園北路 399 號 1

樓 

贈送點心一份。 

237  日發蛋糕麵包店 04-2633-0460 臺中市龍井區新興路 24-1 號 
來店消費自製產品打 9 折(特殊活動、以活動折

扣為主)。 

238  
遇見 8 號 

(千久小吃部) 
04-2652-1078 臺中市龍井區新興路 15 巷 8 號 

贈送薯條或小菜。 

239  
咖哩先生小吃坊 

(Mr.38 咖哩界傳奇人) 
04-2652-2238 臺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 183 號 

(1)於結帳前出示圖書館借閱證或行動借閱證，即

可享有套餐 9 折優惠(限內用)，不得雙重優惠(此

優惠不含外帶及外送)。 

(2)一中店 04-22230866 

(3)逢甲店 04-24528188 

(4)東海店 04-26522238 

(5)崇德店 04-22368881 

大肚區 240  文彬文具行 04-2699-3047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 695 號 文具 75 折。 

241  幸福鬆餅屋 04-2699-8490 臺中市大肚區大明三街 161 號 
非假日購買鬆餅享滿百 9 折優惠，不得同時使用

集點。 

242  年代眼鏡 04-2699-2747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 657 號 
配鏡原折扣後再打 9折優惠(隱形眼鏡與特價商品

除外)。 

243  藍田書店 04-2698-4315 臺中市大肚區仁德路 89 號 文具、禮品 8 折，圖書 9 折(特價品除外)。 

244  
金玉堂批發廣場 

(大肚店) 
04-2699-5878 臺中市大肚區福利路 126 號 

白標文具(不含書籍)享市價 78 折優惠。 

245  時尚科技眼鏡行 04-2699-9588 臺中市大肚區文昌路一段 65 號 配鏡 9 折。 

烏日區 
246  姥芝瑞中醫診所 04-2336-0056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 488 號 

(1)免掛號費 50 元。 

(2)部份商品 9 折優惠。 

247  鍾一書局 04-2337-9700 臺中市烏日區興祥街 90 巷 48 號 
(1)圖書全面 75 折(進口書籍和雜誌除外)。 

(2)文具結帳再打 95 折(特價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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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中日眼鏡公司 04-2336-7346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 475 號 

(1)時尚鏡架加濾光片配到好 990 元(1.56)。 

(2)來店消費不限金額送 1 付日拋和禮券。 

(3)配常戴型隱形鏡片送 2 大瓶藥水(海昌)。 

(4)全館消費滿千送百，當日可抵用。 

249  墨月堂文具行 04-2336-2623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 354 號 憑證享批價 95 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250  天一文具行 04-2338-5449 臺中市烏日區興祥街 117 號 1 樓 憑證享市價 8 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251  
小林鐘錶眼鏡公司 

(烏日店) 
04-2336-6359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 384 號 

憑證享配鏡 6 折優惠。 

大里區 
252  

金合利有限公司
(SUBWAY 大里店) 

04-2496-9526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 1 段 163 號 買中杯飲料生級為大杯飲料(咖啡除外)。 

253  雅堤蛋糕烘培 04-2491-2632 臺中市大里區成功二路 86 號 1 樓 憑證訂購蛋糕享有 85 折優惠。 

254  
私立艾爾頓美語珠心算

短期補習班 
04-2491-6896 臺中市大里區善化路 3 號 

(1)上才藝者送(輔導課業直到完成)送安親。 

(2)週六免費上讀經課。 

(3)免費試讀兩堂課。 

(4)就讀送側背包、才藝袋。 

(5)繳費一學期者送數學加強課 20 堂。 

255  東立烘培屋 04-2496-5088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 1 段 165 號

1 樓 

(1)憑証購買麵包消費滿 150 元享有 95 折優惠 
(2)訂購生日蛋糕享有 9 折優惠。 

256  
参次方國際圖書有限公

司 
04-2481-6635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 2 段 292 號 

(1)一般暢銷書 85 折。  (2)雜誌 9 折。 

(3)文具 8 折。         (4)漫畫書 9 折。 

257  漢堡大師早餐店 04-2496-2258 臺中市大里中湖路 6-1 號 

憑證消費滿百贈送中杯紅茶乙杯。 

霧峰區 258  美簾坊窗簾行 04-2332-0637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611 號 來店消費打 9 折、特價商品除外 

259  大悲光工作坊 04-2330-4658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1201 號 來店消費滿一定金額以上、贈送精美紀念品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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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商品折扣優惠(特價商品不再優惠)。 

260  鉌信企業社(通訊行) 04-2482-0234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911 號 
(1)新辦、移轉送皮套、玻貼、行動電源。 

(2)買配件打 85 折。 

261  富貴書局 04-2339-3623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1045 號 文具 8 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262  裝備部落企業社 04-2339-6696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802 號 特價商品除外，其他商品全面 9 折。 

太平區 
263  

中日超商 

(尚奕便利商店) 
04-2270-6228 臺中市太平區長龍路一段 696 號 

憑證消費滿百元贈送 600cc 黑松純水一瓶。 

264  權利機車行 04-2270-3852 臺中市太平區長龍路二段 39 號 憑證換機油送齒輪油。 

265  

臺中市私立僑伊美語

短期補習班 

(佳音英語太平分校) 

04-2275-3211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東路 148 號 

3 樓之 6 

報名英語課程額外優惠贈送(學生專用背包、及

佳音英語世界雜誌一本)，本優惠不得與其他優

惠合併使用。 

266  信捷機車行 04-2278-8343 臺中市太平區溪州路 19 號 憑證換機油送齒輪油。 

267  
太平洋商行 

(太平洋假期游泳池) 
04-2276-7693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東路 6 號 

(1)報名游泳學習課程得免費加贈 1 堂課(此活動

不適用於 7.8 月份上課)。 

(2)單次入場持有借書證限個人使用(以全票價格

享有 8 折優惠)。 

268  健恩中醫診所 04-2273-5890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路 258 號 
(1)初診患者可享掛號費優惠及初診贈品。 

(2)消費購買診所自費商品可打 9 折。 

269  慶恩中醫診所 04-2391-0505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 319 號 
(1)初診患者可享掛號費優惠及初診贈品。 

(2)消費購買診所自費商品可打 9 折。 

270  宜安堂中醫診所 04-2391-5689 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 24 號 
(1)初診患者可享掛號費優惠及初診贈品。 

(2)消費購買診所自費商品可打 9 折。 

271  齊恩中醫診所 04-2270-7711 臺中市太平區光興路 1018 號 (1)初診患者可享掛號費優惠及初診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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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費購買診所自費商品可打 9 折。 

272  睛綾光學眼鏡 04-2391-2670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一段 277 號

一樓 

(1)免費視力檢查。 

(2)免費鏡架調整。 

(3)配鏡享千折百。 

(4)拋棄式藥水購買集點優惠。 

273  
麥味登 

(太平翰騏店) 
04-2276-1178 臺中市太平區永平南路 36 號 

憑證飲料免加價自動升級(中杯價大杯量、大杯

價特大杯量)。 

274  太平橋服飾店 04-2273-8361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路 783 號 

(1)享有全館商品 9 折優惠價。 

(2)凡特價促銷商品、三件 1000 元(工作褲、西

褲)及 100 元(含)以下商品除外。 

275  裕堂健康素食 04-2279-2359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路 139 號 餐費打 95 折優惠 

276  頂好眼鏡行 04-2276-8468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路 182.184 號 

(1)精選鏡架+新一代濾藍光鏡片=1980 元。以上

優惠亦適用北區及北屯區二店。 

(2)台中市北區(頂好眼鏡行)04-22972339 

(3)台中市北屯區(現代眼鏡行)04-22312264 

277  醇豆咖啡工坊 04-2276-3677 臺中市太平區宜昌路 87 巷 37 號      咖啡飲品及咖啡豆 9 折(器具除外)。 

278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巨匠美語) 
04-2278-6603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路 57 號 

(1)免費試聽 6 小時課程。 

(2)免費 1200 堂線上美語課程 30 天。 

(3)單元課程享優惠 85 折。 

(4)專案課程享現金優惠折扣 2000 元(專案課程：

會話/多益/雅思/真人家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