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教師會福利事項一覽表

台北市教師會特約商

商店
類別

美食

美食

食品

生活

用品

生活

用品

生活

用品

生活

用品

生活

用品

小葵烘焙坊

手工厚片吐司、手工牛軋糖、不定

提供優惠產品，詳情請參閱台北市

教師會福利網

憑會員卡至洋蔥牛排餐廳及甜橘牛

排餐廳消費享88折優惠，另將不定

期提供優惠內容

會員憑會員卡享瑞士草本健康食品

單瓶85折，三瓶75折優惠

高級紓壓記憶枕、舒眠枕、羽絨被

等商品

1.優惠內容依每次優惠福利專案附

  件所示。

2.乙方將不定期提供各類商品，

  低於市場價供甲方會員購買。商

  品優惠請參閱本會網站公告

紳仕襪、休閒襪、LEORA保濕精華

液等商品優惠請參閱本會網站公告

憑本會會員卡享一般商品以企業團

購折扣優惠(唯已特價或超低價商

品除外、教師會會員不適用九大會

員積點活動)

http://www.9ta.com.tw/

商店
名稱

優惠
事項

商店
資訊

合作
期限

台北縣樹林市樹中街61巷18號1樓

02-86861637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329-2號

02-2733-1001

台北南陽店 中正區南陽街1號2樓

(02)2389-6360

台北許昌店 中正區許昌街28號

(02)2388-3388

台北台大店 中正區羅斯福路3段

246號 (02)2365-3190

台北公園店 中正區公園路30-1號

(02)2375-3545

台北忠孝店 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

71-1號2樓 (02)6617-1234

台北中和店 電話(02)2920-8093

台北淡江店 電話(02)6637-6025

全省各分店皆適用

無實體店面

電話訂購 0983-031-102 周經理

無實體店面

電話訂購 02-22996275 林先生

無實體店面

電話訂購 02-2585-5859 劉經理

2012/5/18

2012/12/31

2012/12/31

2012/12/31

2012/12/31

2012/12/31

2012/12/31

2012/12/19

洋蔥牛排餐廳 

甜橘牛排餐廳

通用國際生技

有限公司

肯特力國際

有限公司

台灣美集生活

事業有限公司

久大國際文具

股份有限公司

樂兒美有限公司
(sebamed 施巴產品)

甜橘牛排南京店 台北市南京東

路3段112號 (02)2507-3136

洋蔥牛排天母店 台北市忠誠路

2段132號 (02)2877-2591

洋蔥牛排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

中正路124號 (02)8866-3081

1.可享免費專業皮膚相關問題諮

  詢及皮膚護理講座，展示活動

  現場致贈精美試用品

2.本優惠活動限洽各區教師會專

  屬服務人員洽購，才能享有優

  惠價格

3.每月提供優惠活動內容

  (詳情請參閱本會福利網)

4.訂購金額滿1000元免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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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TEACHERS’ PERIODICAL

提供多項有機生活產品如沐浴精、

洗髮精、天然洗潔粉、健康食品等

依團購單享會員獨享價(詳請請參

閱福利網)再優惠5%給會員

無實體店面

可電話訂購或網路訂購

詳請請參閱福利網

02-23515188#16 廖先生

無毒家園有限

公司

生 活 資 訊  好 康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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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教師會特約商

商店
類別

商店
名稱

優惠
事項

商店
資訊

合作
期限

提供胚軸華軸、魚眼窩油、純素藻
紅素、牛奶鈣等產品
1.提供會員享有購買產品任選(標
  準包裝：瓶/盒)以88折優惠。
2.本會將公告該公司不定期辦理之
  產品座談。另有不定期優惠之產
  品請參閱本會福利網站。

台北市敦化南路2段77號17樓之1

02-27078886
2012/12/31永保健康生技

(股)公司

生活

用品

生活

用品

生活

用品

台灣頂尖國際

通路有限公司

科技除臭襪特惠專案~享會員教師

價格再95折優惠

無實體店面

04-8728943 許先生
2012/12/31

2012/12/31順天本草股份

有限公司

順天本草購物網

http://www.sunten-mall.com.tw/
會員享85折優惠，另外配合檔期活

動，將不定期提供優惠

無實體店面

02-23957711 游經理

生活

用品
2012/12/31綠色小鎮健康

事業(股)公司

1.憑會員卡條碼享9折優惠

2.憑台北市教師會會員卡至直營店

  消費，若有特惠價產品，亦可憑

  卡享用該特惠品之特惠價格！

 (此優惠不與其他優惠同時享用)

台北天母旗艦店：士林區德行東
路172號(02)2838-5760
台北信義旗艦店：中正區信義路
二段1之4號(02)2391-2917
台北師大店：大安區泰順街24號
(02)2364-3008
台北大安店：大安區大安路1段
182號(02)2755-3008
台北景美店：文山區景華街81號
(02)2935-3148
台北青年店：中正區中華路2段
431號(02)2307-1768
台北大直店：中山區北安路484
號(02)2532-9831
台北忠孝店：大安區忠孝東路4
段216巷11弄5號
新北市：松柏店、永安店、漢生
店、新中店、汐止店
全省各直營門市皆適用

醫療

健檢

美容

醫療

健檢

美容

醫療

健檢

美容

醫療

健檢

美容

彩妍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1.每季提供800元(含)以上免費療程
  護理一次
2.每季提供低於市價5折之療程體驗
  護理一次 (限女性新朋友，憑甲
  方會員卡卡號體驗一次)體驗前請
  先電洽預約
  詳情請參閱本會福利網

安和館：仁愛路四段105巷5號1樓
(02)2771-1132 or 2711-7004
內湖館：民權東路六段15巷1號B1
(02)6606-2258
新店館：新店區中正路188號5樓
(02)2918-2488
新竹館：(03)523-1140

2012/12/31

聯安健康事業

(股)有限公司

100/11/01~101/10/31，預約並
承作【公教人員健診方案】，享加
選9折、及2000元健康加選金活動
另贈實用美觀蘋果便利貼一個。
健康加選金，限折抵健檢當日之加
選項目費用。當日未使用完畢，恕
不折換現金或找零。
以下項目不得與加選金併用、亦不
提供9折優惠：功能醫學、外送檢
項、息肉切除或切片費用、影像醫
學、無痛麻醉、保健食品。
凡於參加以上活動後，再成功介紹
一位親友到做「全身健檢系列方
案」，即可累積健康基金1000元，
並可於未來做健檢時抵用。

105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號5樓

02-25702155分機209

董耀婷 企劃專員

2012/10/31

提供各項礦物精華美容產品優惠價
格，提供甲方會員持卡結帳(結帳
金額不限親友人數)，相關資訊請
參閱本會福利網

無實體店面

聯絡人 0952-281-917 邱小姐
2012/12/31慶安生醫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檢查各項目之優惠專案，請參

閱本會福利網站

台北市新生北路三段82巷30號6樓

02-27557300
2012/12/31群佳儷生化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生 活 資 訊  好 康 專 區



TAIPEI TEACHER’ PERIODICAL

台北市教師會特約商

商店
類別

商店
名稱

優惠
事項

商店
資訊

合作
期限

醫療

健檢

美容

佐登妮絲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100.11.1~101.4.30優惠如下~

1.美顏卡(25折優惠價900元)：內含

  胜肽美顏SPA護理2堂(原價3600元)

2.紓壓卡(25折優惠價900元)：內含

  背部三焦紓穴課程2堂(原價3600元)

3.以上優惠商品每人限各購買並使

  用一張

4.如會員欲幫自己親友購買時，須

  註明實際使用人姓名與聯絡電話

5.本活動為認卡(美顏卡、紓壓卡)

  不認人

6.本優惠限女性佐登妮絲新朋友使用

全省各分店皆適用

團購聯絡人 8925-1516 詹副理
2012/10/31

保險
台名保險經紀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以持有本會會員卡或全國教師會會

員卡為認證識別之憑證。另第五條

乙方所提供之優惠消費內容為全球

人壽金鑽515美元還本終身保險，

每三千美元保費回饋保戶統一7-11

禮券500元。       

甲方得將乙方所提供之優惠消費內

容以張貼於甲方所屬網站轉知所屬

會員，並鼓勵會員前往消費。

02-55829988# 525 莊先生 2012/09/25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1.成人路丁優質膠囊(葉黃素)30粒

  裝，928元，買3送1。

2.兒童山桑子軟糖120粒裝，840元

無實體店面02-2821-5716
依憲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2012/08/31

1.持會員卡消費汽車、住家、辦公

  大樓、樓房玻璃，隔熱紙、反光

  紙、磨砂紙、防爆膜全系列連工

  帶料六折

2.以上未稅，現金價

3.特殊車種及紙樣當面洽談

中和市中正路582號

02-2225-1234

上陽汽車玻璃隔

熱紙百貨行
2012/12/31

家居用品等產品優惠，看屋免服務

費，詳情請參閱本會福利網
無實體店面

0935-299-770 戴先生

復裕興業有限

公司
2012/06/22

優惠消費請參閱本會福利網站
台北市民權西路136號9樓之6

02-25505554

廣億國際有限

公司
2013/01/01

憑會員卡享：

1.出國研讀的DBA課程，只收2500

  美金手續費

2.全程遠距DBA、DHA課程優惠1500

  美金，MBA、MHA課程優惠1000美

  金

台北市民權西路79號9樓之1

02-2585-5695
2012/12/31彩智文教股份

有限公司

保險
頂尖保險經紀人

有限公司

提供之各項保險優惠，消費內容請

參閱本會福利網

可網路操作請參閱福利網

07-5665078 顏總經理
2012/12/31

金融 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北一區業發四科)
提供教師短期及長期信貸之產品優

惠
02-23815889#3611 2012/03/15

智慧型手機請下載
條碼掃瞄軟體，如：

用手機的鏡頭瞄準條碼，
等候數秒

辨識出條碼後，點一下
http://qr.net/hlee
即可連結至台北市教師
會福利一覽表唷！
(掃描軟體可記憶網址供日
 後查閱)

照過來~照過來~輕鬆連結查好康~

還沒按過     的老師，請點選一覽表上方的「台北市教師會福利網」，幫我們按個讚唷！讚 讚

臺北市教師
會福利網的 

Facebook

生 活 資 訊  好 康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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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教師會合作商

商店
類別

商店
名稱

優惠
事項

商店
資訊

合作
期限

美食
請於結帳時示出會員卡週一至週五

全時段享5%優惠
義式屋-古拉爵 (內湖大潤發店)-02-2796-7076

(待續約)
2012/03/08

美食
請於結帳時示出會員卡週一至週五

全時段享5%優惠
義式屋-古拉爵 (南京建國店)-02-2502-7790

2012/04/07

美食
請於結帳時示出會員卡週一至週五

全時段享5%優惠
義式屋-古拉爵 (新店分店)-02-2914-4822 2012/10/01

美食
請於結帳時示出會員卡週一至週五

全時段享5%優惠
義式屋-古拉爵

(待續約)
(羅斯福店)-02-2362-2996

2012/04/07

美食

美食

請於結帳時示出會員卡週一至週五

全時段享5%優惠
義式屋-古拉爵 (欣欣大眾店)-02-2542-7680 2012/09/21

快樂村咖哩屋
請於結帳時示出會員卡

週一至週五全時段享5%優惠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196號

02-25956177
2012/05/02

美食 憑本會會員卡九折優惠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135號

02-23661006
2012/06/16池春日式涮涮鍋

美食
日式豬排丼飯鍋物餐飲連鎖九折

優惠

內湖店-(02)2790-3199

大潤發店(內湖)-(02)8792-4599

全省分店皆適用

2012/12/31斑鳩的窩

美食 產品九折優惠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58號

02-2752-2188
2012/08/31糖村蛋糕

美食
憑卡會員來店第二份半價

(以低價者打折)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57號

02-23450860
2012/12/3188嫩仙草信義

吳興店

美食

會員憑教師會員卡於營業據點消費

時可享有主鍋九折之優惠(湯頭部

分不予折扣)，優惠注意事項：

1.本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ex:共鍋，199經濟餐，兒童餐，

   ⋯活動期間之優惠餐點等)

2.請於結帳前出示教師會會員卡始

  享有折扣，怒無法於結帳後補贈

3.本優惠不得折抵現金或退款

光復直營店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

南路574號 (02)2325-3701

和平直營店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

東路2段50號 (02)2737-3326

五分埔店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

518號 (02)2763-5529

北投店 台北市北投區泉源路12

號2樓 (02)2894-1778

永和得和店(02)8668-5270

新店新店民權店(02)2910-8851

板橋府中捷運店(02)8951-1289

汐止康寧店(02)2692-6466

三峽店(02)2673-0066

全省分店皆通用

2012/12/31白甘蔗園企業

有限公司

美食

憑台北市教師會會員卡至鋤燒各店家

即可享銷售之食用商品九折優惠

(鋤燒所販賣之餐卷不列入此方案 )

杭州店 台北市杭州南路二段74

號 02-23955597

西寧店 台北市西寧南路34號

1樓 02-23140825

新北投店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

10號2樓 02-28949670

復興店 台北市復興南路2段132

號1樓 02-27032006  

2012/11/31鋤燒鍋物料理

(待續約)

生 活 資 訊  好 康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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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2012/12/31永豐銀行

台北市教師會認同卡 

1.2012年永豐銀行~台北市教師會認

  同卡優惠 

2.金卡可免費升級為白金卡相關

  資訊請參閱本會福利網站

    https://sites.google.
    com/a/tta.tp.edu.tw/welfare/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7號6樓

02-23203779

休閒

娛樂

電信

雜誌

持台北市教師會會員卡到「巨星世

界尊爵會館」，享有以下優惠：

「歡唱KTV」包廂費平日8折，假日

9折；(恕不接受一人歡唱)。「時尚

宴會廳」桌菜9折；「尊爵套餐」9

折。來巨星世界歡唱的會員老師，

可免費停車5小時。(結帳時，須出

示停車卡於櫃台人員，待處理後，

交還即可)(優惠至101年9月30日止

特殊日不適用，如聖誕、跨年)

京華城巨星世界

尊爵會館

台北市105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138號9樓 (02)3762-2888
2012/09/30

MVPN行動群組優惠專案~本會會員可

免費加入MVPN行動群組，享群組內

通話費率0.0X/秒⋯(請來電詢問)

加入mvpn方法請參閱本會福利網站

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
2886-3383 鍾經理 2012/12/31

財經管理、女性時尚、休閒旅遊、

健康生活等各類雜誌之優惠~

1.憑會員卡訂購該經銷雜誌，以一

  年期原價價格再享有九五折折扣。

2.大量訂購，單次30本以上；種類

  不限，以一年期原價價格再享有

  九折折扣。

3.大量訂購單次50本以上；種類不

  限，以一年期原價價格再享有八

  五折折扣。

4.另憑卡購買代理之精緻禮贈品、

  休閒食品、澎湖干貝醬等，享團

  購優惠價。

5.不定期提供優惠內容，詳情請參

  見本會福利網。

智富文化企業

有限公司

無實體店面

訂購專線 04-25602488
2012/12/31

保險 全家福專案，詳細資料請參閱福利網 02-25670629 郭小姐 2012/07/01 聯發保險經紀人

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 保險產品免收契約附加費用 0983-704-037 陳總經理 2012/05/31 大道保險經紀人

股份有限公司

展館

參觀

憑會員證購票，每張一律100元，不

限張數

台北市中山南路11號

02-2351-6699#515
2012/12/31 長榮海事博物館

其他
購物享VIP價之優惠詳情請參閱本會

福利網

台塑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無實體店面 網路購物 2012/12/31

其他 無實體店面 網路購物 2012/12/31購物會員優惠

詳情請參閱本會福利網

中華電信聯合福

委會團購網

其他

1.設計費原價3000/坪，優惠2000/

  坪，其餘項目憑卡九折。

2.100年12月31日前室內設計費用

  2000/坪並得以合併使用公司提

  供之"若簽訂工程合約由本公司

  承包工程者，設計費用六折優惠"

台北市西園路二段140巷26號

02-23089761
2012/12/31瓦爾肯空間

視覺設計

其它 手工皂等全產品銷售定價八折優惠
此為工作坊無實體店面

0935-517715
2012/12/31 用心創皂手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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