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國團嘉義終身學習中心　　特約商店名單
編號 商店名稱 優惠內容 地址 電話 分類

1 新玉源文具行
定價7折.書籍.雜誌.玩具計算機.貼紙紅色標

籤及特價品不適用本卡
嘉義市公明路220號 05-2223406 文具店

2 墊腳石圖書-嘉義分公司 視同貴賓卡優惠 嘉義市中山路583號 05-2273928 文具店

3 小杜吉企業社 9折 嘉義市維新路6號 05-2782966 文具店

4 鄉井水族館 9折 嘉義市中興路555號 05-2858446 水族館

5 逐陽水族館 商店8折.活體除外 嘉義市新民路801-2號 05-2235585 水族館

6 白鶴仙境 雙人房1980元,單人房1680元再享95折 嘉義縣民雄鄉北勢子路460號 0982-218575 休閒

7 竹耕生態教育休閒農場 9折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田尾20號
05-2790565

0936-414655
休閒

8
GIANT 捷安特腳踏車

(嘉義店)
商品9折 嘉義市林森西路298號 05-2250923 休閒

9
GIANT 捷安特腳踏車

(嘉義二店)
商品9折 嘉義市垂楊路213號 05-2257158 休閒

10 童年渡假飯店
住宿平日5折,假日65折(特殊節日、春節期

間不適用)
嘉義縣番路鄉下坑村8鄰下坑42-3號 05-2590888 休閒

11 威士登游泳健康廣場 現場購票130元 嘉義市南京路272號 05-2861700 休閒

12 黃蘋果數位影像中心 95折(特價品除外) 嘉義市民族路120號 05-2786781 沖印店

13 高毅彩色沖印有限公司 9折(特價品及相機器材配件除外) 嘉義市林森東路99號 05-2777095 沖印店

14 維新牙醫診所

1.免收掛號費2.每半年免費升等牙齒SPA乙

次3.每半年免費塗氟乙次4.口衛系列商品9

折優惠5.每年免費口腔細菌檢測乙次(請出

示特約之證件)

嘉義市維新路125號 05-2715789 診所

15 慶昇醫院
免收掛號費50元.非健保己付之手術

費用85折.
嘉義市新榮路339號 05-2229191 診所

16 黃靖修內科診所 憑卡免收掛號費 嘉義市吳鳳北路389號 05-2776108 診所

17 承鴻診所 減重門診9折(免收掛號費) 嘉義市南京路500號1F 05-2865669 診所

18 小林髮廊 洗髮180,洗+剪380,護髮360, 染或燙999起 嘉義市中山路431號 05-2168622 美髮

19 歐媞女子專業美容美體工作室 產品8折.包療程8折 嘉義市垂楊路870巷10號 05-2231232 美容

20 嘉義運動用品總匯 7折優惠或器材優惠8折(特惠商品除外) 嘉義市吳鳳北路41號 05-2288686 體育用品

21
黎陽登山露營旅遊用品社(興業店

、斗六店、七淘店、樂活店)
95折(特惠商品除外) 嘉義市興業西路285號 05-2865641 體育用品

22
黎陽登山露營旅遊用品社

(民權店)
95折(特惠商品除外) 嘉義市東區民權路397號 05-2258207 體育用品

23
歐都納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民生店、興業店)

85折優惠(特惠商品.外購品.簽約品

除外)

嘉義市民生北路170號                          

嘉義市興業西路147號

05-2252896            

05-2844342
其他

24
小林眼鏡(股)公司

嘉義分公司(中山店和民族店)
7折 嘉義市中山路481號1樓 05-2248476 其它

25 歌神KTV 9折 嘉義市友愛路305號 05-2323269 其它

26 鑫韋布莊

單次消費95折、棉布品98折.特價品、傢飾

品、零碼布、花車商品與特定商品恕不折

扣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349巷46號 06-2535489 其它

■持終身學習卡至以上商家可享特別優惠  ■相關優惠辦法以各店家現場公告為準！

■至各縣市終身學習中心、青年活動中心、張老師公司及幼獅公司亦可享有優惠(限本人使用)

■嘉義救國團終身學習中心 服務專線05-2770482分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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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小巧屋創意藝術坊 9折(特價品除外) 嘉義市南京路214號 05-2839601 其它

28 精工刻印社 貼紙、卡通章8折.其他商品優惠價 嘉義市新榮路145號 05-2224488 其它

29 鼎豐影印行 8折 嘉義市嘉北街11號 05-2760176 其它

30 雙茂醫療器材行 8折 嘉義縣水上鄉水頭村中正路220號 05-2689963 其它

31 大鷹企業社 8折 嘉義縣大林鎮中正路392號 05-2652840 其它

32 笙泰烤漆鈑金修護廠 工資95折.稅外加 嘉義市世賢路一段808-1號
05-2383697

0929-717435
其它

33 遠東汽車百貨行 會員價優惠 嘉義市忠孝路545號 05-2775115 其它

34 深呼吸精緻早午餐 中杯價大杯量 嘉義市志昇街69號 05-2168988 食-早餐

35 新生早點 120元以上送小沙拉乙份 嘉義市長榮街252號1樓 05-2285477 食-早餐

36 微晨早餐店 點餐即贈送小杯飲料 嘉義市新榮路184號 05-2162133 食-早餐

37 早安美芝城-文化店 9折 嘉義市文化路458號 05-2310725 食-早餐

38 GOODY廚房精緻早餐 買套餐飲料加大 嘉義市民權路318號 05-2752051 食-早餐

39 弘爺漢堡(公園店) 9折 嘉義市民權路36號 05-2756768 食-早餐

40 風尚人文咖啡館 9折,10人以上訂位招待水果盤 嘉義市重慶路68號 05-2350968 食-餐廳

41 福井餐廳 9折 嘉義市林森西路33號 05-2785566 食-餐廳

42 草地總統府 9折.限定1樓套餐 嘉義市林森西路226號 05-2250169 食-餐廳

43 二階堂飲食店
平日憑證95折、20個人以上9折(平日)、假

日20個人以上95折(春節期間不適用)
嘉義市新民路686號 05-2859797 食-餐廳

44 石頭餐飲店 現金9折(特殊節日除外) 嘉義市林森西路67號 05-2782348 食-餐廳

45 色鼎燒肉餐飲店 刷卡96折.現金92折 嘉義市興業西路269號 05-2852498 食-餐廳

46 阿官火鍋專家(新民店) 95折 嘉義市新民路682號
05-2767000         05-

2868888
食-餐廳

47 青山咖啡館 套餐、單點飲料9折 嘉義市中山路10號1F 05-2715661 食-餐廳

48 貓尾巴西點蛋糕坊 蛋糕9折 嘉義市民族路25號 05-2712895 食-麵包店

49 芙卡夏麵包坊
自製品滿百元9折

(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嘉義市番社里民生北路281號1樓 05-2238388 食-麵包店

50 鮮點子食品行 自製品85折.蛋糕8吋以上8折優惠 嘉義市上海路248號 05-2361152 食-麵包店

51 法羅西點蛋糕坊 9折 嘉義縣中埔鄉和興村中華路867號 05-2393540 食-麵包店

■持終身學習卡至以上商家可享特別優惠  ■相關優惠辦法以各店家現場公告為準！

■至各縣市終身學習中心、青年活動中心、張老師公司及幼獅公司亦可享有優惠(限本人使用)

■嘉義救國團終身學習中心 服務專線05-2770482分機9 

※特約商店持續招募中  <<歡迎推薦優良廠企單位加入特約商店行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