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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體育用品 大益體育用品社 (03)388-4965 桃園市 大溪區 登龍路20巷9號

1. 2000元（含）95折

2. 3000元（含）9折

3. 5000元（含）9折再送襪子一雙

2 體育用品 華德體育用品社 (03)339-5787 桃園市 桃園區 中山路23號 消費購買8折以上鞋子即送「指定運動襪子一雙」(價值100元)

3 體育用品 欣達體育用品社 (03)480-4562 桃園市 龍潭區 北龍路78號1樓

1、運動鞋、運動服、背包及配件一律75折(ANDI商品及特價商品除外)。

2、球類、桌球拍、羽球拍、網球拍及特價商品，依特價處理恕不再折扣。

3、國民旅遊卡消費滿3,000元運動鞋、運動服、背包及配件一律72折優待(球類、球拍類、特價商品 ANDI商品

除外)。

4 體育用品
至育星運動用品

社
(03)218-2828 桃園市 八德區 忠勇街363號 商品定價7折優惠，部分商品與出清商品除外。

5 長照機構

社團法人桃園市

愛鄰舍協會－中

壢區幸福日間照

顧中心

(03)426-6770 桃園市 中壢區
復興路161號3

樓

桃園市政府所屬公教人員(不含約僱)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於中心接受月托服務，得每月優惠新臺幣1,000元

整(須按中心收托流程完成申請並接受收托後得享此優惠)。

6 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桃園市

私立國宏老人長

期照顧中心(養

護型)

(03)459-8838 桃園市 平鎮區
關爺東路19之5

號

持員工卡可在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國宏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委辦的國宏老人日照中心，享有照顧服務費

用9折優惠。

7 長照機構
智能醫學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03)356-5215 桃園市 桃園區

中正路1071號

13樓之8

凡桃園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員工本人、直系親屬或配偶，均享有乙方所屬之長照機構(包含怡德老人長照中心、

三民護理之家、龍敏護理之家、大園護理之家、蘆竹長期照顧中心、怡仁居日間照顧中心、中敏護理之家及中

敏居家護理所共8家)整合照護服務管理費（床位費）95折優惠。

8 托兒服務
艾爾維爾國際產

後護理之家
(03)358-0666 桃園市 桃園區 南平路169號

1.總房價現金折8,000元。

2.贈送乳房疏通或洗髮1次(二擇一)。

3.寶寶游泳一次。

4.揪團優惠無限使用

9 托兒服務
幸福城堡產後護

理之家
(03)322-3139 桃園市 蘆竹區

南崁路265號4

樓

1.如現場大床大房尚有房間優先升等。

2.除現場活動外，持卡本人或配偶另贈免費住房3天(至少訂房需21天)

10 美容保養
龍池足體健康養

生館
(03)409-0602 桃園市 龍潭區 龍元路105號

腳底按摩450元/40分

全身指壓750元/60分

全身油壓800元/60分

全身1400元/2H

11 美容保養
足下屋(亮緹國

際企業社)
(03)331-6353 桃園市 桃園區 成功路2段35號

當次消費1000元以上，即贈百元折價券1張，滿2000元，贈2張，以此類推。

折價券已下次消費折抵為準，抵用辦法以現場公告為準。

12 美容保養
莃蒂斯人文養生

館
(03)352-1222 桃園市 蘆竹區 中山路240號

全身指壓、油壓可享原價9折；芳療SPA可享原價9折；中式、精油腳底按摩可享原價95折。

凡持證享9折消費之付款僅限現金、刷卡，不得與禮券或其他折扣並用。

13 美容保養 慶生堂－南崁店 (03)311-5799 桃園市 蘆竹區
中正路213號1

樓

1.來電首次消費：憑員工卡送晴燕試飲75ml一瓶/人。

2.滿額贈滿額贈品。

3.消費滿1萬元：現折500元(以此類推)。

4.消費滿2萬元：現折1,000元，額外加贈NANA燕萃枇杷飲/女寶膏30入，以上任選其一盒。

5.消費滿5萬元：現折2,500元，額外加贈晴燕/君燕禮盒以上任選其一盒。

6.消費滿10萬元：現折5,000元，額外加贈NANA3%燕萃膠囊30P一盒。

7.消費滿15萬元：現折7,500元，額外加贈NANA3%燕萃膠囊120P一盒。

8.消費滿20萬元：現折10,000元，額外加贈NANA3%燕萃膠囊120P一盒。

員工卡特約商店-保健照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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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美容保養 五二一養身館 03-3319979 桃園市 桃園區 民生路521號

全身指油壓推拿120分鐘特價1399元

再送

1.薰香泡腳

2.刮痧

3.拔罐

4.背部去角質

5.養生茶+小點心

備註.贈送2- 4點包含在120分鐘內且需事先告知

15 運動場館 中國青年救國團
(02)2502-

5858#361
臺北市 中山區 松江路219號

1. 張老師文化公司：

(1)張老師文化本版圖書：1~100本75折優惠，101本以上7折優惠。

(2)張老師月刊：訂閱一年(原價1,920元)優惠價1,499元。訂閱二年(原價3,840元)優惠價2,799元，另贈精美贈品一份。

(3)張老師文化門市購書85折。

2. 救國團張老師諮商輔導中心：心理學苑課程，除不折扣班別外，其餘課程9折優惠。

3. 中國青年旅行社(總公司)：

(1)國內假日活動：一日團9折，二日團95折，三日團97折。(2)國外旅遊行程：提供網路定價減500元之優惠(限以現金支付團費)。

(3)客製化規劃國、內外參訪、旅遊、遊學等行程。

4. 救國團各青年活動中心：

(1)團體優惠:不含春節及連續假期平日:住宿7折、場地8折；假日:住宿8折、場地8折。(2)非團體優惠：住宿平日85折、假日9折。

5. 運動中心:臺北市:中山、南港、萬華、信義、大安、文山等六中心。   新北市:土城、蘆洲等二中心。

(1)游泳回數票9折。(2)游泳月票贈送體驗卷2張。(3)健身活力卡贈送體驗卷2張。(4)使用桌球、壁球、撞球場地9折。

6. 救國團終身學習中心：

(1)終身學習優惠折扣：全省64個終身學習中心，簽約之企業團體職員(工)憑證參加研習9折（已註明不折扣班或合作辦理課程除

外）。

(2)場地租借：依縣市團委會之所訂標準另給予特惠折扣。(3)合作辦理課程：證照班、專案規劃、團體包班。

7. 救國團探索教育推展中心：

(1)課程規劃與帶領(包含團隊建立與發展、領導決策、創意激發、溝通協調、服務品質、潛能激發、自然體驗等)。

(2)分享引導與連結。(3)整體活動相關服務之提供。(4)課後滿意度調查，贈送成果照片光碟。(5)訓練員與課程規劃費等均配合以

專案價格優惠：

訓練員鐘點費：2,500元/人/時，以贈送時數優惠，半天課程贈送0.5小時、一天課程贈送1小時、二天課程贈送2小時。

活動企劃費：一天以6,000元優惠、二天以12,000元優惠。(原為12,000元-15,000元)。課程規劃與帶領(包含團隊建立與發展、領

導決策、創意激發、溝通協調、服務品質、潛能激發、自然體驗等)。

16 運動場館
Curves可爾姿

(桃園大湳店)
(03)374-9191 桃園市 八德區

介壽路1段872

號5樓

1、首次諮詢費半價優惠。

2、三人同行送1個月運動。

17 運動場館
遠東活水健康世

界(八德店)
(03)375-0992 桃園市 八德區 永福西街47號 憑員工卡消費，全票原價160元，優惠價130元。

18 運動場館
桃園市南區青少

年活動中心
(03)491-5168 桃園市 平鎮區

延平路1段168

號

1、 購買單次健身房或泳池票一張，可集1點，集滿10點可兌換免費使用一次游泳池/健身房(二擇一)，月票及

回數券不適用。

2、 至本中心參加社教研習課程，於每期優惠截止日前，學費按訂價九折優惠計算(特別註明不優惠課程除外)

，如有多重優惠方式，只能選用其中一種。

19 運動場館

盛泰健康事業有

限公司(桃園中

山館)

(03)331-2919 桃園市 桃園區 中山路508號 凡憑員工卡至館購卡者，贈送體驗卡乙張。

20 運動場館

中國青年救國團

復興青年活動中

心

(03)382-2276 桃園市 復興區 中山路1號 住宿平日75折、假日85折(平、假日規定請參考中心網站)。

21 運動場館

舞動陽光有限公

司(楊梅國中運

動中心)

(03)475-0800 桃園市 楊梅區
中山路121巷35

號

1、 申辦全年會員可享9折優惠（以原價計算）。

2、 購買全年票券100張加贈5張VIP券（期限1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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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運動場館
春天美學舞蹈中

心
(03)499-1211 桃園市 龍潭區

中正路上華段7

號2樓
購買1期課程，另多加贈1堂同項目之課程1堂。

23 運動場館
信任體適能企業

社
(03)370-6066 桃園市 桃園區 國豐三街15號

1.可享免費體驗1堂團體或瑜珈課程(團課免費至107年4月15日，期限後凡出示相關證件可享體驗半價)

2.免費一對一體適能身體檢測(原價1500元)

24 運動場館

Fun力Sport運動

健身俱樂部(立

昉企業社)

(03)470-8059 桃園市 龍潭區
龍興路111號2

樓

1.原單次140元，優惠價120元。

2.原單季4,000元，優惠價3,800元。

3.原包年價8,500元，優惠價8,075元。

25 運動場館

艾絲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桃園營業

所(iFit愛瘦身)

(03)449-

8668#3000
桃園市 桃園區 延平路147號

1.出示桃園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卡至iFit桃園門市、中壢門市享結帳金額97折。

2.不可與大團購方案及VIP資格併用。

26 運動場館
舞動魅力青春舞

蹈團
0986-880-673 桃園市 楊梅區

新農街378巷22

號

1.免費體驗1堂課程。

2.學習費用享9折折扣。

27 運動場館
富暘羽球運動中

心
0905-076-957 桃園市 蘆竹區 中正北路599號 憑員工卡場地租金9折優惠。

28 運動場館

焦點休閒事業有

限公司(焦點健

身中心)

(03)376-1618 桃園市 八德區 忠孝街23號2樓

1.凡持員工卡可享連續7日免費體驗(每人1次)。

2.凡持員工卡單次消費原價250元，優惠200元。

3.凡持員工卡參加年費會員，比照團體會員會費優惠。

29 運動場館
X-Line8健身俱

樂部中原店
(03)416-3560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北路111號4

樓

1.健康樂活營養A套組：6,000元(送1對1私人教練課，價值1,800元)

2.健康樂活營養B套組：4,500元(送2堂團體課，價值500元)

3.健康樂活營養C套組：3,000元(送1堂團體課，價值250元)

以上任一組再送1對1免費身體數據量測及解說(價值1,800元)

30 運動場館

泳降天地有限公

司(楊梅運動中

心)

(03)485-5868 桃園市 楊梅區 自立街48號

1.游泳單次入場：原價250元，優惠200元。

2.韻律票單次入場：原價280元，優惠180元、飛輪課程需預約。(TRX、空中瑜珈不適用)

3.健身票單次入場：原價180元，優惠120元。(一次1小時)

4.游泳套票：100張以上每張90元優惠。(優惠期限1年)

5.健身套票：100張以上每張80元優惠。(優惠期限1年)

6.韻律套票：100張以上每張100元優惠。(優惠期限1年)

7.VIP年會員：原價20,800元，特約價13,800元。

8.悠活卡（泳＋健）：原價19,500元，特約價12,000元。

9.游泳卡會員：原價18,000元，特約價10,000元。

10.健身卡會員：原價18,000元，特約價10,000元。

31 運動場館 龜山運動中心 (02)2674-9078 桃園市 龜山區 大同路261號B1

1.運動套票優惠：憑員工卡購買運動套票，享學生優惠方案價每本2,700元整(每本共計30張，平均每張90元)，

可多名員工合購一本，無使用期限。使用方式：憑套票消費需出示本人員工卡，如家屬使用，每張套票補差額

20元。

2.報名運動中心課程(如瑜珈、游泳等)，享課程費8折優待。

32 運動場館

香港商世界健身

事業有限公司

(World Gym桃園

國強店)

(03)360-0808 桃園市 桃園區 國強一街136號

1.出示員工卡即可兌換。

2.免費15天運動會籍(須填寫1份健身諮詢表)。

3.免收入會費。

4.每人僅得兌換1次。

注意事項

1.限20歲以上，非World Gym會員兌換。

2.限單點兌換，且每人限兌換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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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運動場館

香港商世界健身

事業有限公司

(World Gym桃園

復興店)

(03)338-2666 桃園市 桃園區 復興路186號1F

1.出示員工卡即可兌換。

2.免費15天運動會籍(須填寫1份健身諮詢表)。

3.免收入會費。

4.每人僅得兌換1次。

注意事項

1.限20歲以上，非World Gym會員兌換。

2.限單點兌換，且每人限兌換1次。

34 運動場館

香港商世界健身

事業有限公司

(World Gym桃園

大有店)

(03)356-8833 桃園市 桃園區 大有路630號1F

1.出示員工卡即可兌換。

2.免費15天運動會籍(須填寫1份健身諮詢表)。

3.免收入會費。

4.每人僅得兌換1次。

注意事項

1.限20歲以上，非World Gym會員兌換。

2.限單點兌換，且每人限兌換1次。

35 運動場館

香港商世界健身

事業有限公司

(World Gym桃園

中壢店)

(03)261-2838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山路136號2F

1.出示員工卡即可兌換。

2.免費15天運動會籍(須填寫1份健身諮詢表)。

3.免收入會費。

4.每人僅得兌換1次。

注意事項

1.限20歲以上，非World Gym會員兌換。

2.限單點兌換，且每人限兌換1次。

36 運動場館
柏文健康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07)345-3838 高雄市 左營區 博愛三路102號

1.持員工卡即可享有首次免費14日體驗。

2.未滿20人加入指定會籍，享贈送免費1個月(獲贈之免費會籍於合約履行屆滿後)。

3.統一報名超過20人(含)加入指定會籍，享免入會費並再贈送免費一個月(獲贈之免費會籍於合約履行屆滿

後)。

37 運動場館
柏鑫健康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02)8786-1966 台北市 信義區 松壽路22號4樓

1.持員工卡即可享有首次免費14日體驗。

2.未滿20人加入指定會籍，享贈送免費1個月(獲贈之免費會籍於合約履行屆滿後)。

3.統一報名超過20人(含)加入指定會籍，享免入會費並再贈送免費一個月(獲贈之免費會籍於合約履行屆滿

後)。

38 運動場館

香港商世界健身

事業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全台

World Gym俱樂

部)

(04)360-08020 台中市 西區
台灣大道二段

489號22樓

1.限全台World Gym俱樂部(不限預售點及FITZONE使用)。

2.免費15天運動會籍。

3.確認入會可享免收入會費。

注意事項

1.限20歲以上，非World Gym會員兌換。

2.每人限兌換1次。

3.須提前電話預約。

39 餐飲

U-品園/檳皇商

行(檳皇堅果養

生網)

電話:

(02)2608-0070

/

傳真:

(02)2608-3850

新北市 林口區
仁愛路2段696

號

1.網路/電話訂購

單次消費滿1000元，可享95折優惠。

單次消費滿5000元，可享9折優惠。

單次消費滿10000元，可享88折優惠。

單次消費滿20000元，可享85折優惠。

2.門市消費

至U-品園/檳皇商行門市消費，可享買1000元送100元同等值商品優惠，可於下次消費折抵，不可兌換現金。運

費另計，消費2000元以上可享免運費。

公司網址:

http://www.eat

-88.com

Facebook粉絲專

頁: 檳皇堅果養

生網

Line@ ID :

@ban0761q

40 餐飲
杏德芙健康蔬食

創意料理
(03)470-5698 桃園市 龍潭區

華南路1段130

號
用餐與購買商品皆同會員資格95折。



編號 分類 店家名稱 聯絡電話 縣市 區域 地址 提供之優惠 備註

41 餐飲
豆町座養生甜湯

店
(03)463-0163 桃園市 中壢區

中華路1段280

號
憑員工卡消費享9折優惠(此優惠一併不與其他優惠使用)

42 餐飲

漿樣子濃い豆乳

(漿樣子股份有

限公司)

(03)335-5020 桃園市 桃園區 自強路53號
1.憑員工卡到店消費享85折優惠。

2.週期性團體訂購配送至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享9折優惠。(單筆金額須滿1,200元，還享免運費)

43 餐飲

SUBWAY桃園市府

店(春蕎國際有

限公司)

0926-927-343 桃園市 桃園區 中山路482號 憑員工卡享餐點9折優惠。

44 日常用品
統一有機(八德

店)
(03)218-4822 桃園市 八德區 介壽路2段18號 一般商品9折(除特價商品外)。

45 日常用品 統一生機龍潭店 (03)470-0239 桃園市 龍潭區
中正路268號1

樓
商品9折優惠，特價品除外，本優惠內容僅限統一生機龍潭店。

46 日常用品
大竹統一有機健

康超市
(03)323-7611 桃園市 蘆竹區 大竹路573號

1.一般商品9折(特價品、生鮮、里仁、蛋、奶除外)。

2.逢週年慶8折起，由統一官網公告時間。

3.當月生日者，全館優惠8折1次(特價品、生鮮、里仁、蛋、奶除外)。

4.節慶活動及每月折扣以店內與統一網站公告為主。

47 日常用品
棉花田生機園地

股份有限公司

(02)2755-

5268#611
臺北市 大安區

信義路4段236

號12樓

持員工卡消費享現金、刷卡9折優惠，機器、餐點、餐汁卷、禮卷、米、葷食、鮮乳製品、特惠商品及部分商品

除外。

48 日常用品

華宸國際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抗

菌大師)

(03)341-2627 桃園市 桃園區 永安路1154號 至該公司購買產品享會員價。

49 醫療服務
懷恩堂中醫聯合

診所

(03)425-

0191#21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山路54號

1. 主治醫師掛號費優惠50元

2. 為維持醫療品質院長黃英傑、鄧欣怡、吳峻豪，掛號費依照診所公告。

3. 御福康養生館及康健生機產品，貴賓優惠九折。

50 醫療服務 錦陽中醫診所 (03)427-9600 桃園市 中壢區 延平路296號
憑員工卡及健保卡就診時，掛號費優惠50元，部分負擔部分不予優惠。如未攜帶上述證件，得不優惠且依規定

收費標準付費，不得要求事後補證件。

51 醫療服務 幸運草健保藥局 (03)337-9977 桃園市 桃園區 縣府路280號 商品9折優惠(特價商品、尿布及奶粉除外)。

52 醫療服務 龍群骨科診所 (03)331-8890 桃園市 桃園區 中山路462號 享掛號費優免50元。

53 醫療服務 怡仁綜合醫院
(03)485-

5566#6186
桃園市 楊梅區

楊新北路321巷

30號

持員工卡，員工本人及其一等親眷屬(父母、配偶、子女為限)可享下列優惠：

1、住院患者必要時，醫院社區服務專人給予解決問題及關懷的服務。

2、住院患者可享病房差額8折之優待。(請於住院時，出具員工卡及身分證或戶口名簿)。

54 醫療服務 中美醫院 (03)426-6222 桃園市 中壢區 中美路95號

1、門(急)診部分：

 (1)掛號費：優免50%，另自付部分負擔80元。

 (2)自費檢查九折優待。

2、住院部分：

 (1)自費病房費差額九折優待。

 (2)自費檢查、手術費、檢驗費九折優待(檢驗作業外送時不優待)。

3、自費健康檢查部分：

 (1)中美健檢套組九折優待。(1000元以下套組不適用)

 (2)其他各項單項檢查九折優惠。

 (3)當期優惠套餐健檢，恕不折扣。(實際優惠以健檢中心分機:113或567為主)

健檢專人服務電

話：

4266222#113或

567呂先生



編號 分類 店家名稱 聯絡電話 縣市 區域 地址 提供之優惠 備註

55 醫療服務 新當代牙醫集團
(03)492-

2137#206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央西路2段30

號13樓之2

*健保部份-至新當代牙醫、楊梅天成牙科部就診可減免掛號費100元整

*自費部份-

1、牙科自費療程贈送電動牙刷1支

2、植牙或矯正諮詢可優免術前常規檢查費用300元

*免費衛教服務-每年可享有2次口腔健康維護專題講座

56 醫療服務 尚語身心診所 (03)451-2181 桃園市 中壢區 忠孝路62號 減免掛號費每次50元(持識別證員工及家屬皆可使用)

57 醫療服務 五代全民藥局 (03)335-5001 桃園市 桃園區 中山路97號 商品9折優惠(特價商品、尿布及奶粉除外)

58 醫療服務 梵谷美學牙醫 (03)322-8818 桃園市 龜山區 南祥路85號 本人持員工卡看診，可享掛號費50元折扣

59 醫療服務 敏昌診所 (03)455-0348 桃園市 中壢區 福德路32號 優待掛號費為50元整

60 醫療服務 敏康藥局 (03)461-1961 桃園市 中壢區 福德路34號 藍標商品95折

61 醫療服務 安新診所 (03)451-8808 桃園市 中壢區
新中北路2段

487號
優待掛號費為50元整

62 醫療服務 誠新藥局 (03)451-7296 桃園市 中壢區
新中北路2段

487號
藍標商品95折

63 醫療服務 維賢診所 (03)468-3636 桃園市 平鎮區 和平路125號 優待掛號費為50元整

64 醫療服務 好的快藥局 (03)457-4208 桃園市 平鎮區 和平路123號 藍標商品95折

65 醫療服務 長安診所 (03)324-6003 桃園市 蘆竹區 海山路14號 優待掛號費為50元整

66 醫療服務 敏新藥局 (03)324-8202 桃園市 蘆竹區 海山路14號 藍標商品95折

67 醫療服務 敏家診所 (02)2671-5193 新北市 三峽區 復興路108號 優待掛號費為50元整

68 醫療服務 誠美藥局 (02)2671-8131 新北市 三峽區 復興路106號 藍標商品95折

69 醫療服務

環球生活事業

(股)公司-全球

連鎖大藥局

(03)363-1517 桃園市 八德區 建國路866號

1.本人持員工卡第1次至門市消費可免費直接入會，享有會員優惠。

2.入會後，持員工卡至門市消費直接享有金會員優惠價，同時享積點優惠。

3.入會後1年內有消費，維持金會員優惠資格；入會後1年內無消費，自動修改為一般會員資格。

另有14家分店

70 醫療服務 龍潭敏盛醫院 (03)479-4151 桃園市 龍潭區 中豐路168號

門診：優免掛號費100元。

健檢：自費健檢項目9折優惠(專案套組除外)。

住院：住院病房差額8折。

71 醫療服務
微笑親子耳鼻喉

科診所
(03)318-0022 桃園市 龜山區

文化二路51號1

樓

1.掛號費特約價格50元。

2.自費疫苗特約價格。

3.老師及員工每年免費健檢1次。

72 醫療服務 佳赫藥局 (03)370-1037 桃園市 桃園區 龍壽街48號
1.店內藍標商品9折，紅標商品85折。

2.醫療器材類商品9折。

73 醫療服務 優達藥局 (03)494-3488 桃園市 平鎮區 廣明路66號 健康食品9折。

74 醫療服務 精品牙醫診所 (03)494-2765 桃園市 平鎮區
育達路2段96號

1樓

1.員工：原掛號費200元，優惠為100元。

2.眷屬：原掛號費200元，優惠為150元。

75 醫療服務
精綻美學牙醫診

所
(03)492-1792 桃園市 平鎮區

環南路456號1

樓

1.員工：原掛號費200元，優惠為100元。

2.眷屬：原掛號費200元，優惠為150元。

76 醫療服務 繕葆藥局 (03)480-3831 桃園市 龍潭區 中興路309號 護具及保健食品類(廣告商品除外)，打9折優惠。

77 醫療服務 維多麗牙醫診所 (03)4262888 桃園市 平鎮區 康樂路44號

1.看診掛號費50元，健保自付額50元，共100元整。

2.初診潔牙組。

3.特約停車場。

78 醫療服務 敦仁診所 (03)463-5353 桃園市 中壢區 忠孝路18號 掛號費減免50元。

79 醫療服務
美的適藥業股份

有限公司
(03)461-4133 桃園市 中壢區 環北路540號

1.獲贈VIP會員卡及禮品兌換券：憑VIP會員卡及禮品兌換券至門市登錄完整會員資料，將獲贈艾爾欣膠原蛋白

柳橙C一罐(價值450元)，以及美的適尊榮回饋券1本(價值11000元)。

2.享VIP會員價：憑員工卡至各分店購買商品，一律享VIP會員價優惠。同時以特約商身分(掃特約商專屬QR

code)登錄金鑽APP，即贈購物金200點。

3.最新優惠消息：加入專屬特約商line@(ID:@hss0643f)，可定期收到優惠訊息及最新商品折扣的資訊連結。

4.媽咪／寶寶禮：員工媽咪或寶寶享優惠折現金，憑手冊即可免費換取「媽咪／寶寶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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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醫療服務 尚禾診所 (03)370-5757 桃園市 桃園區 國鼎一街17號 憑員工卡享有掛號費減免50元

81 醫療服務 龍潭陳牙醫診所
(03)470-

6611#12
桃園市 龍潭區

北龍路210之

212號
本府員工及員工眷屬就診時，憑員工識別證及眷屬識別證，減免掛號費50元整。

82 醫療服務
華聯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03)578-

1168#215
新竹市 東區

科技五路6號6

樓

1.羊水染色體晶片檢測：每一檢測新臺幣(以下同)15,800元(含稅，下同)，如經簽署報告醫師建議須加做胎兒

父母之檢測，則加測之父母免檢測費。

2.小兒或成人染色體晶片檢測(367項)：每一檢測為13,800元，如經簽屬報告醫師建議須加做檢測者父母之檢測

，每增加一例檢測為7,500元，即如增加父母二位檢測為15,000元。

3.流產組織檢測(含核型分析與染色體晶片)：每一檢測21,800元，若僅單獨為流產組織染色體晶片檢測，則為

16,800元。

註:本府員工及配偶均享有優惠，需事先並同時出具員工卡及身分證號碼方得享受優惠，否則不予優惠，且本優

惠不得轉借他人使用。

83 醫療服務
台塑生醫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0800-20-7799 桃園市 龜山區

復興一路8號5

樓

1.台塑生醫i醫健康管理中心：

●基礎型健康管理套組(一年)優惠價1,500元。

●適用店點：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8號5樓(林口A8環球購物中心樓上)

2.台塑生醫門市：

●享每週五保養品單品8折，生活用品85折，保健單品88折優惠。

●每月特惠及不定期提供團購優惠價格。

●適用店點為台北長庚、台北門市、樹林門市、林口長庚、基隆長庚、錦興門市、彰化門市、麥寮門市、新港

門市、高雄仁武、高雄長庚門市、嘉義長庚門市、新竹門市、台南門市

84 醫療服務

真善美連鎖藥妝

(証康有限公

司)：全省

(03)487-0528 桃園市 新屋區 中華路251號
1.成人與兒童保健品、藥膏類商品、貼布類、感冒藥品類及保養品類：9折(廣告特價品除外)

2.醫療用品化工類：95折(廣告特價品除外)

85 醫療服務

陽明物理治療所

(陽明健康整合

有限公司)

(03)558-6403 新竹縣 竹北市 縣政二路62號 評估/諮詢費200元

86 醫療服務 冠德牙醫診所 (03)363-2200 桃園市 八德區

介壽路二段315

號、317號1、2

樓

首次掛號免掛號費

87 觀光遊樂

台灣雅聞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雅

聞魅力博覽館)

(03)488-3800 桃園市 楊梅區
中山北路1段21

巷1號
香氛系列產品一律九折

88 觀光遊樂
立康健康養生觀

光工廠
(037)629-888 苗栗縣 頭份市 工業路55號

1、國旅卡特約商店

2、免費參觀導覽解說服務

3、免費健康養生講座

4、漢方養生茶免費試飲

5、消費滿額3000元以上再贈好禮

89 觀光遊樂
源鮮農業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03)222-9755 桃園市 蘆竹區

中正北路1658

號

1.憑員工卡享「雙人同行免費導覽活動」，入園時需搭配員工卡一起使用；惟應於事前2日預約，並於入場出示

特約識別證，若超過預約時段須配合源鮮安排插入導覽時段。

2.於農場iPaleo輕食、私廚及ishopping購物中消費、場地租借、憑員工卡可享全館9折優惠(外部賣場通路除

外)。

3.前述特約優惠不可以與其他優惠方案同時使用，惟滿額優惠不在此限，並以特約優惠折扣後之金額，作為計

算滿額優惠之基礎。

90 觀光遊樂 順天農場 0918-855-499 桃園市 楊梅區
富元街525巷7

號
憑員工卡至農場消費享9折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