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親愛的同仁新年好，新年快樂~

特約商店訊息如下，消費時請出示員工識別證；

年節期間部份店家未能提供優惠，消費結帳前請事先確認，以免向隅，謝謝

商店種類 編號 商店名稱

３Ｃ類 001 中華電信企客員眷方案

３Ｃ類 002 亞太電信WiFun

３Ｃ類 003 名冠電子專賣店(員林店、和美店)

３Ｃ類 004 員龍電腦資訊(員林)

３Ｃ類 005 台灣大哥大-直營門市(全省)

生活用品類 001 廖叔叔健康屋

生活用品類 002 【彰化縣】百桂食品有限公司

生活用品類 003 歐印興業(台中)

生活用品類 004 金特麗眼鏡公司

生活用品類 005 美麗華皮件

生活用品類 006 宏聯企業（代理Commodore系列旅行箱）

生活用品類 007 路易斯皮件（代理Commodore系列旅行箱）

生活用品類 008 【斗六市】名人體育用品公司

生活用品類 009 【彰化市】來禮皮件

生活用品類 010 承明眼鏡(員林)

生活用品類 011 福友傢俱(員林)

生活用品類 012 來來皮件專賣店(員林)

生活用品類 013 湞廣醫療用品(員林)

生活用品類 014 金獅造型傢俱(員林)

生活用品類 015 易桓運動用品社(員林)

生活用品類 016 得恩堂眼鏡（員林店）

生活用品類 017 展望眼鏡公司(員林)

休閒及住宿類 001 【雲林縣】緻麗伯爵酒店(斗六)

休閒及住宿類 002 【員林市】雷沐

休閒及住宿類 003 【台中市】凱擘影城（大魯閣新時代）

休閒及住宿類 004 【台中市】凱擘影城（大魯閣新時代）

休閒及住宿類 005 【員林市】昇財麗禧酒店(含1F麗景西餐廳用餐優惠)

休閒及住宿類 006 【台中市】台中裕元花園酒店

休閒及住宿類 007 【斗六市】華安大飯店(斗六)

休閒及住宿類 008 【宜蘭縣】麗翔酒店連鎖(礁溪館、花蓮館)

休閒及住宿類 009 【桃園縣】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

休閒及住宿類 010 【台中市】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休閒及住宿類 011 【台中市】台中福華大飯店

休閒及住宿類 012 【新竹縣】六福村

休閒及住宿類 013 【屏東縣】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休閒及住宿類 014 統一渡假村

休閒及住宿類 015 【台中市】星享道飯店

休閒及住宿類 016 【台中市】文華道飯店

休閒及住宿類 017 【高雄市】旗津道飯店

休閒及住宿類 018 【高雄市】高雄85大樓君鴻國際酒店

休閒及住宿類 019 【員林市】亞瑟王健身基地

休閒及住宿類 020 【台中市】雲平精品旅館

休閒及住宿類 021 【台中市】伯達行旅

休閒及住宿類 022 【高雄市】義大皇家酒店、天悅飯店

休閒及住宿類 023 【高雄市】頭等艙飯店

休閒及住宿類 024 【台中市】皇家季節酒店

休閒及住宿類 025 【台中市】元手壽司

休閒及住宿類 026 【雲林縣】劍湖山王子大飯店

休閒及住宿類 027 【彰化市、員林市、斗六市】好樂迪KTV(員林店、斗六店)

休閒及住宿類 028 各特約飯店價格比較表

休閒及住宿類 029 雄獅旅行社(全省門市)

休閒及住宿類 030 【雲林縣】華山觀止(古坑)、泰安觀止(苗栗)

休閒及住宿類 031 【員林鎮】康橋商旅

休閒及住宿類 032 【彰化縣】溪湖小型賽車訓練場

休閒及住宿類 033 【雲林縣】竹林居休閒農莊

休閒及住宿類 034 【斗六市】九九莊園

休閒及住宿類 035 【高雄市】日光花園商務飯店sunhotel

休閒及住宿類 036 【台北市】兄弟大飯店

休閒及住宿類 037 員林游泳池

休閒及住宿類 038 艾維士小客車租賃(台中)

休閒及住宿類 039 竹蜻蜓健康休閒庭園(台中、台南)

休閒及住宿類 040 綠世界生態農場(新竹)

休閒及住宿類 041 【新北市】和泰汽車新莊研修中心會館

汽車維修、汽車精品、汽車美容類 001 【彰化市】傑克租賃

汽車維修、汽車精品、汽車美容類 002 和中汽車(花壇)

汽車維修、汽車精品、汽車美容類 003 騰田美車工藝

汽車維修、汽車精品、汽車美容類 004 【斗六市】新吉發機車行

汽車維修、汽車精品、汽車美容類 005 【斗南鎮】大鴻昌汽車保修廠

汽車維修、汽車精品、汽車美容類 006 【斗六市】稑野汽車修配廠

汽車維修、汽車精品、汽車美容類 007 【彰化縣】國彰汽車駕駛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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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種類 編號 商店名稱

汽車維修、汽車精品、汽車美容類 008 裕品車業

汽車維修、汽車精品、汽車美容類 009 建強輪胎

汽車維修、汽車精品、汽車美容類 010 新德昌汽車電機行

汽車維修、汽車精品、汽車美容類 011 國暉汽車修配廠

汽車維修、汽車精品、汽車美容類 012 TOYOTA中部汽車所轄服務廠

汽車維修、汽車精品、汽車美容類 013 坤輝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維修、汽車精品、汽車美容類 014 HONDA台灣本田彰化區總經銷汎達汽車

汽車維修、汽車精品、汽車美容類 015 冠程汽車有限公司

汽車維修、汽車精品、汽車美容類 016 友立汽車精品百貨

汽車維修、汽車精品、汽車美容類 017 全美汽車專業美容

其他類 001 元大鑽石銀樓

其他類 002 有樂町網路購物(南投縣)

其他類 003 【彰化縣】員彰加油站

其他類 004 好印象專業美容坊

其他類 005 【彰化縣】建成體育用品專賣店

其他類 006 公元銀樓

其他類 007 雅頓專業剪燙設計

其他類 008 美成珠寶銀樓

其他類 009 星光大道婚紗館

其他類 010 正新輪胎企業福利網

其他類 011 台灣高鐵企業會員

其他類 012 橘點子股份有限公司（福利網）

保險類 001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員林通訊處

保險類 002 國泰人壽保費團繳優惠

保險類 003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員林分公司

美食餐飲類 001 麥仕佳西點麵包(彰化縣市、台中)

美食餐飲類 002 【新北市】樂均菓子工坊

美食餐飲類 003 【斗六市、台中市】塔吉特

美食餐飲類 004 鴻豆王國咖啡館

美食餐飲類 005 王品西堤(金典綠園道.彰化.台中文心.台中家樂福文心.台中東海.頭份.員林.斗六家樂福.草屯)

美食餐飲類 006 【台中市、員林市】潮港城（台中潮港城、員林皇潮鼎宴）

美食餐飲類 007 【彰化店】鮮友火鍋

美食餐飲類 008 【員林市】希拉餐廳/喜喜茶室/遮打道洋行/關於餐桌

美食餐飲類 009 【彰化縣】宏銘的廚房

美食餐飲類 010 【員林市】薔薇派

美食餐飲類 011 【彰化市】YOLO MOMENT 樂食休閒館

美食餐飲類 012 【台中市】先麥食品

美食餐飲類 013 【彰化市】陶板屋彰化店

美食餐飲類 014 【員林市】WOO Taiwan員林店

美食餐飲類 015 風尚人文咖啡館(全省)

美食餐飲類 016 Honey Pasta

美食餐飲類 017 台中大遠百餐飲(台中)

美食餐飲類 018 頭家牛排(員林)

美食餐飲類 019 元味食尚新鴛鴦火鍋(員林)

美食餐飲類 020 飯捲王(員林)

美食餐飲類 021 右舍咖啡(員林)

美食餐飲類 022 牛排大叔大塊牛排專賣店(台中)

美食餐飲類 023 花壇公雞餐廳(花壇)

美食餐飲類 024 D2惡魔蛋糕-員林靜修店

美食餐飲類 025 雙餘堂壽司(員林店)

美食餐飲類 026 心月米膳坊

美食餐飲類 027 逗陣烤吧碳烤小館

美食餐飲類 028 【員林店】魏姐包心粉圓

美食餐飲類 029 【雲林縣】彩豐食品行

美食餐飲類 030 【斗六市】戲茶商行

美食餐飲類 031 【雲林縣】本屋烘培坊

美食餐飲類 032 【員林市】旅人咖啡館

美食餐飲類 033 【斗六市】鐵町-心作鐵板料理

美食餐飲類 034 【員林市】Mr. Steak 史堤克

美食餐飲類 035 新家園餐廳(員林店)

美食餐飲類 036 達美樂PIZZA（彰化區、南投區）

美食餐飲類 037 普吉島雲南泰緬料理(彰化店)

美食餐飲類 038 泰色滇香泰式料理、火鍋 (台中店)

美食餐飲類 039 紐約火焰碳烤牛排(員林店)

美食餐飲類 040 海村澎湖活海鮮(斗六店)

美食餐飲類 041 松屋洋風和食(斗六店)

美食餐飲類 042 綠柚子養生坊(斗六店)

美食餐飲類 043 SUBWAY(員林店、新逢甲店)

美食餐飲類 044 銀河鐵道高鐵景觀餐廳(社頭)

美食餐飲類 045 雙餘堂日式料理(彰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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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餐飲類 046 必勝客PIZZA(員林店)

學習類 001 【斗六市】康橋美語幼兒園

學習類 002 【斗六市】福祿貝爾幼兒園

學習類 003 【彰化縣】維格幼兒園

學習類 004 【彰化市】私立吉的堡中興幼兒園

學習類 005 TOEIC報名正新專屬平台

學習類 006 【員林市】巨匠美語-員林分校

學習類 007 【彰化縣】華桀托育機構

學習類 008 小博士雙語幼稚園(斗六)

學習類 009 【員林市】名家幼稚園

學習類 010 巨匠電腦(員林店)

學習類 011 空中英語教室

學習類 012 【員林市】諾貝爾托兒所

學習類 013 雲院書城(斗六)

機車、腳踏車維修類 001 明鋒機車行(員林)

機車、腳踏車維修類 002 玩家單車專賣店、生活館(斗六)

機車、腳踏車維修類 003 【彰化市】上合車業有限公司（上閤事業集團）

機車、腳踏車維修類 004 家彬車業行-機車行(員林)

機車、腳踏車維修類 005 慶昇車業有限公司-腳踏車行(員林)

機車、腳踏車維修類 006 昶勝電動車行(員林)

醫療類 001 彰基醫療體系（彰化基督教醫院）

醫療類 002 高新牙醫診所(員林)

醫療類 003 宏仁醫院(員林)

醫療類 004 宏元診所(永靖)

醫療類 005 祐康中醫診所（雲林）

醫療類 006 【雲林縣】元大藥局

醫療類 007 【員林市】禾安中醫診所

醫療類 008 協和醫院(員林)

醫療類 009 李金記中醫

醫療類 010 佳園中醫診所

醫療類 011 白佳欣眼科診所-雷射手術、眼科診所

醫療類 012 統誠醫療體系－中醫、西醫、眼科

醫療類 013 賴醫事檢驗所

醫療類 014 正道牙醫診所

醫療類 015 慈元診所

醫療類 016 博文診所

醫療類 017 群欣牙醫診所

醫療類 018 周詳牙醫診所(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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