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商店(院所)名稱 分店數 持僑胞卡可享專案內容 商店(院所)資訊

1 長榮航空 1

慶典期間於長榮航空官網優惠碼（Promo code）購票專

區輸入專屬優惠碼，即可享有購票優惠。

※ 優惠碼請逕洽本會索取：電話：02-2327-2721，

Email：pedr0822@ocac.gov.tw

https://reurl.cc/be11r

2 走馬瀨農場 1

1. 一日遊：純門票優惠150元/人（原價250元/人）。

2. 住宿：入住蘭花會館享平日6折、寒暑假平日65折、假

日75折（農曆春節期間不適用；每卡限2間）。

※ 本方案團體不適用，不可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https://reurl.cc/be1Zr

3
天一中藥生活化

園區
1

消費可享95折，專案期間消費金額達5,000元以上，再加

贈十全四物飲1盒（價值500元），每人每卡限贈1次。

https://reurl.cc/8Yr4b

4 武陵農場 1
僑胞卡持卡人於108年10月1日至10月10日期間入場免費

，惟為保障遊園安全，需購買10元保險費。

https://reurl.cc/beZ66

5
魔菇部落休閒農

場
1

1. 門市產品9折（特價品除外）。

2. 餐廳神農活力鍋，4人同行1人免費。

※ 以上優惠僅限每星期三～五適用
https://reurl.cc/xeYDN

6
長宏新中藥產業

文化館
1

1. 來館即奉靈芝茶。

2. 全館消費7折優惠。

https://reurl.cc/6Xpg6

7
國立海洋科技博

物館
1

持卡本人免費進主題館，並另享主題館全票8折160元購

票優惠（每卡限購4張）。

https://reurl.cc/qa9d0

慶祝中華民國一○八年國慶

僑胞卡十月慶典專案
專案期間：自108年9月1日起至10月31日止

交通運輸業

觀光遊樂業

製表日期：107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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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商店(院所)名稱 分店數 持僑胞卡可享專案內容 商店(院所)資訊

8
一太e衛浴觀光工

廠
1

1. 全套按摩養生商品全組，特惠價12,000元（含稅，含

運），品號：IT1698 金色足部按摩器、DW-9199S 行動

按摩椅墊、ET-MD-00052 折疊椅。

2. 另外贈送五星級大毛巾1條，品號 Z-LL001。

https://reurl.cc/8YrGM

9 台灣滷味博物館 1 消費送高雄伴手禮秋刀魚禮盒。

https://reurl.cc/QN132

10 航空教育展示館 1
2人同行1人免費，並贈送飛機造型鑰匙圈1個及免費參觀

中美號體驗。

https://reurl.cc/Z8R7p

11
金車噶瑪蘭威士

忌酒廠
1 購買噶瑪蘭Oloroso雪莉桶禮盒可享85折優惠價。

https://reurl.cc/gNg8z

12 國立故宮博物院 5

1. 國慶日當天免費參觀。

2. 十月份可優惠購買100元「僑胞參觀券」，憑券可參觀

南北兩院區。3. 十月份在本院商店消費（含北部、南部

院區及桃園國際機場二航站商店），即可享購9折優惠（

部分商品除外）。

https://reurl.cc/MWY5v

13
三民書局-重南店

三民書局-復北店
2

1. 購買文具79折（特價品除外）

2. 購買三民出版品享79折優惠（教科書、輔助教材、六

法除外）
https://reurl.cc/7YZQd

14 白象文化 1
來電、來店、透過FB/商店街/蝦皮聊聊，購書享7折優

惠。數量不限，滿2,000元免運費。

https://reurl.cc/aEpNl

15
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
1

本館及3園區展示場、收費特展及劇場，持卡人及隨行1

人入場均享優待票之優惠。

https://reurl.cc/6XpDd

16
陽明海洋文化藝

術館
1

憑卡購票一律120元並加贈精美紀念品1份（限持卡本人1

份）。

https://reurl.cc/RRKbZ

藝文圖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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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商店(院所)名稱 分店數 持僑胞卡可享專案內容 商店(院所)資訊

17 金色三麥 14

於金色三麥各門市（不含UMAMI）消費2,000元以上，

贈送6吋蛋糕1顆。

※ 每卡限每日1次，優惠不得併用。
https://reurl.cc/aEpk4

18
寬心園精緻蔬食

料理
6 2人同行皆點用套餐享第二套68折優惠。

https://reurl.cc/eQ06j

19 臺北福華大飯店 5

1. 花園大道：不限餐期，4人同行1人免費，2人同行1人5

折。

2. 珍珠坊：單點9折優惠。3. 麗香苑：單點85折優惠。4.

彩虹座：85折優惠。5. 蓬萊邨：單點9折優惠。

※ 珍珠坊、麗香苑、蓬萊邨優惠限平日使用。

https://reurl.cc/aEpn4

20
塔吉特Touched

千層蛋糕專賣店
5

消費不限金額即可以特惠價（210元/盒）加購果然好禮

禮盒（芒果或桑椹），品嚐臺灣在地水果鮮美滋味。

※ 禮盒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 本優惠僅適用於下列門市：臺北車站－爭鮮北捷店、

臺北京站時尚廣場專櫃；臺中黎明店、雲林斗六店、塔吉

特千層蛋糕大使館

https://reurl.cc/omN1M

21 御景日本料理 1
消費可享用餐88折。

※ 服務費、酒水除外。

https://reurl.cc/NO5R6

22
芭達桑原住民主

題餐廳
1

凡是來店裡消費持卡一律享有9折優惠，另外再招待小米

酒喝到飽。

https://reurl.cc/OQ24v

23 義美門市 113

至全國義美門市消費享條裝蛋糕及禮盒（核棗糕、鳳梨

酥、台灣之美漫遊台北城）2件8折優惠。

※ 使用本優惠限持虛擬卡
https://reurl.cc/1lnmD

24 大學眼鏡 51

1. 配鏡全館優惠7折

2. 葉黃素系列會員價，配鏡加購再優惠

3. 免費視力檢查、隱形眼鏡驗光諮詢

4. 免費眼鏡或隱形眼鏡清洗、鏡框調整

https://reurl.cc/xeY1e

餐飲業

商圈及其他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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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商店(院所)名稱 分店數 持僑胞卡可享專案內容 商店(院所)資訊

25 新東陽 30

1. 新東陽品牌商品9折（特價品、鮑魚除外，不得與其他

活動並用）

2. 專屬特價：

(1)新東陽珍珠奶茶酥（10入/盒）買3送1 （原價380元/

盒）

(2)新東陽小桃酥禮盒（10片/盒）特價129元（原價160

元/盒，每人限購買3組）

※ 使用本優惠限至新東陽「食品館門市」消費，不包含

以下門市：百貨專櫃、國道服務區、客運轉運站、機場店

群。 https://reurl.cc/yW5ma

26 先麥食品 10

至本公司消費滿500元以上，享9折優惠。

※ 已特價商品不再折扣，此優惠適用本公司全省門市、

專櫃（清水專櫃不適用）。
https://reurl.cc/omN0D

27 聖祖貢糖 9
1. 12入貢糖買10送1。

2. 養生海苔脆片買5送1。

https://reurl.cc/WzeDD

28 佳湘麵包烘焙 7
1. 80元蛋糕，2個優惠價150元。

2. 80元吐司，2個優惠價150元。

https://reurl.cc/QN14O

29 中華電信 6
至松山、桃園、臺中、小港四大機場櫃臺購買觀光預付卡

機場優惠方案，可享50元購買優惠。

https://reurl.cc/8Yrqg

30
Black As

Chocolate
5

於BAC各門市消費6吋以上蛋糕（含6吋），贈送迪士尼

隨行杯1只。

※ 優惠不得併用
https://reurl.cc/rkz5x

31 宏裕行 3

凡於宏裕行以下3個販售處消費滿2,000元，即贈虱目魚

丸1包：宏裕行鼓山門市、宏裕行澎湖門市、宏裕行食品

（前鎮總公司）
https://reurl.cc/jVXDD

32 耶呷呷食品 2
1. 全品項8折（包含煎餅、麥芽餅等及各式禮盒）。

2. 消費打卡粉專按讚再送毛豆蔬菜煎餅1盒。

https://reurl.cc/GgzAG

33
金太武一條根本

舖
2

健康999─特價1,000元；一條根茶（30入），1盒650

元；一條根噴劑120ml，1瓶360元；一條根金玉膏50g

，1瓶300元；一條根小貼布（6入），1包250元。
https://reurl.cc/qa9Lq

34
寶麗寶珠寶有限

公司
1

黃金工資7折

鈷石飾品5.5折

珠寶飾品（非鈷的有色寶石）5.6折
https://reurl.cc/3R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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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商店(院所)名稱 分店數 持僑胞卡可享專案內容 商店(院所)資訊

35 德翔珠寶銀樓 1 來店消費即贈獨家設計師商品，希望種子銀飾墜只1個。

https://reurl.cc/Wzex9

36 茶園茶館 1
1. 店內用餐茶飲皆9折優待。

2. 茶葉訂價打9折。

https://reurl.cc/VnGzy

37 林記茶坊 1
107年冬茶有9折優惠；108年春茶有95折優惠；可來店

索取春茶茶樣試飲。

https://reurl.cc/MWYjk

38 賀木堂茶酒業 1
凡持卡至店消費，享9折優惠；若當次消費達5,000元，

則享85折優惠。

https://reurl.cc/vGypo

39
優遊吧斯鄒族文

化部落
1

1. 本園區門票優惠價200元（原價300元）。

2. 免費招待品茗（原品茗費每人收100元）。

https://reurl.cc/DYNKR

40
菁桐天燈館（波

麗士天燈館）
1 波麗士電子天燈施放卡每張特價100元。

https://reurl.cc/qa9GN

41
福祿壽國際酒品

股份有限公司
1 消費享9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https://reurl.cc/RRKY9

42 蔡技食品 1
來店購買伴手禮一律85折：夾心手工蛋捲、XO干貝醬、

基隆鎖管醬、紅麴XO干貝絲

https://reurl.cc/p8qae

43
小葉覓蜜

SECRETEA
1 精選蜜香紅茶茶葉第二件5折。

https://reurl.cc/27xKX

44 奶奶的熊故事館 1 MIT毛巾買10送2。

https://reurl.cc/Kopen

45 大立百貨 1

持卡可至大立B館4樓客服中心領取美食8折券＋空中樂園

5次乘坐券＋湯姆熊10枚代幣。

※湯姆熊代幣限量100份。
https://reurl.cc/nbR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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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商店(院所)名稱 分店數 持僑胞卡可享專案內容 商店(院所)資訊

46 水根肉乾 1
持折扣碼【OCAC150】至官網消費滿1,000元可折抵150

元。

https://reurl.cc/Ooprv

47 陶作坊 11

1. 陶作坊官網專屬優惠：(1)官網商品85折優惠（特殊品

不在優惠內）、免運。(2)單筆滿20,000元享有8折優惠。

2. 陶作坊全臺門市享9折優惠

※ 85折優惠折扣碼：OCT

※ 免運優惠折扣碼：BD（官網免運服務，限臺灣各縣

市）

※ 官網專屬優惠不得與門市優惠併用。

https://reurl.cc/jVXrq

48
台灣麥時尚有限

公司
1

訂購單上的特價再打9折。

※ 此優惠不能合併於其它優惠活動。

※ 可寄送，滿2,000元者免運費，未滿者運費150元。

※ 僅限臺灣本島和同一地址。

https://reurl.cc/NO5xx

49
寶發木傢俱有限

公司
1

1. 持卡參觀贈送禮品1份。

2. 持卡參觀免費品嚐麝香貓咖啡1杯。

3. 彰化高鐵站免費接送。
https://reurl.cc/k94ob

50
衛生福利部雙和

醫院
1

1. 腸胃保健一日專案：22,000元。

2. 顧腦保健一日專案：22,500元。

3. 護心保健一日專案：27,000元。
https://reurl.cc/1lnkQ

51

天主教耕莘醫療

財團法人耕莘醫

院

1

1. 精采專案：39,000元。

2. 精爵專案：69,000元。

3. 精龍專案：89,000元。
https://reurl.cc/RojoG

52
衛生福利部臺北

醫院
1

1. 寶肺護心方案：16,000元。

2. 尊榮方案：16,000元。

3. 尊榮享健方案：22,000元。

※ 詳細健檢內容請洽本院。

※ 請先來電預約。
https://reurl.cc/beZNE

53

新光醫療財團法

人新光吳火獅紀

念醫院

1

1 .MRI腦血管健檢：22,680元。

2. CTA心血管檢查：21,420元。

3. LDCT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5,600元。
https://reurl.cc/90dbx

54
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仁愛院區
1

1. 專案A：3,500元。

2. 專案B：10,000元。

3 .專案C：16,000元。
https://reurl.cc/aEpMQ

健檢醫療

農特產及手工藝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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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商店(院所)名稱 分店數 持僑胞卡可享專案內容 商店(院所)資訊

55
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中興院區
1

1. 專案A：3,500元。

2. 專案B：10,000元。

3 .專案C：16,000元。
https://reurl.cc/0kVm6

56
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和平院區
1

1. 專案A：3,500元。

2. 專案B：10,000元。

3 .專案C：16,000元。
https://reurl.cc/eQ0p7

57
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忠孝院區
1

1. 專案A：3,500元。

2. 專案B：10,000元。

3 .專案C：16,000元。
https://reurl.cc/VnG2b

58
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陽明院區
1

1. 專案A：3,500元。

2. 專案B：10,000元。

3 .專案C：16,000元。
https://reurl.cc/lnEpE

59
臺北市北投健康

管理醫院
1

【十月慶典僑胞專案】

1. 女性防癌專案：16,800元。

2. 腸胃專案：18,600元。

3. 心肺專案：23,880元。

4. 腦部與心血管專案：29,800元。

※ 透過磁振造影(MRI)、電腦斷層(CT)及無痛腸胃鏡等高

階影像檢查搭配超音波與血液檢驗，為返臺僑胞健康把

關！
https://reurl.cc/rkz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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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商店(院所)名稱 分店數 持僑胞卡可享專案內容 商店(院所)資訊

61

基督復臨安息日

會醫療財團法人

臺安醫院

1
1. 讚美專案：18,800元。

2. 豐富專案：27,000元。

https://reurl.cc/EYqYa

62 聯安診所 1

聯安全身健檢C方案：42,240元。

※ 內含無痛腸胃鏡、心臟+頸動脈超音波、肺部電腦斷層

，三大主題共超過90項完整檢查，提供您6小時一站式篩

檢，完整守護您的健康。

https://reurl.cc/RRKRG

63
天成醫療社團法

人天晟醫院
1

光輝健檢專案：9,500元。

※ 榮耀國慶，實在健康，天晟醫院「光輝專案」關心您

我的健康。
https://reurl.cc/MWYWn

60 哈佛診所 1

1. 「與您一起擁抱健康人生」腸胃基礎健康檢查：3,150

元。

2. 「與您一起擁抱健康人生」心血管基礎健康檢查：

2,700元。

3. 「與您一起擁抱健康人生」肺部基礎健康檢查：2,700

元。

4. 「與您一起擁抱健康人生」肝臟基礎健康檢查：2,700

元。

5. 青春樂活：21,800元。

6. 青春金額：26,800元。

7. 腸勝人生：30,800元。

8. 健康順心：36,800元。

9. 健康滿載：47,800元。

https://reurl.cc/omNmV

64 聯新國際醫院 1

【活力元氣館】提供僑胞專案價9折，部分特價品除外。

【尊爵健康管理中心】各項專案以下定價85折：

1. A專案-成人健檢精選：6,000元。

2. B專案-經典方案：8,000元。

3. C專案-旗艦方案：(男)22,960元；(女)24,500元。

4. D專案-玉璽方案：(男)40,800元；(女)42,200元。

5. E專案-尊爵方案：(男)52,500元；(女)54,200元。

6. F專案-假日樂活：(男)47,800元；(女)49,000元。

7. 其他：

(1)各方案皆可另加購超值功能醫學檢測、128電腦斷層系

列、磁振造影系列。

(2)功能醫學檢測價格（詳洽本院），再享95折。

(3)128電腦斷層及磁振造影價格（詳洽本院），再享9

折。
https://reurl.cc/dOd9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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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敏盛綜合醫院 1

【我要健康】十月慶典《好康》健診專案

1. 好康1專案：一人21,800元，二人同行每人19,800元。

2. 好康2專案：一人38,600元，二人同行每人36,600元。

※ 專案內容請參考：

https://reurl.cc/LevVx

66
仁愛醫療財團法

人大里仁愛醫院
1

1. 心臟血管疾病：24,000元。

2. 腹部、骨盆腔：18,000元。

3. 肺部腫瘤檢查：9,000元。
https://reurl.cc/nxQXn

67

澄清綜合醫院中

港分院（柏忕健

康管理中心）

1

1. 悠活進階：26,400元。

2. 心安防癌：40,000元。

3. 心動全餐：58,880元。

4. 升級CEO頂級：78,170元。

https://reurl.cc/7YZlk

68
光田醫療社團法

人光田綜合醫院
1

十月慶典僑胞健檢優惠專案：10,000元。

08:00-08:30 報到

08:30-12:00 健康調查、一般檢查、尿液檢查、抽血檢

查、靜態心電圖檢查、X光檢查、各項功能檢查、腹部超

音波檢查；精緻營養午餐；家醫科會診、身體評估

※健檢注意事項：檢查前一天晚上12:00後，禁食禁水。

健檢報告手冊完成需要14工作天。

預約專線：886-4-26651990

https://reurl.cc/GYo5x

69
中山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
1

【美容醫學中心】

專案價8折，專案包含：各種雷射治療、肉毒桿菌素注

射、玻尿酸注射、皮膚良性腫瘤、血管瘤、酒色斑、微血

管擴張、酒糟、蟹足腫、困難性疤痕、青春痘疤、黑斑、

換膚等各種美容治療。

【健檢中心】專案價9折，專案包含：全身高級健康檢

查、心臟血管功能、腦血管、癌症篩檢檢查。

※ 中山附醫距高鐵臺中站約15分鐘車程。

https://reurl.cc/rkzXE

70
童綜合醫療社團

法人童綜合醫院
1 選擇貴族套餐（原價18,600元），享9折專案價。

https://reurl.cc/1lnzp

71

天主教中華聖母

修女會醫療財團

法人天主教聖馬

爾定醫院

1
持卡預約健檢專案，除享有專屬健康價外，再享9折專案

價。

https://reurl.cc/jVX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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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國立成功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
1

1. 基礎健檢：7,155元。

2. 悠活養生：（男）15,750元；（女）18,810元。

3. 腸清卓越：（男）20,025元；（女）22,455元。

4. 腸久愛肝：（男）32,220元；（女）34,650元。

5. 顧腦安心：（男）43,200元；（女）45,630元。

6. 尊爵防癌：（男）67,050元；（女）70,100元。
https://reurl.cc/EYqDA

73
奇美醫療財團法

人奇美醫院
1 自費健康檢查AA專案，享9折專案價。

https://reurl.cc/Ggzld

74

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1

【僑胞健檢專案】

1. A專案：19,500元。

2. B專案：38,900元。

3. C專案：12,000元。

4. D專案：6,000元。

5. E專案：6,000元。
https://reurl.cc/yW5ll

75
高雄市立大同醫

院
1

高階影像健檢套餐僑胞專案：

(1)30,000元。

(2)18,000元。

※ 心臟冠狀動脈電腦斷層能發現冠狀動脈硬化狹窄程度

及預測心臟病的發生風險。

https://reurl.cc/YmMno

76

醫療財團法人羅

許基金會羅東博

愛醫院

1

歡慶雙十國慶，推出僑胞健檢專案。

1. A專案-256切心臟血管攝影：(男)25,000元；

(女)23,000元。

2. B專案-256切電腦斷層：19,000元。

3. C專案-3T核磁共振：20,500元。

4. D專案-無痛胃腸鏡：20,000元。

5. E專案-心臟內科：21,000元。

https://reurl.cc/AXEzZ

77 柯達大飯店 7

1. 優惠房價原價65折。

2. 旗艦店台北長安館優惠房價原價6折。

※ 本優惠恕不適用於半導體展期間

※ 優惠適用於臺北各飯店（不含基隆）

https://reurl.cc/5X7Zy

78

凱旋星光酒店、

凱旋會館、

凱旋新宿商旅

3

1. 凱旋星光酒店：

(1)山海麗景雙人房：平日2,200元，假日2,600元。

(2)星光家庭房：平日3,000元，假日3,400元。

2. 凱旋會館：商務雙床房：平日1,600元，假日1,800

元。

3. 凱旋新宿商旅：商務一大床房：平日1,700元，假日

1,900元。 https://reurl.cc/DYN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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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台東農場、

花蓮分場、

東河休閒農莊

3

至池上會館、花蓮壽豐會館、東河休閒農莊住宿均享7.5

折專屬優惠。

※ 本優惠限平日使用
https://reurl.cc/dOdgz

80 台北王朝大酒店 1

1. 豪華客房：每晚3,388元。

2. 行政豪華客房：每晚3,988元。

3. 行政豪華套房：每晚5,588元。

※ 均含稅及1-2客早餐

https://reurl.cc/VnGlQ

81 語榕花園民宿 1 雙人房住宿2晚以上85折。

https://reurl.cc/KEy5p

82
台南大億麗緻酒

店
1

單人房：3,500元+10%

雙人房：4,200元+10%

四人房：6,800元+10%
https://reurl.cc/EYqyg

83
台南三道門建築

文創旅店
1

不另外收10%服務費，雙人房原現場價2,992元+10%，

優惠價2,871元／晚，另加贈下午茶點心套餐。

https://reurl.cc/MWYgW

84 桂田酒店 1

1. 住房優惠：尊尚豪華客房平日3,888元，假日4,860

元。

2. 專案內容：桂田酒店住宿1晚、活力自助早餐每人1

客、迎賓水果、報紙、免費停車、免費使用WiFi、健身

房、戶外游泳池、戶外水療池、戶外南洋庭園。

※ 假日定義：週六、特殊節日、連續假日，請依飯店定

義及現場公告為準。 https://reurl.cc/zO2Lk

85 毓軒園民宿 1 依住宿當日價85折優惠。

https://reurl.cc/lnE26

86 台南維悅酒店 1

1. 平日預訂為本館定價5折優惠

2. 假日預訂為本館定價6折優惠

3. 連續假日預訂為本館定價7折優惠
https://reurl.cc/YmMbL

87
烏山頭湖境渡假

會館
1

1. 平日：雙人房2,250元，四人房3,000元。

2. 假日：雙人房2,925元，四人房3,900元。

3. 太陽能觀光遊艇150元/人。
https://reurl.cc/27xO4

88 向陽田園居民宿 1

每間房型平日優惠88折，假日優惠9折。入住期間每間贈

送1杯咖啡。

※ 連續假日不適用優惠項目。
https://reurl.cc/jVX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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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月見溪行館 1

專案期間平日入住各房型以65折優惠：

雅緻雙人房：2,600元x65折=1,690元

經典雙人房：3,000元x65折=1,950元

豪華雙人房：3,400元x65折=2,210元

https://reurl.cc/GgzYp

90
台糖尖山埤江南

渡假村
1

1. 住宿江南會館2人房享平日價3,500元、假日價4,700

元。

2. 各餐廳消費免收服務費。

3. 門票以兒童票（100元）計價，每證限購4張。 https://reurl.cc/RRKoD

91
台北亞都麗緻大

飯店
1

於台北亞都麗緻大飯店住宿期間享巴賽麗廳精緻下午茶9

折優惠+原價10%服務費。

https://reurl.cc/NO5oe

92
台北馥華商旅-松

江館
1

除了僑胞卡訂房享優惠折扣房價外，每次訂房入住還贈送

阿原植物萃取沐浴組禮盒1組（市價520元）！

https://reurl.cc/zO2k0

93 圓山大飯店 1

1. 客房：

(1)精緻無窗客房（正館2～9樓、麒麟無窗房）：3,740元

（1早），4,315元（2早）。

(2)高級客房（麒麟廳1～3樓）：4,620元（1早），

5,195元（2早）。

(3)豪華客房（正館2-6樓山景）：5,060元（1早），

5,635元（2早）。

(4)天際客房（正館2-6樓市景）：5,720元（1早），

6,295元（2早）。

2. 餐飲：住房貴賓於飯店牛排館用餐，可享9折優惠+原

價10%服務費（限10人以內/包廂不適用）。
https://reurl.cc/yW5bE

94 西華飯店 1

豪華客房 Deluxe Room（12坪/38平方米）：

4,200元/每晚每房不含早餐；

4,500元/每晚每房含1至2客早餐。

（以上房價已包含10%服務費及5%營業稅，預訂即可享

用5樓尊榮貴賓廳服務）
https://reurl.cc/dOdbD

95 裕元花園酒店 1 訂價5折+10%住宿優惠，詳情請洽04-2465-6555。

https://reurl.cc/KEyz9

96
原宿時空膠囊旅

館
1

10/10入住者，可享平日住宿（日～四）半價優惠，例：

10/9～10/11（3晚），10/9為星期四即可享半價優惠。

https://reurl.cc/Ggzqv

97 西湖渡假村 1 憑僑胞卡享各館店指定房型，原價65折。

https://reurl.cc/OQ2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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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日月潭山慕民宿

Sun Moon Inn
1

直接跟山慕訂房，不限房型不分平假日，連住2天送「船

票+腳踏車」1日券。

※腳踏車1日券價值200元，船票1日券價值300元。

https://reurl.cc/VnGZA

99 溪頭米堤大飯店 1

雙人優惠價5,899元+10%。

※ 專案內容：早餐每人1客、晚餐每人1客、米堤下午茶

每人1客、烏日高鐵來回接駁每人1次。

※ 假日每房每日加價2,000元。

※ 每加1人加2,200元+10%（含早餐1客、晚餐1客、米

堤下午茶1客、烏日高鐵來回接駁1次。），加人每房以2

人為限，並依人數升等房型。

https://reurl.cc/zO2G0

100 妖怪村主題飯店 1
雙人房不分平假日，每房每晚2,000元；

四人房不分平假日，每房每晚3,500元。

https://reurl.cc/lnEjd

101 星空海藍大飯店 1 入住不分平假日一律9折。

https://reurl.cc/dOdjD

102 晶樺商務飯店 1
平日雙人房2,250元、四人房3,000元；

假日雙人房2,925元、四人房3,900元。

https://reurl.cc/Levze

103 台南老爺行旅 1

除原有訂房95折優惠外，慶典期間加贈酒吧Happy

Hour。

※本方案每位持卡人每日限訂1間。

※售價以官網公告房價為主，仍須依專案原價支付10%服

務費。

※酒吧Happy Hour贈送，以房型定員人數提供每人1杯

飲品兌換。

※本專案不得與其他飯店優惠合併使用。
https://reurl.cc/Evp4k

104 知本老爺酒店 1

住宿買1晚送1晚。

※詳情請見知本老爺酒店官網說明或去電洽詢。

※即日起開放訂房。 https://reurl.cc/Zorel

105
海外台商旅行社

股份有限公司
1

凡報名旅遊者，可立即享有購買行李箱優惠折抵500元。

※單個折抵或大中小整組折抵擇一

https://reurl.cc/qb3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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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安亨旅行社 1

1. 自本公司團體包團，依觀光地區每位贈送當地名產1

份。

2. 如由本公司代訂機票、飯店、機場接送等相關服務，

每人贈送行李束帶及吊牌1份。

3. 辦理各國簽證另享50元折扣。
https://reurl.cc/EYqMv

107 宏祥旅行社 1
參加每日出發觀光巴士享9折優惠，參加5日環島遊之貴

賓加贈精美小禮品一份。

https://reurl.cc/MWYxK

108 康喜旅行社 1 所有行程，2人同行，均8折優待。

https://reurl.cc/GgzRW

386

註1：本專案係特約商店及特約醫療機構針對一○八年十月慶典所提供之優惠或方案。

註2：使用特約商店優惠，請於消費時主動出示僑胞卡。

註3：使用特約醫療機構專案，請於預約時告知使用僑胞卡，並於使用專案時主動出示僑胞卡。

註4：多數特約商店皆有分店，本表所列商店詳細資訊為該商店於僑胞卡官網資訊。

註5：本專案內容彙整至6月13日止，最新消息請參考僑胞卡網站： https://www.ocacocc.net/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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