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基金會暨所屬各志業體同仁福利特約商店一覽表
102.04.23 修訂
各位同仁：
為了提高服務各志業體同仁之福利，本處與花蓮地區商店簽訂了折扣契約，希望我們小小的心意，能夠帶給您大大的便
利。如您有任何之建議，請逕洽志業中心人力資源處，電話：(03)8561825#3690、3362、3367，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類別

名 稱

折扣內容

電 話

地址

文化 和平藝坊兒童書店

1.0-12 歲孩子優良圖書、套書 8 折優待。
2.茶藝作品（拉坯壺、捏坯壺）茶藝雜誌叢書 8 折優待。 8342334
3.實際售出高於市價,購買一個月內可辦理退溢付款項。

花蓮市和平路487 號

瓊林圖書事業有限
文化
公司

1.一般圖書 85 折、雜誌 95 折、外文辭典 9 折。
2.文具 85 折、電腦書 9 折、軟體 9 折。
3.特價品除外，教科圖書購品有優待折扣。

8351093

花蓮市光復街52 號

文化 花蓮裱褙中心

相片、西畫、素描、西式裱框:85 折;
國畫、書法裱褙:9 折

8337237

花蓮巿中山路383 號

民宿 民宿

平日8折假日9折
春節除外﹝除夕 ~ 初六﹞

03-8539333
0953-996103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慶北街
346 號

民宿 玉溫泉民宿

一、泡湯以定價七折（春節除外）
二、住宿以當日價位打 85 折（春節、連續假日除外）

03-8888588

花蓮縣富里鄉吳江村安通
58-8 號

民宿 奇萊亞民宿

住宿平日六折、假日八折

03-8569299

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一段681 號

民宿 花蓮羽竹民宿

住宿平日 6 折、假日 8 折

0933-154288

花蓮市榮正街 8 號

生活 焦點沖印行

1.沖洗相片 8 折優待並送 12×18 合成相片。
2.數位證照 300 元，送八張相片（馬上拍，馬上看）。
3.器材軟片特價優惠。

8358136

花蓮市中山路374 號

生活 彩韻快速沖印

沖印 9 折、證件照“照像”加送一組；印相馬克杯、數位
8579398
產品特價。

花蓮縣建國路一段17 號

生活 東京攝影

沖洗照片 8 折、加洗照片 9 折、拍證件照 9 折。

8578171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一段3 號

生活 金展銀樓

1.鑽石珠寶飾品 4.5 折。
2.進口 K 金項鍊 5.5 折。
3.純金 999.9 飾品，工資 8 折。
4.舊金換新金免失重免設計費(含金量在 995 以上)。
5.歡迎使用信用卡，刷卡不加手續費。
6.門市優惠不得重覆使用。
7.以上優惠因契約關係不包括專櫃代理品牌。

8357359

花蓮市中山路142-19 號

課程優待 75﹪、產品 90﹪，美體考究保養品 90﹪，特價品
8359353
除外。

花蓮市中華路21 號

生活 偉翔攝影社

精美相框八折優待、彩色沖印九折特惠優待
高級自動相機八折起特價供應

8564595

花蓮市中山路881 號

生活 東洋精品屋

商品 9 折，特價品及特價期間除外。

8330101

花蓮市中山路156 號

自 91 年 5 月 1 日起，凡至本店消費一律享有 9 折優待。

8321222

花蓮市中華路335-13 號

生活

生活

師本儷 SPA 美容生
活館

柔伊兒美容美體世
界

生活 巴吉度鞋坊

交通

富山小客車租賃有
限公司

正品及配件 9 折(10%off)，特價品不再享有折扣(折扣不得同
時、重複使用)。
8345558
9 折之售價仍可累積點數，換取 VIP 卡;但以 VIP 卡折扣消
費時，恕不能再累積點數。

花蓮巿中山路549 之3 號1 樓

小客車均以 C.C 數為價格。
平常租車享有八折優待，例假日除外。

花蓮市國聯一路101 號

8339972

交通 陸進輪胎行

1.各國進口輪胎及機油，底盤維修，四輪定位全面 85 折起。
2.換胎四輪以上，定位免費保養，換油送進口機油心一個。
3.代客驗車。
8521166
4.一通電話到府服務。
5.補胎 5 折。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183.185 號

麗車坊汽車百貨花
交通
蓮店

1.可免費更換金卡
8460565，
2.汽車百貨、機油、電瓶、保養用品等享有九折優惠（特價
0933-999241
商品、工資）除外
（陳耀春）
※公司網址 http://www.richahaus.com.tw

花蓮市中央路四段22 號

交通
名捷車行
娛樂

自行車 5950 元以上附贈 10﹪商品，商品九折。

花蓮市中正路 582 號

百貨 菜刀王企業社

1.世界名刀剪、瑞士刀、裁縫剪、指甲剪、餐廳刀類齊全.
2.防身器材.
3.健身器材手拉弓.
4.電子秤、各式標準秤.
5.餐服、帽子、圍裙.
8358250
6.磨刀機.
7.刨冰機.
8.枮板
以上一律九五折

花蓮巿中華路182-4 號

百貨 優童婦幼用品社

1.依販賣商品標示之公定價格予以「七折」優惠（除特價商
品，廣告商品，奶粉，尿布）
2.特價商品依標定之價格予以「九五折」優惠（除廣告商品， 8352561
奶粉，尿布）
詳情電洽或親臨現場

花蓮市中正路273 號

百貨 宏彥家電行

LG 家電商品可享 95 折優惠，另有分期零利率可享，不定
8561066
期另有其他促銷活動。

花蓮市中山路558 號1 樓

百貨 利凱電器生活館

LG 家電商品可享 95 折優惠，另有分期零利率可享，不定
8513086
期另有其他促銷活動。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三段240 號

其他 加樂興業有限公司

1.本商店所有商店及美體服務，一律 85 折優惠。
陳棋瑞先生
2.如本店有特惠活動或促銷時，可享有更優的價格及服務
0933-912742
待遇

花蓮市福建街501 號1 樓

其他 文偲德企業社

1.美容美體課程 7.5 折（免入會費）
2.美容美體商品 8 折。
3.新娘秘書 8 折。
4.美髮部 8 折。

花蓮縣吉安鄉南昌路 162 號 1
樓

其他

835-7427

03-8546170

03-8355166
gaia 夏朵 Nail SPA 概 一、免費體驗頭、肩、頸按摩療法（限一人一次）
0963-310014 夏
念店
二、體驗各項療程，享五折優惠（限體驗一項療法）
小姐

花蓮市新港街 47 號

其他 太昌服飾店

1.修改衣服一律九折優惠
2.專櫃男性服飾九折

857-3788
0928-570183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一段 12
號

其他 寶麗金珠寶銀樓

1.鑽石珠寶飾品享有折扣
2.進口K金項鍊享有折扣
3.純金999.9飾品，工資八折。
4.門市優惠不得重複使用
5.不包括專櫃代理品牌。

835-8838
林炳坤先生

花蓮市中華路 118 號

其他 親蜜關係婚紗攝影

一、攝影優惠85折。
二、拍攝婚紗套組者加贈桌上精緻相框、音樂盒等

835-7541
835-7542
李雪莉小姐

花蓮市中華路 363 號

其他 彼得專業美髮

洗剪燙八折起，優惠活動不能並用。

832-5333

花蓮市中山路 154 號 2 樓

雅威運動休閒開發
其他
股份有限公司

一、各館會員，均以原價之九折優待。
二、請出示證件並具影本始享優惠，本活動恕不追
溯既往。
三、本優惠活動不與現場優惠合併。

834-7545
822-1150

花蓮市中強街 66-1 號
花蓮市海岸路 1-100 號

其他

儷晶堂美容美體機
構

一、優惠項目可不受活動期間之限制。
二、凡持慈濟職員證來店，再享產品八折優惠，特價 857-0335
品除外。

花蓮市吉安鄉建國路一段 99
號

洗衣 中山洗衣店

洗燙衣物全部 9 折優惠（含床單、被套、毛毯、窗簾）。 856-3150

花蓮市富國路 85 號

洗衣 麗晶洗衣店

1.團體制服 7 折。
2.員工及眷屬衣物 8 折。
3.一通電話到府收送。
858-0980
4.託洗衣物在洗衣過程或保管不當，以致受損，本店依洗衣
價格十倍賠償。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501 號

曼特寧剪燙染造型
美髮
店

1.剪髮、燙髮、染髮、護髮 85 折。
護髮自備產品不折扣。
2.洗髮及活動期間恕不折扣。

8522778(吉安店)
8233588(美崙店)
8540583(中華店)
8353697(中正店)

花蓮縣吉安鄉吉祥四街26 號
花蓮巿府前路33 號
花蓮巿中華路469-3 號
花蓮巿中正路425 號

美髮 丰采髮藝

燙髮、染髮、頭皮理療、護髮、剪髮85折。
活動期間：可選擇優惠活動內容或 85 折。

03-8465258

花蓮市中山路 578 號

修車 山崎車業

優惠內容請詳洽店家
【合約起始日：2012/3/5】

03-8532860

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三段
282 號

娛樂 育樂社

1.帳棚、睡袋、游泳用品 8 折。
2.羽球拍、網球拍 7 折。
3.鋼琴譜 8 折。
4.吉他、樂器等特價。
5.桌球、撞球用品全面特價。

8322564

花蓮市博愛街74 號

悠游運動休閒 SPA
中心
娛樂
（花蓮教育大學游
泳池）

民國 96 年 5 月 15 日起凡持有「佛教慈濟基金會暨所屬各
志業體同仁職員證」至本店消費者，均享有優待，折扣內
容如下：
1.凡購買辦理本中心會員（全年、半年、季、晨泳、全家福）、 822-1107
優待票券，可享特約價八折。
0922-702858
2.本中心設有室內 50M 溫水游泳池、烤箱、蒸氣室、SPA 鍾文海經理
休閒池（鵝頸式衝擊泉、氣泡按摩池、超音波按摩床、浮
浴、湧泉浴、全身及半身超音波）、休閒販賣區、泳池門
禁管制、校內停車場。

花蓮市華西 123 號

多種房型折扣，詳情請電洽
【合約到期日：2013/12/31】

03-8359966
03-8336066

花蓮市國聯五路 139 號

飯店 花蓮福容大飯店

多種房型折扣，詳情請電洽
【合約到期日：2013/12/31】

花蓮
03-8239988
徐雪芳副理
0922-476708

花蓮市民生路 51 號

飲食 想喝咖啡

1.民宿住宿享85折優惠。
2.餐飲享9折優惠
(本店若有特價以特價為主，則不重覆折扣)
【合約到期日：2015/12/31】

0932-651042

花蓮縣吉安鄉南昌路 7 號

飲食 龐畢度蛋糕

1.麵包、糕點 9 折優待。
2.自製生日蛋糕、彌月條裝、喜餅 78 折優待。
3.以上優待不適用於本公司特優。

8356120

花蓮市林森路317 號

飲食 海心蛋糕

1.生日蛋糕、彌月蛋糕、囍餅八折。
2.點心、麵包、水果派 85 折。
3.冰淇淋蛋糕 9 折。特價品不另打折優惠。

8580206
0933487849

花蓮市中華路103 號
花蓮市莊敬路82 號
花蓮市建國路二段332 號

飲食 曾記麻糬店

95 折優惠，其他依本店優惠辦法辦理。

8322465

花蓮市民國路4 號

飲食 春田冷飲店

消費 9 折優待。

8340557

花蓮市博愛街209 號

飲食 素食小鋪

至店內消費並出示證件即可享有 95 折優惠。
(p.s.外送服務不適用)

8350028

花蓮市中山路417 號

飲食 曾家麻糬

購買本店曾家手工麻糬，均享有 9 折優惠。外送不折扣。 8342345

花蓮市中華路27 號1 樓

飲食 美崙西點烘焙坊

1.生日蛋糕，彌月蛋糕 8 折。
2.麵包、糕點 85 折。
3.冰淇淋蛋糕 9 折。
特價品不另折扣

花蓮市中美路251-2 號

飯店

經典假日飯店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8233366

飲食 登茂名產之家

可享免費試吃，批發價販售。
登茂名產之家創立於民國 26 年，為花蓮最古早製作手工小
米麻糬及手工花蓮薯餅、花蓮芋餅等名產之商店。每日限 8323285
量生產，提供您最新鮮、道地、味美的老店風味。本店商
品絕不含色素、人工香料及防府劑，敬請安心食用。

花蓮市上海街107 號(近和平路中
正路)

飲食 洄瀾薯道

所有商品一律九折。

花蓮巿中華路13 號1 樓

飲食 品皇咖啡

憑證購買各國咖啡豆 9 折優待，期它附屬產品 9.5 折優待 856-9083

花蓮巿建國路一段151 號

飲食 菩提餅舖

1.自製品特價不折扣，恢復原價九折優惠。（刷卡價 95 折）
2.一般名產如沙琪瑪、米麻糬及米麻糬餅、花蓮薯、甜糕類、
香菇、豆干、梅子等，可享九折優惠，不能與特價促銷優 8312889
惠同時使用。（刷卡價 95 折）
3.酒品、飲品、辣椒、羊羹類不折扣。

花蓮市中華路1 號1 樓

飲食 八方緣素食

請洽店家

8348948.8332852
花蓮市中原路 578 號
樓明忠

飲食 薩塔娜咖啡

一、自家烘焙精選咖啡豆，享九折優惠。
二、各式咖啡沖煮器具和咖啡機享九五折優惠。

03-8570603
0912-225873

花蓮縣建國路一段 153 號

一、用餐九折
二、商品九折，特價品除外

03-8466996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 455 號

飲食

廣臨養生有機概念
館

8338899

飲食 台北香屋早餐店

單次消費滿百元以上，享九五折優惠

花蓮市中美路 117 號

飲食 達美樂比薩店

1.購買比薩提貨券有多項優惠
2.團購方案大pizza任選5個只要1250元(可外送)
3.買任何套餐加送小pizza(加價系列需另外付費)或香
烤薯球一份或1.25公升可樂一瓶
03-8361100
4.憑職員/志工證單點pizza折價250元
5.買大送大可外送到慈濟醫院/來店外帶 買大送大再
送1.25公升可樂一瓶
※其他優惠，可直接去電詢問。

花蓮市中山路 351 號

飲食 吉田專業烘焙

一、生日蛋糕 8 折，彌月蛋糕 9 折（數量越多另有折扣）
8462215
二、麵包、自製品 9 折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838 號

飲食 關媽媽的店

一、鳳梨酥、巧克力酥等產品9.5折。
二、外縣市訂購（一千元以上）免運費，宅便通。

834-9982

花蓮市榮正街 159 號

飲食 諾麗料理

一、營業產品九折。
二、用餐九折。

833-6993

花蓮市南京街 272 號 1 樓

飲食 鮮翠茶中華店

一、凡出示職員證一律九折(需來店購買)。
二、單次選購五杯飲品，再贈一杯。
而每日上午10:00~11:00訂購再折九五折(需外
送購買)
備註：所有優惠方案，只能使用一種，不得同時使用。

花蓮市中華路 31 號

飲食 神品咖啡館

憑佛教慈濟基金會所屬各志業體同仁識別證，可享九
03-8333778
折優惠。

花蓮市南濱路77號

飲食 王記茶鋪有限公司

所有餐點及飲料享有九折優惠(優惠商品及活動不再
03-8321193
此限)。
【合約到期日：2013/12/31】

花蓮市中山路 565 號

飲食 穀舞天下

提供慈濟所屬同仁消費九折優惠。

飲食 陳記狀元粥舖

全部九折

飲食 年昌碾米工廠

03-8358282

花蓮巿民國路169號

白米九五折。

03-8882066
03-8883066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28號

飲食 蜂之鄉

1.95折優惠(不合併其他優惠方案)。
2.單筆消費滿1000元(含)以上可享8折優惠。
【合約期限：2012/1/1-2012/12/31】

花蓮市中央路四段10號(總店)
03-8560077總店 花蓮市國聯一路57號(站前店)
花蓮航空站出境大廳(機場店)

運動 生活鳥網路平台資
休閒 訊有限公司

持員工證購買電動車及其套件、網路電視盒，一律享
03-8320088
有九五折優惠。

花蓮市上海街132號

運動 捷安特股份有限公
休閒 司-美崙站

一、租賃自行車8.5折。
二、輕食餐飲8.5折。
三、自行車週邊商品九折。

花蓮市林園 1-1 號

03-8234057

運動 捷安特單車休閒服
休閒 務站-花蓮鯉魚潭站

租車 8.5 折／餐飲 9 折
自行車相關商品 9 折（成車除外）

雜貨 信香行有限公司

紅色標價 9 折、藍色標價 5 折、黃色標價不打折（包含特
8322066
價品、公賣品、沙拉油、乳品）

花蓮市大同街33 號

雜貨 花蓮市農會

除奶粉、沙拉油、米、公賣品、特賣品外，一律 95 折。

8358176

花蓮市富國路20 號、花蓮市中山
路547 號、花蓮市中華路231 號

華南產物保股份有
保險
限公司

凡投保汽/機車強制險及汽車意外責任險均享有優
惠，可直接上網查詢或電洽。

花蓮通訊處：
038-328008
免付費電話
0800-010-850

http://www.south-china.com.tw/t
c/index.htm

保險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

投保富邦汽機車保險可享有8折（強制險除外）優惠，
並可享專屬權利：
1.24小時理賠服務專線080-009888。
8330151-9 轉分
2.全省北中南都會區07：00-23：00現場處理。
機 301
3.專人提供咨詢服務。
4.加繳 500 元，即可享有住宅動產、火險 100 萬之保
障。

不分
台灣高鐵
區

慈濟基金會已成為高鐵企業會員,各位同仁可運用本
會統編94800552，進行線上訂購車票或企業窗口購
票；累積本會企業會員之高鐵旅費(購票)金額,年度
結算後，基金會當可獲得累積對兌之乘車券。
此部份不影響個人各公司之差旅費核銷~
註:若採取線上訂購的方式時，請於乘車者護照編號
欄填寫94800552即可。

不分
華信航空
區

依據2009年6月23日華信航空高雄營業組通知：
即日起優惠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志業體員工、委 07-2131664
員、志工，享有【高雄－花蓮單程機票 1,500 元優惠】
， 0932783465
搭機時請出示證件或證明文件，以利核對身份。
楊晴雯小姐
以網路購票者，請選擇慈濟職志工票種

不分
凱尼斯旅行社
區

各項旅遊及住宿優惠內容請洽旅行社

不分 永霆國際竹炭實業
區 有限公司

永霆皇家竹炭 九折優待
竹炭系列產品：飲水、炊飯用竹炭、除濕除臭用竹炭、
泡湯竹炭、洗髮乳、洗顏乳、沐浴乳、護腰、護膝、 (03)450-4695 傳
全省皆有設點可上網查尋
護手、護頸、抱枕、養生床墊、養生枕頭等
真：(03)450-0765
網 址：www.yungting.com
e-mail：master@yungting.com

不分 Memory
區 電的鞋

1.凡憑慈濟員工證或慈濟事業體名片，於本公司指定
通路購買，即可享有以下專屬優惠活動：
【莫輕小善而不為】個人優惠活動：凡購買本公司
Memory系列商品即享建議售價打六折。
【普愛天下】團購惠優活動：凡一次購買系列商品達
九組以上，本公司即多贈一組(特殊促銷活動不適
04-23273898
用，以本公司公告為主)
2.本活動專屬慈濟事業體，活動適用銷售管道為：
Memory官方網站：http://www.memoryg.com.tw
3.日後本司將依技術問題克服後，不定期增加銷售通
路優惠提供予慈濟基金會暨所屬各志業體同仁。
【合約到期日：2012年12月31日】

一雙會放

8641892

02-29829663

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10 鄰池南路
1 段27 號1 樓

-

三重市力行路一段 189 號 7
樓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2段51
號8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