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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係摘錄部分特約商店
例示，未包含所有合作特
約商店。 
                            2018.05.25 

僑胞卡合作特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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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總醫院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
臺安醫院 欣向美牙醫診所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大學眼科診所 敏盛綜合醫院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
醫院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 秀傳紀念醫院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天晟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博仁綜合醫院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
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天主教耕莘醫院財團法人耕莘醫
院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
念醫院 敦御牙醫診所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集團
馬偕紀念醫院 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 許朝欽婦產科診所 

西園醫院(永越健康管理中心)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
人聖保祿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

督教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
醫院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東元綜合醫院 壢新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秀傳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
金會附設亞東紀念醫院 中正脊椎骨科醫院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

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
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
治癌中心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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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
門諾醫院 

采新整型醫療機構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
愛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
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茂盛醫院 

哈佛診所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
醫院 聯安診所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
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員榮醫療社團法人員榮醫院 員生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北部35家、中部17家、
南部17家、東部2家，共
71家特約醫療機構。 

合作單位： 
201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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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商店-健檢機構 



特約商店- 

特色餐飲 

本表為特約商店總店
名稱，連同分店共有
568家。 
                            201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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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堤咖啡 金色三麥 喜憨兒烘焙餐廳 蔡記東華食府 

天仁茗茶 金品茶語 喜憨兒喜歡你餐坊 翰林茶館 

手作功夫茶 金都餐廳 喜憨兒麵膳坊 龍門海鮮餐廳 

日月行館國際觀光溫泉酒店 度小月擔仔麵原始店本舖 喫茶趣 糧戶食堂虎山店 

月見溪創意餐廳 洋朵義式廚房 萃茶風大享食 舊時光新鮮事商行 

北海鱻飲食店 洋城義大利餐廳 集客人間茶館 麗京棧酒店 

古拉爵 洪師父牛肉麵 新月梧桐 蘇杭 

台北王朝大酒店 面鮮到 極品軒餐廳 al sorriso 

石庭兼六園 原味花菜干餐廳 義薩芭蒂義式料理 Fanier 費尼餐廳 

禾記嫩骨飯 桂花冠時尚台菜宴會廳 遇東方精緻料理 Laya Burger 拉亞漢堡 

吉凡尼的私房小廚 乾隆坊餐廳 漁品軒餐廳 Mr. Onion 天蔥牛排 

吉野家 健康美食廚坊 福豆屋壽喜燒 Selfish Burger喀漢堡 

好客燒烤 御景日本料理 福容大飯店 SKYLARK 

百家班活蝦店 斜角巷 福華大飯店 Tino's Pizza Café堤諾義式比薩 

米塔義式廚房 船家堡食尚工藝 寬心園 Vasa美式餐廳 

京華煙雲餐廳 喜憨兒生機好鍋 樂雅樂   



4 

觀光飯店 商旅民宿 

三德大飯店 帝綸溫泉渡假大飯店 

天下大飯店 柯達大飯店 

日月行館國際觀光溫泉酒店 皇爵大飯店 

北投水美溫泉會館 桂田酒店 

北投老爺酒店 桃花園飯店 

台北王朝大酒店 烏山頭湖境渡假會館 

台北亞都麗緻大飯店 高雄富野渡假酒店 

台北富信大飯店 國賓大飯店 

台北馥敦飯店 康華大飯店 

台南大億麗緻酒店 凱旋星光酒店 

台南維悅酒店 華國大飯店 

台糖台北會館 圓山大飯店 

台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義大皇家酒店 

西華飯店 裕元花園酒店 

和田大飯店 福容大飯店 

昇恆昌金湖大飯店 福華大飯店 

林肯飯店 劍橋大飯店 

知本老爺大酒店 麗京棧酒店 

花季度假飯店 HOTE COZZI和逸飯店 

長榮桂冠酒店 
MADISON TAIPEI 

HOTEL慕軒飯店  

本表為特約商店總店
名稱，連同分店共有
135家。 
                                        2018.05.25 

特約商店- 

飯店民宿 

三才靈芝農場 明琴清境山莊 散步的雲-日月潭生態民宿 

大可居青年旅館 東河休閒農莊 萊馥健康休閒渡假村 

大地清旅 肯特商務飯店 黑爵士民宿 

小公館人文旅舍 花蓮S.E.A民宿 微風商旅 

山慕民宿 花蓮農場 新景宏渡假村民宿 

月見溪行館 青竹文化園區 & 隱竹別院 新樂町精緻旅居 

台中世聯商旅 後營四號民宿 毓軒園民宿 

台北馥華商旅南港館 紅米國際青年旅館 溪頭有晴天民宿 

台東農場 夏戀星海民宿 蜂巢 Bee House 

台南三道門建築文創旅店 海之徑民宿 瑪奇商務旅店 

台南老爺行旅 海傳民宿 碧港良居商旅 

正點商務旅店 馬卡龍民宿 語榕花園民宿 

名邑旅店 高雄農場 澄舍商旅 

向陽田園居民宿 國道二號精品商旅 澎湖風鳶民宿 

多郎明哥休閒旅店 國際星辰旅館 墾丁美棧大街旅店 

艾米旅店 捷喬商務旅館 騰芳居民宿 

伸適商旅 晨陽文旅 101艾美琪旅店  

宏盛鑫商務飯店 清境農場 23.5蔚藍民宿 

快樂腳旅棧 途中青年旅舍 85家莉莉主題旅宿 

里亞環島行旅 富悅渡假休閒旅館 H VILLA INN 清水漾 

佳佳西市場旅店 富藝旅台北大安 臺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 

來來商旅 揚悅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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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為特約商店總店
名稱，連同分店共有
273家。 
                                        201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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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商店- 

臺灣特色伴手禮 

丸莊食品 芋樂大世界 國家文創禮品館 農科手工蛋捲 

夕遊出張所 佳湘麵包烘焙 埤頭鄉農會社區小舖 嘉冠喜煎餅 

大溪老茶廠 明成軒企業社 陳允寶泉 彰化縣二林鎮農會農特產中心 

中外餅舖 林旺製茶廠 陳金福號 漁品軒伴手禮門市 

丰丹嚴選本舖 林記茶坊 陶作坊 福祿壽國際酒品股份有限公司 
允泉茶庵 法藍瓷 博士鴨 維格餅家 
天使貝可 花果樁妝 曾記麻糬 蜜田本舖 
天香堂養生人文事業 金太武一條根 賀木堂 慕求富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太陽堂老店 金合利鋼刀 超品起司烘焙工坊 蔡技企業有限公司 
王大夫一條根 金車噶瑪蘭威士忌酒廠 雲林縣口湖漁類生產合作社 澳星國際有限公司 
王師父餅舖 阿金姐工作坊 黑橋牌 薔薇派 
永茂商行 城群結麥(麥時尚) 慈愛烘焙坊 鴻鼎菓子 
石尚企業 政益食品  新大烘焙蛋糕 鬍鬚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石碇許家麵線 洪記薑母茶舖 新東陽 蘋果莊園 

先麥食品 紅頂穀創穀倉咖啡 新美珍餅舖 櫻桃爺爺 
安平小舖 紅磨坊蛋糕工作室 新橋食品有限公司 Black As Chocolate 

米塔烘焙 香蜂一條根 新橋蛋糕 Bonjour朋廚烘焙坊 
老麥烘焙 海山館 聖祖貢糖 GFun機能服飾紡織生活館 
吳萬春蜜餞 神農真菌生技有限公司 萬泰食品廠 Magi Planet 星球工坊爆米花 

宏裕行 馬家麵線 萬益食品   



本表為特約商店總店
名稱，連同分店共有
563家。 
                                201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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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旅遊 生活育樂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明利旅行社 東和音樂體驗館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采風錄旅行社有限公司 東風有機休閒農場 

國立故宮博物院 康喜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東香貓咖啡園區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龍萊旅行社 虱目魚主題館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福瑞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春園休閒農場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一太e衛浴觀光工廠 茉莉花壇夢想館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大黑松小倆口牛軋糖博物館 虹泰水凝膠世界觀光工廠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大補內彈珠汽水觀光工厰 香里活力豬品牌文化館 

武陵農場 井仔腳瓦盤鹽田風景區 航空教育展示館 

福壽山農場 今夜星辰休閒農場 國王家族羽絨服飾觀光工廠 

野柳地質公園 天一中藥生活化園區 馗佑鹽燈能量館 

雪霸國家公園遊客中心 天明製藥農科觀光藥廠 傑克香草莊園 

台北當代藝術館 月桃故事館觀光工廠 富樂夢FLOMO觀光工廠 

台北航運淡水售票亭 卡多利亞良食故事館觀光工廠 港香蘭綠色健康知識館 

台南市農會走馬瀨農場 台灣滷味博物館 菁岑休閒農場 

AVIS安維斯租車 台灣優格餅乾學院 華新MASK創意生活館 

浩銅汽車租賃 台灣鹽博物館 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 

亞洛美精靈國度香氛觀光工廠 四季紙品禮品手創館 臺灣金屬創意館 

九太國際旅行社(股)公司 奶奶的熊故事館 緞帶王觀光工廠 

正宇旅行社有限公司 玉美人孕婦裝觀光工廠 緹諾時尚生活館 

安安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立康中草藥產業文化館 鞋寶觀光工廠 

安亨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 魔菇部落休閒農場 

安迪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光淙金工藝術館 

宏祥旅行社(股)公司 宏洲磁磚觀光工廠 

特約商店- 

休閒旅遊育樂 

大遠百/遠東百貨  

京站廣場(共38櫃位)  

昇恆昌金湖廣場  

阿瘦皮鞋  

得恩堂眼鏡  

歐都納  

敦煌書局  

三民書局  

美利達內湖旗艦店  

國家文創禮品館  

大學眼鏡  

大耀鐘錶有限公司  

麗睛眼鏡公司  

信光堂光學眼鏡行  

黑雨名店  

元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佳利安美生館  

琦程實業  

翔景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雅蔓妮國際婚禮有限公司  

萬大翻譯有限公司  

景富莊柚木家具  

達特醫‧醫美殿 



目前特約商店(營業類別)： 

共1958家特約商店(1887家商店，71所醫療機構)，其中以商圈行業

735家最多，依次為餐飲業、皮鞋皮件業、旅宿業、運動休閒業、健

檢醫療及觀光遊樂業等。 

目前特約商店(地區分布)： 

共1958家商店，北部1084處，中部314處，南部446處，東部74處，

離島40處。 

735 

568 

135 

75 71 

219 

46 
22 20 35 14 4 14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25 

567 

250 

133 

82 

27 

204 

53 
34 23 

47 

155 

214 

30 25 31 18 12 
28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