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暨所屬機關（構）107年5月新增優惠商店名冊
分類 序號 統一編號

1

72789370

商店
類別
代碼

6

縣市

商店名稱 代碼 地址

溫拿早午
餐坊

31

新竹縣新埔鎮中
正路532號

電話

聯絡人

0978-075601 張廷誌

電子郵件

未提供

網址

商店簡介

未設置

營業時間：星期
體驗在地風情，享受文化 全品項95折(限內用或外
二至五 AM 7：
公路總局新
美食，提供舒適環境，經 帶自取)【主動出示證
107-08-15 109-08-14 00-PM 5：00 假
竹區監理所
濟實惠的價格。
件】
日同。接受付款
方式：現金。

食

2

住

育

1

1

47552257

52868707

22862157

骨氣藥膳
7
專門店

16

哲園學產
文教會館

科見文教
5 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彰化市永興街12
50
號

80

10

高雄市鼓山區中
華一個453號

台北市中山區松
江路90巷9號6樓

0913-909282 王耀慶

07施伯其
5537520#312

0221811881#26 黃語晨
03

egoodones@icl http://www.ca
藥膳排骨專賣店
oud.com
2017.com.tw/

http://garden
ota_khh@leale
edu.lealeahot
ahotel.com
el.com/

《哲園學產文教會館》是一間深
具多元文化與國際化的文藝旅宿
會館，以創新、公益與文教藝術
三大領域為發展主軸，透過國際
非營利組織及藝術家的合作，讓
國內外旅客、國際壯遊青年在旅
行中能參與各種文化交流活動，
拓展國際文化視野，共享美好經
驗。
本會館由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以
學產基金出資興建，教育部為延
續會館興建目的，同時兼顧住宿
服務品質及宣揚學產基金扶弱助
學的宗旨，於民國106年初依據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委託
「哲園會館股份有限公司」營運
，並於民國107年1月11日正式營
運，優先提供各級公教人員住
宿、研習、進修及會議等使用，
同時將會館更名為「學產文教會

科見美語踏出的每一步足跡
，都與台灣社會的經濟脈動
有密切關係。1982年經濟起
飛階段，成立第一所科見美
語分校，迄今遍及北中南等
地，已超過三十所分校，大
部分均設立成人部及兒童
部。1986年有感於日本對亞
洲和全球經濟的潛在影響力
espcrystal@ko http://www.kojen- ，另成立日語部，以培訓國
jenels.com.tw/Page/ 人第二外語專長，強化國際
els.com.tw
Home/Index.aspx 競爭力。為提升美、日語進
修的全方位服務，分別設立
了留學部門及外派部門。
1995年為提供孩子良好的美
語學習環境，成立了科見美
語幼兒園。目前超過100萬
人次參與課程；年齡從3歲
至76歲，涵蓋各行各業人
士。

優惠內容

優惠起日 優惠迄日 備註

營業時間：星期
一至五PM15：00PM20：00；假日
隨門市及官網公布，與本
107-08-07 109-08-06 同
店會員享同步優惠
接受付款方式：
現金、信用卡、
匯款

協洽機關

臺鐵局貨運
服務總所臺
中貨運服務
所

每房1600元起入住會館（
假日需加價300元），住
服務時間：星期
宿房型由現場營業單位安
一至星期日
排。
AM00:00~PM12:00
107-07-05 108-12-31
港務公司
會議室租金每時段(3小
收費方式：現
時)10000元，所屬員工得
金、信用卡、匯
以六折優惠(6000元)向會
款。
館租用。

營業時間：星期
一至五AM10：10幼兒部(二足歲以上幼幼
PM22:00 假日：
班、小班、中班、大班)
107-08-15 108-12-31 AM9：00-PM18:00 公路總局
註冊費減免2000元。【限
托育方式:全日托
職工本人及其直系眷屬】
接受付款方式：
現金

2

3

38654562

78321963

臺北市私
43 立小育龍
托嬰中心

新北市私
45 立新永福
幼兒園

10

臺北市萬華區萬
大路61號2樓

新北市三重區力
23 行路2段136巷23
弄26號

02-23089200 林碧真

0222869049、 陳秋月
02-22879548

babydragon621
http://baby013@yahoo.com
dragon.com.tw/
.tw

在本中心專業托育人員細心、
愛心照顧之下，安全溫馨活動
空間裡，給予寶寶良好生活習
慣的養成，身心健康照護，親
子關係及支持家庭的功能，我
們體驗到養兒育女是一件浩大
的工程，需要全心全意，持續
努力的。希望每個孩子都能快
樂的成長茁壯，本中心特別注
重親子互動，強調親密的親子
關係，用最真誠的愛去對待孩
子，真心的接納孩子、鼓勵孩
子、讚美孩子、尊重孩子，讓
孩子在溫暖的氣氛中孕育出健
全的人格和成熟的情緒，能主
動從生活中找到有趣的事來做
，生活是多采多姿而快樂的，
這也是本中心的教育理念，讓
我們陪寶寶一起成長。

hsin.yungfu@m
未設置
sa.hinet.net

新永福幼兒園是一所注重
品德教育、主題式多元學
習的校園，擁有三十多年
的辦學經驗，值得信賴!
中英文並重，帶領孩子邁
向世界舞台，具安全、舒
適、寬廣及溫馨的學習環
境，擁有穩定、優秀的師
資團隊，及最佳的服務品
質。

育

4

5

6

45495180

彰化縣私
45 立探索辭
修幼兒園

彰化縣彰化市西
50 興里7鄰彰草路43 04-7636351
之5號

09260857

彰化縣私
45 立小博士
幼兒園

彰化縣和美鎮金
50
馬路二段382號

14685741

嘉義縣私
45 立欣苗幼
兒園

61

04-7332367

嘉義縣大林鎮溝
05-2950691
背里尾厝124-1號

洪婉婷

探索幼兒園是以主題課程
進行，透過團體討論的創
意課程報導，紀載孩子們
http://researchheidi2520737@
在活動的進行歷程。從團
kindercarden.tops
gmail.com
體討論中帶來的驚喜，加
chool.com.tw/
上老師和家長的支持，締
造一連串有趣的主題故
事!

林怡君

小博士幼兒園具六星級環
http://just.t 境設備，教室空間大、視
edb.changhu@m
opschool.com. 野寬廣，每班均有全套衛
sa.hinet.net
tw/
浴設備，家長可藉網路視
訊觀看上課現況

林麗美

欣苗幼兒園的學校特
色:1.溫馨的家:欣苗家族
從園長到每位教職員，大
家都用心經營，讓每一位
孩子彷彿置身溫馨的家。
讓孩子們能在溫馨、安全
的家族裡，快樂的學習、
成長。2.親近自然:寶貝
們在空間寬廣的庭園裡盡
情嬉戲，身心得以舒展不
受拘束，老師設計多樣化
課程，賦予孩子更多元的
探索。

g120889341@ya
未設置
hoo.com.tw

1.新生報名費免收。2.集
送托時間：星期
體送托人數達5名，每位
一至五AM8：00新生首次註冊費減免5000
PM18：00 托育方
106-05-20 108-05-19
公路總局
元。3.每學期提供各公務
式：全日托 接受
機關(構)、學校2名優先
付款方式：匯
托育名額。
款。

1.學費:新、舊生減免
1000元。2.月費:新、舊
生整學期交打95折。3.新
營業時間：星期
生報名費:訂金2000元免
一至五AM07：00費試讀一週。4.新、舊生
PM18：30
107-10-01 109-09-30
延長受托時間費用:免收
托育方式:全日托
或超過下午7點，每小時
接受付款方式：
收100元。5.每位新生註
現金
冊後贈送書包、夏季運動
服、餐具及圍兜各1。
1.學費:新、舊生:15000
元。
送托時間：星期
2.月費:大、中、小
一至五AM7：00班:6300元；幼幼班：
PM18：30 托育方
7300元。
107-07-01 109-06-30
式：全日托 接受
3.其他優惠事項:每位新
付款方式：現
生註冊後贈送書包、冬季
金。
及夏季運動服、餐具各
1。
送托時間：星期
1.同一家長有2位子女送
一至五AM07：10托，1位子女減免交通
PM18：30
費。2.每位新生註冊後贈 107-08-01 109-07-31
托育方式:全日托
送書包、冬季運動服、夏
接受付款方式：
季運動服及餐具各1。
現金

臺鐵局貨運
服務總所臺
北貨運服務
所

高公局第二
新建工程處

臺鐵局貨運
服務總所臺
中貨運服務
所

送托時間：星期
1.同一家長2位子女送托
一至五AM08：00，1位子女月費減免300
PM17：00
臺鐵局嘉義
元。
2.每位 107-05-16 109-05-15 托育方式：全日
工務段
新生註冊後贈送書包1
托
只。
接受付款方式：
現金

7

89府教國
字第
890014572
8

高雄市私
45 立宏欣幼
兒園

80

高雄市燕巢區安 07-6169406
招里安北路213號 07-6169740

1.遵循法令、推動政策、力求達
成幼稚園教育目標。
2.強化行政分工、推動園務健全
發展。
3.充實各項設備、強化學習環境
，讓幼兒在一個充滿愛和溫馨的
環境中成長。
4.結合社區力量、加強社區服務
，共同運用雙方之社會資源，協
助社區發展。
5.以人本、適性、多元、創新為
基礎，培養幼兒快樂、自信、積
極的人生觀。
6.推廣親職教育，促使每一個幼
兒的家庭，均能充滿溫馨和樂。
7.尊重個人之本性與尊嚴，予以
適性、多元化栽培。
8.培養幼兒尊重自己，及尊重他
人的認知，促進幼兒五育均衡發
展及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9.落實生活教育、倫理教育及健
康教育，並積極推廣親職教育。
10.培養幼兒在21世紀多元化、國
際化的環境中，具有宏大的國際

1、註冊費減免1000元。
2、新生報名費免收。
3、新舊生延長受托時間
費用免收。
4、同一家長有2位子女送
托育方式：全日
托，1位子女註冊費減免
托
接受付款 公路總局高
1000元；有3位以上子女
107-08-01 109-07-31 方式：現金(一次 雄市區監理
送托，2位子女註冊費減
付清、分期付
所
免1000元。
款)。
5、集體送托人數達10名
，每位新生首次註冊費減
免2000元。
6、其他優惠事項：每位
新生註冊後贈送書包。

王如慧

1.創園理念:創辦軟硬體
兼備之優質幼教環境，營
造如日光般溫暖明亮、如
森林般清新自然之幼兒學
習成長的快樂園地。2.本
sunnywoods@se http://www.sunny 園所有軟硬體規劃皆以〝
ed.net.tw
woods.com.tw/
美與生活〞為教學經營理
念，我們希望孩子能在所
有人事物中感受美、體驗
生活、進而快樂學習，從
小培養面對未來世界挑戰
的各種競爭實力。

送托時間：星期
1.學費:新、舊生原價95
一至五AM09：00折。2.每位新生註冊後贈
PM16：00
臺鐵局高雄
107-05-01 108-07-31
送書包、餐具各1。【不
托育方式:全日托 檢車段
得與其他優惠方案併用】
接受付款方式：
現金

吳羅健

蒲公英幼兒園採蒙特梭利
教學法。開辦2-3歲、3-6
https://twdandelio
歲、國小 安親班。提供
wulochien922@ n.wordpress.com/
戶外綠地，安全的環境，
gmail.com
%E7%B0%A1%
具有專業和愛心的幼教老
E4%BB%8B/
師陪伴，引導幼兒快樂、
平安的成長茁壯。

送托時間：星期
一至五AM07：201.新、舊生接送服務車
PM17：30
資:同1家長有2位子女送
托育方式：全日 臺鐵局臺東
托1人免收。
107-03-20 108-12-31
托、暑假托、寒 工務段
2.每位新生註冊後贈送書
假托
包、餐具各1只。
接受付款方式：
現金、匯款

蕭董阿麗 s58114132@yah http://horngshin.t
蕭嘉和 oo.com.tw
opschool.com.tw/

育

8

9

14936418

78862664

高雄市私
45 立日光森
林幼兒園

臺東縣私
45 立蒲公英
幼兒園

80

95

高雄市仁武區赤
西一街65號

07-3722995

臺東市傳廣路388
089-340231
巷1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