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屆臺南高校聯盟 特約商店    特約期間：103.09.01~104.08.31 

光華學生憑「學生證」、教職員憑「服務證」可享特約優惠。 

編號 店家名稱 地  區 地址 聯絡電話 優惠方式 

1 喜茶餐飲屋 中西區 開山路 257 號 
06-2148670 

0983728509 
憑證來店消費享 95 折優惠 

2 一本花田餐飲店 中西區 南門路 179 之 6 號 06-2132901 餐點 9 折(特價除外) 

3 窄門咖啡 中西區 南門路 67 號 2 樓 06- 2110508 店中商品九折(點心，明信片除外) 

4 品田牧場(民族店) 中西區 民族路二段 95 號 06-2282268 
憑證消費，即贈送"主廚招待的精緻

餐點"一份 

5 地藏通(中正店) 中西區 中正路 249 號 06-2200258 憑證享 9 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6 地藏通(萬昌店) 中西區 萬昌街 107 號 2 樓之 1 06-2200258 憑證享 9 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7 童話故飾 中西區 萬昌街 107-10 號 0927075902 比照會員資格 

8 Little Bird 中西區 萬昌街 107 號-8 0982654278 
服飾部分:會員卡資格。 

飲料(氣泡水):折 5 元 

9 
S'aime 東京企劃 

台南門市 
中西區 興華街 15-1 號 0982122236 

全館 S'aime 東京企劃品牌正價商品

想 95 折優惠(不另集點和合併其餘

活動優惠) 

10 
DS 手機包膜 

DS 手機的新衣 
中西區 萬昌街 107 號 1-2 0972802227 憑證 9 折優惠 

11 Path Finder(Pf) 中西區 萬昌街 107 號 1 樓 06-2233105 新品 85 折(特價品，配件除外) 

12 綠花椰日系女裝 中西區 萬昌街 107 號 2 樓之 6 06-2210857 

持學生證享有正價商品 85 折優

惠，單筆折扣滿 2500 元，可升等

VIP 會員享會員優惠 

13 IM 手工現烤鬆餅 中西區 樹林街與慶中街交叉口 0973546489 

憑證買三份 35 元以上鬆餅送一份

35 元，外送除外，可加價換購其他

口味 

14 喜鵲微醺藝文咖啡館 中西區 中山路 82 巷 6 號 06-2235960 
所有商品皆 9 折優惠(含飲料.食物

及其他上架商品) 

15 友茗堂 中西區 南門路 06-2136026 全店飲品折 5 元 

16 胡桃鉗義大利麵店 中西區 開山路 95-1 號 06-2220026 全部商品一律 9 折 

17 九州豚骨拉麵 中西區 南門路 195 號 06-2133679 兩人同行招待小菜一份 

18 佐敦先生 中西區 五妃街(五妃廟旁) 06-2146555 全部商品一律 9 折 

19 元岡印刷 中西區 五妃街 78 號 1 樓 06-2158258 輸出 印刷 裝訂都打九五折 

20 青蛙黑蛋奶 中西區 北門路一段 0913212130 45 元以上大杯奶類可折五元 

21 青蛙黑蛋奶 中西區 中山路 0913212130 45 元以上大杯奶類可折五元 

22 美佳數位彩色沖印 中西區 開山路 06-2216177 

沖洗照片 拍兩吋證照打八折 

個性商品 相框 各類相片書、 

寫真書打九折 

23 美佳數位彩色沖印 中西區 南門路 06-2211908 

沖洗照片 拍兩吋證照打八折 

個性商品 相框 各類相片書、 

寫真書打九折 

24 羅德隱形眼鏡公司 中西區 南門路 06-2134253 

原不二價鏡架 七折起優惠 

各品牌鏡片 四~五折起優惠 

特價品和藥水和拋棄式隱形眼鏡

除外 

25 傑克森樂器 中西區 西門路一段 06-2140771 樂器和週邊商品都打七五折 

26 豪客牛排 中西區 民生路二段 178 號 0955935509 憑學生證不定期優惠 

27 
Funny House 桌遊 

概念館 
中西區 

台南市民族路二段 76 之

17B18 號 
06-2257255 9 折優惠 



28 AGEHA 中西區 萬昌街 107 號 06-222-9590 95 折優惠 

29 咕嚕流行精品 中西區 華南街 87 號 0920920628 
八折優惠 

含包裝八五折 

30 卡麥拉相機專賣店 中西區 北門路一段 57 號 1F 0987987203 

相機配件 85 折 

主機至店洽詢另有優惠 

各校攝影攝另有優惠 

31 富發牌(南方公園店) 中西區 中山路 06-2216195 
全店商品可享 95 折優惠,凡遇店內

優惠,則同步於店內優惠 

32 御鼎殿小火鍋 北門區 新營區民權路 118-3 號 06-6331213 
內用鍋類一律 9.5 折，單點食材九

折優惠 

33 食香客雞排 北區 北門路一段 81 號 0982624497 

飲品折 5 元(不得與店內優惠並用 

大薯不分時段買大送大 

大量訂單另有優惠(至店洽詢 

34 好而大關東煮 北區 公園路 520 號 0932700084 9 折優惠(不得與店內優惠共用 

35 品田牧場(永康店) 永康區 中華路 736 號 06-3020482 
憑證消費，即贈送"主廚招待的精緻

餐點"一份 

36 泡菜王 永康區 華興街 130 號 06-313-8799 商品八折 

37 
喜得炭火燒三明治 

中華店 
永康區 中華路 8-6 號 06-3112198 

消費 300 元九五折 

消費 500 元九折 

38 137 咖啡館 永康區 華興街 137 號 06-3113137 內用享九折 

39 
super 超級隱形眼鏡 

流行館 
永康區 大灣路 920 號 06-2059026 

鏡架 38 折起，特價商品在享 88 折，

HOYA、大明鏡片免費升級奈米或

非球面，鏡片 3.5 折起、訂製片 5

折，拋棄式隱形眼鏡特價再打 9

折，藥水特價再 95 折 

40 九州豚骨拉麵(崑大店) 永康區 大灣路 933 號 06-2050799 兩人同行招待一盤小菜 

41 光南眼鏡公司(永康店) 永康區 大灣路 940 號 06-2716017 配眼鏡 5 折，隱形眼鏡特價 

42 寶翔眼鏡 永康區 大灣路 1004 號 06-2059520 
配眼鏡一律 4.5 折，隱形眼鏡買一

送一(限特價區) 

43 破銅爛鐵銀飾 全臺   

於任何門市消費享 95 折優惠，折

扣優惠不適用於耳環，技術服務，

保養商品及特價品，亦不可兌換現

金且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44 炸彈日式豚排 安平區 平通路 437 號 0970917757 每份豚排減五圓 

45 平昇書局 安平區 文平路 351 號 06-2280378 
漫畫小說 82 折  

華文網路小說 77 折 

46 豐榮自行車行 安平區 慶平路 427 號 06-2996469 
周邊商品一律 9 折(不含車+維修用

品) 

47 麥多古堡童話餐廳 安平區 安平路 672 號 06-2280378 

1.不限金額，以現金消費可享 9 折

優待，不得與本店優惠同時併用,

並以需電話預約訂位，惟至遲須

於用餐半小時前預約，座位保留

十分鐘，逾時，乙方有權取消，

甲方絕無異議。 

2.壽星生日前後七日，可獲得乙方

提供之免費餐點，限本人兌換，

並出示可證明生日之證件以配

合服務員作業。 

3.可享有優惠餐點吃到飽方案，吃

到飽方案之菜單由店內提供為

準 ,願以不浪費食材為前提點

餐，且點餐不得外帶。20 人(含)



以下來店消費此方案，每人收取

新台幣 299 元，20 人以上來店消

費，每人收取新台幣 280 元 

48 馬雅影印 東區 勝利路 137 號 06-2366137 憑證影印輸出９折，彩印７折 

49 Belle Vie 食尚坊 東區 大學路 18 巷 15-1 號 1F 06-2363905 
來店消費享九折優惠(不與其它超

值或特惠商品並用) 

50 
布雷夫手作烘焙 

(成大店) 
東區 大學路 22 巷 19 號 06-2087521 

平日 9 折(五，六，日)9.5 折 

買滿 500 元送法式糖片一包 

51 鬥牛士二鍋(中山店) 東區 中山路 166 號 11 樓 06-2263168 持卡享 95 折優惠 

52 鬥牛士二鍋(成大店) 東區 勝利路 118 號 1F 06-2081298 持卡享 95 折優惠 

53 
九乘九文具專家 

(成大店)(西門店) 
東區 勝利路 118 號 06-2379088 原批價 8 折優惠為會員價 75 折 

54 18 巷香草花園咖啡屋 東區 大學路 18 巷 17 號 06-2085628 
單點主餐，免費升等套餐(含沙拉

or 前菜、湯品、飲料) 

55 
聚北海道昆布鍋 

(長榮店) 
東區 長榮路三段 131 號 06-2380939 

1.消費 2 客套餐送 1 份季節創意單

點，4 客套餐送 2 份，以此類推 

2.當月壽星，憑身分證，贈送祝福

禮一份(訂位時須事先告知 

3.加入聚網站，會員可下載，最新

優惠訊息(訊息每月更新)   

4.購買套餐禮券 20 張以上，享 96

折優惠 

56 斜塔 東區 育樂街 105 號 06-2363783 點兩份主餐招待脆薯一份 

57 黑糖魔力 東區 東平路 248 號 06-2376576 憑證飲料 9 折優惠 

58 夢東籬 東區 長榮路三段 26 號 
06-2358360 ，

06-2358380 
平日 85 折，假日 95 折 

59 
深林玉愛玉飲品 

專賣店 
東區 育樂街 65 號 06-2372577 

憑證來店購買愛玉系列飲品折價 5

元，外送買五送一 

憑段考成績(國，英，數)任一科，

85 分以上(任意品項)半價，95 分以

上(任意品項)免費 

60 focus 東區 中山路 166 號 06-2113888 

憑證免費兌換會員卡，消費累積滿

十萬元即可免費升級為尊爵卡會

員 

61 品田牧場(成大店) 東區 勝利路 118 號 06-2369618 
憑證消費，即贈送"主廚招待的精緻

餐點"一份 

62 
塗鴉空間‧書店 

PICTURESQUE 
東區 大學路 18 巷 18-1 號 06-2370865 憑證內用九折 

63 雞巢 東區 青年路 178 號 0981990897 麵食折 10 元 

64 義豐冬瓜茶青年店 東區 青年路 237 號 06-2345831 
任意飲品可免費加一份招牌波霸

(限門市) 

65 BRAVE 精品服飾 東區 青年路 231 號 0986938872 全館 5 折 

66 郝小妹格子 Q 東區 北門路一段 166 號 0915022061 買 3 塊折 5 元 

67 大上海香酥雞北門店 東區 北門路一段 166 號 0915022061 滿百元折 5 元 

68 繁星影印店 東區 勝利路 111 號 1F 
0939311838 

06-2090789 

黑白影印 0.5 輸出 0.7 

(500 張以上 8 折) 

彩色影印及輸出: 

1-100 張 9 折 

101-200 張 8 折 

500 以上 7 折 

大圖輸出(5 張以上)8 折 



海報.DM 傳單(500 張以上)8 折 

69 好吃雞鹽水雞 東區 青年路 231 號 0960019575 滿 120 折價 20 元 

70 佳味鹹酥雞 東區 青年路 229 號 0955150565 滿 120 折價 20 元 

71 三口關東煮物 東區 青年路 400 號 0910751781 

消費滿： 

100 元九折 

150 元八五折 

200 元以上 8 折 

72 桌遊小妹 東區 青年路 392 號 06-2086233 

買遊戲 95 折 

玩遊戲會員教學價 

憑證加入桌遊小妹會員可線折 50

元(原價 299) 

打卡送飲料 

73 陽光風田 東區 勝利路 50 之 2 號 
06-2380366 

0986172605 
滿百 9 折優惠(不含套餐 

74 101 文具(勝利店) 東區 勝利路 63 號 06-2345645 

滿 100 元送筆記本一本，原子筆一

支 

滿 2000 元送國賓電影票一張 

75 東洲黑糖奶舖 東區 長榮路二段 
0913819362 

0915755776 

黑糖系列飲品(不加鮮奶)，便宜五

元 

76 青蛙黑蛋奶 東區 東寧路 0913212130 45 元以上大杯奶類可折五元 

77 美佳數位彩色沖印 東區 長榮路三段 06-2096535 

沖洗照片 拍兩吋證照打八折 

個性商品 相框 各類相片書 寫真

書打九折 

78 美佳數位彩色沖印 東區 崇明路 06-2907879 

沖洗照片 拍兩吋證照打八折 

個性商品 相框 各類相片書 寫真

書打九折 

79 美佳數位彩色沖印 東區 東安路 06-2356205 

沖洗照片 拍兩吋證照打八折 

個性商品 相框 各類相片書 寫真

書打九折 

80 皮耶諾義式餐坊 東區 府連路 431 號 06-2387771 持學生證、服務證，享九折優惠 

81 阿甘自轉車 東區 東成街 185 巷 06-2607473 

單車配件 85 折 

補胎 50 圓 

免費健診 

購買單車另有優惠 

82 
空包蛋香港雞蛋仔 

台南北門店 
東區 北門路一段 152 號 0919789945 買 2 份折 5 完(任一口味 

83 小波露鬆餅.咖啡專賣 東區 北門路一段 128-2 號 0920778900 滿 100 圓 9 折優惠 

84 Oh Da Da 菓子工坊 東區 北門路一段 150 號 0936520995 
買 6 送 1 

(可與店內優惠並用) 

85 宏華資訊廣場 東區 北門路一段 218 號 2F 06-2294940 憑證享會員資格 

86 斑鳩的窩(全台南地區) 東區 中山路 166 號 9 樓 0917591109 
憑證享有 9 折優惠(特價商品及優

惠不得合併使用) 

87 美佳數位彩色沖印 南區 大同路 06-2158469 

沖洗照片 拍兩吋證照打八折 

個性商品 相框 各類相片書 寫真

書打九折 

88 My pasta 大同店 南區 大同路一段 165 號 06-2146522 憑證 95 折 

89 
小林鐘錶眼鏡股份有

限公司 
新營區 新營區民權路 96-8 06-6357070 

一般眼鏡六折，太陽眼鏡六折 

長戴型隱形眼鏡七折 

90 MoLi 日式髮鋪 新營區 三民路 138-3 號 06-6328226 剪，燙，染 9 折 

91 
臺南辣典陶燒屋 

(新營總店) 
新營區 榮里新進路二段 146 號 1 樓 0927167327 

1.來本店消費時請持有教師證，學

生證，享有 9 折， 



當本店有別種優惠或折扣只能擇

一用 2.外帶一律沒有打折 

92 Q 董凍圓新營店 新營區 新營區民權路 96 之 38 06-6370002 每碗扣五元，除奶類商品以外 

93 御饌鼎臭臭鍋新營店 新營區 新營區三民路 117 之 3 號 06-6331335 僅此新營店 

94 全視樂、好樂視眼鏡行 新營區 新營區民權路 69 號 06-6328808 

整副配到好、可享九折優惠 

隱形眼鏡可享九五折優惠《嬌生、

GEO》，不可刷卡 

95 85 度 C-新營店 新營區 
新營區三仙里民權路 71號 1

樓 

06-6379985 

06-6379785 
消費滿百九五折(限蛋糕、飲料) 

96 綠倉茶鮮現沖冷飲 新營區 新營區三民路 128-1 號 06-6326811 

憑學生證、教師證至現場購買飲

料，單杯折五元 

外送 20 杯以上一律八折(優惠不得

重複使用) 

97 新營郭家紅燒土魠 新營區 新營區民權路 96-6 號 06-6320055 商品全面九折 

98 裝膜作樣手機包膜 新營區 
新營區民權路 96 之 3 號一

樓 
06-6370959 全機包膜八折優惠 

99 臻園素食拉麵專賣店 新營區 新營區仁愛街 107 號 
06-6325353 

0931641508 
結帳總額打九折 

100 老先覺台南新營店 新營區 
新營區民榮里新進路二段

151 號 1 樓 
06-6352666 

全部商品九折優惠，限內用及外帶

部分 

101 青園果汁(民生店) 新營區 新營區民生路 48 號 06-6329921 
來店消費滿 100 元打九折 

外送消費滿 200 元打九折 

102 樂活茶飲有限公司 新營區 
新營區民權里三民路 128 之

5 號 
06-6335568 全面 85 折 

103 石頭日式燒肉(新營店) 新營區 新營區健康路 35 號 06-6560959 
現在九折、刷卡九五折 

吃到飽免一成服務費 

104 正捷機車托運(新營店) 新營區 新營區中山路 18 之 1 號 06-6332763 

寄放機車一天 25 元，一個月 450

元 

寄放腳踏車一天 15 元，四個月 850

元 

105 I'm 鬆餅(新營店) 新營區 新營區復興路 87 號 0910329607 
新鮮水果系列鬆餅，享有兩份 100

元之優惠 

106 維琪媽媽 歸仁區 文化街三段 61 號 06-3300472 飯類全減 5 元(限學生) 

107 話題平價義式料理 歸仁區 民族北街 5 號 0980203829 

結帳前出示即享 95 折優惠，並加

贈紅茶一杯，外帶內用都可以同時

享用，外送則無法享用此優惠 

108 幸運沙冰城 歸仁區 中山路二段 67 號 06-2397285 購買冰品即免費贈一球冰淇淋 

109 二街館庭園餐廳 歸仁區 中正二街 71 號 06-2393368 消費可享九折優惠(特價餐點除外) 

110 
布雷夫手作烘焙 

(關廟店) 
關廟區 南雄路一段 986 號 06-5956747 

平日 9 折(五，六，日)9.5 折 

買滿 500 元送法式糖片一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