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商   店 折     扣     內     容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1 *成大會館
憑校友VIP卡、校友卡，享有住宿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合

併使用)
06-2758999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2號

2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憑校友VIP卡、校友卡及身分證或具有人像之證件正本，

享有住宿優惠；特約優惠不與其它優惠重複，農曆春節期

間不適用（以台糖長榮酒店公告期間為主）

06-2899988 06-2896699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336巷1號

3
*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

大飯店

憑校友VIP卡、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學生證享有住

宿優惠(農曆春節期間不適用)
06-7028888 06-7027799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89號

http://www.shangri-

la.com/tc/tainan/fareasternplazashangrila/

4 蓮潭國際文教會館
憑校友卡，享有住宿優惠；農曆春節期間不適用（價格另

行公告）

07-3450707-6101
(07-341-3333飯

店)

07-73439955 813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801號

5
捷喬商務旅館

(碳佐麻里集團)

憑校友卡，享有住宿優惠；星期六、例假日連假、元旦及

農曆春節期間不適用（價格另行公告），不得與其他優惠

合併使用。

06-2295107 06-2223895 台南市中西區尊王路158號

6

福容大飯店 連鎖集團(中

壢、桃園、林口、台北、

三鶯、高雄、深坑、福

隆、淡水、漁人碼頭店、

月眉、墾丁、花蓮)

憑校友卡，享商務合約優惠(房價若有異動，以飯店現場

公告為主)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7-551118    業

務部陳先生

07-5211166 高雄市鹽程區五福四路45號

網   址：www.fullon-hotels.com.tw

7 台南晶英酒店
憑校友卡，享有住宿優惠；特約優惠不與其它優惠重複，

農曆春節期間不適用（以當日實際公告為主）

06-3903000

訂房組專線
06-2150290

台南市中西區和意路1號              網址：

www.silksplace-tainan.com.tw

8 *星漾商務會館
憑校友卡，享有住宿優惠；特約優惠不與其它優惠重複，

農曆春節期間不適用（以當日實際公告為主）
04-2228-9008

04-2228-9123

402台中市北區錦南街17號

台中一中館(一中商圈)

台中中清館(科博館/歌劇院)

 


9 劍橋南商教師會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農曆春節期間、特殊節日及連續假期不適用並不得與其

他優惠方案一起使用

06-2145588 06-2132277 700台南市南門路4號

10
康橋商旅

-高雄-五甲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7-8122840 07-8122848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福德街143巷22號

11
康橋商旅

-高雄-三多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7-7248800 07-7248855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94號(高速公路旁)

12
康橋商旅

-台南-民生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6-2245566 06-2245577 台南市民生路二段299號

國立成功大學VIP卡及校友卡特約商店名單

飯店類  *校友強力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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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康橋商旅

-員林-員林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4-8381866 04-8381877 彰化縣員林鎮靜修路10號(華成市場旁)

14

康橋商旅

-高雄

-六合夜市中正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7-2881166 07-2871166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12號

15

康橋商旅

-城市之星

-高雄新崛江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7-2165566 07-2165511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98號(臨近新崛江)

16

康橋商旅

-城市之星

-高雄漢神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7-2815566 07-2815511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290號(近漢神百貨)

17

康橋商旅

-高雄

-站前雄中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7-2875566 07-2878866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44號(火車站旁)

18

康橋商旅

-高雄

-後驛九如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7-3153366 07-3153322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39號(臨近後火車站)

19

康橋商旅

-高雄

-光榮碼頭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7-3343377 07-3341177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169號(臨近碼頭)

20
康橋商旅

-台南-赤崁樓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6-2253377 06-2253311 台南市民權路二段97號(近赤崁樓)

21

康橋商旅

-高雄

-中山八德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7-2883399 07-2883355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89號(臨近火車站)

22
康橋商旅

-高雄-覺民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7-3903377 07-3903355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91號

23
康橋大飯店

-台東-台東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89-229226 089-227200 台東市中興路一段209巷16號(傳廣路口)

24

康橋大飯店

-高雄

-六合夜市七賢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7-2885588 07-2875577 高雄市新興區同愛路30號(臨近六合夜市)

25
康橋大飯店

-高雄-站前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7-2386677 07-2388989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95號(前火車站斜對面)

26

康橋大飯店

-高雄

-三多商圈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7-5379800 07-5379700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10號(臨三多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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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康橋大飯店

-花蓮-站前館

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享有住宿優惠

*訂房時請告知成大統編69115908
03-8359333 03-8358222 花蓮市國連五路101號(臨近火車站)

台北車站二館

02-2555-5577
02-25552877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81號

service2@cityinn.com.tw

https://www.cityinn.com.tw/

台北車站三館

02-7732-7777
02-77320077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77號

service3@cityinn.com.tw

https://www.cityinn.com.tw/

西門捷運店

02-7725-2288
02-77252799

台北市中正區寶慶路63號

service4@cityinn.com.tw

https://www.cityinn.com.tw/

復興北路店

02-2515-8777
02-25153222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338號

service6@cityinn.com.tw

https://www.cityinn.com.tw/

台中車站店

04-2223-2333
04-22237333

台中市復興路4段133號

service5@cityinn.com.tw

https://c5.cityinn.com.tw/

29 娜路彎大酒店

訂房時請告知「國立成功大學」或統編「69115908」,並

於入住時出示校友VIP卡、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成

功大學學生證,則可享特約專案優惠價。

(優惠內容依飯店公告及規定為主)

30 義大皇家酒店

訂房時請告知「國立成功大學」或統編「69115908」,並

於入住時出示校友VIP卡、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成

功大學學生證,則可享特約專案優惠價。

(優惠內容依飯店公告及規定為主)

07-6568166-

51102
07-6568177

31 義大天悅酒店

訂房時請告知「國立成功大學」或統編「69115908」,並

於入住時出示校友VIP卡、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成

功大學學生證,則可享特約專案優惠價。

(優惠內容依飯店公告及規定為主)

07-6568166-

51102
07-6568177

32 台南大飯店

憑校友VIP卡、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成功大學學生

證,則可享住房優惠價。

1.優惠價已含加值型營業稅及服務費。

2.本合約房價不適用於農曆春節期間、連續假日、國定假

日及並前夕；平假日定義依飯店規範。

06-2232857

06-2289101
06-2268502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1號

booking@hotel-tainan.com.tw

28 *新驛旅店

憑校友VIP卡、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成功大學學生

證於住房時先行提示並告知本校統一編號「69115908」，

即可享有優惠價。

娜路彎大酒店(股)公司  訂房專線0985846680黃小姐

娜路彎銀河酒店 台東市豐新路66號

娜路彎花園酒店 台東市新興路77號

娜路彎會館     台東市中興路二段38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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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台中港酒店

訂房時請告知「國立成功大學」或統編「69115908」,並

於入住時出示校友VIP卡、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成

功大學學生證,則可享特約專案優惠價。

(優惠內容依飯店公告及規定為主)

04-26568888 04-26568899
台中市梧棲區大智路二段388號

smd@tchhotel.com

1 府城食府
憑校友卡享九折優惠，另酌收原價10％之服務費（不包含

喜宴、桌席、特惠品、酒水以及企業禮盒）
06-2951000 06-2951000 台南市華平路152號

2 東東粵菜餐廳
憑校友卡享九折優惠，另酌收原價10％之服務費（不包含

喜宴、桌席、特惠品、酒水以及企業禮盒）
06-2515577 06-2515899 台南市北區北安路一段145-2號

3 東饌魚翅餐廳
憑校友卡享九折優惠，另酌收原價10％之服務費（不包含

喜宴、桌席、特惠品、酒水以及企業禮盒）
06-2952288 06-2951006 台南市華平路156號

4
東大門韓國烤肉料理館

（永華店）

憑校友卡享九折優惠，另酌收原價10％之服務費（不包含

喜宴、桌席、特惠品、酒水以及企業禮盒）
06-2935118 06-2935117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131號

5

東大門韓式燒烤暢食料理

館

(澄清店)

憑校友卡享九折優惠，另酌收原價10％之服務費（不包含

喜宴、桌席、特惠品、酒水以及企業禮盒）
07-7317177 07-7317178 高雄市鳥松區公園路45號

6 Toka東加和漢創作料理
憑校友卡享九折優惠，另酌收原價10％之服務費（不包含

喜宴、桌席、特惠品、酒水以及企業禮盒）
06-2936988 06-2939088 台南市永華路二段41號

7 藝術轉角餐廳
憑校友卡享九折優惠，另酌收原價10％之服務費（不包含

喜宴、桌席、特惠品、酒水以及企業禮盒）
06-2133355 06-2137171 台南市健康路一段77號

8 東悅坊港式飲茶
憑校友卡享九折優惠，另酌收原價10％之服務費（不包含

喜宴、桌席、特惠品、酒水以及企業禮盒）
06-2997755 06-2997751 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39號B1

9
咖啡部屋 憑校友卡享九折優惠，另酌收原價10％之服務費（不包含

喜宴、桌席、特惠品、酒水以及企業禮盒）
06-3358951 06-2608196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332號(文化中心)

10 亞堤咖啡烘焙
憑校友卡享九折優惠，早餐及特價品除外，消費滿壹仟元

（折扣後），即贈送亞堤烘焙課程壹次（需預約）

06-3359245

郭燕玲
台南市崇明十街28號

11
*奇美咖啡

(成大店)

憑校友卡及成功大學職員證，全館自製餐飲及伴手禮品享

結帳總金額9折優惠價。惟本條優惠不包含自製餐飲以及

伴手禮品以外之商品(包含但不限於酒類、特價品、寄售

商品及停車費、門票)，優惠內容亦不得與其他優惠券、

優惠專案合併使用。

(餐飲服務費不打折，仍應以原價之10%另行計算之。)

06-2758011 台南市大學路1號自強校區奇美樓1樓

美食餐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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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天下大飯店-圓頂西餐廳

凡成大人(含成大教職員工、學生、校友、成大醫院員工)

消費時出示證件，可享下列優惠：

(1)用餐消費享9折，需加收10%服務費。

(2)餐飲禮券大宗採購，滿50,000元送6,000元。

(3)餐飲禮券大宗採購，滿100,000元送15,000元。

 (若適逢餐廳舉辦促銷活動，請擇一優惠參加，本優惠內

容不與其他優惠活動同時合併使用。)

06-2290271-1307

翁紹凱主任

email：

sales@laplaza.

com.tw

06-2210725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202號

13 涮乃葉台南遠百成功分店

凡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等可供辨識之證件，可享下

列優惠：

(1)用餐享有原價9.5折優惠。

(2)若調整各項商品價格及內容，依現場為準，不另行通

知。

(3)菜單變更或服務費若有調整，依現場為準，不另行通

知。

06-2091292 台南市東區前鋒路210號4樓(台南大遠百4樓)

14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凡憑校友卡消費，可享下列優惠：

一、餐飲優惠：

(1)至各餐廳給予9折另加原價一成服務費。

原長園中餐廳廂房最低消費每桌NT$12,000+10%起，憑證

優惠最低消費每桌NT$10,000+10%即可使用廂房(適用2桌

以下，且不得與珍饌卡或其他優惠專案合併使用)。

(2)1樓外賣區品項不限時段給予9折優惠。(寄售商品及優

惠商品不適用)

(3)3樓會議廳及B1桂冠廳餐價每桌NT$7,000+10%(含)以下

不適用9折優惠。

(4)鳳凰/尊榕校友卡可另享本酒店桂冠卡會員餐飲優惠。

(限1樓Ofun餐廳)

二、宴會廳會議場租優惠：

(1)純會議-場租享定價8折優惠。

(2)會議加用餐-預訂每桌NT$8,000+10%元起桌菜(適用2桌

以上)，可享餐前3小時開會免收場租費用(限使用同一宴

會場地)。

上述餐飲、會議場租優惠方案限平日使用，假日、連續

假日及特殊節日(依酒店公布之日期為主)不適用，並不

得與其他優惠專案合併使用。

06-2899988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336巷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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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虎山雷商行

(虎山雷創意蛋塔)
校友卡持卡人來店消費，可享商品九折之優惠。 06-2660116

717台南市仁德區文賢路一段31號

fb搜尋：[虎山雷創意蛋塔]

16 地果咖啡有限公司
凡國立成功大學校友及教職員，消費時出示校友VIP卡、

校友卡、識別證，即享有95折優惠。
06-2903131 台南市仁德區大同路三段838號

17 多那之東寧門市

凡憑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等可供辨識之證件，可享

全館自製西點蛋糕、麵包、咖啡95折優惠(酒會、餐盒、

節慶商品及特價品除外)

06-2375888 06-2367833 701台南市東區東寧路269號

18 辰星咖啡

凡國立成功大學校友及教職員工生，於結帳時出示校友

VIP卡、校友卡、識別證或學生證，可享9折優惠。

(含所有飲品、咖啡豆及相關器材等)

06-2357613 台南市東區府連東路47號

19
萬國牛排館

小東店

凡國立成功大學校友及教職員工生，於結帳時出示校友

VIP卡、校友卡、識別證或學生證，可享95折優惠。
06-2080436 台南市北區小東路151號

20
歡樂平價牛排/

康牛小吃店

凡國立成功大學校友及教職員工生，於結帳時出示校友

VIP卡、校友卡、識別證或學生證，可享9折優惠(消費200

元以上)。

06-2717389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811號

21 決哥手烘咖啡吧

凡國立成功大學校友及教職員工生，於結帳時出示校友

VIP卡、校友卡、識別證或學生證，購買飲品、耳掛、豆

子，即加贈點數1點。(活動與特價優惠不可累計)

06-2356999 台南市勝利路187號

22 涮乃葉台南大潤發店

凡國立成功大學校友及教職員工生，於結帳時出示校友

VIP卡、校友卡、識別證或學生證，可享下列優惠：

(1)店內用餐享有原價9.5折優惠，酒類商品除外。

(2)若調整各項商品價格及內容，依現場為準，不另行通

知。

(3)菜單變更或服務費若有調整，依現場為準，不另行通

知。

06-2231896
台南市北區臨安路2段310號2樓(大潤發台南店2

樓)

23 五鮮級餐飲文化有限公司
凡國立成功大學校友及教職員工生，於消費點餐時出示

「相關識別證」，可享滿四鍋送海鮮拼盤一份優惠。
07-8419555 07-8413555 高雄市前鎮區實業路160號

24 喜鴻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憑證件享有優惠
06-2130198-806

彭晶翎
06-2130198 台南市東區大同路一段2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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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台南大飯店-翡翠廳

憑校友VIP卡、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成功大學學生

證,享以下優惠價。

1.至台南大飯店翡翠廳消費享9折優惠(需另加原價10%服

務費)

2.本優惠限適用於歐式自助餐及半自助式套餐之餐飲型

態。(不適用於宴會廳、會議、桌席、廂房、喜宴、外

燴、美食外賣與酒水飲料)

3.本優惠不適用於農曆春節(小年夜~初五)及母親節當週

六日。

4.本優惠不可以「$500餐飲抵用券」或「餐券」付款。

5.本優惠不可與其休優惠方案併用。

06-2249886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1號

26
星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Magi Planet星球工坊)

憑校友VIP卡、校友卡、成功大學職員證於全台門市消費

，可享9折優惠。

1 中華航空

凡透過華航網站網路購票https://www.china-

airlines.com/tw/zh/booking/book-flights/flight-

search，只要輸入本校企業會員帳號，即可享購票優惠

企業會員帳號:TW023670

台南營業所

06-2358099#2356

羅小姐

06-2357299
台南市東門路一段358號6樓A室

2 長榮航空

(1)個人直接上網訂購票享優惠票價：

網址：

https://booking.evaair.com/flyeva/eva/b2c/booking-

online.aspx?lang=zh-tw

(2)請旅行社代理訂位及開票：

訂位：於訂位紀錄OSI項目註明CFFPTPE1759

開票：於機票Form of Payment欄位註明  商務代碼：

TPE1759

訂位專線

02-25011999

07-2696801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177號

交通類

1.誠品信義門市/02-87893388/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1號B2F

2.微風台北車站門市/02-77565079/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2樓

3.京站時尚廣場門市/02-25580793/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1號B3F

4.台茂購物中心門市/03-3119738/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112號6樓

5.華泰名品城門市/03-2751267/桃園市中壢區春德路189號1樓

6.中友百貨門市/04-37022567/台中市北區三民路161號B棟B2F

7.義享時尚廣場門市/07-5599888/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15號B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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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方航空

限使用促銷代碼【NCKUMU】於中國東方航空台灣網站購票

適用(http://tw.ceair.com/)

成功大學專屬購票優惠網址連結:

https://static.ceair.com/newwebsite/tw/Promotion20

20/college/2020NCKUMU/pc/index.html

東航台北客服中

心40556868，

手機直撥

02-40556868

(本優惠案詳細活

動內容請洽東航

台灣呼叫中心客

服專線:4128118

，手機直撥加

03。

服務時間：週一

至週日(含法定假

日)，24小時全年

無休。

02-25450781 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34號5樓

1 寶夫人藥品有限公司 憑校友卡享九折優惠，（特惠商品恕不合併折扣）

06-2361101

0938-895256

莊喬茵小姐

06-3356708
台南市東光路一段142號

1 美麗華皮件

請利用專案訂單訂購，到貨日為每週二~週六白天時段(恕無

法指定到貨時段)。

訂單請寄至→luggage.bt@msa.hinet.net （請務必附上貴識

別證件，如：員工證、校友卡）

下單後1～2個工作天回覆，如有現貨，約3～5個工作天到件

(如遇國定假日將順延到件)。

自取時間：上午8點30分～11點；下午1點30分～4點(週六下

午、週日、國定假日公休)

(如需請購單及DM請與校友中心魏小姐聯絡06-2099427)

商品資訊請上:http://www.luggage.com.tw

04-26993003

許婷怡小姐
04-26993605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308巷

8-1號

醫藥類

其他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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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博士韋爾股份有限公司

(空氣濾淨器)

持校友卡者優惠如下：

博士韋爾股份有限公司公告定價打八折優惠。

此優惠僅限

博士韋爾總店

04-24960707

曾德建先生
台中市大里區仁化路692號

3 捷安特/國車單車東寧店

(1)凡持成大校友卡或成大教職員工證消費享九折優惠(特

價品除外)

(2)購買1萬元以上自行車，送15%贈品或九折優惠擇一

(3)購買3000元以上自行車，送10%贈品或九五折優惠擇一

06-2092886 06-2092886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244號1樓

營業時間：12:00-22:00, 每週二店休

4 成功大學文學院外語中心 凡持國立成功大學校友卡可享九折優惠
06-2757575-

52020

台南市大學路1號                     光復校

區文學院外語中心

5
采豐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成大授權紀念商品)

凡持國立成功大學校友VIP卡、校友卡享

1.【經典帽T優惠套組】經典款刷毛帽T+經典短T, 每組

999元。

2.【經典外套優惠套組】經典款刷毛貼布繡外套+經典短T

，每組1200元。

3. 經典款短T團購優惠：一次購滿10件, 9折優惠; 一次

購滿30件, 8折優惠。

4. 經典款帽T團購優惠：一次購滿10件, 9折優惠。

02-29458912

蕭丁偉先生

成大紀念品網站

http://nckugift.colaz.com.tw

酷樂網: www.colaz.com.tw

6 宏恩眼鏡東平店
凡持國立成功大學校友VIP卡、校友卡、職員證或學生證

，消費結帳後另享折扣優惠。

06-2087366

蔡先生
台南市東平路48號

7
蘭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持國立成功大學校友卡、職員證消費享所有產品定價8折

優惠/持校友VIP卡享7折優惠

06-2365256

簡玗芳小姐
06-2225267

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二段16號文化創意園區L棟2B

網址:www.lanhui-biotech.com

8 善誠生活有限公司

本校教職員工生及校友消費，憑職員證、校友VIP卡、校

友卡或足以證明之文件，即可享有以下優惠：全系列行李

箱全年度購買享有訂價之5折優惠。

如欲訂購本公司行李箱，請填妥專案訂購單後，mail至

公司信箱 service@unix-luggage.com(訂購單請與校友

中心魏小姐聯絡)

訂購全系列行李箱時，特約商店將提供免費宅配服務(離

島除外，即離島宅配必須自付運費)。

04-7281161

蔣小姐
04-7281162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447號

email：service@unix-luggage.com

9
加倍平安創意實業社(安

平平安)

凡國立成功大學校友及教職員工生，於結帳時出示校友

VIP卡、校友卡、成大識別證或學生證，即享有安平平安

品牌商品9折優惠。

06-2271210 台南市安平區安北路201號

旅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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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喜鴻旅行社

校友凡持成大校友VIP卡、校友卡或成大教職人員

(1)國際機票及國際訂房

(2)國外套裝自由行

(3)國外團體旅遊，提供含國際機票、飯店、交通、領隊

及餐食之全包式旅遊

(4)國內團體旅遊，提供含機票(高鐵)、飯店、交通、領

隊及餐食之全包式旅遊

(5)國內訂房

(6)協助其他應甲方要求之差旅或旅遊等服務事項

惟量身訂做、促銷及特惠團體...等不適用上述特惠範

圍。

06-2130198-806

彭晶翎小姐

708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248號12樓之5

www.best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