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氣餐飲 Popular_Dining 

商店名稱 優惠內容 優惠對象 聯絡方式 合約期限 

向陽房食品公司 

1.門市可享自製品原價折扣優惠：西點 

蛋糕 9 折、麵包 95 折。 

2.百貨公司櫃位可享西糕蛋糕、麵包一律 95 折。 

3. 優惠適用全國門市。 

1.教職員 

2.學生 

3.校友 

‧各店位置請參見向陽房食品公 司網頁說明。 
‧官方網頁

http://www.shinehouse.com.tw/index.php 自動續約 

嘉味軒食品行 

 

消費享 9 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1.教職員 

2.學生 

3.校友 

‧ 臺中市西區模範街 12 巷 5 號 
‧ 電話：04-2301-2180 
‧ 官方網頁： http://www.chiawiasina.com.tw 自動續約 

太陽堂老店 

1.餅類產品，享 9 折之優惠(特價品 除 外)。 

2. 凡消費滿 3000 元，可累計申請 VIP 貴 賓卡，VIP 貴

賓卡無期限並不限 本人 使用。 

3. 活動期間以促銷價格為準，不再與其 他優惠同時使用。 

1.教職員 

2.學生 

3.校友 

‧臺中市中區自由路二段 25 號 
‧ 電話：04-2220-0012 
‧官方網頁： http://www.sunbooth.com.tw/ 自動續約 

風尚人文咖啡館 

1. 消費享 9 折優惠。(恕不得與其他優 惠 併用)。 

2. 優惠適用全國門市。 1.教職員 

2.學生 

3.校友 

‧各店位置請參見風尚人文咖啡 館網頁說明。 
官方網站： http://www.stylecafe.com.tw/ie/new 
s.php 

107/12/31 

多喜田食品公司 

 生日蛋糕 88 折(7 吋以上)、外送蛋糕 9 折(10 吋以上)，外送

距離以各分店 1.5 公里內(約五分鐘路程)，超過部分請電洽

廠商外送金額或服務。 

 自製品全面 9 折。 

 特價品、非自製品、餐盒、雞尾酒會及自助餐點不適用此

項優惠。 

 優惠適用於義美餅店、多喜田食品南屯店、崇德店、逢甲

店、河南店與學士店。 

 特約商店的優惠不等於義美或喜多田 VIP 卡，會員日不適

用於此條約。 

1.教職員 

2.學生 

3.校友 

‧綠川東街義美餅店：臺中市中 區綠川東街 38
號；電話：04-2224-0609 

‧南屯店：臺中市南屯區南屯路二段 80 號；電話：

04-2475-7399 
‧崇德店：臺中市北屯區崇德路 二段 286 號；電

話：04-2446-3538 

‧逢甲店：臺中市西屯區河南路 二段 322 號；電

話：04-2451-5558 

‧學士店：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63 號；電話：

04-2208-5598 

自動續約 

http://www.shinehouse.com.tw/index.php
http://www.chiawiasina.com.tw/
http://www.sunbooth.com.tw/
http://www.stylecafe.com.tw/ie/new


聖華宮蔬食餐廳 

 歐式百匯，消費可享 9 折優惠。 

 喜宴、壽宴全席、尾牙、春酒辦桌， 優惠另議。 

 外帶、外送、外燴、販售區商品、特 價品恕不優惠。 

 母親節、春節暫停使用恕不另行通 知。 

 本優惠不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優惠適用台中店、彰化店。 

1.教職員 

2.學生 

3.校友 

‧台中店： 臺中市北區中清路一 段 657 號； 電
話：04-2295-5298 

‧彰化店： 彰化市金馬路三段 100 號；電 話：

04-720-1308 
‧官方網站： http://www.saintlotus.com. tw/ 

108/12/31 

千葉火鍋 

1.享原價 9 折( 須加收原價之一成服務費)。 
2.每張識別證最多可 6 人同享優惠。 
3.非假日 20 人( 只需附一張識別證) 以上團體訂位全享 
9 折優惠，但仍 須收 原價一成服務費優惠。 
4.優惠適用全省門市。 

1.教職員 

2.學生 

3.校友 

‧各店位置請參見千葉火鍋網頁 說明 

‧官方網站： 
http://www.chien-yen.com.tw/ 永久續約 

ㄨ麻尹日式餐飲 

 店內餐點九折優惠(與店內優惠活動擇一)。 

 來店消費打卡送精緻小菜。 1.教職員 

2.學生 

3.校友 

‧ 台中市南區學府路 179 號 

‧電話：04-22207868 

‧官方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ome177 

自動續約 

精彩火鍋 
1.消費享現金 9 折、刷卡 9.5 折優惠。 

2.優惠適用全省門市。 

1.教職員 
2.學生 
3.校友 

‧各店位置請參見精彩火鍋網頁 說明 
‧官方網站： 
http://www.bravohotpot.com.tw/pop/Index.php 

自動續約 

董月花客家 

人文餐廳 

 點餐時出示證件，即招待乙道特色菜 (合菜除外)。 

 生日提前訂位告知即招待猪腳麵線 乙份，來店點餐時需出

示證明文件。 

 消費享有 9 折優惠(即免收服務費)。 

 優惠適用退休人員。 

1.教職員 

2.學生 

3.校友 

‧臺中市西區五權西三街 37 號 

‧電話：04-2375-5559 

‧臉書粉絲團： 董月花客家文化餐廳 new 
自動續約 

港籠腸粉 

 消費享 95 折優惠。 

 父親節、母親節及春節期間( 初一~ 初五)不適用此優惠方

案。此方案不 得與其他優惠並行，如店內有其他優 惠活

動同時進行時，僅能擇一使用。 

 優惠適用於全區(美村店、青海店、 崇德店、五權店、大里

店、竹北店、桃園店) 

1.教職員 

2.學生 

3.校友 

‧各店位置請參見網頁說明 

‧官方網站： http://www.ganglong.com.tw/ 
自動續約 

http://www.saintlotus.com/
http://www.chien-yen.com.t/
http://www.facebook.com/ome177
http://www.bravohotpot.com/
http://www.ganglong.com.tw/


藝奇新日本料理 

1. 每人每杯冰梅釀及味付杏鮑菇乙份。 

2. 優惠適用台中大墩店、福雅店、崇德 店。 1.教職員 

2.學生 

3.校友 

‧ 大墩店：臺中市南屯區大墩 路 514 號 2 樓；

電話：04-2320-0030 
‧ 福雅店： 臺中市西屯區福雅路 95 號；電話：

04-2461- 6022 
‧ 崇德店： 臺中市北區崇德路一段 649 號 2 
樓；電話：04-2238-2252 
‧ 官方網站： http://www.ikki.com.tw/inde x.html 

自動續約 

阿默蛋糕 

 各項產品可享有 9 折優惠(荷蘭貴族 手工蛋糕與 Bramo 

加價購商品除 外)，但仍須遵循運費折扣標準。 

 荷蘭貴族手工蛋糕單筆消費滿 20 

 即贈送 1 盒優惠方式。 

 Amo 咖啡廳：單點可享有 9 折優惠 (除 套餐外)，另加一

成服務費。 

 優惠適用全國門市。 

1.教職員 
2.學生 
3.校友 

‧各店位置請參見阿默蛋糕網頁 說明 
‧官方網站： http://www.amo.com.tw/ 

自動續約 

連基量能科技有限

公司(成就希望工程) 

1 、 憑 本 校 專 屬 優 惠 代 碼 1844687 至 官 網

https://www.linrg.com/訂購，全館不限商品９折優惠，折

扣後滿 2000 元享宅配免運費。 
2、回傳優惠顧客專屬電子訂購單至電子信

箱:linrg.hope@gmail.com，並填寫優惠代碼： 1844687 ，享

９折優惠 

3、加 LINE 留言訂購(ID:@ykr9560b)，請提供本校專屬優惠

代碼或員工證、名片等身分證明。 
產品新鮮出貨，來店購買，請事先預訂。 

1.教職員 
2.學生 
3.校友 

‧嘉義市西區玉山路 82 號 

‧電話：05- 2363356 

‧官方網站：https://www.linrg.com/ 

期滿重新訂約 

 

http://www.ikki.com.tw/inde
http://www.amo.com.tw/
https://www.linrg.com/
https://dragon.nchu.edu.tw/cgi-bin/genMail?adr=linrg.hope@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