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優惠場域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優惠期限 優惠適用對象 備註

1 明君旅棧 恆春鎮船帆路604號 08-8851301 每房以各房型定價再折價200元 無限期
全國持紀錄冊或榮譽卡

之志工

2 義大皇家酒店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

一段153號
07-6568158

【豪華客房12坪】3,300+10%

【經典客房12坪】3,800+10%

【行政客房12坪】4,300+10%

【景緻套房18坪】5,800+10%

【總統套房24坪】13,300+10%

以廠商公布之日期

為準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3 義大天悅飯店
高雄市大樹區三和里

義大八街100號
07-6568000

【雅緻客房10坪】3,000/人x人數（含2客早

餐）

【溫馨家庭房12坪】3,800/人x人數（含3客

早餐）

【溫馨家庭房12坪】4,600/人x人數（含4客

早餐）

以廠商公布之日期

為準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4
富盛商旅GOGO HOTE-   市

政館

台中市西屯區四川路

138號
04-23693399

【雅緻客房7.5坪】

（一大床：平日單人1,780、平日雙人

1,980；假日單人2,680、假日雙人2,880）

（兩小床：平日2,180；假日3,080）

【雅緻VIP--8坪】

（一大床：平日單人1,980、平日雙人

2,180；假日單人2,880、假日雙人3,080）

【麗緻客房10坪】

（一大床：平日單人2,280、平日雙人

2,480；假日單人3,380、假日雙人3,580）

【家庭客房】

（兩大床：平日3,680；假日4,580）

（四小床：平日3,980；假日4,880）

【VIP客房】

（一大床：平日3,980；假日5,380）

以廠商公布之日期

為準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111年度屏東縣志工優惠方案一覽表(旅宿)



5
富盛商旅GOGO HOTE-   逢

甲館

台中市西屯區至善路

188號
04-24522333

【雅緻雙人房4.7坪】

（一大床：平日單人1,680、平日雙人

1,880；假日單人2,880、假日雙人3,080）

【雅緻四人房5.5坪】

（兩大床：平日2,680；假日4,080）

【麗緻四人房7.7坪】

（兩大床：平日3,280；假日4,580）

【VIP客房12.9坪】

（一大床：平日3,980；假日4,880）

截止日以廠商公布

之日期為準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6 葛瑪蘭溫泉飯店
宜蘭縣礁溪鄉溫泉路

40號
03-9887291

【經典雙人房】平日3,360、假日4,480

【經典雙床房】平日3,360、假日4,480

【經典四人房】平日4,560、假日6,080

【尊榮景觀房】平日4,800、假日6,400

【豪華家庭房】平日5,280、假日7,040

【客房泡湯2hr】平日1,000、假日1,280

截止日以廠商公布

之日期為準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7 葛瑪蘭風呂會館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

五段97號
03-9881133

【標準雙人房】平日2,520、假日3,360

【經典雙人房】平日3,360、假日4,480

【雅致雙人房】平日3,360、假日4,480

【豪華雙人房】平日3,600、假日4,800

【西式四人房】平日4,560、假日6,080

【豪華家庭房】平日4,920、假日6,560

【2人客房泡湯2hr】平日1,000、假日1,280

以廠商公布之日期

為準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8 小琉球蔡老師民宿
929屏東縣琉球鄉民生

路39號
郭守城
0971508028

持志工榮譽卡每房每晚折價200
適用月份 111年3月

到12月 平日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連續假期 春節 星期六都

不適用

9 椰林之家民宿
946屏東縣恆春鎮砂尾

路71-1號
徐美琴
0937167048

凡屏縣持有志工紀錄冊入住每房優惠$200元

及贈送精美小禮物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1日止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不適用日期 ＜農曆春節、

連續假日、特殊活動期間

不適用優惠＞

10 利百佳文旅
920屏東縣潮州鎮蓬萊

里4鄰府洋北街73號
馬玥0937333889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入住，享住房消費總金額

9折優惠

111年3月1日至111

年9月30止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農曆春節、連續假日、特

殊活動期間不適用優惠

11 台巴太民宿
946屏東縣恆春鎮社興

路186之6號
余安08-8861485

憑有效之志工紀錄冊，每間房間優惠200元

，每本手冊至多2間為限。

111年1月1至111年

12月31日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農曆春節 連續假日 均不

適用

12 樂活藝術家民宿
920屏東縣潮州鎮太平

路11號
胡馨月
0906939363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以及凡屏縣持有志工紀錄

冊冊入住，每房優惠100元再送一張100元住

宿優惠券(不可與其他優惠方案併用，且限

與民宿直接訂房，網路訂房平台不適用)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1日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不適用春節假期、特殊活

動期間不適用



13 墾丁米克.居 民宿
946屏東縣恆春鎮大光

路79之80號
林惠利
0905656938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平日入住房價再優惠

200.-
111年1月1日至12月

30日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農曆春節、連續假日、特

殊活動期間、週六

14 星之芳庭民宿
920屏東縣潮州鎮自由

路178號
謝汶珊
0968556773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入住，享住房消費總金額

95折優惠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6月30日止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農曆春節（除夕~初四）、

連續假日、特殊活動期間

不適用此優惠

15 墾丁玩家探索旅店
946屏東縣恆春鎮槺林

南路56巷35弄2號
林育首
0912190789

持有志工紀錄冊住宿8折優惠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1日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農曆春節，連續假日

16 匠棧民宿
946屏東縣恆春鎮恆南

路125巷30弄5號
吳秦仰
0982955967

持志工榮譽卡住宿9折優惠
111年3月1日至111

年5月31日止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不適用清明節連假

17 慵懶海灣
946屏東縣恆春鎮砂尾

路39號之1
文文
0980778880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平日包棟入住，享95折優

惠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1日止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假日、農曆春節、連續假

日、特殊活動期間不適用

優惠

18 禾森旅店
946屏東縣恆春鎮墾丁

路和平巷31號
林素華
0972079619

凡屏東縣持有志工紀錄冊入住平日每房優惠

$200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2日止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不適用日期 ：農曆春節、

連續假日、週末、特殊活

動期間不適用優惠

19 上仁民宿
946屏東縣恆春鎮省北

路2段93號
陳桂芳
0919136218

持志工榮譽卡或紀錄冊，平日住宿85折，一

般假日9折優惠，連續假日95折優惠

111年1月10日至111

年12月31日止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農歷春節、特殊活動期間

不適用優惠

20 艾蜜堡渡假會館
946屏東縣恆春鎮恆公

路670號
邱如華
0909218989

持志工榮譽卡住宿9折優惠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1日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不適用：假日（星期

六）、連續假日、特殊活

動日期

21 FUN假趣民宿
946屏東縣恆春鎮北門

路42巷3號

Judy

0920020231
凡屏縣持有志工紀錄冊入住每房優惠$200元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1日止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農曆春節、連續假日、特

殊活動期間不適用優惠

22 戀戀莎堡
946屏東縣恆春鎮船帆

路852巷21之1號
嚴惠莉
0905530255

屏縣志工持紀錄冊訂房入住，享9折優惠or

精美提袋（贈完為止），限電話訂房

2022年1月1日至

2022年6月30日止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春節、連假、特殊活動期

間不適用

23 堡貝屋親子民宿
928屏東縣東港鎮嘉新

二街2號
陳麗雪
0933272075

持志工榮譽卡或紀錄冊每房優待200元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0日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通通適用

24 綠院子民宿
946屏東縣恆春鎮恆公

路82號
丁美滿
0985919888

持榮譽卡不分平假日九折優惠。
111年1月10日至111

年12月30日止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不適用日期：農歷春節、

連續假日、特殊活動期間

25 海景三合院特色民宿
929屏東縣琉球鄉復興

路53號
林建儒
0928618178

凡屏縣持志工紀錄冊入住，每人房費折100

元，已享其他優惠者不再重複折扣。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0日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農曆春節、旺季假日、連

續假日、特殊活動期間不

適用優惠

26 松平渡假會館
946屏東縣恆春鎮恆公

路662號
黃秀雅
0932887062

持志工榮譽卡入住，享住房消費金額9折優

惠

111年1月12日至111

年12月/31日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星期六，春節，連續價日

27 甜馨渡假會館
946屏東縣恆春鎮恆公

路668巷8號
黃秀雅
0905755662

持志工志工榮譽卡，可享住宿房價9折優惠
111年1月12日至111

年12月31日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不適用日期：星期六，春

節，連續假日

28 凱撒
946屏東縣恆春鎮墾丁

路6號
曾于倢08-

8861889#5705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入住

1.平日/小假日選用凱撒假期專案入住，享

95折優惠

2.平日/小假日至發現西餐廳享用自助晚餐

，享95折優惠

PS.以上需加收原價10%服務費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1日止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平假日定義以飯店官網為

主

此優惠不與其他優惠、票

券、旅遊補助、信用卡優

惠併用



29 福華
946屏東縣恆春鎮墾丁

路2號
櫃台08-886-2323

1.凡屏東縣持有志工紀錄冊入住每房優惠

$200。

2.限向飯店直接訂房適用, 透過第三方預訂

者皆不適用。

3.每份手冊限優惠1房/1次。

4.入住時請出示紀錄冊。

111年1月10日至111

年12月31日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30 鮪魚

900屏東縣屏東市民生

路255、255-2至255-

10號

櫃台08-7322352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入住，享住房消費總金額

9折優惠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1日止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農曆春節、連續假日、特

殊活動期間不適用優惠

31 薇楓商旅
900屏東縣屏東市光榮

里桂林街38之2號
櫃台08-7665500

持榮譽卡平日優惠300元

假日(週六)、連續假期優惠200元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1日止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農曆春節、跨年

32 東港海風民宿
928屏東縣東港鎮嘉新

一街370號

陳婧純08-

8336811

凡持有志工手冊入住每房贈送當地名產小禮

一份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1日止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33 薄荷小日子
946屏東縣恆春鎮山腳

里恆公路676號

吳珀樺08-

8883554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或志工紀錄冊入住,即贈

送精美行李吊牌或手工香皂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1日止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34 淵興旅社
944屏東縣車城鄉福興

村中山路16號

廖羚夆

0963200911

持志工榮譽卡或紀錄冊，一房送福安宮唸財

金幣一枚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1日止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農曆春節、連續假日、特

殊活動期間不適用優惠

35 隨緣民宿
946屏東縣恆春鎮北門

路42巷5號

丁慧嘉

0972881723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入住，平日10人四房包棟

贈送早餐10份。

即日起至111年12月

31日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農曆春節、連續假日、暑

假期間不適用此優惠。平

日為周日至周五。

36 八樂的家民宿
946屏東縣恆春鎮恆西

路33巷105弄8號

劉惟滄

0937757132
憑志工紀錄冊住宿贈送精美伴手禮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1日止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週六、農曆春節、連續假

日、特殊活動期間不適用

優惠

37 小徑民宿
946屏東縣恆春鎮大光

路76之8號

呂宜真

0983866058

直接需向民宿訂房並事先告知，即享有持志

願服務榮譽卡或志工紀錄冊入住，依房型贈

送早餐及一份精美禮物

2022年1月1日至

2022年12月31日止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僅限平日入住即享優惠

38 大鵬灣大飯店
928屏東縣東港鎮中山

路59號

葉佳靈

0963317032
持志工紀錄冊贈送精美小禮物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1日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農曆春節，連續假日

39 福灣莊園

928屏東縣東港鎮大潭

里大鵬路102、106、

108、110、112號

陳佩珍088320111
凡持志願服務榮譽卡或屏縣持有志工紀錄冊

入住贈送該房同等住宿人數之巧克力下午茶 即日起至111年12月

31日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不適用日期:每周六日、農

曆春節、連續假日

40 輕.山曼漫旅民宿
946屏東縣恆春鎮恆西

路31-1號

廖婉如

0960405439
持志工榮譽卡一間贈送精美小禮物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1日止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農曆春節.連續假日.特殊

活動期間皆不適用優惠

41 薇米

900屏東縣屏東市復興

路25號9樓之1至之

32、10樓之1至之32

櫃台08-7343456
持志願服務紀錄冊入住，享住房房型升等優

惠

111年1月1日至111

年12月31日止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農曆春節、連續假日、特

殊活動期間不適用優惠



編號 優惠場域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優惠期限 優惠適用對象 備註

1 伍號糧倉．手感美味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

234號
0970-033118 招待小菜1份 111年12月31日止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2 萬波島嶼紅茶屏東林森店 屏東市林森路110號 0982-479998 買5送1 111年12月31日止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3 燒肉魂屏東店 屏東市復興北路34號 08-7666634 招待肉品1份 111年12月31日止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4 茶旺角鮮果茶飲 屏東市中正路394號 08-7366312 每杯折價5元 111年12月31日止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5 拾玖義洋食館
潮州鎮中洲路171巷19

號
08-7893819

持志願服務紀錄冊用餐個人9折優惠(過年期

間不適用)
無限期

全國持紀錄冊或榮譽卡

之志工

6 燒肉魂屏東店 屏東市復興北路34號 08-7666634 招待肉品一份 無限期
全國持紀錄冊或榮譽卡

之志工

7 里港文富餛飩工廠 里港鄉四維路67號 08-7758979 持志工證或志願服務紀錄冊享員工價優惠
111年12月底

全國持紀錄冊或榮譽卡

之志工

8 丹麥烘培坊 屏東市建豐路284號 7353728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自製產品可享9折，生日

蛋糕85折(慕斯、冰淇淋蛋糕除外)
111年12月31日

全國持志願服務榮譽卡

者

9 傅媽媽煙燻滷味
長治鄉瑞光路一段317

號
08-7225647

持志願服務紀錄冊消費不限金額均送蔬菜乙

份 無期限
全國持紀錄冊或榮譽卡

之志工

10 巨久小菜館 屏東市中山路274號 08-7651039 持志願服務紀錄冊買黃金泡菜買十送一 111.12.31為止
全國持紀錄冊或榮譽卡

之志工

11 廖(青霞) 車城鄉福安宮攤販區 0939-586615 消費滿100(元)送一顆鴨蛋 無限期
全國持紀錄冊或榮譽卡

之志工

12 恆春(不二家) 恆春鎮中正路82號 08-8892130
自製麵包、蛋糕、西點 一律打95折(飲料除

外)
無限期

全國持紀錄冊或榮譽卡

之志工

13 東興肉脯 東港鎮中正路165號 08-8322861 持志願服務紀錄冊或榮譽卡享9.5折優惠 無限期
全國持紀錄冊或榮譽卡

之志工

14 香榭小廚
屏東縣萬丹鄉大憲街

366號
08-7775018 餐飲9.5折優惠

以廠商公布之日期

為準

持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

工

15 涮乃葉屏東太平洋店 屏東市中華路80號1樓 08-7660669 店內用餐享有原價9.5折優惠
以廠商公布之日期

為準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16 甄藏工作坊
屏東縣潮州鎮光華路

1-7號
08-7894641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鮮奶酪一個扣5元(以原價

35元計算)

以廠商公布之日期

為準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17 水月囍樓 屏東市民生路2-27號 08-7551875
1.單點消費9折。

2.桌菜每桌贈特調飲料2壺。

以廠商公布之日期

為準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111年度屏東縣志工優惠方案一覽表(餐飲)



編號 優惠場域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優惠期限 優惠適用對象 備註

1 泰鶴農場 屏東市貴陽街25號 903118508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線上訂購享95折優惠(特

定品項除外)。

以廠商公布日期為

準。

全國持志願服務榮譽卡

者

2 屏東可可園區
923屏東縣萬巒鄉光明

路62-2號
08-7831757

持志工榮譽卡至屏東可可園區吧檯區

(園區自有商品)消費享9折優惠
111年12月31日止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義警義消持榮譽

卡亦等同適用

3
屏東縣職人町(studio

e'kis)

屏東縣屏東市仁德路

43巷5號

符合以下資格者，至本工作室「蝦皮商場」

或「買動漫」消費(連結於本工作室臉書粉

專置頂文)，並私訊提供證明，即贈送本工

作室原創作品《雪之饗》感謝明信片一張。

2022年1月起至6月

30日止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全國持紀錄冊之志工

屏東縣持榮譽卡之志工

屏東縣持紀錄冊之志工

相關證明須至粉絲

專頁私訊提供，

Facebook搜尋艾祈

思原創工作室 -

studio e'kis -

女孩們的歡樂日常

或粉專網址：

https://pse.is/P

ZL8H

4 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08-8701393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免費。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5 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08-8861211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免費。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6 鵝鑾鼻公園 營建署 08-8861321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免費。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7 美人洞及烏鬼洞風景區 屏東縣琉球鄉公所
08-

8612501#137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免費。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8 臺灣原主民族文化園區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

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08-7991219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免費。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9 貓鼻頭公園 內政部營建署 08-8861321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免費。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10
亞太水族中心觀賞水族動

物展示廳

屏東縣長治鄉園西一

路2號3樓
(08)762-0163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免費。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11 涼山遊憩區
屏東縣瑪家鄉涼山村

14-20號
08-7993520 持績優志工門票半價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12
小琉球三大風景特定區(美

人洞、烏鬼洞、山豬溝)
屏東縣琉球鄉公所 08-8612501 持志工榮譽卡可免費進入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13 山川琉璃吊橋
屏東縣三地門鄉中正

路一段56號
08-7325032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特惠票30元 無期限限制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111年度屏東縣志工優惠方案一覽表(休閒觀光)



14 大茉莉休閒農場
里港鄉載南路19巷12

弄20號
0925-930989

持志工榮譽卡，消費享9折優惠(特定品項除

外)
111年12月31日止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不得與其他優惠併

用

15 天使花園休閒農場
竹田鄉福安路120巷

101號
08-7801699

持志工榮譽卡，用餐享9折優惠(特定品項除

外)
111年12月31日止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不得與其他優惠併

用

編號 優惠場域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優惠期限 優惠適用對象 備註

1 髮學院 潮州鎮南進路29號 08-7899559
持志願服務紀錄冊技術消費85折；產品9折

優惠 無限期
全國持紀錄冊或榮譽卡

之志工

2 D+剪染工坊 內埔鄉廣濟路253號 08-7788709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剪髮贈送免費洗髮 無限期
全國持志願服務榮譽卡

者

3 名家髮型設計 枋寮鄉中山路248號 08-8782889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享9折優惠

持志願服務紀錄冊享9.5折優惠
無限期

全國持紀錄冊或榮譽卡

之志工

4 秀如頭皮臉部健康館 潮州鎮永康街242號
938605121

08-7893608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8.5折優惠(洗髮除外)

持志願服務紀錄冊享9折優惠(洗髮除外)
無限期

全國持紀錄冊或榮譽卡

之志工

5 愛琴海美學館 潮州鎮育英路80號 08-7809338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9折優惠

持志願服務紀錄冊享95折優惠
無限期

全國持紀錄冊或榮譽卡

之志工

編號 優惠場域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優惠期限 優惠適用對象 備註

1
南門醫療社團法人南門醫

院

屏東縣恆春鎮南門路

10號
08-8894568 掛號費減50元 111年12月31日止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2 國仁醫院
屏東市民生東路12-2

號

08-7223000

#7123林廣泰
門診不收掛號費(僅收部分負擔) 111年12月31日止

屏東縣持紀錄冊或榮譽

卡之志工

編號 優惠場域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優惠期限 優惠適用對象 備註

1 和欣建築生活館
屏東市瑞光路三段18

號
08-7371393

春節期間(1，2月)優惠～

1.台灣衛浴第一品牌，HCG和成牌衛浴設備

4.5折優惠。

2.愛菲爾廚具，系統傢俱，8折優惠。

3.另電爐、瓦斯爐、熱水器等，皆有優惠折

扣。

4.HCG和成牌免治馬桶座特價7450優惠中。

111年12月31日止
全國持紀錄冊或榮譽卡

之志工

2 信宏企業行 屏東市廣東路2號 08-7228626
持志願服務紀錄冊家具、辦公桌椅等全部商

品95折優惠
無期限

全國持紀錄冊或榮譽卡

之志工

3 泳富廚具行 屏東市廣東路6號 08-7230999
持志願服務紀錄冊廚具、浴室等商品95折優

惠
111.12.31為止

全國持紀錄冊或榮譽卡

之志工

111年度屏東縣志工優惠方案一覽表(日常用品)

111年度屏東縣志工優惠方案一覽表(美容美髮)

111年度屏東縣志工優惠方案一覽表(門診掛號)



4 日星文具行

1、潮州延平路118號

2、東港鎮中正路一段

181號

3、屏東市中正路430

號

0912139401

08-7801865
持志願服務紀錄冊或榮譽卡享95折優惠 無限期

全國持紀錄冊或榮譽卡

之志工

5 世欣眼鏡行
屏東縣林邊鄉中山路

209號
08-8750361

鏡框、鏡片7折優惠(其他拋棄式隱形眼鏡、

藥水除外)

以廠商公布之日期

為準

持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

工

6 榮興汽車(股)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

路41號
07-7108822

一、高額零利率80萬/30期（本項次得視總

代理每月促銷活動，得以增減）。

二、配備加碼送原廠360˚環景系統（本項次

得視總代理每月促銷活動，得以增減）。

三、保固再延長全車保固5年或12萬公里（

本項次得視總代理每月促銷活動，得以增

減）。

四、健康全車，全車內建原廠O3殺菌機。

五、尊榮好禮333，三萬元選配金/三千元尊

榮車號隨您挑/前三次保養免費。

截止日以廠商公布

之日期為準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7 林邊屛南九九大賣場
屏東縣林邊鄉仁和村

中山路279號
08-8752079 五金部分9.5折(煙、酒、百貨、食品除外)

以廠商公布之日期

為準

持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

工

8 枋山地區農會生鮮超市
枋山鄉善餘村德隆路

25-1號
08-8771111#224

持志工榮譽卡，枋山地區農會芒果乾150g原

價150元/包，優惠價135元/包
111年12月31日止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建議消費前來電預定

9 車城地區農會生鮮超市 車城鄉中山路15號 08-8824052

持志工榮譽卡，洋蔥酵素皂原價460元，享9

折優惠價414元；溫泉米3kg原價239元，享9

折優惠價215元。

111年12月31日止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建議消費前來電預定

10
車城地區農會生鮮超市牡

丹辦事處
牡丹鄉石門路6號 08-8831028

持志工榮譽卡，洋蔥酵素皂原價460元，享9

折優惠價414元；溫泉米3kg原價239元，享9

折優惠價215元。

111年12月31日止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建議消費前來電預定

11 特力屋屏東分公司 屏東市民生路2-27號
7216000

 #688/622

全館商品9折以上優惠

 1.排外商品：家電、冷氣、出清品、3M寢

具系統櫃/廚具櫃體、服務/安裝費、淨水設

備(含濾心/配件、門窗、防水專案、禮券購

買、專櫃…等)。

 2.購買商品前可先洽現場服務台。

以廠商公布之日期

為準
全國持榮譽卡之志工



編號 優惠場域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優惠期限 優惠適用對象 備註

1 泰富輪船公司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來回船票370元優惠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2 交通客船聯營處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來回船票370元優惠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3 藍白航運有限公司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來回船票370元優惠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4 大福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來回船票9折優惠

家屬加入官方LINE:@465qbjlg 線上訂票享

線上訂票優惠價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5 琉興有限公司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來回船票370元優惠

憑票根小琉球3大風景區(美人洞、山豬溝、

烏鬼洞)一票玩到底只要80元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6
由收費員開單之路邊、公

有路外停車場

志工持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下載QParking

APP註冊會員並綁定車號，加碼贈送停車金

100元；使用該APP線上繳費長期享有會員

專屬折扣。

受理申請時間至111

年6月底

持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

工，經由運用單位統一

彙整文件送屏東縣政

府-社會處申請

(申辦流程、文件下載

請至網

站:https://www.pthg.

gov.tw/ptvols/News_C

ontent.aspx?n=D71E5F

03F39E2F64&s=C08B641

F3E569DA2)

停車金加碼贈送限

定期間：111年1月

~6月提出申請，停

車金以1人1次申請

為限，由志工運用

單位造冊函文送社

會處申請，符合資

格核發予會員停車

金。為使各運用單

位申請有所依循，

訂定停車金申辦流

程。

申辦流程相關文件

請掃Qrcode，進入

網站下載文件

111年度屏東縣志工優惠方案一覽表(交通)



編號 優惠場域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優惠期限 優惠適用對象 備註

1 屏東救國團系列課程
900屏東縣屏東市成功

路206號

08-

7361084#31

范組長

持志願服務榮譽卡或紀錄冊報名本人課程之

學費85折優惠
111.12.31

全國持榮譽卡或紀錄冊

之志工
證照班及標示不折扣課程

不適用本項優惠；新生須

另繳報名手續費100元。

編號 優惠場域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優惠期限 優惠適用對象 備註

1

台銀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

公司、台銀保險經紀人股

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

路6段109號10樓之2
02-77208899 以公司商品DM內容所示為優惠標準

以廠商公布之日期

為準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2 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屏東市北平路24號 08-7338086 地方稅稅務節稅講座 111年12月31日止 屏東縣持紀錄冊之志工
10人以上，7日前

提出預約

3 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屏東市北平路24號 08-7338086 免等待，快速洽辦全功能櫃臺業務 111年12月31日止 屏東縣持榮譽卡之志工 由本局派員導引

編號 優惠場域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優惠期限 優惠適用對象 備註

1
屏東演藝廳

屏東藝術館

屏東市民生路4之17號

屏東市和平路427號

08-7227288

08-7340659

縣府自辦節目活動持志願服務榮譽卡購票7

折，每人限購2張
無期限

持屏東縣政府志願服務

榮譽卡之志工

2
屏東演藝廳

屏東藝術館

屏東市民生路4之17號

屏東市和平路427號

08-7227288

08-7340659

縣府自辦節目活動持志願服務紀錄冊購票9

折，每人限購2張
無期限

全國持志願服務紀錄冊

之志工

1.此項折扣只限於由屏東縣政府為主辦之節目活動

(判別方式:詳見文宣中主辦單位為屏東縣政府之節目)

2.購票方式:限現場購票(1人限購2張票)

3.購票地點屏東演藝廳2F(屏東市民生路4-17號，請由演藝廳

後方1後出入口上2樓找表演藝術科辦公室)

備註:購票須出示榮譽卡或紀錄冊正本

購票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時-12時；下午1:30-5:30或

節目前一小時於表演場地之服務台臨櫃購買

111年度屏東縣志工優惠方案一覽表(課程)

111年度屏東縣志工優惠方案一覽表(生活其他)

111年度屏東縣志工優惠方案一覽表(藝文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