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約商名單  
Annshop 小安的店 

Anytime fitness 展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R5 新世界大樓管理委員會 

RICH 好康聯盟（財富卡） 

wow 美食休閒網（超影系統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一二三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PP 會員卡）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 

一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人上人文教機構 

力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十鼓文創股份有公司 

三星科技 

三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善化總廠) 

三勝文具廠股份有限公司 

三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久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千葆股份有限公司 

士林夢工場通路整合有限公司(士子如林) 

大台南升學補習教育人員職業工會/台南市補習教育事業協會 

大台南市中餐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大台南市社區環境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大安婦幼醫院 

大成不鏽鋼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百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智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大潤發台南店 

小北百貨/文弘國際 

山川立股份有限公司 

山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技術研究院 

中大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油台南營業處福利小組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福委會(中宇、中冠、機械、精材、碳素、中聯、高科)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福委會(中貿、中盈、保全、中欣、鋼福)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福委會(中龍、中鴻、印度、馬來西亞、越南、鋼友) 

中強光電集團聯合職工福利委員會 

中華台亞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 

中華民國珠寶金飾研究會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限公司 

中華郵政工會台南分會 

中華郵政工會高雄分會 

中華郵政工會鳳山分會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校友會 

元和雅醫美診所 

元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元根建築工房 

元能股份有限公司 

六合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友達光電股份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友聯車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天主教聖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教師 

太子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太普高精密影像股份有限公司 

占暉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寧衛蘇伊士環境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台元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台泳企業（台南水都水世界） 

台南市工業會 

台南市才藝教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台南市中西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 

台南市中藥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台南市民有市場零售攤販職業工會 

台南市永康區北灣社區發展協會 

台南市永康區埔園社區發展協會 

台南市永康國際青年商會 

台南市立海佃國民中學 



台南市立醫院職工福利委員會 

台南市行善協會 

台南市私立仁仁森林幼稚園 

台南市私立府城優兒韻律舞蹈短期補習班 

台南市建築經營協會 

台南市後備憲兵聯絡中心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 

台南市政府秘書處 臺南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員工消費合作社 

台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局) 

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校友會 

台南市教充產業工會 

台南市教育產業公會-全國教師公會總聯合會 

台南市職業工會總工會 

台南市藥商管理研究協會 

台南市議會貴賓卡 

台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健康路浸信會 

台南就業服務站 

台南電子有限公司 

台南縣工業會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校友服務中心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校友服務中心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餐飲系系友會 

台南藝術大學  

台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台塑石化公司 

台塑重工公司 

台塑海運公司 

台達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企業工會 

台瀚摩登科技有限公司(酷碰網) 

台灣化學纖維公司 

台灣史谷脫紙業公司-新營廠企業工會 

台灣成膜光電 

台灣成膜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杰士電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省台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台灣美食網 

台灣神戶電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國際彩光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塑膠 

台灣電力(股)公司新營區營業所職福會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碧士克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臺南地方法院 

台灣語言教育學會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擠體電路製造(股)公司職福會 

台灣興美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穗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巧克力汽車商業（股）公司 

弘進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達國際光電(股)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永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生種子股份有限公司 

生活網(台積、台達、群創、港香蘭、生活網、南科管理局、和鑫光電、台灣康肯、

奇美集團、達創光電、南茂科技、瀚宇彩晶、國通汽車、正達光電、台灣康寧) 

生活網(台灣積體電路、台積固態照明、台積太陽能) 

生活網企業社-竹科、中科、南科生活網 

生達製藥集團 

立康生物科技(股)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先進動力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股)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艮公司 

全國學生聯合會 

全球人夀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待勝通訊處 

合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合勤集團聯合職工福利委員會 

合興精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帝一食品有限公司 

好康 

如陽股份有限公司 

宇盛精密板金工業有限公司 

安平快樂跑協會 

安平榕樹腳陳氏族親會 

安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鼎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成大聯名卡(國立成功大學第二十一屆學生會) 

成大醫院 

成大醫院合作社 

成功大學 EMBA 校友總會 

早稻田日本語中心  

旭硝子玻璃顯示股份 

旭暉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旭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旭福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台南監獄員工消費合作社 

有限責任畜產試驗所員工消費合作社 

汎亞國際人事顧問(股)公司 

江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艾米媒體行銷（股）公司 

行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員工消費合作社 

行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住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住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宏昇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宏進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補識別證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志鋼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沃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沛笙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私立八方居長照機構 

貝里斯商應瑞國際 



亞思科技應用股份有限公司 

亞洲航空公司企業工會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京賀日語補習班 

佳湘食品有限公司 

佳廣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協欣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協益飼料股份有限公司 

受興鋁業有限公司 

和全豐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和昌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奇美集團-佳美貿易 

奇美集團-奇咖有限公司 

奇美集團-奇美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奇美集團-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奇美集團-奇美視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奇美集團-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奇美集團-奇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奇美集團-奇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奇美集團-財團法人台南市奇美文化基金會 

奇美集團-財團法人奇美博物館基金會 

奇美集團-財團法人奇美醫學中心(奇美醫院) 

奇美集團-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 

奇美集團-富食團膳股份有限公司 

奇美集團-新視代科技 

奇美集團-聯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奇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宗葆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尚品國際精品有限公司 

尚源股份有限公司 

岳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府城汽車客運府份有限公司 職業工會福利委員會 

怡維達有限公司(維達都會生活俱樂部) 

旺宏電子(股)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昇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昌益建股份有限公司 

明志科技大學 



東升熱交換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京威力科創(股)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東洋彩光股份有限公司 

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東陽事業集團職工福利委員會 

東陽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 

欣昱晟 

欣興電子職工福利委員會 

法務部調查局台南市調查處 

矽格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台南市佑明視障協進會 

芮可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迎輝科技(股)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金永佳有限公司 

金吉宏機械五金有限公司 

金利豐企業有限公司 

長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長庚大學 

長庚技術學院 

長庚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長紀念醫院職工福利委員會 

長渼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長榮大學 EMBA 長榮高階管理學術研究會 

長榮大學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 

保德信國際人壽股份 

信詠馨中醫診所 

冠揚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冠揚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前瞻國際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南一育樂事業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二中校友會 

南台配電盤股份有限公司 

南亞科技公司 

南亞塑膠公司 

南茂科技 

南臺科技大學 

帝球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恆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星和醫學美容診所 

星旺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皇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皇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福委會 

科毅研究開發公司 

美敦力醫療產品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美樂地府城唱遊卡（美樂地視聽歌唱有限公司） 

致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英業達集團 

英屬開曼群島商天暉精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茂迪股份有限公司 

虹彩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虹鋼富企業有限公司 

郁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飛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我手機 APP（EATME)-各店皆適用 

凌陽集團 

唐榮公司企業工會 

家福(股)公司(家樂福）-北南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北南總管理處 

家樂福 

時間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桂盟國際股份公司 

泰林科技 

浤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海閱大樓管理委員會 

益通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納智捷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員工消費合作社 

財團法人中醫師公會 

財團法人台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仁愛之家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 

財團法人統一企業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財團法人朝陽文化藝術基金會(永康社區大學) 

財團法人朝陽禮文化藝術基金會（永康社區大學） 



財團法人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郡宏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高明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 

高野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高雄市餐飲業職業工會 

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南分院 

高醫體系(高雄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高雄市立小港醫院、高

雄市立大同醫院、高雄市立旗津醫院) 

偉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啟碁科技職工福利委員會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校友會 

國立台南生活美學館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國立成功大學校友聯絡中心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員工消費合作社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 

崑山科技大學 102 級學生會 

崑山科技大學 104 級學生會 

崑山科技大學學生會 

康寧大學福利委員會 

康曜生活服務企業有限公司 

得禎興業有限公司 

捷達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敏翔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敏翔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組弘科技有限公司 

統一化妝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佳佳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武藏野股份有限公司 

統宇車業有限公司(YAMAHA) 

統亞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凱泓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喜鴻旅行社有限公司 

堤維西交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及數位互動股份有限公司 

富及數位互動股份有限公司(富立建設)1 

富及數位互動股份有限公司(富立建設)2 

富及數位互動股份有限公司(富立建設)3 

富及數位互動股份有限公司(富立建設)4 

富立 

富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富立家族卡) 

富立家族卡/富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  管理部 

富豪居國際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富廣開發源富建設 

富廣開發源富建設 

敦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普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智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原科技（股）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期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森霸電力(股)公司  豐德電廠 

琮偉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邦電子(股)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華創車電技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華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同中華汽車) 

華雲股份有限公司 

華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鹽水廠 

華擎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視障運動休閒觀光旅遊聯誼會 

詠馨婦產科 

超影系統軟體股份有限公司(wow 美食休閒網) 

開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隆美布料股份有限公司 

隆美布料股份有限公司 

集美樂聯合集點卡 

黑橋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新化義勇消防隊（義消婦宣分隊） 

新日光能源科技 

新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商中微半導體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新光產物台南分公司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公司 

新唐人亞太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新唐科技(股)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 

瑞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經昌汽車電子工業公司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 -2 

(億陞智生技/岩冠企業/銘鷹製衣/ 

台灣建和/富國電機/九玄科技/ 台灣漢門德/利紳科技/奇琳科技/銳康科技)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 3 

(泰菖企業/台灣昭陽化學/盟泰電子/裕威電子/瑩慶光電/台灣博士電子/高雄晶傑達光電

科/豐瑩企業/大櫻企業/億尚科技)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 4 

(鈜澤科技/靖騰能源/新盛力科技/逸泰電子/志昱科技/克瑞電子/台灣愷督科技/台灣典

範半導體/琛帝企業/富聲國際)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 5 

(海昌電子/台虹科技/ 吉伯特珠寶/ 超微企業/ 天二科技/台灣松尾/ 亞比多生技/超麗

光電/竹路應用材料/微端電子)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 6  

(加圖實業/儷耀科技/良發保溫材料/台灣岡崎工業/組弘科技/旭宏科技/科妍生物/淞博

科技/甌堡國際/聖強企業)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 7 

(品日科技/琳得科先進科技/明安國際/亞東工業氣體/杜夫萊茵/頎邦科技/台灣海博特/

聯華氣體/茂發電子/永盛鑫企業)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 8 

(億尚精密工業/華新科技/普詮電子/華成自動化設備/台灣矽馬電子/亞旺貿易/競怡企業

/昶亨科技/台灣日電產三協/台灣櫻井)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 9 

(琳得科先進科技/台灣亞細亞興業/高雄信統電產/瑞儀光電/一直順實業/安天德百電/台

灣日東電工/全台晶像/台灣三井/台鈴科技)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 管理處從業員工服務中心-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 

群美藥局 

群益金融集團聯合職工福利委員會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舊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義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義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義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義盟興眼鏡 

聖功女中校友會 

聖帝諾產後護理之家 

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萬寶龍空間設計 

裕元&文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裕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裕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裕隆集團總管理處 

裕隆電能股份有限公司 

裕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裕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誠益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鼎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僑依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僑胞卡 

僑務委員會 僑胞卡 

榮星電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漢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漢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漢辰、漢信) 

漢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漢翔航空工業有限公司 

瑪帕精密刀具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福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福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委股份有限公司 

精法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維達健身俱樂部 

聚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文化中心 30 週年紀念卡 

臺南市北區公園國民小學 

臺南市北區公園國民小學 



臺南市永康區崑山國民小學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校友會 

臺南市臺南地政事務所 

臺南縣工業會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臺灣開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賓士中成有限公司 

賓泓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金士頓科技 

遠雄網路服務有限公司 

遠雄聯合網路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酷碰網資訊有限公司 

銀戀九二五社 

銘慧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鳳記國際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儀大股份有限公司 

億光電子工業 

廣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德安百貨 

德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樂陞科技(股)公司 

模里西斯商暻泰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潤益工業有限公司 

緯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員工消費合作社 

輝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鋒鈴車業 

曄拓保養品股份有限公司 

璟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璟馨婦幼醫院 

穎新世代股份有限公司 

翰昇股份有限公司 

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 委員會 

興中行股份有限公司 

興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慶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興慶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龍峰企業務(股)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優貝克科技(股)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懋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戴爾美語教育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環球國際唱片股份有限公司 

環馨婦幼醫院 

聯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華電子 

聯華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 職工福利委員會 

聯華電子(股)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聯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鴻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禮進企業有限公司 

職達外語有限公司(員工、學員) 

懷藝精密科技(股)職工委員會 

瀚宇彩晶 

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寶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鐵路工會臺南台南分會 

顧德好長照集團如新護理之家 

歡樂滿屋 

攬人生態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