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類別 公司 使用日 地址 電話 優惠項目

1
眼鏡

行

寶島眼鏡新莊中正

店
永續 新莊區中正路244號 (02)2993-5527

本優惠折讓僅限於寶島眼鏡新莊中正店適用配鏡前

出示特約卡才享有折扣優惠一、消費5000(含)折價

300二、消費5001以上折價500(拋棄式、藥水、特價

2
眼鏡

行

鏡匠眼鏡(新莊、幸

福)
永續 新莊區新泰路159號 (02)8991-1155

配整副眼鏡-特價商品再打9折，正常商品優惠後再打

9折買拋棄式和藥水免費送會員卡(現金集點)清寒家

庭(持證明)免費送(鏡架和鏡片)指定商品以上合約適

用於新莊鏡匠、幸福鏡匠

3

戶外

休閒

育樂

恆毅中學運動中心 109.12.31 新莊區公園路164巷 (02)8991-8470

憑家長會卡可享優待票：原價成人150，元學生120

元，優惠憑卡均100元憑家長會卡購買回數票加贈票

卷：回數票30張3000元，加贈3張體驗卷(半年期限)

不限本人使用。

4
文具

用品
崇文書局 永續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

段92號
(02)2991-5634

全館商品折扣後的結帳金額再扣3%(特價商品除

外)。

5
文具

用品
諾貝爾圖書城 119.12.31 新莊區新泰路108號 (02)8992-6587

1.漫畫95折，圖書9折起。2.文具8折起。特價品恕不

折扣

6
文具

用品

鑫玉堂文具(股)公

司新莊新泰營業所
永續 新莊區新泰路85號B1 (02)8201-0912

金玉堂問具批發價享95折優惠(特價品除外)大量訂購

另友直折扣以上優惠只限金玉堂文具批發廣場(新泰

店)使用

7 餐 飲 西堤牛排 109.03.30 新莊區新泰路303號2樓 (02)2992-1303 同行消費套餐及贈送香檳或甜點乙份

8 餐 飲 久代日本料理店 永續
新莊區中華路一段45巷6

號
(02)2992-1658 單點品項85折(定食、飯、麵除外)。

9 餐 飲 達美樂(中正店) 110.03.30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28

號
(02)2279-8852

1.外送買大送大一組，可以加贈1.25L可樂一瓶。2.

外帶10個非加價大pizza2500元。

10 餐 飲 黑砂糖剉冰(中港 109.05.30 新莊區中港路131號 (02)2998-2477 全品項(外送除外)一律折5元

11 餐 飲
八方雲集(新莊中華

店、復興店)
永續

新莊區中華路一段234號

1樓
(02)2279-8146 全店產品九折優惠(滿三百可外送)

12 餐 飲 鬍子茶(新莊店) 永續 新莊區新泰路279號 (02)2998-8389 早午餐全商品9折(店優惠活動除外)

13 餐 飲 揚名蛋糕 111.03.31 新莊區建中街24號
(02)2997-5946

(02)2991-4240

伴手禮類：鳳梨酥、招牌乳酪、起酥蛋糕、千層、

蜂蜜、歐式、虎皮等9折生日蛋糕類：一般、造型、

客製、戚風、乳酪等9折

新北市新莊國小108學年度家長會特約商店(1081205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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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餐 飲 拿坡里(新泰店) 永續 新莊區新泰路190號 (02)2990-5148 副選美食類產品買一送一

15 餐 飲
大埔鐵板燒(中和

街)
永續 新莊區中和街126號 (02)2992-7963

鐵板燒套餐全面九折(單品、特價品除外)，折扣後個

位數四捨五入計算。

16 餐 飲 九湯屋日式拉麵 永續 新莊區新泰路6號 0976731919
1.每碗拉麵(99~109元)加贈半顆糖心蛋2.小菜每份

(原價30元)折5元

17 餐 飲 幸福鐵板燒 109.03.20 新莊區公園路62號 (02)8992-5772

1.用餐滿300元送菜脯蛋、塔香蛋、蔥花蛋擇一2.用

餐滿600元送紅燒豆腐、肉鬆起士蛋塔、洛神起士蛋

塔(季節限定)擇一

18 餐 飲 千葉火鍋(中原店) 永續 新莊區中原路31號 (02)8991-0207
一卡6人享用9折優惠促銷時間不可與特約卡優惠併

用，可任擇一優惠折扣現金結帳才有優惠

19 餐 飲 湯姆餐館 永續 新莊區中安街10號 (02)8876-0003 手工窯烤披薩、義大利麵、排餐等餐點9折

20 餐 飲
湯正黑潮刷刷鍋—

新莊總店
永續 新莊區中安街10號 (02)2996-5986

開鍋即贈餃類、5-9位開鍋贈蛤蠣或鯛魚一份，10人

以上肉品全數升級4盎司，外帶98折

21 餐 飲
誠諾有限公司(Gino

Pizza新莊店)
永續 新莊區新泰路325號 (02)2276-0003 手工烤披薩.義大利麵等餐點9折

22 餐 飲 瘋一鍋頂鮮鍋物 109.11.19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67

號2F
(02)8993-8993 持特約卡95折

23 餐 飲 Doffee驢子咖啡 永續 新北市新莊區明中街1號 (02)2998-8581
精品手沖咖啡9折(義式、茶飲除外)，輕食類95折，

外送不限金額皆可送，單筆消費飲品買10送1。

24 影印
佳德商業機器有限

公司
永續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23

之4號
(02)2901-3577

1.多功能彩色、黑白事務機租、售-一般市場價格7折

2.多功能彩色、黑白事複印機租、售-一般市場價格7

折3.Canon大幅面繪圖機銷售-一般市場價格7折4.黑

白、彩色影印輸出裝訂成冊-一般市場價格7折5.大量

黑白、彩色印刷-一般市場價格8折6.A1、Ao大圖輸

出-一般市場價格8折

25 診所 大大中醫聯合診所 112.02.21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13

號
(02)2997-0022 優惠掛號費50元

26 診所 啟新中醫診所 永續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97

號1樓
(02)8283-6979 掛號費減免50元

27 診所 君悅牙醫診所 111.03.31 新莊區中正路160號 (02)2994-5329 一律免掛號費， 需收取部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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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百貨

服飾
益源童裝 永續 新莊區新莊路377號 (02)2992-8200

黃色小鴨禮盒8折 皇家查理士學院禮盒8折彌月、週

歲禮盒、毛毯-全面特價小三福、心福、乙福居家內

睡衣小朋友居家內睡衣滿1500元98折

29
百貨

服飾
奇美服飾店 永續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112

號
(02)2992-4552 學生制服9折   免費縫名牌

30
百貨

服飾
悍將服飾 永續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347

號
(02)2991-4734 當季服飾正品原價打7折特價品特價再9折

31
百貨

服飾
合興皮件 永續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286

號

(02)2992-9233

(02)2992-1105

孩童書包系列8折以上商品可再享95折(特價品除外)

真皮、紳士系列6折以上商品可再享95折以上優惠活

動，不得與店內其他優惠活動同時使用。

32
百貨

服飾
妙佳人鞋坊 永續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276

號
(02)2991-1533

氣墊鞋、休閒鞋、Nike、K-swiss、美津濃-全面特價

8折

33
百貨

服飾
統帥褲子大王 永續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379

號
(02)2996-8979

1.Edwin、Something、5th 
 
street、鬼洗、地藏小

王、tBoite：88折2.stockton、J950、whale：77折

34
百貨

服飾
豆豆鳥精品童裝 永續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26號 (02)2276-9491

2樓童裝貝蒂原價3折2樓PUMA原價5折2樓NB紐巴

倫5折2樓范倫3.8折2樓摩拉維亞原價3.3折持卡再享

35
百貨

服飾
韓舍愛美 永續 新莊市中正路48-1號 (02)2997-1771 (皮件、行李箱)全館(含特價品)九折

36
百貨

服飾
啟發百貨服飾 永續 新莊區新莊路333號 (02)2993-8457

女內衣褲8折、男內衣褲9折、泳衣泳褲7折(特價品

除外)、嬰兒服8折、學生服95折(免費繡學號名牌)

37
百貨

服飾

歐都納股份有限公

司新莊店-朱鴻戶外

旅遊生活館

109.03.30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

段67號
(02)2990-0928

1.ATUNAS 歐都納自有商品一律優惠八折2.外購品/

簽約品則以8.5折計算

38 其他
美育奧福(新莊分

校)
永續 新莊區新泰路136號4樓 (02)2991-6001

1.新生憑證免費試上本中心之團體奧福音樂課一次價

值600元。2. 新生憑證免費試上本中心之肢體律動或

創造性舞蹈或綜合舞蹈(三選一)一次價值600元。新

生報名可免報名費--價值200元新生現場報名可享優

惠--優惠500元依年紀安排適合課程

39 其他 新莊老街工藝坊 永續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92

號
(02)2277-2968

1.手工精油肥皂、石膏模型買二送一。2.新莊老街導

覽DIY費用，中低收入及低收入戶免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