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局長的話

敬愛的臺北市教師們：

　　校園裡的四季遞嬗，您在教育的園圃中辛勤耕耘，讓孩子們成長茁壯，感謝您用青春與堅持，美好了每一回

師生共學的緣份。在這力求與國際接軌，跨域學習整合的時代，莘莘學子因您的專業教導得以開展適性光譜，建

構核心素養，提升未來的競爭優勢。辛苦了!老師們。

　　值此一年一度的敬師月，為感謝您百年樹人的教育熱忱，及彰顯本市尊師重道的傳統精神，本年度的敬師月

活動依智慧城市E化政策，首度採用電子宣傳摺頁eDM，並規劃了「優秀教師表揚暨感恩活動」、「臺北市提供教

師優惠專案」、「敬師影片」等項目，我們期待各校與家長會共同籌備富有教育意義及價值之敬師活動，以頌揚

浩蕩師恩，激勵教師專業精神。

　　教育，是生命感動生命的歷程；教師，則是教育創新、進步的關鍵領航者。北市敬師月系列活動，誠摯邀請

您共同參與，讓我們一起回憶學習過程中的酸甜，並傳遞對教師最真誠的敬意。在此敬祝全市教師

教師節快樂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致敬
民國107年9月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年度敬師月感恩活動
及優惠措施一覽表

優惠三重奏：

場館入園

優惠措施

2
商家育樂

優惠措施

3
表揚暨敬師

感恩活動

1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詳細優惠內容

請到訪活動頁面：

感恩優惠期間：

107年9月1日∼9月30日

臺北市教師優惠，使用時請出示教師證或學校服務證。



臺北市107學年度
優良教師表揚典禮

特殊優良教師表揚典禮

特殊優良教師教育文化展示

特殊優良教師教育文化論壇

鳴鐸留聲揚杏壇現風華

臺北市第19屆
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
與行動研究成果發表

107年度高中職以下
校園百大珍食達人頒獎典禮

臺北市政府107年度服務40年
資深優良教師聯誼餐會

107年教育奉獻獎及資深優良
教師表揚大會暨總統餐會

107年度退休教師
感恩關懷活動

107年臺北市各界紀念大成
至聖先師孔子誕辰2568週年
釋奠典禮

臺北市教師鐳戰活動

107/9/3(一)

107/9/27(四)

107/9/27(四)-
107/9/30(日)

107/9/29(六)-
107/9/30(日)

107/9/25(二)

高中組：107/9/21(五)
高職組：107/9/14(五)
國中組：107/9/20(四)
國小組：107/9/19(三)
幼兒園：107/9/26(三)

107/9/19(三)

107/9/19(三)

107/9/27(四)

107/9/28(五)

107/9/28(五)

初賽：
107/9/15(六)
107/9/16(日)
決賽：

107/9/23(日)

木柵高工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西門紅樓一樓中央展區

西門紅樓一樓紅樓茶坊

華國大飯店

高中組：西松高中
高職組：大安高工
國中組：蘭雅國中
國小組：老松國小

幼兒園組：南海實驗幼兒園

麗山國小

元福樓

陽明山中山樓

青少年發展中心5樓流行廣場

臺北市孔廟

初賽：
光復國小體育館
濱江國小體育館
決賽：

大同高中體育館

白玉玲
1999 #1248

白玉玲
1999 #1248

白玉玲
1999 #1248

白玉玲
1999 #1248

李秋田
1999 #6370

高中組、高職組及
國中組：王薇茜
1999 #6362
國小組：洪嘉
1999 #6380

幼兒園組：詹美瑩
1999 #6383

林佳穎
1999 #1247

侯宥禎
1999 #6406

侯宥禎
1999 #6406

白玉玲
1999 #1248
陳靖茹

1999 #6401

周蒂威
02-2594-2635#823

台北市教師會
02-2596-0780

敬師感恩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聯絡電話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
本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
土銀展示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
南門園區

兒童新樂園

臺北市立
天文科學教育館

臺北市立動物園

持臺北市教師證免費參觀

1. 憑教師證可享常設展優惠票70元/張
（一張教師證限購一張）。
2. 教師於當月購買本館出版品及衍生商品
享8折優惠。

持教師證入場享半票優惠

持教師證入場享半票優惠

持教師證入場享半票優惠

1. 敬師月期間，持教師證或學校識別證享
教師及及親友3人同行(共4人)，免費入
園優惠(園內遊樂設施及劇場正常收費)。
2. 敬師月期間每週六、日贈送教師及親友
3人同行(共4人)各1份4項設施免費遊樂
券(可於編號1-13號遊樂設施中任選4項
設施搭乘，不包含委外經營設施，限當
日使用)。

1. 教師之夜影片欣賞會：招待臺北市教師
免費欣賞宇宙劇場影片。
2. 「敬師月」招待臺北市教師及親友3人同
行(共4人)憑證免費欣賞立體劇場影片。
3. 宇宙劇場「教師之夜」活動：
107/9/29(六)18:00與19:00
4. 「敬師月」立體劇場優惠：9月份例假日。

1. 「敬師月」活動期間(9/1-9/30)，教師憑教
師證連同親友3人(共4人)可免費入園。
2. 107/9/15(六)16:00-20:00「2018悠遊月光
下-中秋團圓夜」活動，誠摯邀請全國教
師及民眾闔家光臨，當日優待教師於活動
開始憑教師證至「柚燈大賞」攤位報名，
即可免費獲得1份紀念品。
3. 園區委外賣站提供優惠如下：
(1) 企鵝館、青蛙屋、青蛙咖啡及萊爾富
：憑「教師證」提供9折優惠(教師親友
及團體恕不提供優惠)。
(2) 動物園店、蟲子店、貓熊店、動物王
國店、生物多樣性店、貓熊餐廳、老虎
店、駱駝店(倆月倆日、愛爾蘭瘋薯、
食食再再)、河馬店(摩斯漢堡、烏丼亭
、黑面蔡、頂呱呱)：憑「教師證」提
供9折優惠(活動品與特價商品除外)。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1號

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189號

臺北市中正區襄陽路2號

臺北市中正區襄陽路25號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1號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5段55號

臺北市士林區基河路363號

臺北市文山區新光路二段30號

02-2881-2021
#2201

02-6610-1234
#1510

02-2382-2566

02-2314-2699

02-2397-3666

02-2833-3823
#211

02-2831-4551
#604

02-2938-2300
#625

場館入園優惠措施

場館名稱 優惠票價或措施 場館地址 聯絡電話



場館名稱 優惠票價或措施 場館地址 聯絡電話

02-2351-4078
#1111

02-8733-5678

02-2720-8889
#3380

02-2720-8889
#3343

02-2861-3003
#16

02-2389-7228
#30

02-2311-2940
＃201

02-2880-5809

02-2356-4398

02-2511-7786
#660

02-2862-2404

02-2873-6548
#2101

02-2570-2330
#6513

02-2570-2330
#6513

02-2858-7417
#205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臺北自來水園區

臺北探索館

梅庭

林語堂故居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孫運璿科技．人文
紀念館

錢穆故居紀念館

李國鼎故居

臺北之家

草山行館

天母網球場

臺北體育館羽球場

臺北體育館桌球室

關渡自然公園

1. 「岩師高徒攀岩體驗」優待教師憑證免
費體驗，須來電報名2351-4078#1901，
各時段額滿20人即日截止報名。
2. 專業駐場教練協助攀岩體驗。
107/9/19(三)、107/9/26(三)13:30-15:00
及107/9/29(六)10:30-12:00

教師憑教師證可享本人及親友共4人同行
免費入園(優惠範圍不含親水體驗教育區)

免費入館

免費入場

持公私立各級學校教師證可免票參觀

憑教師證入館免門票

憑教師證免費入館

九月份在Facebook上打卡，分享您此趟參觀
的收穫。完成打卡並公開分享，即可獲得錢
穆故居紀念生活文件收納夾1份(1份3入)。
備註：需經故居人員確認，確實在Facebook
打卡並公開分享，才能兌換禮物。

故居老屋參觀免費

1. 本館為免費參觀
2. 教師出示任教學校之識別證購買電影票
券可享優惠價240元

教師憑證免費入場

入場免費
(需事先預約並示出教師證)

入場免費
(需事先預約並示出教師證)

入場免費
(需事先預約並示出教師證)

入園免費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7號

臺北市中正區思源街1號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臺北市北投區中山路6號

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二段141號

臺北市凱達格蘭大道3號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6巷
10號

臺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2號

臺北市中正區泰安街2巷3號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8號

臺北市北投區湖底路89號

臺北市忠誠路二段77號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0號7樓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0號1樓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路55號



商家育樂優惠措施

商家名稱 優惠內容 商家地址 聯絡電話

場館名稱 優惠票價或措施 場館地址 聯絡電話

02-2528-9553
#202

02-2720-8889

#2082

02-2841-2611
#115

02-2394-5185
#811

02-8101-8880

02-2351-6699
#6125

02-2838-2700
#457

02-2336-7599
#39

臺北偶戲館

凱達格蘭文化館

順益臺灣
原住民博物館

郵政博物館

台北101觀景台

長榮海事博物館

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士林館

西園29服飾創作基地

9/28當天入館門票免費
107/9/28

免費入館

持教師證得享本人免費入館參觀，同行門
票優惠價80元

教師憑證免費入館

活動期間內，教師出示教師證購買全票，
享買一送一，兩人需同時入場。
注意事項：
※本活動僅限於觀景台現場購票，不與其
他優惠購票併用，如：65歲以上長者、身
心障礙者等愛心票及學生、軍警等優惠。
※台北101觀景台保有調整或中止本方案
之權力。

憑教師證免費入館，陪同者可享優惠門票
100元（陪同者不限張數皆享優惠門票
100元，門票原價200元）（本活動不得
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團體亦不適用）

1.持教師證者及陪同親友一位，得享免費
入館。
2.預約參加創意糕餅手作活動，原價150
元，享優惠價120元；每張教師證得有一
位陪同者入館參加手作活動。
3.填活動問卷再加贈小點心一份。

憑教師證免費進館參觀導覽，館所E-DM
特推服飾商品8折

臺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五段99號
2樓

臺北市北投區中山路3-1號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82號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45號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1號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46號4樓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9號

台灣美津濃股份有限公司
凡持有教師證至美津濃旗艦店
及忠孝SOGO美津濃等11家專
櫃消費，一般商品7.5折(日製
品9折)。

美津濃旗艦店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南路一段1號
忠孝SOGO美津濃專櫃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45號10F
新光三越A11美津濃專櫃
臺北市信義區松壽路11號4F
廣三SOGO美津濃專櫃
臺中市臺灣大道二段459號9樓
新竹站前SOGO美津濃專櫃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2號8樓
中壢SOGO美津濃專櫃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357號6樓
BIG CITY美津濃專櫃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239號4樓
臺中大遠百美津濃專櫃
臺中市台灣大道三段251號7樓
新竹大遠百美津濃專櫃
新竹市東區西大路323號8樓
松山運動中心美津濃專櫃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一號1樓
板橋大遠百美津濃專櫃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28號6F
BIG CITY美津濃WALKING專櫃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239號5樓

02-2751-6990

02-2740-8502

02-2345-8207

04-2320-0335

03-522-9682
 
03-422-8217

03-515-3228

04-2251-3662

03-523-7590

02-2577-9585

02-2963-0263

03-533-4196

購物



商家名稱 優惠內容 商家地址 聯絡電話

永康商圈-帕帕拉夏藝文中心

床的世界

(總公司)

櫻花廚藝-中研店

貴妃木桶

Miss Croissant

日本最大連鎖庶民食堂

自有商品原價打8折優惠

憑教師證購買床墊滿萬可享特

價品9折，黑標商品活動價後

再9折優惠(限實體門市商品)。

憑教師證來中研店享三重優惠 :

第1重：來店參觀並預約丈量

廚具，即可獲康寧餐

盤。

第2重：購買任一台瓦斯爐或

油煙機或熱水器即可

帶走康寧盤組/保溫瓶(

好禮2選1)。

第3重：購買櫻花整體廚房整套

廚具，即享85折優惠專

案價並加贈好禮。

9折

憑教師證至MISS CROISSANT 門

市，點套餐咖啡升級熱拿鐵。

※ 每證限換乙次， 不得與其

他優惠合併使用。

※ 不得兌現與找零，贈品不

另開立發票。

※ 贈送之餐點不可更換，若

現場因故無法提供，店舖

將指定餐點更換。

※ 蜜可頌食品保有隨時調整

活動辦法與優惠內容之權

利，以現場說明為準。

憑教師證至全台日本最大連鎖

食堂用餐，不限消費贈炸漢堡

排或白飯(二選一)。

※ 每證限換乙次， 不得與其

他優惠合併使用 

※ 不得兌現與找零，贈品不

另開立發票

※ 贈送之餐點不可更換，若

現場因故無法提供，店舖

將指定餐點更換

※ 美樂食餐飲保有隨時調整

活動辦法與優惠內容之權

利，以現場說明為準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街243巷21號

全臺床的世界實體門市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29號

臺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61號1樓

南港展覽館店

臺北市南港區經貿路二段66號

1樓(南港展覽館對面)

南港園區二店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2樓之

7(南港軟體園區內)

機場捷運A18高鐵桃園站店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北路一段5號

2樓

高鐵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高

鐵站內)

高鐵烏日店

臺中市烏日鄉站區二路8號(高

鐵站內)

さち福や(幸福家)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188

號2F(CITYLINK內湖店)

基隆港食堂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236號3F(

東岸和平廣場)

松山站食堂

臺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六段

131號2F(CITYLINK松山貳店)

板橋新埔食堂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70

號(新埔4號出口-三猿廣場)

臺中站前食堂

臺中市東區新民街88號

西湖瑞光食堂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31號

民生雙連食堂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28號

左營高鐵食堂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15號4F(

彩虹市集4F)

南京建國食堂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8號

02-2358-2916

02-6626-6688

#219

02-2651-0100

02-2585-5112

02-2783-3521

02-2653-2620

03-287-2093

07-960-6966

04-3600-6696

02-2793-0788

02-2425-5526

02-2747-0617

02-2256-5077

04-2225-8100

02-8751-6288

02-2563-0322

07-341-7009

02-2501-1355

美食



商家名稱 優惠內容 商家地址 聯絡電話

樂雅樂家庭餐廳

餡老滿

三口鮮廚坊

21工房

昶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K’in Cacao黑巧克)

上午11:00後，憑教師證店內
用餐不限金額即享9折優惠。
注意事項： (使用優惠請事先
告知)
※ 本活動適用於樂雅樂家庭
餐廳全店鋪，並於上午
11:00後適用

※ 單一證件僅適用於乙次優惠
※ 本餐廳用餐需另收服務費
用，以原價10%計算。

※ 恕不與其他優惠併用亦不
適用於外賣商品、酒類商
品、早餐餐點。

※ 樂雅樂餐廳保留取消、終
止、修改、最終解釋或暫
停本活動之權利。

鳳凰花開畢業季暨教師節優惠
方案：
小吃區滿10送1、滿30送4：
出示學生證或教師證，凡消費
單點5000元以上或桌席5000
元即享有10位送1位當日折扣(
需點人數超過11人）或12000
元以上折扣四人(需點人數超
過34人)當日折扣
預約桌菜，每桌8800元以上送
酸梅湯二壼，10000元以上酸
梅湯無限暢飲，訂桌菜均享有
每桌送兩盒綠豆糕教師伴手禮。
※ 用餐前請出示教師證方可享
有優惠。

※ 每筆消費限使用一次，亦不
可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 消費內容以店家指定品項為
主，並保有修正、終止優惠
使用之權利。

全部豆花買一送一

消費滿500送一包單包麵
單筆滿1000送一盒價值340酵
素麵

凡教師網路訂購商品全面85折
（1.黑巧克力2.可可豆3.黑巧
克力榛果醬）折扣後滿2000
免運費。

臺北地區敦化店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巷9號
臺北地區北投店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二段9號
臺北地區內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491號
臺北地區松江店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56-2號2樓
臺北地區站前店
臺北市中正區許昌街19號
臺北地區頂好店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73號2樓
臺北地區天母店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19號2樓
臺北地區內湖亞太店
臺北市內湖區陽光街383-1號1樓
臺北地區捷運徐匯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8號4F
臺北地區南港園區店
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66-1號
臺中地區臺中高鐵店
臺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8號
臺中地區文心店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201號
臺南地區臺南高鐵店
臺南市歸仁區歸仁大道100號2樓
高雄地區左營高鐵店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15號4樓
La Dolce Vita 國際美食市集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51
巷37號B1

南港旗艦店
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66號2樓
新莊晶冠店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66號2樓 
(晶冠大樓)
臺中文心店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201
號(市政五路交叉口,順天廣場)
內湖潤泰店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188
號2樓
遠雄汐科櫃位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93-99號(遠雄IFG廣場)

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10巷15號
1樓

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10巷25號

台中市西屯區精明一街23號

02-2546-1931

02-2897-6248

02-2634-0663

02-2542-9089

02-2371-3128

02-2721-9038

02-2872-1622

02-2657-7512

02-8283-6301

02-2783-1861

04-3601-5005

04-2255-5309

06-600-6166

07-359-1269

02-8771-3536

02-2789-3423

02-8521-2059

04-2254-7748

02-8791-0228

02-2697-2588

02-2598-6865

02-2585-1913

0976-986766



商家名稱 優惠內容 商家地址 聯絡電話

台北花卉村─
彭師傅創藝料理

台北花卉村─
森林派對咖啡館

溪頭米堤大飯店

長青穀典

皇池溫泉養生美食館
 (皇池1館)

紗帽谷溫泉音樂餐廳 
(皇池2舘)

彩達溫泉養生美食館 
 (皇池3館)

湯瀨溫泉餐廳

椰子林溫泉會舘

櫻崗溫泉會舘

憑教師證訂席5000元以上桌
菜，贈送小菜兩碟/桌、飲料
兩瓶/桌，另免收服務費。

憑教師證可享餐飲九折優待。
此優惠不適用特價品、促銷品
、團體預約。

1. 教師避暑專案：
憑教師證享優惠專案，每人只
要2950元/兩人同行
※ 經典雙人房(附精緻早、晚餐)
※ 免費米堤好水、品茗券
※ 贈送米堤好米/人
※ 每加一人加2000元
※ 假日加價每房2000元
※ 每證限定訂房2間

2. 教師節回饋專案：
憑教師證享優惠專案，雙人房
只要3800元+10%（歡迎使用
國旅卡）
※ 經典雙人房住宿乙晚(含2
客精緻早餐)

※ 清苑中餐廳消費九折優惠
※ 贈送米堤談天茶坊品茗券
乙張(價值300元)

※ 贈送米堤好米乙包(價值
200元)　

※ 每加一人加1600元
※ 假日加價每房2000元
※ 每證限定訂房2間

來店用餐全面9折
購買商品全面85折

1.用餐9折優惠。
2.每人用餐最低消費400元，
招待大眾池泡湯免費。

1.用餐9折優惠。
2.每人用餐最低消費400元，
招待大眾池泡湯免費。

1.用餐9折優惠。
2.每人用餐最低消費400元，
招待大眾池泡湯免費。

1.用餐9折優惠。
2.每人用餐最低消費400元，
招待大眾池泡湯免費。

1.用餐9折優惠。
2.每人用餐最低消費400元，
招待大眾池泡湯免費。

1.用餐9折優惠。
2.每人用餐最低消費400元，
招待大眾池泡湯免費。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
18-2號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
18-2號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米堤街1號

新北市三峽區民族街2-1號

臺北市北投區行義路402巷
42-1號

臺北市北投區行義路402巷42號

臺北市北投區行義路402巷
40-6號

臺北市北投區行義路300巷1號

臺北市北投區行義路269號

臺北市北投區行義路300巷3號

02-2815-1498

02-2810-1969
#18

049-2612211

02-8674-2388

02-2862-3688

02-2862-6199

02-2861-5988

02-2876-0888

02-2875-1234

02-2871-8965

育樂



商家名稱 優惠內容 商家地址 聯絡電話

最佳風情國際婚紗影城
Best Romance

發現好事自主攝影

客庄生活館

童遊客家手作教室

台北花卉村─
釉舍藝術工坊

台北花卉村─
花庭園藝坊

台北花卉村─
君臨花坊

台北花卉村─
萬象園藝品專賣店

永安藝文館─表演36房

9折

9折

1.290元以上之花布包 85折
2.杉林葫蘆工坊商品9折

擂茶、槌染、稻草編、樹脂土
課程9折

九月份例假日，憑教師證可免
費兌換「掛勾底板」一份(不
含拼貼)。每卡限兌換一次，贈
送款式隨機，每日限量30份，
送完為止。

憑教師證可享購物九折優待。
此優惠不適用鮮花、特價品、
促銷品，亦不得與會員優惠合
併使用。

憑教師證可享購物九折優待。
此優惠不適用特價品、促銷品，
亦不得與會員優惠合併使用。

憑教師證可享購物九折優待。
此優惠不適用特價品、促銷品，
亦不得與會員優惠合併使用。

2018年主題系列工作坊，憑
教師證享折扣200元。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158號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2段31號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2號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2號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
18-2號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
18-2號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
18-2號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
18-2號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二段156-1
號1樓

02-2586-3333

02-2521-1059

02-2369-1198
#359

02-2369-1198
#508

02-2810-1969
#18

02-2810-1969
#18

02-2810-1969
#18

02-2810-1969
#18

02-2939-3088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