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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面對一切挑戰，尋求最佳解決之道，讓每個努力投入工作的夥伴，獲得更
好的照顧與福祉，創造集團獲利成為茁壯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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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遠離疾病，除了注意個人的衛生、適當的運動及正常的作息
之外，環境的衛生是不可忽視的，保持空氣的流通、經常的清潔
環境、安全的處理食物等，都是從居家清潔開始做起。
如果你的家是客廳裡報紙雜誌滿地，廚房杯盤狼藉、到處油漬，
衣櫃凌亂不堪，浴室佈滿污垢等等，那顯示你的生活現狀肯定不
太妙。其實身處的環境就是內在的投射，那些髒亂代表著內在所
積累的負能量。

人領悟修身養性的意義，不認真清掃的人，遑論治理國家或經營企業。」意即一屋
不掃，何以掃天下？一個小小的“掃”字，可以成為打天下的寄託與期冀。
還有一篇文章故事是這樣說的：一位非常懶惰的人，居住的地方凌亂不堪，一天，
朋友送給他一束鮮花，他想把花插在花瓶裡，卻發現花瓶實在太髒了，於是，將它
清洗乾淨之後放在桌上，此時，發現桌子更髒了，便動手開始整理桌子，最後徹徹
底底地的把平常生活的環境都清理乾淨了。因為一束鮮花，讓他把家裡和自己從裡
到外，全部清理的煥然一新、心情也因此感到無比的舒暢。

做好大掃除，邁向成功第一步

日本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曾說過：「沒有任何一項工作，可以像清掃工作一樣，讓

現代家庭普遍都以雙薪家庭為主，在忙碌的工作壓力下，鮮少有
時間整理居家環境，每天面對家裡雜亂的景像，心情勢必也會大
受影響。
那麼，何不趁著過年前好好的做個年終大掃除呢?打掃的過程，
就是處理、選擇、丟棄的過程，掌握幾個清掃原則，可以讓你省
時又省力。

由內而外，從上往下
打掃的順序由內而外開始，從
內部的房間開始逐步往外清理
，再到中間的飯桌、廚房，一
路打掃到最外部的客廳；「由
上而下」則是指從整體空間的
上方開始往下方清掃。此作法
可以避免在清潔的過程中，髒
汙再度汙染了清理過的區域，
加重後續的清理工作。

先收後洗、由小到大
清潔的先後順序也是重點！先將物品收納歸位後再清理，清潔的範圍就會
更明確。清潔時先從清理小物開始，再來清潔大空間。善用打掃工具如毛
髮清除器、伸縮長桿、玻璃刮刀、水垢除鏽斑劑等都能節省清潔工作上的
耗時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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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捨、離」清除法，讓空間變大
家中的雜物堆放過多，是造成家中凌亂的主因，若能學習物品割捨和收納的技巧，家中可運用
的空間就會變大許多，給人的感覺也會整潔明亮。整理前的關鍵就是「丟棄」，選擇「丟掉不
需要」的東西，大約與能丟棄兩成，如果選擇只「留下需要」的東西，丟棄的部分恐佔了八成
。而這也是大掃除最難的部分了。
大掃除時，光在空間清潔上，就已經花掉不少心力了，但不可忽略的還有水塔、水管、洗衣機
、抽油煙機及寢具等清潔的重要性，這些與我們身體健康更是息息相關！抽油煙機不只是擦掉
油膩的外殼、清洗濾網就好，最佳的清洗將整台拆除刷洗，再以專業潤滑油進行馬達保養，不
僅加強抽風效果預防呼吸道疾病，更能防止火災發生。
而洗衣機也是家中頻繁使用的家電，與肌膚更是緊密接觸，但研究指出洗衣機的細菌居然是馬
桶的500多倍！保養的方法除了洗後開蓋風乾，避免洗衣槽因潮濕而滋生黴菌外，根本杜絕機
體藏汙納垢、滋生細菌的最佳方法，就是固定做專業到府清洗，才能有效維持洗衣機的清潔。
大人小孩最大的過敏源根據研究發現有70%是來自家中的床，平均每天超過200多萬隻的塵螨
伴你入眠，對塵螨過敏的小朋友更高達九成以上。定期除塵螨才能有效預防惱人的過敏症狀，
定期透過專業人員及使用世界醫療權威認證的清潔設備，才能有效去除塵螨。
清除打掃除了動動筋骨外，其實也是在培養人的決斷能力，該丟棄的丟棄，該保留的保留。把
物品擺放得整整齊齊，不只看起來美觀，要用時隨手就能拿到，不必到處翻找。整潔的環境也
顯示了一個人的邏輯性與條理性。透過打掃，我們也能學習到放下自我、學會謙卑、培養耐性
，不僅能讓家居變得整潔，還可以解決煩惱、成就事業，以雙實為策略核心，創造新未來。
大掃除是一項從去蕪存菁的捨棄、整理、收納、清潔等繁瑣且耗時的工作，光想就讓人頭痛不
已。年關將近，忙碌生活的你，可以把時間留給自己，大掃除的事就交給專業值得信賴的團隊
「潔力屋」，清潔工作不馬虎，居家服務最幸福，輕輕鬆鬆過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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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優勢加持 多角化經營
根據2017年內政部戶政司統計，全台房屋數截至同年底約有844萬戶，若這
些房屋一半以上有居家清潔需求，估計也有百億元的清潔商機。現在除了傳
統幫傭外，許多企業開始在原事業體外多角化經營，協記物業靠著本身的商
業優勢，於今年七月成立潔力屋清潔部門，投入到府清潔服務工作。

人物專訪

協記物業管理顧問(股)公司羅先覺董事長表示：「協記物業管理顧問(股)公
司成立於民國80年，以提供專業的商辦大樓管理保全業務為主，長期以來，
受到民眾支持與信任，觀察到近幾年消費者對居家清潔市場需求，結合協記
在物業管理、大樓保全及地緣之優勢，提供到府清潔多元業務，不僅讓企業
朝向多角化經營， 也可讓消費者安居無虞。」

貼心生活服務 保險加倍安心
協記物業於107年七月成立潔力屋清潔管理部門，主要以居家清潔、水管清
潔、水塔清洗、專業除蟎、冷氣清洗、洗衣機清洗等，多元化的生活服務。
年底許多人有裝修或新居裝潢的需求，羅先覺董事長提醒大家，別忘了除甲
醛，剛裝潢的新居常有刺鼻味，聞太久甚至會眼睛刺癢、流淚，吸入過多將
增加罹癌機率，至少需數年才可能完全揮發到對人體無礙。協記物業目前引
進「天使光全環境奈米滅菌保護」，採用新型奈米保護技術，提供長效滅菌

專訪協記物業管理顧問(股)公司董事長-羅先覺先生

抗病毒、除甲醛、抗污自潔、防鏽防蝕的全方位防護，可免去甲醛毒害。
針對，清潔服務人員除了給予專業的培訓課程，要求服務人員需身體檢查、

到府清潔市場上看百億 潔力屋搶食商機
接近農曆新年，不少家庭跟公司都在準備年末大掃除。根據市場推估，台灣到
府清潔市場年產值高達30至40億元，正以穩定的速度增長，未來不排除上看100
億元，協記物業於今年七月份成立潔力屋管理部門，以其優勢搶食這塊懶人經濟
大餅，專訪到協記物業管理顧問公司羅先覺董事長，看看他怎麼說?
春節已近，各種待辦事項中最讓人頭痛的非大掃除莫屬。現代人面對長工時，
幾乎沒有時間和心思打掃，許多業者嗅到這股懶人商機，順勢推出居家清潔服務
。透過專業人士協助，讓消費者可以用更輕鬆、有效率的方式，讓家裡變得乾乾
淨淨。 不少業者嗅到這股潛藏百億商機的懶人經濟，推出居家清潔服務。

申請良民證，協記公司還與保險公司簽訂強制誠實險，若有損失將由保險公
司給予理賠，讓客戶加倍信任、安心。

策略聯盟 共創三贏
羅先覺董事長表示，為了提供客戶更優質安心的服務，與中興保全及特力屋策略聯
盟，「中保無限＋」整合了物聯網生活的應用服務，除了基本的安全監控外，像是智
慧防災、智慧照護、智慧居家控制、智慧節能與智慧防盜等，都統整在一起。只要用
手機或平板等行動裝置，就可以調整家電、遠端遙控，隨時掌握家中大小事。
另外，特力屋集團旗下「特力屋-好幫手」其居家清潔服務特別著重專業流程與客戶
感受，協記物業以專業的技術服務、公司信譽及地緣關係，獲得特力屋集團青睞肯定
，而將台中以南的清潔服務與水管淨化業務，全權委由協記潔力屋負責，此策略聯盟
，也為協記潔力屋締造三贏局面。

羅先覺董事長希望未來家家戶戶都使用這套產品組合，即可輕鬆享
受智慧接軌、潔淨居家的幸福生活。
「協記潔力屋」洽詢電話:07-251-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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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動態

捷利國際餐飲自創品牌-丸米RIZO創意米食料理首店12/3在台北大安區開幕囉
俗話說「人是鐵，飯是鋼」，這句話道盡了米飯的營養和強身的價值。營養專家也
表示，米的營養完整且均衡，含有約73～77％醣質，是供給人體熱量的最大來源。
米一直是多種文化中主食的重要元素，日本人用雙手握出料與飯一口可食的壽司，
義大利人則將高湯精華煮進燉飯裡，泰國人甜鹹不拘的以芒果搭配糯米，台灣人一
碗米漿也能蒸出家喻戶曉的美味碗粿。
而米只有這樣嗎?捷利國際餐飲自創品牌「丸米」則是將不同的文化元素做延伸性
的結合，首創米塔可飯，把童年街頭巷弄中熟悉的飯捲玩出新食尚。

陳秋白總裁支持身障平權為五互自強盃保齡球賽開球
為響應國際身心障礙者日，五互集團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服務發展協會於11月10日在冠源保齡球館舉
辦第八屆「五互自強盃身心障礙者保齡球錦標賽」，總裁陳秋白到場為保齡球比賽開球並感謝身障團體對活動的
支持，期待透過活動的舉辦，讓身障朋友可以多多走出戶外，享受生活平權，展現生命光彩。
總裁說，家庭中有身障者需要照顧，對家人而言是沈重負擔，因此成立捷康健康醫療照護集團，致力於宅照護的

11/29是丸米試營運的第一天，限量100份的米塔可
，在一個半小時內就推出完畢，深獲好評，而且
門口還排著長長的人龍呢。這對丸米辛苦的營運
團隊可說是打了一劑強心針，花費的心血和努力
總算沒有白費。

服務推動，提供居家清潔、居家照護、醫療照護、遠端照護、送藥到府及透過策略聯盟，建立起完整的居家健康
照護網，運用專業能力讓身心障礙者獲得即時性、方便性和個別化的服務，改善身心障礙者的權益，不僅要讓身
障者從過去的被照顧者成為照護者，並透過舉辦賽事活動，邀請身心障礙朋友一起挑戰自我極限，啟發對生命的
熱愛，創造美好人生。

到了12/3正式開幕的這一天，捷利國際餐飲集團陳易鴻執行長親自到場致
詞祝賀外，並為夥伴們加油打氣，而丸米的夥伴們也以元氣十足的口號「
創意米食料理，歡迎來丸米」回應，希望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位於大安區巷弄間的丸米RIZO創意米食料理不只餐點迷人，店面小巧玲
瓏，以清水泥和白藍色磁磚做搭配的外牆，營造出清新舒適的地中海風
情更是IG打卡的熱門景點，暢銷雜誌Taipei Walker及當期的封面人物李
千那小姐也前來丸米進行採訪及拍攝，吸引大批粉絲圍觀。

捷利國際餐飲集團品牌快訊

c
今年的「五互自強盃身心障礙者保齡球錦標賽」已邁入第八屆，總裁指出，能為身障朋友舉辦運動會，除了是
盡自己的一份心力之外，更感謝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和教育局政府機關的指導，高雄市正友獅子會、天星獅子會

特殊教育學校等熱心單位的參與，以及二聖獅子會張清涼主席與守都獅子會曾仁傑會長同為公益挹注，共創社
會暖流。
「五互自強盃身心障礙者保齡球錦標賽」讓身障朋友有機會經由球技的展現，讓社會大眾欣賞到不一樣的才華
和能力。透過活動中技術的交流和團隊合作，每位參賽者都玩得不亦樂乎。五互集團透過感同身受，發揮社會

SHABUSATO ATT-大直店 2018年12月23日 開幕
訂位專線: 02-77017729

c

、玉山獅子會、南鳳獅子會、愛益獅子會、泓德獅子會、八德獅子會、德光獅子會、捷利國際餐飲集團、國立
鳳山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高雄市立成功特殊教育學校、高雄市立高雄啟智學校及高雄市立仁武

新開幕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123號6樓
SHABUSATO 微風南山店2019年1月10日開幕
訂位專線: 02-27221811

c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7號5樓
MAiSEN 邁泉 微風南山-小賣店 2019年1月10日開幕
訂位專線:02-27221811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7號地下一樓

企業任，將共同為營造無障礙的友善生活環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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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微風~最美的天地交界處，享受純粹的湯情詩意。
飄雨湯情~清聲細語原味之旅，大自然原湯輕柔接觸。
嬉游水藍~純真嬉游水藍天際，留住心靈最美的時刻。
泡湯時打開落地窗，讓大自然與沐浴SPA池合成一體，一邊觀山雲霧繚繞，
一邊聆聽潺潺流水聲及鳥鳴山幽，享受大自然的饗宴放鬆身心靈

客房寬敞明亮，慵懶唯美是我們的訴求，沙雕、柚木是我們的主角
沐浴在月光下，享受月光神的洗禮
滿足您所有渡假的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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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食尚

但市售糖果容易吃膩，親手製作經濟實惠更顯心！今天就來教大家
製作兩款創意甜點，不管是自己吃還是招待客人都很棒。

抹茶蜜紅豆年糕

甜甜蜜蜜迎新年
創意零食DIY 自送兩相宜

農曆春節前，除了採買各式乾貨外，一定也會準備一些零食點心，

幸福椰棗球
只要將喜愛的堅果與去核椰棗放在一起打碎，就可以做成饞人、
又飽腹的天然甜點，無加糖、零麥麩的純素小點，是過節送禮的

「抹茶紅豆年糕」準備起來材料簡單、製作容易，吃起來軟Q中又咀嚼到綿

極佳選擇，非常受到健康美食者的喜愛。

密的紅豆滋味，比起黑糖年糕、紅豆年糕的甜膩，多了一股淡淡的抹茶香，
連平日不愛吃年糕的朋友都讚不絕口，今年過年就吃自己做的甜年糕吧！
■材料：糯米粉 200g
■作法：

水 200ml

椰棗 -- 100g

蜜紅豆 150g

糖 150g(喜歡甜一點的可酌量增加)

抹茶粉

5g

將所有粉類放入一大缽中，加入水攪拌成粉漿。
接著加入蜜紅豆輕輕攪拌均勻。
在模具上先塗一層薄薄無味的油，將米漿倒入耐熱模具中。
放入大同電鍋蒸熟，基本上外鍋加2~3杯水即可蒸熟，用筷子插入測試若有液

椰子油 -- 少許
堅果 -- 50g

肉桂粉 -- 少許 (可省)
椰子粉--適量
■作法：
1.椰棗去籽切碎塊、先拌入少許椰子油。

體黏著在筷子上，表示未熟，可在外鍋加半杯水續蒸。

2.堅果、少許肉桂粉(可省)，先進行研磨，依照

小提醒：

3.將沾了椰子油的椰棗，加進研磨(或攪拌機中)

＊蒸好後趁熱好脫模，脫模後建議塗抹一層薄薄的植物油，以防表面乾硬。
＊如要冷藏，須先用保鮮膜緊貼覆蓋年糕表面，才不會在冰箱裡乾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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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口感喜好打為碎塊。

將椰棗打成濕潤泥塊狀。

4.椰棗泥取出，搓成圓球狀。外圍裹上碎堅果或
沾裹椰子粉即可完成小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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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主題樂園的魔力-大阪環球影城樂園
經濟學人信息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發佈全球最宜居城市 2018
年度報告中，日本大阪位居世界第三，是亞洲第一的宜居城市。走訪一趟大阪，就

世界旅人

會知道為什麼這座城市比日本的東京還要適合居住，沒有讓人喘不過氣的人口密度
，沒有太極端的天氣，還有友善的大阪人。

今年初開始在社群媒體上開始不斷出現大阪環球影城內的片段：像是哈利波特的
遊行、小小兵的遊行…還有各種期間限定的周邊商品與人物，去一趟環球影城好像
變成來到大阪必經的一個行程了。

OSAKA

除了網路上介紹這些有趣的設施，去之前還被去過的朋友千叮嚀萬交代，要
看網友分享的「攻略」，進去一定要先衝哪裡哪裡，不然會玩不到，一定要
買什麼什麼，不然會後悔……在還沒有進到環球影城之前，內心已經充滿能
量跟期待了。

等到真正到來那一天，簡介上說是上午9點開門，我們一行人8點30到門口，
現場已經擠滿了人，樂園還因此特別提早半小時開門，看了一下入場的人群
，比起迪士尼，年齡層似乎拉高到了高中族群，幼稚園以下的小朋友突然變
成了少數，讓我對這座樂園更加的好奇了。
這一天到樂園玩得很多日本學生穿著制服成群結隊，看起來應該是高中生的
畢業旅行，想起自己的高中畢業旅行也是在台灣曾經很熱門的『六福村』，
但像環球影城這樣豪華的樂園，真是要感嘆日本的高中生好幸福啊！
園區以電影作為主題包裝，像是哈利波特，不但是提供刺激的遊具，從進入
到主題區內，就彷彿進入電影場景中，讓人忍不住想要尖叫，嚐一口奶油啤
酒，過過電影裡劇情的癮，在那一刻就有時空交錯的錯覺感，神奇的是，白
天的場景和夜晚的景色還可以截然不同，就算一天之內在相同的區域內往返
，也不會覺得厭倦。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他製作真的很精美的周邊商品了，每個電影主題都有一
個主題商店，進入到其中，就算不是這部電影的迷，看到這些可愛到爆的商
品，還是會忍不住掏出錢包來，把他帶回台灣。
穿梭在一區和一區的主題之間，偶而一瞥身旁的風景，美得像幅畫一樣，這
天的環球影城，沒有玩太多遊具，就算是遊逛，也很舒服。

17

柯達旅行社 電話：(07)215-0600

居家清潔服務促銷專案
條件限定：
1.每次服務為一位管家四小時
2.服務時段：每周一至周五
〈上午8-12或下午1-5〉；假日費用另計
4.優惠時段：107年11月1日起至108年02月28日止
5.限高雄地區
合約方式

服務次數

原價

促銷價

1

1800

1300

一週一次定期

12

16800

兩週一次定期

6

9600

8400

〈贈奈米抗菌多層防護口罩一盒〉價值350元

年終掃除

1

5400

4500

〈贈奈米抗菌多層防護口罩一盒〉價值350元

年終掃除

1

7200

6000

〈贈奈米抗菌多層防護口罩一盒〉價值350元

定期單次服務
(體驗價)

(季合約)

(季合約)

3人一組〈四小時〉

2人一組〈八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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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電話：07-2516227清潔部

加值回饋
〈贈奈米抗菌多層防護口罩一枚〉價值35元

14400 〈贈奈米抗菌多層防護口罩一盒及3D奈米
防護曜石黑口罩一包〉價值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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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度過生理期
捷康藥妝藥局 楊奇龍藥師提供

5、避免刺激性、冰冷和辛辣油膩的食物，尤其是含咖啡因的咖啡、茶、可樂、巧克力等。
6、避免食用過多甜食（如巧克力）：甜食能使體內血糖迅速提升，雖然有短暫減輕疼痛的功能，但食
用完畢，血糖被代謝掉，心情又會跌到谷底。
7、營養的攝取：綜合好幾份臨床醫學研究，可以改善經痛的營養物質有維生素B6、維生素B1、維生素
B12、維生素 E、維生素 D、鎂、魚油、抗氧化食物。

醫觀點

8、平時要有抒解壓力的方法，放鬆心情。
9、作息應正常，不要熬夜。
10、應有適度的運動，但行經期間應避免過度或劇烈的運動。

緩解經期不適的營養素
1、色胺酸
是大腦製造血清素的原料，而血清素是神經傳導物質，能減緩神經活動，讓
人安定放鬆，有效幫助睡眠，可以預防失眠、憂鬱或躁鬱等問題。不過，色
胺酸是人體無法自行合成的營養素，必須透過食物才能攝取。
來源：例如香蕉、肉類、豆類、葵花子、芝麻、南瓜子、牛奶等。
2、鈣
有助於緩解痙鑾、強化神經系統的傳導反應，可幫助調節心跳、肌肉收縮。

廣大女性朋友常為生理期不適所苦，每個月的這幾天，肚子都悶悶的，還伴隨著噁心與
痠痛無力，甚至嚴重的經痛令人難以忍受，影響正常生活與工作。
緩解疼痛的方式
若想緩解經痛，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是服用止痛藥。一般來說，醫師會開一些非類固醇抗發
炎止痛藥（NSAIDs）就可以有效緩解月經疼痛的問題。服藥時機最好從月經開始前一天或
月經一來時就立刻服用。如果仍無法緩解疼痛可再服用Acetaminophen 類藥物（如普拿疼
），不過若要使用這些止痛藥建議仍須和醫生討論，因為即使這些藥一般藥房都能買的到
，但還是有一些禁忌與副作用，最好不要在未和醫生討論下就自行購買服用，例如年齡未
達18歲的女生不要服用阿斯匹靈以避免「雷氏症候群」，嚴重的話可能會造成腦部損傷或
危及生命。經痛時不要忍耐，小痛的時候就用止痛藥，一次大概就可以達到80%的緩解，
如果等到大痛的時候才吃，可能一次止痛效果僅30%，得多吃個一兩次才能達到緩解。

女性補充足夠的鈣質，有助於安定情緒、消除緊張壓力，建議每天攝取1200
至1500毫克鈣質。
來源：綠葉蔬菜、牛奶及其製品、小魚乾、蝦米、黑芝麻等。
3、鎂
有助於緩解痙鑾、具有調節神經細胞與肌肉收縮的功能，是能安定情緒、消
除焦慮的營養素。研究證實每日攝取250微毫克的鎂，足夠減輕經前頭痛症
狀。
來源：穀類、綠色蔬菜、豆類、堅果類、牛奶及其製品，以及海鮮。
4、大豆異黃酮
是一種天然植物化合物，其結構與人類雌激素相似，每天適量補充有助於緩
解經前症候群的不適症狀。
來源：奶蛋類、豆漿、黃豆、肉類、蔬菜類及全穀類食物。

日常緩解經痛方法
除口服止痛藥以外還有其他緩解疼痛的方法，也列出來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1、放鬆痙攣的肌肉：只要能放鬆肌肉的方法都行，如放個熱水袋或電熱毯在腹部或洗溫水澡。喝點暖
呼呼的黑糖薑茶。
2、經期要注意身體保溫，勿食生冷，包括涼拌生菜、西瓜、冰的食物及飲料，以免腹腔血管收縮，血
流不足，使疼痛加劇。
3、多喝水，吃大量的鮮果、蔬菜，多吃纖維。纖維素能幫助清除體內過量的動情素。
4、如果是子宮後傾的婦女可以做膝胸臥式（跪著趴在床 上，胸部貼在床上，或將膝蓋彎起來靠近胸部
，也幫助背部減壓和緩解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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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見草油
含有豐富的必需脂肪酸「γ－次亞麻油酸」，這是一種必需脂肪酸可以幫助
人體合成各種激素及荷爾蒙，所以補充月見草等於間接維護了內分泌物質的
平衡，特別是對於因荷爾蒙不平衡引起的經前症候群。因為一般女性在月經
來之前二至三天開始，會產生荷爾蒙的變化，容易引發體內發炎因子－前列
腺素濃度的提升。月見草油中所含的γ－次亞麻油酸，正可以抑制前列腺素
濃度的上升，因而減低經前症候群的不適反應，國外臨床研究也證明月，見
草油能改善經前症候群，減輕情緒不穩、經痛、乳房腫痛等不適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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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消費使用方式一覽表

會員消費地點一覽表

2. 使用消費點數兌換時，以兌換日起為一年使用期限。

3. 特約廠商開放通用券 (11/1
發行 從
起。
)
108/2/1
4. △代表一律透過消費平台預約及扣款。

0800-668-180

5. 如有異動仍以門店實際公告為主。

6. 客服專線：

備註: 1. 體驗點數與消費點數同時兌換時，以契約立約日起為一年使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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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券類使用方式依各門店公告為主＊
Pepper Lunch 胡椒廚房
牛角日式炭火燒肉

⬤

台北復興店
(券類僅限使用消費福利券)
02-2514-7070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09號
台北中山店
(券類僅限使用消費福利券)
02-2567-0202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32-1號
台北安和遠企店(券類僅限使用消費福利券)
02-2732-5227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2段213號
台北忠孝店
(券類僅限使用消費福利券)
02-2752-6302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177號2樓
桃園華泰店
03-287-0027
|桃園市中壢區春德路189號3樓
豐原太平洋店
04-2522-0056 |台中市豐原區復興路2號8樓
嘉義耐斯店
05-275-1161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600號(B1)
台南愛買店
06-253-6811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533號
漢神巨蛋店
07-553-1955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4樓
高雄夢時代店
07-812-6068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7樓
高雄大立精品店
07-215-2700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7號8樓
高雄同盟店
07-311-9992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598號
高雄義大店
07-656-9655
|高雄市大樹區學成路一段12號(C區2樓)
屏東屏太店
08-733-3351
|屏東縣屏東市中華路80號3樓

空 居酒屋

台北林森店
02-2581-6345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85巷9號

丸米RIZO創意米食料理
台北林森店
02-2731-7765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33巷48號

台北101店
02-8101-8090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7號(B1)
台北南港店
02-2789-1758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88-1號C棟3樓
台北站前店
02-2312-2407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36號B1
台北美麗華店
02-8501-5586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20號B1
新竹晶品城店
03-523-0905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18號12樓
新竹巨城店
03-532-2331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229號(4F美食街)
台中中友店
04-2225-0662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61號(B3)
台中中港店
04-2259-1300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301號12樓
台南西門店
06-303-1868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658號B2
高雄大魯閣店
07-791-6900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四路100號(2樓)
高雄大統五福店
07-216-0300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62號
高雄漢神巨蛋店
07-550-0702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B1)
高雄夢時代店
07-812-1901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B1)

ShabuSato日式鍋物

台北大直店
02-7701-7729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123號6樓
台北微風百貨南山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7號5樓
新竹晶品城店
03-523-0870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18號12樓
台南新光三越西門店
06-303-1055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658號6樓
高雄同盟店
07-311-9960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596號
高雄義大店
07-656-9622
|高雄市大樹區學成路一段12號(C區2樓)

莉筑SPA國際美妍機構
龍海生活館
旗艦店 | 07-261-5093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396號1樓

養身工程館 07-215-0100＃19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389號2樓(高雄館)
台南市永康區小北路52號(台南館)

⬤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16號6樓(台中館)

⬤

大樂購物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須先持券至服務台換取大樂購物券
大樂民族店
07-392-6900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63號

順發3C量販
全台70間分店皆可使用

Home磨坊-手工餅乾
07-550-7686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415號1樓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151號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13號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28號4樓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299號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18號5樓

全省國際素食餐飲
07-333-8811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359號

府城館(虱目魚主題館)
06-293-1097

|台南市安平區光州路88號

陶米人文蔬食餐廳

台北淡新店 (家樂福賣場)
02-2625-0013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383號
桃園八德店 (家樂福賣場)
03-361-3105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728號B2
彰化店 (家樂福賣場)
04-735-3070
|彰化市金馬路二段321號
嘉義耐斯店
05-275-1377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600號(B1)
台南仁德店 (家樂福賣場)
06-279-5899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711號1樓
高雄大統五福店
07-216-0500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62號
高雄夢時代高夢店
07-812-1900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B1)

美濃客家菜
高雄大中店
07-343-1100
高雄小港店
07-806-0808
南高雄店
07-535-5353
高雄鳳山店
07-262-0838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062號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462號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118號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388號

MAISEN 日式豬排

台北新光三越信義店
02-2722-2138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9號6樓(A9館)
台北SOGO忠孝店
02-2731-0522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45號11樓
台北微風百貨南山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7號B1
台中新光三越中港店
04-2250-0988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301號10樓
台中秀泰文心店
04-2475-5100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289號6樓
高雄漢神巨蛋店
07-553-5880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4樓

自由鏡典眼鏡行
自由店
07-5508482
華夏店
07-348-2099
岡山店
07-622-8135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28號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37號
|高雄市岡山區和平路34號

水漾會館
02-2226-2888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59號

吉祥樓餐廳
049-262-4573

特約藥局
佳欣藥局
08-7367992
小東藥局
06-3127169
新聖祥藥局
07-3136266

|南投縣竹山鎮大公街79巷8號

僅能使用QR code
點數領取處方箋
|屏東縣屏東市莊敬街一段84號
|台南市永康區小東路573號
|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93號

希望殿堂精緻商旅 龍海特約編號W20170001
07-313-1303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03號
國蘭花園Villa 會館 龍海特約編號G20180001
07-688-2231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寶來二巷36-30號

⬤
⬤

菈蜜亞渡假旅店
08-889-9911

龍海特約編號L20170001
|屏東縣恆春鎮恆公路965號

柯達旅行社
07-215-0612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304號7樓

⬤

|高雄市三民區建中路27號2樓

04-728-7805 | 彰化市南郭路一段176巷32號

轉角26 Villa 會館 龍海特約編號G20180001
07-688-1233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寶來二巷18-26號

⬤

建中店
07-389-0377
曾子店
07-348-6123
蒂曼妮建功店
07-380-6647
蒂曼妮裕誠店
07-556-6875
莎碧嘉中山店
07-333-5795
莎碧嘉大統店
07-223-7591

TAMOYA 太盛16烏龍麵

希望恆春休閒會館

捷安復健專科診所 (07)215-1600
捷康藥妝藥局 (07)216-6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