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局長的話

　　九月是敬師月。教師是孩子生命中的貴人，能為學生開啟生命的璀璨，邁向成功的人生，同時，教師專業的

展現與熱忱的付出，更是108新課綱推展成功的關鍵。為感謝教師的用心，並弘揚北市尊師重道之精神，特藉敬師

月系列活動，以彰顯典範、感謝師恩。

　　本年度敬師月活動響應智慧教育內涵及精神，採用電子宣傳摺頁及影音傳遞祝福，同時結合本市商圈，規劃

「優良教師表揚暨感恩活動」、「臺北市提供教師優惠專案」、「臺北市場館入園優惠措施」及「補助學校敬師

活動費用」等項目，讓平日辛勞的教師增添生活的小確幸！

　　更期待各校與家長會共同籌備富含教育意義的敬師活動，激勵教師專業成長，蘊蓄教師對話動能。良師興國，

人才是國家發展與進步的根基，良師則是培育人才的關鍵，北市教師藉由優質的教學展現，確保孩子的學習優勢。

在此，誠摯的邀請您，共同參與北市敬師月系列活動，一起傳遞我們對教師最真摯的敬意。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致敬

民國108年9月

詳細優惠內容

請到訪活動頁面：

108年度敬師月 
臺北市政府感恩活動及優惠措施一覽表

感恩優惠期間：108年9月1日~ 9月30日
                               http://event.cpudesign.com.tw/teacher/

指導單位：            臺北市政府

主辦單位：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承辦單位：

優惠三重奏：

臺北市教師優惠，使用時請出示學校服務證件或教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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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教博物館所

入園優惠措施

店家育樂

優惠措施

敬師

感恩活動

點選前往

http://event.cpudesign.com.tw/teacher/


敬師感恩活動1
感恩活動

臺北市108年度
敬師月活動記者會暨
優良教師表揚典禮

孔廟4D劇場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275號

108/8/29(四)上午10時

中教科 林承臻
02-27208889 #6367
綜企科 林曉玲
02-27208889 #1248

2019悠遊月光下
中秋團圓夜

臺北市立動物園
臺北市文山區新光路二段30號

108/9/7(六)下午4時至8時
臺北市立動物園 羅玉盟
02-29382300 #625

臺北市108年度
退休校長聯誼活動

臺北華國大飯店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600號

108/9/18(三) 下午6時
國教科 楊火順
02-27208889 #6370

臺北市108學年度
特殊優良教師教育論壇

臺北文創大樓601教室
臺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

108/9/25(三)下午2時
綜企科 林曉玲
02-27208889 #1248

臺北市108學年度
特殊優良教師表揚典禮

南港軟體園區2館4樓大廳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

108/9/27(五)下午6時
綜企科 林曉玲
02-27208889 #1248

臺北市政府108年度
退休教師、資深優良教
師暨特殊優良教師及感
恩關懷活動

臺北市政府B1元福樓餐廳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B1

108/9/28(六)下午6時
人事室 林惠玲
02-27208889 #6401

108年教育奉獻獎及資
深優良教師表揚大會暨
總統餐會

陽明山中山樓
臺北市北投區陽明路二段15號

108/9/25(三)下午6時
人事室 孫慧芳
02-27208889 #6405

臺北市第20屆中小學及
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與
行動研究成果發表

提升教師教學研究知能，鼓勵教師發
表研究成果，展現教師專業能力。於
敬師月中藉由教師行動研究之發表，
建立教師專業形象。

國小組：108/9/18(三)
國中、高中組：108/9/19(四)
高職組：108/9/20(五)
幼兒園組：108/9/26(四)

學前科 黃湘
02-27208889 #6381
國教科 宋佳徵
02-27208889 #1251
中教科 黃俊錡
02-27208889 #6351

社教博物館所入園優惠

（請出示學校服務證件或教師證）
2
優惠票價或措施 場館地址 聯絡電話社教機構

李國鼎故居 臺北市中正區泰安街2巷3號 02-23564398免費入館。

臺北數位藝術中心 臺北市士林區福華路180號 02-28345066免費入館。

臺北偶戲館 臺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五段99號
02-25289553
#202 劉小姐

免費入館。

臺北當代藝術館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39號
02-25523721
#221 許先生

免費入館。

辦理時間 內容簡介/場館地址 聯絡電話



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 臺北市士林區基河路363號
02-28314551
#508 詹小姐

1. 教師及親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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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國定假日贈送教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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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動物園 臺北市文山區新光路二段30號
02-29382300
#625 羅先生

教師及親友3人同行(共4人)可免費入園。

林語堂故居 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二段141號
02-28613003
#17

免費入園。

臺北市立天文
科學教育館

臺北市士林區基河路363號
02-28314551
#508 詹小姐

敬師月期間每週六日及國定假日，招待臺北市
教師憑證件免費欣賞立體劇場影片。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189號
02-66101234
#1510

1. 至一樓票口購買常設展門票可享70元優惠票價
（一張教師證限購一張）。
2. 於本館一樓服務台購買本館出版品及衍生性商
品享8折優惠。

優惠票價或措施 場館地址 聯絡電話運動休閒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20號芝山文化生態綠園
02-88666258
#10

教師入園以學生優待價計費。

臺北市中正區思源街1號臺北自來水園區 02-87335678
教師及親友3人同行(共4人)免費入園(優惠範圍不
含親水體驗教育區)

優惠票價或措施 場館地址 聯絡電話博物館所

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臺北市中正區凱達格蘭大道3號
02-23897228
#30

免費入館。

長榮海事博物館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1號 02-23516699
教師本人免費入館，同行者享門票100元優惠。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團體亦不適用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6巷10號孫運璿科技
人文紀念館

02-23112940免費入館。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82號
順益台灣原住民
博物館

02-28412611
#115

教師本人免費入館，同行者享門票80元優惠。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45號郵政博物館
02-23945185
#811 張先生

教師及親友1人同行(共2人)免費入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
本館、土銀展示
館、南門園區

02-23822699
#456 林小姐

門票半票優惠。

本館：臺北市中正區襄陽路2號
土銀展示館：臺北市中正區襄陽路

25號
南門園區：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

段1號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國立故博物院
(含南院) 

02-28812021
#2201

免費入園。



臺北市士林區菁山路131巷18號福田園教育休閒農場
02-28622145
何小姐

教師及親友3人同行(共4人)，以散客入園消費，
票價優惠9折。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段17號
臺北市青少年
發展處直排輪場

02-23514078
#1111

享優待票優惠。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路55號關渡自然公園
02-28587417
#205 林小姐

免費入園。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0號
臺北體育館
1樓桌球室

02-25702330
#6435

教師及親友1人同行(共2人)，享免費打球1小時。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254號
天母運動場
區網球場

02-28736548免費打球1小時。

臺北市南港區中坡南路55號玉成游泳池 02-27265151
1. 免費入場。
2. 報名有氧/泳訓課程享8折優惠。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4段50號木柵游泳池 02-27265151
1. 免費入場。
2. 報名有氧/泳訓課程享8折優惠。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0號
臺北體育館
7樓羽球場

02-25702330
#6435

教師及親友3人同行(共4人)，享免費打球1小時。

優惠內容 商家地址 聯絡電話天母商圈

店家育樂優惠

（請出示學校服務證件或教師證）
3

溫德德式烘焙餐館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5號
02-28314415
蘇先生

9折優惠(優惠活動不得合併使用)。

DOORS門片咖啡 臺北市士林區天玉街38巷7號
02-28760088
張小姐

2人同行第二人88折

EATPLUS玩食家餐廳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154巷7號1樓

02-28775596
張先生

飲品優惠(除酒精類，優惠不得合併使用)

八藤家日式豬排
專賣店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41巷
1弄2號

02-28753063
張先生

2人同行一人免費

穎隆新式料理餐廳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37號
02-28713535
周先生

1. 2人同行招待港點一份⋯⋯（以此類推）⋯10
人同行可招待5份。
2. 合菜或桌菜最高可享9折優惠。

YOKU MOKU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70號
02-28732786
林小姐

9折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活動合併使用)



肉舖廚房
臺北市中山區玉門街1號
（MAJI集食行樂）

0927-020-911
李先生

用餐9折(不含獨享餐及酒水)

Popeye地中海料理
臺北市中山區玉門街1號
（MAJI集食行樂）

0927-020-911
李先生

單點餐點9折(不含酒水)

天命庵日式串燒
臺北市中山區玉門街1號
（MAJI集食行樂）

0916-640-203
楊小姐

用餐9折(不含酒水)

一邨食堂眷村菜
臺北市中山區玉門街1號
（MAJI集食行樂）

0937-074-052
湯經理

用餐贈送人氣眷村菜乙份

萬象園藝品專賣店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18-2號
（台北花卉村）

02-28101969
免費兌換「陶瓷小白盆」一份 (每張教師證或服
務證件限兌換一次，限量100份，送完為止)

優惠內容 商家地址 聯絡電話圓山商圈

最佳風情攝影事業
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158號
02-25863333
胡副總

拍攝藝術寫真、全家福、結婚、銀髮族、寶寶照
等9折優惠

釉舍藝術工坊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18-2號
（台北花卉村）

02-28101969
DIY商品9折優待 (此優惠不適用特價品、促銷品、
團體預約)

森林派對咖啡館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18-2號
（台北花卉村）

02-28101969
餐飲9折優待 (此優惠不適用特價品、促銷品、團
體預約)

花庭園藝坊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18-2號
（台北花卉村）

02-28101969
購物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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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臨花坊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18-2號
（台北花卉村）

02-28101969
購物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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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象園藝品專賣店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18-2號
（台北花卉村）

02-28101969
購物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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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堂漂移卡丁車
士林館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18-2號
（台北花卉村）

02-28101969票價5折優待 (例假日：11:00-18:00)

優惠內容 商家地址 聯絡電話貓空商圈

四哥的店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
38巷33-1號

02-29392832
張先生

消費不限金額9折優惠

美加茶園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
38巷19號

02-29386277
陳小姐 

用餐或買茶消費滿千折百

貓空閒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
38巷33號∼37號間工地對面

0953-304-776 
張先生

餐飲9折優惠

阿義師的
大茶壺茶餐廳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
38巷37之1號

02-29395615
張先生

用餐消費滿千折百，餐後招待每人茶葉冰棒一支



優惠內容 商家地址 聯絡電話臺大公館商圈

禮客outlet 臺北市大安區思源路16號1樓
02-23660880
楊先生 

同時持教職員證件及禮客會員卡/APP，即可兌換
「禮客100元電子抵用券」乙張(每卡每月限兌換
乙次)

博凱音樂用品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
37號8樓

02-23660880
施小姐 

購買管樂配件、弦樂配件，全面95折(此優惠不適
用特價品、促銷品，亦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優惠內容 商家地址 聯絡電話後站商圈

鑫五洲 臺北市大同區太原路48巷2之1號
02-25561832
趙先生

購買全店7折

金埃及企業社 臺北市大同區華陰街197號
02-25594495
黃小姐

購買全面6折起

凱儷精品皮鞋批發 臺北市大同區太原路26之1號
02-25500539
02-25500554
吳先生

購買女鞋及女包，全店6折起

尼米玩具行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一段
9巷6號

02-25596124
邱小姐

購買全店商品6折

紅木屋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
38巷33號

02-29388159
孫小姐

用餐及泡茶贈送季節時蔬一份

山中茶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
38巷33號

02-22344688
黎小姐

來店消費合菜即贈送季節時蔬一份或飲料一瓶

貓懶MAOLAN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
38巷16-2號

02-29395938
張先生

消費不限金額9折優惠

四爺SIHYE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
38巷16-2號

02-22340140
張先生

消費不限金額9折優惠

大頭土雞城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
38巷18之2號

02-29381943
張林小姐 

滿千贈果汁一瓶，一桌限定2瓶(提前預定告知)

貓空茶神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
38巷37之1號

02-29362517
張先生

消費滿3,000元贈送原片茶包(鐵觀音/紅茶/四季春
/烏龍茶)乙盒

清泉廣場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
38巷33之1號對面山坡

02-29383222
張先生

用餐滿千贈送時蔬一份(每桌限贈一份)

正大茶園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
38巷33-5號

02-29384060 
張黃小姐

消費滿1,500元贈送炸地瓜一份(需提前告知)



鎮群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一段
9巷4號

02-25564767
劉先生

購買全館8折

東東玩具 臺北市大同區太原路54號
02-25561661
李小姐

購買定價打8折(特價品除外)，憑會員卡再打95折

優惠內容 商家地址 聯絡電話東區商圈

BLAH BLAH BLA 臺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4段60號
0981-894-961
周先生

全面餐點79折

Terminal One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51巷36號
02-27312221
游小姐

啤酒、調酒類、奶昔冰沙買二送一，來店消費再
送爆米花

N-Ice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31巷42號
02-87716601
林先生

全品項9折優惠

畜聚燒肉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31巷40號 02-87713009消費9折優惠

兔子兔子茶飲專買店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135巷19號1樓

02-27755218
陳小姐

消費9折優惠

上純水果行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51巷1號
02-27211878
0932-018-892
咪咪

消費9折優惠

DOUBLE CHECK
一目數位藝廊
一味私房御饍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107巷5弄14號/16號/19號

0922-888-833
彭先生

消費9折優惠

樹德百貨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一段13號
02-25566888
許先生 

購買全館8折

山茶花服飾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135巷17號1F 

02-27754235
蘇小姐

消費88折優惠

桑迪亞花藝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
31巷26號 

02-27312821
李小姐

消費9折優惠，購買1,000元再加贈植物小品ㄧ盆
(現場挑選)

US-服飾店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160巷37號

0911-082-501
盧小姐

非會員9折優惠、會員8折優惠

嘉群珠寶工作室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135巷17號6樓之二

02-27755814
Andy Lai

所有商品9折優惠(本公司保有修改、變更活動之
權利)

蜂檸檬100%天然飲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133號1F

02-27755362
陳小姐

9月份的活動龍眼蜂蜜禮打9折 
台灣龍眼蜂蜜（700g/瓶）原價880元特價800元
蜜檸檬 （600g/瓶）原價680元特價612元 
台灣龍眼蜂蜜（160g/罐）原價220元特價200元



優惠內容 商家地址 聯絡電話中華路影音商圈

CiaoTender 俏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160巷29-1號

0903-392-987
何小姐

滿200元打卡就送飲品兌換卷（兌換卷可更換不
限金額的飲料）

真醇咖啡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31巷20號
0925-254-307
黃先生

來店打卡FB，外帶，黑咖啡與拿鐵一律50元

麵屋牛一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151號1樓

02-27521552
柳小姐

教師與所有同行者每一碗麵免費加一顆半熟溏心蛋

欣葉台菜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112號2樓

02-27529299
林協理

消費95折優惠及贈送季節甜品（活動期間優惠不
得合併使用，每桌優惠限用乙次，且特約活動優
惠內容，不適用於其他優惠活動之優惠價）

啤啤精釀啤酒屋 臺北市敦化南路一段160巷39號
0906-498-666
黃先生

9月28日當日，持教師證件來店消費，贈送小杯
臺虎925拉格啤酒一杯

光束秘境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
16巷13號

02-27753107
0972-167-600
Alan

1. 臉部經絡舒眠課程 (50分鐘原價2,280元，教師
節優惠價1,980元並贈送光束美容面膜一片)
2. 五十肩舒緩課程 (90分鐘原價3,680元，優惠2
人同行一人免費)
3. 30分鐘秘境按摩療程體驗（原價1,280元/前15
名免費）
4. 10分鐘免費按摩體驗 / 占卜鑑定，第一個問題
免費

概念電器有限公司
02-23812712
黃小姐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29-4號消費9折優惠並贈購物袋1個

仕洋電器有限公司
02-23811230
廖先生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47號1樓消費9折優惠並贈購物袋1個

振宇電器行
02-23813900
王佩芬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47號1樓消費9折優惠並贈購物袋1個

羽辰視聽器材
有限公司

02-23113841
林士鈞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25號3樓消費9折優惠並贈購物袋1個

阿嚕咪電器行
02-23832252
呂宗正

臺北市中正區漢口街1段136號1樓消費9折優惠並贈購物袋1個

昌明視聽科技
有限公司

02-23755533 
張昌銘

臺北市中正區漢口街1段134號1樓消費9折優惠並贈購物袋1個

建凱電器有限公司
02-23710908
林建明

臺北市中正區漢口街1段103號1樓消費9折優惠並贈購物袋1個



優惠內容 商家地址 聯絡電話其他商圈

長青榖典餐廳 新北市三峽區民族街2-1號
02-86742388
陳經理

1. 用餐全面9折優惠，再贈送戚風蛋糕1份
2. 公司商品全面8.5折優惠

動物園-統一超商 臺北市文山區新光路二段30號
02-29382300
#625 羅玉盟

9月28日當日，本人持教師證件至服務中心領取
兌換券，可至梅花鹿店兌換茶葉蛋1顆（限量100
份，送完為止）

臺北市文山區新光路二段30號
02-29382300
#625 羅玉盟

消費9折優惠 (活動品與特價商品除外)

動物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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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時節休閒農場 03-3889689

1. 美好食代餐廳消費風味套餐或小火鍋9折優惠
2. 美學工藝DIY活動9折優惠
3. 窯烤PIZZA DIY 9折優惠
   (限星期三、六、日使用)(材料售完為止)

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3段225號

翔韻電器有限公司
02-23146600
藍元傑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62號消費9折優惠並贈購物袋1個

新韸電器有限公司
02-23110260
陳渂瑄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1段96號消費9折優惠並贈購物袋1個

品嘉電器有限公司
02-23825339
曾文清

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1段98號1樓消費9折優惠並贈購物袋1個

北門電器有限公司
02-23143255
黃振南

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1段99號1樓消費9折優惠並贈購物袋1個

聯陞電器行
02-23810719
陳彥豪

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1段115號1樓消費9折優惠並贈購物袋1個

祥達音響電器
有限公司

02-23832650
張德榮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25-2號1樓消費9折優惠並贈購物袋1個

統領實業有限公司
02-23319734
駱俊彥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11號消費9折優惠並贈購物袋1個

紅騰音響有限公司
02-23813309
黃秀華

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1段111號1樓消費9折優惠並贈購物袋1個



煮雲軒 臺北市內湖區碧山路32-1號 02-27919636消費贈送烏梅汁1瓶 

COCO咖啡棧 臺北市內湖區碧山路32號 02-27967393消費贈送綠豆湯甜湯 

茗穀屋 臺北市內湖區碧山路30-5號 02-27928899消費贈送豆花(紅豆、綠豆、花生擇一)1碗 

賽峰家樂茶行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255號
02-27671449
張小姐

消費滿3,000元送莊園茶包，滿6,000元打95折送
茶包(以上贈品可累加，接受國旅卡之信用卡)

竹子湖休閒農業區
財福海芋田

臺北市北投區竹子湖路
68號往前68公尺(頂湖最底)

0928-624-802
盧經理

消費送精選明信片1張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02-25786731
#722 蔡小姐 

優惠期間持票欣賞北市交音樂會之教師，憑票券
及工作證可兌換北市交CD 1張（市價300元），
數量有限，額滿為止

合家歡休閒
股份有限公司
(溪頭米堤大飯店)

南投縣鹿谷鄉米堤街1號 04-92612222

1. 教師避暑專案：2人同行每人只要2,9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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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元
※假日加價每房2,000元
※每證件限定訂房2間

2. 教師節回饋專案：雙人房只要3,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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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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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加價每房2,000元
※每證件限定訂房2間

蝸牛義大利餐廳
(敦化店/民生店)

敦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81巷49號
民生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56巷3弄10號

02-27093536
敦化店
02-27136648
民生店
周先生

消費滿1,200元即贈[冰淇淋布朗尼] 1份

臺北市文山區新光路二段30號
02-29382300
#625 羅玉盟

教師本人持教師證件消費9折優惠

動物園-
企鵝館、青蛙屋、
青蛙咖啡及萊爾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