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日期：2023/3/30

<親子優惠商店>友善飯店/特色民宿

商店名稱 所在縣市 刷樂家+卡享訂房優惠

台北圓山大飯店 台北市 刷卡電話預約訂房依官網售價再享95折優惠 (每日限量5間)

成旅晶贊飯店-台北蘆洲館 新北市

1.晶贊標準房/雙人房/套房：平日享客房定價5折、假日享客房定價6折優惠

2.晶贊家庭房：平日享客房定價55折、假日享客房定價65折優惠

(10%原價服務費另計)

晶贊都會旅店 新北市

1.HOSTEL八人房一床：平日NT$$499、假日NT$$580

2.都會標準房：平日NT$$2,000、假日NT$$2,700

3.都會家庭房：平日NT$$3,200、假日NT$$3,800

南方莊園渡假飯店 桃園市 刷卡訂房享各項專案9折優惠 (10%原價服務費另加)

文華道會館 台中市

1.平日(週日至週五)雙人入住「商務客房」享優惠價(含早餐2客)

2.平日(週日至週五)雙人入住「莎翁客房」享優惠價(含早餐2客)

3.入住其他房型享年度現場售價折NT$100

台中兆品酒店 台中市

於官網刷卡訂房享一泊二食專案優惠價 (每日限量5間)

品臻樓(雅緻雙人房2人)、兆尹樓(經典客房2人)

假日加價 NT$1,200/間；加人加價 NT$800/人

台中金典酒店 台中市 刷卡訂精緻房型享定價5折優惠

成旅晶贊飯店-台中民權館 台中市
1.晶贊雙人房：平日NT$2,300、假日NT$3,300

2.晶贊家庭房：平日NT$3,400、假日NT$4,400

星享道酒店 台中市

1.平日(週日至週五)雙人入住「火星客房」享優惠價(含早餐2客)

2.平日(週日至週五)雙人入住「天王星客房」享優惠價(含早餐2客)

3.入住其他房型享年度現場售價折NT$100

溪頭米堤大飯店 南投縣

1.一泊一食雙人房平日享優惠價 (含早餐2客，每卡每日限訂2房，加購自助式晚餐享9折優惠)

2.寵愛壽星禮遇雙人房平日享優惠價 (含早餐及晚餐2客、四吋蛋糕、氣泡酒乙瓶，7日內壽星可享客房佈置，每卡每日限訂

1房)

遠東樂家+卡親子及寵物優惠商店一覽



捷絲旅-高雄中正館 高雄市 官網輸入專案代碼訂房[JUSTBANK23]並刷卡享每房每晚最高折抵NT$250優惠

捷絲旅-高雄站前館 高雄市 官網輸入專案代碼訂房[JUSTBANK23]並刷卡享每房每晚最高折抵NT$300優惠

旗津道沙灘酒店 高雄市

1.平日(週日至週五)雙人入住「水光客房」享優惠價(含早餐2客)

2.平日(週日至週五)四人入住「曙光人文客房」享優惠價(含早餐4客)

3.入住其他房型享年度現場售價折NT$100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屏東縣 刷卡訂房享平日(週一至週四)官網優惠價，依專案人數贈送『精緻下午茶』每人乙份

墾丁福華渡假飯店 屏東縣 刷卡訂房享優惠價(服務費為折扣後10%)

芯園-我的夢中城堡 宜蘭縣 刷卡訂房享現場房價折抵NT$800或贈餐飲券NT$1,200(優惠2擇1)

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 宜蘭縣 訂房享優惠價 (詳洽飯店訂房人員)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宜蘭縣 訂房享優惠價 (詳洽飯店訂房人員)

蘭陽烏石港海景酒店 宜蘭縣 訂房享優惠價 (詳洽飯店訂房人員)

成旅晶贊飯店-花蓮假期館 花蓮縣

1.晶贊雙人房/豪華房：平日享客房定價33折、假日享客房平日優惠折扣價再加NT$1,000

2.晶贊家庭房/豪華家庭房/套房/豪華套房：平日享客房定價43折、假日享客房平日優惠折扣價再加NT$1,000

(10%原價服務費另計)

咩咩不是羊民宿 花蓮縣
1.刷卡電話訂房享官網價格9折，加贈兒童牙刷/牙膏乙組；住宿期間可提供兒童枕頭、澡盆及床圍

2.攜帶寵物另贈送迎賓禮及提供住宿用品

捷絲旅-花蓮中正館 花蓮縣 官網輸入專案代碼訂房[JUSTBANK23]並刷卡享每房每晚最高折抵NT$300優惠



<親子優惠商店>遊樂園/觀光工廠

商店名稱 所在縣市 刷樂家+卡享優惠

奧斯丁夢想樂園-板橋麗寶店 新北市 刷卡消費享一大一小優惠票價NT$500(原價NT$800)；平日不限時、假日3小時優惠

關西仙草巷 新竹縣 刷卡消費享9折優惠(限外帶伴手禮)

關西仙草博物館 新竹縣 刷卡消費享10折優惠(限外帶伴手禮)

全安堂臺灣太陽餅博物館 台中市 刷卡購買盒裝糕餅享95折優惠

台灣手套博物館 彰化縣 刷卡消費享9折優惠；折扣後滿千再贈送精美小禮一份(以此類推)

茉莉花壇夢想館 彰化縣
1.極緻系列95折 / 風雅系列95折 / 御品茉莉咖啡(售價NT$1,320)半磅裝95折

2.購買本會自製商品單筆滿NT$5千享9折、滿NT$2萬享85折、滿NT$3萬享8折優惠

和菓森林紅茶莊園 南投縣

1.購買飲品享9折優惠

2.單筆消費滿NT$1,500贈「茶包」乙盒

3.DIY紅茶祈福御守優惠價NT$150(原價NT$180)

雞朝文創故事館 南投縣 刷卡購買飄逸杯或飄逸高山茶系列產品享9折優惠；另全館消費滿NT$1,000加贈紀念品茗杯乙個

卡羅爾銅管樂器觀光工廠 嘉義縣

1.來就送一次銅管樂器吹奏體驗課程，與一份銅管樂器省力吹口。(課程可以所有同行者同時加入體驗，吹口若是同一家庭

可以互相共用)

2.消費滿NT$2,000，送手作起床號一組(市價NT$300，限本卡消費)

走馬瀨農場 台南市
1.走馬瀨農場：純門票NT$150(一卡限購5張，農曆春節期間及特殊活動期間、搭乘中型巴士以上團體不適用)

2.蘭花會館(享定價折扣)：平日5.5折、寒暑假平日6折、假日7折(每卡限2間)，農曆春節及特殊活動期間皆不適用

虱目魚主題館 台南市 刷卡購買伴手禮品享95折優惠

蓮圃園蓮產品DIY觀光工廠 台南市 刷卡消費享9折優惠 (特價品、農產品不適用)



臺灣蘭科植物園區(附設幸福餐廳) 台南市 刷卡用餐消費滿NT$1,000享95折優惠

美濃原鄉緣紙傘文創村 高雄市 刷卡至美濃原鄉緣紙傘文創館/陶藝文創館/手工藝文創館消費享9折優惠

祥語有機農場 宜蘭縣 茶葉商品9折；DIY課程享10人以上同行1人免費(價值NT$350)

多羅滿賞鯨 花蓮縣 刷消費享花蓮港出海賞鯨成人定價7折優惠(不含接送)

<親子優惠商店>親子餐廳
商店名稱 所在縣市 刷樂家+卡享優惠

紙箱王
全台指定

分店
刷卡用餐及門市消費享9折優惠 (餐飲原價10%服務費另加)

小川鍋物 (天母、新光三越A4)
台北市指

定分店
刷卡享兩人以上同行用餐贈「產銷履歷蛤蜊(蛤蜊品種依季節而定)」乙份

甲蟲秘境親子餐廳  (士林、象山)
台北市指

定分店
刷卡消費前3天(不含消費當日)預定贈「甲蟲球型蛋糕(5吋)」乙個

台北圓山大飯店(金龍餐廳｜圓山牛排館｜圓苑餐廳) 台北市
1.金龍餐廳｜圓苑餐廳享平日(週一至週四)刷卡用餐享單點原價95折優惠 (10%原價服務費另計)

2.圓山牛排館享平日(週一至週五)刷卡用餐享單點原價9折優惠 (10%原價服務費另計)

雲之南 台北市 刷卡滿NT$1,000(含)以上享贈「特選牛肉/梅花豬肉/上選羊肉」(3擇1)

穗川小農鍋物 台北市 刷卡消費享週一至週五午餐9折、週一至週四晚餐95折 (10%原價服務費另加)

Dancing Elephant 跳舞大象 台北市 刷卡消費贈「點心」乙份(價值NT$100)

公主樂糕殿 Princess Land 玩具、餐廳 新北市 刷卡滿NT$1,000贈送「特色造型小蛋糕」乙份(以此類推)

利百代彩筆文創館-義百代餐館 桃園市 刷卡消費享平日9折優惠 (10%原價服務費另計)

南方莊園渡假飯店(一起吧｜南方餐廳｜莊園餐廳) 桃園市 刷卡用餐享週一至週五9折優惠 (10%原價服務費另加)

昭和五七大衆酒場 桃園市 刷卡消費享95折優惠(酒水不適用，10%原價服務費另計)



台中兆品酒店(品東西自助百匯) 台中市 刷卡消費享95折優惠

台中金典酒店(大廳酒吧｜金園中餐廳｜金典鐵板燒

｜柏麗廳｜蘿拉牛排館)
台中市 刷卡消費享9折優惠(10%原價服務費另加)

星享道酒店(道咖啡｜星饗道國際自助餐) 台中市 刷卡消費享95折優惠 (10%原價服務費另計，星饗道國際自助餐僅適用週一至週五)

橄欖樹夢想園地-咖啡廳 台中市 下午茶時段消費茶飲，刷卡滿NT$1,000贈「薰衣草花茶」乙壺

三隻小兔義式冰淇淋餐廳 嘉義市 刷卡消費享95折優惠

阿里山日出商店-總店 嘉義縣 刷卡消費享9折優惠

Double Veggie蔬食百匯 高雄市 刷卡用餐享9折優惠 (10%原價服務費另計)

旗津道酒店(漾吧) 高雄市 週一至週五單筆刷卡滿NT$388享9折優惠(10%原價服務費另加)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地中海宴會廳｜馬堤斯咖啡酒吧

｜臨海咖啡廳｜愛琴海西餐廳)
屏東縣 平日(週一至週四)餐飲刷卡消費享免收10%服務費優惠

<親子優惠商店>教育學習

商店名稱 所在縣市 刷樂家+卡享優惠

日本伊藤萬游泳學校
全台指定

校址
刷卡購買課程、商品滿NT$2,000，享免入會金優惠(價值NT$1,200)

雲門舞集舞蹈教室
全台指定

教室
報名「短期課程」享9折優惠並加贈律動好禮乙份；報名「長期課班」享律動好禮乙份

<親子優惠>其他類別
商店名稱 所在縣市 刷樂家+卡享優惠

Funbox Toys
全台指定

專櫃
刷卡消費享正價品9折優惠

<寵物優惠商店>友善餐廳

商店名稱 所在縣市 刷樂家+卡享優惠

天香回味  (南京、桃園新南)
全台

指定分店
刷卡消費享9折優惠 (原價10%服務費另加)

樂品喜塘 基隆市 刷卡消費享9折優惠

TIECAFE 台北市 非飲品部分9折；NT$180內飲品搭配甜、鹹派享優惠價NT$300(價值NT$360)



鯉魚The Carp 台北市 消費滿NT$2,000送NT$200折價券(以此類推，原價10%服務費另加)

花岩山林景觀餐廳 新北市 刷卡用餐享95折 (10%原價服務費另計)

NikuNiku 肉肉燒肉  (五權西、朝馬)
台中市指

定分店
刷卡消費贈「主廚肉品」乙份

waka caf'e 瓦卡咖啡  (向上、公益)
台中市指

定分店

1.現煮精品咖啡買一送一

2.精品咖啡豆/精品掛耳買一送一

3.器具享優惠價(以現場說明)

十八梯麻辣鍋 台中市 刷卡消費享贈「前腿豬肉片」乙盤(價值NT$220，10%原價服務費另加)

大富豪鐵板燒 台中市 刷卡消費享9折優惠 (原價10%服務費另加)

個人煮義精緻火鍋 台中市 刷卡用餐贈「梅花豬肉」乙份優惠(價值NT$120)

真澄懷石割烹 台中市 刷卡消費享平日(週一至週五)95折 (原價10%服務費另加)

梅子餐廳 台中市 刷卡消費贈「甜點」或「季節時蔬」乙份(價值NT$250)

蜂屋咖啡 台中市 刷卡消費享95折優惠(10%原價服務費另加)

貓門Moment餐廳 台中市 刷卡消費享95折優惠；消費滿NT$1,000加贈季節限定霜淇淋乙份(價值NT$110-130)

紅果精品咖啡館 雲林縣 刷卡購買世界精品咖啡4杯，贈「楓糖鬆餅」乙份(價值NT$140)

<寵物優惠商店>寵物用品

商店名稱 所在縣市 刷樂家+卡享優惠

好主人寵物用品店 (台中元老、鹿港旗艦)
中彰指定

門市
刷卡消費享95折優惠

金瑞成鸚鵡概念館 台中市
刷卡購買阿迷購、凡賽爾、路比爾三大進口品牌鸚鵡飼料享9折優惠；另來店消費再享鸚鵡免費修剪趾甲服務(價值NT$200-

300)

好韻布偶貓舍 高雄市 刷卡消費享9折優惠

鹿角先生 — 寵物潔牙保健 高雄市 刷卡消費享全品項9折優惠

<寵物優惠商店>友善飯店/民宿
商店名稱 所在縣市 刷樂家+卡享優惠

貓天空寵物鄉村民宿Catsky B&B 宜蘭縣 刷卡訂房依房型定價享平日8折、假日9折優惠



梅林親水岸 台中市 刷卡訂房享當日房價9折優惠 (寵物住宿費另計恕不折扣)

<寵物優惠商店>寵物旅館
商店名稱 所在縣市 刷樂家+卡享優惠

GuGu House 寵物旅館 台北市 刷卡消費滿NT$888享折扣NT$100

<寵物優惠商店>觀光工廠
商店名稱 所在縣市 刷樂家+卡享優惠

梅花湖休閒農場 宜蘭縣
1.DIY 8折優惠

2.住宿每房招待「鮮採花草茶」乙壺(價值NT$80)

上述優惠商店皆有不適用期間、使用限制及相關注意事項，詳請以優惠商店說明為準，優惠期間為即日起至2023/12/31

遠東樂家+卡完整禮遇 點選

遠東樂家+卡親子優惠商店完整內容 點選

立即申請 遠東樂家+卡 點選

謹慎理財 信用無價
本行信用卡循環利率：6.74%~14.99%(基準日2023/3/1)；預借現金手續費：預借現金金額x3%+NT$150；其他費用請至 www.feib.com.tw 查詢  

https://www.feib.com.tw/upload/creditcard/YACard/index.html
https://www.freeliving.com.tw/event/feib/yacard/store.aspx
https://iapp.feib.com.tw/iapp/jsp/creditCardNew/index.j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