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恭喜你已成功踏上與國際接軌的第一步！這是唯一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背書認可
的世界唯一國際學生通用證件。全球每年約有五百萬名學生申請，台灣平均一年新申辦的學生也有
5 萬名以上。

◎拿到卡證後的第一件事
請務必核對上面的學校、姓名（英文名字部分為縮寫）、西元出生年月日等資料是否正確，如
有錯誤，請立即通知學校修正！

↗
◎拿到卡證後的第二件事
請上康文文教基金會網站 www.TRAVEL934.org.tw (旅行做善事) 「訂閱電子報」，如此一來你就
可以收到最新的國、內外優惠訊息，充分發揮手上這張卡證的最大效益喔！

◎效期及延展效期
1. 每年 9 月 1 日至翌年 12 月 31 日止。
2. 延展效期：不用重新再辦卡，只要出示 ISIC 學生證反面有效的註冊章，就合乎學生資格，
不需提出其他證明文件，到我們的辦公室貼延展效期，就可讓你的 ISIC 效期再續一年，優
惠價 NT$100。

獨享
你可知道小小一張國際學生證，提供價值高達百萬美元的折扣嗎？
憑卡可以在全世界 120 個國家享有超過 40000 種好康優惠呢！
優惠內容五花八門，包括國內外航空、火車、巴士、渡輪、世界級博物館、著名文化景點門票、
娛樂遊憩旅遊活動、青年經濟型住宿及旅館、全球各式餐廳酒館和購物折扣……等等‧遍及全
球 5000 個旅遊服務據點為您提供更多精彩內容，趕快上國際學生證官網瞧瞧‧
中文 http://www.TRAVEL934.org.tw
英文 http://www.isic.org

民國 100 年超值優惠方案
學生機票優惠
長榮航空紐約、西雅圖、洛杉磯、舊金山、多倫多、溫哥華年票通通只要 TWD35000 起 (不含稅
金) ‧另有中華航空、國泰航空、維珍航空、芬蘭航空、達美航空、美國航空、聯合航空…..等等‧
學生機票托運行李優惠
維珍航空歐洲線 46 公斤、華航/國泰航空歐洲線 30 公斤、華航/國泰航空澳洲線 30 公斤、
華航/國泰航空亞洲線 25 公斤
STA 學生機票官網 http://www.statravel.org.tw/ticketonline/index.htm

國際青年英語旅遊團
限定 18-35 歲青年朋友享團費 5%優惠，旅遊範圍包括四大洲 - 歐洲、美洲、澳洲、亞洲，全年
超過 130 個以上的行程可供選擇，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朋友一起探索無限寬廣的世界‧
中文官網 http://www.contiki.com.tw/

全球合作伙伴

http://www.isic.org/campaigns/microsoft.html

微軟「Dreamspark」專業級熱門軟體免費下載
指定「ISIC 國際學生證」為全球合作對象，只要擁有 ISIC 國際學生證即可合法上網下載數十
套市場上最熱門之微軟專業級軟體(正式版)，包括系統開發工具、伺服器平台、專業設計工具
等，價值不斐‧ https://www.dreamspark.com/default.aspx

ISIConnect 全面 e 服務
主要項目有免費個人 e-Mail 帳號及 10MB 儲存空間，可以當作國際電話卡使用，享用優惠國
際電話費率、語音留言、Faxmail、Listen to Email，目前「全面 e 服務」已在 60 餘國開辦，電
話卡可連絡至全球 151 個國家，持卡人只要利用網上小額儲值機制，輸入國際學生證卡號，即
可一卡在手，暢遊無阻。持卡人的親友可透過 www.isic.org 網站上網留言，持卡者在國外任何
地方只要登入 www.isic.org 所提供的專屬信箱，即可聆聽到親友的「親」聲細語。
使用說明請參考 http://www.travel934.org.tw/isic/ISIConnect.htm

服務據點
台北辦公室
Tel: (02)8773-1333

(02)2775-1138

Fax:(02)2721-2784 (02)8773-2450
地址: 106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42 號 5 樓 505 室
(捷運板南線忠孝敦化站 5 號出口)
台中辦公室
Tel:(04) 2322-7528
FAX:(04) 2323-4368
地址: 403 台中市中港路一段 185 號 7 樓之 2
高雄辦公室
TEL: (07) 215-8999
FAX:(07) 215-3939
地址: 801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 282 號 3 樓

線上學英文 免費體驗 90 天
即日起凡持有效的國際學生證者(ISIC)登入國際學生證官網
http://www.isic.org/campaigns/ef-vouchers.html
下載取得 EF (Education First) 提供的 voucher Code 即可獲得 90 天免費線上學英文, 價值約 NTD5,000
***此優惠限 2012/05/31 前需完成線上登記並啟用***
操作方式
步驟一：登入 ISIC 官網 (網址:http://www.isic.org/campaigns/ef-vouchers.html)

請在空格中依序填入卡號、email、姓名(請依照國際學生證上所顯示的英文姓名拼法輸入)及安全辨識碼
(如圖所示)，填寫完整之後，您將會收到一封提供 EF voucher code 及 EF 網址的電郵‧
國際學生證服務信箱發出的電郵範例
Almost there! Your EF voucher code is: ISIC37E8877DC77447E
Your final step now is to go to the EF website at https://secure.englishtown.com/checkout/redemption/index
Enter your voucher code and start with your 90-days free English online learning with EF exclusive for ISIC
card holders. The value of this voucher is 117 Euros.
Please note that you have free access for 90-days starting from the day of your first login. The last day for
activation is May 31st, 2012.
Enjoy improving your English and accelerate your career & discover the world!

步驟二：點選 EF 網址 https://secure.englishtown.com/checkout/redemption/index

請您在 預付碼儲值 填入 voucher code，再點選 繼續 即可免費學習 EF 提供的線上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