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表四：旅館及觀光旅館參與「2018 寶島仲夏節 Formosa Summer Festival」
活動所提供旅遊住宿優惠方案
(詳細優惠內容及使用限制請上交通部觀光局「2018 寶島仲夏節 Formosa Summer
Festival」活動官網查詢)
項

飯店名

所在縣市

簡要優惠促銷措施

業者網站

優惠期間

次

稱

1

新大南

台南市

一、優惠房型：

http://www.sendale.com.tw/t

2018/7/1-

科大飯

雙人房 2,200 元/間（依房型附贈

ainan/index.php

2018/8/31 止

店

早餐）

www.tayihlandis.com.tw

2018/6/1-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每日限量 5 間
2. 團體不適用
3. 不可與其他優惠併用
2

台南大

台南市

一、優惠房型：

億麗緻

1. 雅緻雙人房 平日 NT$4,500，

酒店

假日/連假 NT$5,500
2. 豪華家庭房 平日 NT$6,700，
假日/連假 NT$8,000

二、住宿注意事項：
住房專案內容包含以下
*免費礦泉水、迎賓水果、豐盛自
助早餐
*凡憑上述專案入住依房型人數加
贈住宿證明券，憑券可至赤崁樓、
安平古堡、安平樹屋、億載金城其
中一個景點（四選一）免費入場。
*入住依房型人數加贈 HaagenDazs 100ml 乙杯
*加床每床 NT$1,400+10%（含一
早、門票、Haagen-Dazs 冰淇淋
100ml 乙杯）。
*此專案與其內容不得與其他優惠
合併使用，不得折抵或兌換現金及
其他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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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30 止

*連續假期: 06/16~06/17 端午連
假，09/22~09/23 中秋連假

3

國妃鷹

台南市

2018 寶島仲夏 235 來國妃鷹堡

http://www.kpm.com.tw/

2018/6/14 起

堡汽車

Put 暑假住宿 85 折專案

-

旅館

一、優惠內容：住宿 85 折（有分

2018/9/30 止

健康館

平/假日）

二、優惠房型：
1. 歐風典藏（兩人房） 平日
NT$1,500/ 假日 NT$1,850
2. 雅典娜（兩人房） 平日
NT$1,680/ 假日 NT$2,000
3. 典藏伯爵（兩人房） 平日
NT$1,850/ 假日 NT$2,200
4. 凱撒王（兩人房） 平日
NT$2,700/ 假日 NT$3,200
5. 雅緻風華 A（四人房） 平日
NT$1,980/ 假日 NT$2,300
6. 雅緻風華 B（四人房） 平日
NT$2,160 / 假日 NT$2,480
※以上房價已是 85 折售價
※平日：週日-週五、假日：週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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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宿注意事項：
6/16-6/18 端午連續假日不適用此
方案

4

烏山頭湖境渡假會館

http://www.huchinghotel.com

限定 6、7、8、

大飯店

1. 平日兩人一房一晚（兩人房定

.tw/

9月

湖境渡

價 NT$4,500/房，含門票及停車

假會館

費）

烏山頭

台南市

2. 悠遊烏山頭水庫太陽能遊艇卷
*2 張（全票 NT$250/人）
3. 烏山頭水庫風景區門票*2 張
（全票 NT$200/人）
4. 湖境餐廳-風味晚餐*2 份（套
餐/NT$250）
5. 六甲專屬特產羅李亮冰淇淋 2*
杯（NT$30/杯）

12

5

吉村大

台南市

飯店

一、優惠房型：

即日起到 9 月

1. 平日 2 人房 NT$1,490

底

2. 平日 4 人房 NT$2,490
3. 假日 2 人房 NT$1,800
4. 假日 4 人房 NT$3,000

二、住宿注意事項：此優惠方案不
適用團體
6

一、優惠房型：

http://www.mapleplaza.com.t

即日起至 9 月

月 台

1. 豪華雙人房含二早餐，特惠

w/

30 日止

南行館

NT$1,399（原價 NT$2,200）

楓華沐

台南市

2. 豪華四人房含四早餐，特惠
NT$2,699（原價 NT$3,100）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假日（週六）每房一律加價
NT$1,000
2. 連續假日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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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歡樂一夏 台南美食我請客專案

http://www.hcs-

2018/6/1/-

商務飯

一、專案內容：

hotel.com.tw/

2018/9/30

店

1. 宏盛鑫商務飯店標準雙人房一

宏盛鑫

台南市

間
2. 自助中西式早餐（人/份）
3. 綣綣屋手作霜淇淋一份
4. 邱家小卷米粉一碗
5. 炸雞洋行 八兩雞一份
專案價 NT$1,999（平假日皆可使
用）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房價已含服務費及稅
2. 專案含中西自助式早餐（隨房
型附贈）
3. 美食兌換卷不得折抵現金，超
出限定金額自行補差價。
4. 每房限加一人/NT$600（含備
品、早餐、美食劵，不含床）
5. 每日限量 2 間
6. 110CM 以下兒童免費（不含備
品、美食劵）
7. 店家公休日恕無法兌換、可更
換安平豆花劵 2 張
8. 邱家小卷米粉公休日週三
9. 炸雞洋行公休日週一、週二
10. 請依現場人潮排隊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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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仲夏台南輕鬆遊

http://www.cambridge-

2018/6/1-

飯店永

一、優惠內容：

hotel.com.tw/yungkang/index

2018/9/30 止

康館

1. 二人成行 NT$1,550

.php

劍橋大

台南市

2. 四人成行 NT$2,350

二、優惠說明：
1. 附贈自助式早餐
2. 依房型人數附贈環保飲料手提
袋

三、住宿注意事項：
1. 週六及國定假日之連續假期需
加價 NT$1,000
2. 不得與其他優惠方案合併使用
3. 飯店保有變更贈品之權利
9

仲夏一泊二食送好禮

http://www.cambridge-

2018/6/1-

飯店

一、優惠內容：

hotel.com.tw/tainan/index.p

2018/9/30 止

台南館

1. 二人成行 NT$2,350

hp

劍橋大

台南市

2. 四人成行 NT$3,350

二、優惠說明：
1. 附贈自助式早餐
2. 依房型人數附贈成功牛肉麵
3. 送高級沐浴乳或洗髮精

三、住宿注意事項：
1. 週六及國定假日之連續假期需
加價 NT$2,000
2. 不得與其他優惠方案合併使用
3. 飯店保有更改贈品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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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林肯飯

台南市

店

仲夏台南輕鬆遊

http://www.cambridge-

2018/6/1-

一、優惠內容：

hotel.com.tw/lincoln/index.

2018/9/30 止

1. 二人成行 NT$1,350

php

2. 四人成行 NT$2,350

二、優惠說明：
1. 附贈自助式早餐
2. 依房型人數附贈環保飲料手提
袋

三、住宿注意事項：
1. 週六及國定假日之連續假期需
加價 NT$1,000
2. 不得與其他優惠方案合併使用
3. 飯店保有變更贈品之權利
11

台南維
悅酒店

台南市

一、優惠房型：

http://www.weiyat-

2018/7/1-

1. 雅緻雙人房

hotel.com.tw/

2018/9/30 止

2. 河景雙人房
3. 雅緻家庭房
4. 豪華家庭房

二、優惠內容：
1. 平日定價 45 折
2. 假日定價 6 折
3. 連續假日定價 7 折

三、住宿注意事項：
1. 下定期間 6-9 月，入住期限僅 79 月內
2. 現金券以定價+10%計算，不能使
用此專案
3. 團體不適用
4.專案優惠不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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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台糖長
榮酒店
（
南）

台南市

一、優惠房型：

https://www.evergreen-

住房優惠

豪華客房 NT$3,300（不含早餐）

hotels.com/branch2/index.js

2018/6/1-

p?lang=zh-TW&d1b_Sn=6

2018/9/30 止

台
二、優惠內容：加贈古蹟門票及台南

餐飲優惠

小吃抵用券。

(1)2018/4/1

1. 古蹟門票：安平古堡、赤坎樓、

-2018/12/31

安平樹屋三擇一。

止

2. 小吃抵用券：可於台南周氏蝦

(2)2018/4/1

捲、赤崁擔仔麵、伯龍坊抵用。

-2018/12/31
止

三、餐飲優惠內容

(3)2018/4/1

1. 吃遍天下-自助平日午餐餐券

-2018/12/31

（10 張一本+1 張贈品餐券）

止

2. 吃遍天下-自助平日晚餐（10 張

(4)2018/1/2

一本+1 張贈品餐券）

-2018/12/31

3. 吃遍天下-自助假日餐券（10 張

止

一本+1 張贈品餐券）

(5)2018/5/2

4. 吃遍天下敬賢專案（週一~五，

2-

午、晚餐，滿 60 歲(含)以上長輩（享

2018/12/31

原價 7 折）；週六~日午、晚餐，滿

止

60 歲(含)以上長輩（享原價 8 折）

(6) 即 日 起

5. 長園廳極鮮波士頓龍蝦套餐現

至售完為止

場優惠 NT$3,800（4 人份)）原價

(7)2018/5/1

NT$4,600+10%

4-2018/6/30

6. 長園廳鴨對寶一鴨三吃優惠券

止

（ 原 價 NT$2,160/ 張 優 惠 價

(8)2018/5/1

NT$1,800/張）

-2018/8/31

7. 長園廳港點 98 來相會週一到週

止

五午、晚間，推出中式港點 NT$98 特

(9)2018/1/1

惠，精選菜餚品項優惠且無需加一

-2018/12/31

成服務費，限於長園廳內用

止

8. 宴會廳消費金額滿萬送【富貴

(10) 即日起

雞】

-2018/9/30

一、凡於 5-6 月份，消費金額滿萬，

止

贈送 2 張券，可累計贈送。

(11)2018/1/

二、凡於 7-8 月份，消費金額滿萬，

1-

贈送 1 張券，可累計贈送。

2018/12/31

三、凡使用婚宴專案或其它專案內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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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不列入此活動中。

(12) 即 日 起

四、憑餐券消費時，僅限於宴會廳使

至售完為止

用桌菜，且為平日週一~週五。
五、另提供優惠價 NT$750，供客人
加價購。（當餐券數不足舉辦桌數）
9. 2018 年「平日好嫁日」喜宴專案
買 2 桌贈送 1 桌。（適用喜宴專案
NT$14,999+10%、NT$16,999+10%兩
款，原價計，不改菜，不變更任何專
案內容）
10.

宴會廳平日週一~週五之午晚

宴，第二桌半價之優惠專案活動
11.

大廳酒吧烘焙坊祝您~生日快

樂，凡當月壽星出示身份證件，購買
6 吋以上蛋糕，可享 85 折優惠，須
特別訂製尺寸則享 9 折優惠。
12.

O'Fun 原創料理：美國 PRIME

肋眼牛排券，NT$999/張
13

和逸飯

台南市

仲夏 235 住房專案

https://hotelcozzi.com/

2018/6/1-

店 台

一、優惠內容：

2018/6/30

南西門

每日房價再折 NT$235/房

2018/9/1-

館

2018/9/30
二、住宿注意事項：

（7-8 月暑假

不適用日：2018/6/17、2018/7/1-

期間不適用）

8/31
14

亞伯大

台南市

飯店
15

希望殿
堂精緻

高雄市

雙人房：1099 元/間

https://www.abba-

2018/6/14-

依房型附贈早餐 2 客早餐

hotel.com.tw/

2018/9/30 止

雙人房、三人房、四人房，房價優惠

www.wishinn.com.tw

2018/6/1-

現場價打八折

2018/9/30 止

商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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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探索高雄-夏日專案

http://www.westbay888.com.t

2018/6/1-2-

大飯店

一、優惠房型：

w/station

2018/8/31 止

站前館

單人平日 NT$1,480，假日 NT$1,680

一、優惠內容：

http://www.watermarkhotel.c

即 日 起 至

居商旅

訂房享平日 7 折假日 8 折優惠（含

om.tw

2018/9/30 止

西子灣

免費停車、下午茶、WIFI、健身房、

二館

腳踏車）

一、優惠內容：

http://www.watermarkhotel.c

即 日 起 至

居商旅

訂房享平假日 85 折優惠（含免費停

om.tw

2018/9/30 止

西子灣

車、下午茶、WIFI、健身房、腳踏車）

西子灣

高雄市

（標準商務房）
雙人平日 NT$2,080，假日 NT$2,280
（精緻雙人房/精緻雙床房）
四人平日 NT$2,840，假日 NT$3,120
（精緻四人房）

二、優惠內容：
住房依專案人數房型贈送早餐及
《高雄-眩惑》一卡通
※一卡通說明 : 卡片內不含儲值
金。
※飯店保有專案活動解釋權。

三 、 專 案 訂 房 連 結 ：
https://booking.taiwantravelma
p.com/user/project_detail.aspx
?m=196&p=6833&l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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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港良

高雄市

二、住宿注意事項：
本優惠以下日期不適用
1. 端午節連續假期 2018/6/16-17
2. 中秋節連續假期 2018/9/22-23
18

碧港良

高雄市

館
二、住宿注意事項：
本優惠以下日期不適用
1. 端午節連續假期 2018/6/16-17
2. 中秋節連續假期 2018/9/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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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惠內容：

http://www.watermarkhotel.c

即 日 起 至

居商旅

訂房享平日 7 折假日 85 折優惠（含

om.tw

2018/9/30 止

站前館

免費停車、下午茶、WIFI、健身房、

http://www.hy-hotel.com.tw

2018/6/1-

碧港良

高雄市

腳踏車）

二、住宿注意事項：
本優惠以下日期不適用
1. 端午節連續假期 2018/6/16-17
2. 中秋節連續假期 2018/9/22-23
20

泓揚精

高雄市

緻商旅

一、優惠房型：
1. 商務二小床優惠 NT$1,235

9/30 止

2. 溫馨四人房優惠 NT$2,235

二、住宿注意事項：
限平日使用（周日至周四），亦不得
與其他優惠或專案合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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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藝

高雄市

一、優惠房型：

http://www.spart-

2018 年 6 月 1

術（豪

1. 經 濟 雙 人 套 房 （ 無 窗 ） 1 晚

hotel.com.tw

日起至 9 月底

盈）大

/NT$1,100

飯店

2. 標 準 雙 人 套 房 （ 有 窗 ） 1 晚

止

/NT$1,300

二、住宿優惠事項：限平日，須事先
訂房
22

一、優惠內容：

官網：goldenphoenix.com.tw

2018 年 6 月與

商務旅

配合寶島仲夏節活動，凡來店消費

Email

9月

館

有出示「寶島仲夏節官網 X 金鳳凰

goldenphoenix1666@yahoo.com

商務旅館」之活動頁面，一律享有本

.tw

金鳳凰

高雄市

店「去尾數 80 元」優惠，且不分「平、
假日」都可享此優惠活動。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此活動僅開放 6 月與 9 月，並限
「現金」消費。（7 月與 8 月不在此
優惠條件內）
2. 刷卡消費者不在此優惠條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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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軒高
雄商旅

高雄市

寶島仲夏節 住房專案

http://www.han-hsien.com.tw

2018/6/1-

一、優惠房型：

/urban

2018/9/30 止

1. 時 尚 館 商 務 客 房

優惠價

NT$3,399
2. 時 尚 館 時 尚 家 庭 房 優 惠 價
NT$4,499
*贈自助式早餐 2-4 客
*贈高雄捷運迪士尼人物一卡通（內
含 儲 值 NT$50 ）

2-4 張 ， 成 本

NT$135/張
*贈迎賓飲料 2-4 罐

二、優惠內容：
2F 都會美饌餐廳，每週三音樂之夜，
單點沙拉吧優惠價 NT$396

三、住宿注意事項：
1. 逢週六及連續假期每房需加價
NT$300。
2. 每日限量推出，依現場房況為
主。
3. 本飯店保有活動更改權，恕不另
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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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軒國

美好時光假期住宿優惠

http://www.han-

2018/6/1-

際大飯

一、優惠房型：

hsien.com.tw/hhih

2018/9/30 止

店

全景客房 優惠價 NT$4,700

一、優惠房型：

http://www.inyounghotel.com

2018/6/1-

沙灘酒

1. 水光客房 平日 NT$2,299

.tw

2018/9/30 止

店

*假日加價 NT$800（含兩早，夜間點

二、優惠內容：
1. 專案優惠贈送早餐 2 客
2. 42F 雲海酒吧宵夜 2 客（17:3011:00）
3. 免費使用游泳池、健身房，三溫
暖需另收費（每月第一個週一為固
定維修日）

三、住宿注意事項：
1. 以上專案均含 10%服務費及 5%
稅金
2. 週六及連續假日需加價
3. 訂房專線：07-332-2000 轉訂房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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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津道

高雄市

心 2 份，加贈腳踏車券 2 張）
2. 曙光人文客房 平日 NT$3,599
*假日加價 NT$800（含四早，夜間點
心 4 份，加贈腳踏車券 2 張）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平日：周日至周五
2. 假日：週六及連續假期，假日每
房一律加價 NT$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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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逸飯

高雄市

一、優惠內容：

https://hotelcozzi.com/%E9%

2018/6/14-

店 高

入 AMAZZING CLUB 會 員 即 可 享

AB%98%E9%9B%84%E4%B8%AD%E5%

2018/9/30 止

雄中山

COZZI THE Roof 餐廳餐食九折優

B1%B1%E9%A4%A8/%E9%A4%90%E5

館

惠（不含酒精性飲料）。

%BB%B3%E5%8F%8A%E6%9C%83%E8
%AD%B0-zk/the-roof-zk/

二、優惠注意事項：特殊節慶不適用
（以餐廳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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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惠房型：

2018/6/1-

務大飯

平日 2 人-NT1,600

9/30 止

店

平日 3 人-NT2,500

永悅商

嘉義市

平日 4 人-NT2,800
假日 2 人-NT2,000
假日 3 人-NT2,800
假日 4 人-NT3,000

二、住宿注意事項：6 歲以下不佔床
28

日立大
飯店

澎湖縣

一、優惠內容：活動期間享住宿優
惠，平日 7 折、假日 8 折。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平日：週一至週四及週日
2. 假日：週五、週六
3. 均包含早餐，住宿 2 日以上包含
機場來回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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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ihlih.com.tw/

2018/6/142018/9/30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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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一大

澎湖縣

飯店

http://www.an-i.com.tw/

活動期間一泊二食優惠

2018/6/142018/9/30 止

一、優惠房型：
1. 雙 人 房 平 日 NT$2,000/ 假 日
NT$2,300
2. 三 人 房 平 日 NT$2,500/ 假 日
NT$3,000
3. 四 人 房 平 日 NT$3,000/ 假 日
NT$3,400

二、優惠內容：住宿贈海鮮 BBQ 吃
到飽

三、住宿注意事項：
1. 均包含早餐，機場碼頭來回接
駁。
2. 本專案不可與其他優惠合併使
用亦不可折抵現金。
30

花蓮海
悅酒店

花蓮縣

一、優惠內容：

http://www.hotel-

2018/6/1-

1. 75 折優惠及平日享免費升等海

ocean.com.tw

2018/9/30 止

景房。
2. 附贈早餐及提供免費下午茶。
3.花蓮火車站.機場.市區.東大門
專車免費接駁。（須提前三日預約）
4. 三小時腳踏車免費租借等。

二、住宿注意事項：暑假及連續假期
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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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假

花蓮縣

日飯店

www.classichotel.com.tw

一、優惠房型：

2018/6/12018/9/30 止

1. 精緻雙人房 1 大床/2 小床：平
日優惠價 NT$2,000，假日優惠價
NT$2,800
2. 精緻家庭房 2 大床：平日優惠
價 NT$2,800，假日優惠價 NT$3,600
※以上優惠均含早餐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每房型限量 3 間額滿為止；暑假
及連續假期均適用，請電話預訂。
2. 2018/6/1-30 前可享 3355 旅遊
補助方案。
32

一、優惠內容：

http://hualien.leschamps.co

2018/6/1-

店連鎖

即日起至 9 月底前，每房即享雙人

m.tw

2018/9/30 止

花蓮館

NT$500/四人 NT$700 房費折抵，每

麗翔酒

花蓮縣

房再加贈麗翔精選花蓮名產禮盒乙
盒。

二、住宿注意事項：限定平日與假日
適用，其他國定假日與連續假期不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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麗軒國

花蓮縣

際飯店

一、優惠房型：

2018/6/1-

精緻雙人房（含早餐），平日

http://www.lishiuan.com

2018/9/30 止

NT$2,000，假日 NT$3,000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優惠房型加一人加 NT$600，最
多至四人房。
2. 房間數量有限請及早訂房。
34

麗格休
閒飯店

花蓮縣

2018/6/1-

一、優惠房型：
精緻雙人房（含早餐），平日

http://www.sweethome.com.tw

NT$1,800，假日 NT$2,800

/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優惠房型加一人加 NT$600，最
多至四人房。
2. 房間數量有限請及早訂房。
25

2018/9/30 止

35

花東客

花蓮縣

棧

1. 房價享 5 折優惠。

http://www.huatong.com.tw/

2. 提供免費早餐及室內停車場。

2018/6/12018/9/30 止

3. 花蓮火車站免費接駁（須提前一
日預約）。
4. 腳踏車免費租借。
*暑假期間適用
36

台糖花

花蓮縣

蓮旅館

溫馨和風木屋兩人 NT$1,899

http://www.hualiensugar.com

2018/6/1-

*房間數有限請盡早訂房，請電話預

.tw/

2018/9/30 止

www.city-hotel.com.tw

2018/6/1-

約。（平假日皆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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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城大

花蓮縣

飯店

一、優惠內容：
1. 早鳥專案-房價 NT$1,800 起（住

2018/9/30 止

房日前 15 天訂房）
2. 一泊二食-房價 NT$2,500 元起
（住宿內含早餐+午餐）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09/22.23 不適用。
2.事先電話訂房，並付 30%訂金，方
可使用優惠專案，不與其他優惠合
併使用。
3. 平假日皆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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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倫飯
店

花蓮縣

一、優惠房型：

2018/6/1-

1. 經濟雙人套房（走道窗戶）1 大

2018/9/30 止

床 NT$1,000
2. 雙人套房 1 大床 NT$1,200
3. 家庭四人套房 兩大床 NT$1,800
4. 歡樂六人套房 三大床 NT$2,400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以上優惠價活動期間不分平假
日，暑假期間也適用。
2. 套房皆有獨立衛浴含浴缸。
3. 國定連續假期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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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然慢

花蓮縣

時旅居

一、優惠內容：

https://www.mecihotel201.co

2018/6/1-

1. 所有房型 95 折。

m/

2018/9/30 止

http://www.tautauchu.com/

2018/6/1-

2. 房型+機車專案 NT$1,788。（限
雙床/雙人房型）
3. 免費提供自行車租借。（依現場
數量提供）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此 活 動 不 適 用 於 暑 假 期 間
（7/1~8/31）。
2.僅適用於平日(周一到周五)
3. 歡迎提前 3 天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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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陶居

花蓮縣

一、優惠房型：

商務旅

1. 平 日 雙 人 房 NT$1,180 （ 原 價

館

NT$1,480 和 NT$1,580）
2. 假 日 雙 人 房 NT$1,380 （ 原 價
NT$1,680 和 NT$1,780）
3. 平 日 三 人 房 NT$1,600 （ 原 價
NT$1,880）
4. 假 日 三 人 房 NT$1,900 （ 原 價
NT$2,080）
5. 平 日 四 人 房 NT$2,000 （ 原 價
NT$2,280）
6. 假 日 四 人 房 NT$2,200 （ 原 價
NT$2,480）

二、優惠內容：
1. 免費腳踏車借用漫遊花蓮。
2. 火車站、機場、飯店來回接送乙
趟。
3. 住宿皆含精緻早餐。

三、住宿注意事項：暑假期間及國定
連續假日另有其他優惠（7/1~8/31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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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30 止

41

福康大

花蓮縣

飯店

同活動效期

優 惠 期 間 ： 2018/6/1-6/30 與
2018/9/1-9/30
優惠房型：
1. 平日雙人房 NT$2,300
2. 假日雙人房 NT$2,800
3. 平日四人房 NT$3,500
4. 假日四人房 NT$4,100

優惠期間：2018/7/1-2018/8/30
1. 平日雙人房 NT$3,300
2. 假日雙人房 NT$3,630
3. 平日四人房 NT$4,600
4. 假日四人房 NT$5,060

住宿注意事項：
1. 含早餐。
2. 不含接送。
3. 須於住宿日七日前預訂。
4. 本優惠專案以電話訂房為主。
42

康橋大

花蓮縣

一、優惠內容：

https://www.kindness-

2018/6/1-

飯店

所有房型（2.3.4.6 人房）依現場優

hotel.com.tw/location-

2018/9/30 止

花蓮館

惠價，每間再折扣 NT$300。平假日、 hualien
暑假期間適用，另有中西自助式早
餐、康橋特色宵夜，歡迎洽詢。

二、優惠注意事項：各項優惠專案僅
能擇一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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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旅晶

花蓮縣

進入成旅晶贊花蓮館官網訂房，輸

http://www.parkcthotel.com/

2018/6/1-

贊飯店

入折扣代【HL235，即可享一般訂房

hualien-vacation/index.ph p

2018/9/30 止

花蓮假

再折扣 NT$100 優惠。

期

*限官網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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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花蓮縣

http://hl.fhotels.com.tw/

一、優惠內容：

Hotel

1. 6/1-6/30 精 緻 雙 人 房 只 要

花蓮館

NT$3,333 享一次住宿兩晚或一晚兩

2018/6/12018/9/30 止

間房，加一人只要加 NT$800 即可升
等房型，住宿均含早餐。週六加價每
房每晚加價 NT$800、連續假日每房
每晚加價 NT$1,500。
2. 7/1-9/30 平日享 5.5 折、9 月週
六享 7.5 折。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優惠於 7、8 月之週六不適用。
2. 不得與其它優惠方式合併使用。
3. 數量有限，需事先訂房。
4. 團體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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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花蓮縣

http://www.zizahotel.com/

一、優惠內容：

Hotel

1. 6/1-6/30 精 緻 雙 人 房 只 要

花蓮忠

NT$3,188 享一次住宿兩晚或一晚兩

孝館

間房，加一人只要加 NT$700 即可升

2018/6/12018/9/30 止

等房型，住宿均含早餐。週六加價每
房每晚加價 NT$700、連續假日每房
每晚加價 NT$1,200。
2. 7/1-9/30 享現場價再 8 折之優
惠價。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數量有限，需事先訂房。
2. 不得與其它優惠方式合併使用。
3. 團體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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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海

花蓮縣

http://www.ola.com.tw/

一、優惠房型：

景飯店

晨曦雙人房（含早餐）

洄瀾客

1. 平日 NT$1,764

棧

2. 假日 NT$2,268

2018/6/12018/9/30 止

3. 暑假平日 NT$1,890
4. 暑假假日 NT$2,394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此方案不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
29

用。
2. 其他房型請洽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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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海

花蓮縣

現場價再予 9 折優惠，另本公司備

https:shinyoceanhotel.com/z

2018/6/1-

有機場及車站免費接駁服務。

htw

2018/9/30 止

6 月份週年慶專案（含早餐）

http://www.celebrity99hotel

即日起到 9 月

店（名

1. 2 人精緻房型一晚 NT$1,999

.com/

（七、八月除

人 99

2. 3 人精緻房型一晚 NT$2,999

飯店）

3. 4 人精緻房型一晚 NT$3,999

藍大飯
店
48

悅來飯

花蓮縣

外）

9 月份名人月專案（含早餐）
1. 全部房型 79 折

住宿注意事項
1. 7-8 月恢復原價。
2. 端午節、中秋節之連續假日無法
享有以上專案優惠價。
49

華瀚飯

花蓮縣吉

雙人房，平假日現場價 6 折優惠。

店

安鄉

*連續假日不適用，每天限量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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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otel-w.com.tw/

2018/6/12018/9/30 止

50

優 惠 期 間 ： 2018/6/1-6/30 、

http://hualien.lealeahotel.

2018/6/1-

園飯店

2018/9/1-9/30

com/

2018/9/30 止

花蓮館

1. 雙 人 房 平 日 NT$1,980 ， 假 日

http://www.wzhotel.tw

2018/6/1-

力麗哲

花蓮縣

NT$2,280
2. 家 庭 房 平 日 NT$2,640 ， 假 日
NT$3,040

優惠期間：2018/7/1-2018/8/31
1. 雙 人 房 平 日 NT$2,280 ， 假 日
NT$2,580
2. 家 庭 房 平 日 NT$3,040 ， 假 日
NT$3,440

住宿注意事項：
1. 以上優惠皆含早餐。
2. 官網加入會員可享 95 折優惠。
3. 加一床加價 NT$600 含早餐。
4. 95 折優惠需先至官網加入會員。
51

五洲商

花蓮縣

務旅館

一、優惠房型：

2018/9/30 止

1. 平日雙人 NT$1200
2. 四人 NT$2,200
3. 假日雙人 NT$1,600
4. 四人 NT$2,600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均含早餐。
2. 依房型人數入住不提供加床服
務。
3. 暑期適用，數量有限（端午、中
秋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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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藍

花蓮縣吉

1. 免費升等四人房。

https://shiung.ezhotel.com.

2018/6/1-

天飯店

安鄉

2. 附贈迎賓禮。

tw/room/list

2018/9/30 止

3. 花蓮、吉安火車站免費接駁。
4. 腳踏車免費租借。
*免費升等四人房（限定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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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ssmotel.com.tw

美爽爽

花蓮縣吉

一、優惠房型：

渡假汽

安鄉

蜜月雙人房（附早餐），平日

車旅館

2018/6/12018/9/30 止

NT$1,680，假日 NT$1,980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加一人 NT$400，並升等房，最多
加至四人房。
2. 定平日、假日使用（含暑假），
如遇連續假期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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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怡

花蓮縣壽

一、優惠房型：園景房型（13 坪）

http://www.yiyuanresort.com

2018/6/1-

園渡假

豐鄉

平日雙人房 NT$2,399

.tw/

2018/9/30 止

www.starryinns.com.tw

2018/6/1-

村

平日三人房 NT$3,099
平日四人房 NT$3,799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含中西自助式早餐。每房贈送餵
魚+泡茶劵乙張。
2. 如需機場、火車站定時定班接
送，請入住前 3 日預約接駁（須酌
收單趟 NT$50/人）。
3. 園景房型升等典雅房（18 坪），
每房須補付差價 NT$500。
4. 假日定義：週六、國定假日及連
續假期。暑假定義：2018/7/1-8/31。
5. 假日及暑假期間加價優惠：假日
須加價 NT$1,000/房。暑假期間平日
須加價 NT$700/房，暑假週六須加價
NT$1,700/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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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晟棧

花蓮縣新

一、優惠內容：

渡假飯

城鄉

1. 漫遊雙人房含迎太平洋日出陽

店

台、大浴缸、免費早餐。平、假日同
價優惠 NT$2,000。
2. 四人房兩大床高樓層、含迎太平
洋日出陽台、免費早餐。平、假日同
價優惠 NT$3,000。

二、住宿注意事項：

32

2018/9/30 止

1. 房型數量有限請及早訂房。
2. 暑假適用、連續假期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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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達斯

花蓮縣

精品酒

一、優惠內容：二人房ㄧ泊二食

http://www.idas.com.tw

NT$2,299

2018/6/12018/9/30 止

店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送花蓮名產伴手禮乙份。
2. 每加ㄧ人加收 NT$500。
3. 假日及連續假期不適用。
57

馥麗生
活旅店

花蓮縣

六月份與九月份

http://www.quality-

2018/6/1-

1. 平日雙人房 NT$1,800 起

inn.com.tw/

2018/9/30 止

2. 假日雙人房 NT$2,300 起
3. 平日四人房 NT$3,100
4. 假日四人房 NT$3,800

七月份與八月份（暑假）
1. 平日雙人房 NT$2,300 起
2. 假日雙人房 NT$2,800 起
3. 平日四人房 NT$3,800
4. 假日四人房 NT$4,500

住宿注意事項
1. 早鳥訂房再折 NT$200（早鳥折
需 14 天前訂房）。
2. 十二坪雙人房加一床不加價（需
以此房型價格訂房才享有加床不加
價，不適用早鳥折扣）。
3. 含早餐。
4. 含車站或機場來回各一趟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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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連續國定假日不適用此優惠。
6. 請使用電話來電預訂。

58

良友精
緻飯店

花蓮縣

優 惠 期 間 ： 2018/6/1-6/30 、

http://www.truefriend.com.t

2018/6/1-

2018/9/1-9/30

w/

2018/9/30 止

1. 平日雙人房 NT$1,400
2. 假日雙人房 NT$1,925
3. 平日四人房 NT$2,200
4. 假日四人房 NT$3,025

優惠期間：2018/7/1-8/30
平日雙人房 NT$1,575
假日雙人房 NT$2,100
平日四人房 NT$2,475
假日四人房 NT$3,300

住宿注意事項
1. 含早餐。
2. 含車站/機場接送。
3. 僅周六為假日。
4. 數量有限，請提前電話或 Mail
預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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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friend.service@gmail.com
5. 團體不適用。

59

非凡假
期飯店

花蓮縣

優 惠 期 間 ： 2018/6/1-6/30 、

http://www.unique-

2018/6/1-

2018/9/1-9/30

holiday.com.tw/

2018/9/30 止

1. 平日雙人房 NT$1,350
2. 假日雙人房 NT$1,800
3.平日四人房 NT$2,250
4. 假日四人房 NT$3,000

優惠期間：2018/7/1-8/30
1. 平日雙人房 NT$1,500
2. 假日雙人房 NT$1,950
3. 平日四人房 NT$2,500
4. 假日四人房 NT$3,250

住宿注意事項
1. 含早餐。
2. 含車站/機場接送。
3. 僅周六為假日。
4. 數量有限，請提前電話或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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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訂

uniholiday.service@gmail.com
5. 團體不適用。

60

合歡飯
店

花蓮縣

優 惠 期 間 ： 2018/6/1-6/30 、

http://www.herhuan.com/

2018/6/12018/9/30 止

2018/9/1-9/30
1. 平日雙人房 NT$1,250
2. 假日雙人房 NT$1,700
3. 平日四人房 NT$2,200
4. 假日四人房 NT$2,800

優惠期間：2018/7/1-8/30
1. 平日雙人房 NT$1,400
2. 假日雙人房 NT$1,850
3. 平日四人房 NT$2,400
4. 假日四人房 NT$3,000

住宿注意事項
1. 含早餐。
2. 含機場接送。
3. 僅周六為假日。
4. 數量有限，請提前電話或 Mail
預訂 herhuan.hotel@gmail.com
5. 團體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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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東岸精

花蓮縣

優 惠 期 間 ： 2018/6/1-6/30 ，

www.ec-hotel.com.tw

2018/6/12018/9/30 止

緻商務

2018/9/1-9/30

旅館

1. 平日雙人房 NT$1,800 含早
2. 平日四人房 NT$2,400 含早
3. 假日雙人房 NT$2,400 含早
4. 假日四人房 NT$3,300 含早

優惠期間：2018/7/1-8/31
1. 平日雙人房 NT$1,980 含早
2. 平日四人房 NT$2,700 含早
3. 假日雙人房 NT$2,640 含早
4. 假日四人房 NT$3,600 含早

住宿注意事項
1. 不可與其他優惠合併用。
2. 團體不適用。
62

福隆大
飯店

花蓮縣

平 日 2 人 房 NT$1,300 ， 4 人 房
NT$2,400

www.fortunahualien.com.tw

2018/6/12018/9/30 止

*暑假 2018/7/1-8/31 每日限量 3 間
（此專案僅限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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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大統商
務旅館

花蓮縣

優 惠 期 間 ： 2018/6/1-6/30 、

http://www.8342166.07168tw.

2018/6/1-

2018/9/1-9/30

net/

2018/9/30 止

1. 金巧雙人房 平日 NT$1,080，假
日 NT$1,340
2. 精緻雙人房 平日 NT$1,340，假
日 NT$1,590
3. 精緻四人房 平日 NT$2,100，假
日 NT$2,440
4. 豪華雙人房 平日 NT$1,680，假
日 NT$2,020
5. 豪華四人房 平日 NT$2,530，假
日 NT$3,040
6. 豪華六人房 平日 NT$2,950，假
日 NT$3,630

優惠期間：2018/7/1-8/31
金巧雙人房 平日 NT$1,080，假日
NT$1,590
精緻雙人房 平日 NT$1,340，假日
NT$1,870
精緻四人房 平日 NT$2,100，假日
NT$2,780
豪華雙人房 平日 NT$1,680，假日
NT$2,020
豪華四人房 平日 NT$2,530，假日
NT$3,040
豪華六人房 平日 NT$2,950，假日
NT$4,080

住宿注意事項
1. 每人加床 NT$500，18 歲以下及
65 歲以上每人加床 NT$300。
2. 連續假日不適用，另有現場優惠
價歡迎來電詢問。
3. 不得與其他優惠方案合併使用。
4. 於 6/1-6/30 期間入住可享 3355
旅遊補助方案。
5. 每房型數量有限額滿為止，歡迎
38

來電預訂。
6. 團體不適用。

64

麗星大
飯店

花蓮縣

http://lishinhotel.com

一、優惠房型：
1. 精緻雙人房連住兩晚（無早餐）
NT$2,880
2. 精緻雙人房+機車（無早餐）
NT$1,680（需提前預訂）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寶島仲夏節官網活動專區房型
95 折。
2. 免費腳踏車使用（依現場數量提
供）。
3. 限電話及官網訂房。
4. 連續假期不適用。
5. 不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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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12018/9/30 止

6. 團體不適用。
7. 數量有限，需事先訂房。

65

優 惠 期 間 ： 2018/6/1-6/30 、

http://www.travel-

2018/6/1-

路渡假

2018/9/22-9/23

motel.com.tw

2018/9/30 止

商務旅

1. 精緻雙人房 平日 NT$1,710，假

館

日 NT$2,052

花蓮旅

花蓮縣

2. 豪華雙人房 平日 NT$1,890，假
日 NT$2,268
3. 商務四人房 平日 NT$2,250，假
日 NT$2,700
4. 豪華四人房 平日 NT$2,475，假
日 NT$2,970
優惠期間：2018/7/1-8/31
1. 精緻雙人房 平日 NT$1,900，假
日 NT$2,280
2. 豪華雙人房 平日 NT$2,100，假
日 NT$2,520
3. 商務四人房 平日 NT$2,500，假
日 NT$3,000
4. 豪華四人房 平日 NT$2,750，假
日 NT$3,300
住宿注意事項
1. 以上均含早餐。
2.不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3.連續假日不適用（9/22-23、6/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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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優 惠 期 間 ： 2018/6/1-6/30 、

http://www.da-

2018/6/1-

使商務

2018/9/22-9/23

shihhotel.com.tw/

2018/9/30 止

飯店

溫馨雙人房 平日 NT$1,350，假日

花蓮大

花蓮縣

NT$1,620
豪華雙人房 平日 NT$1,881，假日
NT$2,223
商務雙人房 平日 NT$1,881，假日
NT$2,223
全家福四人房 平日 NT$2,475，假日
NT$2,925

優惠期間：2018/7/1-8/31
溫馨雙人房 平日 NT$1,500，假日
NT$1,800
豪華雙人房 平日 NT$2,090，假日
NT$2,470
商務雙人房 平日 NT$2,090，假日
NT$2,470
全家福四人房 平日 NT$2,750，假日
NT$3,250

住宿注意事項
1. 以上均含早餐。
2.不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3.連續假日不適用（9/22-23、6/1617）。
67

奇萊大
飯店

花蓮縣

一、優惠房型：

2018/6/1-

1. 2 人房（一大床）
，平日 NT$1,500

2018/9/30 止

含早 2 客，假日 NT$1,700 含早 2
客。
2. 4 人房（二大床）
，平日 NT$2,200
含早 4 客，假日 NT$2,600 含早 4
客。

二、住宿注意事項：2018/7/1 至
8/30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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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大新精

花蓮縣

緻商旅

1. 訂價 8 折優惠送早餐。

https://wx.miot.cn/w-

2018/6/1-

2. 當月壽星送精美禮物一份。

4078?lang=zh-tw

2018/9/30 止

http://www.drmmotel.com.tw

2018/6/1-

※優惠價暑假不適用
69

多羅滿

花蓮縣

一、優惠房型：

休閒商

1. 典雅套房（二人房/一大床），

務汽車

平 日 NT$1,800 （ 週 六 需 加 價

旅館

NT$600）
2. 親子四人房（四人房/二標準
床），平日 NT$2,400（週六需加價
NT$600）

二、住宿注意事項：
1. 端午節及中秋連續假期不適用。
2. 請於入住前 7 天電話預訂。
3. 無法與其他優惠方案併同使用。
4. 二人房型限住二人、四人房型限
住四人。
5. 加一人需收人頭費 NT$500（附
一床墊、備品、早餐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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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30 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