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名稱 電  話 特約號碼 優待折數(%)

1 東森山林渡假酒店 0800-889-168 員工識別證

一般餐飲免一成服務費(不含酒水)

住宿30%~50%

SPA優惠價900~1500元

足療館每節療程可折抵100元

楊梅火車站至飯店定點定時來回接送服務(需預約)

麗翔溫泉客棧-礁溪館 (03)987-4888
員工識別證

09171501
40%~64%(不適用連續假日及農曆春節)

麗翔酒店-花蓮館 (03)832-3737 員工識別證 49~66%折扣(不適用連續假日及農曆春節)

3 HOTEL QUOTE Taipei (02)2175-5588
員工識別證

(與東元同享優惠)
44~56%折扣(展期加1500元)(第二人加500元+10%+5%)

4 伸適商旅 (02)7743-1000

C00359

員工識別證

(與東元同享優惠)

50~58%(01/01元旦、自行車展(待貿協公佈)、半導體展9/06-

09/09(+500+10%)、12/31不適用)

5 君鴻國際酒店 (07)566-8000
員工識別證

(與東元同享優惠)
56~66%(農曆春節、特殊活動不適用)

成旅-蘆洲館 (02)2285-5799 50%(過年不適用)

成旅-淡水館 (02)8809-1111 46~43%(分平日、假日價)(過年不適用)

成旅-台中館 (04)2223-5678 35~50%(分平日、假日價)(過年不適用)
7 日月行館國際觀光溫泉酒店 (04)9285-5555 員工識別證 0~30%折扣(分平旺日假/假日價/大假日價)

8 旗津道酒店 ( 07)572-1818 員工識別證
連續假日、連假前夕及春節春假假期不適用。

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9 台北馥華商旅-南港館 ( 02)2785-2655 員工識別證

分合約價、展期價、大展價及特殊價。

特殊假慶日不適用:12/24聖誕、12/31跨年及農曆過年期間。

※大展價日期定義-1/1-1/3元旦，2/8-2/13農曆過年、8/11-8/15國際橡

塑膠工業展、9/30-10/9十一長假期間、10/5-10/8國際電子產業展/亞太

電子商務。

※一般展期價定義(包含每週五及週六)-2/27-2/29和平紀念日、4/12-

4/16台灣國際照明展、4/18-4/20台北國際安全博覽會、5/4-5/7台北國

際數控機械暨製造技術展、6/30-7/3國際新車暨維修展。

※特殊價定義-3/1-3/5台北國際自行車展、3/9-3/13台灣國際烘培展、

4/5-4/8台北汽車零件配件展、5/30-6/3台北國際電腦展、6/25-6/26國際

食品展覽會、10/16-10/18台北紡織展、10/25-10/27國際電路板產業

展、11/17-11/20觀光特產展/咖啡酒/網路美食展。

10 日暉國際度假村 (08)986-1111 員工識別證 51~58%(農曆春節與暑假不適用)

11 永安棧 (02)2331-3161
CM100182

員工識別證

40%(農曆春節、4天以上連續之節/假日、特殊節日、大型世貿展覽

不適用)

12 耐斯王子大飯店 (05)277-1999
員工識別證

NPH1301127

55~66%%(除夕、農曆春節及連續假日不適用)

週六及假日前夕每間房加價$800

福華大飯店-新竹 (03)528-2323 362503 農曆春節不適用

福華大飯店-台中 (04)2463-2323 362503 農曆春節不適用

福華大飯店-高雄 (07)236-2323 362503 農曆春節不適用

福華大飯店-台北 (02)2700-2323 362503 電腦展、半導體展不適用

14 福華大飯店-墾丁 08-8862323 員工識別證

20%-60%折扣【農曆春節、特殊節日(5/31、6/1、9/6-9/7、10/10-10/11)

及連續假日不適用】

假日住宿每房贈水果一份。

持員工証至麗香苑用餐，免收一成服務費。

15 西門星辰大飯店 02-23898898
員工識別證

415
耶誕假期/西歷跨年/農曆新年/台北世貿展/其他特殊節日不適用。

16 陽光大飯店 07-3329168 員工識別證

1.贈中文或英文報紙一份。

2.每日贈送進口礦泉水1~2瓶。

3.免費使用健身房，無線上網ADSL免費上網。

4.住宿期間房客可免費使用停車場。

5.餐飲享9折優惠，需另加10%服務費。(酒類及大型宴會不適用)

6.小港機場、高鐵左營站付費接送。

17 康寧生活會館 (02)2634-8999 員工識別證

1.55%折扣。

2.免費提供週一至週五上午09:30前往內湖、南港、汐止科學園區之

交通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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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員工識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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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astern-villa.com/news.php?catId=5
http://www.leschamps.com.tw/html/homepage.htm
http://www.leschamps.com.tw/hualien/index.html
http://www.hotel-quote.com/index.php/html/welcome/index/zh-tw
http://www.parkcthotel.com/
http://www.parkcthotel.com/
http://www.parkcthotel.com/
http://www.thewenwan.com/home.html
http://www.inyounghotel.com.tw/
http://www.simplehotel.com.tw/
http://www.papago-resort.com/
http://www.westgatehotel.com.tw/
http://hsinchu.howard-hotels.com.tw/
http://taichung.howard-hotels.com.tw/
http://kaohsiung.howard-hotels.com.tw/
http://taipei.howard-hotels.com.tw/
http://taipei.howard-hotels.com.tw/
http://www.ximen-citizenhotel.com/
http://www.hotelsunshine.com.tw/tw/index.php
http://www.kangninglife.com.tw/lifehotel.html


18 寒軒國際大飯店 07-332-2000
員工識別證

LC1894/UT01688

1.贈送迎賓水果與礦泉水。

2.每日贈中文或英文報紙一份。

3.館內三溫暖每次優惠價NT$100元。

4.房客可享館內游泳池，健身房免費使用。

5.房客可享住宿期間免費停車。

6.免費使用客房內寬頻網路。

7.房客可享加購早餐NT$350NET優惠。

8.飯店24樓設有投幣式自助式洗衣機設備。

※跨年、大型展期、特殊活動及農曆春節期間(假日定義依飯店功告

為主)，不適用。

※逢星期六、連續假期每房加價$600元。

19 高雄商旅 07-222-1333
員工識別證

UT01688/LC1894

1.房客可享館內健身房免費使用。

2.贈送礦泉水。

3.房客可享免費使用客房內寬頻網路。

4.房客可享住宿期間免費停車。

5.房客可享加購早餐NT$3000NET優惠。

※跨年、大型展期、特殊活動及農曆春節期間(假日定義依飯店功告

為主)，不適用。

※逢星期六、連續假日每房加價$300元。

20 台北老爺大飯店 (02)2542-3266
R350A

名片或員工識別證

50%~55%

電腦展、自行車展、半導體展不適用

21 大倉久和大飯店 (02)2523-1111 員工識別證
55%

電腦展、半導體展不適用

22 高雄國賓大飯店 (07)211-5211 E001030001
37%~57%

農曆春節、特殊節日集活動期間不適用(依飯店定義為準)

23 夏都沙灘酒店-墾丁 (08)886-2345 名片或員工識別證 農曆春節、春吶、暑假以及國定連續假期不適用

24 兄弟大飯店 (02)2712-3456 名片或員工識別證
35%

電腦展、半導體展不適用

25 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 (02)2674-9222 員工識別證

平日65%+10%(依定價計服務費):周日~周四

旺日75%+10%(依定價計服務費):周五及國曆七、八月周日~周四(非

國定假日)

假日95%+10%(依定價計服務費):周六及國定假日前一晚

農曆春節不適用

26 義大天悅飯店 (07)6568-000 員工識別證

農曆春節及12/31不適用

假日(每周六、連續假日)加收$1200/房

暑假旺日(7-8月周日、周五)加收$300/房

27 麗湖大飯店 (02)2630-6636 T0312 55%

28 文華道會館 04-36028088 員工識別證
連續假日、連假前夕、春節假期(依本館定義)不適用。

29 福泰連鎖飯店 (02)27471808
員工識別證

16450473
因每館折扣內容不同，請洽管理部或直接電洽各飯店服務人員。

城市商旅-台北南西館 02-2556-1700 46%

城市商旅-台北南東館 02-2742-5888 39%

城市商旅-台北北門館 02-2552-5777 平日1800-2200；假日2400-2800 旺日4500-6000

城市商旅-桃園航空館 03-3853017 55%

城市商旅-台中五權館 04-2372-9000 40%

城市商旅-高雄真愛館 07-521-5116 30%

城市商旅-高雄駁二館 07-521-5116 20%

城市商旅-高雄博愛館 07-323-8777 24%

台北德立莊(西門町) 02-2375-777 平日1980-2580；假日2980-3580

Hotel PaPawhale(西門町) 02-2331-1177 平日3000-3600；假日4000-4600

30
員工識別證

16450473

http://www.han-hsien.com.tw/hhih/
http://www.han-hsien.com.tw/urban/
http://www.royal-taipei.com.tw/
http://www.okurataipei.com.tw/zh-tw
https://www.ambassador-hotels.com/tc/kaohsiung
http://www.ktchateau.com.tw/room/
http://www.brotherhotel.com.tw/main.php
http://www.dabangan.com.tw/
http://www.edaskylark.com.tw/tw/home.php
http://www.citylake.com.tw/
http://www.inone.com.tw/
http://www.forte-hotel.net/


31 台北花園大酒店 2314-6611 員工識別證
合約價：52%另加10%

展覽特旺季：40%~43%另加10%

32 君品酒店 (02)21819968 員工識別證 57%~63%折扣(另加收10%與5%稅金)

33 宏都金殿商務飯店
(02)2755-6599

FAX(02)27005966
員工識別證

65%

世貿/南港展期80%

12/31不適用

35 台北馥敦飯店-復南館 (02)2703-1234 員工識別證
45%折扣

世貿展覽期間35%折扣

36 溪頭米堤大飯店 (049)261-2222 
員工識別證

T1400501

平日35%~50%:周日~周五

旺日35%~40%:國曆七、八月之周日~周五

假日33%~35%:周六及連續假日前夕

大假日23%~35%:農曆春節期間及七、八月份之週六

37 六福客棧 02-2507-3211 16450473

標準大床房:訂價NT$5,000元/合約價NT$2,000元

標準雙床房:訂價NT$5,000元/合約價NT$2,000元

豪華客房:訂價NT$5,700元/合約價NT$2,500元

農曆春節期間及特殊假日及12/31不適用。

雲朗觀光-中信系列-新店館 (02)2910-6600 平日2000/假日2200

雲朗觀光-兆品系列-苗栗館 (037)539-888 平日2600-4620；假日3360-4560

雲朗觀光-兆品系列-嘉義館 (05)229-3998 平日2800-3850；假日3380-4550

雲朗觀光-兆品系列-台中本館 平日2000-2250/假日2200-2450

雲朗觀光-兆品系列-台中新館 平日2500-2750；假日2700-2950

雲朗觀光-翰品系列-新莊館 (02)2998-7699 平假旺日2880-3450

雲朗觀光-翰品系列-花蓮館 (03)823-5388 平日2900-4100；旺日3700-4900；假日4600-5800

雲朗觀光-翰品系列-高雄館 (07)521-7388 平旺日2900-4000；假日3200-4300

雲朗觀光-翰品系列-桃園館 (03)337-0888 平假旺日2730-5005
39 舞衣新宿 南京館 02-2503-5511 員工識別證 41%~45%折扣

40 京城大飯店 (07)311-9906 員工識別證

跨年，連續假期，春節期間不適用。

※週六各房型需加500元，優惠價格內均含一成服務費。

※京城大飯店-風尚西餐廳餐飲消費，享九折優惠。(另加一成服務

費)41 馥品大飯店 (04)2298-0080 員工識別證 50~60%(農曆春節、特殊節日及連續假日不適用)
42 王朝大酒店 (02)2719-7199 員工識別證 33~49%

43 長榮鳳凰酒店(礁溪) 03-910-9988 員工識別證
一泊二食專案

各時段有不同優惠

44 南方莊園渡假飯店 (03)420-2122 員工識別證

平日(星期日至星期五):$4500+10%

假日(星期六、連續假期、國定假日):$6000+10%

農曆過年期間：8800+10%

45 尚順君樂飯店 037-539555 公司名稱與統編 依各房型給予不同折扣。

46 北投麗禧溫泉酒店 02-2898-8888 公司名稱與統編
依不同房型分淡旺季及平假日房價。

農曆春節期間及特殊假日及12/31不適用。
47 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03-794-1951 員工識別證或名片 依不同房型分淡旺季及平假日給予不同折扣房價。

福容大飯店-中壢 (03)427-0900 依各房型享53折+10%

福容大飯店-三鶯 (02)8672-1234 依各房型享44折+10%

福容大飯店-桃園 (03)326-5800 依各房型享53折+10%

福容大飯店-台北 (02)2701-9266 依各房型享53折+10%

福容大飯店-林口 (03)327-9388 依各房型享53折+10%

福容大飯店-桃園機場捷運A8 (03)328-5688
合約優惠價：精緻單人房4300、精緻客房4800、豪華客房5200、行政

套房6800、福容套房26240(標準單人房及商務客房不適用)

福容大飯店-台北二館(深坑) (02)2662-0088 依各房型享53折+10%

福容大飯店-高雄 (07)551-1188
依各房型之定價享45折+10%

周六與連續假日期間入住每房加價300

福容大飯店-福隆(福隆貝悅) (02)2499-2381

一般季：平日48折+10％ 假日61折+10％

小旺季：平日5折+10％ 假日63折+10％

旺季：平日53折+10％ 假日56折+10％ 大假日68折+10％

福容大飯店-淡水溫泉會館 (02)8626-3939

依時令套裝行程再享95折

泡湯:

享定價58折NET (2014/04/01~2014/11/30)

享定價68折NET (2014/01/01~2014/03/31、2014/12/01~2014/12/31)

福容大飯店-墾丁 (08)885-6688
依時令套裝行程再享95折

(春吶期間、6/24-8/25之旺季週六、農曆春節期間及連續假不適用)

5折加10%服務費

38
(04)24255678

48
員工識別證

員工識別證34 桃禧航空城酒店 03-385-1188

員工識別證

(與東元同享優惠)

http://www.taipeigarden.com.tw/
http://www.palaisdechinehotel.com/zh-tw/
http://www.hdpalace.com.tw/index-1.php
http://www.taipeifullerton.com.tw/html/about_us.htm
http://www.lemidi-hotel.com.tw/index.php?do=home&lang=tw&browse=web
http://www.leofoo.com.tw/hotel/zh-TW/
http://www.chinatrust-hotel.com.tw/
http://www.maisondechinehotel.com/
http://www.maisondechinehotel.com/
http://www.maisondechinehotel.com/
http://www.maisondechinehotel.com/
http://www.chateaudechine.com/
http://www.chateaudechine.com/
http://www.chateaudechine.com/
http://www.chateaudechine.com/
http://www.mai-hotel.com/
http://www.kingstown-hotel.com.tw/
http://full-spring.hotel.com.tw/
http://www.sunworlddynasty.com.tw/
http://www.southgarden.com.tw/html/homepage.asp
http://www.ss-plaza.com.tw/about-hotel.php
http://www.gvrb.com.tw/
http://www.hotelorchardpark.com/


福容大飯店-花蓮 (03)823-9988 依時令套裝行程再享9折

福容大飯店-淡水漁人碼頭 (02)2628-7777 依時令套裝行程再享95折

福容大飯店-麗寶樂園 (04)2559-2888 依時令套裝行程再享95折

49 星享道酒店 (04)27062208 員工識別證
連續假日、連假前夕、春節假期不適用。

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50 大地酒店 (02)5551-8888 員工識別證
提供一泊兩食住房優惠，連續假日、連假前夕、春節假期不適用。

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世聯商旅-台北 (02)2562-6161


平日：星期日~星期四

假日：星期五~星期六

本報價不適用於12/31跨年日

世聯商旅-台中 (04)2249-3322
連續假日、連假前夕、春節假期不適用。

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世聯商旅-日月潭 (049)285-5511
連續假日、連假前夕、春節假期不適用。

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52 花蓮理想大地渡假飯店 03-8656789 公司名稱與統編
平日：55%

假日：57%

大假日：85%

53 瓏山林蘇澳冷熱泉度假飯店
(039)966-666

員工識別證及統編

1.已含稅及服務費

2.一泊二食，和式客房單湯池，兩人一房間

3.本優惠案送湯屋券(平日一至四適用，有效期限為

1060101~1061231)

4.週五入住不加價

54 杉林溪森林遊樂區 (049)261-1217 員工識別證
10~40%分平日/假日/連續假日(春節另有優惠方案)

住宿包含贈早餐、門票、免費停車

55 台中富信大飯店 (04)2229-7008 員工識別證

1.已含稅及服務費

2.贈送中西式自助早餐及免費早報

3.免費停車

4.住宿期間於1樓西餐或2樓宴席消費可享免10％服務費

56 義大皇家酒店 (07)656-8111 員工識別證

 1.已含稅不含10％服務費

2.贈送自助早餐及免費早報及礦泉水

3.住宿可享館內餐飲8.5折

4.免費享用基本休閒設施

57 台北富驛時尚酒店(南東路館) ( 02)5572-0777 員工識別證
1.己含稅及服務費

2.贈送自助早餐一客，加購每人收$250(原價350+10%)

58 高雄富驛商旅 (07)970-8777 員工識別證 55%另加10%

59 老爺行旅 (06)236-6168 員工識別證 55%另加10%

60 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 (03)398-0888 員工識別證 5折起+10%(內含一客自助早餐)

61 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 (06)702-8888 員工識別證

1.加床費$1,100另加5%稅及10%服務費

2.免費中西自助式早餐

3.每日迎賓小點、電子報紙

4.家庭計畫:12歲以下子女和父母共用一間房，不另收附加費(恕不另

外免費提供加床及早餐)

62 逢甲商旅 (04)2451-7722 員工識別證

1.免費停車

2.每日免費使用會議室2小時

3.免費使用健身房

4.於商務中心免費享用新鮮咖啡、茶與點心

5.全館免費使用高速上網

6.雙人房型價比含兩客早餐

7.所有價格均含稅及服務費

63 知本金聯世紀酒店 (089)515-688 員工識別證/名片

1.訂房可再享95折優惠

2.免費使用泡湯、健身房、商務中心、射箭場

  (內、衣褲及襪子)

3.免費一泊二食專案

48
員工識別證

51 員工識別證

http://www.inskyhotel.com/
https://www.thegaiahotel.com/
http://tp.linkworldhotel.com.tw/
http://tc.linkworldhotel.com.tw/
http://www.smlh.com.tw/
http://www.goto307.com.tw/index.php
http://www.fushin-hotel.com.tw/taichung/tw/about/
mailto:betty.wang@fushin-hotel.com.tw04-2229-7008#1109 091862062
http://www.edaroyal.com.tw/dispPageBox/CPNHP.aspx?ddsPageID=EDACHHP
http://www.fxhotels.com.tw/
http://www.fxinn.com.tw/
http://www.hotelroyal.com.tw/tainan/
http://www.novoteltaipeiairport.com/tw/
http://www.shangri-la.com/tc/tainan/fareasternplazashangrila/
http://www.lavidahotel.com.tw/
http://centuryhotel.com.tw/rooms.php


悅豪大飯店-新竹館 Karen 員工識別證

悅豪大飯店-竹北館 Karen 員工識別證

65 華國大飯店
(02)2596-

5110#2715
員工識別證

1.房價皆含10％服務費及5％營業稅)

2.房價均含一客早餐，第二客早餐加收400元

3.連假期間包含：自行車展(03/21-03/25),電腦展(05/29-06/03)，

跨年(2017/12/29-2018/01/02)每房每晚加價500元

66 碳佐麻里系列-捷喬商務旅館 06-2295107 16450473

1.房價皆含早餐、10％服務費及5％營業稅

2.以上報價不適用於春節期間

3優惠價格擇一享有，恕不重複折扣優惠。

67 米樂旅店 04-27083315 員工識別證

1.以上報價不適用於春節期間

2.住宿享有免費(依照房型)享用早餐、全館免費寬頻上網、無線上

網、免費洗烘衣服務(2樓)、免費自助咖啡、館內免費停車。

3.全館禁菸、禁止攜帶寵物入內、嚴禁打麻將及酗酒喧嘩，以免影

響其他房客住宿品質。

68 台中日光溫泉會館 04-2239-9000 員工識別證

1.已含稅及服務費

2.一泊二食專案(雙人房) 3-9月 平日65折 假日75折；10月-2月 平日

75折 假日95折

3.住宿免費享用溫泉設施

4.過年期間定價免10％

69 綠舞觀光飯店 (03)960-3808 員工識別證

03月-06月/09-12月 平日8000-35500；假日9500-37000

07-08月 平日8500-36000 假日10000-37500

※以上為一泊二食(雙人住宿)專案價，含兩客早餐。

※每加一人(身高115cm-140cm或年齡6歲以上、12歲以下)加收

1700+10％，含早餐及房間備品。

※每加一床(140cm或12歲以上)加收2300元+10％，含早餐及備

64

1. 訂房優惠價1700-3960

2. 贈送乙客中、西、日式自助早餐

3. 免費使用健身房、商務中心

4. 週一至週五免費提供飯店至台元科技園區、湖口工業區及大竹北

地區週邊商務公司、兩間以上(含兩間 並同時間搭乘)送至新竹科學

園區之定時、定點送客服務，請提前一天預約，服務時間三班次依

序8:00、8:30、9:00

http://www.imperialhotel.com.tw/
http://www.justenjoyhotel.com.tw/
http://www.thesun-resort.com.tw/news.aspx
http://hotel.dwsresort.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