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 標題 內容

台北亞都麗緻大飯店 北部
2020/07/28-

2020/11/30
NA 7,700 NA It's Your Big Day!

此專案需於三天前預訂

<逢週六及連續假日(中秋節2020/10/01~2020/10/03及雙十國慶連假2020/10/09~2020/10/10) 每房每晚需加價NT$600。>

入住日期 : 即日起 至 2020/11/30

專案內容：

1. 巴賽麗廳自助式早餐(自助式或Room Service擇一)。

2. 巴賽麗廳午/晚間套餐兩客(價值$1,100+10%/客)，需於住宿期間內使用完畢。

3. 麗緻坊精美蛋糕4吋乙個。

4. 雷雕專屬對杯乙組以及汽泡酒乙瓶；專屬對杯建議以英文、數字雷雕(請於備註欄註記您需要雕刻的內容)。

5. 享用客房免費Mini Bar(點心、飲品)。

6. 提供延遲退房至下午三點鐘。

7. 此專案接受官網及電話訂房，緻友會員可全額累點。

8. 提供免費迎賓水果、瓶裝礦泉水。

9. 住宿期間可享健身房、有線、無線網路。

10. 憑房卡可享麗緻坊冰(熱)黑咖啡或錫蘭紅(綠)茶每日乙杯(依實際入住日提供，入住兩晚可免費體驗2杯)。

【 加入緻友會員連結☛http://www.landisoneclub.com/member_center.jsp 】

兄弟大飯店 北部
2020/08/09-

2020/08/25
5,500-7,370

2,500-

3,500
約5折

【兄弟大飯店七夕超值住房專案】戀夏2020‧幸福的美好從愛自己

出發!

專案期間: 即日起開始預訂，於2020/8/9~8/25期間內入住。

專案內容:

【小資經濟房】標準單人房NT$2,500(無早餐) / NT$2,800(含1客早餐) --- 原價NT$5,000+10%

【輕奢獨享房】高級單人房NT$3,000(無早餐) / NT$3,300(含1客早餐) --- 原價NT$6,200+10%

【成雙成對房】雙人/雙床房NT$3,000(無早餐) / NT$3,500(含2客早餐) --- 原價NT$6,700+10%

搭載粉紅泡泡的多重優惠加碼:

1. 每房每晚可使用一次「安心旅遊補助」(住客須先自行上傳具補助資格之相關證件)，亦可使用振興券付款。

※「安心旅遊補助」係中央於預算規模內分階段核撥經費予各縣市，故須在當日辦理入住時方能確認是否尚有補助額度可使用，因此無法事前確認，對此望請諒宥。

2. 入住每房每晚贈「NT$300館內餐飲抵用券」壹張。

3. 於櫃台登記入住時，按讚+公開分享FB指定po文，再贈「台大實驗農場冰棒兌換券」壹張。

訂房洽詢專線：02-2712-3456 轉「訂房組」

台北凱撒大飯店 北部
2020/08/20-

2020/08/21
9,900 2,024 約2.04折 用餐送住宿｜情人日常 #像極了愛情

買餐送住宿 限時優惠活動

只要於8/20-8/21 預訂Checkers自助餐8/24-9/17週一至周四的兩客晚餐(原價920+10%元)，即可享有免費入住全新裝修完的精緻雙人房乙晚。

【注意事項】

1.僅限填寫線上預購單並經Checkers同仁確認用餐時間的客人方適用此優惠。

2.限週一到週四用餐適用。

3.用餐日期與入住日期須為同一天，不可延期或變更。

4.此專案入住時間為19：00後，恕無法提前入住。

5.限入住精緻雙人房型，恕無法加價變更房型。

6.單筆預約2客晚餐可預訂1間，4客晚餐可預訂2間，單筆消費最多可預訂2間住房。

7.客人入住時須提供當日Checkers晚餐用餐發票，且金額須為2024元以上方適用免費入住優惠。

8.住房優惠不含早，每日限量8間，售完為止。

9.本優惠恕不與其他優惠(如銀行卡友、CLR券等)合併使用，亦不適用團體用餐。

三普旅行社 北部
2020/08/10-

2020/08/31
2,000 1,570 約7.85折 【七夕特別優惠】頂鮮101雙人甜蜜下午茶套餐77折

七夕情人節將至，為您送上與伴侶及好友共度甜蜜下午的最佳選擇！三普旅行社推出《頂鮮101雙人甜蜜下午茶套餐》，讓您能在台北101的86樓高空中邊欣賞美麗

的景色，邊享受主廚精心準備製作的茶點，體驗一段特別的時光。

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

機場飯店
北部

2020/07/30-

2020/09/30
NA 6,899 NA

浪漫99情人專案6,899元，含套房住宿及浪漫晚餐、雙人40分鐘

SPA療程

訂購期間：即日起至2020年9月30日

住房期間：即日起至2020年9月30日

費用：新台幣6,899元 (已含稅及服務費)

套裝內容包含:

1.每房兩客樂活早餐

2.雙人SPA按摩 *40分鐘(請事先致電03-3980988 分機3940 芳療館預約按摩療程時間)

3.雙人套房浪漫晚餐(包含一瓶飯店紅酒)

4.延遲退房至下午三點

5.至Deli法式烘焙坊、QBar大廳酒吧及In Balance SPA消費享8折優惠

6.住宿期間免費停車乙台

7.免費使用游泳池、水療池、烤箱、兒童戲水池、24hrs健身房

8.皆適用政府發行之振興優惠(三倍券/安心國旅/桃市府500元振興券)，且可合併使用

9.可使用國旅卡

訂房專線：03-3980911

七夕情人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飯店與餐廳：14家，19項

飯店與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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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情人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飯店與餐廳：14家，19項

2020/08/10-

2020/09/30
15,200 2,999 約1.97折 六福居七夕情人節Follow Me住房專案

七夕將近，與情人入住中山區台北都會小豪宅「六福居公寓式酒店」，配備齊全的時尚小廚房，由五星主廚為兩人準備的常溫麵品，不用出門就可以在房內享受兩

人浪漫用餐時光，翌日還能搭乘捷運暢遊台北好好約會一番！

★入住期間：2020/8/10~2020/9/30

★專案售價：

   都會景觀套房：NT$2,999 net

★專案內容：

1.都會景觀套房住宿1晚

2.早餐2客

3.台北捷運一日票2張

4.六福皇宮常溫麵品2包：三款口味挑選兩包（極品牛肉麵/本幫醃篤鮮高湯麵/南洋叻沙濃湯麵）

*麵品份量皆為一人份。 *餐具與鍋具由六福居提供

★專案說明：

1.本專案限兩人入住。

2.若料理包份量不足，可於訂房時一併加點，加點費用以建議售價9折（房客優惠）計算。現場也可讓客人即時購買，並享9折優惠。

3.本專案可加價NT$800net升等公園景觀套房。

4.本專案恕不得與其他活動優惠合併使用。

5.本專案不適用實體振興三倍券9折優惠。

2020/08/10-

2020/08/25
9,036 3,998 約4.4折

敘日 火辣一夏．BBQ派對+TAIPEI 101觀景台Skyline460雙人專

案

專案內容：內含台北六福萬怡酒店 敘日全日餐廳 火辣一夏．BBQ派對 雙人(兩場次任選)

及TAIPEI 101觀景台Skyline460票兩張(使用期限至2020.12.10)

原價：NT$9,036 專案價：NT$3,998  折扣44折

敘日BBQ場次：8.15(六)、8.29(六) PM18:30-20:30

2020/08/10-

2020/09/30
19,860 4,999 約2.51折 2020 ITF情人專屬住房專案Love U More

雙人入住台北六福萬怡酒店卓越客房

加贈兩張台北101觀景台-Skyline460漫步雲端體驗票券(原價NT$3000/人)

1. 台北六福萬怡卓越客房雙人入住壹晚 (不含早餐)

2.每房入住加贈兩張 台北101觀景台-Skyline460漫步雲端體驗(使用期限至2020.12.10)

◆台北101觀景台Skyline460漫步雲端雙人體驗乙次

◆快速通行觀景台門票、保險、專人專梯引導上樓

◆全程專人提供專業導覽

◆專人拍攝專屬電子紀念照乙張

◆享BAR88雲朵飲品

◆參觀89F城市環景360、88F世界最大風阻尼球觀賞區、91戶外觀景台

注意事項：

(1)適用對象：限中華民國台灣籍旅客預訂，旅客進場時皆須出示中華民國有效身份證件。

(2)本活動因需穿著確保裝備，故適合身高145公分以上之旅客，活動當日請著褲裝、平底鞋以利穿戴安全裝備，請勿穿著不便行走的鞋子或高跟鞋。

(3)優惠適用時段：每日下午15:00、16:00、17:00、18:00各一梯次，每場次限制12~18人，請事先預約，預約專線：02-8101-8898。

(4)活動開始前30分鐘，請至台北101大樓5樓售票櫃檯出示憑證進行報到。

(5)不建議有以下身體狀況者參加此體驗：高血壓、心臟病、懼高症、氣喘、癲癇、懷孕婦女。

(6)為維護安全，除了手機可另借特製手機套攜帶至101樓，其他器材或物品皆無法攜帶，將於上樓前提供免費置物櫃置放，請務必留意。

(7)若遇天候不佳而取消體驗場次，最遲將於體驗前1小時通知，可另安排其他場次。

(8)如體驗中遇天候狀況導致活動提前終止，主辦方有權取消及更改活動，活動一旦進行，將無法取消退費，敬請諒解。

3.住房期間可享有館內免費無線上網

4.特約停車場免費停車

5.無限次使用健身中心設施

6.客房Mini Bar招待

7.不適用持實體振興券結帳打九折活動及無法與其他優惠方案合併使用。

8.本方案不列入萬豪旅享家點數和夜數累計

2020/08/01-

2020/08/31
NA 8,499 NA 【指定日期優惠升等】元泰飯店自由行．雙人房

1. 2人成行，入住澎湖唯一全館全柚木飯店－元泰飯店（近市區，便於體驗當地古蹟與文化）

2. 指定日期（8/6.13.20.23.27.31） +99/人優惠升等豪華四人房

3. 多點出發：松山．台中．嘉義．台南．高雄

2020/08/01-

2020/09/30
NA 7,899 NA 【指定日期優惠升等】和田飯店自由行．三人房

1. 2人成行，指定日期（8/3.11.18.20.26.30） +99/人優惠升等高級六人房

2. 飯店近市區，便於體驗當地古蹟與文化

3. 多點出發：松山．台中．嘉義．台南．高雄

2020/08/01-

2020/09/30
NA 8,899 NA 【指定日期優惠升等】和田飯店自由行．雙人房（多點出發）

1. 2人成行，指定日期（8/18.24.28.30） +99/人優惠升等豪華四人房

2. 飯店近市區，便於體驗當地古蹟與文化

3. 多點出發：松山．台中．嘉義．台南．高雄

北投熱海溫泉大飯店 北部
2020/08/10-

2020/08/25
900 720 8折 浪漫情人節 泡湯來放閃-現場價八折優惠!!!

浪漫情人節 泡湯來放閃-現場價八折優惠!!!

活動期間 :8/10-8/25

告知櫃台使用情人節泡湯專案活動  並完成熱海飯店粉絲專頁按讚

即可享受泡湯現場價八折優惠喔!!!(包含大眾湯、白磺湯屋、溫旅套房) PS:大眾湯需自備毛巾

***以上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例假日以及國定假日需加收300元****

離島

六福旅遊集團

飯店與餐廳

北部

長汎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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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情人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飯店與餐廳：14家，19項

台北神旺大飯店 北部
2020/08/10-

2020/08/25
9,680 2,609 約2.69折

神旺商務酒店七夕情人專案 ~ 七夕情人follow me 加1元贈七項好

禮

神旺商務酒店七夕情人專案 ~ 七夕情人follow me 加1元贈七項好禮

*請於預定完成時,致電飯店確認,電話:02-2511-5185 ; 肋排套餐與情人特調需先行預約,使用時間為11:30-14:30*

神旺獨家特典:  此專案於七夕活動期間(8/10~8/25)訂購且入住,加1元即贈七項好禮

好禮內容如下:

1.享有精緻早餐2客

2.享有迷迭香豬肋排套餐2客

3.享有情人特調2杯

4.房內提供迎賓水果

5.免費升等至公園景致客房

6.付費電視免費看好看滿

7.住好住滿24小時(請於早上10點~下午3點間辦理入住)

入住飯店: 神旺商務酒店- 台北巿南京東路一段128號

升等後入住房型: 景寓客房(一大床/二小床)

連繫電話: 02-25115185 / 02-77022688#33002

規則與條款

* 房價不包含10%服務費與5%稅金

* 保證金政策

注意事項:

* 每位住客皆要攜帶身分證辦理入住

* 預訂房間時，請仔細確認您的入住日期是否正確。

* 需提供有效信用卡擔保，以確保訂房。

* 入住時間3:00PM，退房時間12:00PM。

取消政策: * 如需取消訂房，敬請於入住日期 72 前小時通知飯店訂房組，如未告知飯店將收取第1睌取消費用。

北投亞太飯店 北部
2020/07/15-

2020/09/30
5,276 3,000 約5.6折 「湯の七夕，像極了愛情」

七夕情人節，相約美人湯！

雙人和室湯屋搭配綠漾下午茶2客，優惠價3,000元，立享近56折優惠；

綠漾下午茶

手工法式甜點 X異國創意鹹食

獻給情人們悠閒美好的午茶食光

七夕推出限定版甜點，幸福指數滿分。期間限定，要收藏，動作要快。

優惠方案適用振興券消費，敬請預約訂位。

注意：本優惠不得與館內其他優惠專案或票券同時使用。

優惠內容說明：

1.和室湯屋（雙人120分鐘），基本使用人數二位，每間最多可加一至二位(含大人及兒童)，視湯屋而定，6-11歲兒童每位加收NT$300元，12歲(含)以上每人加收

500元。

2.逾時費 : 以30分鐘為一單位，每單位加收NT$1,000元

3.下午茶營業時間：14:30~16:30

4.本飯店保留活動內容說明、修改及終止之權利，如有異動恕不另行通知，請依飯店現場公告為主。

5.和室湯屋請於七日內預約，預約專線: (02)2898-3088

2020/07/25-

2020/08/31
13,735 1,950 約1.42折 8月盛夏週末 一泊兩食好滿足

8月盛夏專推每週五及每週六，一泊兩食超優惠專案

不論是單人獨遊、雙人同行、三人同遊，

皆可依房型訂購此專案！

活動期間：8月每週五及每週六

詳情請洽 康華飯店訂房組 02-2521-5151 轉訂房組

注意事項：

1. 一泊兩食專案自助晚餐券僅可於入住期間使用。

2. 咖啡廳早餐套餐時段為07:30~10:00。

3. 香榭廳自助晚餐時段為18:00~21:00。

2020/07/25-

2020/08/31
825 450 約5.45折 歡慶七夕 住房即享自助晚餐超優惠加購

住房即可享受 入住期間 香榭廳自助晚餐超優惠加價購方案！(依房間型態與入住人數)

原香榭廳自助晚餐特惠價：

平日 每客$699+10%服務費

假日 每客$749+10%服務費

住房超優惠加購價：

入住期間不分平假日

每客$450+免收10%服務費

活動期間：

即日起 至 2020年08月31日(一)

詳情請洽 康華飯店訂房組 02-2521-5151 轉訂房組

注意事項：

1. 住房加價購自助晚餐券僅可於入住期間使用。

2. 訂房時同時加購，即可享優先訂位，以免向隅。

3. 香榭廳晚餐時段為18:00~21:00。

飯店與餐廳

康華大飯店 北部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 標題 內容

七夕情人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飯店與餐廳：14家，19項

雲朗觀光集團 北部
2020/08/10-

2020/08/25
NA 7,700 NA 台北君品酒店「寵愛戀人‧七夕情人節」住房專案

為迎接七夕情人節到來，雲朗觀光集團旗下君品酒店即日起至8/25(二)限時推出「寵愛戀人 七夕情人節」住房專案，一泊二食7,700元還可升等入住行政套房，雙人

享雲軒西餐廳自助早餐及頂級客房餐飲「加拿大龍蝦分享餐」，餐點包含田園生菜沙拉、歐式經典開胃前菜、加拿大水煮龍蝦3隻、芝麻巧克力蛋糕，再贈Verdi進口

氣泡酒乙瓶與人氣展覽門票兩張，並以獨特造型毛巾布置客房，為戀人打造專屬甜蜜空間。

專案內容：

(1)住宿乙晚享升等至行政套房

(2)雲軒西餐廳早餐2客

(3)Verdi氣泡酒1瓶

(4)客房佈置唯美「心型毛巾天鵝」1對

(5)客房餐飲雙人龍蝦分享餐：田園生菜沙拉、歐式經典開胃前菜、加拿大水煮龍蝦3隻、芝麻巧克力蛋糕 (原價：雙人4,790+10%元)

(6)人氣展覽票卷2張 (展覽三選一：西班牙奇幻攝影大師尤傑尼歐特展/雪展/哇賽！科教館有個大樹屋~體驗展)

(7)免費使用暑期遊戲室

詳情請洽君品官網或預訂請洽：02-2181-9999轉訂房組

台北士林萬麗酒店 北部
2020/07/31-

2020/08/31
22,939 6,108 約2.66折 【浪漫88】住房專案 許「前世今生情人」一個美食之旅

今年八月就要來臨，除了月初迎接8/8父親節外，月底更接連著慶祝8/25七夕情人節！

台北士林萬麗酒店已為您備妥88父親/情人月各式優惠與豐盛佳餚，讓您能「抱父」出遊、歡慶88父親節 & 七夕情人節！

專案期間：2020/07/31(五)～2020/08/31(一)

專案價格：NT$5,288+15.5%（原價NT$22,939，相當於2.7折）

專案內容

•入住尊貴山景客房（一大床／兩中床）乙晚	

•士林廚房半自助式早餐2客（依照入住人數提供，每房至多提供2大2小早餐、共4客，總價值NT$2,475）

•加贈：入住期間享士林廚房半自助式晚餐一客(原價NT$1,280+10%)

備註：

－以上專案皆可適用「振興三倍券」及「安心旅遊補助」加碼優惠，但不得與其他優惠或活動合併使用，亦不得折抵現金；持「振興三倍券」入住不限使用張數、

唯每房最多限使用「面額NT$3,000」之加碼內容

－台北士林萬麗酒店保留隨時修改、變更、取消專案及最終解釋之權利

－此專案僅限電話、Email或士林萬麗國內訂房平台預訂↓

士林萬麗酒店訂房網站：https://rentaipeishihlin.pse.is/KYL2L 預訂專線：(02)8861-2389轉22611、22610訂房組   訂房組信箱：

Rhi.Tpesh.RSVN@renaissancehotels.com

台北美福大飯店 北部
2020/08/01-

2020/08/31
43,075 10,999 約2.55折 七夕情人月 「甜蜜微醺」住房專案

想為另一伴規劃甜蜜輕旅，台北美福於8月1日至31日推出「甜蜜微醺」情人住房，雙人優惠價7,999元起，可享受米其林推薦頂級客房，有原價16,170元的行政客

房，或原價21,945元的菁英客房，亦或是擁有28坪，原價35,805元的尊爵套房。入住提供GMT義大利餐廳價值6,160 元的「心屬義你」雙人套餐，另加贈兩杯精選

紅酒(價值660元)，客房內提供法國克萊喜水蜜桃氣泡酒乙瓶(價值450元)，清澈純淨的香檳與甜蜜的水蜜桃果香引人微醺，入住期間還可至靜謐的戶外恆溫游泳池徜

徉浪漫氛圍，享受舒適的三溫暖設施，感受美國席夢思床墊、義大利進口Rivolta Carmignani 系列寢具及法國Hermès沐浴備品等頂級客房配備的溫柔呵護，翌日再

悠閒品嚐飯店早餐。

【甜蜜微醺】情人住房專案

行政客房甜蜜專案：NT$7,999 (總價值：NT$23,440)

菁英客房浪漫專案：NT$8,999 (總價值：NT$29,215)

尊爵套房奢華專案：NT$10,999 (總價值：NT$43,075)

專案內容：

1.客房住宿乙晚及兩客早餐。

2.GMT義大利餐廳「心屬義你」雙人套餐及精選紅酒兩杯

3.客房內提供法國克萊喜水蜜桃氣泡酒乙瓶

4.免費使用戶外恆溫游泳池、三溫暖及健身中心

【心屬義你】情人套餐菜色介紹

由來自義大利的主廚Massimo Picci為情侶們細心規劃精緻套餐，帶有海中鮮味的「艾普羅/自家煙燻旗魚」，選用在地旗魚製成的煙燻旗魚，燻香鮮美，佐餐搭配

滿滿氣泡的橙紅色義大利國民飲料─艾普羅香甜酒，微苦的酒香引領出燻魚香氣，緊接著為海味鮮香的「焗烤生蠔/馬德拉酒/豬頰肉」，來自南非清澈水質的勞力士

活生蠔，肉質豐盈味鮮甜，「馬鈴薯濃湯/大蝦/新鮮松露」香氣濃郁，鮮嫩大蝦散發自然甜味，黑松露的矜貴點綴讓味蕾躍然而出。還有與雞油菌、松茸、松露並稱

世界四大名菌的牛肝菌入菜的「牛肝蕈菇餃/鼠尾草」，手工揉製的義大利麵餃皮包裹香氣飽滿的義大利Urbani牛肝菌，以及帕達諾乾酪，風味清香獨特。套餐主菜

則提供海陸雙鮮供二選一，鮮美海味為帶有煙燻木香的「櫻桃木香燻龍蝦」，鮮美龍蝦輕縷上淡雅燻木香氣，憾動味覺與嗅覺。另一道為油花交織如畫，鮮嫩馥郁

的「A5日本和牛/櫻桃牛骨髓醬汁」，餐後以精緻的「情人節特製甜點」完美味蕾。

飯店與餐廳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 標題 內容

北部
2020/07/31-

2020/09/30
NA 3,999 NA 七夕戀戀花語

★使用振興三倍券贈送3000旅遊折價劵★

▲ 行程亮點 ▲

  ◎【情人獨享】DIY心型巧克力、情人套餐

  ◎ 手拉手散步幸福啟點站【愛情火車站】

  ◎ 遊覽 全台特色農遊 【中區霸主獎】 苗栗花露休閒農場

▲參考行程▲

◎ 08:00台北車站集合

◎巧克力雲莊【DIY情定巧克力】

◎花露農場-花季：4-6月繡球花、5-7月馬鞭草、10-3月薰衣草、12月聖誕紅，全年展示蘭花

  (含園區情人節套餐)

◎愛情車站【合興車站】-聽浪漫愛情故事(那一年追火車追愛情的人)，搭乘內灣小火車欣賞沿途優美景色

◎內灣老街-山城老街巡禮，體驗當地客家小吃

【兩人同行$3999  ※6人成團】

 費用包含:車型依人數安排、表列午餐、表列門票、DIY費用、旅遊意外/醫療險(200萬/20萬)

中部
2020/07/31-

2020/09/30
NA 4,599 NA 情人花語茶香趣

★使用振興三倍券贈送3000旅遊折價劵★

▲ 行程亮點 ▲

  ◎【情人獨享】DIY心型餅乾、情人套餐 (贈紅酒一瓶)、玫瑰花瓣溫泉泡湯浴

  ◎ 入住 全台特色農遊 【金獎】 南投台一生態休閒農場渡假村(溫泉)

  ◎ 遊覽 全台特色農遊 【中區霸主獎】 苗栗花露休閒農場

  ◎ 農委會推薦亮點茶莊【帶你品茗採茶】

▲參考行程▲

第一天-台北車站集合

  ◎竹山紫南宮 (求發財金)

  ◎和菓森林 【半日茶師小旅行】

    ‧茶園導覽解說及製程介紹

    ‧清收揉製1罐茶葉

    ‧手沖紅茶教學

    ‧附贈下午茶點心、檸檬紅茶

 住宿：入住楓樺台一渡假村 【生態園區導覽、溫泉、DIY心型餅乾】

第二天

  ◎彩虹眷村 (是條色彩繽紛、充滿童趣彩繪的社區，也是網美們必拍景點)

  ◎花露農場 (花季：4-6月繡球花、5-7月馬鞭草、10-3月薰衣草、12月聖誕紅，全年展示蘭花)(含園區午餐)

  ◎桃園蓮荷園 (趣玩大王蓮，體驗輕功水上飄)

【六人成行】

費用包含:車型依人數安排、住宿(一泊二食)、表列午餐、表列門票、DIY費用、旅遊意外/醫療險(200萬/20萬)

2020/07/31-

2020/09/30
NA 18,600 NA 馬祖跳島賞燕鷗精緻４+１日-6人成行(船去機回)

【行程亮點】

1.跳島漫遊-東引、南竿、北竿、大坵  一次到位

2.老酒好食光-品嘗經典馬祖風味老酒料理

3.神話之鳥故鄉-燕鷗經典生態遊

4.大坵尋小鹿-探尋海島梅花鹿

5.台灣地中海-絕美北竿芹壁村

6.尋找藍眼淚-北海坑道搖櫓

【振興三倍券優惠專案】

2020.9.30前出發團體，使用一張$500紙本券，折抵團費$1000元！

2020/08/02-

2020/12/31
NA 699 NA 人氣推薦-宜花１日-漫遊太魯閣.砂卡礑步道.體驗鐵牛力阿卡

人氣推薦-宜花１日-漫遊太魯閣.砂卡礑步道.體驗鐵牛力阿卡

深度漫遊，縱橫太魯閣，農村鐵牛體驗

每人超值價$699

【行程亮點】

1.體驗蘇花改直奔花蓮

2.太魯閣砂卡礑步道

3.鐵牛力阿卡漫游內城田野風光

佳瑛旅行社

旅行社

山富國際旅行社

七夕情人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旅行社：6家，21項

北部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 標題 內容

七夕情人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旅行社：6家，21項

中部
2020/08/23-

2020/08/30
NA 1,488 NA

【單身貴族不是狗，一個人過得輕鬆又自在】(特別贈送古華花園酒

店 ─ 特選酒類三選一)

出發日期：8月23日、8月30日限定出團

出發時間：07:10 – 07:30

集合地點：台北車站東三門集合

所需時間：11小時

【遊覽景點】

1. 紙博館 ─ 紙的空間

2. 帝國製糖會社台中營業所

3. 勤美誠品綠園道

4. 工家美術館

5. 中壢古華花園飯店 ─ 古華薈國際酒吧

【行程內含】

1.來回交通車資及過路橋費(依最終成團人數指派車型)

2.隨團人員

3.享受單身特別獻禮：專業侍酒師特選酒品三選一(威士忌/紅酒/白酒)

4.行程內容所包含的入場門票

5.200萬旅行業責任險(附加10萬醫療險)

【行程不含】

1.餐食 (早/午/晚餐)

2.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依規定旅客若有個別需求，請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3.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建議、自費或自由行程所衍生之任何費用。

【注意事項】

1.每車須達20人以上成行。(最晚於行程出發前5個工作天，客服人員會告知確認是否成團)

2.未成年旅客不包含酒品體驗(未滿18歲者)

3.如因天候惡劣導致無法成行,將在行程出發前一天下班前，以電子郵件或傳送手機簡訊等方式通知客人。

4.請準時抵達接送地點，逾時不候。

5.景點的順序安排或停留時間可能會根據實際交通狀況或天氣情況進行調整。

6.以上優惠行程限量出售, 名額有限, 售完為止。

聯絡我們 | 宏祥旅行社    電話： 02-25635313 / 02-25634621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90號4樓   E-mail: edisonts@ms6.hinet.net

北部
2020/08/23-

2020/08/30
NA 800 NA 【老派約會】

出發日期：8月23日、8月30日限定出團

出發時間：08:00

集合地點：台北車站東二門火車頭前集合出發

所需時間：11小時

【遊覽景點】

1.碧潭風景區

2.烏來老街

3.台北101觀景台

4.剝皮寮歷史街區

5.龍山寺

6.華西街夜市

【行程內含】

1.來回交通車資及過路橋費(依最終成團人數指派車型)

2.隨團人員

3.行程內容所包含的入場門票

4.鼎泰豐午餐

5.200萬旅行業責任險(附加10萬醫療險)

【行程不含】

1.餐食 (早/晚餐、飲料、酒水)

2.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依規定旅客若有個別需求，請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3.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建議、自費或自由行程所衍生之任何費用。

【注意事項】

1.每車須達25人以上成行。(最晚於行程出發前5個工作天，客服人員會告知確認是否成團)

2.如因天候惡劣導致無法成行,將在行程出發前一天下班前，以電子郵件或傳送手機簡訊等方式通知客人。

3.請準時抵達接送地點，逾時不候。

4.景點的順序安排或停留時間可能會根據實際交通狀況或天氣情況進行調整。

5.以上優惠行程限量出售, 名額有限, 售完為止。

聯絡我們 | 宏祥旅行社   電話： 02-25635313 / 02-25634621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90號4樓     E-mail: edisonts@ms6.hinet.net

旅行社 宏祥旅行社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 標題 內容

七夕情人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旅行社：6家，21項

2020/08/11-

2020/10/31
NA 3,000 NA 【捷絲旅台北西門館 x 台灣觀巴精選行程二選一】

即日起訂房，即贈台灣觀光巴士行程二選一~

專案期間：即日起至10月31日

【套裝簡介】

1.每房依照佔床人數提供早餐和台灣觀光巴士精選行程二選一

2.精緻客房/精緻雙人房：提供兩客早餐 + 雙人台灣觀光巴士精選行程二選一

3.精緻家庭房：提供四客早餐 + 四人台灣觀光巴士精選行程二選一

4.第三位成人及年滿12歲以上孩童入住精緻客房/精緻雙人房，客房加價NTD1,000含備品+早餐，房型將安排為精緻三人房。觀巴行程須另外加價，於辦理

入住時支付

5.孩童年滿2歲未滿12歲，不在贈送行程活動內，觀巴行程和飯店兒童收費需額外加價，費用於辦理入住時支付

觀巴行程加價如下：

第三位成人及年滿12歲以上孩童：民俗藝術觀光(三峽/鶯歌) ─ 每人NTD1,300，基隆港、野柳、北海岸公園觀光 ─ 每人NTD1,200

年滿2歲未滿12歲兒童：民俗藝術觀光(三峽/鶯歌) ─ 每人NTD1,100，基隆港、野柳、北海岸公園觀光 ─ 每人NTD1,000

6.《8月情人月特別獻禮》：每房加贈UNT魔幻水指彩禮盒(價值NT$666)

【注意事項】

1.早餐開放時間為：07:00-10:30

2.此特殊專案須於入住前五天預訂

3.台灣觀光巴士精選行程二選一：含飯店接送及司機導遊，行程約四小時，行程結束會送回飯店，實際出發時間以台灣觀巴士預約時確認為主

《民俗藝術觀光(三峽/鶯歌)》

出發時間：約13:00      遊覽景點：三峽祖師廟、三峽老街、陶瓷拉坯DIY體驗、鶯歌陶瓷老街

《基隆港、野柳、北海岸公園觀光》

出發時間：約08:00      遊覽景點：基隆市內、基隆港、觀音大士塑像、野柳風景區、女王頭

4.如第二晚訂購不同專案，僅能依照此專案的入住日及退房日提供觀巴行程

5.此為特殊專案，觀光巴士行程如需取消，請於行程出發時間48小時前告知；48小時內取消觀巴行程，則會產生取消罰金每人NTD1,200-1,300

6.行程旅遊公司會幫參加旅客保旅行責任保險(200萬旅行業責任險，附加10萬醫療險)，請提供每位參加觀巴行程旅客的全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

2020/08/22-

2020/08/22
NA 2,699 NA 含君品酒店一泊住宿【你野是我的女王，給你一個浪漫情人節】

出發日期：8月22日限定出團   出發時間：08:00    集合地點：台北車站東二門火車頭前集合出發    所需時間：2天1夜

【行程簡介】

8月22日 (星期六)    台北 ─ 野柳 ─ 基隆 ─ 陽明山

台北出發 ─ 野柳地質公園(女王頭) ─ 基隆中正公園(遠眺基隆港) ─ 阿根納造船廠、正濱漁港彩色屋 ─ 午餐 ─ 陽明山(冷水坑、花鐘、小油坑 ─ 台北君品酒

店

※行程約於18:30結束，專車前往台北君品酒店辦理入住手續後，建議晚上可以自行前往大稻埕，感受大稻埕情人節的浪漫氛圍，欣賞炫目的花火。

飯店：台北君品酒店

8月23日 (星期日)     台北   早餐 — 自訂起床時間，可悠閒地前往餐廳享用飯店早餐

※請於中午12:00前自行辦理退房

【行程內含】

1.台北君品酒店一晚住宿(二人一室)

2.來回交通車資及過路橋費(依最終成團人數指派車型)

3.隨團人員

4.行程內容所包含的入場門票

5.午餐 (第一天中式午餐)

6.早餐 (第二天飯店早餐)

7.200萬旅行業責任險(附加10萬醫療險)

【行程不含】

1.行程中未標註的餐食、飲料和酒水

2.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依規定旅客若有個別需求，請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3.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建議、自費或自由行程所衍生之任何費用。

【注意事項】

1.每車須達25人以上成行。(最晚於行程出發前5個工作天，客服人員會告知確認是否成團)

2.如因天候惡劣導致無法成行,將在行程出發前一天下班前，以電子郵件或傳送手機簡訊等方式通知客人。

3.請準時抵達接送地點，逾時不候。

4.景點的順序安排或停留時間可能會根據實際交通狀況或天氣情況進行調整。

5.以上優惠行程限量出售, 名額有限, 售完為止。

聯絡我們 | 宏祥旅行社   電話： 02-25635313 / 02-25634621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90號4樓     E-mail: edisonts@ms6.hinet.net

旅行社 宏祥旅行社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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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情人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旅行社：6家，21項

金界旅行社 北部
2020/08/01-

2020/08/25
3,999 2,999 約7.49折 七夕情人超值一泊二食方案

金界/金展旅行社攜手捷絲旅台北西門館推出超值情人節一泊二食方案

入住台北鬧區西門町，享受捷絲旅西門館的各項設施服務

還能品嘗晶華酒店體系優質自助晚餐(用餐地點:捷絲旅台大會館-意響食堂)

★七夕浪漫一泊二食專案 ( 含2位 ) ★入住期間：8/3~8/25

捷絲旅西門館精緻雙人房1晚+捷絲旅台大會館-意響食堂自助晚餐2份+西門館隔日早餐2份

平日(週日-週四) NT$2,999 愛久久久~

假日(週五&週六) NT$3,599 想我久久~

【注意事項】

8/25情人節為特殊節日，如需當晚用餐請於8/14 17:30前預約，限量20位，這次不願與你/妳再錯過

當天晚餐需以平日2999加價NT$200(for 2位)

晚餐需提前預約，用餐時間為18:00~21:30

 ★可額外加購浪漫 半日遊(5hrs) ★

情人節加碼贈好禮: 8/25當日參團即贈送浪漫對杯組合

模式: 小包團(每團2~6人，最多6人) ，搭配專業車導，讓您和情人共度美好出遊

售價:  NT$1,314/人，一生一世只為你/妳!

集合地點: 捷絲旅西門館5F Lobby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41號5樓，請由漢口街一段144號出入）

行程: 13:00 – 18:00 (5hrs)

(1) 深澳鐵道自行車體驗(單程)

(2) 深澳漁港海天步道拍照

(3) 饒河疏散門 LOVE sign拍照

(4) 台北101 LOVE sign 拍照

(5) 台大義饗食堂自助晚餐

(6) 用完晚餐客人自行搭乘綠線捷運回到飯店入住客房

 ~歡迎私訊金展旅行社粉絲專頁訂購或來電洽詢02 27751138~

易遊網旅行社 中部
2020/08/01-

2020/09/30
10,750 10,500 約9.76折

【環島之星Hello Kitty繽紛列車】日月潭涵碧樓倆人小旅行 輕鬆2

天

第一天  台北火車站++環島之星Hello Kitty繽紛列車++台中火車站 - 搭乘接駁專車 - 日月潭涵碧樓酒店→自由活動→飯店晚餐

第二天  早安，日月潭 - 辦理退房→日月潭自由活動 - 搭乘接駁車－台中火車站(自由活動) - ++環島之星Hello Kitty繽紛列車++各地火車站

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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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情人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旅行社：6家，21項

2020/08/01-

2020/09/27
NA 13,888 NA 【4人成行】四島全覽．東西莒踩星沙＋芹壁石頭屋3日

1. 四島全覽：北竿、南竿、西莒、東莒，盡享馬祖風光

2. 夜宿芹壁聚落：保存最完整的閩南建築，感受石屋魅力

3. 北海坑道日間搖櫓：走入深長水道，探索期間神秘

4. 浪漫夏夜：賞藍眼淚、踩星沙，度過美好時光

5. 好禮相送：每房贈藍眼淚紀念酒1份

2020/07/30-

2020/09/30
NA 690 NA

《澎湖》隘門陽光沙灘套票（水上活動／海洋景觀瓶DIY／透明獨

木舟／SUP＋BBQ燒烤吃到飽，分項購買）

1. 八合一水上活動，一票玩到底

2. 手作DIY：LED海洋景觀瓶，收藏海洋美景

3. 透明獨木舟：無須下水浮潛，就可看見清澈海底世界

4. SUP立式划槳：體驗優閒慢活的海上漂浮

5. 無敵海景沙灘BBQ，無煙燒烤吃到飽

※除BBQ，其他須分項購買

2020/07/30-

2020/08/29
NA 5,480 NA 小琉球．探索拉美．追尋海龜自由行3日（2人成行）

1. 落日乘獨木舟賞夕陽，海面與天空同樣橘紅絢爛，和情人相偕觀賞浪漫唯美的遼闊景致

2. 海洋巡禮二選一：浮潛與綠蠵龜共遊．半潛艇玻璃船觀海下美景

2020/08/01-

2020/09/30
NA 10,800 NA 【放漾金門】漢服體驗IG打卡．海景下午茶（MINI TOUR）

1. 安排一車一導最專業的導遊，沿途解說景點風光與特色。

2. 行程安排主張：漫遊、豐富、特色、休閒，用心感受在地文化。

3. 精采景點：

(1) 金門古厝＋旗袍體驗：網美打卡最佳選擇

(2) 金門最具代表、保存最完整的百年聚落－山后民俗文化村

(3) 電影《軍中樂園》拍攝場景－陽翟老街

(4) 金門規模最大百年洋樓宅第－陳景蘭洋樓

(5) 在地藝術家與瓊林民眾協力打造－木棉花樹牆

(6) 悠閒品飲下午茶－黑屋海景手作廚房

4. 貼心安排：MINI小團．不走購物站．車輛舒適、安全有保障

2020/08/01-

2020/09/30
NA 1,488 NA 【6人成行】酒香宜蘭頭城老街1日

1. 噶瑪蘭威士忌酒廠，淺嘗本地銘酒

2. 吉姆老爹啤酒工廠，參觀在地精釀

3. 漫步頭城老街，置身歷史懷舊風情

2020/08/01-

2020/09/30
NA 2,080 NA 藏酒酒莊無菜單料理－DIY．頭城老街1日

1. 酒莊體驗釀酒DIY，品嘗無菜單料理

2. 頭城老街悠閒散策，品味復古懷舊風情

2020/08/01-

2020/09/30
NA 1,380 NA 宜蘭太平山翠峰湖環山步道健行避暑1日

1. 國家級步道－翠峰湖環山步道健行

2.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自在漫步

2020/08/01-

2020/09/30
NA 1,399 NA 新竹薰衣草森林．香山豎琴橋．賞蟹步道之旅

1. 唯美仙境祕密花園－薰衣草森林

2. 網美打卡勝地－香山濕地賞蟹步道

3. 優美攝影熱點－香山豎琴橋

4. 愛情火車站－合興車站

5. 6人即成行

2020/08/01-

2020/09/30
NA 4,588 NA 【季節限定】基隆嶼．平溪．九份2日

1. 長榮國際連鎖酒店住宿1晚

2. 探訪海上龍珠－基隆嶼風采

3. 齊心協力－深澳鐵道自行車體驗

4. 美好願望直上天際－平溪放天燈

5. 平溪煤礦博物館，含小火車搭乘

6. 台灣尼加拉瓜瀑布－平溪十分瀑布

7. 浪漫約會地點－猴硐貓村

8. 美食大探索－九份山城．基隆廟口

2020/07/30-

2020/09/30
NA 3,388 NA 【超值優惠．北北基】輕奢旅舒活2日

1. 長榮國際連鎖酒店，住宿1晚

2. 霞海城隍廟，單身拜月老求好姻緣，情侶拜拜求姻緣早成

3. 台灣最美海岸支線－八斗子車站

4. 浪漫約會聖地－八斗子潮境公園

5. 探索桃花源－炮子崙瀑布

6. 深坑老街．基隆廟口．九份山城，在地美食饗宴

南部
2020/08/01-

2020/09/30
NA 4,490 NA 文青小旅行．一起IG美一下．高屏2日

1. 文青復古風：北港朝天宮、十股仁糖文創園區

2. 網美IG打卡勝地：CNN評選全球最美夕陽之一－關山夕照、舊鐵橋溼地

3. 南灣水上樂：體驗國境支南的水上活動，享受歡暢沁涼時光

長汎旅行社

離島

東部

北部

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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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商場 台灣高鐵 北部
2020/07/31-

2020/09/30
NA 1,140 NA 情人節Follow Me~高鐵假期放閃企劃

浪漫的日子就讓高鐵假期「午茶趣」來加分！

精選台北/新北/台中/南投/嘉義/台南/高雄/宜蘭等21家飯店，高鐵來回+住宿+飯店下午茶一次搞定，助攻告白、犒賞另一半都適合！

*本專案實際售價將依高鐵行程區間而定，其它出發地、車廂別、人數、售價及相關規定，請洽高鐵特約旅行社。

*本專案及各產品如有變更，將於高鐵假期網站及特約旅行社公告。

*台灣高鐵公司保有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專案之權利。

七夕情人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交通/商場：1家，1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