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商店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日式 亞企味屋
洲子一店：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74號1樓

洲子二店：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52號1樓

(02)8751-3308

(02)8751-6271
消費用餐金額9折優惠，商品類9折優惠，不包含特價商品。

飯店 台北六福萬怡酒店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359號

敘日全日餐廳

(02)6615-6526

大廳酒吧

(02)6615-6527

粵亮廣式餐廳

(02)6615-6528

敘日全日餐廳用餐88折優惠(免收10%服務費)

大廳酒吧用餐88折優惠(需酌收10%服務費)

粵亮廣式餐廳用餐88折優惠(需酌收10%服務費)

餐酒 MURA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28號 (02)2708-3060 週一至週五午餐時段88折，其他時段9折；活動包場95折

類別 商店 地址 電話 優惠內容

娛樂

喜樂時代影城

(南港/永和)

高雄美奇萊影城

南港店：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299號C棟

永和店：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238號4樓

高雄美奇萊影城：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61號

南港

(02)2788-8185

永和

(02)8231-6685

高雄

(07)321-0663

電影票優惠：【每人每卡限購四張】

南港：數位版(2D)電影每張250元；3D版電影每張280元

永和：數位版(2D)電影每張240元；3D版電影每張270元

高雄：數位版(2D)電影每張210元；3D版電影每張260元

套餐優惠：

【南港、永和】

中杯飲料+小杯爆米花套餐優惠價90元；

中杯飲料+小杯爆米花+點心套餐優惠價140元

【高雄】

雙人套餐520元(內含2張電影票、2杯小杯飲料、2杯小杯爆米花)

住宿 劍湖山渡假大飯店 雲林縣古坑鄉67之8號 (05)582-8111 高級客房【一大床or兩小床】平日3,800元、假日4,600元

票券 劍湖山世界主題樂園 雲林縣古坑鄉67號 - 持識別證購票，門票優惠價650元/張，限購四張

票券 華信航空 - - 線上購票優惠請洽幸福小棧【總院特約商店】

票券 安永心食館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二段415號 (080)053-3699 每位員工得攜帶3人免購票入館；當次消費商品(3樓餐飲除外)享9折優惠

非汐止區特約商店

美食類

生活類



住宿 宜蘭悅川飯店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五段123號 (03)9699-555

單人房【一大床】：平日3,500元、旺日4,200元、假日5,700元

雙人房【一大床】：平日3,900元、旺日4,700元、假日6,100元

雙人房【兩大床】：平日4,400元、旺日5,200元、假日6,600元

家庭房【兩大床】：平日5,500元、旺日6,300元、假日7,800元

住宿 義大皇家酒店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53號 (07)656-8158

豪華客房3,600元

經典客房4,100元

行政客房4,600元

景緻套房6,100元

總裁套房13,600元

假日需加價；住宿期間可享館內餐飲85折優惠 (皆需酌收10%服務費)

住宿 義大天悅飯店 高雄市大樹區義大八街100號 (07)656-8000

雅緻客房【早餐2客】3,000元

溫馨家庭房【早餐3客】3,800元

溫馨家庭房【早餐4客】4,600元

幸福家庭房【早餐4客】5,800元

假日需加價；住宿期間可享館內餐飲85折優惠(皆需酌收10%服務費)

住宿 台糖江南渡假村 台南市柳營區旭山里60號 (06)623-3888

豪華木屋

兩人房【淡】平日3,000元、週六4,000元；【旺】平日3,500元、週六4,500元

四人房【淡】平日3,900元、週六5,200元；【旺】平日4,550元、週六8,550元

江南會館

兩人房【淡】平日3,500元、週六4,700元；【旺】平日4,100元、週六5,300元

四人房【淡】平日4,450元、週六5,900元；【旺】平日5,200元、週六6,650元

住宿 嘉義亮點旅店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560號 (05)216-0200

【住宿】

祝山客房(一大床)平日1,800元、假日2,400元

祝山雙人房(兩小床)平日1,800元、假日2,400元

神木套房(兩大床)平日2,800元、假日3,400元

【餐廳】

飯店內餐廳(來呷、物穰鍋品、The Flavor)消費9折

住宿 花蓮藍天麗池飯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590號 (03)833-6686

飯店內綠波廊西餐廳自助式午餐免收10%服務費

精緻房型：平日2,000元、假日及旺季平日2,300元、旺季假日2,600元

經典房型：平日2,300元、假日及旺季平日2,700元、旺季假日3,000元



住宿
睡台北時尚旅店

(南雅夜市館)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8號5樓 (02)2965-5480

時尚雙人房(一大床)平日1,100元、假日1,300元

闔家歡三人房(一大一小床)平日1,300元、假日1,700元

家庭四人房(兩大床)平日1,500元、假日1,900元

歡樂六人房(三大床)平日2,500元、假日2,800元

高級八人房(四大床)平日3,300元、假日3,500元

住宿 台北輕旅複合式旅店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13號4樓之2 (02)2951-5121

單人床(上下舖)平日380元、假日450元

雙人床(上下舖)平日630元、假日800元

四人床(上下舖)平日1,200元、假日1,500元

六人床(上下舖)平日1,800元、假日2,200元

時尚雙人房(一大床)平日990元、假日1,280元

闔家歡三人房(一大一小床)平日1,200元、假日1,700元

家庭四人房(兩大床)平日1,400元、假日1,900元

住宿
苗栗泰安觀止溫泉會

館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圓墩58號 (037)941-951

【住宿】

淡季(4-9月)平日依定價7折、假日依定價8折

旺季(10-3月)平日依定價8折、假日依定價95折(含稅，不適用國定假日)

湯屋(不分淡旺季)：平日依定價75折、假日依定價85折(含稅，不適用國定假日)

【餐飲】不分平假日免收一成服務費

住宿 台中三好行旅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552號 (04)2320-8777

經典客房【一大床】平日2,200元、假日2,700元

精緻客房【兩小床】平日2,200元、假日2,700元

豪華家庭房【兩大床】平日3,200元、假日3,700元

行政套房【一大床】平日3,900元、假日4,400元

住宿 台中威汀城市酒店 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一段100號 (04)2568-0558

雅緻客房【一大床】平日2,200元、假日2,600元

商務客房【一大床】平日2,800元、假日3,500元

豪華家庭房【兩中床】平日3,400元、假日4,000元

行政套房【一大床】平日4,000元、假日5,000元



住宿 台北福華大飯店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160號 (02)2700-2323

【一般房型】

高級單床房4,200元、豪華單床房4,500元

高級雙床房4,700元、豪華雙床房5,500元

【尊爵客房】

尊爵高級單床房5,300元、尊爵豪華單床房5,600元

尊爵套房6,300元、尊爵豪華套房5,800元

★需加收10%服務費

住宿
石門水庫

福華大飯店
桃園市龍潭區民富街176號 (03)411-2323

雅緻單人房(平日2,400元、假日2,900元)

雅緻二人房(平日2,600元、假日3,100元)

湖景二人房(平日2,900元、假日3,400元)

雅緻三人房(平日3,300元、假日3,800元)

豪華家庭房(平日4,500元、5,000元)

豪華套房(平日5,400元、假日5,900元)

住宿 新竹福華大飯店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178號 (03)528-2323

【商務客房】

高級單床房2,650元、高級雙床房3,050元

豪華單床房3,050元、豪華雙床房3,450元

行政單床房3,450元、行政雙床房3,850元

【公寓套房】

豪華公寓單床房3,050元、豪華公寓雙床房3,450元

【經典客房】

經典單床房2,000元、經典雙床房2,400元

住宿 台中福華大飯店 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路129號 (04)2463-2323

【一般樓層】

高級單床房3,450元、高級雙床房3,850元

豪華雙床房4,200元、行政雙床房4,550元

【雅緻樓層】

精緻客房(單床)3,850元、典雅客房(單床)4,250元

精緻家庭房(雙床)4,550元、典雅家庭房(雙床)4,800元



住宿 高雄福華大飯店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11號 (07)236-2323

【一般樓層客房】

豪華單床房2,700元、豪華雙床房3,200元

【尊爵商務客房】

尊爵豪華單床房3,100元、尊爵豪華雙床房3,600元

尊爵豪華主管房3,500元、尊爵行政單床房3,500元

尊爵行政雙床房4,000元、尊爵豪華套房4,500元

★需加收10%服務費

住宿
長榮桂冠酒店

(基隆)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62之1號 (02)2427-9988

海景客房【早餐1客/2客】

標準樓層3,300元/3,700元、桂冠樓層3,800元/4,100元

海景雙人房【早餐1客/2客】

標準樓層3,300元/3,600元

海景豪華三人房【早餐3客】

標準樓層4,900元、桂冠樓層5,400元

桂冠家庭四人房【早餐4客】

標準樓層6,100元、桂冠樓層6,600元

長榮家庭四人房【早餐4客】

標準樓層6,100元、桂冠樓層6,600元

豪華套房【早餐2客】

桂冠樓層9,100元

★假日需加價

住宿
長榮桂冠酒店

(台北)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63號 (02)2501-9988

高級客房【早餐1客】4,900元

豪華雙人房【早餐1客】5,700元

高級套房【早餐1客】6,200元

豪華套房【早餐1客】7,600元

豪華雙人套房【早餐2客】8,000元



住宿
長榮桂冠酒店

(台中)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666號 (04)2313-9988

【高級客房單床】

標準樓層3,400元、貴賓樓層3,700元、桂冠樓層4,000元

【高級客房雙床】

標準樓層3,400元

【豪華客房單床】

貴賓樓層4,100元、桂冠樓層4,400元

【套房】

標準樓層5,100元、貴賓樓層6,100元、桂冠樓層7,100元

住宿
長榮文苑酒店

(嘉義)
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777號 (05)366-9988

高級客房一大床【早餐1客/2客】3,400元/3,700元

高級客房兩小床【早餐2客】3,700元

豪華客房一大床【早餐1客/2客】3,900元/4,200元

豪華客房兩小床【早餐2客】4,200元

高級家庭房【早餐4客】5,300元

家庭親子房【早餐4客】6,300元

文苑套房【早餐2客】12,000元

★假日需加價

住宿
台糖長榮酒店

(台南)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336巷1號 (06)289-9988

豪華單床客房【早餐1客】3,200元

豪華雙床客房【早餐2客】3,500元

闔家溫馨房【早餐4客】5,200元

闔家雅緻房【早餐4客】5,500元

經典套房【早餐1-2客】5,200元

闔家經典套房【早餐4客】6,200元

住宿
長榮鳳凰酒店

(礁溪)
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77號 (03)910-0988

高級洋式客房【平日8,000元、旺日9,000元、假日11,600元】

豪華洋式客房【平日8,800元、旺日9,800元、假日11,800元】

日式家庭房【平日11,200元、旺日12,200元、假日14,200元】

高級家庭房【平日12,800元、旺日13,800元、假日15,800元】

豪華家庭房【平日13,600元、旺日14,600元、假日15,600元】

歐式套房【平日16,000元、旺日17,000元、假日19,000元】

和洋式套房、和風套房【平日20,800元、旺日21,800元、假日23,800元】



住宿
長榮國際連鎖酒店

(國外)
- -

曼谷

豪華客房【早餐1客/2客】2,800元/3,100元

商務套房【早餐1客/2客】3,500元/4,000元

檳城

高級客房【早餐1客/2客】MYR278/MYR303

豪華客房【早餐1客/2客】MYR298/MYR323

巴黎

高級客房EUR190

豪華客房EUR210

上海

標準客房【早餐1客】RMB788

高級客房【早餐1客】RMB888

豪華大床房【早餐1客】RMB988

豪華家庭房【早餐1-2客】RMB1188

豪華套房【早餐1-2客】RMB1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