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中花博特約商店107年9、10月可享消費優惠店家-住
序號
1

店名

憑花博卡或花博門票憑證享消費優惠

營業地址 (含門市或分店)

店數

永豐棧酒店

享餐飲9折，住房升等優惠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689號

1

2

長榮桂冠酒店(台中)

一、專案一名稱:『花博票妙用無窮』住房 專案專案日期:即日起-108年4月24日 專案價格:高級客房一大床或是兩小床(一 般樓層)$3,399 含2客早餐、豪華家庭房(一 般樓
層)$4,999 含4客早餐，所有房型假日 均需加價$1,000元
專案說明: 1.每房加贈單趟送車到接駁地點(台中火車 站或是秋紅谷)2.入住需出示花博門票3.過年期間不適用 專案二名稱:『花現台中，漫遊花博』住房 專案 專案日期:107年11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666號
月3日-108年4月24日(內 容詳酒店公告)，過年期間不適用。
二、用餐客人持花博門票至冠品鐵板燒點用 鐵板燒套餐(不限花博套餐), 可享九折+原 價10%服務費，過年期間不適用。

1

3

裕元花園酒店

平日住房享原價5折優惠平日用餐 享9折優惠 *需加原價10%服務費 * 酒水/包廂/桌菜不適用 *假日定義依酒店公告為主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4段610號

1

4

文華道會館

平日住宿39折，另加原價10%服務費(週六、 農曆春節期間、連續假日及前夕、國定假日 均不適用)。

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38巷31號3樓

1

星享道酒店

1.平日住宿39折，另加原價10%服務費(週 六、農曆春節期間、連續假日及前夕、國定 假日均不適用)。 2.星饗道國際自助餐平日 消費10人以下95折優惠(原價10%服務費另 計)。
3.道咖啡&9 Bar平日消費95折優惠 (原價10%服務費另計)。 4.珍鑽國際宴會廳 平日消費10人以下享95折優惠(原價10%服務 費另計)。 5.久享日式料理平日消費10人以 下享95折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北路18號
優惠(原價10%服務費另計)。6. 18 號麵包享平日消費95折優惠。

1

6

臺中世聯商旅

1.85折
2.每房贈送$500元折價券
3.館內商品全面9折優惠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339號

1

7

新都大飯店

2018年08月01日起 花博特約商 優惠住宿 專案來店住宿送精美禮品:馬克杯一個 PS.一間限換一個)

臺中市豐原區向陽路77-1號

1

8

鼎隆國際商旅

1.憑票證贈美式咖啡一杯(每張票贈 送一杯) 每日限量5杯
2.一大床平日$2680(週六+600) 兩小 床平日 $2880(週六+700) 兩大床 平日$3730(週六+1000) ,國定連續 假日及春節期間不適用
3.餐廳消費9折優惠(原價10%服務費另計.農曆春節期間不適用)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558號

1

9

黎客商旅

1.標準單人房:平日1800元、假日 2700元。2.商務雙人房:平日1900 元、假日2700元。3.家庭套房:平 日3100元、假日4000元。4.貴賓套 房:平日3300元、假日4300元。(相 關權
利義務請參考店家公告為主)

臺中市西屯區至善路234巷16號

1

10

水雲端旗艦概念旅館

住宿折扣300元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南街159號

1

11

谷關温泉飯店

1.專案價訂房再95折
2.來店消費即可兌換實用針線包1個 ，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3.出示高鉄或臺鉄門票每張再折100元

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一段温泉巷6
號

1

12

梨山賓館

1.平日住宿定價75折，依房型人數再 送福壽山門票(假日及過年期間不 適用,優惠房型不含總統套房)
2.梨山貢茶系列商品定價九折

臺中市和平區梨山里中正路91號

1

13

星月文旅

憑花博門票入住，可享加價99元購 買招牌蜜糖吐司券。(一間房間限 購一張)

臺中市后里區月眉北路482號

1

14

流星花園民宿

1.住宿現折300元，春節連續假日 不適用2.景觀餐廳-簡餐/飲品(下 午茶等)9折優惠 (桌菜不適用)， 春節連續假日不適用。3.伴手禮享 優惠價(寄賣商品除外)。4.跳跳熊 柑橘
軟糖[橘子開口笑] 特別優惠* 定價65折(臺中花博限定，恕無法 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5.跳跳熊 柑橘軟糖[手工存錢筒禮盒] 特別 優惠*定價75折(臺中花博限定，恕 無法與其
他優惠同時使用)。

臺中市豐原區水源路坪頂巷12號

1

15

美之旅商務飯店

套裝行程特別優惠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269號

1

16

LA VIDA HOTEL逢甲商旅

1.住房優惠
2.住房專案贈送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入場券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75-2號

1

17

一中LAVIE風華旅棧

當日房價88折優惠

臺中市北區育才北路73號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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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花博特約商店107年9、10月可享消費優惠店家-住
序號

18

19

店名

憑花博卡或花博門票憑證享消費優惠

營業地址 (含門市或分店)

臺中金典酒店

1.精緻房型住房5折，住宿: (1) 附贈自助式早餐1-2客(視住宿1或2 人而定) (2) 無須加收10%服務 費。 (3) 每日限量5間;每人每日 限訂一間。 (4) 欲訂房須先致電 預約。
(5) 假日每間須加價800 元。 (6) 本優惠平日、假日皆適 用，惟於元旦(1/1)、農曆春節期 間(2/2~2/10)、西洋情人節 (2/14)、二二八假期(2/28)、清明 節(4/4~4/7)、父親節
(8/8)、七夕 (8/17)、中秋節(9/22~9/24)、國 慶日(10/10)、臺中自行車週(日期 依臺中金典酒店公告為準)、聖誕 節當日及前夕(12/24~12/25)、跨 年 (12/29~12/31)等節日均
不適 用。 (7) 以上優惠不得與其他優 惠合併使用。
臺中市西區健行路1049號
2.餐飲9折，餐飲: (1) 須加收原價10%服務 費。 (2) 本優惠不適用於下列消費:宴 席、桌菜、港點、包場、外燴、外帶、外 送、酒水飲料、寄賣商品、特殊專案(尾 牙、春酒)
等，不適用日期:元旦(1/1)、農 曆春節期間(2/2~2/10)、西洋情人節 (2/14)、二二八假期(2/28)、清明節 (4/4~4/7)、父親節(8/8)、七夕(8/17)、中 秋節(9/22~9/24)、國慶日
(10/10)、台中自 行車週(日期依台中金典酒店公告為準)、聖 誕節當日及前夕(12/24~12/25)、跨年 (12/29~12/31)等節日均不適用。 (3) 指 定包廂(費)則不提供優惠，即不論
用餐人數 皆無法適用，亦不得折抵現金、退款或轉 讓。且不得與其他優惠、專案、餐券合併使 用。

米力旅店(逢甲館)

持花博卡平假日入住，皆可享9折 優惠(僅限電話訂房告知花博優惠 專案)※不分平假日皆可使用 ※入住當日需現場出示花博卡 ※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包含 VIP卡、合約
商、特殊優惠價者) ※不適用日期:2018/12/29~12/31 ;2019春假期間、2019連續假期

店數

1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北一街15號
2
臺中市東區大勇街69號

20

新驛旅店臺中車站店

1.至旅店官網預訂 驛起賞花趣- 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套裝方 案， 即可享有優惠房價!並可享 有延遲退房1小時招待! 入住時須 出示參加花博相關證明，或至旅店 粉絲專頁
留言"2018台中世界花卉 博覽會 超好玩"並標註@2018台中 世界花卉博覽會粉絲專頁。 每日房間數量有限售完為止，新驛旅店 擁有解釋一切之權利。
2.驛起賞花趣-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 覽會 優惠方案 房型:雅緻客房(一張大床)，星期 日-星期五:1700元起 星期六、國 定假日或連續休假日及或連續假日 前夕以及春節期間
2500元起。 入住時須出示參加花博相關證明， 或至旅店粉絲專頁留言""2018台中 世界花卉博覽會 超好玩""
臺中市東區復興路4段133號
並標註@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粉絲專頁。
每日房間數量有限售完為止，新 驛旅店擁有解釋一切之權利。
3.花博獨享官網訂房優惠序號 FL2018 -至 旅店官網預訂一般訂房可享現金NT.113折 抵。限使用於一般訂房(不分平假日)，優惠 套裝恕不接受使用。使用期限2018/08/012019/05/31

21

緣橋汽車旅館

休息享當日房價折100元，住宿享優惠當日房價折200元(此方案無法其 他優惠或者訂房平臺方案合併使用)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11街433號

1

22

城市水棧汽車旅館

平日住宿親子主題房型折800，假日住宿折300連續假期過年不適用此優惠

臺中市大雅區雅環路一段153號

1

茂華商旅

單人房:平日1280元假日1680元自8/1日起 優惠價平日$1280元假日$1480元 雙人房:平日1980元假日2980元自8/1日起優 惠價平日$1980元假日$2380元 2+1房:平日2680元假日3680
元自8/1日起優 惠價平日$2680元假日$2980元 3小床房:平日2880元假日3880元自8/1日起 優惠價平日$2880元假日$3100元
臺中市大甲區孔雀路55號
3+1房: 平日2980元假日3980元自8/1日起優 惠價平日$2980元假日$3180元 4小床房:平日3280元假日4180元自8/1日起 優惠價平日$3280元假日$3380元 平日商務房型休息3小時580
元假日休息2小 時580元 春節及媽祖文化節價格不在此範圍詳情請洽 本商旅

1

24

碧根行館

1.精緻小禮物(一房限領乙份)，每日 提供10份
2.(1)雅緻客房:平日2000元、假日2600元。(2)經典客房:平日2200元、假日2800元。(3)華漾套房:平日2700元、假日3300元。(4)精緻家庭房:平日3200元、假日 4000元。(5)碧根
套房:平日3600元、假日4400元。(相關權利義務及注意事 項請以店家公告為主)

1

25

離家出走民宿

平日住宿9折 "或 "免費提供住客 自行車，擇一

26

框框背包客棧

9折

27

紅點文旅

憑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門票憑證， 享紅點文旅住宿9折優惠。 1.春節連續假日及國定假日不適 用。 2.此專案僅限電話及現場訂房。 3.恕無法與其他優惠及專案合併使 用。
臺中市中區民族路206號
4.紅點文旅保有本專案優惠解釋、 修改、調整或暫停本活動等相關權 利。 5.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或 解釋，並得隨時補充公告說明。

1

28

花露休閒農場

憑卡免費入園.精油館消費9折住宿9折(餐飲除外)

苗栗縣卓蘭鎮西坪里西坪43-3號

1

29

王子日出印象民宿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 餐廳消費用餐打九折，平日入住民宿一人最低900元，包含早餐，贈當日下午茶，加贈安妮公主花園免費入園卷，安妮公主花園用餐九折卷。

臺中市新社區永源水井街一段28號

1

30

永悅行旅

1.8折
2.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來店消費即可兌換小手電筒鑰匙圈，每日至少3個名額

臺中市北區北平路一段6號

1

23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427號

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梅子巷37-11
號
臺中市龍井區臺灣大道五段3巷62
弄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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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花博特約商店107年9、10月可享消費優惠店家-住
序號

店名

憑花博卡或花博門票憑證享消費優惠

營業地址 (含門市或分店)

店數

覓境行館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24止不分平、假日「最高可享4折優
惠」。
使用規範：
1.預訂指定房型，平日、假日住宿皆可享折扣優惠。
房型:慢活套房/定價: 6700/平日折扣價: 2550/假日折扣價: 3250
房型: 經典套房/定價: 7400/平日折扣價: 2750/假日折扣價: 3650
房型: 天籟套房/定價: 8100/平日折扣價: 3150/假日折扣價: 3950
2.本專案請於入住前三日來電訂房，訂房專線:04-2451-6777
3.入住前需全額匯款，入住前三日取消訂房將收取100%房價費用。
4.第三人起入住，每位須酌收600元，含備品及早餐，不加床。
5.本專案活動不適用於覓境會所、旗艦套房。
6.本優惠活動不適用春節假期、國定連續假期及特殊節日(情人節、聖誕節、母
親節、父親節、跨年等)
7.本活動不得與其他優惠專案及折價券使用。
8.覓境行館保有活動最終解釋權。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南街98號

1

樂活行館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24止不分平假日最高可享約5折優惠。
使用規範：
1.預訂指定房型，平日、假日住宿皆可享折扣優惠。
房型: 都會樂活/房價 定價: 6600/平日折扣價:2780/假日折扣價:3480
房型: 時尚樂活/房價 定價: 7200/平日折扣價: 3180/假日折扣價: 3880
房型: 奇幻樂活/房價 定價: 8600/平日折扣價: 3680/假日折扣價: 4180
房型: 搖滾樂活/房價 定價: 9800/平日折扣價: 4280假日折扣價: 5180
2.本專案請於入住前三日來電訂房，訂房專線:04-2386-0088
3.入住前需全額匯款，入住前三日取消訂房將無法退還房價全額。
4.第三人起入住，每位須酌收600元，含備品及早餐，不加床。
5.本專案活動不適用於樂活殿堂。
6.本優惠活動不適用春節假期、國定連續假期及特殊節日(情人節、聖誕節、母
親節、父親節、跨年等)
7.本活動不得與其他優惠專案及折價券使用。
8.樂活行館保有活動最終解釋權。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七路599號

1

33

東勢~山頂上民宿

1.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來店消費即可享平日9折
2.來店消費即可兌換小品一盆，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3.假日住宿贈送小品一盆

臺中市東勢區東蘭路197-57號

1

34

喬木民宿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來店用餐，贈送花草茶一壺(市價180)；住宿即贈每人一杯黃金咖啡(市價150)

臺中市新社區復盛里中和街三段
30-1號

1

35

水舞行館

來店消費即可享85折 (連續.農曆假期除外)

臺中市西屯區龍富路5段200號

1

36

草悟道文旅

折價$200元(依電話或現場價訂房者適用，不適用網路OTA及旅行社)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512號

1

37

鵲絲旅店

雙人房平日訂房享8折優惠，假日及連續假日訂房享9折優惠（依照當日房價折扣，跨年及過年期間不適用）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230號

1

38

好夢旅店(夢樓館)

雙人房平日訂房享8折優惠，假日及連續假日訂房享9折優惠（依照當日房價折扣，跨年及過年期間不適用）

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311號

1

39

清境農場國民賓館

1.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住宿平日7折，假日9折。用餐9折。
2.購買茶葉9折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定遠新村25號

1

40

荷米旅居

107/09/01-108/04/30住宿9折(不分平、假日)

臺中市中區中山路320號

1

41

劦陶宛

住宿免費陶藝教學

臺中市新社區協成里興義街130號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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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花博特約商店107年9、10月可享消費優惠店家-住
序號

店名

憑花博卡或花博門票憑證享消費優惠

營業地址 (含門市或分店)

店數

42

來來商旅

活動時間：2018/09/01-2018/10/31
房型： 超值客房(雙人房) $2160，精緻客房(雙人房) $2440，經典客房(四人房) $3510，行政套房(雙人房) $3600，總裁套房(雙人房) $7560
活動時間：2018/11/01-2019/04/30
房型：超值客房(雙人房) $2150，精緻客房(雙人房) $2450，典藏客房(四人房) $ 3200，經典客房(四人房) $3600，豪華客房(四人房) $ 4000，行政套房(雙人房) $3700，總裁
套房(雙人房) $7550
1. 此專案僅限平日入住，假日及春節期間皆不適用。
2.入住時須出示花博門票憑證。
3.其他資訊之更動，則依來來商旅官網為主。

43

山沐斯達景觀餐廳民宿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來店消費即贈新社咖啡濾掛包1包，每日限額30名
1.用餐95折(不含商品)。2.提早7天訂房，住宿送冰淇淋鬆餅1份及飲料 。

臺中市新社區崑山里崑南街29-7號

1

44

瑞君商務旅館

平日7折優惠(以現場價格為主)

臺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00號

1

45

情人谷民宿

住宿9折(優惠方案則一使用)

臺中市豐原區東陽路清谷巷1號

1

46

君瑞精品旅店

平日7折優惠(以現場價格為主)

臺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00號

1

47

希堤微旅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平日入住享9折優惠(周五、周六、連續假日不適用)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路158號

1

臺中市梧棲區大智路二段388號

1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25號

1

花博限定 與花有約 早鳥搶購
1、 早鳥搶購日期: 即日起~2018/11//30。
2、 限定入住日期:2018/09/01~2018/11/30
3、 專案內容:
1. 入住親子主題房房型乙晚。
2. 入住期間三溫暖、FUN世界和健身房無限次使用。
3. 加贈與花有約$330元商品折價券。
4. 凡是入住館內的貴賓，至櫃台可加購花博票券每張150元。

48

臺中港酒店

一、與台中港酒店花博人形立牌拍照+標註台中港酒店，打卡即可兌換神秘小禮物。
1. 兌換地點:台中港酒店服務中心。
2. 神秘小禮物送完為止。
3. 神秘小禮物數量有限 送完為止。
二、花博期間持花博票劵&amp;持有桃園市民卡的民眾一同享有花博優惠。
1. 兌換地點:台中港酒店 5F FUN世界。
2. 憑證8歲以下兒童可兌換FUN世界免費入場(不含餐飲抵用券與電動車券)須一
名大人陪同。
3. 大人門票依現場150元收費(含餐飲抵用券)。
注意事項:
1.本專案活動不得與其它優惠方案併用。
2.飯店保留更改修正之權利，請以現場公告為主。
花博期間入住親子家庭房與豪華家庭房就送花博塗鴉畫紙2張。
1. 退房時將完成比賽圖畫紙一併繳交至櫃台。
2. 此項活動為兩梯次，第一梯為107/09/01~107/11/30投票日期為12/05~12/31
獲獎名單公布時間108/01/03。第二梯108//01/01~108/04/07投票日期為
108/04/10~108/04/30獲獎名單公布時間為108/05/03。
3. 獎品為第一名:贈送親子家庭房平日不含早住宿券1張(市值$8,800元)、第
二名:贈 送商業午晚餐2客(1客$320元)、第三名: 木匠兄妹DIY券2張。
4. 每梯篩選錄取為20名，評選標準由台中港酒店活動小組進行評審工作
。20位再以網路投票選出前3名作為本次得獎名單。

49

50

台中日光溫泉度假酒店

107/09/01-108/04/30打卡即贈日光茶禮盒，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二段光西巷78
號

1

臺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

一、憑花博門票或花博卡消費，享平日下午茶或晚餐，滿千折百之優惠。
1. 不適用於國定假日，2018/12/31,2019/1/1,2019/2/4-2/9)。
2.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3. 保有本專案優惠解釋、修改、調整或暫停本活動等相關權利。
二、透過飯店官網或飯店電話提前預訂花博住宿專案，加價NT$300+10%，贈送花博入場票劵一至兩張及單趟送車至接駁地點(秋紅谷)。
1. 不適用於2019/2/4-2/9。
2. 保有本專案優惠解釋、修改、調整或暫停本活動等相關權利。

臺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94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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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花博特約商店107年9、10月可享消費優惠店家-住
序號

店名

憑花博卡或花博門票憑證享消費優惠

營業地址 (含門市或分店)

店數

51

向陽田園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住宿平日9折,假日每房折扣100元(春節連假恕無法使用)

苗栗縣三義鄉龍騰村9-5號

1

52

統一谷關渡假村

活動期間:107/09/01-108/4/30住宿來店禮：時尚購物袋，限量500個，一房限兌一份。

臺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一段
188號

1

53

臺中林酒店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24花博住房專案及花博套餐

臺中市西屯區朝富路99號

1

54

春水漾精緻休閒旅館

平日商務房住宿$1880/車庫房住宿折$200，花博門票憑證及桃園市民卡擇一使用。

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579號

1

55

挪威森林 漫活休閒旅館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花博展期間只要出示花博門票劵， 住宿就送二張餐劵，一張餐券可抵一份套餐，自助早餐部分則免費供應
，住宿平日可再享現場價9折優惠，假日可享9.5折優惠，名額部分是無限名額。

臺中市太平區環中東路四段369號

1

56

楓采汽車旅館

一、臺中花博期間「住宿」楓采汽車旅館的旅客，憑花博購票證明或花博卡，可兌換來店禮一份：澳洲原裝進口 Superbee 塔斯馬尼亞革木蜂蜜 Tasmanian Leatherwood Honey
250g 一瓶。此款採集自大洋洲特有種植物「光亮密藏花」的蜂蜜，曾入選歐洲味覺方舟（Arca del Gusto）珍貴食材。賞花博、嚐蜂蜜！限量 1,000 瓶，送完為止。
二、花博期間，入住楓采汽車旅館的遊客可自由選擇加價購買花博「超早鳥票」，每張新台幣 150 元，以入住人數為加購數量上限。限量 2,000 張，售完為止。此外，在花博展
期前來「住宿」與「休息」的旅客，皆可參加花博官方主辦的集點抽獎活動。

臺中市豐原區永康路211巷25弄76
號

1

57

清新溫泉飯店

9折

臺中市烏日區溫泉路2號

1

58

米樂旅店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
1.雙人客房平日$1,800/假日$2,600。2.雅致雙床客房平日$1,800/假日$2,600。3.雅致加大客房平日$2,000/假日$2,800。4.三人客房平日$2,500/假日$3,300。5.家庭客房平日
$3,300/假日$4,100。

臺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493號

1

59

綠宿行旅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 綠葉精緻雙人房、綠芽標準四人房定價優惠50%off起 (限平、旺日使用)

臺中市西區後龍里民生北路126號

1

60

葉綠宿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 精緻房型定價優惠55折起 (限平、旺日使用)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87號2樓

1

61

皇家季節酒店 臺中.中港館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 95折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小花系列杯蓋、卡包、記事本、耳機(隨機贈送不挑款)(10)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連住第二天再打9折

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68號

1

62

紫禁城MOTEL主題會館

車庫房休息折扣200元，住宿折扣500元並加贈景德政青花磁杯乙組。精品客棧商務房休息折扣100元，住宿折扣400元。(不分平假日)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六街488號

1

63

竹林雅緻商務汽車旅館

活動期間:107.9.1~108.04.30皆可享住宿折扣400元，【跨年連假(12/210-1/1)及過年期間(2/5-2/10)不適用】
住宿即贈護膚小禮品，每日提供3個名額

臺中市南屯區大觀路19巷20號

1

64

幸福農莊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食宿9折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來店消費即贈有機咖啡，每日提供20份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里龍安21-3號

1

65

愛麗絲國際大飯店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當日房價9折(以現場價格為主)，餐點部分9折(以現場價格為主)

臺中市西區柳川西路二段77號

1

66

中科大飯店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241.行政套房 2800元。2.豪華四人房 3500元。(不分平假日)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256號

1

67

中科后豐會館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241.豪華單人房:1750元。2.豪華四人房:2800元。(不分平假日)

臺中市神岡區五權路128號

1

68

五都大飯店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平日住宿48折（星期六及國訂假日、連假加價500元)

臺中市豐原區三豐路一段2號

1

兆品酒店台中

即日起可接受訂房，107/08/31前訂房享9折優惠，9/1-10/31訂房享95折優惠專案內容》
品臻樓：雅緻雙人房專案價格NT$2199 /早鳥9折優惠NT$1979/早鳥95折優惠NT$2089。雅緻三人房專案價格NT$2519/早鳥9折優惠NT$2659/早鳥95折優惠/ NT$2799。雅緻家庭房 專
案價格NT$3399/早鳥9折優惠NT$3059/早鳥95折優惠NT$3229
兆尹樓：經典客房 專案價格NT$2799/早鳥9折優惠NT$2519/早鳥95折優惠/ NT$2659。景緻客房 專案價格NT$2799/早鳥9折優惠NT$2519/早鳥95折優惠/ NT$2659。豪華客房(三人
房) 專案價格NT$3399/早鳥9折優惠NT$3059/早鳥95折優惠/ NT$3229
臺中市北屯區后庄路306號
豪華家庭房(四人房) 專案價格NT$3999/早鳥9折優惠NT$3599/早鳥95折優惠/ NT$3799
注意事項》
1. 凡訂購此專案，即可依房型人數加購花博票券(每張99元)，預訂房型時須一併告知加購票券數量，票券加購 張數需依訂購房型人數為限。 2. 此專案預訂限制須於花博展期期
間(107.11.03-108.04.24)。3. 此專案不得與其他優惠並用。 4. 此專案過年期間不適用。5. 此專案依房型人數提供自助式活力早餐。6. 假日入住須加價600元/間。7. 本公司保
留活動最後解釋及變更之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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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西悠飯店 臺中店 CU HOTEL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平日現場價8折，假日現場價85折(春節及連續假日不適合，不能與其它合約及優惠使用)

臺中市北區進化北路431號

1

71

歐都納山野渡假村

住宿平日定價8折、假日95折，另依房型加贈下午茶一客(每房限用一次，不得與其他優惠專案併用)

嘉義縣大埔鄉大埔村202號

1

72

星漾商旅-中清館

1.卓越客房(雙人房)平日住宿2080元，假日住宿2880元。2.家庭客房(四人房)平日住宿3280元，假日住宿4380元。3.平日提前一小時入住(14:00進房)。4.不需停車位可再優惠200
元/天/間。5.卓越客房升等商務客房享200元升等優惠價。

臺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63號

1

73

星漾商旅-一中館

住宿送一中商圈小吃券二張/間
1.卓越客房(雙人房)平日住宿1980元，假日住宿2680元。2.家庭客房(四人房)平日住宿3380元，假日住宿4380元。3.平日提前一小時入住(14:00進房)。4.卓越客房升等商務客房享 臺中市北區錦南街17號
200元升等優惠價。

1

74

微光百合人文旅居

住宿9折(以現場房價為主)

臺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143巷13號

1

75

波特曼汽車旅館

住宿即贈沐浴旅行組或同等值商品，每日提供10份
平日住浪漫和風套房以上房型折抵600元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七路188號

1

杜拜風情時尚旅館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
1.不分平假日休息消費折扣200元。
2.平日住宿消費折扣500元。3.假日住宿消費折扣300元。(國定假日跟特殊節日不適用)(訂房時請先告知使用此優惠)

臺中市大雅區神林南路568號

1

歐遊連鎖精品旅館集團

入住晶鑽以上房型11%off優惠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98號
彰化市中央路195號
南投縣竹山鎮益民路50號

3

78

谷野民宿

憑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門票憑證，活動期間:
(1)住宿:平日定價75折，假日定價9折，入住享免費晚餐，雙人房2客，家庭房4客
(2)泡湯:平日定價5折，假日定價7折
以上優惠春節假期不適用

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一段裡冷巷36
號

1

79

微笑73旅店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客報價79折

臺中市中區光復路101號

1

80

米卡沙旅店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 平日住房9折， 單人房及標準雙人房除外

臺中市東區復興路4段149巷5弄8號

1

81

胡明月山房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 平日2人房(一樓)$2300元、(二樓)$2500元；假日2人房(一樓)$3000、(二樓)$3200元。四人房平日$3500元、假日$4200元。

76

77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街一段山腳巷
20-8號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2段200號

1

臺中市北區柳川西路4段1號10F
82

塔木德-原德館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不分平假日入住，享「門市價」79折優惠

臺中市北區太平路22號3F
臺中市中區中山路175巷15號
臺中市西區五權路203號
臺中市東區大智路65號

6

83

樹之間

平日9折

臺中市東勢區東蘭路石排巷33-2號

1

84

花田民宿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每房贈香菇特色小吃一份，每日限4房

臺中市新社區興中街17-6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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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花博特約商店107年9、10月可享消費優惠店家-住
序號

店名

憑花博卡或花博門票憑證享消費優惠

營業地址 (含門市或分店)

店數

全國大飯店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於飯店內消費享
住房優惠：所有房型-平日享定價45折優惠。
所有房型-假日(含國定連續假期)享定價45折優惠外，每房另加NT$500。
用餐9折 (服務費10%另計)
注意事項：
＊住房
1. 本優惠限刷信用卡方得享有，且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不得折抵現金或退款，每卡每日
限優惠乙次。
2. 住房須預先訂房並告知使用信用卡優惠。
3. 住房優惠需外加折扣後的10%服務費。
4. 住房優惠包含免費贈送自助早餐餐券(數量依房型發放)、客房咖啡包及茶包與礦泉水、
免費停車。
5. 住房優惠不適用期間為：除夕、農曆春節連假，其他以飯店公告為主。
餐食
1‧餐食優惠限週一~週四使用，除夕、農曆春節、主題美食節、特殊節慶、國定節日-含連續假期不適用，且
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2‧餐食優惠限館內餐廳使用，且限20人以內(宴會廳除外)，不適用外帶、外賣商品。

臺中市西區館前路57號

1

86

1969藍天飯店

2018/9/1 至 2019/4/24，凡持2018花博門票或花博卡入住1969藍天飯店，可享全房型9折優惠。
※週六、連續假日及春節不適用。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臺中市中區市府路38號

1

87

日月千禧酒店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住房70%off起、餐飲12%off(詳優惠內容及活動辦法依官網公告為準)
酒店內電子看板花博影片及資訊之播放、官網連結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路77號

1

88

昭盛52行館

花博展期間透過官網或電話訂房入住贈Haagen-Dazs 100c.c.冰淇淋二杯(每房限贈送一次,口味以現場供應為主)

臺中市西區忠明路52號

1

89

拓程商務旅館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1.精緻客房:平日2000元、假日2600元。2.商務客房:平日2000元、假日3000元。3.商務三人房:平日2600元、假日3250元。4.拓程客房:平日3400
元、假日4250元。(相關權利義務及注意事項請參考店內公告為準)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242-33號

1

臺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95號

1

臺中市中區建國路173號

1

85

90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憑入住人數擇一贈送：手工布丁、手工奶酪、迷福蛋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住宿專案優惠價$2999/間，加1元贈送二張門票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住宿專案優惠價$2999/間 （假日加價$600/間）
可享花博主題客房內容：
福爾摩沙酒店聯盟-草悟道館(原
升等尊爵雙人房贈二客早餐
晶品飯店)
花博專用備品（一次性）
花博主題抱枕佈置
花博接駁車（單趟至最近接駁點）

91

福爾摩沙酒店聯盟-中旅酒店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憑入住人數擇一贈送：手工布丁、手工奶酪、迷福蛋
住宿專案優惠價$2999/間，加1元贈送二張門票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住宿專案優惠價$2999/間 （假日加價$600/間）
可享花博主題客房內容：
升等尊爵雙人房贈二客早餐
花博專用備品（一次性）
花博主題抱枕佈置
花博接駁車（單趟至最近接駁點）

92

熊麋鹿了幸福手作民宿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平日 週日到週四入住 每房優惠300元 (過年期間連續假期不適用)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巷5-8號

1

93

曾家邨民宿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住宿:假日4100元，平日3800元(定價4600元)

臺中市太平區東汴里山田路長青巷
30號

1

62巷背包客棧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1.提供十張背包房免費住宿卷作為抽獎活動獎品
* 僅限於官網 www.lane62.com / Facebook / 電話 預定
* 請於預訂時致電告知為花博旅客並有免費住宿卷，於當日攜帶住宿卷證明，即可享有優惠
2.花博旅客享七五折背包房住宿優惠
* 憑證為花博旅客,可享75折背包房優惠價喔
* 僅限於官網www.lane62.com / Facebook / 電話 預訂
* 請於預訂時致電告知為花博旅客，並於當日攜帶花博旅客證明之票卷，即可享有優惠
官網連結花博官網/粉絲專頁宣傳花博活動

臺中市龍井區臺灣大道五段280號

1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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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花博特約商店107年9、10月可享消費優惠店家-住
序號

店名

憑花博卡或花博門票憑證享消費優惠

營業地址 (含門市或分店)

店數

平假日住宿享95折優惠(限電話預訂，且不得與其他優惠、套裝活動並用)，再贈花博獨享來店禮。
住宿贈竹炭小禮乙盒(依訂房數贈送)每日限量3組。

南投縣竹山鎮富州里富州巷31號

1

996 伴畔旅店

9折

臺中市中區綠川西街135號4樓

1

97

新盛橋行旅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平日電話及官網預約9折

臺中市中區中山路26號

1

98

臺中亞緻大飯店

1.異料理(28F)、頂餐廳(46F)不分平假日，9折。2.住房專案標準客房NT$4950起。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532號

1

99

企業家飯店

飯店官網下訂【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專案】，免費提供臺中名產太陽餅。

臺中市東區和平街160號

1

100 雙星大飯店

在飯店官網下訂【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專案】，免費贈送臺中名產太陽餅。

臺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58號

1

101 富豪國際大飯店

在飯店官網下訂【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專案】，免費提供臺中名產太陽餅。

臺中市北區五權路317號

1

102 禾口三一景觀民宿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花博獨享9折活動

臺中市新社區華豐一街42-3號

1

臺中市新社區中興街20號

103 香草House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入住緩慢尋路香草HOUSE贈，每房一份薰衣草森林新社店普羅旺斯香烤全雞套餐。
入住緩慢尋路三義綠波浪贈，每房一份薰衣草森林明德店爐烤陽光豬肋排及附餐。
可更換為其他餐點一份，不退價差，額外加點之餐費另計。
住房請事先預約，餐點限入住當日或隔日兌換完畢。

104 木佃軒民宿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提供住宿客人木頭鑰匙圈燒烙(每日至少10個)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街一段6巷9號

1

105 雙美堂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全店折扣9折(限平日)

臺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52-1號

1

106 名帥大飯店

全店折扣8折

臺中市中區光復路58號

1

107 意文大飯店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全店折扣9折(過年期間不適用)

臺中市中區成功路160號

1

108 麗加園邸酒店

住宿平日55折假日45折(以定價計算)連續假日與春節恕不適用.各房型每日三間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111號1-5樓

1

109 成旅晶贊飯店臺中民權館

活動期間:107/09/01-108/04/30平日住房55折加原價10%服務費，假日住房6折加原價10%服務費，早午餐用餐9折加原價10%服務費(皆不適用於過年期間)

臺中市中區民權路66號

1

110 柏竺山莊民宿

花博期間持花博入場門票或花博卡，住宿滿2000元可折抵房價200元，每卡或門票限抵一房，本優惠限以官網www.31villa.com線上訂房，其他通路恕不享受優惠，本活動亦不併用
其他同時進行之相關優惠！

苗栗縣三義鄉雙潭村崩山下10號

1

111 53行館

花博展期間透過官網訂房入住贈Haagen-Dazs 100c.c.冰淇淋二杯(每房限贈送一次,口味以現場供應為主)

臺中市中區中山路27號

1

112 心媞休閒旅館

1.贈進口花卉香氛瓶乙組(特殊連續假日、國訂假日不適用、不得與VIP卡或其他優惠合併使用，以本館最後解釋為主)
2.平日(週日~週四)休息折200住宿折500、假日(週五、週六)休息折200住宿折300(特殊連續假日、國訂假日不適用、不得與VIP卡或其他優惠合併使用，以本館最後解釋為主)

臺中市北區北平路一段2號

1

113 臺中福泰桔子商旅

花博獨享現場售價9折優惠

臺中市中區公園路17號1F、4F-8F

1

114 福軒養生館

平日住宿9折

苗栗縣三義鄉雙潭村雙連潭155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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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苗栗縣三義鄉龍騰村龍騰3-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