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中福容大飯店麗寶樂園 
福容大飯店-麗寶樂園 位於高速公路台中月眉交流道，約十分鐘車程，即可到達，外觀以繽紛搶眼的色彩迎接旅客，與兩座水陸樂園的歡樂氣氛相

映，打造出無限驚喜與現代結合的獨特風格。同時，以親子同樂的角度規劃整體的服務與設備，明亮開闊的客房空間、多重選擇的特色餐廳、豐富

有趣的休閒環境，連接樂園和飯店的購物街，滿足闔家出遊及各種客層的住宿需求，讓所有入住的旅客都能盡情享受快樂假期。 

 

日期：03/02~03/06、03/08~03/13、03/15~03/20、03/22~03/27、03/29~03/31 

房型/每間 房價 (台幣, 元/間) 備註 

精緻單人房 45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精緻雙人房 45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精緻三人房 56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精緻四人房 64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日期：03/07、03/14、03/21、03/28 

房型/每間 房價 (台幣, 元/間) 備註 

精緻單人房 56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精緻雙人房 56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精緻三人房 67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精緻四人房 75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日期：03/01 

房型/每間 房價 (台幣, 元/間) 備註 

精緻單人房 75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精緻雙人房 75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精緻三人房 86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精緻四人房 97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接駁資訊 

不提供接駁服務。 



 

 

 

台中林酒店  
以呈現世界之最的精神，THE LIN HOTEL TAICHUNG 台中林酒店 在緊鄰國 家歌劇院、秋紅谷 的核心區段，融合 現代摩登及古堡式典雅的建築內，

實現了成為頂尖酒店的夢想。從巧克力色玻璃帷幕、敘利亞化石的外觀選材，端景皆成「林」的空間鋪陳，黃金比例的客房，杜拜風情戶外泳池，

到銜接戶外區塊、綠意盎然的百匯，挑高 11 米、擁有 430 吋大屏幕電視牆的宴會廳，總坪數 408 坪、搭配專屬管家服務的國王行宮，不僅讓每位

賓客擁有 獨一無二的尊貴體驗，更滿足對旅行、美食、宴會、休閒的無限想像。 

 

日期：03/02~03/06、03/08~03/13、03/15~03/20、03/22~03/27、03/29~03/31 

房型/每間 房價 (台幣, 元/間) 備註 

豪華或都會單人房 49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豪華或都會雙人房 53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尊榮三人房 70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尊榮四人房 80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日期：03/01、03/07、03/14、03/21、03/28 

房型/每間 房價 (台幣, 元/間) 備註 

豪華或都會單人房 60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豪華或都會雙人房 64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尊榮三人房 82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尊榮四人房 92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接駁資訊 

計程車(含行李建議坐 2~3 人，預估價格) 福斯(T5 九人座，攜帶大型行李建議坐 6~7 人) 

桃園機場–飯店單程: NTD$ 3,700. 桃園機場–飯店單程: NTD$ 4,500. 

台中機場–飯店單程: NTD$ 500 台中機場–飯店單程: NTD$ 2,000. 

台中高鐵–飯店單程: NTD$ 250. 台中高鐵–飯店單程: NTD$ 2,000. 

＊建議入住 5 天前預約(採自行預約或旅行社預約)，並於飯店櫃台支付費用。 

 



 

 

 

台中長榮桂冠酒店 
台中長榮桂冠酒店座落於台中市最具商業潛力的中港商圈，位居台中市金融商圈之主要幹道-台中港路上，鄰近自然科學博物館及高速公路交流

道，交通便捷，是通往中部各旅遊風景點的交通樞紐。長榮桂冠酒店佔地一千七百多坪，擁有高雅舒適的客房及美味健康的餐飲；長榮桂冠注重的

是精緻貼心的服務，滿足每位觀光客及商務人士多樣化的需求，酒店更有 354 間的精緻客房可供旅客選擇，讓住客享受如家一般溫馨與舒適。 

 

日期：03/02~03/06、03/08~03/13、03/15~03/20、03/22~03/27、03/29~03/31 

房型/每間 房價 (台幣, 元/間) 備註 

高級客房單人房 32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高級客房雙人房 32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豪華家庭房(3 人入住) 52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豪華家庭房(4 人入住) 52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日期：03/01、03/07、03/14、03/21、03/28 

房型/每間 房價 (台幣, 元/間) 備註 

高級客房單人房 40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高級客房雙人房 40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豪華家庭房(3 人入住) 62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豪華家庭房(4 人入住) 62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接駁資訊 

目前暫時無接駁服務。 



 

 

 

台中永豐棧酒店 
時尚、品味及國際觀，是永豐棧酒店室內設計的原創力。永豐棧酒店以「後現代主義」設計為主軸，原木及金屬為主色調，一冷一暖的搭配表現出

現代化的均衡美感，在簡單細膩線條組合下更見雅致，沒有富麗堂皇氣派或華麗裝飾，是舒適與溫馨的自然整體感。永豐棧有 334 間溫馨優雅舒適

客房，結合 City 與 Resort 的全新概念，創造絕對放鬆居家生活體驗。 

 

日期：03/02~03/06、03/08~03/13、03/15~03/20、03/22~03/27、03/29~03/31 

房型/每間 房價 (台幣, 元/間) 備註 

豪華單人房 40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豪華雙人房 40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闔家客房(三人入住) 58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闔家客房(四人入住) 58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日期：03/01、03/07、03/14、03/21、03/28 

房型/每間 房價 (台幣, 元/間) 備註 

豪華單人房 48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豪華雙人房 48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闔家客房(三人入住) 66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闔家客房(四人入住) 66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接駁資訊 

Volvo 轎車(含行李建議坐 2~3 人，預估價格) 

桃園機場–飯店單程: NTD$ 3,500. 

台中機場–飯店單程: NTD$ 1,000. 

台中高鐵–飯店單程: NTD$ 1,000. 

＊建議入住 5 天前預約(採自行預約或旅行社預約)，並於飯店櫃台支付費用。 

 

 



 

 

 

台中順天環匯酒店 

台中順天環匯酒店為臺灣最具知名的順天建設集團所擁有，是一家結合精品酒店及豪華國際行政商務公寓的酒店。酒店座落於台中市最主要的幹道

-台灣大道三段上，比鄰台中新市政中心-台中七期重劃區，交通位置便利，距國道 1 號高速公路中港交流道僅約一分鐘車程，此外，距台灣高鐵台

中站、台鐵臺中車站也僅需 15 分鐘的車程。兼具商務及休閒度假的設施、笑容可掬及待客如親的員工，絕對是您在台中市最佳的長期、短期住宿

的優先選擇。 

日期：03/01~03/31 

房型/每間 房價 (台幣, 元/間) 備註 

雅緻雙人房 (1~2 人入住) 42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豪華雙人房 (1~2 人入住) 45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接駁資訊 

福斯(T5 九人座，攜帶大型行李建議坐 6~7 人) 

桃園機場–飯店單程: NTD$ 3,400. 

台中機場–飯店單程: NTD$ 1,500. 

台中高鐵–飯店單程: NTD$ 1,500. 

＊建議入住 5 天前預約(採自行預約或旅行社預約)，並於飯店櫃台支付費用。 

 

 

 

 



 

 

 
台中商旅 
以獨特的美學風格，悄悄地出現在中港路上，寬闊綠意的前庭花園，優雅貴氣的桂花樹，以米黃色為主體的活建築，在鬧中取靜，映入眼簾的是一

座活的藝術品，完全地將中港路朝馬路段變得文化，變的藝術。共有 101 間溫馨時尚客房，當旅客走進客房，低調奢華旅店的美學風情昭然若揭，

名設計師精挑嚴選的擺設、進口傢俱。每間客房都有大量的自然採光，開闊的視野讓台中市的街道美景於眼簾前開展，更是唯一的台中精品旅館及

設計型旅店。 

日期：03/02~03/06、03/08~03/13、03/15~03/20、03/22~03/27、03/29~03/31 

房型/每間 房價 (台幣, 元/間) 備註 

經典雙人房 (1~2 人入住) 30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豪華家庭房 (3~4 人入住) 40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日期：03/07、03/14、03/21、03/28 

房型/每間 房價 (台幣, 元/間) 備註 

經典雙人房 (1~2 人入住) 36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豪華家庭房 (3~4 人入住) 46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日期：03/01 

房型/每間 房價 (台幣, 元/間) 備註 

經典雙人房 (1~2 人入住) 40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豪華家庭房 (3~4 人入住) 50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接駁資訊 

福斯(T5 九人座，攜帶大型行李建議坐 6~7 人) 

桃園機場–飯店單程: NTD$ 3,900. 

台中機場–飯店單程: NTD$ 1,400. 

計程車(含行李建議坐 2~3 人，預估價格) 

台中高鐵–飯店單程: NTD$ 300. 

＊建議入住 5 天前預約(採自行預約或旅行社預約)，並於飯店櫃台支付費用。 

 



 

 

 

台中逢甲 Hotel7 
seed lounge 位於飯店一樓，以種籽衝破土壤成長至天際做為意象，提供各式調酒、烈酒及葡萄酒等作為成長的養分，魔豆成長經過二至八樓客房樓

層以繽紛的七色彩虹做為銜接，引出共 62 間的三種房型 – "share"、"float"及"loft"，另外飯店內有提供戶外場地 - se7en garden 可容納 60 位賓客舉

行派對及活動，至於頂樓的"giant's pantry"僅提供房客使用，入住於 hotel se7en 我們希望您可以把 giant's pantry 當作您的起居室、遊憩室甚至是健

身房，或者就僅僅只是躺著享受陽光的沐浴。 

 

日期：03/02~03/05、03/09~03/12、03/16~03/19、03/23~03/26、03/30~03/31 

房型/每間 房價 (台幣, 元/間) 備註 

標準雙人房 (1~2 人入住) 25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標準三人房 32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家庭四人房 38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日期：03/06、03/08、03/13、03/15、03/20、03/22、03/27、03/29 

房型/每間 房價 (台幣, 元/間) 備註 

標準雙人房 (1~2 人入住) 27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標準三人房 34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家庭四人房 40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日期：03/01、03/07、03/14、03/21、03/28 

房型/每間 房價 (台幣, 元/間) 備註 

標準雙人房 (1~2 人入住) 38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標準三人房 50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家庭四人房 60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接駁資訊 

不提供接駁服務。 



 

 

 

 
台中文華道會館 
座落於逢甲夜市商圈，與逢甲大學比鄰，近中科，無論逛街購物洽商都很方便，是兼具商務與品味的最佳旅館。 文華道會舘-擁有 196 間客房，簡

約的商務客房、獨具風格的藝術客房、親子家庭房及時尚的莎翁套房；多元化的設計利用不同的色彩、材質、家具，區隔不同樓層的空間氛圍，創

造令人難忘的住宿風格，為忙碌的城市人提供一個引發思想的空間。 

 

日期：03/02~03/06、03/08~03/13、03/15~03/20、03/22~03/27、03/29~03/31 

房型/每間 房價 (台幣, 元/間) 備註 

標準雙人房 (1~2 人入住) 20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精緻三人房 27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豪華四人房 34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日期：03/01、03/07、03/14、03/21、03/28 

房型/每間 房價 (台幣, 元/間) 備註 

標準雙人房 (1~2 人入住) 28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精緻三人房 32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豪華四人房 4000 依入住房型，贈送早餐 

 

★接駁資訊 

Sedan (含行李建議坐 2~3 人，預估價格) SUV (九人座，攜帶大型行李建議坐 6~7 人) 

桃園機場–飯店單程: NTD$ 2,900. 桃園機場–飯店單程: NTD$ 3,200. 

台中機場–飯店單程: NTD$ 800. 台中機場–飯店單程: NTD$ 1,100. 

台中高鐵–飯店單程: NTD$ 1,500. 台中高鐵–飯店單程: NTD$ 1,800. 

＊建議入住 5 天前預約(採自行預約或旅行社預約)，並於飯店櫃台支付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