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 暑假、端午優惠專案
序號

旅館名稱

優惠方案

電話

地址

官網連結

0905-972-109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ns/~gtthrzer/109hostel/inde
36號3樓
x.html

1

109 Hostel Taipei
台北109青旅

夏天即將來臨，戶外教學畢業旅行，歡迎機關
學校、企業協會包層包棟，可安排台北潛水 、
攀岩、立槳等水上活動，或是馬術騎乘體驗，
以及在地文化導覽(鐵道博物館、北門、大稻埕)
，詳細請洽官網。

2

怡品商旅

超值優惠5折起，享受台北東區的繁華，席夢思
床的舒適，歐舒丹洗沐的呵護。

02-2776-6136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 https://www.eastintaipei.com.tw/
路四段87號14樓

晴美公寓酒店

6/1-6/30 連住兩天5200元，每人每晚只需
1300元!! // [樂遊連假 親子超值專案] 6/156/30 家庭入住直接升等三人套房！加碼贈台北
捷運卡，㇐晚只要3600元！

02-6619-8888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 http://www.jolleyhotels.com
/
路568號

02-6622-5880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https://apq.hihotel.asia/zhtw
.v3.0.0.60.6ME8X1/page/
38號

02-2515-8777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
https://c6.cityinn.com.tw/tw/
路338號

02-2703-1234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
m.tw/south/news_page.html
路二段41號
?id=2205

3

http://host2035.temp.domai

沁夏驚喜 - 即日起至2020年07月31日(五)預訂
與入住，豪華客房雙人入住每房每晚享超值回
饋價NT3,999+15.5%的政府稅與服務費。不適
用萬豪旅享家積分累積、住宿夜數累計及福
利。
溫暖升級，精彩雙享 - 即日起至2020年08月31
日(㇐)預訂與入住豪華客房的標準房價，加1元
可獲美味早餐兩客。
【饗玩艾美】BIG FUN㇐泊二食住房專案
輕鬆擁有愜意的都會假期，「睡到飽足、大啖
美食」，慵懶享受美好的旅行時光。不分平、
假日，依房型的標準房價另再加2元，即享專
案！
◆專案期間◆
即日起至2020年07月31日止
◆專案內容◆
1. 含入住當晚探索廚房自助晚餐2客 （不可累
計使用）
2. 含翌日早餐2客（不可累計使用）
3. 加贈北緯二十五迎賓飲料抵用券(價值
NT300)2張（不可累計使用）
4. 禮遇延遲退房至14:00

4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5

新驛旅店復興北路
店

6

搭配三人房 $388。內容包含 1. 加贈捷運24小
時票二張 或 北北基交通暢遊券兩張(擇㇐) 2. 延
台北馥敦飯店復南館 遲退房至下午三點 3. 訂此專案加贈小王子沐浴.
繪本1組 4. 搭配高鐵聯票，高鐵票可享7折優
惠。

7

東門旅店

端午節優惠房價再5折,暑假期間優惠房價再6
折。

02-2356-0210

台北市中正區臨沂街 https://www.dongmenhotel.
com
76號2樓

8

Solo Singer Hotel
賓城旅社

8/31以前續住第二晚起，即享當日房價再打五
折（本優惠不含早餐，不與其他優惠合併，限
透過官網、電話訂房使用）

02-2891-8312

台北市北投區溫泉路 https://thesolosinger.com/c
h/
21巷7號

9

阿羅國際旅館

端午節25% 優惠 ，暑假20% 優惠

好事乘3，買㇐送二，詳情請至官網預訂

http://www.taipeifullerton.co

02-2331-7272 或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
0975916896
路㇐段50號22樓之2
台北市中山區⾧春路 http//www.kyotohotel.com.t
02-25673366
w.
38號

10 京都商務旅館

享房間升級

11 泊居旅店

您來電我打折，即日起來電即享優惠價再9折，
來店訂房及享會員價9折

02-25617711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
d?propertyID=1270113&So
路282號3樓
urce=LNK

端午優惠方案: 雅緻客房買㇐送㇐兩晚共
$2800/家庭客房買㇐送㇐兩晚共$5000

02-77252288

台北市中正區寶慶路
https://c4.cityinn.com.tw/tw/
63號

12

新驛旅店西門捷運
店

https://book.revato.com/G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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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旅樂序旅館二館

全房型九折優惠

02-2375-7555

14 星美飯店

振興國旅全館最低價優惠方案

02-2882-8080

15 台糖台北會館

安心999住宿優惠專案，即日起至暑假期間不分
平假日雙人房入住第2間或第2晚只要$999(含
早餐)住宿優惠，更貼心贈送台糖酒精擦1包

02-2388-5522
訂房電專線
0922000702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
㇐段15號
台北市士林區前港街
38-1號

官網連結
http://www.hotelrelaxclub.c
om/relax2/
http://starbeautyhotel.com.tw/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
1段39號

16

橙舍背包客國際青
年旅館

住宿床位320元起，太空艙420元起，房間特價
優惠。

17

橙舍青年旅館台北
二館

住宿床位320元起，太空艙420元起，房間特價 0922000702或02- 台北市萬華區漢口街
www.twhostel.com
優惠。
2311-9559
二段56號3樓

18 璽愛旅店

平日價(日-四)例1680*0.65=1092 假日價(五六)例2000*0.65=1300㇐律65折(不含早餐)
C/I15:00 C/O11:00

台北市萬華區漢口街
www.twhistel.com
二段41號

02-2388-0808或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
www.slovehotel.com.tw
LINE-ID
路1段72號3F
0966727526

19

旅樂序精品旅館三
館

搭配官網訂房享高鐵票7折專案優惠

02-23758333

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 http://www.hotelrelaxclub.c
om/relax3/
34號

20

璞漣商務旅館臺北
車站店

來電訂房說要參加(暑期優惠)(端午優惠).即可獲
得官網優惠價再打95折

02-2559-2662

台北市大同區華陰街
resv2@hotel-puri.com.tw
46號3樓

安心省錢.防疫優惠 標準雙人房二小床
(110x200cm) 每房/夜 NT1350元 (含稅,含服務
費,不含早餐) 優惠期限至109年7月31日止

02-2541-823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 https://www.firsthoteltaipei.c
om/
路二段63號

和逸飯店．台北民
生館

方案㇐、「888超值輕鬆遊」 即日起至
2020/6/30，雙人入住享房價限定優惠888元起
，以及1.飯店會員「100元房價折扣」2.
「1,000元餐飲抵用金」
方案二、「環遊護照」 即日起至2020/6/30，
雙人入住全台和逸飯店(台北、桃園、台南、高
雄)/慕軒飯店任三館僅 NT$6,499，再享免費升
等、早餐、保證住房24小時等專屬禮遇。

(02)7706-3600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
www.hotelcozzi.com
路二段178號

和逸飯店．台北忠
孝館

方案㇐、 即日起至2020/6/30，雙人入住享房
價限定優惠888元起，以及飯店會員「100元房
價折扣」2. 「1,000元餐飲抵用金」
方案二、 即日起至2020/6/30，雙人入住全台
和逸飯店(台北、桃園、台南、高雄)/慕軒飯店
任三館僅 NT$6,499，再享免費升等、早餐、保
證住房24小時等專屬禮遇。

02-7706-3600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
www.hotelcozzi.com
路㇐段31號

(02)7706-3600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
www.madisontaipei.com
路㇐段331號

21 第㇐大飯店

22

23

方案㇐、「888超值輕鬆遊」 即日起至
2020/6/30，雙人入住享房價限定優惠888元起
，以及1.飯店會員「100元房價折扣」2.
「1,000元餐飲抵用金」
方案二、「環遊護照」 即日起至2020/6/30，
雙人入住全台和逸飯店(台北、桃園、台南、高
雄)/慕軒飯店任三館僅 NT$6,499，再享免費升
等、早餐、保證住房24小時等專屬禮遇。
24 慕軒飯店

方案㇐、「晨曦樹海住房專案」即日起至
2020/6/30，雙人入住享房價限定優惠2,500元
起，含豐盛Buffte早餐，盡享台北市最美敦南
林蔭大道絕美景觀。
方案二、「環遊護照」 即日起至2020/6/30，
雙人入住全台和逸飯店(台北、桃園、台南、高
雄)或慕軒飯店任三館僅6,499元，再享免費升
等、早餐、保證住房24小時等專屬禮遇。(第㇐
晚須6/30前入住，第二、三晚於12/30前使用
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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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台北凱達大飯店

凱達大飯店配合政府安心旅遊補助1000元，推
出優質０元住宿專案，詳細優惠如下：
預訂日期：即日起 ~ 2020/10/31
入住日期：2020/07/01 ~ 2020/10/31
精緻雙床房 平日入住 NT$1000元 ( 不含早餐 )
精緻雙床房 週六及連續假日入住 NT$1800元 (
不含早餐 )

02-2383-6796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 https://www.caesarmetro.co
m/zh-tw
道167號

26 有誠商旅

即日起至六月底前官網或電話訂房 加贈米羅主
廚特製單點午餐兩客

02-8861-5599
#308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
www.yusensehotel.com
2段55號

27 丹迪旅店天津店

丹迪旅店官網訂房最優惠1600元起~

02-2541-5788

台北市中山區天津街
up.com/nv/reservation/reser
70號
vation.php?hid=105

28 多郎明哥飯店

旅宿網訂房, 保證線上通路最低價!!

02-2700-1200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https://taipei.taiwanstay.net.
tw/65
三段73號

29 彰化旅舍

訂房九折

02-2555-2268

台北市大同區西寧北 http://www.changhuahotel4
9.com.tw/room.html
路49號

30 東京國際飯店

官網預定第㇐晚折400元，第二晚折600。

02-2564-3733

台北市中山區⾧春路 http://www.tokyohotel.com.t
w
39號

31 蘭庭商務旅店

單人住宿最低800

02-2550-5005

台北市大同區太原路 https://www.lantinghotel.co
m.tw/
64號

https://booking.taipeiinngro

http://www.hotelrelaxclub.c
om/relax5/ or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
https://booking.taiwantravel
路㇐段20號
map.com/user/booking.aspx
?m=508

端午及暑期期間，預訂旅樂序站前五館任㇐房
旅樂序精品旅館-站
32
型同時預訂高鐵票券 享有高鐵8折優惠及每人
前五館
提供零食㇠組

02-2375-6777

33 富玉莊旅館

經濟雙人房8折優惠

02-2882-2308

台北市士林區福港街
149巷15弄8號2F

34 國聯大飯店

暑期住宿優惠方案，國聯飯店歡迎您的蒞臨。

02-2773-1515
轉訂房組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 hotel.net/wep4webhotel/we
bhotel/0638/hotel/showPro
路200號

35 陽光士林珮柏旅館

最新優惠方案會同步曝光於官網、臉書及
Line！

(02)2881-7588

台北市士林區福德路 https://www.papersun.com.t
w/
48巷8號

36 伸適商務旅館

親子優惠/ 續住半價/壽星專案

(02)7743-1000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
hotel.net/webhotel/0028?_r
路477號
and=br0szhrcd5v

37 新尚旅店

透過官網訂房，2020/06/30前入住，憑優惠代
碼"730505"，享200元房價折扣唷！

(02)2395-9009

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
http://hotel73.com
二段73號

38 旅樂序站前1館

各房型每間限加㇐人但不加價, 並贈送集團旗下
義式餐廳的美味披薩㇐份(入住時客人挑選)

(02)2383-2727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http://www.hotelrelaxclub.c
om/relax1/
8號11樓

39 台北北門窩泊旅

使用北門窩專屬折扣碼預訂享最優惠價格！奉
上折扣碼：『BYEBYECOVID-19』讓我們用北
門窩折扣碼㇐起跟疫情說掰掰！

(02)2552-5068

台北市大同區太原路 m/en/reservation/VwWKV9#
checkin=2020-0692巷2-1號

宿之酒店
40
Suz&Catorze

放"宿"㇐下27小時，贈送㇠份(肌膚之鑰 光采尊
寵組)，限量提供

(02)2375-5511
分機4102

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
https://www.suz.mobi/
路㇐段51號

41 柯達飯店台北二店

就想三人行-2999起，家庭房優惠專案-4000起

(02)2525-5555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
www.khotels.com.tw
路二段139號

42 台北凱撒大飯店

端午優惠專案:龍飛鳳舞豪饗家住房專案(不含
早)每晚3899起,每房加贈王朝中餐廳龍鳳宴雙
人套餐1次 / 暑假優惠專案:三倍振興住房專案
(不含早)每晚3000起,每房加贈雙重好禮:餐飲抵
用券2000元及SPA療程抵用券1000元

(02)2311-5150
轉訂房組2150

台北市忠孝西路1段 http://taipei.caesarpark.com.
tw/
38號

https://wrs.ec-

ductRoomList.action#top

https://rsv.ec-

https://hotels.cloudbeds.co

05&checkout=20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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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台北六福萬怡酒店

1.端午連假方案：享用敘日現點現做和牛龍蝦
雙饗餐，再加NT$401即可入住雙人客房，雙人
只要$4,799就能體驗五星級飯店完美假期。
2.暑假方案：三倍券加倍奉還!住房優惠自
2020.7.15至2020.12.30止。 持振興劵消費入
住六福萬怡/六福居可享各館現行專案9折優惠,
六福莊則現行專案免㇐成服務費，結帳時需搭
配實體振興券任㇐面額，入住後可享以
NT$3,000加購六福萬怡/六福居/六福莊任㇐館
住宿劵㇐張

(02)2171-6565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 http://www.courtyardtaipei.c
om.tw/zh-TW/
路七段359號

台北馥華商旅南港
館

續住第二晚減200元續住第三晚減300元以此頪
推

(02)2785-2655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https://apq.hihotel.asia/zhtw
.v3.32.0.0.FA0A35/page/83
23號

45 品格子旅店西門館

凡入住日期含6/25(週五)或6/26(週六)週末任㇐
日，則6/24(週四)及6/28(週日)房價享原價五折
優惠，本專案限量5組

(02)2361-8008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
http://inn.twn.pw/
路30號8樓

46 品格子旅店北車館

凡入住日期含6/25(週五)或6/26(週六)週末任㇐
日，則6/24(週四)及6/28(週日)房價享原價五折
優惠，本專案限量5組

(02)2311-4511

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
http://inn.twn.pw/
13號10樓

47 台北士林萬麗酒店

初夏季節、端午連放四天！台北士林萬麗酒店
推出限定住房優惠，於連假期間預訂，享優惠
(02)8861-2389 轉
https://www.gobooking.com
房價入住尊貴山景客房，另附贈專屬佳節好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
.tw/Renaissance/ShihlinTaip
22611、22610訂
禮：端午限定手工干貝醬禮盒以及萬麗專屬紫
路五段470巷8號
ei
房組
蘇調香氛，每房NT$5,198，下㇐次連假要等三
個月，把握機會手刀預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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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名稱

地址

官網連結

暑假嗨起來~ 只要您來電指名從"旅宿網"看到 住宿享 優惠價 1晚9折 2晚85折 3晚8折 (不分
平假日) ㇐起FUN暑假~~

(02)2563-7555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 https://colorsinn.business.site/
路286號2-3樓

暑假優惠方案-歡迎旅客來電詢問

(02)2873-0333

台北市士林區天玉街 http://beautique.beautyhote
ls.com.tw/
38巷14號

連住兩晚，第二晚半價. 優惠入住期間：即日
起 ~ 2020/8/31 專案說明： 1. 必須連住兩
天。 2. 中午12:00可提早辦理入住進房，並可
延⾧退房時間至14:00PM。3. 提供免費升等：
標準房升等商務房；商務房升等景緻房； 4. 可
台北馥華商旅 - 松江
50
以在預定抵達(入住)日前72小時之前，免費更
館
改或取消預訂。 5.不分平假日，不分房型，全
部都適用。 6.附贈 早餐 (依據訂房確認單上的
入住人數)。 7.可免費享用所有公共設施，包
含：全身按摩機, 美腿按摩機, 量血壓機, 健身房,
洗衣房, 茶水咖啡, 書報雜誌, WiFi。

(02)2511-8896

台北市中山區㇐江街 https://apq.hihotel.asia/zhtw
.v3.32.0.0.FA0A35/page/81
3號

連住兩晚享優惠. 優惠入住期間: 即日起 ~
2020/8/31 專案說明：1.必須連住兩晚，另有
連住三晚優惠，如需四晚以上煩請來電洽詢; 2.
可提前於中午12點辦理入住，並可延⾧退房時
間至下午2點 ; 3. 提供免費升等：單室客房升
等簡居客房；實庭客房升等樸苑客房; 4. 可以
在預定抵達(入住)日前72小時之前，免費更改
或取消預訂; 5. 不分平假日，不分房型，皆適
用優惠; 6. 贈送早餐 (依據實際入住人數贈送);
7. 可免費享用所有公共設施，包含：全身按摩
機, 美腿按摩機, 健身房, 洗衣房, 茶水咖啡, 書報
雜誌, WiFi。

(02)6613-1300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 https://apq.hihotel.asia/zhtw
.v3.32.0.0.FA0A35/page/84
路4巷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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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登商務旅館(千彩
格精品旅店)

49 昰美精品飯店

Simple+ Hotel (台
51 北馥華商旅 - 敦北
館)

臺北市 暑假、端午優惠專案
序號

優惠方案

電話

52 璽愛旅店

平日價(日-四)65折ex1680*0.65=1092 假日價
(五-六)2000*065=1300 C/I 15:00 C/O 11:00
不含早餐 C/I 15:00 C/O 11:00 不含早餐 端午
優惠6/25-6/28 暑期優惠7/1-8/31

(02)2388-0808
LINE ID：
0966727526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 www.slovehotel.com.tw(ww
w.slovehotel.com.tw
路1段72號3F

53 台北松山意舍酒店

即日起至2020年9月30日期間，凡預訂「親子
假期」專案，可享免費早餐及其他優惠。 台北
松山意舍酒店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交通便利
，步行幾分鐘即可抵達台北捷運松山站，讓您
和家人輕鬆探訪各種親子旅遊景點。成美河濱
公園、饒河夜市也都在台北松山意舍酒店步行
距離範圍內。搭乘意舍酒店提供的免費接駁車
，只需5分鐘車程即可抵達誠品信義店及新光三
越信義新天地。 趁著暑假探訪台北來場都市輕
旅行，為家人創造更多美好有趣的家庭回憶！
立即預訂101中房或以上房型連續二晚以上，就
能享有本優惠專案。

(02)2525-2828

臺北市南港區市民大 hotels.com/tc/songshan/off
ers/content/family-holiday道七段8號17樓

台北喜來登大飯店「星旅米其林」㇐泊星食國
人住房專案
*專案日期：即日起至2020年8月31日(㇐)
*專案內容：入住舒適或豪華客房每晚含稅
6,600元，可享請客樓或安東廳「米其林星選雙
人套餐」㇠份。
※注意事項與優惠內容詳請見官網

(02)2321-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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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名稱

台北寒舍喜來登大
飯店

地址

官網連結

https://www.amba-

with-free-breakfasts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 https://www.sheratongrandt
aipei.com/about.php
路1段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