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台北國際夏季旅展-台北館品牌優惠資訊
品牌業者

販售商品內容

臺北雙層
觀光巴士

主打商品

雙層觀光巴士日間票 x2 +思慕昔套票(冰品+飲料雙人套餐券)，250 組，
原價 1570 元，優惠價 899 元
販售商品

雙層觀光巴士 24hrs，旅展限定買一送一，原價 600 元，優惠價 300 元

雙層觀光巴士單次票券，旅展限定買一送一，原價 150 元，優惠價 75 元

雙層觀光巴士合金車，原價 350 元，優惠價 300 元
提供刷卡服務
主打商品


安心旅遊
北北基
好玩卡

生態旅遊
台北市
旅行商業同
業公會

生態旅遊
台北市溫泉
發展協會
臺北城市
紀念品

Saibaba
Ethnique

【北北基好玩卡高鐵聯票】
：可享高鐵來回車票 65 折，加上價值高達 2,030
元的北北基好玩卡一張

【登高為台灣加油】
：貓空纜車雙程券+祈願永康消費券 150 元+開運擲筊
皂，限量 700 組，原價 588 元，優惠價 288 元

【安心與世界相遇】：袖珍博物館門票(50 元館內消費券)+祈願永康消費
券 150 元+開運擲筊皂，限量 700 組，原價 598 元，優惠價 288 元

臺北自來水園區門票，原價 80 元，優惠價 50 元
享有 Line Pay 電子支付服務
主打商品

台北好好遊方案：優惠價只需 999 元/人，讓您輕鬆遊台北!
宿-二天一夜自主搭配台北市區超過五十間飯店
餐-享用精緻餐食
車-觀光雙層巴士暢遊台北
禮-價值 NT3000 元城市迎賓大禮包
提供刷卡服務
詳見附件

主打商品

旅人純粹/ 純花植粹 旅行組：
熊讚 x AVEDA 首度合作推出聯名商品，售價 680 元
享有悠遊付服務
主打商品

週六/日限定台北聯名手刷 T-shirt，優惠價 700 元

商品全面 9 折：
1. 選物布料，原價 1280 元，優惠價 1150 元
2. 掛飾商品-捕夢網 ，原價 1080 元，優惠價 970 元
享有 Line Pay 電子支付服務

主打商品

旅展紀念伴手禮包裝「小旅行的小貓舌 」3 入/袋，原價 100 元/袋，現

赤峰貓舌菓

合集良飲

場優惠 90 元/袋

旅展期間限定優惠：好事成三禮盒（珍奶、杏仁、烏龍各 4 片共 12
片）原價 350 元/盒，優惠價 300 元/盒
販售商品

十入珍珠奶茶貓舌菓、杏仁豆腐貓舌菓、桂花烏龍貓舌菓、綜合口味貓
舌菓，售價 350 元/盒
現金消費
主打商品

台北市聯名百香綠茶每日限量 30 杯，優惠價 40 元，8 折
販售商品

四季青芒果露、紅莓果粒茶，售價 60 元

冬瓜檸檬、百香綠茶、鳳梨綠茶，售價 50 元

百蔗清茶，售價 55 元
享有街口電子支付服務

瓷禧茶坊

紅玉滿赤心
雞蛋糕

主打商品

琥珀烏龍茶，優惠價 40 元，原價 50 元
販售商品

Teazzi 限量潮 T，450 元

Teazzi 環保提袋，80 元

茶葉，380 元
現金消費
主打商品

展場限定北門造型+觀光雙層巴士造型+愛心造型，四入，優惠價 50 元
販售商品

原味造型雞蛋糕，四入，優惠價 50 元

綜合造型雞蛋糕，四入，優惠價 60 元
享有 Line Pay 電子支付服務
主打商品

台北半日遊時光旅行，4 小時，1300 元/人，優惠買一送一：
蔣介石紀念館、烈士陵園、國立故宮博物館、中國寺廟、手工藝中心

台北夜遊行程送鼎泰豐晚宴， 4 小時，1500 元/人，優惠買一送一：

宏祥旅行社

龍山寺、鼎泰豐、華西街夜市、台北 101 購物中心

陽明山國家公園和台北溫泉半日遊行程，1500 元/人，優惠買一送一：
陽明山、北投溫泉公園浴場、一覽火山口
所有行程皆含交通專車、專業導遊、門票與酒店接送
販售商品

推出私人遊程，以食品為主的台北捷運一日遊，含午餐與一日捷運通行

台北陽明山一日遊等其他遊程，2200 元/人起
提供刷卡服務

附件
生態旅遊-台北市溫泉發展協會
飯店名稱

優惠方案

夏季旅展優惠方案

北投水美溫泉
會館

1. 3 倍回饋
持振興券單筆使用 1000 元（含）以上，贈價值 3000 元水美
券內容包含 1000 元住房抵用券、1000 元溫泉抵用券、餐飲
滿 500 元折 100 元抵用券。
2.持券+國旅補助 :
8/31 前不分平假日，持券 2000 元及國旅補助 1000 元折
抵，每人每晚免費，入住水美溫泉會館-溫泉雙人房乙晚，
再贈送住宿券乙張（可當天或續住使用）。

春天酒店

1.露天風呂買一送一
2.竹林亭日本料理亭風/浜/春天套
餐，加一元多一套(須收取原價一
成服務費)

日勝生加賀屋
國際溫泉飯店

1.振興抵用券安心綠旅行住房專案
日期： 7/15-09/30
入住園景露天風呂住房，一泊六食
平日: NT$19,999/晚 (總價值約
$44,984，超值 2.4 倍！)
2.安心旅遊補助，平日入住再加碼
優惠
日期：7/1~10/31，平日加碼限定
享每房/每晚可折抵 1,000 元政府補
助平日入住再加碼：

住房升等

館內餐飲 9 折優惠

北投麗禧溫泉
酒店

1.以振興券任一面額消費湯屋、露
天風呂，立即享有 300 元現金折
抵。
2.館內餐廳雍翠庭及歐陸餐廳推出
3000 元雙人套餐

水都北投溫泉
會館

買一送二，免費住宿$3999 元
訂 1 間 水都雙人房
(含早餐及免費使用露天大眾池)
贈雙人精緻套餐+ 台北寶格利時
尚旅館雙人住宿券(原價:7480)

1.夏季旅展現場購買，
再享特別優惠價特：
#2999 元
訂 1 間 水都雙人房
(含早餐及免費使用露
天大眾池)贈雙人精緻
套餐+台北寶格利時尚
旅館雙人住宿券(原
價:7480)

2.使用振興券付費

露天大眾池現場優惠價$380 元
起，
振興券付費，即可享
$200 元/1 人(不分平假
日)

客房泡湯
豪華套房泡湯+雙人下
午茶$1680 元)，振興
券付費，$1200 元/1 間
泉都溫泉會館

1.住宿泉都溫泉會館

再加碼—好

禮 4 選 1⋯

使用住宿抵用券 300 元，現場
立馬折 300 元優惠

領取「餐飲享樂券」一張，立
即享受北投在地美味佳餚、飲
品、甜點

直接「升等雅風套房」，讓溫
泉體驗之旅更舒適

兌換法國原裝進口「歐舒丹沐
浴用品旅行組」一組
2.1700 元振興券+75 元現金，即可
入住售價 2200 元的雙人溫泉客
房，700 元即可享有溫泉客房泡湯
一次。
嘉賓閣溫泉飯
店

1.套房泡湯+自助式下午茶 雙人只 1.幸福雙人泡湯 799 元
要 888 元起
2.優質住宿/一泊二食
2. 一泊二食+安心旅遊補助
1988 元
雙人住宿只要 1299 起，續住加碼
送 500 元可抵用，送雙層觀光巴士
24 小時乘車兌換券

大地酒店

訂房即贈館內消費抵用金$3,000 元
享免費提早進房、延遲退房

奇岩客房 原價 NT$13,800

平日價 NT$9,200

楓林客房
原價 NT$15,800

平日價 NT$11,200

丹鳳套房
原價 NT$28,800

平日價 NT$20,200

北投亞太飯店

1.持振興券 6,000 元加每房自由行
補助 1,000 元，以「0」現金入住

萬元溫泉客房（原價 14,190 元），
享晚餐買一送一、續住半價、2 名
6-11 歲孩童不加價等禮遇
2.使用振興券 3,000 元用餐，即可
享用 4 人份綠漾套餐（原價 980 元
+10%）
3.使用振興券消費 3,000 元，可享
原價 3,600 元 60 分鐘 SPA 療程
外，另加贈千元綠漾套餐 1 客（限
當日使用）
4.持振興券預約和室湯屋（原價
4,000 元，雙人 120 分鐘），當日加
送下午茶 2 客（每客原價 580 元
+10%），只要 3,000 元。
少帥禪園

1.單人專案 3000 振興券
少帥私房套餐+服務費(1980)+精緻
湯屋 1.5H(1800) +玫瑰醋飲
100ml(300)原價 4080 元
2.雙人專案 6000 振興券
少帥私房套餐+服務費(1980)+大帥
府傳套餐+服務費(3080) +精緻湯屋
1.5H(1800)+雙人下午茶+服務費
(1320)原價 818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