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展/美食展 住宿券於特殊節日之使用方式
天成飯店集團 聯合訂房中心：02-8978-6688

【2021 春季線上旅展

於特殊節日之使用方式】

天成飯店集團聯合住宿券四館擇一（假日不加價）3,699 元/張


以下房型/產品擇一使用：
★台北天成大飯店 精緻雙人房
★台北花園大酒店 精緻雙人房
★天成文旅-華山町 華山四人房
★天成文旅-繪日之丘 溫馨家庭房



旅展加碼：於 2021/10/31 前，使用本券入住以下館別/房型可享連住兩晚或當日兩間優惠
★台北天成大飯店 精緻雙人房
★台北花園大酒店 精緻雙人房
★天成文旅-華山町 華山四人房



特殊節日或國定假日及展覽期間依各館官網公告日期加價NT$800



本專案不接受加床及三間以上之團體訂房



聯合訂房中心專線：02-8978-6688



特殊節日或國定假日如下：
★2021：6/12 – 6/14、9/18 – 9/21、10/9 – 10/11、12/24 – 12/30
★2022：2/26 – 2/28、4/2– 4/5



下列日期僅開放定價銷售：2021/12/31-2022/1/2、2022/1/29 – 2022/2/6



惠期間：自銷售日起至2022/5/31止，超過優惠期間等同現金（NT$3,699），且需補足當時
專案價差。

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 平旺日雙人住宿券 10,000 元


房型：城堡精緻客房（雙人房）



此為 1-2 人住宿，附 1-2 客早餐及晚餐



本專案不接受加床及三間以上之團體訂房



聯合訂房中心專線：02-8978-6688



平日及旺日定義如下：
★平日：週一至週四 | ★旺日：連續假期前夕、週日及週五



假日、大假日與特殊大假日加價定義如下：
★假日需依公告加價每房每晚 NT$2,000：每週六及連續假日
2021：6/12 – 6/13、9/18 – 9/20、10/9 – 10/10
2022：2/26 –2/27、4/2– 4/4、5/1
★大假日需依公告加價每房每晚 NT$3,500
2021：7/3、7/10、7/17、7/24、7/31、8/7、8/14、8/21、8/28、12/31。2022：1/1
★特殊大假日：農曆春節期間 2022/1/29 – 2022/2/6，等同現金(NT$10,000)使用，且需補足
當時專案價差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22/05/31 止，非優惠期間內等同現金(NT$10,000)，且需補足當時專
案價差。



其他規定：如欲加價至其他房型，等同現金(NT$10,000)使用

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 平旺日家庭房雙人住宿券 15,000 元


房型：莊園-精緻家庭房或親子別墅-親子溫馨家庭房住宿乙晚，含 1-2 客早餐/晚餐



此為 1-2 人住宿，附 1-2 客早餐及晚餐



旅展加碼旺日不加價



本專案不接受加床及三間以上之團體訂房



聯合訂房中心專線：02-8978-6688



平日及旺日定義如下：
★平日：週一至週四 | ★旺日：連續假期前夕、週日及週五



假日、大假日與特殊大假日加價定義如下：
★假日需依公告加價每房每晚 NT$2,000：每週六及連續假日
2021：6/12 – 6/13、9/18 – 9/20、10/9 – 10/10
2022：2/26 –2/27、4/2– 4/4、5/1
★大假日需依公告加價每房每晚 NT$3,500
2021：7/3、7/10、7/17、7/24、7/31、8/7、8/14、8/21、8/28、12/31。2022：1/1
★特殊大假日：農曆春節期間 2022/1/29 – 2022/2/6，等同現金(NT$15,000)使用，且需補足
當時專案價差



第三人(含)加人加價(不含加床)費用如下：(每房至多可加 2 位成人)
大人加價費用/每人每晚：莊園 NT$2,500 +10%、親子別墅 NT$2,000+10%
6-12歲孩童加價費用/每人每晚：莊園 NT$1,250 +10%、親子別墅 NT$1,000+10%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2022/05/31止，非優惠期間內等同現金(NT$15,000)，且需補足當時專
案價差。



其他規定：如欲加價至其他房型，等同現金(NT$15,000)使用

台北花園大酒店超牛 Plus 一泊二食平日雙人住宿券 2,800 元/張


房型：精緻雙人房，平日(周一~周五)入住，含 1-2 客早餐/晚餐



使用本券請先預訂：(02)8978-6688；請恕不接受加床及三間以上之團體訂房



假日使用每房需另加 500 元



特殊節日或國定假日及展覽期間依各館官網公告日期加價 800 元



特殊節日或國定假日如下：
2021：6/12 – 6/14、9/18 – 9/21、10/9 – 10/11、12/24 – 12/30
2022：2/26 – 2/28、4/2– 4/5



下列日期僅開放定價銷售：2021/12/31-2022/1/2、2022/1/29 – 2022/2/6



優惠期間：自銷售日起至 2022/05/31 止，超過優惠期間等同現金（NT$2,800）
，且需補足
當時專案價差。

台北花園大酒店 GardenSPA 身體香氛紓壓護理券 NT$2,021/張


使用本券可享台北花園大酒店 Garden Spa 香氛紓壓護理 30 分鐘、全腿氣壓式引流紓壓護
理 30 分鐘與花茶及點心休憩



平假日皆可預約使用



兩堂可雙人課程或是分次使用



本券需事先預約洽詢：(02)2314-3300 轉 Garden SPA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1 號 16F



優惠期間：自銷售日起至 2022/05/31 止，超過優惠期間等同現金(NT$2,021)，且需補足當
時專案價差。

悅椿 Spa 花蓮瑞穗天合 Spa 優惠券 NT$5,500/張


使用本券可享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悅椿 Spa 花蓮瑞穗天合」單人 60 分鐘 Spa 課程兩堂



平假日皆可預約使用，悅椿 Spa 營業時間：每日 10:00–22:00



單人 60 分鐘 Spa 課程兩堂，可合併使用或分次使用



本券需事先預約洽詢：(03)887-6000 轉悅椿 Spa



地址：花蓮縣瑞穗鄉溫泉路二段 368 號(休閒會館 3F)



優惠期間：自銷售日起至 2022/05/31 止，超過優惠期間等同現金(NT$5,500)，且需補足當
時專案價差。

天成集團飯店三城市買一送二雙人住宿 NT$12,999/張
優惠期限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止


集團內三城市環島，不重複每城市住宿一晚，住宿第一晚後可獲得另外兩城市的住宿贈品
券，住宿贈送券有效期限至2021/12/30止，逾期無效。
 花蓮 限平日入住
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城堡精緻客房」(雙人房)，平日入住一晚，含一泊二食(早餐/晚餐)

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平日及旺日定義如下：
平日：週一至週四；旺日：連續假期前夕&週日及週五
 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旺日、假日、大假日與特殊大假日加價定義如下：
 旺日需依公告加價每房每晚NT$500
 假日需依公告加價每房每晚NT$2,000：每週六及連續假日
2021：6/12 – 6/13、9/18 – 9/20、10/9 – 10/10
 大假日需依公告加價每房每晚NT$3,500：暑假期間7-8月之週六
2021：7/3、7/10、7/17、7/24、7/31、8/7、8/14、8/21、8/28
花蓮加人加價
入住瑞穗：每人每晚加價NT$2,500+10%(不分大人或孩童)，房型免費升等至城堡溫馨家庭
房含早/晚餐

 台北 不分平假日
台北天成大飯店、台北花園大酒店、天成文旅-華山町以上三館擇一之「精緻客房」(雙人
房)，不分平/假日入住一晚，含1-2客早餐
 嘉義 不分平假日
天成文旅-繪日之丘「精緻客房」(雙人房)，不分平/假日入住一晚，含1-2客早餐
台北及嘉義館別特殊節日或國定假日及展覽期間定義如下：
 2021：6/12 – 6/14、9/18 – 9/21、10/9 – 10/11、12/24 – 12/30
台北及嘉義加人加價
入住台北或嘉義：每人每晚加價NT$800+10%，不分大人與孩童，房型免費升等至三人房，
含早餐


本專案不接受加床及三間以上之團體訂房



聯合訂房中心專線：(02)8978-6688



優惠期間：自銷售日起至2021/11/30止，超過優惠期間等同現金(NT$12,999)，且需補足當
時專案價差。



本券不須連續入住，但需先入住第一個城市之後，方可獲得其他兩城市的住宿贈送券，住
宿贈送券有效期限至 2021/12/30 止，逾期無效。

【2020 ITF 台北國際旅展

於特殊節日之使用方式】

天成飯店集團聯合住宿券 NT$3,699/張（五館擇一/假日不加價）


以下房型/產品擇一使用：
★台北天成大飯店 精緻雙人房
★台北花園大酒店 精緻雙人房
★天成文旅-華山町 華山四人房
★天成文旅-繪日之丘 溫馨家庭房
★天成文旅-蜂巢 豪華三人房（優惠期間 2021/01/03-2021/11/30）
★台北花園大酒店 Garden Spa 身體荷蒙紓壓護理 Spa 95 分鐘兩堂（Garden Spa 使用前請
先預約：02-2314-2200）



旅展加碼：於 2020/12/23 前，使用本券入住以下館別/房型可享連住兩晚或當日兩間優惠
★台北天成大飯店 精緻雙人房
★台北花園大酒店 精緻雙人房
★天成文旅-華山町 華山四人房



特殊節日或國定假日及展覽期間依各館官網公告日期加價NT$800



本專案不接受加床及三間以上之團體訂房



聯合訂房中心專線：02-8978-6688



特殊節日或國定假日如下：
★2021年：01/01-01/03、02/10-02/16、02/27-02/28、04/02-04/05、06/12-06/14、09/18-09/21、
10/09-10/11



下列日期僅開放定價銷售2020/12/24-12/31



惠期間：自銷售日起至2021/11/30止，超過優惠期間等同現金（NT$3,699），且需補足當
時專案價差。

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 平旺日雙人住宿券 NT$9,900（旅展限定旺日不加價）


房型：城堡精緻客房（雙人房）



此為 1-2 人住宿，附 1-2 客早餐及晚餐



旅展加碼旺日不加價



本專案不接受加床及三間以上之團體訂房



聯合訂房中心專線：02-8978-6688



平日及旺日定義如下：
★平日：週一至週四
★旺日：連續假期前夕、週日及週五



假日、大假日與特殊大假日加價定義如下：
★假日需依公告加價每房每晚 NT$1,500：每週六及連續假日（2021 年：02/10、02/27-02/28、
04/02-04/04、06/12-06/13、09/18-09/20、10/09-10/10）
★大假日需依公告加價每房每晚 NT$3,500（2020 年：12/31；2021 年：01/01-01/02、07/03、
07/10、07/17、07/24、07/31、08/07、08/14、08/21、08/28）

★特殊大假日：農曆春節期間 2021/02/11-2021/02/16，等同現金（NT$9,900）使用，且需
補足當時專案價差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21/11/30 止，非優惠期間內等同現金（NT$9,900）
，且需補足當時專
案價差。



其他規定：如欲加價至其他房型，等同現金（NT$9,900）使用

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 平旺日四人住宿券 NT$18,000（旅展限定旺日不加價）


適用房型：莊園-精緻家庭房或親子別墅-親子溫馨家庭房



此為 2-4 人住宿，附 2-4 客早餐及晚餐



旅展加碼旺日不加價



本專案不接受加床及三間以上之團體訂房



聯合訂房中心專線：02-8978-6688



平日及旺日定義如下：
★平日：週一至週四
★旺日：連續假期前夕、週日及週五



假日、大假日與特殊大假日加價定義如下：
★假日需依公告加價每房每晚 NT$1,500：每週六及連續假日（2021 年：02/10、02/27-02/28、
04/02-04/04、06/12-06/13、09/18-09/20、10/09-10/10）
★大假日需依公告加價每房每晚 NT$3,500（2020 年：12/31；2021 年：01/01-01/02、07/03、
07/10、07/17、07/24、07/31、08/07、08/14、08/21、08/28）
★特殊大假日：農曆春節期間 2021/02/11-2021/02/16，等同現金（NT$18,000）使用，且需
補足當時專案價差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21/11/30 止，非優惠期間內等同現金（NT$18,000）
，且需補足當時
專案價差。



其他規定：如欲加價至其他房型，等同現金（NT$18,000）使用

※飯店保留變更、修改及最終解釋權利，詳情請洽：02-8978-6688
※禮券如需退券，敬請事先致電台北天成大飯店財務部：02-23118905 轉財務部（服務時間：週
一至週五 09:0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