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振興三倍券 

天成飯店集團振興優惠飯店餐飲住房加碼送 

 

天成飯店集團旗下各館熱烈響應政策，推出住宿、餐飲振興加碼送優惠，消費者透過實體紙本政

興三倍券或是綁定信用卡支付，都可抵用及享受加碼專屬尊寵優惠，搭配安心旅遊優惠省更多，

樂享補助，旅人聰明精省聰明消費遊。 

 

振興三倍券-天成飯店集團客房使用方案及加碼優惠--振興三倍券視同現金使用，可折抵房費不

得找零，或使用綁定信用卡支付消費可享加碼專屬優惠。 

活動期間：2020/7/15-2020/12/29 

館別 方案/優惠內容 

台北天成大飯店(台北) 1、 振興三倍券加碼優惠(三千送二千) : 持振興三倍券 3,000 元消費入住精緻雙人

房(不含早餐)，加贈餐飲折抵金 2,000 元，餐飲抵用金限單次使用，餐點限內

用不可外帶。 

2、 振興三倍券 x 安心旅遊雙重送(四千送三千)：持振興三倍券 3,000 元消費及搭

配安心旅遊補助 1,000 元入住精緻雙人房(不含早餐)，另加贈餐飲折抵金 3,000

元，餐飲抵用金限單次使用，餐點限內用不可外帶。 

台北花園大酒店(台北) 1、 振興三倍券加碼優惠(三千送一千) : 持振興三倍券 3,000 元消費入住精緻雙人

房(不含早餐)，加贈餐飲折抵金 1000 元，餐飲抵用金限單次使用，限用於饗

聚廚房及翠庭中餐廳使用，餐點限內用不可外帶。 

2、 振興三倍券 x 安心旅遊雙重送(四千送二千)：持振興三倍券 3,000 元消費及搭

配安心旅遊補助 1,000 元入住精緻雙人房(不含早餐)，另加贈餐飲折抵金 2,000

元，餐飲抵用金限單次使用，限用於饗聚廚房、翠庭中餐廳及 PRIME ONE 牛

排館使用，餐點限內用不可外帶。 

天成文旅-華山町(台北) 1、 振興三倍券加碼優惠(雙人房升等四人房) : 持振興三倍券 2,000 元消費入住華

山雙人房(不含早餐)，免費升等至華山四人房(不含早餐)、並可加價購四客早

餐只要 1,000 元。 

2、 振興三倍券 x 安心旅遊雙重送(升級全日食專案加贈啤酒)專案價 4,000 元：持

振興三倍券 3,000 元消費及搭配安心旅遊補助 1,000 元入住華山四人房享升級

全日食住宿專案，另加贈精釀啤酒 2 瓶(限單價 150 元內)，此專案僅限於「全

日食專案」預定。 

※未滿 18 歲禁止飲酒 

天成文旅-繪日之丘(嘉義) 1、 振興三倍券加碼優惠(平日限定享買一送一/週末免費升等) : 持振興三倍券

3,000 元於 2020 年 7 月至 12 月平日周一~周四入住精緻雙人房，加贈一間精

緻雙人房(含兩客早餐) ※平日入住享當日預定兩間或連續入住兩晚(二選一，



 

每日限量 10 間，售完為止)； 

2、 持振興三倍券 3,000 元於 2020 年 9 月至 12 月旺日及假日入住精緻雙人房，可

享免費升等溫馨家庭房(含兩客早餐) 

 

※9~12 月於旺及假日入住，免費升等溫馨家庭房(每日限量五間，售完為止) 

※加人費用 500 元/位，贈送早餐及每間最多入住四位 

※五歲以下不收費，每房至多招待兩位 

3、 振興三倍券 x 安心旅遊雙重送(平日限定買一送一/加碼升等一間四人房)專案

價 4,000 元：持振興三倍券 3,000 元消費及搭配安心旅遊補助 1,000 元平日入

住，享精緻客房(雙人房)買一送一，其中一間精緻客房加碼升等溫馨家庭房(含

兩客早餐)。亦可以現金額外支付 1000 元，可享有兩間都升等為溫馨家庭房(每

房含兩客早餐)。 

※平日定義 : 周日至周四；旺日定義：周五；假日定義：周六 

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花蓮) 1、 政興三倍券加碼優惠(三千送四千五) :持振興三倍券 3,000 元消費可享

Angsana Spa  4500 元的療程(周日-周四適用，期限到 2020/12/30) 

備註 

★連續假日(中秋連假 2020/10/1~2020/10/4 及國慶連假 2020/10/9-2020/10/11)不適用於上述加碼優惠內容，持振興三倍

券即當現金使用。 

★使用專案限定官網訂房及電話訂房 

★優惠可與安心旅遊補助同步使用，其餘不得與其他特殊優惠合併使用。 

★以上專案 3,000 元振興三倍券需一次使用完畢方得適用 

★天成飯店集團保留專案變更、修改及最終解釋權利 

★天成飯店集團聯合訂房中心：02-8978-6688 

 

 

 

 

 

 

 

 

 

 

 

 



 

 

振興三倍券-天成飯店集團餐飲使用方案及加碼優惠 

活動期間：2020/7/15-2020/12/31 

館別 方案/優惠內容 

台北天成大飯店 (台北)  1、 翠庭小吃：持振興三倍券 3,000 元可享中式餐點合菜(6 人份) 

(一套原價$3,680，優惠價$3,000 ) 

2、不限平假日適用 

台北花園大酒店 (台北) 1、 PRIME ONE 牛排館：持振興三倍券 3,000 元可享雙人成行海陸分享餐，不限

平假日使用 

2、 饗聚廚房：持振興三倍券 3,000 元可享平日午/晚餐八人同行使用 

3、 花園 thaithai：持振興三倍券 1000 元可抵 1,500 元消費 (優惠 66 折 )，不限平

假日使用 

4、 麵包各店： 

*持振興三倍券消費滿 200 元，贈冠軍吐司(價值 88 元) 

*持振興三倍券消費滿 500 元，加贈手工果醬(價值 160 元) 

※麵包各店不適用於禮盒、餐盒、特惠商品及其他寄賣商品…等折抵，不得與其

他優惠及晚間折扣及集點活動…等活動合併使用。 

世貿國際會館 (台北)  1、 持振興三倍券 3,000 元可享招牌烤鴨餐 4-6 人 ,不須另收服務 

(一套原價 3,960 元，優惠價 3,000 元) 

※菜單:精緻開胃五小碟/櫻桃鴨三吃/酸菜白肉鍋/招牌蔥酥餅 

※精緻開胃五小碟:五味拌花生/老醋川耳/滷水鴨翅/黃金泡菜/葱烤香魚)  

天成文旅-華山町(台北) 1、華山町餐酒館:持振興三倍券 1,000 元，可抵 1500 元消費 (優惠 66 折)不限平假

日適用 

台北天成大飯店(台北) 

台北花園大酒店(台北) 

世貿國際會館(台北) 

 

翠庭/宴會廳 

1、8,000 元 10 人桌菜  (持振興三倍券 3,000 元可折抵 4,000 元) 

2、10,000 元 10 人桌菜 (持振興三倍券 3,000 元可折抵 5,000 元) 

3、12,000 元 10 人桌菜 (持振興三倍券 3,000 元可折抵 6,000 元) 

※專屬限量菜單(優惠不併用/服務費原價計算) 

※毎桌振興券使用上限為 3,000 元, 依照桌價最高折抵上限 6,000 元 

 

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 (花蓮) 1、 芳泉百匯晚餐：持振興三倍券 3,000 元，享 4 人用餐 (優惠 63 折) 

2、 PRIME ONE 牛排館: 

* 午餐，主菜五選一，持振興三倍券，每位 500 元 (優惠 56 折) 

* 晚餐，持振興三倍券 3,000 元享 3 人用餐，(優惠 58 折) 

3、大廳酒吧、美饌廣場:持振興三倍券 500 元，可抵 800 元消費 (優惠 63 折) 

※優惠不限平假日 



 

備註 

★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特殊節日：農曆七夕情人節、父親節、聖誕夜、聖誕節、跨年夜、主題美食節不適用此優惠活動 

★請於用餐日前三天預先來電訂位，以免向隅。 

★聯合訂位中心專線：(02)2312-1000 

★天成飯店集團保留專案變更、修改及最終解釋權利 

 

天成飯店集團旗下優惠各館 

台北天成大飯店 

電話：+886-2-2361-7856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43 號 

台北花園大酒店 

電話：+886-2-2314-6611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1 號 

世貿國際會館 

電話：+886-2-2720-8008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1 號 

天成文旅-繪日之丘 

電話：+886-5-275-9899 

地址：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一段 888 號 

天成文旅-華山町 

電話：+886-2-2351-5188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 79 號 

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 

電話：+886-3-887-6000 

地址：花蓮縣瑞穗鄉溫泉路二段 368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