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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
2020/08/08-

2020/08/08
NA 880起 8折 翰品酒店花蓮【爸氣食足~爸氣暢飲】

爸氣食足

活動日期：08/08(六) 

活動時間：17:30-21:00

活動地點：翔雲西餐廳

活動內容：將於08/01(六)12:00 FB抽出8位於父親節當天晚餐時段可以免費吃霸王餐(自助餐+波士頓龍蝦一隻)，同行者(至多三位)每人再享8折優惠，服務費

需以原價10%計算。

爸氣暢飲

活動日期：08/08(六) 

活動時間：21:30-22:30

活動地點：雲河廳

活動內容：當天入住的爸爸們享生啤酒暢飲以及happy hour小點。

北部
2020/08/01-

2020/08/31
NA 6,999起 NA 兆品酒店嘉義【爸氣食足~享美食】

中式合菜10人份 每桌 $6,999/8,999/10,999

享果汁暢飲+紀念合照1組(含相框)

8/5前預定 每桌再贈進口紅酒1瓶

優惠期間不與其他優惠案同時使用 

宴會/社團/外帶不適用

嘉義市文化路257號   電話(05)229-2883*3202   傳真(05)229-1998

2020/08/07-

2020/08/08
NA 1980 NA 雲品溫泉酒店【男孩們! 放風去 餐飲優惠以及現場活動】

【男孩們!放風撇步】

一、戶外兜風盡情放電：帶男孩們兜風趣，投奔大自然，路上/船上遊日月潭，8/7-8/9贈爸爸本人免費趣旅行、免費獲得日月潭船票。

二、放風夜生活-Disco舞會：用音樂舞蹈再次回味的，夜的美好

時間：8/8(六)20:50-21:40     地點：戶外圓形廣場    演出：五號樂團

帶來80年代風格樂曲，帶動現場簡單搖擺舞動作，邀請大小孩一起在廣場唱載歌載舞。

三、腦袋放空-動手做最舒壓：烘焙教室-Dad's Cookies

時間：8/7(五)15:15-16:15     地點：2F 丹彤K區      名額：12組      師資：餐飲部西點師傅     報名：現場報名，額滿為止

課程：手作可愛人造型餅乾，趣味性畫我的爸爸，且特製自己的下午茶點心，有吃有玩。

跟著畫筆來旅行

時間：8/8(六)15:15-16:15     地點：2F 丹彤K區      名額：20名       師資：陳昱伶 黑炭呀畫室 師資      報名：現場報名，額滿為止

課程：父親節小插畫，專業繪畫師資帶領，輕鬆完成美美畫作，享受創作帶來的放鬆愉悅，用繪畫留下美好的旅行回憶。

【餐飲優惠】

1、丹彤父親節杯子蛋糕出餐檯：活動日期：8/7晚餐、8/8午晚餐、8/9午晚餐

2、丹彤派送父親節點心，原住民風格 馬告巧克力百香果小米麻糬：活動日期： 8/7晚餐、8/8午晚餐、8/9午晚餐

3、鐵板燒、丹彤午餐父親贈半隻龍蝦：優惠日期：8/8、8/9午餐

4、KC優惠：預訂1980套餐，爸爸升等半隻龍蝦。預訂2980、3980套餐半隻龍蝦升等整隻龍蝦：優惠日期：8/8、8/9午餐

2020/07/28-

2020/09/30

雲朗觀光集團飯店與餐廳

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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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與餐廳：12家，26項

父親節當日餐廳活動-【品東西自助百匯】

於8/8父親節當日推出父親節造型杯子蛋糕，讓享受美食同時也能一同感受父親節溫馨氛圍。

暑期集點活動-【品東西自助百匯】

品東西聚一夏集點活動

活動期間：2020/7/1至2020/9/31

憑發票當日不分平假日於品東西自助百匯消費滿1000元，即可獲得一點。

集滿三點可兌換健身會館一日使用券

集滿五點可兌換健身會館一日使用券2張或品東西自助百匯平日午晚餐餐券1張

集滿十點可兌換品東西自助百匯平日午晚餐餐券3張或品東西自助百匯假日午晚餐餐券2張。

............................................................................................................................................................................................

暑期平日促銷優惠-【品東西自助百匯】

品東西暑假振興餐飲方案

活動期間：2020/7/1至2020/8/31

於活動期間至品東西自助百匯週一至週五平日2人用餐1000元，加碼贈100元餐飲抵用券

注意事項：

1.此優惠已含服務費 

2.若第三人則恢復原價每人580+10%。 

3.此優惠適用於現金/信用卡消費，亦可與振興券併使用。

4.可與品東西期間內優惠活動以及餐券購買合併集點。 

5.該贈券效期優惠至2020/10/31

(此活動僅限平日假日恕不適用)

......................................................................................................................................................................................

DIY課程活動-【給爸爸的愛心領帶-兒童不織布DIY活動】

【活動時間】8月8日  中午場12:30

【活動內容】讓寶貝們用不織布手作爸爸的造型領帶

【課程對象】 3-16歲 （4歲以下建議家長協助陪同） 

【課程費用】每位NT$100

＊注意事項：需事先3天前預約，課程最低人數需滿三人以上，若不足人數則另行通知取消或改期。

【收費方式】現場繳費 (每一場次最多五組)

兆品酒店台中【八月份父親節餐飲&DIY報名活動】NANA 1,0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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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鳳凰酒店(礁溪) 北部
2020/08/01-

2020/08/31
16,600 8,888 約5.35折 父親節限定 ▏一泊二食x限定蛋糕 每晚NT8,888+10%起

父親節限定 ▏一泊二食x限定蛋糕

入住日期：2020/8/1-8/31

高級洋式客房 平日$8,888+10%

+88元升等豪華洋式客房 平日$8,976+10%

專案內容：住宿乙晚+自助式早餐、晚餐+加贈特製3吋蛋糕一個

▎貴賓專屬活動：

* 館外健行，迎接最美好的早晨

* 免費使用千坪親水設施、慢活SPA區

(內含三種主題湯池、溫泉魚池、氣泡淺灘浴、戶外溫泉池、兒童遊戲池、蒸氣室及烤箱、空中溫泉泳池等)

* 慢活SPA池畔bar免費提供各式飲品與小點心(胖卡餐車供應時間為PM02:00~PM06:00)

* 主題VR電玩、冰球桌、桌撞球、雷射光廊、各式桌遊等多種設施

* 免費DIY手作課程(上下午各一場、預約制)

* 觀賞鳳凰劇場夜演秀(還可抽鳳凰麻辣鍋餐券)

* 睡前瑜珈課，專業老師指導，舒緩緊繃的肌肉(預約制)

▎貴賓獨享：

* 住宿貴賓皆可免費停車

* 全館免費使用WIFI

* 免費享用客房minibar、點心、水果

訂房專線：（03）910-0688

台北凱撒大飯店 北部
2020/07/30-

2020/08/09
16,610 1,788 約1.07折 和爸爸一起旅遊

針對今年父親節台北凱撒大飯店除了祭出地表最強的1折優惠外，搭配安心旅遊補助省更大，每房只要788元！貼心加碼給爸爸的三大專屬好禮也讓人驚呼太

超值！爸爸入住房型升等至綺幻客房，清新溫暖又帶點微奢華的空間讓爸爸好好放鬆、放空，還有爸爸最愛的冰冰涼涼啤酒解暑，最棒的是平日還可以讓爸

爸好好補眠、享受賴床的樂趣！專案驚喜限量優惠，欲購從速！

兄弟大飯店 北部
2020/08/01-

2020/08/08
14,740 5,288 約3.59折

【兄弟大飯店父親節限量超值優惠住房專案】5288住兩晚，限量

8組熱賣中!!

「5288我愛爸爸」家人同遊住兄弟，兩晚只要5,288元！

專案期間: 即日起開始預訂，2020/8/1~8/8 期間內入住。

專案內容:

2020/8/1~8/8期間入住「雙人/雙床房」兩晚，每組只要NT$5,288 / 每房含2客早餐(原價NT$13,400+10%)

*超值優惠專案限量8組，即日起開始預訂，訂完為止。

每房均有：

✅通風對外窗

✅席伊麗名床

✅浴缸、免治馬桶

✅免費Wi-Fi、冰箱飲品…等，

優惠備註:

● 每組最多共可四位入住。(每房入住人數逾2位則須另酌收費用)

● 每房每晚可使用一次「安心旅遊補助」(須請自行於入住前上傳身分證，以便於入住時順利核銷)，亦可使用振興券付款。

● 旅客入住時間：下午3時  / 旅客遷出時間：中午12時。

訂房洽詢專線：02-2712-3456 轉「訂房組」

飯店與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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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亞都麗緻大飯店 北部
2020/04/30-

2020/08/31
17,080 3,999 約2.34折 ★住宿3999，贈宿饗3999回饋券★

★住宿3999，贈宿饗3999回饋券★

★凡於台北亞都麗緻大飯店預訂$3999住房專案(不含早)，每房加贈三張千元餐飲抵用券與一張$999客房優待券(憑券入住台北亞都麗緻大飯店僅需支付

NT$999即享入住卓越客房乙晚優惠，持Coupon券至飯店，支付此金額即可入住)。★

入住日期 :2020.04.30 至 2020.08.31

專案內容：

1. 此專案優惠及贈送優待券皆不包含早餐，如需早餐，需額外加價$600+10%/客。

2. 每房贈餐飲扺用券為NT$1,000元三張，每人每次限用乙張，限住宿期間使用(僅限台北亞都麗緻大飯店館內餐廳消費，恕不提供外帶服務，麗緻坊以及

Room Service亦不適用)。

3. 每房加贈客房優待券乙張，憑券預訂入住台北亞都卓越客房僅需支付NT$999元(住宿優惠券使用期限至 2020.09.30)此贈送券恕不提供加購優惠服務。

4. 此專案接受官網及電話訂房，緻友會員可全額累點。

5. 提供免費迎賓水果、瓶裝礦泉水。

6. 住宿期間可享免費停車優惠、健身房、有線及無線網路。

7. 連住兩晚(含)以上即可享有洗衣優惠7折。

北投亞太飯店 北部
2020/07/15-

2020/09/30
4,312 3,000 約6.95折 父親節快樂「88免禮」

「爸爸用餐，我們買單」！歡慶父親節，北投亞太飯店請老爸吃大餐！千元套餐買三送一，只要3,000元，就能享用價值980元+10%綠漾套餐四客，歡迎使

用振興券表孝心！訂位專線：02-28983088。注意：本優惠不得與館內其他優惠專案或票券同時使用。

陽明山天籟渡假酒店 北部
2020/07/16-

2020/09/30
1,300 600 約4.61折 水世界SPA每人優惠價$600起，再送300元餐飲抵用券

一票暢遊全最大型的溫泉樂園，包括13座戶外風呂有13池、7座室內泉池(溫泉池、冷水池、冰水池、氣泡按摩池、沖淋水柱池、烤箱、岩盤浴)還有半露天男

女裸湯區、4米高滑水道、四季游泳池等各式主題水療設施，非常適合炎炎夏日親子一日遊。活動期間購票進場加碼贈送300元餐飲抵用券，父親節帶老爸到

陽明山天籟來趟一日奢華體驗，不僅送全家人健康更是CP值最高的度假遊程。

台北美福大飯店 北部
2020/08/01-

2020/08/31
32,340 8,520 約2.63折  爸爸，我愛你！ 客房買一晚再送一晚

讓爸爸暫時放下生活重擔，台北美福讓整個八月都是爸爸月！自8月１日至8月31日，週日至週四入住行政客房(價值16,170元)，以「爸，我愛妳！」的諧音

價─8,520元，享有買一晚再送一晚的超值優惠。15坪的寬敞典雅空間，讓爸爸可以卸下父親的嚴肅面具，愜意享受獨處時光；亦可帶上媽媽同行，來趟三天

兩夜的台北輕旅行，重溫年輕的戀愛時光。甫獲得交通部觀光局頒發卓越五星標章的台北美福，在硬體設備上更是艷壓群雄，有著美國席夢思的頂級獨立筒

床具組、義式精品等級的純棉寢具，進入夢鄉更臻輕柔舒適，同時獻上由美福團隊精心挑選的免費Mini bar，另外館內還有以傳統日式三溫暖流程做為設計

發想的「沐」三溫暖，搭配烤箱、蒸氣室、冷熱水池等設備，以及設備健全的健身房，和令人備感沁涼的戶外恆溫游泳池，讓爸爸體驗徹底的身心靈放鬆！

來趟台北美福，給爸爸一場超越五星的卓越享受之旅吧！

於此關鍵時刻，防疫行動不容怠慢！台北美福除了日常的消毒清潔之外，另外也啟動了嚴謹的防疫措施，以更為頻繁的定點定時清潔確保賓客的安全，而全

館的客房及餐廳也使用經SGS及QPS等認證的 AQUECARE 滅菌機消毒，無論是至美福用餐還是入住，輕鬆享有安全無慮的頂級假期。

【父親月 買一送一住房專案】

優惠期間：2020年8月1日至8月31日

入住期間：2020年8月2日至8月31日 （週日至週四）

優惠價格：NT$8,520

優惠內容：

1. 入住即享買一晚再送一晚

2. 提供每日兩客彩匯早餐

3. 客房膠囊咖啡機、高速無線網路及迷你吧免費使用

4. 沐三溫暖、健身中心及戶外恆溫泳池

備註：

1. 需連續入住，不得同日入住兩間。

2. 此優惠價格不得與信用卡及其他優惠併用。

3. 上述價格為含稅價格。

訂房請洽：02-7722-3399 轉訂房中心

飯店與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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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72 7,999 約5.34折 2020 ITF 活力樂齡 超值住房專案

*專案優惠：1. 入住免服務費2. 入住期間享餐飲9折優惠

入住房型：剛果藍天房      入住天數：2天1夜      入住人數：2人

專案內容：

1. 早餐2客     2. 草原歷險2人次     3. 客家風味餐2客     4. 「膏天然 好生活」天然牙膏DIY 2人次     5. 房客免費精選活動

注意事項：

1. 限入住成員需有至少一位年齡50歲以上方可下訂(本人需到場，現場須出示證件證明)

2. 客家風味餐，因餐廳座位有限，建議提前電話預約訂位(訂位專線：03-547-5365 #3453)

3. 本專案為樂齡優惠方案，入住免服務費(須符合入住條件)，並享有入住期間餐飲9折優惠(須出示房卡套戳章)

4.動物體驗每梯次皆有人數限制，建議提早預約以確保名額，請於完成訂房後與六福莊活動部預約

預約專線：(03)547-5365 #2951、2952。

5. 動物體驗活動，因動物與遊客安全考量，如遇當日天候不佳、天災或考量動物狀況(ex:情緒、健康等原因)之不可抗力因素，當日活動將調整或取消。六福

莊活動部將協助貴賓處理後續調整事宜。

6. 專案皆為套裝組合行程，不得要求針對個別活動內容進行退費。

7. 六福村主題樂園營業時間請見六福村官網公告。貼心提醒：2020六福水樂園考量疫情影響，為了確保場域及你我健康安全，今年度水樂園將不開放。

8. 六福莊保有活動最終解釋權，若有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加價規定：

1. 加人加價：第三人起，加人加價：

-未滿3歲免費（不含活動及套裝內容）

-3~11歲加價$2,000／晚 (含早餐1客+草原歷險1人次+客家風味餐1客+天然牙膏DIY 1人次)

-12歲(含)以上加價$2,200／晚(含早餐1客+草原歷險1人次+客家風味餐1客+天然牙膏DIY 1人次)

2. 房型升等加價：升等剛果綠地房加$2,000 、升等肯亞藍天樓中樓加$4,000、升等肯亞綠地樓中樓加$6,000。房型升等詳情請見關西六福莊官網規定(升等

免服務費)

3.假日加價規定：假日加價：$2,000     大假日加價：$4,000     平假日定義請參考關西六福莊官網規定

30,360 5,600 約1.84折 2020 ITF 與親愛老爸旅行去 住房專案 Love U Dad

與親愛老爸一同享受美好父親節，一起旅行去！

1. 台北六福萬怡酒店卓越客房雙人入住兩晚，含翌日早餐 

(亦可改為一日入住兩間，請直接聯繫訂房組02-6615-6560)

2.住房期間可享有館內免費無線上網

3.特約停車場免費停車

4.無限次使用健身中心設施

5.客房Mini Bar招待

6.不適用持實體振興券結帳打九折活動及無法與其他優惠方案合併使用。

7.本方案不列入萬豪旅享家點數和夜數累計

28,600 4,699 約1.64折 六福居『ITF買一送一住房專案』

鄰近捷運中山站的「六福居公寓式酒店」，擁有大坪數景觀套房，每間房間都備有完善廚房設備、洗脫烘衣機，讓您的台北之旅像在家一樣的舒適便利！

★專案售價：

  18坪都會景觀套房 買1送1：NT$4,699 

  25坪公園景觀套房 買1送1：NT$5,499

★入住期間：即日起~2020/8/31

★專案內容：

1.連續入住兩晚或同日入住兩間都會景觀套房/公園景觀套房

2.每日早餐*2客

★專案說明：

1.本專案限兩人入住。

2.本專案恕不得與其他活動優惠合併使用。

3.此專案內容不適用於團體訂房。

北部六福旅遊集團飯店與餐廳
2020/07/30-

2020/08/09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 標題 內容

88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飯店與餐廳：12家，26項

19,860 4,999 約2.51折 2020 ITF 犒賞老爸超給力 住房專案To my Best Dad

台北六福萬怡酒店首度與台北101觀景台Skyline460 聯手合作

帶著爸爸到台北101觀景台體驗高空雲端漫步吧!

登上全亞洲 360度環景對外開放最高戶外平台101 SKYLINE460 ，一同俯瞮台北城市美景！

雙人入住台北六福萬怡酒店卓越客房

加贈兩張台北101觀景台-Skyline460漫步雲端體驗票券(原價NT$3000/人)

1. 台北六福萬怡酒店卓越客房雙人入住壹晚 (不含早餐)

2.每房入住加贈兩張 台北101觀景台-Skyline460漫步雲端體驗(使用期限至2020.12.10)

◆台北101觀景台Skyline460漫步雲端雙人體驗乙次

◆快速通行觀景台門票、保險、專人專梯引導上樓

◆全程專人提供專業導覽

◆專人拍攝專屬電子紀念照乙張

◆享BAR88雲朵飲品

◆參觀89F城市環景360、88F世界最大風阻尼球觀賞區、91戶外觀景台

注意事項：

(1)適用對象：限中華民國台灣籍旅客預訂，旅客進場時皆須出示中華民國有效身份證件。

(2)本活動因需穿著確保裝備，故適合身高145公分以上之旅客，活動當日請著褲裝、平底鞋以利穿戴安全裝備，請勿穿著不便行走的鞋子或高跟鞋。

(3)優惠適用時段：每日下午15:00、16:00、17:00、18:00各一梯次，每場次限制12~18人，請事先預約，預約專線：02-8101-8898。

(4)活動開始前30分鐘，請至台北101大樓5樓售票櫃檯出示憑證進行報到。

(5)不建議有以下身體狀況者參加此體驗：高血壓、心臟病、懼高症、氣喘、癲癇、懷孕婦女。

(6)為維護安全，除了手機可另借特製手機套攜帶至101樓，其他器材或物品皆無法攜帶，將於上樓前提供免費置物櫃置放，請務必留意。

(7)若遇天候不佳而取消體驗場次，最遲將於體驗前1小時通知，可另安排其他場次。

(8)如體驗中遇天候狀況導致活動提前終止，主辦方有權取消及更改活動，活動一旦進行，將無法取消退費，敬請諒解。

住房期間可享有館內免費無線上網、特約停車場免費停車、無限次使用健身中心設施、客房Mini Bar招待，不適用持實體振興券結帳打九折活動及無法與其

他優惠方案合併使用。本方案不列入萬豪旅享家點數和夜數累計

572 499 約8.72折 大廳酒吧_療癒系雲朵早午餐 平日限定NT$499

療癒系雲朵早午餐 

平日限定 原價NT$520+10%  特價NT$499 (不外加服務費) 

如棉花糖般鬆軟蓬鬆雲朵蛋，搭配主廚手工製作潤澤細緻生吐司 

輕輕啜飲濃醇綿密400次咖啡，用美味開啟美好的一天!

1,518 1,100 約7.24折 敘日全日餐廳_NT$1380主餐享72折

線上旅展快閃價72折

原價NT$1,380+10%  特價NT$1,100 (不外加服務費)

享受美味主餐再搭配餐檯上精緻的鮮食百匯!

* 香烤BBQ豬肋排搭楓糖地瓜泥與甘藍泡菜 NT$1,380+10%

軟嫩多汁 吮指回味

豬肋排以特調醬汁均勻塗抹，使用爐火慢烤，將肉汁的鮮美完整封住，口感軟嫩、多汁。

* 澳洲安格斯穀飼 100 天肋眼牛排 12oz  NT$1,380+10%

天然香氣 甘甜肉汁

肉質纖維纖細，油花分布均勻，肉質充滿穀物香氣。

3,036 2,199 約7.24折 粵亮廣式料理_人氣招牌 靚皮烤鴨三吃平日享72折

旅展快閃 靚皮烤鴨三吃 72折 限定平日享用(周一~周五)

創意粵式靚皮烤鴨再升級，獨家餅皮、醬料還有驚喜跳跳糖，滿足多變挑剔的味覺！

第一吃：片皮鴨肉搭三色餅皮：粵亮獨家菠菜馬告、紅蘿蔔刺蔥餅皮及全麥老麵餅皮

將南港區花桂花融入醬料中，推出桂花梅子醬，另有口水醬及招牌甜麵醬，除基本黃瓜、台式泡菜等配料可選擇，再搭上懷舊與創新的跳跳糖，化解鴨皮油

膩感。

第二~三吃：雪菜鴨絲紋鴛鴦粉、脆米生菜鴨肉鬆、芋香臘味鴨架煲…等八款菜色任選，打造最不一樣的烤鴨美味

北部
2020/08/01-

2020/08/31
NA 980 6折起

帶爸比來用餐！長榮鳳凰酒店（礁溪）桂冠廳、煙波亭與父同行

享優惠

8月～屬於父親的月份，別忘了犒賞下辛苦工作的爸比，帶他吃頓好料的吧！活動期間至桂冠自助餐廳及煙波亭用餐，不分平假日，爸比6折優惠，同行也可

享9折優惠。

訂位專線：03-9100988分機2867∕2861

南部
2020/08/01-

2020/08/09
NA 750 NA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愛爸呷飽逗陣行

吃遍天下自助餐廳

* 平日自助餐 午餐 每位NT$750+10%        * 平日自助餐 晚餐 每位NT$850+10%

* 假日自助餐 每位NT$920+10%

活動期間消費滿NT$3,000 即贈送台糖生技禮包包一組（不累贈） 訂位專線：06-3373865

中部
2020/07/30-

2020/08/08
NA 790 NA 感恩爸爸~長榮桂冠酒店（台中）父親節蛋糕 美味登場

體貼辛苦的父親 在特別的日子送上特別的禮物來溫暖他的心！

6吋無花果醇酒巧克力蛋糕

訂購專線：04-23139988 分機 2173

六福旅遊集團

長榮國際連鎖酒店

2020/07/30-

2020/08/09

飯店與餐廳

北部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 標題 內容

88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飯店與餐廳：12家，26項

2020/07/25-

2020/08/31
13,735 1,950 約1.42折 8月盛夏週末 一泊兩食好滿足

8月盛夏專推每週五及每週六，一泊兩食超優惠專案

不論是單人獨遊、雙人同行、三人同遊，

皆可依房型訂購此專案！

活動期間：8月每週五及每週六

詳情請洽 康華飯店訂房組 02-2521-5151 轉訂房組

注意事項：

1. 一泊兩食專案自助晚餐券僅可於入住期間使用。

2. 咖啡廳早餐套餐時段為07:30~10:00。

3. 香榭廳自助晚餐時段為18:00~21:00。

2020/08/07-

2020/08/09
1,320 888 約6.72折 『爸』氣十足好料理~感恩父親節套餐

【『爸』氣十足好料理】

父親節即將到來~感謝爸爸一直以來的辛勞，

康華大飯店『金鑾廳』於8/7~8/9，

期間限定推出由『龍蝦』及『干貝』為主題的🔸父親節精緻套餐🔸

讓爸爸們好好放鬆一下，享受美味佳餚

📣原價$1,200，優惠價只要$888‼️

🔥好康加碼：凡消費此套餐，整桌消費免收10%服務費‼️

🔎菜色內容：

日式和風沙拉、起司焗龍蝦、奶油煎干貝、南瓜炒米粉、松阪豬蘆筍、竹筍排骨湯、蜜汁叉燒酥、芋頭西米露、四季鮮水果

供應廳別｜金鑾廳

供應時間｜每日11:00-14:00、17:30-21:00

☎️詢問菜色細節，歡迎撥打 02-2521-5151轉 金鑾廳

#敬請事先訂位

2020/07/24-

2020/08/31
825 450 約5.45折 歡慶88節 住房即享自助晚餐超優惠加購

住房即可享受 入住期間 香榭廳自助晚餐超優惠加價購方案！(依房間型態與入住人數)

原香榭廳自助晚餐特惠價：

平日 每客$699+10%服務費

假日 每客$749+10%服務費

住房超優惠加購價：

入住期間不分平假日，每客$450+免收10%服務費

活動期間：

即日起 至 2020年08月31日(一)

詳情請洽 康華飯店訂房組 02-2521-5151 轉訂房組

注意事項：

1. 住房加價購自助晚餐券僅可於入住期間使用。

2. 訂房時同時加購，即可享優先訂位，以免向隅。

3. 香榭廳晚餐時段為18:00~21:00。

康華大飯店飯店與餐廳 北部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 標題 內容

88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飯店與餐廳：12家，26項

9,680 2,347 約2.42折
神旺商務酒店父親節專案-含早餐 ~88 follow me,打卡即贈下午

茶

神旺商務酒店父親節專案-含早餐 ~ 88 follow me,打卡即贈下午茶

神旺獨家特典: 

1.入住時出示打卡,即贈下午茶 (打卡內容: #我在神旺商務酒店過父親節)

2.可住2位大人+1位11歲以下(含11歲)之兒童,無需額外加價

入住飯店: 神旺商務酒店- 台北巿南京東路一段128號

入住房型: 雅寓客房(一大床/二小床)

連繫電話: 02-25115185 / 02-77022688#33002

規則與條款

* 房價不包含10%服務費與5%稅金

* 保證金政策

注意事項:

* 每位住客皆要攜帶身分證辦理入住

* 預訂房間時，請仔細確認您的入住日期是否正確。

* 需提供有效信用卡擔保，以確保訂房。

* 入住時間3:00PM，退房時間12:00PM。

取消政策:

* 如需取消訂房，敬請於入住日期 72 前小時通知飯店訂房組，如未告知飯店將收取第1睌取消費用。

9,680 1,912 約1.97折
神旺商務酒店父親節專案-不含早餐 ~88 follow me,打卡即贈下

午茶

神旺商務酒店父親節專案-不含早餐 ~ 88 follow me,打卡即贈下午茶

神旺獨家特典: 

1.入住時出示打卡,即贈下午茶 (打卡內容: #我在神旺商務酒店過父親節)

2.可住2位大人+1位11歲以下(含11歲)之兒童,無需額外加價

入住飯店: 神旺商務酒店- 台北巿南京東路一段128號

入住房型: 雅寓客房(一大床/二小床)

連繫電話: 02-25115185 / 02-77022688#33002

規則與條款

* 房價不包含10%服務費與5%稅金

* 保證金政策

注意事項:

* 每位住客皆要攜帶身分證辦理入住

* 預訂房間時，請仔細確認您的入住日期是否正確。

* 需提供有效信用卡擔保，以確保訂房。

* 入住時間3:00PM，退房時間12:00PM。

取消政策:

* 如需取消訂房，敬請於入住日期 72 前小時通知飯店訂房組，如未告知飯店將收取第1睌取消費用。

飯店與餐廳 台北神旺大飯店 北部
2020/07/30-

2020/08/09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 標題 內容

2020/07/28-

2020/08/31
NA 3,699起 NA 澎湖花火節機+酒3日自由行

機+酒   保證有房！超值優惠$4,299起 

華信航空  早去午回 

輕鬆暢遊澎湖   讓你玩好玩滿 

 

※本專案2人以上方可成行，指定「台北松山」出發 

限量促銷，立即搶購！

2020/07/28-

2020/09/21
NA 4,400起 NA 【安心補助】探訪戰地走遍老金門３日(台北出發)

老金門超值3日  每人4,400元起

※旅遊交通：搭乘直航豪華客機飛往「金門」，採用早去晚回航班

※精選住宿：當地特色古厝民宿或A+檔飯店，體驗當地生活

※精選行程：一次暢遊大小金門，體驗戰地風光

※提供最機動行程，最專業、最完整的優質服務、讓旅客賓至如歸。

※用餐推出別於不同一般餐廳的菜色，讓貴賓品嘗金門道地風味餐，在吃膩山珍海味的同時，體驗戰地早期鄉村的口味，令您有返璞歸真的感覺。

※行程註記：本行程最低成團人數為20人，限台北出發

*** 新興人氣景點 ***

※打卡打起來：太湖3D神奇漂浮斑馬線、情人銀河步道、瓊林紅磚樹牆

※埃居刷一排：陳景蘭洋樓、獅山砲陣地、民俗文化村、太武山風景區、金城總兵署

※走遍老金門：成功海防坑道、莒光樓、翟山坑道、金城模範街、邱良功母節孝坊

※玩遍小金門：九宮坑道、湖井頭戰史館、鐵漢堡、勇士堡

★行程謹供參考，實際行程將配合班機時間以及天候狀況略作調整－敬請見諒

★如因疫情關系景點不開放，將另外安排替代行程·敬請配合·謝謝！

此行程為【安心旅遊補助方案】

※此行程售價已將2020年安心旅遊補助方案己列入優惠，恕不再另行補助與折扣。

※此行程為安心旅遊補助方案補助行程，為了維護所有旅客權益，若通知成團後，如因個人因素取消，需收取100%團費之取消費用。

※此行程為政府安心旅遊國旅補助行程，對於旅行社補助款已反應於售價，故參團價格低於實際行程成本，倘旅客出發前取消行程，所衍生解約違約金可

能高於售價，敬請貴賓知悉。

【行程報價】※適用日期：2020/07/01-2020/10/31 有效。

出發日期：07/01-10/31 (不卡連續假日) /報價為兩人一室

此行程搭配之飯店為兩人一室，無法三人一室或四人一室 敬請留意

※本專案為旅遊補助專案價

2020/07/28-

2020/09/23
NA 5,400起 NA 上帝的部落-司馬庫斯.神木群步道２日

前往山林淨土，走入上帝的部落-司馬庫斯

台北/桃園/新竹出發，6人成行！

現在訂購，每人5,400元起

【行程亮點】

1.油羅溪山水風光

2.司馬庫斯部落-漫步神木群

3.新竹內灣老街散策

2020/07/28-

2020/09/30
NA 1,799 NA 基隆嶼登島１日 (台北出發)

2020人氣新景點-基隆嶼  再次開島囉！

16人成行，好評推薦！每人只要1,799元！

【行程亮點】

1.基隆嶼行程3合1-登島漫步+登塔眺望+船遊繞島

2.情人湖公園-眺望大武崙澳底漁港、基隆嶼及野柳海岬

3.碧砂漁港-挑選尚青現撈海產

南部 - NA 7,300起 NA 高雄小琉球自由行３日-台北高鐵來回(2人成行)

小琉球3日自由行 

輕鬆搞定交通+住宿！ 

 

2人成行！ 

超值推薦    每人7,300元起 

 

【行程費用說明】 

1.台北-左營來回高鐵車票 

2.高雄-東港碼頭接駁車 

3.小琉球來回船票 

4.小琉球島上24小時機車(2人1台) 

5.小琉球風景區門票 

6.小琉球浮潛/半潛艇2選1 

7.小琉球住宿+高雄住宿各1晚

88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旅行社：6家，34項

山富國際旅行社旅行社

北部

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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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旅行社：6家，34項

2020/07/28-

2020/09/30
NA 1,599起 NA 宜蘭龜山島登島１日 (台北出發)

季節限定-龜山島登島囉！16人成行，好評推薦！

立即預定，每人1,599元起

【行程亮點】

1.龜山島登島漫步

2.烏石港-挑選尚青現撈海產

3.蘇澳冷泉-沁涼一夏

2020/07/28-

2020/09/30
NA 1,099 NA 早鳥預購！太平山賞楓1日(台北/宜蘭出發)

今年秋天來去宜蘭太平山賞楓！

2020/11/16-2021/1/7  每周一、四     台北/宜蘭出發

16人成行！每人只要1,099元

【行程亮點】

1.漫步太平山，欣賞楓紅隧道

2.走入世界絕美山林鐵道-見晴懷古步道

3.羅東運動公園，遇見金黃落羽松

2020/07/28-

2020/08/21
NA 6,299起 NA

超值花東３日-花蓮豐年祭、台東熱氣球嘉年華.石梯坪.石門麻糬洞.

山月吊橋

【花東年度2大盛宴】

台東熱氣球嘉年華+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

限量2團  保證成團！！

出發日期：8/20、8/23

超值推薦！每人最低只要6,299元起

【行程亮點】

台東熱氣球嘉年華/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石梯坪/加路蘭/鯉魚潭/布洛灣台地/太魯閣九曲洞/花蓮絕美新秘境-山月吊橋

2020/07/28-

2020/08/14
NA 7,099 NA 花蓮推薦３日-原住民豐年祭-金針花海.天空之鏡.布洛灣漫步

限量1團  保證成團！！

出發日期：8/20

【行程亮點】

2020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崇德瑩農場/布洛灣台地/六十石山金針花海/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花蓮光復糖廠/花蓮天空之鏡沙灘車體驗（全程大約

１小時）/花蓮絕美新秘境-山月吊橋

2020/08/07-

2020/08/08
11,900 3,999 約3.36折 從海平面到天際線-五星喜來登大飯店 無論上山還是下海，老爸總是帶著你。今年父親節就帶著老爸從海平面玩到天際線吧

2020/08/08-

2020/08/08
7,999 3,999 約4.99折 豪華國賓城市天際跳島之旅 走訪離台灣最近的離島，登上亞洲最高觀景平台，入住五星級大飯店，給你最難忘的八八節

2020/08/07-

2020/08/08
2,988 988 約3.3折 以父之名988

入住德立莊酒店一晚，獨家享用「海陸龍蝦牛排餐」，還有台北設市100年小旅行，不容錯過超值優惠。 

共有4個梯次：8/7  8/8  8/14  8/15，假日不加價喔

2020/07/30-

2020/08/31
11,750 11,500 約9.78折 【高鐵ez遊】夜宿海生館‧小琉球豐富3天

慶祝父親月佔床者每位優惠250元

★即日起出發日至2020/8/31止，入住杉板灣民宿，贈小琉球限定-卡布敦啤酒乙瓶/人。(限滿18歲之佔床旅客)

第一天 出發地高鐵站++台灣高鐵++左營高鐵站 - 午餐 -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 報到 － 夜宿說明 － 展示館導覽 － 晚餐 - 探訪秘密花園 － 戲水時間 － 

海洋DIY － 洗澡嚕啦啦 － 夜間探秘 － 星空海風消夜 － 與海洋共眠

第二天 館內早餐 - 大洋池餵食秀(夜宿獨享) － 潮間帶生態觀察 － 海洋生態課程 - 東港碼頭 - 小琉球(午餐自理) - BBQ晚餐 - 夜間生態導覽

第三天 民宿早餐 - 自由探訪小琉球(午餐自理) - 小琉球碼頭→東港碼頭 - 高鐵左營站→各地高鐵站

2020/07/30-

2020/08/31
10,250 9,990 約9.74折 【環島之星Hello Kitty繽紛列車】小琉球+義大樂園輕鬆3天

慶祝父節月佔床者每位優惠250元

即日起出發日至2020/8/31止，入住杉板灣民宿，贈小琉球限定-卡布敦啤酒乙瓶/人。(限滿18歲之佔床旅客)

第一天 出發地火車站++環島之星Hello Kitty繽紛列車++新左營 - 左營高鐵站 - 東港碼頭 - 小琉球(午餐自理) - BBQ晚餐 - 夜間生態導覽

第二天 民宿早餐 - 自由探訪小琉球(午餐自理) - 返回東港 - 前往義大飯店(晚餐自理)

第三天 飯店早餐 - 義大遊樂世界(自理午餐) - 集合回程 - 環島之星Hello Kitty繽紛列車++出發地火車站

8/7~8/9台中 ~新竹段提供冰啤酒及下酒菜給爸爸放鬆一夏!

東部
2020/07/29-

2020/08/30
2,990 2,790 約9.33折 【環島之星Hello Kitty繽紛列車】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一日遊

慶祝父節月佔車者每位優惠200元

台北火車站 - 花蓮火車站 - 七星潭 - (午餐)太平洋食府 - 太魯閣國家公園 - 花蓮火車站 - 台北火車站

8/7~8/8礁溪-台北段將為爸爸提供冰涼啤酒及下酒菜~讓爸爸輕鬆一夏喔

永恒旅行社 北部

易遊網旅行社

南部

東部

旅行社

山富國際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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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旅行社：6家，34項

中部
2020/07/27-

2020/08/31
NA 4,588 NA 繽芬花語茶香趣

▲ 行程亮點 ▲  ★使用振興三倍券贈送3000旅遊折價劵★

★ 入住 全台特色農遊 ★金獎★ 南投台一生態休閒農場渡假村(溫泉)

★ 遊覽 全台特色農遊 ★中區霸主獎 ★ 苗栗花露休閒農場

▲參考行程▲

第一天-台北車站集合

  ◎竹山紫南宮

  ◎和菓森林 ★半日茶師小旅行★

    ‧茶園導覽解說及製程介紹

    ‧清收揉製1罐茶葉

    ‧手沖紅茶教學

    ‧附贈下午茶點心、檸檬紅茶

 住宿：入住楓樺台一渡假村  ★生態園區導覽、溫泉、DIY★

第二天

  ◎彩虹眷村 (是條色彩繽紛、充滿童趣彩繪的社區，也是網美們必拍景點)

  ◎花露農場 (花季：4-6月繡球花、5-7月馬鞭草、10-3月薰衣草、12月聖誕紅，全年展示蘭花)(含園區午餐)

  ◎桃園蓮荷園 (來玩大王蓮，體驗輕功水上飄)

 

【六人成行】

費用包含:車型依人數安排、住宿(一泊二食)、表列午餐、表列門票、DIY費用、旅遊意外/醫療險(200萬/20萬)

北部
2020/07/27-

2020/08/31
NA 5,288 NA 爸爸今天不回家

★使用振興三倍券贈送3000旅遊折價劵★

▲行程亮點▲

★台版威尼斯布拉諾島彩色屋

★唯一擁有湄洲媽、泉州媽、漳州媽的媽祖廟

★眺覽絶美海岸及太平洋的靈鷲山

▲參考行程▲

第一天- 自行入住台北福華大飯店(五星級)

第二天

  ◎基隆慶安宮 (基隆媽)

  ◎正濱漁港彩色屋+阿根納造船廠遺址

  ◎貢寮靈鷲山無生道場  ★贈送精緻結緣品 ★

    ‧天眼門 (菩薩慈眼看護眾生)

    ‧多羅觀音 (拜觀音轉經輪)

    ‧開山聖殿 (看五彩舍利繞聖石祈福)

    ‧圓通寶殿 (禪修體驗並祈求星期佛)

    ‧財寶宮殿 (向藏傳財寶天王祈求消災解厄及金圓寶)

  ◎昇恆昌免稅商店  ★不用出國也能逛 ★

【10人成行】  ★2人同行一人免費★

費用包含:車型依人數安排、住宿(含早)、表列門票、旅遊意外/醫療險(200萬/20萬)

旅行社 佳瑛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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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旅行社：6家，34項

2020/08/08-

2020/08/15
NA 688 NA 【父親節特別優惠 ─ 老台北、新感受，含鼎泰豐午餐】

出發日期：8月8日、8月15日限定出團

出發時間：08:50-09:00

集合地點：台北車站東二門 ─ 火車頭前

所需時間：10小時

【遊覽景點】

迪化街/烏來老街/新店碧潭/龍山寺/華西街夜市

【行程內含】

1.來回交通車資及過路橋費(依最終成團人數指派車型)

2.隨團人員

3.午餐

4.200萬旅行業責任險(附加10萬醫療險)

【行程不含】

1.餐食 (早/晚餐)

2.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依規定旅客若有個別需求，請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3.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建議、自費或自由行程所衍生之任何費用。

【注意事項】

1.每車須達20人以上成行。(最晚於行程出發前5個工作天，客服人員會告知確認是否成團)

2.如因天候惡劣導致無法成行,將在行程出發前一天下班前，以電子郵件或傳送手機簡訊等方式通知客人。

3.請準時抵達接送地點，逾時不候。

4.景點的順序安排或停留時間可能會根據實際交通狀況或天氣情況進行調整。

5.以上優惠行程限量出售, 名額有限, 售完為止。

聯絡我們 | 宏祥旅行社 

電話： 02-25635313 / 02-25634621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90號4樓  E-mail: edisonts@ms6.hinet.net

2020/08/01-

2020/08/31
NA 788 NA 【新竹包車親子一日遊 ─ 動物園/昆蟲館+消防員及輕便車體驗】

出發日期：周二至周日    出發時間：08:00      集合地點：台北市區指定地點出發      所需時間：10小時

【遊覽景點】

新竹市立動物園/新竹市立昆蟲館/新竹城隍廟美食區/新竹市消防博物館/康樂社區 ─ 槺榔驛古輕便車體驗

【行程內含】

中文車導/槺榔驛古輕便車體驗/來回交通車資及過路橋費(依最終成團人數指派車型)/200萬旅行業責任險(附加10萬醫療險)

【行程不含】

1.餐食 (早/午/晚餐)

2.入場門票

3.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依規定旅客若有個別需求，請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4.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建議、自費或自由行程所衍生之任何費用。

【包車價格】

6-9人(兩家人一起玩)： 每人NTD1,088；10-14人(三家人一起玩)： 每人NTD1,018；15人以上 (帶阿公阿嬤一起來更好玩)：每人NTD888；20人以上 (促

邊鄰居相揪來)：每人NTD788

【注意事項】

1.包車行程，滿6人成行。(最晚於行程出發前5個工作天報名)

2.大人小孩同價；每一位嬰孩NTD150 (0至未滿24個月)

3.接送地點為台北市區(山區除外)

4.如因天候惡劣導致無法成行,將在行程出發前一天下班前，以電子郵件或傳送手機簡訊等方式通知客人。

5.請準時抵達接送地點，逾時不候。

6.景點的順序安排或停留時間可能會根據實際交通狀況或天氣情況進行調整。

聯絡我們 | 宏祥旅行社 

電話： 02-25635313 / 02-25634621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90號4樓    E-mail: edisonts@ms6.hinet.net

北部旅行社 宏祥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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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2020/08/07-

2020/08/14
NA 988 NA 【發財巴士~ 財神廟巡禮】

出發日期：8月7日、8月14日限定出團

出發時間：09:00-09:15

集合地點：台北車站東三門集合

所需時間：9小時

【遊覽景點】

國立台灣博物館土銀展示館/金山財神廟/金包里老街/金瓜石黃金博物館/松山彩券一條街/松山霞海城隍廟

【行程內含】

來回交通車資及過路橋費(依最終成團人數指派車型)/隨團人員/行程內容所包含的入場門票/200萬旅行業責任險(附加10萬醫療險)

【行程不含】

1.餐食 (早/午/晚餐)

2.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依規定旅客若有個別需求，請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3.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建議、自費或自由行程所衍生之任何費用。

【注意事項】

1.每車須達20人以上成行。(最晚於行程出發前5個工作天，客服人員會告知確認是否成團)

2.如因天候惡劣導致無法成行,將在行程出發前一天下班前，以電子郵件或傳送手機簡訊等方式通知客人。

3.請準時抵達接送地點，逾時不候。

4.景點的順序安排或停留時間可能會根據實際交通狀況或天氣情況進行調整。

5.以上優惠行程限量出售, 名額有限, 售完為止。

聯絡我們 | 宏祥旅行社 

電話： 02-25635313 / 02-25634621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90號4樓       E-mail: edisonts@ms6.hinet.net

中部
2020/08/08-

2020/08/15
NA 988 NA 【台中新玩法 ─ 百變老爸~ 老爸也能當網帥】

出發日期：8月8日、8月15日限定出團

出發時間：07:10-07:30

集合地點：台北車站東三門集合

所需時間：11小時

【遊覽景點】

紙博館 ─ 紙的空間/帝國製糖會社台中營業所/勤美誠品綠園道/工家美術館/台中國家歌劇院

【行程內含】

來回交通車資及過路橋費(依最終成團人數指派車型)/隨團人員/行程內容所包含的入場門票/200萬旅行業責任險(附加10萬醫療險)

【行程不含】

1.餐食 (早/午/晚餐)

2.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依規定旅客若有個別需求，請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3.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建議、自費或自由行程所衍生之任何費用。

【注意事項】

1.每車須達20人以上成行。(最晚於行程出發前5個工作天，客服人員會告知確認是否成團)

2.如因天候惡劣導致無法成行,將在行程出發前一天下班前，以電子郵件或傳送手機簡訊等方式通知客人。

3.請準時抵達接送地點，逾時不候。

4.景點的順序安排或停留時間可能會根據實際交通狀況或天氣情況進行調整。

5.以上優惠行程限量出售, 名額有限, 售完為止。

聯絡我們 | 宏祥旅行社 

電話： 02-25635313 / 02-25634621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90號4樓       E-mail: edisonts@ms6.hinet.net

長汎旅行社 離島
2020/07/27-

2020/09/30
9,500 8,912 約9.38折 【澎湖自駕遊．2人成行】超值套裝精選行程

【8/18.22.28出發之行程，只要透過ITF線上旅展活動報名，每人就折$588！（請主動告知業務人員）】 

 

★多樣在地體驗，隨心選擇 

1. 行程含機票＋住宿＋機車（2人1部），基本配備全都包！ 

2. 精選行程3選1（如不參加可扣$700元／人） 

　(1) 浪漫南二島：南海跳島．七美看雙心石滬＋小台灣．望安看綠蠵龜的故鄉 

　(2) 勁爆吉貝水上樂園：八合一水上活動玩到飽（含島上機車or遊覽車車資） 

　(3) 水上東海一日遊：今夏最夯「透明獨木舟＋SUP立槳沖浪＋水上活動」，超好玩組合，一網打盡！ 

3. 悠閒行程2選1（如不參加可扣$400元／人） 

　(1) 夜釣小管體驗 

　(2) 浮潛體驗 

4. 超值好禮雙重送：碳烤海鮮BBQ吃到飽＋海上牧場（釣花枝、餵海鱺、品嚐碳烤生蠔） 

 

※此套裝皆需由旅客自行前往集合&搭船，到當地需與供應商聯絡取車自行遊玩

旅行社

宏祥旅行社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 標題 內容

88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旅行社：6家，34項

2020/07/27-

2020/08/26
NA 12,088 NA 【慶祝88節．爸氣有理】南北竿＋大坵梅花鹿3日

1. 贈送爸爸雙金牌陳年高粱1瓶

2. 大坵梅花鹿：在海邊零距離與超可愛的鹿兒互動

3. 夜宿芹壁聚落：體驗會呼吸的石頭老屋，漫賞黃昏、夜景與日出

4. 季節限定：坑道搖櫓夜探夢幻「藍眼淚」

5. 放慢步調：飲酒、看海、夜色漫步，感受在地風光

6. 當地美食：馬祖特色福州菜－紅糟料理、鱻海味、繼光餅、老酒麵線

2020/07/27-

2020/09/30
NA 650 NA 《澎湖》 隘門沙灘透明獨木舟／SUP 體驗（電子票券）

1. SUP立式划槳：體驗優閒慢活的海上漂浮，每艘可乘坐1-2人。

2. 透明獨木舟：無須下水浮潛就可以看見清澈的海底世界，一艘可乘坐2人。

3. 4個場次：08:00、10:00 、13:30、15:30

4. 費用包含：救生衣、保險、專業教練、 獨木舟 / SUP和槳（依購買項目分別提供對應器材）

※SUP立式划槳、透明獨木舟，須分別購買。

【其他注意事項】

・活動對象：6 歲以上旅客皆可體驗，但不適合孕婦、氣喘、糖尿病、腎臟病、心臟病、高 / 低血壓、癲癇等痼疾者參與

・自行前往指定地點集合

・行程內容不含交通，請自備交通工具

・行程可能因天候狀況或海象不佳等安全疑慮而不出團，將全額退費。

・請著泳裝或輕便服裝，勿帶貴重物品。

・如在活動過程中有任何身體不適之情形，請盡速與教練反應。

・因器材有限，請依照訂購日期及場次抵達集合地點。

2020/07/27-

2020/09/30
6,799 6,211 約9.13折 【自由行．全程贈機車代步】澎湖毛弟旅店3日（雙人房）

【8/18.22.28出發之行程，只要透過ITF線上旅展活動報名，每人就折$588！（請主動告知業務人員）】

1. 山水沙灘特色民宿－毛弟旅店2晚：工業風設計，鄰近澎湖最有名的山水沙灘（步行約5分鐘），沙灘旁有餐廳、衝浪店，前往風櫃、鎖港或其他景點都

十分方便，晚上也能到店家小酌，與朋友相聚暢聊。

2. 贈機車3日（2人1部）

中部
2020/07/27-

2020/09/30
NA 999 NA 求財紫南宮．IG網美海盜村．南投1日

1. 竹山紫南宮：求財十分靈驗 

2. 海盜村景觀彩繪園區：南投竹山最新打卡景點，彩繪牆散布各處，另有兩層樓高的海盜船，可參觀昔日海盜生活的場景

2020/08/08-

2020/09/30
NA 2,288 NA 【季節限定】驚豔基隆嶼輕旅行（6人成行）

1. 親訪海上龍珠－基隆嶼風采 

2. 深澳鐵道自行車體驗，沿途風光盡收眼底，親子時光歡樂無限 

3. 台灣最美海岸支線－八斗子車站 

4. 基隆廟口在地美食大探索

2020/08/08-

2020/09/30
NA 2,388 NA 【季節限定】璀璨星空．基隆夜釣新手初體驗（6人成行） 基隆廟口美食探索/漁船出海夜釣體驗/海上夜景璀璨星空

2020/07/27-

2020/09/30
899 799 約8.88折 新竹馬武督探索森林．香山濕地．內灣1日

1. 馬武督探索森林：台劇《綠光森林》拍攝地，蘊藏豐富芬多精與負離子，接觸自然放鬆心情。 

2. 漫步內灣老街：尋找在地特色客家美食，野薑花粽、紫玉菜包、客家擂茶、牛浣水、過鍋米粉等，大飽口福。 

3. 香山濕地賞蟹步道：靜靜看海，觀察潮間帶生物，大小共度溫馨親子時光。

2020/07/27-

2020/08/31
4,800 4,500 約9.37折 FUN遊巴陵古道．拉拉山．新竹啤酒廠2日（巴士逍遙遊）

1. 拉拉山水蜜桃季：呼吸芬多精，享用當季最鮮滋味 

2. 親子旅遊最熱門景點：新竹市立動物園 

3. 網美打卡勝地：香山濕地賞蟹步道

2020/07/27-

2020/09/30
33,000 32,000 約9.69折 台灣之美．環島山海戀6日（6人成行）

1. 台東熱氣球嘉年華（8月限定） 

2. 台東法式米其林三星料理 

3. 五星住宿 

4. 一次悠遊嘉義、高雄、台東、花蓮、宜蘭的美麗風光 

5. 即日起至10/31，刷富邦卡每人折$1,000

2020/07/29-

2020/09/30
NA 690 NA 宜蘭抹茶山健行＋溫泉公園足湯1日 登山健行欣賞蓊鬱翠綠景色，溫泉足湯帶走疲憊放鬆身心靈！帶爸爸一起來呼吸芬多精，享受悠閒假期。

2020/08/02-

2020/09/27
NA 1,388 NA 【6人成行】酒香宜蘭頭城老街1日

1.　藝文Ｘ酒香：噶瑪蘭威士忌酒廠．吉姆老爹啤酒工場．頭城文創園區 

2.　輕鬆成團：6人即可包車出發，品味宜蘭在地酒香

2020/08/05-

2020/09/30
28,888 26,888 約9.3折 【2人成行．航空版】台東慢美學3日

1. 排灣族琉璃珠手作

2. 旅行風景彩繪（老師教學）

3. 馬武窟SUP立槳體驗

4. 爬樹生態觀察

5. 即日起至10/31，刷富邦卡每人折$1,000

旅行社

離島

北部

東部

長汎旅行社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 標題 內容

2020/08/01-

2020/08/31
3,000 999 約3.33折 觀景台101F-最酷的88節禮物(Skyline460漫步雲端體驗)

●1次台北101觀景台Skyline460漫步雲端體驗

●快速通行觀景台門票、保險、專人專梯引導上樓

●1張專屬電子紀念照

●1杯雲朵飲品

●參觀89F城市環景360、88F世界最大風阻尼球觀賞區、91戶外觀景台

2020/08/01-

2020/08/31
650 499 約7.67折 台北101觀景台-爸氣飛翔101

台北101觀景台 91樓iPILOT體驗 (限量500組)

5分鐘輕度體驗 ( 含機師制服換裝、紀念冊子、紀念照）

A或B方案可擇一：

A.飛機會於松山機場起飛，並進行低空環繞，沿途可看到台北市各大景點，如圓山飯店、台北101…等等

B. 由松山機場進行15海哩的降落，體驗降落的刺激、緊張

注意事項請詳細閱讀，以獲得更佳的飛行體驗：

1.本專案限平日週一至週五於iPILOT101店使用，需於8月底前兌換完畢。

2.為維護體驗品質，體驗前需進行預約，並提前10分鐘到場。

3.本專案3歲以上皆需收費，8歲以下孩童需由家長陪同體驗，並遵守教官之指示，以確保體驗者之安全及體驗品質。

4.本專案限一人(成人或是孩童)使用。

5.本模擬機艙僅有兩個駕駛座位，每個時段體驗限一人上座，並由iPILOT教官帶領貴賓進行體驗和教學。

6.體驗進行中不提供特技飛行或其他不正常姿態飛行操作。

7.體驗進行中全程可錄影或照相。

8.模擬機艙內禁止飲食及攜帶食物。

9.本專案之體驗僅限101店做使用。

2020/08/01-

2020/08/31
500 88 約1.76折 台北101觀景台-超人88帶我飛

台北101觀景台 91樓iPILOT體驗 ( 限量100組 )

5分鐘輕度體驗 ( 不含機師制服換裝、紀念冊子、紀念照）

A或B方案可擇一：

A.飛機會於松山機場起飛，並進行低空環繞，沿途可看到台北市各大景點，如圓山飯店、台北101…等等

B. 由松山機場進行15海哩的降落，體驗降落的刺激、緊張

注意事項請詳細閱讀，以獲得更佳的飛行體驗：

1.本專案限平日週一至週五於iPILOT101店使用，需於8月底前兌換完畢。

2.為維護體驗品質，體驗前需進行預約，並提前10分鐘到場。

3.本專案3歲以上皆需收費，8歲以下孩童需由家長陪同體驗，並遵守教官之指示，以確保體驗者之安全及體驗品質。

4.本專案限一人(成人或是孩童)使用。

5.本模擬機艙僅有兩個駕駛座位，每個時段體驗限一人上座，並由iPILOT教官帶領貴賓進行體驗和教學。

6.體驗進行中不提供特技飛行或其他不正常姿態飛行操作。

7.體驗進行中全程可錄影或照相。

8.模擬機艙內禁止飲食及攜帶食物。

9.本專案之體驗僅限101店做使用。

2020/08/01-

2020/08/31
600 150 2.5折 站在巨人的肩膀-觀景台門票(1大帶2小)

觀景台國人優惠門票(1大帶2小)

優惠適用時段：即日起-2020/9/30，平日週一至週五11:00-15:00，周末(六日)10:00-15:00

●每位成人可攜2位12歲以下學齡孩童免費入場參觀，優惠時段提供場域定點導覽

●敬老、愛心票陪同者亦享150元，同行者可免排隊、升等為快速通關（原票價1,200元/人）

●贈台北101觀景台獨家身高尺學習單壹份

●贈台北101購物中心B1美食街限量手搖飲壹杯

●贈台北101購物中心B1郭元益卡哇伊喔熊餅乾壹份

●贈台北101購物中心B1全家Let’s Café經典中杯冰美式咖啡買1送1兌換券壹張

國人購票及進場時（含12歲以下學童）皆須出示中華民國有效身份證件

88 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遊樂園區：1家，4項

遊樂園區 台北101 北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