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四捨五入) 標題 內容

2020/10/01-

2020/10/31
1,078 858 7.96折 Checkers 中秋「夯」起來 柏克金「德式小麥啤酒」無限暢飲

台北凱撒大飯店Checkers自助餐廳更應景的在十月份推出有五星主廚帶領國宴團隊為您「夯」肉的盛宴，

嚴選精緻的海陸食材搭配繽紛蔬果，採用低溫少油煙的烹調烤法，兼顧美味與健康。

燒烤必備的良伴也不馬虎，Checkers與柏克金「德式小麥啤酒」合作，有鮮釀生啤暢飲的夯肉饗宴加倍暢快，

飯後還有療癒的烤棉花糖與以當季食材的的柿子、栗子與柚子的繽紛甜點畫下完美句點！

每位平日晚餐只要780+10%元，假日也只要980+10%元，邀請大家一起到台北凱撒共度難忘熱鬧的光輝十月！

2020/09/12-

2020/10/03
11,790 2,799 2.37折 迎秋彩月團圓夜．中秋住房專案

祈月福臨慶中秋，花好月圓人團圓 ☽ 

今年中秋，就和家人來台北凱撒品嚐美味的應景月餅、欣賞美麗的月夜景色吧！ 

凡於2020.09.12~2020.10.03期間入住每晚只要2,799元起(含兩早)，再加贈台北凱撒中秋彩月禮盒乙盒（價值680元）！

凱達大飯店 北部
2020/09/15-

2020/09/30
240 99 4.13折 萌系玉兔陪您過中秋 加購優惠99元

家宴推出超萌系代表作🥰以奶酪塑型成玉兔外觀 準備擄獲大小朋友的心

供應期間：9/15~10/15

凡至家宴用餐消費滿600元，即可用99元加購玉兔奶酪1份🎁(1份3顆，可另購買單顆原價80元)

訂位請洽家宴中餐廳 02-2383-6798

【加購優惠注意事項】

1.本活動消費金額限單點菜單/桌菜(不適用345合菜.外賣.伴手禮)可與優惠折扣併用。

2.本活動不得與CLR聯合通用券、抵用券合併使用。

3.每筆消費限當次用餐優惠價加購1次，恕不提供外帶服務。

4.玉兔奶酪於活動期間每日限量供應，售完為止。(數量依現場情況調整)

5.未盡事宜請依現場人員公告為準，凱達大飯店保留活動內容說明及修改權利。

2020/09/01-

2020/10/31
21,130 7,999 3.79折 入住有吃又有拿 好食好康饗不完

憑藉著關係企業引以為傲的餐飲資源，台北美福總是為消費者獻上最頂級的食材、最精緻的美食，即日起至10月31日推出「美福饗不完」住房專案，雙人入住

NT$7,999，徜徉15坪的典雅寬敞客房。為一展彩匯自助餐廳各餐期豐富多元的異國佳餚，專案提供澎湃豪華的彩匯自助早餐和晚餐，除了給您帝王般的美好晨

食之外，晚餐時段更提供每位單點位上的精選主菜供擇一品嚐，以及無限取用的現切爐烤美國牛肉、新鮮肥美的海鮮水產、追求道地風味的印度料理和日式料理

區，以及無法淺嚐即止的繽紛甜點區。退房每房再贈「美福拌拌麵」禮盒，主打醇厚牛油的「牛香蔥酥」、香氣逼人的「黃金蒜油」、海韻飄揚的「蔥香開陽」

，以及辛麻香辣的「極致麻辣」，四款獨特口味的拌麵，每組八入560元。品嘗極致絕倫的美饌並入住卓越五星飯店，快來體驗有吃又有拿的美好饗受！

【美福饗不完住房專案】優惠日期： 即日起至 10/31(六)  入住日期：9/1(二) 至 10/31(六)

優惠價格 ：雙人入住價 NT$7,999 (原價 NT$21,130)/三人悠遊價 NT$10,999 (原價 NT$29,105)/四人同樂價 NT$12,999 (原價 NT$31,305)

專案內容：1. 依入住人數提供彩匯自助早餐及晚餐2. 每房貼心伴手禮─美福拌拌麵禮盒 (8 入) 乙組 (價值 NT$560)3. 客房膠囊咖啡機、高速無線網路、迎賓水果

及迷你吧免費使用4. 沐三溫暖、健身中心及戶外恆溫泳池5. 住宿期間免費一台停車服務

備註：1. 專案入住時間為 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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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11-

2020/10/01
36,740 13,668 3.72折 賞月烤肉派對到美福 夯肉還可連住三天兩夜

賞月烤肉派對到美福 夯肉還可連住三天兩夜

「今晚，我想烤點不一樣的！」，在月圓人團圓的夜裡，家家戶戶的烤肉活動儼然已成為中秋佳節的標配之一了。今年，不用再煞費苦心地張羅食材，也無需揮

汗生火燒烤，台北美福於館內的Cocoon池畔酒吧推出「賞月烤肉派對」，10月1日中秋夜邀您一同品嚐別出心裁的烤肉派對，除了有美福引以為傲的頂級肉品之

外，義大利籍主廚Ｍassimo Picci更獻上看家本領，端出多道義式經典輕食料理盡情取用，並提供台灣金牌啤酒及特調雞尾酒無限暢飲，「中秋夯肉連住」專案

，可自由選擇於9/30或10/1入住，入住15坪以上寬敞客房，雙人三天兩夜價13,668元起，包含10/1當晚的「賞月烤肉派對」，吃飽喝足後與頂級寢具共枕眠，

隔日亦提供豐盛澎湃的自助早餐，還可使用館內多樣設施。今年中秋，台北美福獻上五星等級的烤肉饗宴和卓越極致的住宿體驗。

「中秋夯肉連住」住房專案

優惠日期： 9/11(五)至10/1(四)   入住日期：9/30(三)至10/1(四)

優惠價格 ：行政客房雙人專案：NT$13,668 (總價值：NT$36,740)/菁英客房雙人專案：NT$16,668 (總價值：NT$48,290)/尊爵套房雙人專案：NT$19,668 (總

價值：NT$76,010)

專案內容：1.需連續入住兩晚，不得同日入住兩間。2.提供彩匯自助早餐兩客。3.提供「賞月烤肉派對」兩位名額(每位價值2,200元)。4.住宿期間可免費使用戶外

恆溫游泳池、健身房及三溫暖設施。5.客房內免費Mini bar享用等服務。

備註：以上價格均含10%服務費及5%稅，恕不與其他優惠併用。訂房請洽：02-7722-3399 轉訂房中心

北部

飯店與餐廳

2020 ITF 台北國際旅展-線上旅展

中秋雙十連假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飯店與餐廳：9家，16項

台北凱撒大飯店 北部

台北美福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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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TF 台北國際旅展-線上旅展

中秋雙十連假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飯店與餐廳：9家，16項

2020/09/04-

2020/09/30
19,800 4,250 2.15折 神旺商務酒店~中秋出遊趣:連續2晚住宿限時優惠專案-"贈早餐"

限時優惠活動 : 中秋出遊趣~連續住宿2晚即"贈早餐"     活動日期:即日起至10/31前預訂此專案並且入住

*額外贈送觀光巴士券及竹子湖半日遊(數量有限,額滿為止)

*入住時可報名參加台灣好行"北投-竹子湖"免費半日遊活動,8/15-9/27每週五六日開團/10/3-25每週六日開團(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觀光巴士券,房費1千元贈送1張,以此類推(贈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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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景寓客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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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15-

2020/09/30
10,780 2,868 2.66折 神旺商務酒店~中秋，雙十 follow me

連假專案 : 中秋，雙十 follow me , 請於預定完成時,來電飯店確認及預約用餐日期時間 

於活動期間(9/15~10/11)訂購且入住此專案,贈豐富好禮,內容如下:

1.豐盛早餐2客  2.雙套餐:奶油松露烤半雞套餐1客 及 香煎霜隆松阪豬套餐1客,使用時間11:30~14:30且需提前預約(套餐內容:前菜/湯品/麵包/主食/主餐/配菜/甜

點/水果/飲品)3.升等至景寓客房 4.付費電視免費看  5.享早進晚退,早上10點入住~下午3點退房   6.觀光巴士券,房費1千元贈送1張,以此類推

*額外贈送觀光巴士券及竹子湖半日遊(數量有限,額滿為止)

*入住時可報名參加台灣好行"北投-竹子湖"免費半日遊活動,8/15-9/27每週五六日開團/10/3-25每週六日開團(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入住飯店: 神旺商務酒店- 台北巿南京東路一段128號

升等後入住房型: 景寓客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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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亞都麗緻大飯店 北部
2020/09/01-

2020/10/31
18,080 5,999 3.32折 ★雙人宿  ‧  美饌自由饗★

★雙人宿  ‧  美饌自由饗★ 入住日期 : 2020/09/01 至 2020/10/31 

<逢週六及連續假日(中秋節2020/10/01~2020/10/03及雙十國慶連假2020/10/09~2020/10/10) 每房每晚需加價NT$600。>

★搭配安心旅遊再省NT$1, 000 (請務必於入住前完成安心旅遊補助之申請)!★

專案內容：

1. 此專案優惠不包含早餐。2. 每房贈餐飲扺用券NT$1,000元四張，使用期限至2020/11/30，僅限台北亞都麗緻大飯店館內3間餐廳消費，恕不提供外帶服務，

麗緻坊以及Room Service亦不適用。3. 此專案接受官網及電話訂房，緻友會員可全額累點。4. 提供免費迎賓水果、瓶裝礦泉水。5. 住宿期間可享健身房、有線

及無線網路。6. 連住兩晚(含)以上即可享有洗衣優惠7折。7. 憑房卡可享麗緻坊冰(熱)黑咖啡或錫蘭紅(綠)茶每日乙杯(依實際入住日提供，入住兩晚可免費體驗2

杯)。※館內各餐廳營業時間以各餐廳公告為主，敬請事先來電訂位確認。

備註：1. 入住時間下午15:00，退房時間中午12:002. 住宿期間每房可享停車乙輛，停車時間為入住日14:00 至退房日13:00，但因飯店停車場車位有限，恕不保

留車位，停完即滿；若有超過前述時間之車輛停泊，每小時酌收停車費NT$ 100(不滿1小時以1小時計)。 3. 餐飲當日消費滿NT$ 1000享停車折抵1小時，至多可

折抵3小時，但因飯店停車場車位有限，恕不保留車位，停完即滿。4. 專案適用於所有持有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外僑居留證者入住5.  限持有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外僑

居留證者入住 This rate is only valid for Taiwan  Local Resident.

北投亞太飯店 北部
2020/10/01-

2020/10/11
14,190 8,900 6.27折

北投亞太飯店中秋雙十超強連假玩樂提案  月光溫泉之旅星級享受

兩天一夜8,900元起

延續前二年中秋傳統，北投亞太飯店第三屆中秋月光音樂會將於中秋節再度準時開唱，「月光場」10月1日晚間7時30分在最美大廳廣場感性登場，山林環繞、滿

天星斗、秋風徐徐，最適合手持啤酒，聽著LIVE動人歌聲，與百名旅人共賞秋月；「池畔場」10月2日、3日晚間8時在池畔Lounge接棒演出，席間穿插多項趣味

競賽，應景獎項為限量手工版「丹鳳月影鳳梨酥」（每盒定價550元），邀請所有現場旅客一起同樂。

「月光溫泉之旅」住房專案幫您準備好了，中秋雙十連假10月1日至10月11日歡迎入住北投亞太飯店，觀星、賞月、泡溫泉！客房寬敞的獨立湯池，白天納入蓊

鬱山景，夜晚月影映入浴池，獨擁繁星點點的星級享受！9月20日前訂房早鳥優惠9折，連假期間，一泊一食8,900元起，一泊二食9,900元起，續住第二晚再送

3,000元折抵優惠。

秋季套餐新菜上市，綠漾套餐本季改採雙主菜配置，售價1,080元+10%，「甘露蒜香明蝦」新鮮大明蝦蝦頭炸得酥脆，蝦身蒸煮後淋上蝦油、雞油，鮮嫩彈牙，

搭配撒上乾蝦卵提味的麵線，道地粵菜技法，展現粵菜經典美味；「東坡和牛臉頰」，和牛臉頰油花豐富，以東坡肉料理手法燉煮，搭配中東口袋餅，風味獨

特；前菜「香煎干貝佐筊白筍」，雙貝聯手，香煎生食等級干貝、北寄貝佐海鮮沙拉醬，鮮味十足；秋季喝湯最滋補，湯品「花膠蟲草雞湯」給您入秋養生好滋

味。中秋連假半自助晚餐，主菜為「紅燒上湯鮑魚」，精選吉品鮑，以紅燒燉煮，濃香軟嫩。餐台上特別送上綜合燒烤，廣場月光音樂會亦可免費兌換啤酒，今

年中秋節，就來北投亞太飯店飲酒作樂饗美食！！

「丹鳳月影鳳梨酥」打包手作美味品中秋  預購9折、團購最高享78折：中秋送禮，除了應景華麗月餅，最有台灣味的人氣伴手禮自然非鳳梨酥莫屬啦！特有的酸

甜滋味不僅抓住美食饕客的心，更多年名列外國遊客推薦必買清單。北投亞太飯店「丹鳳月影鳳梨酥」堅持以手作好味道回饋消費者，嚴選台灣土鳳梨，土鳳梨

酸中帶甜，熬煮出的鳳梨餡，入口後可品嚐扎實、飽滿的口感；酥皮以日本麵粉、法國鮮奶油加上少許攪碎鹹蛋黃製成，在鳳梨醬的酸甜滋味中多了鹹香提味，

更添香氣，即日起開放預購。「丹鳳月影鳳梨酥」每盒定價550元，9月13日前預購，每盒499元，團購10~49盒，每盒490元；50~99盒，每盒460元；100盒

以上，每盒430元，提貨日為9月7日至9月30日，以上預購商品須於提貨日一星期前全額付清，方得享有所屬優惠價格。本產品為手工製作、限量販售，台灣本

島訂購滿6,000元，可享宅配免運服務。

飯店與餐廳

台北神旺大飯店 北部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四捨五入) 標題 內容

2020 ITF 台北國際旅展-線上旅展

中秋雙十連假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飯店與餐廳：9家，16項

2020/09/03-

2020/09/30
NA 650 NA 中秋月圓人團圓

一年一度康華週年慶活動熱烈開跑了🎊，中秋節不妨約約好久不見的親朋好友，一起相聚康華大飯店吃好料，度過美好佳節😋

📣中秋伴手禮也同步開賣囉💕『金鑾廳』即日起至10/1，推出鳳梨酥禮盒($650/24入)，酸甜適中還吃得到鳳梨纖維，沒吃過的朋友今年可以試試看喔‼️

🎈康華週年慶🎈109/9/1~109/10/31

▎香榭廳 歐式自助餐券買10送1

▎咖啡廳 超值餐券買10送1，咖啡券買10送2

▎金鑾廳 宴席每桌贈送小菜2盤，卡啦OK歡唱2小時

▎餐飲消費滿1,000元，即贈送200元抵用券💵

🔸使用各類餐券消費免收10服務費🔸 ▶️更多週年慶資訊：https://reurl.cc/0Ox1X6

☎️詢問菜單/訂位事宜 歡迎撥打 02-2521-5151 轉 訂席組

2020/09/01-

2020/10/31
NA 1,000 NA 歡度週年慶

歡度週年慶🎉🎉🎉9月1日起至10月31日止，本飯店餐飲皆有各項優惠活動，錯過要再等一年~

▶香榭廳：歐式自助餐券，買10張再送1張！

歐式自助餐券平日一本$6,990，假日一本$7,490 (平日$699/人、週六週日$749/人)

▶咖啡廳：咖啡券，買10張再送2張！

咖啡券一本$1,800

▶金鑾廳：宴席免費贈送每桌小菜兩盤+卡拉OK歡唱2小時！

▶週年慶滿額贈：餐飲消費滿1,000元，即贈送200元抵用券！

☆使用各類餐券、咖啡券消費，免收10%服務費。

活動注意事項：

• 200元抵用券，限下次消費時於原消費廳別使用，滿800元即可使用乙張。

• 喜宴/酒席/會議專案、購買/使用各類餐券及咖啡券之消費，不列入週年慶滿額贈活動。

• 本飯店保有解釋活動方式之權利。

☎️訂位及詢問週年慶活動細節，歡迎撥打02-2521-5151 轉 訂席組/香榭廳/咖啡廳/金鑾廳

2020/09/01-

2020/10/31
13,735 1,950 1.42折 週末FUN假 一泊兩食好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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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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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01-

2020/10/31
825 450 5.4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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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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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君悅酒店 北部
2020/08/13-

2020/08/16
NA 5,399 NA 雙人一泊二食住宿券（8/13下午5點至8/16晚上6點限時販售）

住宿券內容：

●入住融合東方禪意與西方明快設計風格的君悅客房。

●享受嘉賓軒豐盛自助早餐。

●可於網路票選人氣冠軍的「凱菲屋」或以精緻和風美饌聞名的「彩日本料理」兩間吃到飽餐廳中，擇一享用星級廚藝團隊精心準備的雙人自助午餐或晚餐。

●免費使用有如城市綠洲般的戶外溫水泳池。

●免費使用24小時開放健身房。

●免費使用三溫暖，享受超音波微氣泡浴和穴道按摩浴。

其他：

●本禮券適用於即日起至109年10月11日止，可於平日週一至週四入住及用餐，用餐需於入住期間使用完畢。●如欲續住一晚，可於訂房時預先告知及現場另外

支付新台幣3,000元（不含15.5%稅和服務費，不包括任何餐點）。●如欲於週五至週日或國定連續假期使用本券，每間可於現場另外支付新台幣1,000元。●詳

情請依網站及券上使用說明為準。

康華大飯店 北部

飯店與餐廳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四捨五入) 標題 內容

2020 ITF 台北國際旅展-線上旅展

中秋雙十連假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飯店與餐廳：9家，16項

2020/10/01-

2020/10/10
NA 3,080 NA 黃昏音樂會

午前賞園迎賓奉茶

享用在地方風土料理午餐

管家人文導覽 帶領文化體驗

自在悠遊亭台樓閣

日落之時於草地上感受人天共好

在天地間共賞灣聲樂團美好樂章

2020/10/01-

2020/10/10
NA 30,800 NA 名人沙龍音樂會

勞心力能得幾時閒，二日歇心入住

遠離塵囂，山林覓境

感受南園晨昏與入夜的美．體驗一泊多食的宿旅行程

欣賞戶外黃昏音樂會 與 室內名人音樂沙龍

灣聲樂團 x 十位名人與他們的故事

一場施振榮先生、朱宗慶先生、藍祖蔚先生、

向陽先生、許景淳小姐、澎恰恰先生…

與您分享的專屬夜晚

飯店與餐廳 The One 南園人文客棧 北部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四捨五入) 標題 內容

2020/09/01-

2020/09/30
NA 1,099 NA 【高雄出發】彰化王功蚵車潮間帶探索．鹿港懷舊之旅1日 1. 王功蚵車挖蛤趣：王功搭蚵車潮間帶探索之旅2. 鹿港懷舊之旅：桂花藝術村巡禮、老街美食探索3. 全球首座玻璃廟宇：鹿港玻璃媽祖廟台灣護聖宮

2020/09/01-

2020/09/30
NA 1,099 NA 彰化王功蚵車潮間帶探索．鹿港懷舊之旅1日 1. 王功蚵車挖蛤趣：王功搭蚵車潮間帶探索之旅2. 鹿港懷舊之旅：桂花藝術村巡禮、老街美食探索3. 全球首座玻璃廟宇：鹿港玻璃媽祖廟台灣護聖宮

2020/09/01-

2020/09/30
NA 1,599 NA 台中后豐鐵馬道．酒莊．新社古堡1日 1. 體驗穿越隧道－后豐鐵馬道2. 鐵道之鄉酒莊－愛與夢想的釀酒廠3. 置身中古世紀的歐洲－新社古堡莊園

2020/09/02-

2020/09/30
NA 6,990 NA FUN遊武陵桃山步道．福壽山天池２日 1. 世外桃源－武陵農場2. 桃山瀑布森林浴－桃山步道3. 脊梁山脈的森林花園－福壽山農場4. 登高望遠享受芬多精－福壽山天池

2020/09/01-

2020/09/30
NA 1,999 NA 【高雄出發】南投溪頭妖怪村．迷霧忘憂森林1日 1. 遺世獨立的人間仙境－忘憂森林2.日式風格松林町－妖怪村

2020/09/01-

2020/09/30
NA 1,999 NA 南投迷霧忘憂森林．溪頭妖怪村1日 1. 遺世獨立的人間仙境－忘憂森林2. 日式風格松林町－妖怪村

2020/09/01-

2020/09/30
NA 999 NA 【高雄出發】發財紫南宮．IG網美海盜村．南投1日 1. 必求財運滾滾的發財金－竹山紫南宮2. 網美熱門景點－海盜村3. 人氣第一名甕仔雞

2020/09/01-

2020/09/30
NA 6,200 NA FUN遊南投杉林溪楓紅．溪頭妖怪村2日

1. 雲霧繚繞的杉林溪森林遊樂區

2. 台灣最美的森林遊樂區－溪頭森林遊樂區

3. 植栽與建築共生的都市立體花園－勤美誠品綠園道

4. 獨一無二的彩虹童話樂園－彩虹眷村

5. 日式風格松林町－妖怪村

6. 全台唯一釀製正統英式啤酒－蔡氏釀酒精釀啤酒廠

2020/09/01-

2020/09/30
NA 998 NA 苗栗客家文化．銅鑼茶廠玫瑰森林1日 1. 黃金級綠建築標章－臺灣客家文化館2. 著重生態環保永續－銅鑼茶廠3. 夢幻的七里香玫瑰森林

2020/09/01-

2020/09/30
NA 2,200 NA 苗栗卓也藍染．客家圓樓1日 1. 農家文化－卓也小屋2. 藍染DIY－卓也藍染3. 傳統客家風情－客家圓樓

2020/09/01-

2020/09/30
NA 999 NA 求財紫南宮．IG網美海盜村．南投1日 1. 必求財運滾滾的發財金－竹山紫南宮2. 網美熱門景點－海盜村3. 人氣第一名甕仔雞

2020/09/01-

2020/09/30
NA 1,500 NA 新竹動物園．青蛙石天空步道．內灣老街之旅1日 1. 親子旅遊最熱門景點－新竹市立動物園2. 玻璃彩虹步道－青蛙石天空步道3. 懷舊內灣老街、吊橋

2020/09/01-

2020/09/30
NA 1,399 NA 新竹．香山網美打卡旅行去1日 1. 唯美仙境祕密花園－薰衣草森林2. 網美熱門景點－香山濕地賞蟹步道3. 攝影熱點－香山豎琴橋4. 幸福啟程－合興車站

2020/09/01-

2020/09/30
NA 999 NA 新竹綠世界可愛動物．北埔老街尋美食1日 1. 結合休閒育樂的綠世界生態農場2. 時空走廊－北埔老街3. 關西仙草博物館－仙草凍DIY體驗

2020/09/01-

2020/09/30
NA 899 NA 新竹青蛙石天空步道．香山網美打卡1日 1. 玻璃彩虹步道－青蛙石天空步道2. 網美熱門景點－香山濕地賞蟹步道3. 幸福啟程－合興車站4. 懷舊內灣老街、吊橋

2020/09/01-

2020/09/30
NA 1,700 NA 桃園夢幻水族館Xpark．大溪花海1日 1. 新都會型夢幻水生公園－Xpark  2. 北台灣最大的花海景觀－大溪花海3. 巴洛克建築風情－大溪老街

2020/09/01-

2020/09/30
NA 1,699 NA 桃園桃源仙谷．大溪老街．東安古橋1日 1. 傳說中的人間仙境：桃源仙谷2. 網美熱門景點：東安古橋3. 巴洛克建築風情：大溪老街

2020/09/01-

2020/09/30
NA 899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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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

長汎旅行社

北部

旅行社

2020 ITF 台北國際旅展-線上旅展

中秋雙十連假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旅行社：3家，55項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四捨五入) 標題 內容

2020 ITF 台北國際旅展-線上旅展

中秋雙十連假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旅行社：3家，55項

20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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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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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隆廟口美食探索2. 漁船出海夜釣體驗3. 海上夜景璀璨星空

2020/09/01-

2020/09/30
NA 888 NA 桃園東眼山森林浴．大溪懷舊1日 1. 森呼吸：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2. 香菇之頌：角板山形象商圈3. 巴洛克建築風情：大溪老街

2020/09/01-

2020/09/30
NA 750 NA 《宜蘭》龜山島登島賞鯨體驗 1. 乘坐遊艇，環繞龜山島，與飛魚及海豚於海上共舞2. 透過專業導覽解說，了解龜山島的歷史及鯨豚習性3. 熱門401高地攻頂體驗，每日限額開放100名

2020/09/01-

2020/09/30
NA 7,900 NA 【中秋連休】台東娜路彎酒店2日自由行（2人成行） 輕鬆漫遊台東

2020/09/01-

2020/09/30
NA 13,500 NA 宜花東輕鬆玩5日 1. 網美必拍：夢幻雲山水、鐵花村、金剛大道 、貨櫃星巴克 2. 製米＋火山豆腐DIY3. 度假村優閒遊4. 藏酒酒莊

2020/09/01-

2020/09/30
3,680 3,580 9.73折 宜蘭東澳烏岩角神秘沙灘．穿越海蝕洞體驗1日 1. 烏岩角獨木舟體驗2. 徜徉東澳的海蝕洞自然美景3. 品嘗美味海鮮合菜料理

2020/09/01-

2020/09/30
NA 7,299 NA 【6人成行】酒香宜蘭醇享樂2日 1. 宜蘭酒廠－甲子蘭酒文物館2. 噶瑪蘭威士忌酒廠，淺嘗本地佳釀3. 吉姆老爹啤酒工場，參觀在地精釀4. 藏酒酒莊巡禮－體驗古早釀酒氛圍

2020/09/01-

2020/09/30
NA 2,280 NA 宜蘭樂水部落獵人體驗．戲水趣．食農風味餐1日 1. 樂水部落：竹筒飯製作＋部落特色餐2. 泰雅千年狩獵文化＋弓箭神射體驗3. 清涼一夏戲水趣

2020/09/01-

2020/09/30
NA 3,599 NA 漫遊花蓮藍天2日（自由行） 1. 飛向藍天輕鬆遊：機票＋酒店2. 週四／週六出發3. 立榮班機早去晚回，漫遊花蓮無壓力4. 2人成行，輕鬆出遊

2020/09/01-

2020/09/30
NA 2,680 NA 龜山島繞島賞鯨豚＋登島漫步．海鮮餐1日遊 1. 龜山島繞島＋登島＋賞鯨豚之旅2. 品嘗美味海鮮合菜

2020/09/01-

2020/09/30
NA 1,388 NA 【6人成行】酒香宜蘭頭城老街1日 1. 噶瑪蘭威士忌酒廠，淺嘗本地銘酒2. 吉姆老爹啤酒工廠，參觀在地精釀3. 漫步頭城老街，置身歷史懷舊風情

2020/09/01-

2020/09/30
NA 590 NA 宜蘭抹茶山健行＋溫泉公園足湯1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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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和家人一起來呼吸芬多精，享受悠閒假期。

2020/09/01-

2020/09/30
NA 26,888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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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01-

2020/09/30
12,888 9,500 7.37折 【連假玩離島】10/9金超值金門3日 1. 雙十連休，保證入住金湖飯店2晚2. 感受戰地風情3. 漫步在各城鎮古厝聚落4. 品嚐當地小吃美食

2020/09/01-

2020/09/30
7,888 6,388 8.10折 【連假玩離島】10/2金超值金門3日 1. 中秋連假 2. 感受戰地風情3. 漫步各城鎮古厝聚落4. 品嚐當地小吃美食

2020/09/01-

2020/09/30
5,888 4,588 7.79折 【連假玩離島】9/30金超值金門3日 1. 中秋連假2. 好宿民宿3. DIY烤肉趴+啤酒飲料4. 感受戰地風情5. 漫步各城鎮古厝聚落6. 品嚐當地小吃美食

南部
2020/09/01-

2020/09/30
NA 1,699 NA FUN遊奮起湖．得恩亞納部落1日 1. 奮起湖：鐵路、便當、老街2. 台版合掌村－得恩亞納部落

長汎旅行社旅行社

北部

東部

離島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四捨五入) 標題 內容

2020 ITF 台北國際旅展-線上旅展

中秋雙十連假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旅行社：3家，55項

2020/10/01-

2020/10/01
NA 4,050 NA

【台北基隆｜煤礦博物館星空BBQ派對 & 台北近郊人氣景點二日遊 │ 

中秋節限定】

為想要輕鬆舒服享受中秋節烤肉的你量身訂制 ! 漫遊台灣北部的煤礦小鎮 ─ 十分，體驗親手施放天燈，並造訪素有「臺灣尼加拉瀑布」之稱的十分瀑布。

接著參觀新平溪煤礦博物園區，了解台灣早期煤礦產業，並體驗搭乘臺灣碩果僅存的礦業電氣化小火車 -「獨眼小僧」。接著重頭戲 ─ 中秋大會烤【星空

BBQ派對】，不用動手自己烤，就可以嚐到美味的烤肉。輕鬆與親朋好友們好好賞月，吃著烤肉度過愉快的夜晚，當晚入住捷絲旅台北西門館。 

第二天，是時候消耗前一晚的卡路里了！前往台北基隆打卡熱點：和平島公園、阿根納造船廠、正濱漁港彩色屋、潮境公園，拍下屬於自己的網美/網帥

照。接著來到「鼻頭角步道」欣賞海天一色的美景，之後沿途欣賞陰陽海、十三層遺址，見證早期採銅工業的遺跡。

出發日期：10月01日 (星期四)限定出團    出發時間：10:50     集合地點：台北車站東二門 (火車頭前)     所需時間：2天1夜

【遊覽景點】

1.十分老街 (含放天燈)2.十分瀑布3.新平溪煤礦博物園區(含「星空BBQ派對」)4.和平島5.阿根納造船廠6.正濱漁港彩色屋7.潮境公園8.鼻頭角步道9.陰陽海

10.十三層遺址觀景台

【星空BBQ派對餐點內容】

- 使用兌換券兌換餐點 - 專人服務西式BBQ料理餐點，安全衛生

- 餐點兌換內容包含：BBQ主食串、主食、歡樂點心吧、沙拉、甜點、新鮮水果

- 另提供清爽解膩綠茶及檸檬水免費飲用(現場另有販售酒精及其他零售飲品)

- 現場音樂活動

- 加碼DIY專區：自己動手烤乳豬(合烤)、棉花糖圍爐

※ 食材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以現場為主。

【行程內含】1.來回交通車資及過路費 (依最終成團人數指派車型)2.隨團人員3.一晚飯店住宿 (捷絲旅台北西門館或同級)4.第二天早餐5.第二天午餐6.第一天

晚餐 (星空BBQ派對)7.行程所包含之景點入場門票和活動體驗費用8.200萬旅行業責任險 (附加10萬醫療險)

【行程不含】1.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依規定旅客若有個別需求，需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2.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建議、自費或自由行程所產生之

任何費用

【費用細節】

雙人一室(一中床或二小床)：每人NTD4,210  三人一室(三小床)：每人NTD4,210   四人一室(二中床)：每人NTD4,050

兒童(2歲至11歲)：每人NTD1,760 (不佔床位，佔車座位並提供餐食)   嬰孩(0歲至1歲)：每人NTD400 (不佔床位和車座位，且無提供餐食)

【注意事項】1.每車須達20人以上即可成行 (最晚於行程出發前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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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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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01-

2020/10/01
NA 1,950 NA

【台北基隆｜煤礦博物館星空BBQ派對 & 台北近郊人氣景點一日遊 │ 

中秋節限定】

為想要輕鬆舒服享受中秋節烤肉的你量身訂制！專車前往台北基隆打卡熱點：和平島公園、阿根納造船廠和正濱漁港彩色屋，拍下屬於自己的網美/網帥

照。接著造訪十分老街，親手施放天燈，傳達你的心願。再來到素有「臺灣尼加拉瀑布」之稱的十分瀑布，近身感受負離子的洗滌。晚餐前，參觀新平溪

煤礦博物園區，了解早期煤礦產業，並搭乘體驗臺灣碩果僅存的礦業電氣化小火車 ─ 「獨眼小僧」。最後今天的重頭戲上場，中秋大會烤 ─ 星空BBQ派

對！不用動手自己烤就可以嚐到美味的烤肉。輕鬆與親朋好友們好好賞月，吃著烤肉度過愉快的夜晚。

出發日期：10月01日 (星期四)限定出團    出發時間：08:50    集合地點：台北車站東二門 (火車頭前)     所需時間：12小時

【遊覽景點】1.和平島 2.阿根納造船廠3.正濱漁港彩色屋4.十分老街 (含放天燈) 5.新平溪煤礦博物園區 (含「星空BBQ派對」) 

【星空BBQ派對餐點內容】

- 使用兌換券兌換餐點

- 專人服務西式BBQ料理餐點，安全衛生

- 餐點兌換內容包含：BBQ主食串、主食、歡樂點心吧、沙拉、甜點、新鮮水果

- 另提供清爽解膩綠茶及檸檬水免費飲用(現場另有販售酒精及其他零售飲品)

- 現場音樂活動

- 加碼DIY專區：自己動手烤乳豬(合烤)、棉花糖圍爐

※ 食材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以現場為主。

【行程內含】1.來回交通車資及過路費 (依最終成團人數指派車型)2.隨團人員3.晚餐 (星空BBQ派對)4.行程所包含之景點入場門票和活動體驗費用5.200萬旅

行業責任險 (附加10萬醫療險)

【行程不含】1.午餐2.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依規定旅客若有個別需求，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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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之任何費用

【費用細節】成人：每人NTD 1,950     兒童(2歲至11歲)：每人NTD1,670     嬰孩(0歲至1歲)：每人NTD200 (不佔位、無餐食)

【注意事項】1.每車須達20人以上即可成行 (最晚於行程出發前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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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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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宏祥旅行社旅行社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四捨五入) 標題 內容

2020 ITF 台北國際旅展-線上旅展

中秋雙十連假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旅行社：3家，55項

2020/09/04-

2020/09/30
NA 12,799 NA 雙十連休免請假！沁涼花蓮趣3日-台北/宜蘭出發

雙十3連休，免請假！旅遊最佳提案，全家一起出遊趣！

【行程亮點】1.龜山島遊船繞島2.那山那谷漂漂河體驗3.靜浦部落-竹筏體驗+阿美族營火晚會4.欣賞可愛海豚+海獅雙秀5.巴哥浪船屋-品嘗在地山海美味料

理

2020/08/27-

2020/09/30
NA 4,399 NA 中秋連休免請假！花蓮山海夏物語３日

📌10/2出發，限量1團

【行程亮點】

1.2020最新秘境-山月吊橋2.太平洋海景露營聖地-海崖谷3.立霧溪雙層大河階-布洛灣台地4.太魯閣最新步道-小錐麓步道5.花蓮最佳日出景點-清水斷崖

2020/08/27-

2020/09/30
NA 15,999 NA 免請假！中秋連假-花東海天一色秘境饗宴３日

10/1出發，限量1團

【行程亮點】1.眺望七星潭月牙灣最佳景點-四八高地2.盡收東部山海美景-大鼻山步道3.東海岸自然生態區-石梯坪4.藝術創作天堂-加路蘭5.台東鐵花村6.熱

氣球彩繪DIY

【特別安排】馬遠部落-森林杵音餐桌，品嘗原住民最純粹的山林美味

2020/09/04-

2020/09/30
NA 7,499 NA 雙十連休免請假！嘉南台西海岸情3日-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出發

雙十3連休，免請假！旅遊最佳提案，全家一起出遊趣！

【行程亮點】1.嘉義東石漁人碼頭2.打卡聖地-高跟鞋教堂3.井仔腳瓦盤鹽田4.台江學園5.台南藍晒圖文創園區6.台南第一日式百貨-林百貨

2020/08/27-

2020/09/30
NA 6,599 NA 中秋連休免請假！嘉義阿里山2日(保證有房)

📌10/1、10/2出發，限量2團

【行程亮點】1.奮起湖老街2.阿里山森林漫步+賞日出3.阿里山森林小火車體驗4.嘉義生力農場品嘗高山茶

2020/09/04-

2020/09/30
NA 599 NA 雙十連休免請假！南投紫南宮開運發財1日-台北/林口/桃園/新竹出發

雙十3連休，免請假！旅遊最佳提案，全家一起出遊趣！

【行程亮點】1.南投竹山紫南宮求財聖地2.溪頭森林遊樂區漫步

2020/09/04-

2020/09/30
NA 999 NA 雙十連休免請假！彰化鹿港1日-台北/林口/桃園/新竹出發

雙十3連休，免請假！旅遊最佳提案，全家一起出遊趣！

【行程亮點】1.青蚵嫂潮間帶採蚵+採蚵車搭乘體驗2.平安祈福-鹿港天后宮3.廣源良絲瓜水試管面膜DIY體驗

2020/09/04-

2020/09/30
NA 1,299 NA 雙十連假推薦！台中採果1日-台北/林口/桃園/新竹出發

雙十連假出遊好選擇！免請假，全家一起出遊趣！

【行程亮點】1.台中新社葡萄採果體驗2.苗栗人氣打卡熱點-天空之城3.特別安排-午餐：姑姑熊美味菇料理

2020/08/27-

2020/09/30
NA 10,599 NA 中秋連休免請假！南投漫步走走3日

📌10/1出發，限量1團

【行程亮點】1.溪頭森林遊樂區2.溪頭妖怪村3.日月潭風景區4.紅茶文化主題館hohocha喝喝茶

2020/09/04-

2020/09/30
NA 1,999 NA 雙十連休免請假！武界部落1日(6人成行)-台中出發

雙十3連休，免請假！旅遊最佳提案，全家一起出遊趣！

【行程亮點】1.武界部落巡禮2.思源吊橋3.摩摩納爾瀑布4.部落風味午餐5.武界内庫(夢幻湖)6.尋找美麗的龍紋石

中部

東部

旅行社 山富國際旅行社

南部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四捨五入) 標題 內容

2020 ITF 台北國際旅展-線上旅展

中秋雙十連假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旅行社：3家，55項

2020/09/04-

2020/09/30
NA 3,690 NA 雙十連休免請假！苗栗蓬萊部落1日-台北、桃園、新竹出發

雙十3連休，免請假！全家一起出遊趣！

【行程亮點】1.蓬萊部落-拔薑體驗+醃薑DIY2.南庄蓬萊溪護魚步道漫步3.三義百年鐵路建築-龍騰斷橋4.農村上菜-戶外辦桌品嘗在地美味食材

2020/09/04-

2020/09/30
NA 8,199 NA 雙十連休免請假！走讀北台灣3日-高雄/台南出發

雙十3連休免請假，超值行程推薦！

【行程亮點】1.圓山飯店老蔣密道探索2.法鼓山最美農禪寺3.陽明山竹子湖生態遊4.基隆絕美和平島公園5.北台多良車站-八斗子車站6.最美海岸-深奧鐵道自

行車體驗7.人氣必訪小吃大本營-士林夜市

2020/08/27-

2020/09/30
NA 6,999 NA 中秋連休免請假！宜蘭太平山３日

📌10/1出發，最後15席

【行程亮點】1.最美山林-太平山2.蔥仔寮蔥油餅DIY  3.冬山河生態綠舟體驗4.宜蘭打卡熱點-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宜蘭文學館、幸福轉運站

2020/08/27-

2020/09/30
NA 10,900 NA 免請假！中秋連假-桃園5星賓士2日(6人成行)

10/1、10/3出發，限量2團📌台北出發  📌6人成行

【行程亮點】1.超人氣全新景點-XPARK水族館2.台灣棒球名人堂3.石門水庫遊船4.觀音蓮荷園

2020/08/27-

2020/09/30
NA 6,888 NA 免請假！中秋連假露營趣-白沙灣半島秘境露營2日

10/1出發，限量8席📌台北出發  📌4人成行

【行程亮點】1.白沙灣超人氣漫天星空露營聖地-半島秘境2.繽紛漁村-正濱漁港3.氣勢磅礡的千手觀音-緣道觀音廟4.網美必備打卡熱點-玻璃屋咖啡廳

2020/07/31-

2020/09/30
NA 18,900 NA 中秋免請假！馬祖跳島賞燕鷗精緻４+１日-6人成行(船去機回)

📌9/30出發，限量1團，跟著山富一次體驗馬祖旅遊好風光

【行程亮點】1.跳島漫遊-東引、南竿、北竿、大坵  一次到位2.老酒好食光-品嘗經典馬祖風味老酒料理3.神話之鳥故鄉-燕鷗經典生態遊4.大坵尋小鹿-探尋海

島梅花鹿5.台灣地中海-絕美北竿芹壁村6.尋找藍眼淚-北海坑道搖櫓

離島
2020/08/27-

2020/09/30
NA 10,599 NA 中秋連休免請假！大小金門走透透３日(送小費)

📌10/2出發，限量1團📌報名再送小費

【行程亮點】1.入住AA檔高級飯店2.大金門+小金門景點全覽3.品嘗金門美食-高坑牛肉、成功鍋貼、芋頭餐、蚵仔煎

北部

山富國際旅行社旅行社



類別 廠商名稱 區域 產品適用日期 原價 優惠價 折數(四捨五入) 標題 內容

國內其它 華膳空廚 北部
2020/08/18-

2020/09/23
600 510 8.5折 華膳空廚桃山燒月餅禮盒

桃山燒月餅禮盒

華膳採用日本和果子的方式製作出細緻桃山皮，再搭配華膳嚴選的嫩薑綠豆、香濃起士、金棗桃山三種口味之內餡，呈現獨特風味。 

2020/08/14~2019/09/14預購享85折優惠

2020/09/15~2019/09/23預購享9折優惠

提貨/宅配到貨日：2020/09/14~2019/09/25

2020/09/15-

2020/09/30
600 150 2.5折 登高望遠慶中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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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贈炫光之夜A4資料夾乙個

●贈台北101觀景台獨家身高尺學習單乙份

●贈台北101購物中心B1郭元益卡哇伊喔熊餅乾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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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券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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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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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15-

2020/09/30
3,000 999 3.3折 最酷的88節禮物-觀景台101F Skyline460漫步雲端(平日體驗)

●觀景台101F-Skyline460漫步雲端體驗乙次

●快速通行觀景台門票、保險、專人專梯引導上樓、專屬導覽

●享專屬電子紀念照

●享雲朵飲品

●可參觀89F城市環景360、88F世界最大風阻尼球觀賞區、91戶外觀景台

●享用香港米其林一星美食–「甘牌燒味」指定餐點 & BAR88飲品(買1送1)

2020/09/15-

2020/09/30
650 499 7.7折 爸氣飛翔101-觀景台門票+91樓iPILOT平日體驗價(含換裝.紀念冊)

●約8分鐘輕度體驗 ( 含機師制服換裝、紀念冊子、紀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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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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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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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體驗滿意另可現場加購約8分鐘iPILOT輕度體驗NT$350 (原價NT$500)

●本體驗結束後可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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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觀景台5F櫃台先核銷後再進場。

2.本專案需於9月30日前兌換完畢，

為維護體驗品質，體驗前需進行預約，並提前10分鐘到場。

3.體驗進行中不提供特技飛行或其他不正常姿態飛行操作。

4.體驗進行中全程可錄影或照相。

5.模擬機艙內禁止飲食及攜帶食物。

6.本專案之體驗僅限101店做使用。

2020 ITF 台北國際旅展-線上旅展

中秋雙十連假Follow Me節慶活動各業者優惠一覽表

國內其他/遊樂園區：2家，4項

遊樂園區 台北101觀景台 北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