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菁鑽聯盟聯合貴賓券』產品一覽表 
      

※ 以下內容為菁鑽聯盟聯合貴賓券於2017/01/01起至2017/12/31止各家成員所提供之優惠內容。 

※ 本券逾期使用須補足本券面額與入住(或租車)實際價格之差額，實際撥補金額請洽各入住飯店(或格上租

車)。 
 成 員 別 優 惠 內 容 其 他 條 款 

高雄國賓大飯店 

Ambassador Hotel, Kaohsiung 

訂房專線： 

(07) 211- 5211 

＊港景雙人房住宿一晚 

＊豐盛自助式早餐二客 

＊迎賓飲料券二張 

＊迎賓禮、翌日早報、礦泉水 

＊房客免費使用：WIFI上網服務、三溫暖、健身房、戶外游泳池、室內停車場 

＊ 週六、國定假日、連續假日需加價NT$800；12/31需加價

NT$1,000；農曆春節期間(日期依飯店定義為準)需加價

NT$3,000。 

＊ 戶外游泳池開放日期為 4/1~11/30。 

墾丁凱撒大飯店 

Caesar Park Hotel-Kenting 

訂房專線： 

(08) 886-1888 

1. 景觀客房(二大床)住宿一晚 

2. 自助式早餐二客 

3. Happy Mini Bar(4款飲品+元氣鮮果) 

4. 精品中心購物抵用券NT$200 (單次購物達NT$1500現抵NT$200) 

5. 房客可享 : 椰林泳池、沙灘躺椅&塑沙設備、無線上網、舒眠浴粉、書籍借閱、健身房、

桌撞球、兒童趣味活動 

6. 高鐵站定時定點往返接駁（預約制） 

＊ 平日住宿加價NT$1,000，小假日加價NT$1,800。 

＊ 一般假日加價NT$4,800、大假日加價NT$6,800。 

＊ 暑假期間：假日加價NT$5,600、大假日加價NT$7,600。 

＊ 如貴賓指定入住其他房型，需另付房間定價差額。 

＊ 平、假日定義請參照飯店2017年定義。 

＊ 農曆春節期間不適用。 

長榮桂冠酒店（基隆） 

Evergreen Laurel Hotel (Keelung) 

訂房專線： 

(02) 2429-8827 

1. 標準樓層海景客房或海景雙人房住宿一晚 

2. 咖啡廳(18樓)自助式早餐2客 

3. 迎賓飲料券2張 

4. 迎賓水果、翌日早報、礦泉水 

5. 住宿期間免費使用健身房、三溫暖、室內溫水游泳池及免費停車 

＊ 假日:週六、國定假日、連續假期及其前夕，每房每晚加價

NT$1,200。 

＊ 農曆春節期間(初一~初四)每房需加價NT$2500。 

＊ 暑假期間(7,8 月)入住，每房每晚加價 NT$500。 

長榮桂冠酒店（台北） 

Evergreen Laurel Hotel (Taipei) 

訂房專線： 

(02) 2501-9988 

1. 高級客房住宿一晚 

2. 自助式早餐二客 

3. 迎賓飲料券二張 

4. 迎賓水果、翌日報紙、礦泉水 

5. Being Spa NT$500折價券一張 

6. 免費使用健身房、免費停車 

＊ 持券入住高級客房需加價NT$1,000 

＊ 展覽期間及其前夕(手工機具展、自行車展、台北國際電腦展) 

以及農曆春節期間(依飯店定義為準)入住，每房需加價

NT$1,500 

＊ 12/31入住，每房需加價NT$4,000 

＊ 如指定入住其他房型，需另付房價差額 

長榮桂冠酒店（台中） 

Evergreen Laurel Hotel (Taichung) 

訂房專線： 

(04) 2324-2277 

1. 標準樓層高級客房(單床或雙床)含二客早餐、加贈迎賓飲料券二張 或 加價NT$1000元

升等豪華家庭房(雙床)含四客早餐、加贈迎賓飲料券四張 住宿一晚。 

2. 全館WIFI及寬頻服務、迎賓水果、翌日早報、長榮π水。 

3. 免費使用健身房、三溫暖(需事先預約)、游泳池、兒童遊戲室及免費停車。 

＊ 假日：週六、國定假日、連續假期及其前夕，每房需加價NT$800 

＊ 農曆春節期間，依飯店優惠專案價格補足票面差額方得使用。 

＊ 本優惠券於台中自行車展恕不得使用。 

＊ 假日、農曆春節期間及台中自行車展日期依飯店定義為準。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Evergreen Plaza Hotel (Tainan) 

訂房專線： 

(06) 289-9988 

1. 經典套房/21坪一房一廳(含二客早餐)或闔家溫馨客房/兩中床（含四客早餐）住宿一晚 

2. 迎賓水果、翌日早報、礦泉水  

3. 免費使用健身房、三溫暖、游泳池、兒童遊戲室及免費停車 

＊ 假日：週六、國定假日及其前夕，每房需加價NT$900。 

＊ 農曆春節期間恕不適用(依飯店定義為準)。 

＊ 假日依飯店定義為準。 

娜路彎大酒店（台東） 

Formosan Naruwan Hotel and Resort Taitung 

訂房專線： 

0800-239888 

1. 豪華雙人客房含兩客早餐及三溫暖券 2 張 

2. 免費戶外 SPA 水療/鹹水養生游泳池/健身房/桌上球類區/寬頻網路/兒童遊戲區/娜路彎

劇場 

3. 機場/火車站定時免費接送 

4. 免費室內停車 

5. 迎賓水果/報紙 

6. 藝品店購物 8 折券 (需購物滿 NT$1,000，可現場折抵) 

＊ 假日:週六、國定假日前夕，需加價NT$1,000 。 

＊ 旺日:七月及八月之週日至週五，需加價NT$500。  

＊ 農曆春節期間恕不適用。 

平旺假日及農曆春節期間依飯店官網

www.naruwan-hotel.com.tw 定義為準。 

麗翔酒店連鎖(礁溪館) 

Hotel Les Champs (Jiaosi) 

訂房專線： 

(03) 987-4072 

1. 絕美浪漫雙人房住宿一晚 

2. 健康活力早餐二客 

3. 蘭陽名產禮盒每房一份 

4. 客房下午茶組合 

5. 迎賓茶點、礦泉水 

6. 免費使用戶外SPA水療/溫泉戲水池/兒童遊戲室/免費WIFI及免費停車 

＊ 假日:週六、國定假日及其前夕，需加價 NT$1,500。 

＊ 旺日:七月及八月之週五及週日，需加價 NT$500。 

＊ 連續假期及農曆春節期間不適用，假日依飯店定義為準。 

劍湖山王子大飯店 

Janfusun Prince Hotel 

訂房專線： 

(05) 582-8500 

1. 豪華客房2大床(12坪) 

2. 蔚藍西餐廳自助式早餐二客 

3. 贈手工餅乾一盒/房 

4. 贈送迎賓水果/房 

5. 飯店免費服務：斗六火車站/雲林高鐵/飯店巡迴式接駁(需於前一日預約)/客房早報/礦泉

水/無線網路/停車場/健身房/兒童故事屋/兒童遊戲室/桌球室/戶外戲沙池加價購 

 加購價:樂園購票優惠「劍湖山世界單日門票優惠價899元(買一送一)」，每房限購二組 

 加購價:晚餐+單日門票每人 NT$1080;每房限購四組 

專案備註: 

 此專案限平日使用，假日及連續假日每房需加價NT$1100；暑

假旺日每房需加價NT$330、暑假週六每房需加價NT$1320；

農曆春節期間及12/31不適用，平、旺、假日依循飯店定義。 

 此搭配之豪華客房可住宿(2-4人);如欲入住第三位或第四位早

餐請現場加購 

 此優惠搭配豪華客房,如週五或週日入住可優先升等 24坪貴賓

套房<但不提供加床服務> 

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 

Farglory Hotel, Hualien 

訂房專線： 

(03) 812-3966 

1. 精緻山景客房(單床或雙床)住宿一晚 

2. 活力自助早餐二客 

3. 贈送迎賓水果或花蓮特產、兩瓶礦泉水 

4. 花蓮車站或機場來回接駁一次及停車全日免費 

5. 免費使用室內外游池、健身房、三溫暖、桌撞球、WIFI服務 

6. 享館內餐飲9折優惠(需加10%服務費)及皮爾沙酒吧調酒飲料買一送一 

住宿券使用需知： 

＊ 小平日及平日：需加價NT$500 

＊ 大平日：需加價NT$700 

＊ 小假日:需加價NT$1,500 

＊ 假 日:需加價NT$2,500 

＊ 農曆春節不適用 

＊ 升等豪華海景客房需加價NT$600 

【小平/平/大平日、小假日、假日定義】請參閱飯店行事曆或官

網公告。 

格上租車 

Carplus Auto Leasing Corporation 

服務專線： 

0800-222-568 

 持本券可享下列方案擇一使用： 

A.租用1800C.C(含)以下國產轎車[定價3,000元(含)以下轎車車款]48小時 

B.5~8人座休旅車[定價4,500元(含)以下休旅車款]，最晚須於取車隔日門市/高鐵櫃檯營

業時間內還車。 

 租車送保險（含車損及竊盜保障） 

 全省甲租乙還免收服務費(需於三天前預約) 

＊ 租用車型需依站上調度為主。 

＊ 需現場支付車輛清潔費NT$100元(限信用卡支付)。 

＊ 假日不加價，但3日(含)以上連續假期不適用，農曆春節期間

不適用(依格上租車定義為準)。 

＊ 甲租乙還服務不適用於農曆春節期間、暑假期間。 

＊ 國產轎車或休旅車如需升等其他車型,需另支付定價差額，且

差額可享 7 折優惠。 

※ 入住以上任一酒店，住宿期間如欲額外自費租車一日以上，可憑菁鑽券影本及訂房代號至格上租車，享有菁鑽聯盟加贈 2 小時之用車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