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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平日午餐使用，使用平日晚餐

【全省電影票區】※觀賞 3D 影片及片長過長需另補差價
【台南區】
台南 新光影城

原價 優惠價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

270 205

備註

*城食自助餐*

不分平假日，任何場次均可

國賓影城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

250 200

~平日午餐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程

台南

台南 夏都城旅

單張

加 100 元(平日晚餐-現場價

10 張 以

加 150 元(假日午晚餐-現場價

680
875

上

$1051)。特殊假日不適用

每張

台南市南區新建路 47 號

670

訂位電話(06)292-4567
單張-$680，10 張以上-$670

藍色券，任何場次均可使用

限平日半自助式午餐使用

程

，可點選$580 元以下主餐

台南 大遠百威秀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

270 190

限大遠百威秀影城使用

270 220

台南及高雄威秀均可以使

程

台南 夢時代威秀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
程

台南

$985)，使用假日午.晚餐

南台影城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

230 175

於夢時代威秀使用+20 元

用

※2 張平日午餐券可使用 1 客

台南
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平日半自助式

平日自助式晚餐
(現場原價$1078)

638 460

價$320 元，可使用 1 客假日

午餐券~

不分平假日，任何場次均可

※2 張平日午餐券，並現場加
自助式午晚餐(現場原價$1408)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目前假日推-龍蝦吃到飽)
台南市安平區州平路 289 號

程

訂位電話(06)391-1899

【王品集團系列餐券區】※價格如有調漲，以訂票時為主
各種票券名稱
王品台塑牛排

原價

優惠價

備註

台南
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平日自助式

1529 1370

免服務費, 全省通用

晚餐券~

夏慕尼法式鐵板燒 1199 1090

免服務費, 全省通用

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藝奇 ikki
新日本料理餐券
原燒日式燒肉

+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陶板屋餐券

+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西堤牛排餐券

+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舒果新米蘭蔬食

+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假日自助式

768

720

免服務費, 全省通用

748

690

免服務費, 全省通用

625

580

570

580

免服務費, 全省通用

438

420

免服務費, 全省通用

免服務費, 全省通用

【大台南地區熱銷餐券區】※以下餐券特殊假日不適用
各種票券名稱

原價 優惠價

台南 蜜蜜仙境
*頂級火鍋+Buffet* 658 595

~平日午餐券~

備註

※餐券特殊假日不適用

午餐或晚餐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自助式早餐券~

~平日自助餐

~平日自助餐

台南 饗食天堂

平日晚餐及假日午餐或晚餐

~平日自助餐

或假日午.晚餐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台南德安百貨 14 樓
訂位電話(06)260-7777

660 460

988 880

限平日(周一~周五早餐使用)
#需事先訂位以免向隅

下午茶餐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限平日自助式晚餐使用
台南新光三越小西門 B2
訂位電話(06)214-1688
限台南店及高雄店使用
限平日自助式午餐使用

878 770

午餐券~

限台南德安店使用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 360 號

平日自助式早餐券

台南市西門路一段 658-1 號 B2

台南新光三越小西門 B2
訂位電話(06)214-1688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台南 蜜蜜仙境
768 695

※2 張平日午餐券，並現場加
用 2 張 價$320 元，可使用 1 客假日
午餐券
自助式午晚餐
1408
+
(現場原價$1408)
$320
*目前假日推~龍蝦吃到飽)

晚餐券~

訂位電話(06)260-7777

~平日晚餐

台南市安平區州平路 289 號

限台南店及高雄店使用

限平日午餐吃到飽使用

吃到飽使用

訂位電話:(06)391-1899

台南 饗食天堂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頂級火鍋+Buffet*

午餐券)

台南市安平區州平路 289 號

台南 饗食天堂

台南德安百貨 14 樓

平日自助式晚餐

1078 920 (現場原價$1078)
(使用 2 張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限台南德安店使用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 360 號

※2 張平日午餐券可使用 1 客

限台南店及高雄店使用

768 660

限平日自助式下午茶使用
台南新光三越小西門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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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平日自助式午餐或晚餐使用

台南 台糖長榮酒店
~

~平日自助餐券 880 650

※限平日午餐使用，於平日晚餐

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 336 巷 1 號

訂位電話(06)337-3865
※非簽約公司優惠價 NT:660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限平日午餐或晚餐使用

台南 台糖長榮酒店

自助式午、晚餐任選一， 假日適

~

~假日自助餐券 968 720

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 336 巷 1 號

※年中慶特價$720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台南 台糖長榮酒店
~O Fun 原創料理

用免服務費,特殊假日不適用

憑本券可抵用台糖長榮酒店

O

Fun 原創料理美學館

1320

999

*美國肋眼牛排套餐*

$1200+10%『美國肋眼牛排超值
套餐』乙客。
TEL:(06)337-3888 分機 2851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台南 大億麗緻酒店
【共同市場自助餐廳】
825 700
平日自助式午餐券

限平日午餐使用，使用平日晚餐
加 100 元，使用假日午.晚餐
加 150 元。特殊假日不適用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660 號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TEL:(06)213-5555

台南 大億麗緻酒店
【亞洲食錦鐵板燒】
1155 799
~商業平日午餐券~

限平日午餐使用，假日使用現場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660 號

台南 大億麗緻酒店
【竹川日本料理】
1078 760
~竹川套餐平日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台南夢時代漢來海港
高雄漢來 43 樓海港廳+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935 850

~假日下午茶餐~

55 元，假日定價 NT:990 元。
※台南‧高雄‧台中‧桃園可用

※台南‧高雄‧台中‧桃園可用

限用平日，假日使用，現場加收

638 580

572 520

-平日午餐券~

使用加價$100+10%，於假日午

875 795

55 元，假日定價 NT:693 元。

訂位電話:06-2434017

台南 桂田酒店
-平日晚餐券~

台南 桂田酒店
-假日午餐
或假日晚餐券~

台南 桂田酒店
*桂田蔬食餐廳*

※限平日晚餐使用

985 895
1051

955

660 600

1650 1450

台南市永康區永安一街 99 號
訂位電話:06-6023035

※限用鐵板燒特選海陸套餐※
台南市永康區永安一街 99 號
訂位電話:06-6023035

可選擇 NT$530 元以下主餐，

台南 老爺行旅
583 499

超過補原價差額(不加收服務
費) TEL:(06)236-1680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 368 號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限平日午餐使用

可選擇 NT$680 元以下主餐，

台南 老爺行旅

超過補原價差額(不加收服務

748 580

費) TEL:(06)236-1680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 368 號
※限平日晚餐使用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假日午.晚餐使用需現場加 70 元

台南 老爺行旅
~假日半自助式
午餐/晚餐券

台南 老爺行旅

~平日自助式早餐券

748

持平日 老爺行旅-假日午餐或晚餐
晚餐券
※請買平日晚餐券
現場+

$70 元

418 350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台南 活佛素食

※台南‧高雄‧台中‧桃園可用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免服務費,特殊假日不適用

台南 台南大飯店

訂位電話:06-2434017

※限用日本料理-竹套餐※

不分平假日-午晚餐都可以使用

-鐵板燒特選海陸套餐

~自助式午.晚餐券~

台南市永康區永安一街 99 號

※限用精選素食套餐※
台南市永康區永安一街 99 號
不分平假日-午晚餐都可以使用

台南 桂田酒店

~平日半自助式
晚餐券

使用 TEL:(06)243-4017

訂位電話:06-6001300

*桂田本家日式餐廳* 1188 1050
-竹套餐券~

~平日半自助式
午餐券

※假日午餐或晚餐均可以
不分平假日-午晚餐都可以使用

台南 桂田酒店

*本家鐵板燒餐廳*

※於假日午餐或假日晚餐使
用加價$60+10%

-精選素食套餐

台南夢時代漢來海港

※假日提供-自助式下午茶※

餐
或假日晚餐使用加價$160+10%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660 號

台南夢時代漢來海港

~平日自助式下午茶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特殊假日不適用

803 730

台南夢時代漢來海港

台南 桂田酒店

午.晚餐使用現場需加價 150 元

187 元，假日定價 NT:990 元。

~平日自助式午餐券

漢來巨蛋 5 樓海港餐廳

限平日午餐或晚餐使用，於假日

限用平日，假日使用，現場加收

台南夢時代漢來海港

高雄漢來 43 樓海港廳

板燒券◎ ※特殊假日不適用

台南夢時代漢來海港

~平日自助式晚餐券

漢來巨蛋 5 樓海港餐廳

NT:1155 元。◎商業平日午餐鐵

限用平日，假日使用，現場加收

漢來巨蛋 5 樓海港餐廳

高雄漢來 43 樓海港廳

需加價 150 元，假日現場定價

台南 桂田酒店

495 390

~平日自助式晚餐券 1045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再到現場加$70 元方可使用
限平日(週一~週五)早餐使用
早餐營業時間 06:30~10:0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台南市中華西路二段 650 號

12/1 起新券$990-可抵用

990

翡翠自助餐廳消費$1045
台南市成功路 1 號
TEL:(06)224-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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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券內容:各式中、西、日式料

台南 富信大飯店
~假日自助式午餐
或晚餐券

理餐點自助式吃到飽。

503 420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假日午晚餐都可使用
※非簽約公司$430
地址:台南市北區成功路 336 號
TEL:(06)222-7373

台南 富信大飯店
鼎園粵式餐廳
1645 1150
~粵式三人套餐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台南 富信大飯店
德爾芙咖啡廳
~早午餐券
台南 富信大飯店
德爾芙咖啡廳
~義式套餐券

餐券內容:港式三人套餐券。
已含茶資及服務費

不分平假日都可以使用
地址:台南市北區成功路 336 號

一)2.附餐:蛋糕/烤布蕾(擇
一)+各式飲品(擇一) *到 12/31

餐(一份蜜糖土司+蛋糕 2 塊+

638 450

兩杯飲品/果汁或咖啡)

各式排餐$520~$580 元任選

壽喜燒、鐵板燒

(牛排/豬排/魚排/羊排)。
台南市北區海安路三段 50 號

庫肯霍夫餐酒館早餐券：可任
選中式、法式、西式、日式一

528 480

客

TEL:(06)2208366

#不分平假日早餐都可使用

台南

嚴選梅花豬排、蝦醬佐龍鱈魚

526 460

等無限供應 ※限平日午餐使用
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 360 號 11 樓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06-2609321 (德安百貨 11F)
壽喜燒及鐵板燒(翼板牛排、紐西

福豆屋~德安店

蘭沙郎牛排、泰式香酥雞腿排、
嚴選梅花豬排、蝦醬佐龍鱈魚

581 520

TEL:06-2609321

※平日晚餐及假日全天使用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 360 號 11 樓

小蒙牛頂級
~平日晚餐及假日

Häagen-Dazs、手調現煮咖啡..….
等無限供應

及假日全天券

麻辣養生鍋

排)，各式鮮切肉片、鮮蔬、甜品、

※本券適用於平日晚餐及假日全時
段※全省各分店均可以使用※如單

769 720

人使用，需加$100 元開鍋費
台南店 / 地址: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
二段 349 號
仁德店 / 地址: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

全天使用餐券~

711 號 (仁德家樂福)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庫肯霍夫餐酒館下午茶券：限

悅の鍋餐廳

使用 450 元等值下午茶，點

~精選鍋物套餐券

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 539 號

台南 維悅酒店

無骨牛小排鍋/海陸鍋/松阪豬

補差額使用。(本券不得抵用
#不分平假日下午茶都可用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 128 號
限『馬維爾異國餐廳-平日自助式

495 450

Häagen-Dazs、手調現煮咖啡..….

台南 維悅酒店

飲料)

~單人下午茶券

排)，各式鮮切肉片、鮮蔬、甜品、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 128 號

選其他品項之餐食，得現場

495 450

台南市健康路一段 68 號

蘭沙郎牛排、泰式香酥雞腿排、

吃到飽~平日午餐券

吃到飽~平日晚餐

早午餐營業時間 07:00~14:00

可使用。【限健康店使用】
TEL:06-2134882

福豆屋~德安店

TEL:(06)222-7373 *到 12/31 止

※可另加價 89 元享用主餐

台南市健康路一段 68 號

壽喜燒及鐵板燒(翼板牛排、紐西

壽喜燒、鐵板燒

假日之自助式早午餐都可使用

~早餐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338 300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不分平假日都可以使用
鳳凰廳左岸早午餐券-不分平

台南

台南 致穩商旅
~平日自助式
午餐或晚餐券

~平日晚餐及
假日全時段吃到飽

*到 12/31 止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庫肯霍夫餐酒館*

289 260

【限

健康店使用】

※平日晚餐及假日全時段均

不分平假日都可以使用

(平假日都可以使用)

榮興金鬱金香酒店

※限平日午餐使用。

福豆屋壽喜燒

~左岸商業早午餐券 418 380

*庫肯霍夫餐酒館*

，售完調漲$380

1.主餐:各式義大利麵/燉飯(擇

榮美金鬱金香酒店

榮興金鬱金香酒店

*$350 優惠券，限量-數量有限

TEL:06-2134882

TEL:(06)222-7373 *到 12/31

720 400

TEL:(06)293-1888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早午餐$320~$360 元任選

484 310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二街 199 號

※不分平日及假日午晚餐可使用

不分平假日都可以使用

台南 富信大飯店
德爾芙咖啡廳
~排餐券
台南

福豆屋壽喜燒

418 380

~平日午餐吃到飽

經典蜜糖土司雙人下午茶套

台南 富信大飯店
德爾芙咖啡廳
~雙人下午茶券

~帕莎西餐廳
星鑚百匯沙拉吧
平日餐券

※限平日使用，假日使用需補$55

地址:台南市北區成功路 336 號
TEL:(06)222-3199

396 320

可使用自助式沙拉吧一客

臺南 臺邦商旅

午晚餐使用』
，限 平 日 使 用，於
平常週六、日使用需補價差
NT$130 元 。 (06)242-6677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 56 之 19 號

悅の鍋餐廳
~豪華鍋物套餐券

XM 養生麻辣鍋

精選牛肉鍋/精選雞肉鍋/精選

275 239

473 350

豬肉鍋/百匯蕈菇素食鍋(四選
一) 電話:(06)299-2238

肉鍋/霜降牛肉鍋(四選一)
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 539 號
預約專線:(06)299-2238

限【台南湖美旗艦店】使用
營業時間:午餐-早上 11:00 至

~各式頂級賓士鍋吃 428 389 下午 1630※平日午餐券使用
台南市中華西路二段 839 號
到飽~平日午餐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TEL:06-358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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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台南湖美旗艦店】使用

XM 養生麻辣鍋
~各式頂級賓士鍋

營業時間:午餐-11:00~16:30

483 439

吃到飽~晚餐券

※平日晚餐及假日全時段使用

台南市中華西路二段 839 號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TEL:06-3583300
限【台南永康旗艦店】使用

XM 麻辣鍋

營業時間:午餐-早上 11:00 至

~各式火鍋吃到飽~ 406 369
平日午餐券

下午 1630※平日午餐券使用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660 號
TEL:06-3025299
限【台南永康旗艦店】使用

XM 麻辣鍋
~各式火鍋吃到飽~

，晚餐 16:30~23:00

營業時間:午餐-11:00~16:30

439 399

晚餐券

，晚餐 16:30~凌晨 2:00

~各式火鍋吃到飽~

平日午餐券

*改用平日晚餐需現場+$30 元

平日晚餐券

395 355

~養生健康蔬食暢食券

~棉花糖壽喜燒~

/韓雜鍋/蔬菜鍋~四擇一2.各式

319 259

吃到飽~平日晚餐券

~棉花糖壽喜燒~
吃到飽~

餐券內容:1.日式棉糖鍋/豚鮮鍋
/韓雜鍋/蔬菜鍋~四擇一2.各式

319 270

~晚餐券吃到飽~

*改用假日午晚餐需現場+$20 元

需加點肉盤，須依現場價格
TEL:06-2133355
各式火鍋.活蝦.海鮮.牛肉.豬肉.
羊肉蔬食.火鍋配料.甜品.冰淇
淋.超過百樣食材無限吃到飽
※限平日使用，假日需加$40 元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三段 189 號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TEL:(06)203-9582

餐券內容:各式鍋物、頂級燒

麻辣風暴鴛鴦鍋

肉、海鮮、各式肉品、蔬食、火
鍋配料、甜點、飲料、冰品.等，

538 480

牛肉、豬肉、雞肉、蔬食、火鍋
料、甜點、飲料、冰品……等無
限供應。TEL:(06)225-2080

假日午餐或晚餐使用

※限平日晚餐使用

另行加價

395 365

料、甜點、飲料、冰品……等無
TEL:(06)225-2080

樸九鼎壽喜燒

，晚餐 17:00~凌晨 01:00

使用，用餐 2 小時。

471 368

牛肉、豬肉、雞肉、蔬食、火鍋
限供應。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石頭日式碳火燒肉

※本餐券不含任何主肉盤，若

吃到飽~

吃到飽~平日午餐券

餐券內容:1.日式棉糖鍋/豚鮮鍋

樸九鼎壽喜燒

店內各式料理餐點吃到飽

TEL:(06)302-3888

勁辣炫風麻辣鍋

+頂級燒肉~

*限平日晚餐使用*

481-1 號 (06)302-3888

台南市健康路一段 77 號

~麻辣鴛鴦鍋

TEL:(06)222-9045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平日晚餐及假日全時段使用

626 595

超過百樣食材無限供應。
台南市北區東豐路 8 號
(南二中斜對面)

TEL:(06)222-9045

台南‧高雄‧屏東均可以使用
永華店-台南市永華路一段 340 號
TEL:(06)295-1188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永康店-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166 號
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康路 35 號

481-1 號「限永康店」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麻辣火鍋平日

(南二中斜對面)

及假日全時段

台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65號

※不分平假日午.晚餐都可以

藝術轉角
東東蔬食鍋

台南市北區東豐路 8 號

吃到飽~平日晚餐

永康店: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限永康店使用*

超過百樣食材無限供應。

永康店: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營業時間:午餐-11:30~14:30

~各式火鍋吃到飽~

鍋配料、甜點、飲料、冰品.等，

626 560

*假日午餐或晚餐使用*

*改用假日午晚餐需現場+$50 元

饗麻饗辣麻辣鍋

+頂級燒肉~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660 號

※限平日午餐使用「限永康店」

*限永康店使用*

肉、海鮮、各式肉品、蔬食、火

~麻辣鴛鴦鍋

台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65號

，晚餐 17:00~凌晨 01:00

362 325

餐券內容:各式鍋物、頂級燒

※平日晚餐及假日全時段使用
營業時間:午餐-11:30~14:30

饗麻饗辣麻辣鍋

麻辣風暴鴛鴦鍋

1:可抵用 660 元餐點(含服務

台南 東大門

韓國烤肉料理

~餐飲抵用券 660 元~

費)，超出部份另現場補差額，

660 560

差額部份須另付 10%服務費

※

不分平、假日午晚餐均可使用
台南市永華路二段 131 號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06-2935118 (限台南永華店使用)

台南 東大門

韓國烤肉料理

極品大發全牛雙人餐

極品大發全牛雙人餐

1958 1680

餐券內容: 1. 安東燉雞或海鮮年

老韓家
~韓式烤肉
平日雙人套餐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台南市永華路二段 131 號
06-2935118 (限台南永華店使用)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韓式廚房

※不分平、假日午晚餐均可使用

糕起司鍋任選一 2.石鍋拌飯(豬肉
/雞肉)~二擇一 3.海鮮煎餅一份 4.

650 549

三色韓式小菜一份 5.柚子/玉米鬚
茶~二擇二。
※限平日使用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 55 號
電話:(06)260-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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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券內容: 1. 起司春川炒雞或部

老韓家
韓式廚房
~韓式部隊鍋

隊鍋(豬肉/牛肉)任選一
2.海鮮煎餅一份 3.辣炒年糕一份

810 700

4.三色韓式小菜一份 5.柚子/玉米
鬚茶~二擇四。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 55 號

平日 4 人套餐

※餐券內容-可抵用 1F 各式單

台南 富霖餐廳

點菜色.港式點心及各項經濟

~餐飲抵用券 500 元 500 440
~

合菜。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551 號

電話:(06)260-0255※限平日使用

克/焗烤智利帝王蟹約 100g(可選

費)，超出部份另現場補差額，

~港式美食 660 元
餐飲抵用券~ 660 559
*午晚餐都可用*
*台南&高雄通用券*

差額部份須另付 10%服務費
2:不分平假日午晚餐都可使用
3:不找零
*台南&高雄通用券*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 707 號

蟹腳或身體)~二擇一。上等黑鮪

哲也日本料理
~北海道頂極海陸

魚生魚片，海膽手捲，酥炸鮮蝦

980 390

EL:(06)228-8818
台南市民權路一段 239 號
限週一~五午.晚餐及週六午餐使用

【二食】鴨香熱炒 (三選一)

~粵式經典烤鴨
一鴨三吃~

鴨骨架 3．海鮮醬爆櫻桃鴨

1848 1399

【三食】湯品回甘 (二選一)
1．櫻桃鴨絲麵線鍋 2．酸菜筍片
鴨骨湯 ※需提前三天預定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 707 號

主餐:豚骨、醬油、味噌、地獄拉

一樂町豚骨拉麵

麵、叉燒蓋飯、咖哩雞蓋飯任選

~自慢道地雙人餐~ 315 220
(限府東店使用)

台南 商務會館
~港式飲茶 600 元

餐飲抵用券~

餐飲抵用券，限消費港式餐廳使
用，不得使用其他餐廳(維拉餐

600 500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平日午餐券吃到飽單人券~

※限府東店使用 (06)200-2998

※不分平、假日午晚餐均可使

一份。附餐:沙拉、法式麵包、主

台南 轉角餐廳
CORNER STEAK HOUSE

廚推薦區餐點，若需食用需現場

~商業午餐券(牛排)

加價$110 元($100+10%)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廚湯品、法式甜點、飲品~各一

605 550

份。
※適用一般平假日午餐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22 巷 12 號

台南市永華路二段 41 號

電話:(06)275-4321

TEL:06-2936988 *到 12/31

主餐:碳烤戰斧豬排一份。附

台南市永華路二段 41 號

餐:沙拉、法式麵包、主廚湯

台南 轉角餐廳
CORNER STEAK HOUSE

~商業午餐券(豬排)

880 800

品、法式甜點、飲品~各一份。
※適用一般平假日午餐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22 巷 12 號

TEL:06-2936988 *到 12/31

電話:(06)275-4321

止

主餐:碳烤美國紐約客牛排

平日及假日午.晚餐使用

東加和漢創作料理

台南市永華路 2 段 812 號

~各式義式主餐券~ 539 485 之主餐一份

*本券不包含生魚片(刺身)及主

『單人券』

625 568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主餐:碳烤美國 CAB 紐約克牛排~

平日及假日午.晚餐使用

~午餐或晚餐券吃到飽單人券~

用，可點選$500 元+10%

TEL:06-2935001

止

東加和漢創作料理

永恆天詩義式美食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 347-1 號
TEL:(06)243-5616

537 478

山冷泡茶一瓶。

廳、歐帕酒吧、喜宴、工商餐敘)

※限平日午餐使用

東加和漢創作料理

二碗。副食:小菜一份及阿里山高
台南市東區府連東路 3 號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TEL:06-3015888

*台南&高雄通用券*

苔三角飯糰，海鮮茶壺湯，時令
冰沙~各一份。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一食】嫩鴨片切

台南 東悅坊

天婦羅，鹽烤秋刀魚，鮭魚包海
鮮果，手工烤布蕾，薄荷水蜜桃

二選一套餐~

TEL:06-3015888

1．芥藍炒櫻桃鴨絲 2．麻薑鹹酥

TEL:(06)293-7299
套餐內容:澳洲和牛陶板燒約 55

1:可抵用 660 元餐點(含服務

台南 東悅坊

(席菜及喜宴不適用)

『四人券』

~午餐或晚餐券2499 2180 台南市永華路二段 41 號
吃到飽~ *四人券*
TEL:06-2936988 *到 12/31
止

台南 轉角餐廳
CORNER STEAK HOUSE

~加州風味碳烤
單人晚餐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10oz)/頂級菲力牛排(6oz)/
碳烤鴨胸煎鴨肝/碳烤法切羊
棑/碳烤戰斧豬排~五擇一。附

1320 1160 餐:法式開胃菜、翠綠沙拉、法
式麵包、主廚湯品、法式甜
點、飲品~各一份。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22 巷 12 號
電話:(06)275-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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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餐:蒸烤加拿大鮮活龍蝦(一

※限平日午餐使用

隻)及碳烤美國 CAB 黑牛肋眼牛

餐券內容: MVSA 每日例湯、

排(10oz)/紐約克牛排(10oz)/無
骨牛小排(8oz)/頂級菲力牛排

台南 轉角餐廳
CORNER STEAK HOUSE

~海陸雙人晚餐券

3740 3360

(8oz)~四擇一。附餐:法式開胃

西班牙酒莊餐廳

菜、翠綠沙拉、法式麵包、主廚

~平日商業午餐券

湯品、法式甜點、飲品~各二
份。本套餐優惠券主餐每人各為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蘿蔓萵苣沙拉佐油醋汁、熱

台南 甘簞行瓦

Tapas、松露野菇燉飯

418 380

飲品(3 選 1):紅茶/綠茶/柳橙汁
電話: (06)220-1098
台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 669 號

法混合搭配)

主餐(三選一) :義大利風乾火腿蛋

電話:(06)275-4321

黃奶汁 / 焦化脆皮雞腿捲 / 美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22 巷 12 號

窯烤手作廚房
~普羅旺斯烤全雞

~一隻及大阪章魚燒 pizza(七
吋)~一份 2.主廚濃湯~二擇二 3.
精緻甜點~三擇二 4.39 元飲料~
任選二杯。TEL:(06)297-6788

雙人餐~

台南市中西區永華路一段 309 號
(安平家樂福前)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喬義思
窯烤手作廚房

式香草爐烤豬肋排

套餐內容:1.普羅旺斯香料烤全雞

910 800

650 570

選搭料理方式 : 依現場菜單為主
(三選一)

WiWe 義法餐廳

~義法風情料理餐
券(義大利麵/歐姆 790 570
/燉飯) ~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平價套餐

奶油義大利麵~一份 2.主廚濃

一)3. 法式培根蒜味麵包 4. 賞味

湯~二擇二 3.精緻甜點~三擇

甜點 5. 特調飲品 6.法式焗烤田螺
主餐 (三選一) :
碳烤黑牛板腱牛排 / 焦化松板豬
排搭海大蝦 / 酥脆德式烤豬腳搭

助吧無限量供應。
台南市東區育樂街 46 巷 5 號

電話(06)200-3566

※限台南店

自製酸菜

WiWe 義法餐廳
~主廚法式頂級
排餐券~

副餐 (各一份):

900 720

~歡樂套餐

~單人饗宴

※限台南店

餐券內容:1.飆瘋菲力牛排(8oz)/
狂瘋牛小排(14 oz)/法式(小羊)肋

515 399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排~三擇一 2.生菜沙拉一份 3.自

~幸福全家套餐

~平日自助式早餐券~

限平日使用，一般假日及連

308 190

續假日需現場補 50 元，農曆
春節期間不適用。
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 539 號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台南市東區育樂街 46 巷 5 號

1:可抵用維悅中餐廳 660 元餐點

一份 2.副食:羊排、豬排、雞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台南 維悅酒店
維悅早餐廳

全自助餐早餐吃到飽

TEL:06-2989789

腿排、鱈魚排、雞塊、薯條、

2020 1799

止

助吧無限量供應。※限台南店

餐券內容~1.主食:22oz 牛排

瘋 牛排洋食

TEL:(06)222-3127 *效期到 12/31

一份 3.自助吧無限量供應。

電話(06)200-3566

瘋 牛排洋食

台南市中西區海安路一段 31 號

魚或鳕魚排~五擇一 2.生菜沙拉
台南市東區育樂街 46 巷 5 號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熱前菜(二擇一)3. 湯品(二擇
綜合甜點盤 6. 特調飲品

牛排(7oz)/帶骨豬排(小)/地震鮭

325 270

1. 主廚開味沙拉(二擇一)2. 開胃
一)4. 法式培根蒜味麵包 5. 法式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餐券內容:1.霜降牛排(7oz)/微瘋

瘋 牛排洋食

*效期到 12/31

1.主廚開味沙拉 2.湯品(二擇

排~二擇一 2.生菜沙拉一份 3.自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奶汁醬/羅勒松子青醬)
止

餐券內容:1.火山雞腿排或太空豬

250 225

汁醬/XO 醬)3.法義式燉飯 (松露

pizza(七吋)~一份及蒜香雞肉

(安平家樂福前)

瘋 牛排洋食

(法式白醬/羅勒松子青醬/特製茄

附餐(各一份) :

台南市中西區永華路一段 309 號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1.法式歐姆蛋 2.經典義大利麵

套餐內容:1.燻雞蘑菇

二 4.39 元飲料~任選二杯。

~義式手作雙人餐

牛小排/巴斯克漁夫鍋/酒香松阪
豬/加泰隆尼亞雞肉佐馬鈴薯蛋、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龍蝦半尾及牛排半份(牛排恕無

喬義思

主菜(5 選 1):香煎鱸魚菲力/嫩煎

洋蔥圈、德國香腸~各一份 3.
鐵板麵及自助吧無限量供

台南 維悅酒店
維悅中餐廳

~660 元餐飲抵用券~

(含服務費)，超出部份另現場補
差額，差額部份須另付 10%服務

660 499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電話(06)200-3566

※限台南店

3:不找零 4:宴會桌席不適用
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 539 號

TEL:06-2989789

應。※限單次 4 人使用
台南市東區育樂街 46 巷 5 號

費 2:不分平假日都可以使用

台南 劍橋大飯店
~自助式早餐
275 200
或英式下午茶-2 選 1~

憑券可享用劍橋大飯店自助
式早餐或英式下午茶一客
台南市民族路二段 271 號 5 之 11
TEL:(06)22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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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 首學大飯店

~自助式早餐券~ 220 140

憑券不分平假日可享首學大飯

餐券內容: 1.百福俱臻佛跳牆

店自助早餐一客(限內用)。

2.魚躍龍門海中翅 3.耕雲種月

台南市中西區康樂街 148 號
TEL:(06)223-8999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限平日週一~週五午餐或晚餐

東饌魚翅套餐

時段使用 ※*一人份使用*

~平日午餐或晚餐券~ 748 499 台南市華平路 156 號
TEL:06-2952288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主餐:黃金大排翅
附餐:1.開胃菜 2.魚、牛肉擇

真新鮮時令三品 3.真自然饗食
前菜 4.真健康暖胃湯品 5.

食蔬茶齋
~食蔬饗宴

真食在養生主菜 6.法式黃金栗

868 780

單人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單人券~

訂位電話: (06)299-0509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需提前 12 小時預約*到 12/31

梅汁擇一)各一份

餐券內容: 1.迎賓開胃醋飲 2.懷

煲(四選一)
2.餐點皆附飲料及甜品.白飯

石盛合冷盤 3.真善美樂活前菜
4.真溫潤御品煲湯 5.極上豪華主
菜 6.摩洛哥塔吉鍋料理

食蔬茶齋
~尊榮饗宴

7.法式黃金栗子燉飯/日式豆奶蕎

1268 1100

單人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8.真食尚美饌後

菜 9 零負擔迴味甜品 10.來有手
採茶 ※需提前 12 小時預約
訂位電話: (06)299-0509
※需提前 12 小時預約*到 12/31

訂位電話: (06)299-0508

止

※不分平假日都可以使用*到 12/31 止

台南市安平區郡平路 335 號

主菜（7 選 1）牛肝蕈菇佐時蔬

可 1 人於寬心園精緻蔬食料

鮮嚐全鱸魚、安格斯牛小排、匈
牙利松板豬、白蘭地櫻桃鴨、嚴
選海鮮 ，主食（3 選 1）義大利

【全台多點】
寬心園精緻蔬食 638 580
~精選套餐

【餐點含前菜/湯/飲料/甜點】
台南市安平區郡平路 335 號
電話: (06)299-0508 *到 12/31 止

(20 擇 1) 台北、新竹、台中、

各店單次使用完畢，可任選總價

，主題醬汁（6 選 1）義式紅醬、
辣、美式紅酒醬、日式白酒醬

含服務費)。寬心園精選套餐

1.本券須於【3 皇 3 家複合式餐飲】

麵、日本進口壽司米燉飯
法式青醬、印度咖哩、墨西哥勁

理餐廳享用精選套餐乙客(已

台南、高雄分店，都可用

進口有機麵條、義大利進口型

565 500

麥麵(二選一)

台南市安平區郡平路 335 號

（素）、嫩煎本產跑山雞雞腿、

食下有約

7.零負擔迴味甜品 8.來

有手採茶※需提前 12 小時預約

台南市安平區郡平路 335 號

花雕蹄膀煲/花雕牛煲/花雕蝦

548 495

一)

次)4.甜點水果飲料(紅茶/烏

餐券內容: 1.主餐:花雕雞煲/

食下有約

子燉飯/日式豆奶蕎麥麵(二選

止

※不分平假日都可以使用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餐券內容: 1.迎賓開胃醋飲 2.

一 3.鮭魚炒飯(可續加一

TEL:06-2223428

單人券~

※需提前 12 小時預約

台南市府前路二段 108 號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無制式菜單

訂位電話: (06)299-0509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電話: (06)299-0508 *到 12/31 止

TEL:06-2223428

1628 1399

台南市安平區郡平路 335 號 2F

主餐:排翅鮑魚雙寶鍋一份。附

台南市府前路二段 108 號

宏鼎魚翅坊

味甜點 7.來有手採高山茶

台南市安平區郡平路 335 號

※不分平假日午餐或晚餐都可用

花雕系列

單人券~

加一次)3.甜點水果飲料(紅茶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獨家私房菜

658 590

餐:1.開胃菜 2.鮭魚炒飯(可續

宏鼎魚翅坊

~不分平假日午晚餐

~手路菜

煲 5.砂鍋獅子頭 6.零負擔迴

※限平日午餐或晚餐使用

排翅鮑魚雙寶鍋
1078 899 /烏梅汁擇一)各一份
~商業午餐或晚餐券~

宏鼎黃金排翅(大)

田中穀(紫米油飯)4.川味猴菇

食蔬茶齋

【全台多點】

3 皇 3 家複合式餐飲
-400 元餐券
400 400
*贈特定飲品一杯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400 元內之各項餐點及原價飲
料，並於現場加贈飲品一杯。飲
品:中杯美式熱咖啡/中杯冰咖啡/
小葉紅茶/鮮活綠茶/金萱凍飲/皇
家紅茶(依各店供應，任選一杯)。
2.本券優惠限平日(週一~週五)使
用，假日(週六~週日)、國定假日
使用則等同現金$400 元使用，無
贈送飲品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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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 玻璃牛
溫體牛豬肉火鍋 680 550
~麻辣/海鮮

1.泰式椒麻雞/檸檬豬~二擇

持券可享價值 680 元麻辣/海

/

鮮/鴛鴦鍋系列一份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 186 號
TEL:06-2938552

鴛鴦鍋系列餐券

一 2.泰式打拋豬肉/雞肉~二

小金魚泰式料理
~雙人餐券~

擇一 3.月亮蝦餅一份 4.蝦醬

800

730 空心菜/高麗菜~二擇一 5.白
飯吃到飽 6.紅茶/麥茶免費供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應。 TEL:(06)221-4321

持券可享價值 150 元牛肉麵

台南 玻璃牛
溫體牛豬肉火鍋 300 240

TEL:06-2938552

台南 玻璃牛
溫體牛豬肉火鍋 500 425
~$500 元餐飲
抵用券

1.清蒸檸檬魚/蠔油鱸魚~二

份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 186 號

~牛肉麵+套餐系列
各一份

台南市中西區友愛街 26 號

系列一份+150 元套餐系列一

持券可享店內各類餐食(店

擇一 2.泰式打拋豬肉/雞肉~

小金魚泰式料理
~3-4 人餐券~

二擇一 3.涼拌海鮮/花枝~二

1380 1240 擇一 4.月亮蝦餅一份 5.蝦醬
空心菜/高麗菜~二擇一 6.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內飲料不能抵用)

辣蝦湯一份 7.白飯吃到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 186 號

飽 8.紅茶/麥茶免費供應。

TEL:06-2938552

1.月亮蝦餅/金錢蝦餅(小)~二

打拋豬+蝦醬空心菜/高麗菜

選一 2.打拋(豬.雞.牛)/椰汁

(2選1)+椒麻雞+酸辣海鮮湯/

恰凸恰泰式餐廳

~超值雙人餐券~ 845 710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雞片冬粉湯(2選1)+白飯2碗+
泰式奶茶2杯。
TEL:06-2081051

(雞.牛)/椒麻雞/泰式葱油雞/

檸檬辣椒泰國料理
~幸福二人套餐~ 858 750

料~二選一。附:香米白飯。

打拋豬+蝦醬空心菜/高麗菜

~超值四人餐券~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363 號

(2 選 1)+椒麻雞+月亮蝦餅+

1746 1480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TEL:(06)299-9689

酸辣海鮮湯/雞片冬粉湯(2 選

1.月亮蝦餅/金錢蝦餅/清蒸檸

1)+清蒸檸檬鱸魚+涼拌海鮮

檬鱸魚/嫩烤松板豬/碳烤牛小

+白飯 4 碗+泰式奶茶 1 壺。

排/黃金咖哩蝦/泰國烤雞~七

地址:台南市東門路二段 387 號

打拋豬+蝦醬空心菜/高麗菜
(2選1)+椒麻雞+酸辣海鮮湯/

恰凸恰泰式餐廳
~超值六人餐券~

雞片冬粉湯(2選1)+清蒸檸檬

2296 1950 鱸魚+月亮蝦餅+綠咖哩雞+
鳳梨蝦球+泰式烤松阪豬+白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飯6碗+泰式奶茶1壺

~超值十人餐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雞片冬粉湯(2 選 1)+泰式炸豆腐+
綠咖哩雞+海鮮粉絲煲+白飯 10
碗+奶茶 1 壺+甜品 1 盅

冷盤三拼+打拋豬+蟹肉炒蘆
筍+月亮蝦餅+泰式拼雙雞+

~豪華十人餐券~

辣炒海鮮/涼拌綜合海鮮/涼拌
青木瓜/蝦仁豆腐蛋~八選三
3. 空心菜/高麗菜/什錦蔬菜~
三選一 4.芙蓉豆苗湯/飲料~
二選一。附:香米白飯
TEL:(06)299-9689

地址:台南市東門路二段 387 號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1380

冷盤雙拼+打拋豬+蝦醬空心菜/

TEL:06-2081051

恰凸恰泰式餐廳

檸檬辣椒泰國料理
~嚐鮮 3~4 人套餐
1628
~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363 號

雙雞+清蒸檸檬魚+酸辣海鮮湯/

4708 3999

選二 2. 打拋(豬.雞.牛)/椰汁
(雞.牛)/椒麻雞/泰式葱油雞/

地址:台南市東門路二段 387 號
高麗菜(2 選 1)+月亮蝦餅+泰式拼

恰凸恰泰式餐廳

選二 3.空心菜/高麗菜/什錦蔬
菜~三選一 4.芙蓉豆苗湯/飲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地址:台南市東門路二段 387 號

恰凸恰泰式餐廳

辣炒海鮮/涼拌綜合海鮮~六

泰式三味魚+酸辣海鮮湯+草

5918 4999 蝦粉絲煲+咖哩軟殼蟹+泰式
烤松阪豬+白飯可續+奶茶暢
飲+甜品 1 盅
地址:台南市東門路二段 387 號

108106
106
年 02-04
年 01
01
年

1.月亮蝦餅/金錢蝦餅/清蒸檸

泰味蝦醬空心菜.雲式椒麻雞.

檬鱸魚/嫩烤松板豬/碳烤牛小

月亮蝦餅.泰味什錦海鮮湯各

排/黃金咖哩蝦/泰國烤雞/海
鮮粉絲煲/酸蒜雞腿涼片/綜合
牛)/椰汁(雞.牛)/椒麻雞/泰式

泰雲泰式料理餐廳 800 720
~雙人超值套餐~

葱油雞/辣炒海鮮/涼拌綜合海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拼盤~十選三 2. 打拋(豬.雞.

檸檬辣椒泰國料理
~歡樂 5~6 人套餐
2618
~

2300 鮮/酸辣生蝦/鳳梨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TEL:(06)215-7508
台南市南區體育路 43 巷 2 號 1F

泰味蝦醬空心菜.雲式椒麻雞.

錦蔬菜/蝦醬四季豆~四選一

泰式打拋肉.月亮蝦餅.泰味清

(壺)~三選一。附:。香米白飯。

台南 新泰城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363 號

泰雲泰式料理餐廳

1.月亮蝦餅/金錢蝦餅/清蒸檸
檬鱸魚/嫩烤松板豬/碳烤牛小
排/黃金咖哩蝦/泰國烤雞/海鮮

~3~4 人超值套餐
~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粉絲煲/酸蒜雞腿涼片/綜合拼

檸檬辣椒泰國料理
~豪華 10 人套餐~ 5478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點.飲料(酸子汁.檸檬汁.泰式
奶茶)任選一壺.白飯吃到飽

雞.辣炒海鮮.香酥椰子豆腐

仁豆腐蛋~十二選五 3.空心菜/

台南 新泰城

清湯/酸辣蝦湯/海鮮玉米濃湯/

泰雲泰式料理餐廳

飲料(壺)~五選一。附:香米白飯

~4~6 人超值套餐

1.黃金拼盤 2.涼拌綜合海鮮/

辣海鮮湯各一份以上均附甜

檬魚.月亮蝦餅(大).泰式咖哩

味宮保(雞.豬)/涼拌青木瓜/蝦

TEL:(06)299-9689

1500 1350 蝦餅.泰味清蒸檸檬魚.泰味酸

雲式椒麻雞(大).泰味清蒸檸

辣生蝦/鳳梨蝦球/泰式春捲/泰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363 號

炒椰汁雞.泰式辣炒花枝.月亮

雲南大薄片.泰味炒三青(大).

雞/辣炒海鮮/涼拌綜合海鮮/酸

四選一 4.酸辣海鮮湯/泰式海鮮

份或泰味蝦醬高麗菜.泰味辣

台南市南區體育路 43 巷 2 號 1F

椰汁(雞.牛)/椒麻雞/泰式葱油

高麗菜/什錦蔬菜/蝦醬四季豆~

蒸檸檬魚.泰味酸辣蝦湯各一

TEL:(06)215-7508

盤~十選三 2. 打拋(豬.雞.牛)/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飲料(酸子汁.檸檬汁.泰式奶
茶三擇二).白飯吃到飽

~十選四 3.空心菜/高麗菜/什

TEL:(06)299-9689

3270

打拋肉.月亮蝦餅.泰味酸辣蝦
湯各一份以上均附甜點二份.

蝦球/涼拌青木瓜/蝦仁豆腐蛋

4.芙蓉豆苗湯/苦瓜雞湯/飲料

檸檬辣椒泰國料理
~豐盛 7~8 人套餐
3718
~

一份或泰味蝦醬高麗菜.泰味

台南 新泰城

~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大).泰味酸辣蝦湯各一份或
泰味涼拌花枝.泰味蝦醬空心
菜(大).雲式椒麻雞(大).泰味

2500 2250 清蒸檸檬魚.月亮蝦餅(大).泰
味辣炒椰汁雞.海鮮豆腐煲.泰
式打拋肉(大).極品雲南氣鍋
雞湯各一份 以上均附甜點.飲

酸蒜雞腿涼片~二選一 3. 椒

料(酸子汁.檸檬汁.泰式奶茶)

麻雞 4. 嫩烤松板豬/辣拌松

任選一壺.白飯

板豬~二選一 5. 黃金咖哩蝦

TEL:(06)215-7508

/黃金咖哩軟殼蟹~二選一 6.

台南市南區體育路 43 巷 2 號 1F

海鮮粉絲煲 7.清蒸檸檬石斑

4820

魚 8.打拋豬/雞/牛~三選一 9.

泰味涼拌海鮮.香酥雙拼.椒

辣炒椰汁雞/牛~二選一 10.空

麻白油雞拼盤.辣炒打拋肉.

心蔡/高麗菜/什錦蔬菜~三選

台南 新泰城

一 11.酸辣海鮮湯 12.泰式奶

泰雲泰式料理餐廳

茶/羅望子汁/洛神茶(壺) ~三
選二。附:香米白飯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363 號
TEL:(06)299-9689

~7~10 人超值套
餐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海鮮豆腐煲.泰式咖哩雞.清
蒸檸檬魚.香酥椰汁蝦.雲醬

3600 3250 炒高麗菜.雲南氣鍋雞湯各一
份~以上菜色皆為大份量且
附椰子汁一壺.椰子果凍並
白飯吃到飽
TEL:(06)215-7508
台南市南區體育路 43 巷 2 號 1F

108106
106
年 02-04
年 01
01
年

涼拌雙拼.香酥拼盤(三拼).椒

1.正宗霸王花雕雞(大份)

麻白油雞拼盤.辣炒打拋肉.海

2.橫琴鮮蠔

鮮豆腐煲.冬粉蝦煲.泰式咖哩

3.糖醋脆皮大海鱸

台南 新泰城

雞.雲南豬腳.清蒸檸檬魚.雲醬

台南 老廣粵

泰雲泰式料理餐廳

炒高麗菜.雲南氣鍋雞湯各一

老廣粵花雕雞創意坊 3025 2488 5.黃金蝦

~8~12 人超值套

4600 4150 份~以上菜色皆為大份量且附
椰奶一壺.椰子果凍並白飯吃

餐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4.椒鹽蒜香松阪豬(小份)

~六人套餐~

6.蘆筍杏鮑菇
7.白飯六碗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到飽

台南市安平區文平路 249 號

台南市南區體育路 43 巷 2 號

TEL:(06)293-1010

1F
TEL:(06)215-7508
台南市南區體育路 43 巷 2 號 1F

1.花雕黃金雞煲飯(附湯品、蔬

台南 老廣粵
老廣粵花雕雞創意坊

583 490

~雙人套餐~

台南 老廣粵
老廣粵花雕雞創意坊

~三人套餐~

~平日午晚餐

2.澳門豬骨煲小火鍋(綜合火

$616半自助式餐

鍋料、蔬食、飯食、甜品)
TEL:(06)293-1010

1.正宗霸王花雕雞(小份)
2.糖醋鱸魚片(小份)

121
999
8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3.百花鑲油條
4.清炒空心菜(時菜)
5.白飯三碗
台南市安平區文平路 249 號
TEL:(06)293-1010

1.主餐:持餐券可點選現場

好田和洋料理

食、飯食、甜品)

台南市安平區文平路 249 號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台南
616 元(含 10%)一份。

616 560 2.鮮食舒活吧吃到飽。
台南市崇善路 236 號
TEL:06-2601819

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大高雄地區飯店-餐券區】~強力推薦~
各種票券名稱
高雄漢來 43 樓海港餐
廳
漢來巨蛋 5 樓海港餐廳
台南夢時代漢來海港餐廳

原價 優惠價 備註 ※餐券特殊假日不適用
限用平日，假日使用，現場加
收 55 元，假日定價 NT:990 元。

※非簽約公司 NT:850※

935 845

~平日自助式晚餐券

※漢來巨蛋 5 樓也可以使用
※台南‧高雄‧台中‧桃園可用

訂位 07-2135762 及
07-5555113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1.正宗霸王花雕雞(小份)

台南 老廣粵
老廣粵花雕雞創意坊 1815 1488

~四人套餐~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2.特色沙白
3.清蒸檸檬鱸魚
4.檸香鳳梨佐蝦球
5.椒絲腐乳水蓮(時菜)
6.白飯四碗
台南市安平區文平路 249 號

高雄漢來 43 樓海港餐
廳
漢來巨蛋 5 樓海港餐廳
台南夢時代漢來海港餐廳

限用平日，假日使用，現場加
收 187 元，假日定價 NT:990
元。

803 725

※非簽約公司 NT:730※
※漢來巨蛋 5 樓也可以使用

~平日自助式午餐券

※台南‧高雄‧台中‧桃園可用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TEL:(06)293-1010

高雄漢來 43 樓海港餐
廳
漢來巨蛋 5 樓海港餐廳
台南夢時代漢來海港餐廳

限用平日，假日使用，現場加
收 55 元，假日定價 NT:693 元。

638 580

~平日自助式下午茶券

※非簽約公司 NT:585※
※漢來巨蛋 5 樓也可以使用
※台南‧高雄‧台中‧桃園可用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高雄 大八大飯店
~自助式晚餐~

平日晚餐及假日午餐或晚餐

913 830

都可以使用

781 720

限用平日午餐使用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高雄 大八大飯店
~平日自助午餐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108106
106
年 02-04
年 01
01
年

高雄 大八大飯店
~下午茶券~

不分平假日下午茶都可以使

583 540

用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高雄 大八大飯店
~下午茶券~

*四人同行一人免費

四人同行，一人免費
233
2

1675

高雄 大八大飯店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高雄夢時代店及高雄左營店
及台南永福店，都可以使用
本券適用於大八潮坊港式飲

高雄 大八大飯店
~

，假日不適用

限用平日午餐使用。

【潮坊港式飲茶】 535 495
~平日午餐券~

【潮坊港式飲茶】~晚餐券

#限平日下午茶使用

茶-晚餐使用

590 545

，可用於假日午餐或晚餐
高雄夢時代店及高雄左營店

酒店 Ripple 西餐廳 935 788
高雄 H2O 水京棧

本票券限週五~週日假日使
用，端午連假 6/18 可以使用，

-假日下午茶餐券

期間 2/15~2/20、 12/31。

~艾可柏菲餐廳~
~平日晚餐券~

高雄 東大門韓式
燒烤暢食料理館

※平日晚餐

~艾可柏菲餐廳~
~平日午午茶券~

*效期到 12/31 止
不分平.假日均可以使用

高雄 花季度假飯店

憑券可使用覓堂下午茶一客

~覓堂下午茶抵用券 638 560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客

高雄市田寮區崗北路 111 號

限用平日晚餐使用，假日使用

~平日自助式晚餐~ 1012

920

須加收 NT:176 元 ※假日定義
-星期五~日 訂位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07-2115243

高雄 國賓大飯店

本券平日(週一至週五)適

902 820

用，假日使用需現場補差額
286 元。 訂位 07-2115243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高雄 國賓大飯店
~

本券平日(週一至週五)適

638 580

用，假日使用需現場補差額
110 元。 訂位 07-2115243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高雄 H2O 水京棧
酒店 Ripple 西餐廳 792 688
-半自助式午餐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6

1099

（涮涮鍋或壽喜燒）+握壽司，
週六、日及例假日需現場加價
$200 元方可使用。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43 號
1.適用於高雄 THE 林皇宮森林
百匯平日晚餐乙客(原價
$890+10%)。※假日午、晚餐

高雄 林皇宮

LV 森林百匯 979 890

-平日晚餐

使用需現場加收$60 元。2.平
日定義:週一至週五非國定例
假日,彈性放假屬於連續假
殊假日

憑券可使用覓堂 880 元套餐一

高雄 國賓大飯店

~平日自助式下午茶

理午餐或晚餐兩客，兩人壹鍋

TEL:(07)636-2288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平日自助式午餐~

憑券乙張可享平日品日式料

期 。 假日定義:同六、日及特

不分平.假日均可以使用

880 780

2.本券為平日使用，假日補差
額 198 元。

~品日本料理吃到 171
飽雙人券~

柏菲自助料理平日午午茶。

高雄市田寮區崗北路 111 號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覓堂西式套餐抵用券

792 670

高雄市鳥松區公園路 45 號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高雄 花季度假飯店

1.本券適用於麗尊酒店-艾可

及假日午餐、晚餐單人使用

平日晚餐及
625 549
假日午晚餐~單人券
TEL:07-7317177

限平日使用，假日使用需現場補
$55 元，假日定價$990 元

高雄 麗尊酒店

高雄 翰品酒店

*效期到 12/31 止

艾可柏菲自助料理餐廳

935 780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限平日午餐使用(單人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特殊節日不適用 ，如，新春

高雄 麗尊酒店

高雄 東大門韓式
燒烤暢食料理館

TEL:07-7317177

不適用

酒店 Ripple 西餐廳 549 488

及台南永福店，都可以使用

548 469

菌菇燉飯(二擇一) 2.本票券
週一至週日可使用，特殊節日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平日午餐~單人券

鴦魚子義大利麵、松露蔬菜

-半自助式晚餐券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高雄市鳥松區公園路 45 號

1.餐點內容: .餐點內容: 鴛

高雄 H2O 水京棧

1.餐點內容 : 炭烤松坂豬排、
黑松露菌菇嫩煎雞排(二擇一)
2.本票券週一至週日可使用，
特殊節日不適用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366 號
電話： 07-553-9005

適用於高雄林皇宮森林百匯

高雄 林皇宮

LV 森林百匯 869 790

-平日午餐券

平日午餐乙客( 原價
$790+10%) 平日定義 : 週
一至週五非固定例假日,彈性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放假皆屬於連續假期。
適用於高雄林皇宮森林百匯

高雄 林皇宮

LV 森林百匯 759 690

-假日下午餐券

假日下午餐乙客(原價
$690+10%)。假日定義:同
六、日及特殊假日(依現場公

+嘉義獨角仙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告)

【南部泡湯券 & 南部游泳池 SPA 券區】
各種票券名稱
關仔嶺-統茂溫泉會館

~平日大眾泡湯券

原價

~雙人餐券(中式合菜)

備註，農曆過年期間優惠不

價

同

500 250

關仔嶺-統茂溫泉會館
1080
~平日雙人湯屋券 90 分鐘
關仔嶺-統茂溫泉會館

優惠

限平日使用，假日現場補 100 元

※非簽約公司$260 元
限平日使用，可使用 90 分鐘

850

鐘，假日使用需現場補 120
元
雙人餐券-中式合菜 2 人份

800 499

不分平假日-午餐或晚餐使用
#期限到 107/12/31

108106
106
年 02-04
年 01
01
年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平假

關仔嶺-湯泉美地溫泉會

館~雙人景觀湯屋券

1200

900

日可使用 90 分鐘，特殊連續
假

台南市歸仁區公園路 71 號

歸仁 新嘉年華游泳池

200 155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台南市歸仁區大仁街 400 號

日使用 60 分鐘 ※房間內無
床

關仔嶺-湯泉美地溫泉會

館~水漾雙人房湯屋券

關仔嶺-儷景溫泉會館

~大眾泡湯券
關仔嶺-儷景溫泉會館

~荷楓館湯屋券

關仔嶺-景大渡假莊園

~平日大眾泡湯券

關仔嶺-沐春溫泉

養生館

–平日情人湯屋券

關仔嶺-儷泉溫泉館

~雙人湯屋券

關仔嶺-儷泉溫泉館

~雙人湯屋 2H 休息券

楠西-龜丹溫泉農場
~龜丹溫泉大眾泡湯券

高雄 天闊 SPA 會館
不老溫泉區~平日戶外泡湯券

高雄 天闊 SPA 會館
不老溫泉區~平日舒適湯屋券

高雄 花季渡假飯店
~出雲風呂裸湯券~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平日

1500 1250

300 250

四重溪-茴香戀戀會館
~大眾泡湯券
四重溪-茴香戀戀會館
~雙人湯屋券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限平日，假日+400，可

1400 950 使用 90 分鐘，11~3 月假
日只使用 70 分鐘

480 355

台中 日光溫泉會館
-SPA 大眾湯雙人券

台中 日光溫泉會館
-平日雙人主題湯房券

原價

1500 1100

限平日使用，假日需於現

1100 850

600 450

主題房湯屋 2 小時，限平日

臺南市白河區關嶺里關子嶺 43-3 號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2 小時

1500 1200

※每續 1 小時，加收$500 元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300 200

限平日使用，假日現場補 50 元

799

限平日使用，假日現場補 200 元

1000

800 699

1398

3300

台中市東山路 2 段光西巷 78 號

館使用精緻湯屋或景觀湯屋
乙次。房型依現場排房為準，
不得指定。2.本券平日(週一~
週五)使用 2小時且淡季(3~10

谷關

露泉渡假溫泉館

-雙人湯屋(淡季平日

月)使用時再加贈 30 分鐘;假

1600 1080

加贈 30 分鐘)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新開)63 號

使用 2 小時;假日加價$200 使

二張風呂湯券可換日暮湯屋
高雄市田寮鄉南安村崗北路 111 號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高雄市田寮鄉南安村崗北路 111 號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屏東縣牡丹鄉大梅路 1 之 16 號

原價

優惠
價

四重溪-牡丹風情湯屋券

1200 750

號

2018 臺中
世界花卉博覽
會

※花博活動日期

107/11/3~108/4/24

350

230

*原文賢 SPA 游泳池*
台南市北區文賢一路 77 號

不分平假日、暑假+20
※10/5~108 年 2/2 封館整修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一張票當天使用可玩
各園區
(1)后里馬場森林園區

*優惠票*

(2)外埔園區
(3)豐原葫蘆墩公園

※11/3 開園起$230

嘉義 恐龍夢公

園

107/ 5/20~108/5/19

220

130

※活動地點:
嘉義文化創意園區
嘉義市中山路 616 號

高雄 瘋狂泡泡

實驗室-特
展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 189 號

備註
2018 年最大盛事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不分平日.假日使用 60 分鐘

歸仁 水野 SPA 氧身館 150 120

各種票券名稱

屏東縣牡丹鄉大梅路 1 之 16 號

屏東縣車城鄉溫泉路 251-68

200 140

【全省遊樂區及觀光農場及特展-門票區】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500 280

台南長渼 SPA 游泳池 250 190

不適用。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1100 即可使用映月湯屋

台南德光 SPA 游泳池 250 199

及農曆春節期間(除夕到初五)

高雄市田寮鄉南安村崗北路 111 號

二張風呂湯券+現場自付

600 550

連續假日)使用加價$100 使用
2.5 小時，旺季(11~2 月)平日
用 1.5 小時，跨年(12/31~1/1)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補

300 260

日(週六、週日、國定假日及

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新開)63 號

+現場

1100

$400 元可使用 90 分鐘。
1.單券可 2 人於露泉渡假溫泉

※房間內有床可休息

300 220

使用，假日需於現場加價

1980 1199

鐘、假日可使用 70 分鐘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60 分鐘

場加價$200 元 ◎台中市
東山路 2 段光西巷 78 號

300 元，平日可使用 90 分
臺南市白河區關嶺里關子嶺 27 號

備註

優惠價

限平日使用，假日現場補 100 元

四重溪-牡丹風情泡湯券

台南 水都水世界

各種票券名稱

限平日使用，假日現場補

~日暮湯屋券 90 分鐘 2200 1398
~
~映月湯屋券120 分鐘

【中部地區溫泉飯店泡湯券區】

※房間內有床可休息

高雄 花季渡假飯店

高雄 花季渡假飯店

可使用三小時，假日二小時

※日期 12/29~4/7

280

220

展

~玩命逃走中 【單

館】

高雄駁二 P2 倉庫
高雄市大勇路 1 號

高雄 伊藤潤二

恐怖體驗

※活動地點:

※日期 12/29~4/7

300

200

※活動地點:
高雄駁二自行車倉庫

高雄市大勇路 1 號

108106
106
年 02-04
年 01
01
年
高雄 伊藤潤二

恐怖體驗

展

~玩命逃走中 【雙

館】
高雄 義大遊樂

世界

-全票
高雄 義大遊樂世
界
-午後

票

六福村-全票
~主題樂園+動物

※日期 12/29~4/7

500

350

※活動地點:
高雄駁二自行車倉庫

高雄市大勇路 1 號

899

660

全票:定義-18 歲以上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票

劍湖山-全票
台中 麗寶樂園
探索或馬拉灣(2

650

999

550

599

1998

1100

下午 13:30 以後入園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六福村-全日票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899
800

480

250

799

420

150

115

400

299

500

299

-單人門票

苗栗 西湖渡假
村
券

~單人門票+DIY

苗栗 西湖渡假
村
茶

~雙人門票+下午

苗栗 西湖渡假
村
票

~2 大 1 小親子門

苗栗 飛牛牧場
~單人全票+彩繪肥牛
DIY~

※非簽約公司 490 元

不分平假日都可使用

小人國-全票

399

不分平假日都可使用

520

350

新竹 小叮噹樂
園
苗栗 西湖渡假
村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不分平假日都可使用

台中 麗寶樂園
天空之夢摩天
輪

全票

六福村-雙人票

◎水陸通用票◎

選 1)

高雄 夢時代摩天
輪
新竹 綠世界農場-

~單人全票+飛牛白布丁
1組

台南白河

萬里長城主題

館

台南 十鼓文化村全票

園~

六福村-雙人

苗栗 飛牛牧場

250

*探索&馬拉灣-2 選 1

*春節初一~初五+$5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369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非簽約公司$299 元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售完為止※
票一張+DIY 一份(安徒
生系列公仔彩繪
DIY)+彈珠汽水 1 瓶
本券含：雙人西湖渡假村

1038

688

入園門票一張+雙人下午
茶套餐
一客。
含：2 位成人(含國中以上)

1100

766

及一位國小(含)以下之孩童
入園。2.本券平假日、過年期
間皆可使用。

含(1)入園全票 1 張（國

370

325

台南 走馬瀨農場門
票
台南 走馬瀨農場
-套票(含遊戲
券)
台南 烏樹林五分車
之旅

台南 臺灣鹽博物
館
台南 頑皮世界-全
票

370

335

中(含)以上大人）、 (2)
新鮮飛牛牧場牛乳 1 杯
(3)彩繪肥牛 DIY 1 個

牛牧場牛乳 1 杯(3)飛牛
白布丁(4 入裝)壹組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299

250

台南市白河區

六重

溪 21-1 號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399

350

※台南市市民另有優惠

◎請來電洽詢購票◎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350

290

300

190

450

台南市柳營區

果毅

里南湖 25 號
純門票、不含遊戲券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含遊憩門票,

320

可玩 6 項遊樂設施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100

80

130

8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480

40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台南後壁區烏樹里 184 號

台南市七股區鹽埕里 69 號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兌換券內容:1.入場券
(每張票券限單次單人

台南 小西門

追風冰上世
界

使用，每次使用時間為

300

180

120 分鐘)2.公共意外險
3.護具(含安全帽、護

-溜冰兌換券

膝、護肘及冰鞋租用費)
地點:台南小西門 B2

非簽約公司$450

單人西湖渡假村入園門

579

台南 南元農場-全
票

(1)入園全票 1 張（國中
(含)以上大人）(2)新鮮飛

台灣金屬創意
館

~門票
+客製化雷雕
筆~

台灣金屬創意
館

~門票+客製化
雷雕餐具
袋組~

台南 虹泰水凝
膠
世
界

1.門票 2 定時導覽 3.
客製雷射雕刻金屬

225

120

高太陽眼鏡雙人套
票~

台南 安平陶坊
~手拉坏 250 元抵
用券

製雷雕 8 個字)
台南市永康區永科環路
598 號
1.門票 2 定時導覽 3.客
製雷射雕刻餐具袋組

300

150

~1 組(內含:不銹
鋼質筷子一副及湯匙一
支)
台南市永康區永科環路 598 號

專人導覽+水凝膠芳香

220

160

~12 星座優惠套
票

台南 華美光學
eye 玩視界~DIY 樂

筆~1 份(最多可依客

公仔 DIY 一隻+12 星座
水凝膠芳香公仔任選一
款
雙人入館(不折抵)+樂

440

250

高眼鏡乙支+眼鏡束口
袋 x1+貓頭鷹明
信片 x3 *到 12/31 止
內含：玩陶體驗乙次

250

210

(含一件燒製)
※不含運送郵資

108106
106
年 02-04
年 01
01
年

台南 尖山埤江南渡

假村
~三合一套票~

含 (1)尖山埤江南渡假

300

250

門票+搭船遊湖船
票

含烏山頭水庫入門

450

299

~上山玩水趣一日遊
~

票+遊湖船票
※不含停車費
，需事先預訂船班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1.香草簡餐(午餐或晚

台南 大坑休閒

農場

舫搭船券 1 張 (3)遊園
小火車 1 張

台南 烏山頭水

庫

村門票 1 張 (2)遊湖畫

餐)+香草咖啡或香草茶

960

599

嘉義民雄
金桔觀光農
莊
~鮮桔果醬 DIY
券

專人指導天然鮮桔果醬
DIY~2 瓶，金桔吸凍~2

540

450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
38 號(中正大學旁)
1.免費入園(限二人)2.

嘉義 獨角仙休閒

農場
~門票+雙人餐券~

精緻什錦小火鍋/元氣

580

480

戲水池,體驗 3.免費入
園
本券可 1 位 12 歲以下小朋

(限二人使用)

1.免費入園(限二人)2.

斗六 紅螞蟻生態

世界

~門票+腿套餐

現烤雞腿~二支 3.季節

900

750

騎士堡

2 小時親子童歡時
段券

650

349

，本券於平日(週一~週五)
不限時段入堡使用，假日
(週六~週日、國定假日、
連續假期)限 16:00 後入場
使用。

台南堡-愛麗絲的家

【全省多門市】

騎士堡

~兒童午後遊園券

1.本券可 1 位 12 歲以下小

1250

349

朋友入堡乙次(不含課
程)。2.本券適用於平假日
各堡點使用，入堡時間限
16:00 後入場。
1.本券可 1 位 12 歲以下小

【全省多門市】

騎士堡

~親子午後遊園券

朋友+1 位家長入堡乙次

1400

439

(不含課程，家長不得輪
替)。2.本券適用於平假日
各堡點使用，入堡時間限
16:00 後入場。

1.本券可 1 位 12 歲以下小
朋友+1 位家長入堡乙次

【全省多門市】

騎士堡

2 小時親子星光時
段券

650

325

(不含課程，家長不得輪替)
使用 2 小時。2.本券於週一
~週四限 17:00 後入堡使
用，週五~週日限 18:00 後
入場使用。

1.本券可 1 位 12 歲以下
小朋友入堡乙次(不含課

【全省多門市】

騎士堡

2 小時兒童童歡時
段券

程)使用 2 小時。

500

249

後入場使用
1.本券可 1 位 12 歲以下
小朋友入堡乙次(不含課

【全省多門市】

騎士堡

2 小時兒童星光時
段券

程)使用 2 小時。

500

225

1.免費入園(限四人)2.現

斗六 紅螞蟻生態

世界

門票+四人親子烤雞
套餐

烤全雞~一隻 3.季節時蔬

1600 1300

光工廠

1.門票一張 2.DIY 創

250

79

2.本券於週一~週四限
17:00 後入堡使用，週五
~週日限 18:00 後入堡使
用

中山

1.門票一張 2.手提文

800

199

具大禮盒一組
高雄市湖內區

中山

路二段 42 號
*效期到 12/31 止

~門票+文具禮盒

高雄 FLOMO 富

1.門票 2 張

樂夢文具觀
光工廠

高雄市湖內區
*效期到 12/31 止

高雄 FLOMO 富
光工廠

藝筆記本一份
路二段 42 號

~門票+創意 DIY

樂夢文具觀

份)~一份 5.黑米

*效期到 12/31 止

高雄 FLOMO 富
樂夢文具觀

~一份 4.手工丸湯(四人
飯~四份。

2.DIY 筆盒一份

699

299

3.幸福祈願橡皮擦 6
入組

~門票+創意 DIY

*效期到 12/31 止

+橡皮擦禮盒

2.本券於平日(週一~週

日、連續假期)限 16:00

(二人份)~一份 5.黑米
飯~二份。

包含：酷奇拉駕駛學校

五)不限時段入堡使用，
假日(週六~週日、國定假

時蔬~一份 4.手工丸湯

*效期到 12/31 止

含課程，家長不得輪替)使
用 2 小時

雞肉煲/麻油雞特餐~
蟲館免費參觀券

友+1 位家長入堡乙次(不

【全省多門市】

養生素食鍋/野菇古早
四擇二 3.另贈獨角仙昆

一客 2.山泉 SPA 冷.熱
泉,蒸氣屋.烤箱室.親子

個，金桔果茶~2 杯。

/滴答電車/甩尾小車手

高雄 大魯閣草

衙道
~鈴鹿賽道樂園
暢遊套票
~
『全日票』

/摩天輪/飄移高手/越
野大冒險/天空飛行家/

980

550

自由搖滾/自由落體/草
衙道電車/ 旋轉木馬等
11 項設施(不包含小小
騎士及迷你鈴鹿賽道)
高雄市中山四路 100 號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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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單張適用於鈴鹿賽道
樂園，每券限 1 人使
用。2.請持本券於 17:00

高雄 大魯閣草

衙道
~鈴鹿賽道樂園
暢遊套票
~

後至園區售票中心人工
櫃台兌換暢遊手環，憑

980

320

手環可享全園遊樂設施
不限搭乘次數(不含迷
士)。3.本券平假日適
用，惟春節期間需現場
加價$1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高雄 大魯閣草

憑券可駕駛迷你鈴鹿賽
道-Birel N35 單人車型

550

400

乙次(本券不含上課講
習費，初次駕駛者須先
上課)

(不含講習)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1.門票 2.彪仔/琥妞吊
飾一個 3.DIY 手創皮革

高雄 彪琥台灣
鞋故事館-門票
+DIY

遊

※本套裝採預約方式，請
先確定出發日期、再來電
訂票

~饗宴遊程

動物一只(七擇一)。免

200

150

費足部健檢及專人全館
現
場導覽約 2 小時。

遊

※本套裝採預約方式，請
先確定出發日期、再來電
訂票

550

屏東 8 大魔法
森林樂
園
台北 美麗華摩天
輪
金山 朱銘美術館全票

金山 朱銘美術館
入園門票+飲品-單人

宜蘭 勝洋休閒農
場 ~水煮魚慢活

前菜、湯品、甜點及飲
料) ※二人即可成行，
隨到隨玩(報到後 30 分
鐘內開船，用餐及各停
航程內容:1.觀光遊湖 2.
海上下午茶:卡士達水果

699

499

鬆餅、馬鈴薯/蔬果沙拉
(二擇一)、酥炸海味雙
拼、奶油焗烤鮮蚵、古早

+屏東可茵山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味黑糖仙草奶凍~各一份
航程內容:1.遊覽大鵬

屏東 大鵬灣
鵬福觀光遊艇
~經典觀光遊艇

300

270

~巧克力工坊

幸福手作巧克力 DIY

宜蘭 賞鯨+環龜山島半票

花蓮 海洋公園-全
票
花蓮 兆豐農場-全
票
花蓮 兆豐農場-優
待票

票

1.巧克力姊姊解說神奇
的可可樹 2.魔法調溫手

250

全票

蚵一份)※二人即可成
分鐘內開船，蚵殼島停留

320

宜蘭 賞鯨+環龜山島-

花蓮 賞鯨之旅 - 全

時間不限)

屏東 福灣莊園

雙人遊

灣。(另加贈~自助現烤鮮
行，隨到隨玩(報到後 30

作巧克力
DIY(附禮盒提袋)
電話:(08)835-1555

卡單人須補 100 元)不限時
間加滿油~二選一、3.風景
區門票(含-美人洞.山豬溝.
烏鬼洞)※農曆春節及王船
季期間不適用
票、2.環島車 或 漂泊的機
車乙部(兩人共乘乙部，如
卡單人須補 100 元)不限時

990

850

間加滿油~二選一、3.風景
區門票(含-美人洞.山豬溝.
烏鬼洞)4.海底玻璃船，如
要更換浮潛現場補$100/
人。

※農曆春節及王船

季期間不適用

航程內容:1.觀光遊湖 2.
套餐一份(均附:沙拉、

799

~四合一套裝

券

駁點時間不限)

~悠活海洋下午茶

650

屏東 小琉球一日

335 巷 43-1 號
海上饗宴:可任選各式

+屏東可茵山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

屏東 大鵬灣
鵬福觀光遊艇

730

本套票含-1.來回交通船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屏東 大鵬灣
鵬福觀光遊艇

~三合一套裝

票、2.環島車 或 漂泊的機
車乙部(兩人共乘乙部，如

你鈴鹿賽道及小小騎

『單人星光暢遊
票』

衙道
~迷你鈴鹿賽道
Birel N35 賽車券
~

本套票含-1.來回交通船

屏東 小琉球一日

花蓮 賞鯨之旅 - 半
票

花蓮 秀姑巒溪泛
舟
花蓮 秀姑巒溪泛
舟
花蓮 秀姑巒溪泛
舟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400

199

200

120

280

220

400

320

※週年慶促銷優惠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新北市金山區西勢湖 2 號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新北市金山區西勢湖 2 號
本券包含:水煮魚雙人套餐(麻
辣,藥膳,沙茶三選一) ，釣竿兩

1480

1080

隻，湧泉魚足浴 SPA ，膠筏體
驗，入園門票(不含入園抵扣消
費金額)，木雕明信片乙張

1200

799

含賞鯨+環繞龜山島+專

1000

550

半票-12 歲以下之兒童

890

780

※非簽約公司 790 元

350

290

19 歲以上~65 以下成人

250

220

13 歲~18 歲，65 歲以上

1000

700

含保險，時間 2.5 小時

業解說乙次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花蓮鯨世界賞鯨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750

550

750

599

800

650

900

699

含保險，時間 2.5 小時

※花蓮鯨世界賞鯨

※自動排水舟
花蓮向上泛舟公司

※頂級急流之星
花蓮向上泛舟公司

※頂級向上之星
花蓮向上泛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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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 日月行
館
~雙 人 下 午 茶

本券可 2 人於日月行館
國際觀光酒店-萬象料理

2230

1699

天空步道門票 2 張。下午

+景 觀 台 套 票

日月潭 日月行
館
~東 方 料 理 午 餐 券

享用自助下午茶 2 客及
茶 14:00~16:00

本券可 1 人於日月行館國

1885

1599

際觀光酒店-11 樓東方料
理享用午餐一客及天空步
道門票 1 張。

+空 中 步 道 觀 景 台

1.本券可至全台大魯閣棒

【全台多點】
大魯閣棒壘球打
擊場 16 枚代幣
兌換券(活動品)

壘球打擊場適用據點兌換
16 枚代幣使用，限乙次兌

560

399

換完畢。2.高雄草衙館每枚
代幣可打棒球/壘球 15 球
或棒球投球機乙局；其他
據點每枚代幣可打棒球/壘
球 20 球或棒球投球機乙局

【全省百貨公司禮券區】
各種票券名稱

家樂福禮券
大潤發禮券

原價 優惠價

100
0
100
0

備註

975

※特價優惠折扣※

980

※特價優惠折扣※

『禮券數量有限，請預先提前電話預約訂票』，謝謝。

※以上報價如有調整不另行通知，請訂票時再確認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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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宇旅行社

全國娛樂票券~商品傳真訂購單

公司名稱

聯絡電話

訂 購 人

行動電話

E-mail
寄票地址
序號

□□□-□□
票

券

品

項

單 價

數量

小 計

1
2
3
4
5
6
7
8

郵資：□25 掛號 □32 限
掛

總金額：
□ 匯款

使用日期
□ATM 轉帳

□現金(至公司取票時間 週一~五 09:00~18:00 / 週六 09:00~12:00)

銀行帳號：ATM 轉帳代碼 815
銀

行：日盛銀行(台南分行)

戶

名：唐宇旅行社有限公司

帳號：007-01-02988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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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細閱讀以下注意事項後，再行決定您所要購買之各項票券
票券一經售出後本公司一概不予退換，購買前請先詳細詢問服務人員，各種票券注意事項後再決定您
所需要的票券。
票價請勿自行更改,如有爭議,。票券使用說明及效期以背後之使用說明為準。
本公司保有更改票價之權力，各項票券之票價如有更動，以購買當日之售價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請先來電確認訂購數量及金額完成付款手續後將訂購單傳真至本公司，若於當日下午三點前完成匯款
及傳真，將於當日寄出，逾時則於次日寄出。
每筆訂單請自付 25 元掛號或 32 元限掛費用，票券寄送一律以郵局掛號寄出，需 3~4 個工作天(不含
週六、日)，若出遊急迫則亦需於前一日預約完成並請親自至本公司購票。
付款方式建議以 ATM 轉帳最佳或銀行匯款皆可您匯款後將匯款收據連此訂購單影印後傳真本公司
我們收到訂購單及收據後於 3~4 個工作天內依訂單所需寄達妳所指定之地點。福利通假期所銷售之
特惠票券不得與其它優惠同時使用。
為確保有效完成訂房，請於住宿日前二星期來電訂房，若遇連續假期、寒假、暑假期間請於一個月前
來電預定，若遇出遊急迫也歡迎來電洽詢，我們將竭力為您服務。
◎ 填寫完後請將訂購單傳真至 FAX:(06)6019589 或
E-mail：tangyu168@gmail.com
◎ 營業時間 週一～五 09:00－18:00 / 週六 09:00－12:00

歡迎來店購票請於前一日先預約票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