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億國際旅行社 4 月份票券精華版-電影票‧遊樂區‧用餐兌換券優惠(簽約公司專用) 

※台南市區、南科、科工區、永康工業區-每星期三專人送票(仁德.保安-星期四)(台南市區-星期五也有送票)◎ 
大億國際旅行社(中山旗艦店) 訂票專線:(06)222-2222 營業時間-09:00~18:30 全年無休 地址:台南市中山路30號 

大億國際旅行社(永華旗艦店)訂票專線:(06)2233-000 營業時間-09:00~18:30 全年無休地址:台南市永華路一段68號 

亞太電信-網內互打免付費~訂票專線 0985-817355‧0985-817356‧0985-817357   www.tayih.com.tw 

【全省電影票區】※觀賞 3D 影片及片長過長需另補差價 
【台南區】 原價 優惠價 備註 

台南  國賓影城 250 175 綠色券特惠票，不能加價 3D 

非簽約公司 NT:185 

台南  國賓影城 250 180 藍色券，任何場次均可使用 

非簽約公司 NT:190 

台南  新光影城 270 195 非簽約公司 NT:205 

台南  威秀影城 260 200 非簽約公司 NT:210 

台南  南台影城 210 15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高雄區】 原價 優惠價 備註 

高雄 義大國賓影城 220 160 非簽約公司 NT:165 

高雄 夢時代喜滿客影城 250 190 非簽約公司 NT:195 

高雄  威秀影城 260 200 非簽約公司 NT:210 

【台中區】 原價 優惠價 備註 

台中  威秀影城 260 215 不分平假日，任何場次均可 

【新竹區】 原價 優惠價 備註 

新竹  威秀影城 270 225 不分平假日，任何場次均可 

【台北區】 原價 優惠價 備註 

台北  美麗華影城 300 235 不分平假日，任何場次均可 

台北 日新威秀影城 270 225 不分平假日，任何場次均可 

【王品集團系列餐券區】※用餐兌換券 

各種票券名稱 原價 優惠價 備註 

王品台塑牛排 1430 1280 免服務費, 全省通用 

※非簽約公司 NT:1290※ 

西堤牛排餐券 549 510 免服務費, 全省通用 

※非簽約公司 NT:515※ 

陶板屋餐券 549 510 免服務費, 全省通用 

※非簽約公司 NT:515※ 

原燒日式燒肉 659 610 免服務費, 全省通用 

※非簽約公司 NT:615※ 

夏慕尼法式鐵板
燒餐券 

1078 980 免服務費, 全省通用 

※非簽約公司 NT:990※ 

藝奇ikki 
新日本料理餐券 

748 715 免服務費, 全省通用 

※非簽約公司 NT:720※ 

聚~北海道昆布鍋 384 369 免服務費, 全省通用 

※特價優惠※ 

品田牧場 餐券 350 335 免服務費, 全省通用 

※特價優惠※ 

舒果新米蘭蔬食 438 425 免服務費, 全省通用 

【全省百貨公司禮券區】※禮券銷售-大億國際創意行銷 
各種票券名稱 原價 優惠價 備註 

家樂福禮券 1000 960 
※9.6 折特價優惠折扣※ 

※非簽約公司 965※ 

大潤發禮券 1000 965 
※9.65 折特價優惠折扣※ 

※非簽約公司 970※ 

遠東百貨禮券 1000 965 
※遠百、愛買、SOGO 均可使用 

※9.65 折特價優惠折扣※ 

※非簽約公司 970※ 

特力屋禮券 1000 965 ※9.65 折特價優惠折扣※ 

HOLA和樂家居禮券 1000 965 ※9.65 折特價優惠折扣※ 

全家 禮券 1000 985 ※9.85 折特價優惠折扣※ 

新光三越百貨 禮券 1000 985 ※9.85 折特價優惠折扣※ 

禮券銷售-委託由﹝大億國際創意行銷有限公司-統編:54071987﹞     

負責銷售，請預先提前電話預約訂票，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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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餐券特殊假日不適用 

台南 台糖長榮酒店 
~自助餐券~ 

825 590 
自助式午、晚餐任選一，平假日

適用免服務費,特殊假日不適用 

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 336 巷 1 號 

※非簽約公司 NT:600※ 

台南 台糖長榮酒店 
~假日下午茶雙人券 

825 590 
限假日使用，可雙人使用下午茶 

※座位有限、請提早訂位 

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 336 巷 1 號 

※非簽約公司 NT:600※ 

台南 大億麗緻酒店 
~聯合餐券~ 

825 620 
免服務費, 可使用多種餐廳 

台南市西門路一段 660 號 

※非簽約公司 NT:630※ 

台南  桂田酒店 
~假日下午茶餐~ 

506 460 
免服務費,特殊假日不適用 

※假日提供-自助式下午茶※ 

台南市永康區永安一街 99 號 

台南  桂田酒店 
-平日午餐券~ 

726 660 
※限平日午餐使用，於平日晚餐 

使用加價 100 元，於假日午餐或 

假日晚餐使用加價 130 元 

台南  桂田酒店 
-平日晚餐券~ 

826 760 
※限平日晚餐使用 

※於假日午餐或假日晚餐使 

用加價 30 元 

台南  桂田酒店 
-假日午餐 

或假日晚餐券~ 
869 790 ※假日午餐或晚餐均可以 

使用 

台南 活佛素食 
~自助式午.晚餐券~ 

429 33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台南市中華西路二段 650 號 

TEL:06-2585008 

台南 天心岩素食 
~自助式午.晚餐券~ 

396 32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台南市中華西路一段 312 號 

TEL:06-2923161 

台南 台南大飯店 
~假日自助式午.晚餐券 

858 820 
 假日自助式午餐或晚餐使用 

※可抵用飯店各餐廳消費 858 元 

台南市成功路 1 號 06-2289101 

XM 養生麻辣鍋 
~各式頂級賓士鍋吃

到飽~平日午餐券 

373 339 

限【台南湖美旗艦店】使用 

營業時間:午餐-早上 11:00 至

下午 1630※平日午餐券使用 

台南市中華西路二段 839 號 

TEL:(06)358-3300 

XM 養生麻辣鍋 
~各式頂級賓士鍋

吃到飽~晚餐券 

406 369 

限【台南湖美旗艦店】使用 

營業時間:午餐-11:00~16:30 

，晚餐 16:30~23:00 

※平日晚餐及假日全時段使用 

台南市中華西路二段 839 號 

XM 麻辣鍋 
~各式火鍋吃到飽~ 

平日午餐券 

318 289 

限【台南永康旗艦店】使用 

營業時間:午餐-早上 11:00 至

下午 1630※平日午餐券使用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660 號 

TEL:(06)302-5299 

XM 麻辣鍋 
~各式火鍋吃到飽~ 

晚餐券 

351 319 

限【台南永康旗艦店】使用 

營業時間:午餐-11:00~16:30 

，晚餐 16:30~凌晨 2:00 

※平日晚餐及假日全時段使用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660 號 

台南 格列佛

義國風味料理 
~格列佛義國風味料理路

卡南瓜奶油醬煎培根伴

蟹肉奶油義大利麵套餐/ 

雷克綠奶油野菇煎培根

佐酥炸嫩雞燉飯套餐~ 

330 288 

主餐:二擇一.附季節特製沙拉.主

廚今日濃湯.開胃菜麵包.甜點.飲

料(可現場折抵或加價享用義大

利麵.燉飯.焗烤.咖哩.火鍋.排餐

系列各式套餐) 

台南市夏林路 1-27 號 1 樓 

TEL:(06)222-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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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狀猿日式碳火燒肉 

~平日午餐券吃到飽~ 
(台南/高雄都適用) 

394 355 

店內各式料理餐點吃到飽 

※限平日午餐券使用 
午餐-營業時間:早上 11:30~16:30 

台南市安平區建平路 271 號 

高雄市鳳山區文濱路 77 號 

烤狀猿日式碳火燒肉 

~晚餐券吃到飽~ 
  (台南/高雄都適用) 

504 455 

店內各式料理餐點吃到飽 
※平日晚餐及假日全時段使用 

營業時間:早上 11:30~22:30 

台南市安平區建平路 271 號 

高雄市鳳山區文濱路 77 號 

原道日式碳火燒肉 

~平日午餐券吃到飽~ 
395 355 

店內各式料理餐點吃到飽 

※平日午餐券使用 
營業時間:早上 11:00~24:00 

台南市中華東路一段 218 號 

TEL:(06)276-2588 

原道日式碳火燒肉 

~晚餐券吃到飽~ 
505 455 

店內各式料理餐點吃到飽 

※平日晚餐及假日全時段使用 

營業時間:早上 11:00~24:00 

台南市中華東路一段 218 號 

福豆屋壽喜燒 
~平日晚餐及 

假日全時段吃到飽 

263 230 
※平日晚餐及假日全時段均

可使用。 

台南市健康路一段 68 號 

TEL:06-2134882 

饗麻饗辣麻辣鍋 
~各式火鍋吃到飽~ 

平日午餐券 

296 269 

營業時間:午餐-11:30~14:30 

，晚餐 17:00~凌晨 01:00  

※限平日午餐使用 

台南店: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481-1 號 (06)302-3888 
嘉義店:嘉義市民生北路 270 號 

饗麻饗辣麻辣鍋 
~各式火鍋吃到飽~ 

晚餐券 

329 295 

營業時間:午餐-11:30~14:30 

，晚餐 17:00~凌晨 01:00  

※平日晚餐及假日全時段使用 

台南店: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481-1 號 (06)302-3888 
嘉義店:嘉義市民生北路 270 號 

饗宴麻辣火鍋 
~麻辣火鍋吃到飽~ 

晚餐券 

284 250 
營業時間:晚餐-17:30~凌晨 

01:00，假日 11:00~凌晨 01:00 

台南市中華東路二段 46 號 

TEL:(06)274-0559 

劉麻辣世家火鍋 
~餐飲抵用券 500元~ 

500 465 
【劉麻辣世家火鍋店】 

可抵用店內任何之餐飲消費 

台南市東區慶東街 70 號 

鑫饌麻辣鍋 
~雙人全餐~ 

686 549 

1.鍋底五選一.如升級鴛鴦鍋底另

加收 100 元 2.沙朗牛/牛五花/豬五

花/梅花豬(其一任選半份) 3.油條

豆皮雙拼.輕蔬拼盤.小豬心.餃類四

喜.海鮮雙拼.小菜.窩鑫茶.小壺冬

瓜茶~各一份及另附白飯 2 碗 

5.本店指定麵食類.杜老爺冰淇淋

無限量供應  ※限週一~五使用 

台南市中西區府前路 2 段 314 號 

鑫饌麻辣鍋 
~餐飲抵用券 500元~ 

500 440 
可抵用店內各式單點(不適用

各式套餐.酒水.飲料) 
台南市中西區府前路 2 段 314 號 

台南 鬥牛士市府店 
~義式香料碳烤霜降牛排 

505 45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台南市永華路二段 35 號 

台南 鬥牛士市府店 
~松板雪花豬排~ 

457 399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台南市永華路二段 35 號 

台南 哲也日本料理 

  (原鼎集日本料理) 

~單人料理套餐~ 

1060 380 

套餐內容:黑鮪魚中腹綜合生魚

片.照燒上等牛小排.海膽手卷.螃

蟹味增湯.鮭魚三角飯團.珍味涼

拌干貝唇.甜品.水果 06-2288818 

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一段 239 號 

台南安平  東興洋行 

  -浪漫下午茶~ 
200 169 

地點:台南市安平區安北路 233

巷 3 號 TEL:06-2281000 ※下午茶:

內含四種點心+可選 100 元內飲品 

台南安平  東興洋行 
-德皇拼盤+德國啤酒2瓶~ 

840 699 
德皇拼盤:含德國豬腳、日耳

曼香腸、五穀麵包、薯條  ※

如不喝啤酒可兌換等值飲料 

台南 四季春曉
庭園餐廳 ~抵用券 

1200 1000 
※含餐飲抵用券 100 元 X12 張 
(可抵用店內任何之餐點)  
東安店-台南市東安路 287 號 

TEL:(06)275-8328 

3 皇 3家生活餐飲 
~通用餐點券(送飲料)~ 

233 200 

本券須於【3 皇 3 家複合式餐飲】

各店單次使用完畢，可任選總價

$200 元內之各項餐點及原價飲

料，並於現場加贈大杯美式熱咖

啡/中杯冰咖啡/中杯小葉紅茶/中
杯鮮活綠茶(以上擇一杯)。 

※全省 3 皇 3 家均可以使用 

台南 18巷花園咖啡屋 

~各式異國料理燉飯~ 
260 230 

燉飯主餐、沙拉、湯品、飲料 

※可現場加價享用其它餐點 

台南市大學路 18 巷 17 號 

TEL:06-2085628 

台南 18巷花園咖啡屋 

~各式香草風味義大利麵 
260 230 

義大利麵主餐、麵包、湯品、飲

料 ※可現場加價享用其它餐點 

台南市大學路 18 巷 17 號 

台南 鍋總館餐飲 

~鍋總館超值 

雙人套餐~ 

600 499 

1.可任選各式排餐*2 份 

2.可任選各式火鍋*2 份   

3.可任選各式排餐+火鍋各一份        

*以上三項限選一項               

*排餐(附餐前酒.蔬果沙拉.麵包.

濃湯.飲料)  *火鍋(附飲料)   
營業時間:早上 11:00~22:00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 598 號 

TEL:(06)269-0168 

台南 鍋總館餐飲 
~義大利麵系列~ 

230 200 
可任選各式義大利麵一份 

(附蔬果沙拉.麵包.濃湯.及飲料

任選一杯)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 598 號 

台南 富霖餐廳 
~餐飲抵用券 500元~ 

500 440 
※餐券內容-可抵用 1F 各式單點

菜色.港式點心及各項經濟合菜。 
(席菜及喜宴不適用)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551 號 

台南 宏鼎魚翅坊 
~商業午/晚餐券~ 

排翅鮑魚雙寶鍋 

1078 880 
排翅鮑魚雙寶鍋: 附開胃菜.
私房菜.甜點.水果.飲料.另鮭

魚炒飯吃到飽 ※午/晚餐適用 
台南市府前路二段 108 號 

東京豚骨拉麵 
 (六福餐飲事業) 

~東京豚骨拉麵 

超值雙人餐~ 

430 350 

主餐:任選各式拉麵二碗(東

京叉燒拉麵除外) 副食:龍宮

鮑魚沙拉.日本高山野菜各一

份(可免費加麵依店內規定) 
地址:台南市安平區怡平路 25 號

1 樓 (06)297-9977 

泰澤泰式料理 
~四人超值套餐~ 

1130 999 
六道菜+招牌紅茶+香米飯 

台南市北區國華街四段 6 

號 1 樓 (06)226-3738 

東西小棧牛排西餐 

~美國安格斯認證

特優級肋眼牛  

排套餐~ 

1232 1100 

主餐:美國安格斯認證特優級

肋眼牛排 8OZ 一份，附餐:

主廚濃湯、精緻沙拉、非酒

精飲料、蛋糕/布丁(二選

一)，各一份 (06)290-9345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 108 號 

東西小棧牛排西餐 

~肋眼牛排套餐~ 
748 660 

主餐:美國肋眼牛排 8OZ 一

份，附餐:主廚濃湯、精緻沙

拉、非酒精飲料、蛋糕/布丁

(二選一)，各一份 (06)290-9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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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東東餐飲企業-餐券區】~強力推薦~   
各種票券名稱 原價 優惠價 備註 ※餐券特殊假日不適用 

東悅坊港式飲茶 
~平日午餐券吃到飽 

427 370 

港式點心、湯品+飯麵+蔬菜類

吃到飽，限平日午餐使用 
台南市慶平路 539 號 B1 
(台南維悅統茂酒店 B1) 

TEL:06-2997755 

※餐券-優惠效期至 10/31 止 

東悅坊港式飲茶 
~晚餐券吃到飽 

482 420 

港式點心、湯品+飯麵+蔬菜類

吃到飽，假日午餐及晚餐使用 
台南市慶平路 539 號 B1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06-2997755 

(台南維悅統茂酒店 B1) 

※餐券-優惠效期至 10/31 止 

東饌魚翅套餐 
~平日午餐或晚餐券~ 

748 480 
※限平日週一~週五午餐或

晚餐時段使用 ※一人份 

台南市華平路 156 號 

TEL:06-2952288 

東大門韓國烤肉料理 
   ~雙人套餐~ 

1087 850 

雙人海陸總匯套餐(沙拉 2

份、韓味三品、燒物拼盤、

煎餅、御品料理、釜山海鮮

鍋、飲品 2 份、甜點 2 份) 

◎限台南永華店使用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台南市永華路二段 131 號 

TEL:06-2935118 

東東粵菜餐廳 
~幸福套餐~二人份~ 

990 599 

五選二款主菜(腰果蝦仁、爽

藕菇菌松阪豬、海鮮豆腐

煲、鳳梨咕老肉、什錦拼盤) 

-5 選 2+蟹黃白菜*1 份+湯品

(半天筍燉四寶 2 盅)+廣東炒

飯 2 份+精選小菜 2 樣+甜品 

2 份+果汁暢飲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台南市北安路一段 145-2 號 

TEL:06-2515577 

   藝術轉角 
~藥草養生火鍋 

平日午餐券~ 
451 380 

※限平日之午餐使用 

、備有停車場 06-2133355 

台南市健康路一段 77 號 

   藝術轉角 
~藥草養生火鍋晚餐券 

495 420 
※不分平、假日之午.晚餐均

可使用、備有停車場 

台南市健康路一段 77 號 

永恆天詩義式美食 
 ~各式義式主餐券~ 

495 42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主菜可更換 06-2935001 

台南市永華路 2 段 812 號 

咔滋咔滋 
日式豬排定食 
 ~二人份定食任選~ 

480 399 
二人份定食:可任選店內定二

款(海陸雙拼和火烤雙味除外) 

台南市長榮路三段 121 號 

TEL:06-2373434 

台南 府城食府  
~個人風味小吃套餐 
或台式料理套餐~ 

660 350 
個人風味小吃套餐或台式料理

套餐二選一※不分平、假日均

可使用 TEL:06-2591000 
地址:台南市華平路 152 號 

東日本料理 
~ 一品定食 ~ 

726 620 

一品定食:刺身、小缽、壽司、

燒物、揚物、煮物、吸物、甜點、

果物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台南市中西區環河街 26 號 

TEL:06-2229966 

東加和漢創作料理 
 ~晚餐券-吃到飽~ 

471 電洽 
※預定內部整修、敬請期待※ 

台南市永華路二段 41 號 

TEL:06-2936988 

~新品上市~【新品上市-強力推薦】 
各種票券名稱 原價 優惠價 備註  

伊豆日本料理 

~伊豆京風料理/

﹝中華店﹞ 

江戶錦商業午餐

或晚餐~ 

450 270 

主餐:鹿兒島豚骨燒肉.明蝦天婦

羅盛合.一夜干竹筴魚碳烤.大扇

貝味噌魚露燒.秘製鮭魚西京燒.

照燒土雞肉燒.起司泡菜牛肉煮~

七擇一。粽合生魚片.煮物.和風

秋葵沙拉.海菜蒸蛋.燒乙女顆粒

味噌湯.山椒吻仔魚越光米.養生

蘋果醋.伊豆甜品.季節水果各一

份 TEL:(06)269-5255 

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 312 號 

伊豆日本料理 

~伊豆京風料理/

﹝中華店﹞ 

京風定食~ 

560 490 

京風觸味魚刺身.北其貝和風味

噌.金沙芝麻雙壽司.肉捲蜜李佐

酒酢.和風饅頭雪泥蒸.鮑魚明太

子果燒.星鰻博多山藥盅.職人手

工甜品.季節水果各一份

TEL:(06)269-5255 

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 312 號 
※菜單內容如有調整,以現場公告為主。 

伊豆日本料理 

~伊豆京風料理/

﹝中華店﹞ 

金閣定食~ 

880 750 

牡丹蝦旬魚刺身.鵝肝醬和風冷

盤.百香銀絲烏魚子.海大蝦咖哩

陶板.海鹽丁肋眼牛排.極品炙燒

握壽司.龍蝦尾奶油焗烤.深海魚

首律菜盅.職人手工甜品.季節水

果各一份 TEL:(06)269-5255 
※菜單內容如有調整,以現場公告為主。 

伊豆日本料理 

~伊豆日本料理/

﹝永康店﹞ 
冬月禪食商業午餐或

晚餐 

450 270 

主餐:極品鮭魚燒/酥炸嫩豚排/職

人手作油渍香魚~三擇一。合風

生菜沙拉.鮮脂刺身拼盤.玉釀鮮

魚味噌湯.醬燒鮮菇嫩雞.炸蝦天

婦羅拼盤.金釀越光米. 各一份 

TEL:(06)254-5896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 529 號 

伊豆日本料理 

~伊豆日本料理/

﹝永康店﹞ 

伊豆精緻定食~ 

560 490 

香草優格蔬果沙拉.綠汁芙蓉和

風煮.海老博多燒.和風茄子餃天

婦羅.海鮮南瓜濃湯.極品稻禾盛

合壽司.盛合生魚片造姿.本格醬

煮地雞.手工美甜品.時令鮮水果

~各一份 TEL:(06)254-5896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 529 號 
※菜單內容如有調整,以現場公告為主。 

伊豆日本料理 

~伊豆日本料理/

﹝永康店﹞ 

伊豆夏瀨定食~ 

880 750 

和風海老茄子湯.米香青森比目

魚.圓鱈櫻葉福榮炊.北極貝極品

蝦刺身.蔬果和風白酒醋.菇菌卡

布奇諾濃湯.雁鴨荷葉燒.時令鮮

水果.手工美甜品~各一份 

TEL:(06)254-5896 
※菜單內容如有調整,以現場公告為主。 

M&M音樂廚房 

~法式香草雞肉. 

煙燻鮭魚捲套餐~ 

748 380 

主餐:香草雞肉.煙燻鮭魚捲 

二擇一.附開胃酒.開胃菜.水 

果沙拉百匯.手工香草麵包. 

法式精緻濃湯.甜點.飲料各 

一份 TEL:(06)229-2971 

營業 11:30~15:00，18:00~22:00 

台南市中西區城隍街 23 號 1 樓 

M&M音樂廚房 

~霍爾斯特 

牛小排義大利麵~ 

418 330 

主餐:霍爾斯特牛小排義大利

麵一份.水果沙拉百匯.手工

香草麵包.法式精緻濃湯.甜

點.飲料各一份 (06)229-2971 

台南市中西區城隍街 23 號 1 樓 

M&M音樂廚房 

~義式香烤德國 

豬腳套餐~ 

858 480 

主餐: 義式香烤德國豬腳一

份.附開胃酒.開胃菜.水果沙

拉百匯.手工香草麵包.法式

精緻濃湯.甜點.飲料各一份 

TEL: (06)229-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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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afel 法拉費法

式輕食料理餐廳 

~優質輕食雙人套餐~ 
457 410 

主餐:法拉費薄餅披薩(8 吋)及巴

黎味三明治(6 種口味擇其一)各

一份。附餐:綜合雞米花+薯條一

份、沙拉.濃湯.Falafel 奶酪.49 元

飲品各二份。(06)237-7788 

台南市開元路 457 號 

Falafel 法拉費法

式輕食料理餐廳 
~招牌精緻和風小火鍋 

249 220 
和風梅花豬或雪花牛小火鍋二

擇一。鬱金香米飯.甜點.49 元飲

品各一份。(06)237-7788 

台南市開元路 457 號 

虱目魚主題館 
~虱目魚養生套餐~ 

300 230 

主餐:虱目魚水餃/虱目魚鮮粥二

擇一.附餐:虱目魚魚柳沙拉一份.

虱目魚丸湯或飲料二擇一.及虱

目生態及產業現場免費導覽 

台南市安平區光洲路 88 號 

(台南億載金城正對面) 

台南 Relax Café 

~精緻單品小火鍋

套餐~ 

288 260 

主餐:義式蕃茄.起士牛奶.爪哇咖

哩.韓式泡菜.南瓜牛奶.泰式酸

辣.蕃茄麻辣鍋任擇一附餐:明治

銅鑼燒冰淇淋/黑糖布丁二擇

一.55 元飲品無限飲 

台南市中西區衛民街 62 號 

TEL:(06)229-3867 

小石子義式廚房 

~雙人套餐~ 
500 430 

主餐:各式義大利麵套餐及各 

式燉飯套餐任選二份附餐:沙

拉.濃湯.麵包.60 元飲料各二

份 TEL:(06)290-2776 
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 336 巷 45 號 

星福泰泰式料理 

~雙人套餐~ 
700 499 

涼拌木瓜.泰式春捲.椒麻雞.

蝦醬高麗菜.蟹肉玉米濃湯各

一份.白飯二碗  

台南市北區小東路 151 號 

TEL:(06)237-8007 

星福泰泰式料理 

~四人套餐~ 
1510 1099 

瑪莎蔓咖哩炒豬肉.月亮蝦

餅.椒麻雞.涼拌海鮮.鮮菇什

錦蔬菜.打拋豬.青木瓜湯各

一份.白飯四碗.酸角汁一壺 

台南市北區小東路 151 號 

TEL:(06)237-8007 

台南 Kiss 現場

表演秀餐廳 
~入場券~ 

(入場券可全額抵消費) 

500 399 

可抵用店內各式包廂.餐點.

酒水(包廂費可全數抵用各式

餐點.酒水) 營業時間:晚上

19:00 至 早上 06:00 

台南市安平區建平十七街

3號 (06)293-3535 

台南 

新泰城泰雲 
泰式料理餐廳 

~雙人超值套餐~ 
 

800 699 

泰味蝦醬空心菜.雲式椒麻 

雞.月亮蝦餅.泰味什錦海鮮湯

各一份 或泰味蝦醬高麗菜.泰

味打拋肉.月亮蝦餅.泰味酸辣

蝦湯各一份以上均附甜點二

份.飲料(酸子汁.檸檬汁.泰式奶

茶三擇二).白飯吃到飽

TEL:(06)215-7508 

台南市南區體育路 43 巷 2 號 1F 

台南 

新泰城泰雲 
泰式料理餐廳 

~3~4 人超值套餐~ 

 

1500 1320 

泰味蝦醬空心菜.雲式椒麻雞. 

泰式打拋肉.月亮蝦餅.泰味清

蒸檸檬魚.泰味酸辣蝦湯各一

份 或 泰味蝦醬高麗菜.泰味

辣炒椰汁雞.泰式辣炒花枝.月

亮蝦餅.泰味清蒸檸檬魚.泰味

酸辣海鮮湯各一份以上均附甜

點.飲料(酸子汁.檸檬汁.泰式奶

茶)任選一壺.白飯吃到飽 
台南市南區體育路 43 巷 2 號 1F 

TEL:(06)215-7508 

台南 

新泰城泰雲 
泰式料理餐廳 

~4~6 人超值套餐~ 

 

2500 2200 

雲南大薄片.泰味炒三青(大).雲

式椒麻雞(大).泰味清蒸檸檬魚.

月亮蝦餅(大).泰式咖哩雞.辣炒 

海鮮.香酥椰子豆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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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料(酸子汁.檸檬汁.泰式奶

茶)任選一壺.白飯吃到飽 

台南市南區體育路 43 巷 2 號

1F (06)215-7508 

小星星義大利  

美食餐廳 
~小星星義大利麵 

法式藍帶起司豬排 

佐蕃茄紅酒汁義大 

利麵套餐(紅醬)~ 

384 320 

主食:法式藍帶起司豬排佐蕃

茄紅酒汁義大意利麵套餐(紅

醬)一份 副餐:水果醋飲.義式

小食.城堡濃湯.手工麵包.甜

點.飲品(限 120 元內)各一份 

(濃湯.麵包可加續一次) 

青年店:台南市青年路 220 號 

TEL:(06)229-6866 

小星星義大利  

美食餐廳 
~小星星燉飯料理義式經典

紅酒牛肉起司燉飯套餐~ 

428 360 

主食:義式經典紅酒牛肉起司 

燉飯套餐副餐:水果醋飲.義 

式小食.城堡濃湯.手工麵包. 

甜點.飲品(限 120 元內)各一 

份(濃湯.麵包可加續一次) 

青年店:台南市青年路 220 號 

TEL:(06)229-6866 

小星星義大利  

美食餐廳 
~小星星火鍋料理主廚

推荐法式牛奶鍋~ 

395 320 

主食:法式牛奶鍋一份 

副餐:水果醋飲.甜點. 飲

品(限 120 元內)各一份 
可現場加價享用其它各式火鍋 

青年店:台南市青年路 220 號 

TEL:(06)229-6866 

小星星義大利  

美食餐廳 
~小星星義大利精緻下 

午茶(限青年店) ~ 

318 270 

精選甜點.楓糖鬆餅.水果沙

拉.義大利經典小食.英式手

工司康.飲品(限 120 元內)各

一份 

青年店:台南市青年路 220 號 

下午茶時間 14:30~17:00 

TEL:(06) 229-6866 

小星星故事咖啡館 
~元氣什錦健康鍋 

260 230 

主食:元氣什錦健康鍋 

附餐:甜點.飲品(依店規定) 

海安店:台南市海安路三段

580 號 TEL:(06) 251-1037 

 (花園夜市附近) 

台南 帝福堡餐廳 

~帝福堡異國料

理超值套餐~ 

1250 980 

義式黃金魚.日式蒲燒蛋.川味

蒜蒸蛤蜊或牡蠣.台式紅燒 

肉.鮮炒時蔬.巴西蘑菇雞湯.

帝王蟹絲和風沙拉各一份.白

飯吃到飽(適合 5~8 人用餐) 
台南市五妃街 227 號 

台南 帝福堡餐廳 

~帝福堡干鍋人

蔘啤酒火鍋~ 

580 460 
2~4 人份砂鍋   

(乾.湯兩吃) 

台南市五妃街 227 號 
TEL:(06) 214-5227 

台南 石頭燒肉 
~晚餐或假日午餐券~ 

505 465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台南市永華路一段 340 號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166 號 

※可使用平日晚餐或假日午晚

餐，燒肉、火鍋、日本料理吃到飽 



大億國際旅行社 4 月份票券精華版-電影票‧遊樂區‧用餐兌換券優惠(簽約公司專用) 

※台南市區、南科、科工區、永康工業區-每星期三專人送票(仁德.保安-星期四)(台南市區-星期五也有送票)◎ 
大億國際旅行社(中山旗艦店) 訂票專線:(06)222-2222 營業時間-09:00~18:30 全年無休 地址:台南市中山路30號 

大億國際旅行社(永華旗艦店)訂票專線:(06)2233-000 營業時間-09:00~18:30 全年無休地址:台南市永華路一段68號 

亞太電信-網內互打免付費~訂票專線 0985-817355‧0985-817356‧0985-817357   www.tayih.com.tw 

【大高雄地區飯店餐券區】※以下餐券特殊假日不適用 
各種票券名稱 原價 優惠價 備註 ※餐券特殊假日不適用 

高雄 義大皇冠假日
酒店~聯合餐券 

935 799 

憑券可享星亞自助餐、皇樓、柳

町、義大利餐廳、牛排屋特製晚

餐一份。※星亞自助餐限平日(週

日~週四使用) 07-6568111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高雄 義大天悅飯店 
~平日自助式午餐券 

660 560 
本券可享義大百匯餐廳平日自

助午餐乙客 07-65682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高雄 義大天悅飯店 
~平日晚餐或假日午餐 

748 630 使用假日晚餐須補足差額 77 元。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高雄 義大天悅飯店 
~假日自助式晚餐券 

825 700 
本券無使用期限，高雄縣大樹

鄉三和村義大八街 100 號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高雄漢來43樓海港餐廳 

~平日自助式晚餐券 
880 790 

限用平日，假日使用須加收

NT:33 元 ※假日定價 913 元 

※漢來巨蛋 5 樓也可以使用 

高雄漢來43樓海港餐廳

~平日自助式午餐券 
748 670 

限用平日，假日使用須加收

NT:165 元 ※假日定價 913 元 

※漢來巨蛋 5 樓也可以使用 

高雄漢來43樓海港餐廳

~平日自助式下午茶券 
550 499 

限用平日，假日使用須加收

NT:66 元 ※假日定價 616 元 

※漢來巨蛋 5 樓也可以使用 

東大門韓式燒烤暢食
料理(高雄博愛店) 
~平日午餐券吃到飽~ 

435 380 ※限平日午餐時段使用 

高雄市博愛二路 337 號 

東大門韓式燒烤暢食
料理(高雄博愛店) 

~晚餐券吃到飽~ 
495 440 ※晚餐及假日午餐及晚餐使用 

高雄市博愛二路 337 號 

高雄金典39樓柏麗廳 

~平日自助式午餐~ 748 630 免服務費,限平日使用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高雄 人道素食 
~自助式午餐或晚餐券~ 

715 490 免服務費,特殊假日不適用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426 號 

高雄 漢神巨蛋 
~上海歐法蔬食餐廳 

748 499 免服務費,特殊假日不適用 

漢神巨蛋 6 樓-空中花園旁 

高雄 全省素食餐廳 

~皇品尊爵套餐券~ 
726 525 免服務費,特殊假日不適用 

高雄市博愛一路 338 號 3F 

高雄 大八大飯店 
~日式自助式晚餐~ 

880 780 不分平日及假日都可使用 

高雄 大八大飯店 
~平日自助午餐券~ 

748 670 
限用平日，假日使用須 

現場補價差 132 元使用。 

 ※如要假日午餐使用、建議買

晚餐券較划算 

高雄 大八大飯店 
~平日下午茶券~ 

550 500 限用平日，假日使用須 

現場加收 NT:33 

全省 饌巴黎大飯店 

~自助餐通用券~ 
858 640 

憑本券享用平假日午／晚餐

一客，每客限用一張。 
台北、新竹、高雄都可以使用 

全省 饌巴黎大飯店 

~下午茶通用券~ 
605 470 

每張券可於台北店、高雄店使用

自助下午餐一客 
下午茶-限台北及高雄店使用 

高雄 華園旺角茶餐廳 

~1 樓港式飲茶餐廳~ 
646 450 

持本券可使用週一~週四平日午

餐及晚餐時段，本券週五至週日 

使用，須再加 30 元/人。07-9511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 279 號 1F 

高雄 麗尊酒店  
  ~艾可柏菲餐廳~ 
~平日午餐或下午茶~ 

638 560 
艾可柏菲自助料理餐廳 

限平日，假日使用須加收 50 元 

高雄市五福一路 105 號(麗
尊酒店)2 樓 

高雄 麗尊酒店 
 ~艾可柏菲餐廳~ 
    ~平日晚餐~ 

770 690 
艾可柏菲自助料理餐廳 

限平日，假日使用須加收 88 元 

TEL:(07)229-6030 

高雄 華王大飯店 
~2F 港式飲茶- 

平日自助式餐券 

520 470 

1.本券可適用於華宮廳港式飲

茶平日午晚餐，限一人一餐使

用完畢。2.本券於假日及特別

假日使用請依飯店規定補足

差額(假日使用+44 元)。 

電話：(07)561-5155 

高雄 華王大飯店 
~1F 波麗露西餐廳- 

平日自助式餐券 

520 470 

1.本券可適用於波麗露西餐廳

平日午晚餐消費，限一人一餐

使用完畢。 

2.本券於假日及特別假日使用

請依飯店規定補足差額(假日

使用+88 元)。(07)561-5155 

高雄 華王大飯店 
~1F 波麗露西餐廳- 

雙人下午茶套餐券 

520 470 
1.本券可適用於波麗露西餐廳

雙人下午茶一套。 

2.本券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電話：(07)561-5155 

高雄 棗子樹創作料理 

~單人套餐券~ 638 540 
本券只限棗子樹蔬食創作料

理店套餐  (07)586-8968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三

路 203 號 

高雄 棗子樹港式飲茶 

~雙人組合餐券~ 
836 690 

單張可點二人組合餐消費

使用，本券適用於忠言店

(07)556-0966 及夢時代店

(07)970-5966 

高雄 翰品酒店 
~品日本料理吃到

飽雙人券~ 
2772 999 

用乙張券-午餐或晚餐兩客，兩

人壹鍋（涮涮鍋或壽喜燒）+

握壽司吃到飽，用兩張券-午餐

或晚餐四客，四人兩鍋（涮涮

鍋或壽喜燒）+握壽司吃到飽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43 號 
電話：(07)5614688＃3232 

高 雄  夢 時 代   

品中信港式飲茶

雙人券~ 
1428 899 

持本券可享平日茶樓飲茶

吃到飽兩客，用餐時限 90

分鐘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

路 789 號（夢時代購物中

心 8 樓) (07) 812-7996 

高雄可利亞火烤兩吃 

~平日午餐券~ 
417 360 

限平日週一～週五非特殊節

日之午餐。 

※高雄市三家店都可以使用 

高雄可利亞火烤兩吃 

~平假日晚餐券~ 505 440 
適用時段：週一～週五晚餐／

週六、日午晚餐。 

※高雄市三家店都可以使用 

高雄 麻辣王朝 
~午餐券~ 

385 330 
不分平假日午餐都可以，每

桌需 2 位以上持券同行用餐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61 號 

高雄 麻辣王朝 
~晚餐券~ 

495 430 
不分平假日晚餐都可以，每

桌需 2 位以上持券同行用餐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61 號 

高雄 檸檬香草火鍋 

~260 元現金抵用券 
260 200 

本劵適用檸檬香草火鍋專賣店 

260 元現金抵用劵 

南屏店：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

539 號 (07)552-8255 

高雄 京城飯店 
~平日晚餐券~ 

352 290 

憑券享用京城飯店風尚西餐

廳平日晚餐一客，平日午餐或

假日午、晚餐或連續假日使用

需補差額 30 元。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362 號 

高雄 華樣大立店 
~雙人組合餐券~ 

757 695 

憑券可享華漾大飯店大立店

【雙人超值組合套餐】乙套。 

組合套餐內容：任選港點三

道、主食一道、熱炒一道、港

式煲例湯兩盅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57 號 8 樓 



大億國際旅行社 4 月份票券精華版-電影票‧遊樂區‧用餐兌換券優惠(簽約公司專用) 

※台南市區、南科、科工區、永康工業區-每星期三專人送票(仁德.保安-星期四)(台南市區-星期五也有送票)◎ 
大億國際旅行社(中山旗艦店) 訂票專線:(06)222-2222 營業時間-09:00~18:30 全年無休 地址:台南市中山路30號 

大億國際旅行社(永華旗艦店)訂票專線:(06)2233-000 營業時間-09:00~18:30 全年無休地址:台南市永華路一段68號 

亞太電信-網內互打免付費~訂票專線 0985-817355‧0985-817356‧0985-817357   www.tayih.com.tw 

【南部泡湯券 & 南部游泳池 SPA 券區】 
各種票券名稱 原價 優惠價 備註 

關仔嶺-統茂平日泡湯券 400 199 限平日使用，假日現場補 100 元 

關仔嶺-儷景溫泉泡湯券 300 22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關仔嶺-儷景溫泉會館 
~荷楓館湯屋券 

1400 950 ◎荷楓館※限平日，假日+400 

可使用 90 分鐘 

關仔嶺-景大平日泡湯券 450 290 限平日使用，假日現場補 100 元 

關仔嶺-沐春溫泉養生
館 –平日情人湯屋券 

1500 799 
限平日使用，假日現場補

300 元，平日可使用 90 分

鐘、假日可使用 70 分鐘 

關仔嶺-儷泉溫泉館湯屋券 500 35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關仔嶺-儷泉湯屋 2H休息券 1500 120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楠西-龜丹溫泉泡湯券 400 19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高雄 花季渡假飯店 
  ~出雲風呂裸湯券~ 

1000 699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高雄市田寮鄉南安村崗北路 111 號 

高雄 花季渡假飯店 
 ~日暮湯屋券 90分鐘~ 

1650 1398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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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 花季渡假飯店 
 ~映月湯屋券 120分鐘 

2750 2500 
本券可雙人使用花季度假

飯店-玉蘭軒‧映月湯屋 
120 分鐘。 

四重溪-南台灣大飯店 
~泡湯券~ 

300 19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四重溪-南台灣泡湯券 
~大眾泡湯+小火鍋~ 

450 37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四重溪-茴香戀戀泡湯券 280 23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四重溪-茴香戀戀湯屋券 600 55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四重溪-茴香戀戀 
~雙人浪漫半日遊~ 

820 66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含:溫泉券兩張或湯屋一間+香

草下午茶二人份、花茶二杯 

四重溪-牡丹風情泡湯券 500 28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四重溪-牡丹風情湯屋券 1200 750 平日使用 90 分，假日使用 60 分 

台南 水都水世界 200 140 不分平假日、暑假+20 
台南文賢 SPA游泳池 250 16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台南德光 SPA游泳池 250 19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台南三華 SPA游泳池 200 11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歸仁 水野 SPA氧身館 150 12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歸仁 新嘉年華游泳池 180 145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中部地區溫泉飯店泡湯券】 
各種票券名稱 原價 優惠價 備註 

台中 日光溫泉會館 
-SPA 大眾湯雙人券 

1000 710 
限平日使用，假日需於現 
場加價$200 元 ◎台中市

東山路 2 段光西巷 78 號 

台中 日光溫泉會館 
-平日雙人主題湯房券 

1680 1129 
主題房湯屋 2 小時，限平日

使用，假日需於現場加價

$400 元可使用 90 分鐘。 
台中市東山路 2 段光西巷 78 號 

台中 明高溫泉會館 
-風尚精緻湯房使用券 

1280 1099 

1.本券可雙人使用明高溫泉養 
生會館-風尚精緻湯房。 2.本券

可平日(週一到週五)使用 3 小

時，假日(週六、週日)使用 2.5
小時，特殊節日(農曆過年間、

跨年夜及元旦，連續二日以上假

日須依現場規定補價差使用。 
台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一段 92 號 

谷關 龍谷觀光飯店 
-NEC 風呂男女裸湯

泡湯雙人券~ 
1200 550 

本券可雙人使用龍谷觀

光飯店 NEC 風呂裸湯 
台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一

段 138 號 04-25951369 

【桃竹苗地區溫泉飯店泡湯券】 
各種票券名稱 原價 優惠價 備註 

苗栗 泰安竹美山閣
溫泉會館 
-個人湯屋券~ 

1100 799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可雙人使用湯屋 90 分鐘；現場

加價$ 280 可享晚餐一客 

苗栗 泰安竹美山閣
溫泉會館 
-大眾泡湯券~ 

250 199 
本券可單人使用大眾男女分開

裸湯，現場加價$ 580 可享晚餐

一客(現場價一客$770)。苗栗泰

安鄉錦水村橫龍山 35 之 1 號 

苗栗 泰安湯悅溫泉
會館-豪華湯屋券~ 

1200 750 本券限平日使用，假日使用需於

補足現場差價$200 元。 

苗栗 泰安湯悅溫泉
會館 ~露天風呂平日
單人券~ 

800 200 
本券限平日使用，假日使用需於

補足現場差價 $200 元/人 ，苗

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 45 號 

苗栗 日出溫泉會館 
-日出湯屋券~ 

1200 699 

1.本券可雙人於日出溫泉渡假飯店使

用日出湯屋 90 分鐘。2.本券限淡季平

日使用。旺季平日及淡季假日、國定假

日、連續假日須於現場加價$250 元可

使用 60 分鐘；旺季假日需於現場補

$400 差額可使用 60 分鐘。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 34 號 

苗栗 日出溫泉會館 
-露天風呂大眾雙人湯券 

900 460 

本券可雙人於日出溫泉渡假飯店使

用露天風呂大眾池不限時間，本券

淡季平假日，旺季平日使用，旺季

假日需於現場加價$250 元方可使

用，春節期間須於現場加 
   價$500 元方可使用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 34 號 

苗栗 湯神溫泉會館 
-大眾 spa泡湯券~ 

250 169 
本券可單人於湯神溫泉會館

使用大眾 spa 泡湯乙次 
苗栗縣大湖鄉大寮村大窩 1-10 號 

【北部地區溫泉飯店泡湯券】 
各種票券名稱 原價 優惠價 備註 

北投 春天酒店 
-溫泉饗宴雙人套票~ 

2590 1700 

(1)可雙人使用室內湯屋 1 小時或露

天風呂不限時數(2 選 1) 
   (2)附幽雅 18 下午茶 2 客或幽雅

18 套餐或竹林亭套餐(套餐原價

600+10%/位；午、晚餐 2 選 1) 2 客。 
台北市北投區幽雅路 18 號 

北投 春天酒店 
-皇家湯屋 2小時 

+雙人套餐~ 
5616 2999 

本券可雙人使用 C 或 D 皇家湯屋

2 小時（房型恕無法選擇，依現 
場排房狀況而定），附雙人套餐

(主餐+附餐+甜點+水果；可於幽

雅 18 或竹林亭用餐）。以上餐點

內容如有變動，依同等價值之餐

點更換。 

北投 春天酒店 
-室內湯屋/露天風呂泡湯券~ 

800 550 
本券可使用北投春天酒店-
室內湯屋 1 小時或露天風呂

(2 選 1)。選擇湯屋需使用二張券 

烏來 馥蘭朵酒店 
-景觀湯屋雙人券 

1800 799 
本券可 2 人於馥蘭朵烏來渡

假酒店使用景觀湯屋乙次。 

烏來 馥蘭朵酒店 
-景觀湯屋+下午茶雙人券 

1800 1560 
本券可 2 人於馥蘭朵烏來渡假

酒店使用景觀湯屋乙次，加贈下

午茶 2 份。新北市烏來區堰堤 3 號 

烏來 馥蘭朵酒店 
平日景觀湯屋+套餐雙人券 

3115 2200 
本券可 2 人於馥蘭朵烏來渡假

酒店使用景觀湯屋乙次，加贈套

餐(現場價 1080+10%)2 份 

烏來 馥蘭朵酒店 
-大浴場+套餐單人券 

2188 1499 

本券可 1 人於馥蘭朵烏來渡假酒

店使用大浴裸湯每次入場時限為

四 小 時 ， 加 贈 套 餐 ( 現 場 價

1080+10%)乙份。餐點內容如有更

換，依同等價值之餐點更換 

烏來 馥蘭朵酒店 
-大浴場+下午茶單人券 

1396 1049 

1.本券可 1 人於馥蘭朵烏來渡假

酒店使用大浴裸湯每次入場時限

為四小時，加贈下午茶 (現場價

360+10%)乙份。餐點內容：九格

小點+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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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地區活動票券區】 

各種票券名稱 原價 優惠價 備註 

墾丁 海生館-全票 450 39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墾丁 海生館-半票 250 220 115CM 以上或持學生證 

墾丁福華水世界-全票 500 230 全票定義-140CM 以上 

墾丁福華水世界-半票 400 200 半票定義-110~140CM 

墾丁 後壁湖 
 海世界玻璃半潛艇 

380 28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墾丁 後壁湖浮潛 350 250 含裝備及保險、教練 

◎墾丁後壁湖浮潛社◎ 

墾丁 二合一水上活動 350 250 快艇‧香蕉船  

墾丁 三合一水上活動 600 350 浮潛‧快艇‧香蕉船  

墾丁 四合一水上活動 750 450 ※浮潛‧快艇‧香蕉

船‧水上摩托車※ 

墾丁 五合一水上活動 1000 550 
浮潛‧快艇‧香蕉船 

‧水上摩托車 

‧大力水手 

墾丁 動感三合一水上活動 600 350 水上摩托車‧快艇‧

香蕉船 

墾丁 動感四合一水上活動 750 450 水上摩托車‧快艇‧

香蕉船、大力水手 

墾丁 超級三合一水上活動 750 450 浮潛‧快艇‧大力水手 

墾丁 超級四合一水上活動 900 550 水上摩托車‧快艇‧

浮潛、大力水手 

墾丁 實彈射擊 500 399 ※10 發子彈+飛盤※ 

墾丁 OTD 漆彈(生存遊戲) 650 399 ※50 發色彈※ 

墾丁 港仔沙漠飆沙 1200 799 吉普車一輛 (四人) 

墾丁 海山 F1 小賽車 100 80 小賽車競速 7 分鐘 

墾丁 獨木舟海上活動 680 550 含裝備、教練 

墾丁 尖峰 168 關道~

探索之旅~40 分鐘~ 
2200 1999 

※精心規劃、挑戰特

殊路段※  約 40 分鐘  

※含吉普車一輛(四

人費用) ※四人費用 

※斜壁行走、橫渡逆

流、自由落體、直衝

雲霄共二十道關道。

◎墾丁大腳車隊◎ 

墾丁 尖峰 168 關道

~+溯溪~1 小時~ 
2800 2599 

※精心規劃、挑戰特

殊路段※約 1 小時  

※含吉普車一輛(四

人費用)※四人費用 

※斜壁行走、橫渡逆

流、自由落體、直衝

雲霄共二十道關道。 
※溯溪:挑戰終極石壁

嘗試水花四濺的快感 

◎墾丁大腳車隊◎ 

墾丁 門馬羅山~刺

激山海戀~2 小時~ 
3200 2799 

※門馬羅草原+ 溯溪

+ 尖峰 168 ※ 約 2

小時  ※含吉普車一

輛(四人費用) 

◎墾丁大腳車隊◎ 

墾丁 南卡威音樂

PUB 餐廳-入場券 
300 180 

門票包含-反串秀+舞
男秀+鋼管秀，贈送酒

精飲料一杯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168 號 

【全省遊樂區及觀光農場及特展-門票區】 

各種票券名稱 原價 優惠價 備註 

高雄 機器人 
總動員 特展 

250 150 
※日期 3/23~6/16  
※活動地點:高雄市

國立科學工藝館(高

雄市九如一路 720 號) 

高雄 糖果天后的 
藝想世界 特展 

250 150 

※日期 1/15~4/21  
※活動地點:高雄駁

二藝術特區-  

自行車倉庫 

(高雄市大勇路 1 號) 

高雄 火影忍者疾 
風傳全球首部展  

260 200 

※日期 1/26~4/07  
※活動地點:新光三

越高雄左營 10F 國際

活動展演中心 
(高雄市高鐵路 123 號) 

高雄 秦始皇-地宮與 
兵馬俑大揭秘 特展 250 160 

※日期 11/17~4/7  
※活動地點:高雄市

國立科學工藝館(高

雄市九如一路 720 號) 

高雄 跳躍奇航-立體 
書的異想世界 特展 

200 150 
※日期 12/13~4/7  
※活動地點:高雄市

國立科學工藝館(高

雄市九如一路 720 號) 

高雄 歡樂蛋糕城- 
工藝蛋糕展 特展 

250 150 
※日期 12/22~4/14  
※活動地點:高雄市

國立科學工藝館(高

雄市九如一路 720 號) 

台中 Nathan Sawaya 
積木夢工廠特展 250 160 

※日期 3/9~6/9  
※活動地點:台中朝

馬工商展覽中心(朝

馬路與安和路口) 

高雄 義大遊樂世界 899 770 全票:定義-18 歲以上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高雄 義大世界星光票  650 550 下午 14:00 以後入園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高雄 義大摩天輪  200 120 限平日使用、假日+50 

高雄 義大皇家劇院 
   ~台灣舞孃~ 1000 700 

可預約場 3/1~4/28 
地址:高雄義大購物

廣場內-皇家劇院 
5/1 以後場次-電洽 

劍湖山-全票 899 550 ※限量 200 張※ 

六福村-全票 999 75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小人國-全票 650 499 ※限量 200 張※ 

台中 麗寶探索樂園 800 450 票券優惠效期至 6/30 

台中 馬拉灣水上樂園 800 450 票券優惠效期至 6/30 

苗栗 西湖渡假村 399 250 西湖桐花祭 4/13~5/12 

台南 十鼓文化村-全票 300 25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台南 烏樹林五分車之旅 100 8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台南 台灣鹽博館-全票 130 9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台南 走馬瀨農場套票 390 299 含遊憩門票,可玩 9 項設施 

台南 南元農場-全票 350 290 贈送高爾夫球券 30 顆 

白河 台灣電影文化城 250 20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台南  頑皮世界-全票 480 400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台南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四合一套票(含套餐)~ 
608 450 

※含以上三項+精緻

套餐 1 份-午餐或晚餐

NT:3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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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三合一套票~ 
300 190 

含 (1)尖山埤江南渡

假村門票 1 張 (2)遊
湖畫舫搭船券 1 張 
(3)遊園小火車 1 張 

高雄 夢時代摩天輪 150 115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屏東 大路觀主題樂園 400 32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屏東 8 大森林樂園 
-雙人套票 

800 66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雙人套票(二人入園) 

屏東 8 大森林樂園 
-四人套票 

1600 128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四人套票(四人入園) 

屏東 海生館-全票 450 39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屏東 海生館-半票 250 220 115CM 以上或持學生證 

墾丁福華水世界-全票 500 230 全票定義-140CM 以上 

墾丁福華水世界-半票 400 200 半票定義-110~140CM 

苗栗 火炎山溫泉遊樂區 

~單人入園門票(含泡湯)~ 
400 250 含 1 張門票+泡湯 

苗栗 火炎山溫泉遊樂區 

~雙人入園門票(含泡湯)~ 
800 399 含 2 張門票+泡湯 

苗栗 火炎山溫泉遊樂區 

~三人入園門票(含泡湯)~ 
1200 499 含 3 張門票+泡湯 

苗栗 飛牛牧場 
~單人全票+彩繪肥牛 DIY~ 

370 325 

含(1)入園全票 1 張

（國中(含)以上大

人）、 (2)新鮮飛牛

牧場牛乳 1 杯(3)彩
繪肥牛 DIY 1 個 

苗栗 飛牛牧場 
~單人全票+牛奶糖禮盒~ 

480 430 

含(1) 入園全票 1 張

（國中(含)以上大

人）、 (2) 新鮮飛牛

牧場牛乳 1 杯、(3) 牧

場伴手禮特濃牛奶糖

禮盒 

苗栗 飛牛牧場 
~單人全票+飛牛白布丁 1組 

370 335 

(1)入園全票 1 張（國

中(含)以上大人）(2)
新鮮飛牛牧場牛乳 1
杯(3)飛牛白布丁(4
入裝)壹組 

嘉義 松田崗休閒農場 
  -半日遊-單人券~ 

400 280 含門票、表演、DIY 

嘉義 松田崗休閒農場 

~一日遊-單人券~ 
888  650 含門票、表演、、射

箭、DIY、蒙古烤肉 

新竹 綠世界農場-全票 350 290 不分平假日、團體不適用 

大鵬灣 仁鵬親水牧場 
~全套活動~ 

350 280 

含:搭船遊大鵬灣、船

上解說導覽、親子釣

魚、水上腳踏船、情

人船、紅樹林生態

區、招潮蟹觀賞 

新竹 小叮噹樂園-2人券 1000 750 本券可 2 人入園 

新竹 小叮噹樂園-3人券 1500 1075 本券可 3 人入園 

新竹 小叮噹樂園-4人券 2000 1360 本券可 4 人入園 

台北 美麗華摩天輪 200 12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金山 朱銘美術館-全票 250 20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金山 朱銘美術館 

 ~入園門票+太極杯墊~ 
370 280 

本券可於開館時間

內單人進入【朱銘美

術館】參觀乙次，加

贈精美杯墊一個(款
式依現場為主)。 

金山 朱銘美術館 

 ~入園門票+飲品~ 
360 299 

本券可於開館時間內單

人進入【朱銘美術館】

參觀乙次，加贈綠方塊

茶屋飲品乙杯(可選咖

啡/果汁/花果茶/冰沙)。 

金山 朱銘美術館 

 ~入園門票+名信片套組~ 
500 310 

本券可於開館時間內單

人進入【朱銘美術館】

參觀乙次，加贈夜景地

圖明信片套卡乙組。 

台北 芝山文化生態
綠園-雙人入園        

體驗 DIY 套票 
700 460 

本券內含2 張成人門

票、主播棚錄製二

份、芝山五色鳥彩繪

/芝山貓頭鷹彩繪/考
古魔術 DIY 二份(三

擇一參加)。 
台北市雨聲街120 號 

烏來 雲仙樂園-單張 220 199 本券含搭乘纜車及入園 

花蓮 海洋公園-全票 890 79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花蓮 兆豐農場-全票 350 290 19 歲以上~65 以下成人 

花蓮 兆豐農場-優待票 250 220 13 歲~18 歲，65 歲以上 

花蓮 賞鯨之旅-全票 1000 650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含保險，時間 2.5 小時 

花蓮 賞鯨之旅-半票 750 499 不分平假日、均可使用 

含保險，時間 2.5 小時 

花蓮 秀姑巒溪泛舟 750 599 ※自動排水舟 

花蓮 秀姑巒溪泛舟 800 650 ※頂級急流之星 

花蓮 秀姑巒溪泛舟 900 699 ※頂級向上之星 

花蓮 溯溪王 
~溯溪半日遊單人活動券 

1000 880 

活動內容請上網查

看 www.tayih.com.tw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

北昌四街 26 巷 7 號 

電話：(03)857-6000 

宜蘭 賞鯨+環龜山島-全票 1200 799 含賞鯨+環繞龜山島+

專業解說乙次 

宜蘭 賞鯨+環龜山島-半票 1000 550 半票-12 歲以下之兒童 

日月潭 湛岸沙蓮-遊湖 
水社/伊達邵/玄光寺碼頭雙人券 

600 150 
本券可雙人於日月潭 
湛岸沙蓮遊船公司遊

湖乙次(含三段行程)。 

日月潭 湛岸沙蓮-遊湖 
水社/伊達邵/玄光寺碼頭三人券 

900 200 
本券可三人於日月潭 
湛岸沙蓮遊船公司遊

湖乙次(含三段行程)。 

※以上報價如有調整不另行通知，請訂票時再確認價格。 

【全省五星優質飯店-住宿券】※適用 102 年 4/1~6/22 

飯店名稱 平日 假日 備註 

墾丁悠活渡假村 3300 4900 二人房,含 2 客早餐 

墾丁福華大飯店 3500 5300 二人房,含 2 客早餐 

墾丁福容大飯店 3200 4800 二人房,含 2 客早餐 

墾丁 哲園會館 2100 3200 二人房,含 2 客早餐 

台中 金典酒店 3500 4000 二人房,含 2 客早餐 

台中永豐棧酒店 3600 4300 二人房,含 2 客早餐 

苗栗西湖渡假村 2900 3900 二人房,含早餐及門票 

台東鹿鳴溫泉酒店 4200 5700 二人房,含 2 客早餐+晚餐 

台東娜路彎大酒店 3500 4500 二人房,含 2 客早餐 

花蓮福容大飯店 3500 4200 二人房,含 2 客早餐 

基隆長榮桂冠酒店 3500 4500 二人房,含 2 客早餐 

※以上報價特殊假期及連續假日價格不同，請來電洽詢。 

※以上報價如有變動，不另行通知，請訂票時再確認價格。 

※本公司代理全省飯店多達 500 家，預訂全省飯店，請來電洽詢。 

◎國外旅遊行程-請上網查詢 www.tayih.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