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惠特約店家名稱

免費或優惠內容

優惠期間

優惠方案內容

2020/12/31前，週一至週四(不包含
2020/12/31前，週一至週四(不包含春節與連續假日)，10人以上入住，即 春節與連續假日)，10人以上入住，
緩慢尋路三義綠波浪 可享每人NT$1,200一泊朝食優惠
即可享每人NT$1,200一泊朝食優惠 選項 5宿(住宿)
☎️訂房專線 0971-566188 (am9:30-12:00/pm1:00-6:30)
☎️訂房專線 0971-566188
(am9:30-12:00/pm1:00-6:30)

春田窯

出示特約商家優惠圖示現場享有陶藝DIY優惠

三義（水漾西湖）民
每房贈送精美木雕飾品一個
宿

地址

聯絡方式

營業情形

苗栗縣三義鄉龍騰村13鄰龍騰 緩慢訂房中心，0971566188， 入住日15:00 Check in ，隔天早上
3-6號
line : @umc3018g
11:00 Check out

備註

不接待寵物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陶

苗栗縣三義鄉大坪7號

037-877820

固定周三公休
09:00-17:00

無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村西湖2鄰
21-1號

張國安0919821906，
ss10341034@gmail.com

全年無休

全年無休

集元裕

入園門票100元(可折抵商品50元)及全館伴手禮買一送一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糕餅

苗栗縣三義鄉伯公坑178號

037-878991

09:00-18:00

無

三義ㄚ箱寶

出示特約商家優惠圖示消費滿千元九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木鴨、水鳥、彩繪DIY

苗栗縣三義鄉重河路176號

037-872076

09:00-17:00

無

千岱博物館

消費滿兩千元即贈送檜木精油滾珠瓶.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3購(農特產品、特 苗栗縣三義鄉勝興村水美336 柯鴻權 037-873428
色伴手禮)
號
wood.art@msa.hinet.net

每日上午9:00~下午18:00

網站www.1000-artists.com.tw

石話石說民宿

平日住宿9折優惠

平日住宿9折優惠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八股路館
許美華
前6巷1-1號

民宿

平日住宿9折優惠

櫻花渡假會館

電話訂房住宿九折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八股路館 櫻花渡假會館037-878090 e前8巷1-18號
mail:v878090@gmail.com

營業時間上午七點至晚上十一點

限電話訂房

平日住宿9折優惠

平日住宿9折優惠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八股路館
shuvivian1213@gmail.com
前八巷-1-19號

民宿

平日住宿9折優惠

杉桐雅築民宿

僅限電話人工訂房，並說出通關密語[我愛三義]，每房優惠200元 ，不可
與其他優惠同時併用， 本優惠無法適用網路訂房。

即日起至6月30日期間優惠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八股路館 黃小姐 0906-777-080
前八巷1之1號
dong.lisa@msa.hinet.net

早上8點到晚上10點

本優惠不適用網路訂房 。享優惠訂房請撥打專線0906-777-080

薄霧館民宿

僅限電話人工訂房，並說出通關密語[我愛三義 ]，每個房間優惠折扣200
无，不得與其他優惠同時並用。

即日起至6月30日期間優惠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八股路館 黃小姐0975-765-910
前八巷1之2號
misty.hills@msa.hinet.net

早上8點至晚上10點

本優惠不適用網路訂房，訂房請撥打專線0975-765-910

僅限電話人工訂房，每個房間優惠折扣200元，不得與其他優惠同時並
用。

配合本案活動請填報即日起至6月30
選項 5宿(住宿)
日期間之優惠

黃淑禎/0923-557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八股路館
911/n7564345@gmail/line前八巷1之5號
ID:0923557911

全年無休

房間費用全館95折，RailBike 訂票95折，憑票根每房再抵100元，限電話
訂房。
幸福手作小物與聰明蛋宅配9折優惠
住宿打卡再送口罩套 (依民宿官網公告活動為主)

~6/30

選項 5宿(住宿)

凃毅銘 0982104836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八股路館
31happiness.h@gmail.com
前五巷1之7號
@wre8636s

早上9:00~晚上8點

無

平日來電預約住宿9折優惠

平日來電預約住宿9折優惠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重河路
324-12號

早上9點至晚上10點

無

6/30前現場價全面八折優惠
備註：優惠間數有限，請事先訂房。2.不得與其它優惠方式合併使用 3.團
體不適用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經理-賴建男/037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復興路16
878788/fhotels.sanyi@gmail.c 24H營業
之1號
om/eddy男

1.優惠間數有限，請事先訂房。2.不得與其它優惠方式合併使用 3.團體不適用

每房贈木雕精美小禮物一個，到農莊購買農產品有優惠價
格

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三義鄉龍騰村草排12鄰
0912-964383
40號

無

即日起至7月31日

選項 2遊(遊程、景點、
苗栗縣三義鄉雙連潭138號
遊樂區)

彭妃玉
/037875766/fly875766@gmail 09:00~17:00
.com

住宿優惠需電話預約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農特產

苗栗縣三義鄉雙連潭138號

037-875766

無

簡瑋廷.0978275231
cwt945@gmail.com.09782752 每日
31

三義行館

三義竺夢園民宿

三義幸福小築民宿

慕哲哈比屋

F HOTEL三義館

五福山莊

1.入園免門票
山板樵休閒農場[愛面
2.愛面子民宿
子民
平日住宿買一送一[週日到周四]..... 本活動限電話預約
宿]http://www.sbch.
加贈活動:臉譜館吊飾彩繪DIY/每人一份
com.tw/
超值好禮 : 每房贈送健康養生"騏雞蛋"一盒

山板樵休閒農場

1. 入園免收入園費
2. 彩繪DIY滿1000 元九折優惠
3. 平日住宿買一送一

江秋滿電話037-872935
MAIL
maisonphilo@gmail.com
Iine S037872935

.E-

禮拜一至禮拜日營業時間皆為9-22點

09:00-18:00

三義甘丹民宿

平日住宿憑railbike 票根，每張折100元，平日續住再折500，依房型人數
即日起至6月30日
折抵。限電話訂房。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三義鄉雙湖7-11號

尚圓風味餐廳

來店消費免費贈送泡菜及芥末花生各1份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選項 1食(餐飲)

苗栗縣三義鄉雙湖村35-1號（ 黃平芬037-873385
火車站正對面）
Line:037873385

三義山嵐民宿

一間房間優惠二百續住每房優惠五百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三義鄉雙湖村雙湖2-3
號

出示特約商家優惠圖示現場享有陶藝DIY、擂茶及風味餐優惠

109整年度

選項 3購(農特產品、特
苗栗縣三義鄉雙潭村大坪7號
色伴手禮)

活動期間平日官網訂房住宿，每房優惠200元，並致贈迎賓花草茶一份，
不併用同期間其他優惠方案！

即日起至2020/06/30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三義鄉雙潭村崩山下10 彭美華.037-879366
全年營業，以網站公告為準
號
service@31villa.tw.@ifn0792y

住宿平日折500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三義鄉鯉魚口65-9號

住宿每房贈送精美伴手禮一份

6月30日前

選項 5宿(住宿)

來食茶打嘴鼓

出示特約商家優惠圖示享有現場產品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金椿茶油工坊

出示特約商家優惠圖示享有現場產品優惠

永和山茶廠

水頭人家

春田窯休閒農場

柏竺山莊民宿

鯉享童樂親子民宿

無

目前正常營業中

為了讓貴賓能有安心的用餐環境，本餐廳全體夥伴配戴口罩並配合手部酒精消毒

林明勳，0956900110，
nick63777926@gmail.com，
nick63777926

11:00~21:00

星期六為假日價錢

廖增春、037-877820、037877458

正常營業

無

李詩盈/0903339077/
eive02242004@gmail.com/
I’d:0903339077

官網線上訂房網址https://booking.owlting.com/5731c16a-e762-4ba9-9664-71264bf935cc

正常營業

歡迎訂房

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村鯉魚口
吳杏佳 0933196055
36-10號

無公休日

無

茶葉

苗栗縣三灣村民生街29號

037-832645

08:00-18:00

無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茶油

苗栗縣三灣鄉永和村3鄰石馬
店18-3號

037-831195

09:00-17:00

無

出示特約商家優惠圖示享有現場產品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茶葉

苗栗縣三灣鄉永和村3鄰石馬
店21號

0937-223456

08:00-20:00

無

免費暢飲增強免疫力酸柑茶及季節性水果

是的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大湖鄉大寮村水頭寮
14-8號

翁已涵0926108025
summer300636@gmail.com

正常營業

菊園客家庄

雲海.薑黃.放鬆趣
2人套裝
2880元
1.含2人住一晚
2.營養早餐2客

*即日起至6/30日止 *假日需加價
1200元/間 *可預約6/30後的日期，
但需匯房價的全額.做保留

劉宇絜,0934332622,e-mail:
選項 2遊(遊程、景點、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9鄰13號 jamieliu025@gmail.com
遊樂區)
line:Jamie liu

御賞屋民宿

住宿直接折抵300元/間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9鄰八寮
灣1之60號

謝小姐，0970663866，line：
sunhouse1010505

正常營業

謝絕攜帶寵物入住

巧克力雲莊

平日住宿一泊一食4800起，假日住宿一泊一食5500起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水尾坪
49-2號

胡凱閎、0912-300849

平日10-18點、假日9:30-19點

無

預約送炸芋圓、滿一千送小饅頭一籠

即日起(109整年度)

選項 1食(餐飲)

苗栗縣大湖鄕栗林村9鄰薑麻
園10號

賴復松、037-951733、line
id：bmifun2001

正常營業、平日人潮少，假日人較多一
無
些

楓林時尚汽車旅館

休息優惠100元
住宿優惠200元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公館鄉五谷村五谷二路
葉玉秀0911671237
216號

戀戀山水農莊民宿

平、假日九折優惠,簡餐享九折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公館鄉開礦村30號

樂津民宿

好農村休閒農場

8:00~20:00

全日：24小時

戀戀山水農莊,
Tel:0903929218,line:09039292 am8:00~pm10:00
18.

住宿附簡易早餐

請先電話連絡我們.戀戀全面消毒防疫！開曠空間.占地廣.空氣清新，獨立客房。有烤肉區.親子區.
泳池.小溪可撈魚抓蝦.還有4月份螢火蟲.桂竹筍.油桐花等可看。適合家聚.員旅.老少咸宜。

優惠特約店家名稱

郭家莊醬園

免費或優惠內容

1.滿千送百。
2.開放DIY手工醃製豆腐乳一次250元請於14天前預約。

優惠期間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優惠方案內容

地址

其他食品
苗栗縣公館鄉福星村214之2
蔬果處理保藏及其製品 號

聯絡方式

營業情形

037-228658/228659
http://www.kjj.com.tw/about- 08:00-17:00
us.html

外帶專案
外帶金額滿3000元以上致贈紅棗蜜餞一份
優惠期間：即日起到9月底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內用（打卡享九折）
本專案假日及國訂假日不適用，另外不適用於已享團體旅遊優惠餐及其他
優惠專案者亦不適用。

客家美食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三鄰45號 037-224688

入住玻璃屋房型免費贈送一泊三食DIY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公館鄉福德村7-1號

1.苗栗在地民眾出示身分證件，本館任一商品皆打9折。
2.持有客委會好客卡，本館任一商品皆大85折。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客家花布服飾、工藝品

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和興路18
037-585222
號

採預約制(團體可)

打卡購物折抵10元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茶製品

苗栗縣竹南鎮中華路422號

周一休

商品一律打9折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蜂蜜

苗栗縣竹南鎮公義里11鄰鳳梨
037-581630
坑22號

竹南啤酒廠

出示特約商家優惠圖示享有現場產品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酒製品

苗栗縣竹南鎮和興路345號

林奇珍餅行

出示特約商家優惠圖示享有現場禮盒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糕餅

全口味產品買5送1。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平日9折優惠 贈送下午茶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紅棗食府

福村養生農場

布可飾藝文創館

天仁茶文化館

日生蜂園

賣冰郎

藝術家莊園

雲也山莊

平日折500元，假日不加價，12歲以下兒童免費用(需家長陪同)。

備註

賴思燕、0910954406、
futsuen888@gmail.com

037-696718

無

11:00-14:00

17:00-20:00

無

營業中

8:00-17:00

無

09:00-17:30

無

8:00-18:00

無

037-583001
http://event.ttleshop.com.tw/jn/

09:00-17:00

無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92號

037-466552

08:00-22:00

無

冰品

苗栗縣竹南鎮龍天路53號

037-466447

08:00-17:00

無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西湖鄉大窩高埔村1011號

詹秀美0917165563

少了外國的旅客

適合平日適用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卓蘭鎮西坪里10鄰
122-6號

苗栗縣卓蘭鎮西坪里西坪134
04-25898080
之7號

早上10:00~晚上10:00住宿

訂房專線:04-25898080

自然風情景觀民宿餐
優惠專案一泊三食 3800元起
廳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選項 5宿(住宿)

住宿打卡評分就送住宿折價券300元。
岩川森林民宿.莊園餐
不住宿賞螢套裝活動-大人原價690元，優惠價500元起。小孩原價490元
廳
，優惠價400元起。

至2020/6/30日止

詹婕汝，04-25921680，
選項 2遊(遊程、景點、 苗栗縣卓蘭鎮景山里景山63-1
springcreek.service@gmail.co 周二公休
遊樂區)
號
m，@rst9566m

優惠部分有遊程，也有住宿。

出示特約商家優惠圖示享有現場產品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糕餅

無

凡購滿南庄老張媽拌醬系列即贈送老張媽蝴蝶麵一包(不上限，以此類推)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3購(農特產品、特
苗栗縣南庄鄉中山路49號
色伴手禮)

姓名:邱浩然 電話:0925-466380
E早上10:00到下午18:00
MAIL:kangta5211@gmail.com
line帳號:kangta5211

假日住宿訂價7折優惠、平日住宿訂價5折優惠，限電話訂房，現金結款，
即日起至6月30日期間之優惠
每日限量兩房，敬請及早預約。不可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庄鄉田美村12鄰1號

吳月
雲.0955607239.kangtajoe@g
mail.com . line帳號
0955607239

平日住宿，平日價格九折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庄鄉田美村四灣16鄰 蘇佳盈0905313077
92號
sudvista.hotel@gmail.com

訂房時間AM10:00~PM8:00

ㄟ

山田民宿

訂房即送免費美式早餐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庄鄉田美村田美66-1
林欽奕
號

營業中

無

南庄漫晨旅店

來電預定可享85折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庄鄉西村中山路40號 劉家迎0910433853

正常

產品全面9折優惠！
民宿優惠期間住宿當日房價9折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茶葉

苗栗縣南庄鄉東村16鄰240號 0937-280236

08:00-17:00

無

春友庭園民宿

平日假日住宿均每房折價200元
本優惠恕不予其它優惠並行使用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庄鄉東村17鄰南庄
111號

目前慘淡

訂房0983092179許先生。0932185943柯小姐

山行寄野民宿

電話訂房，現金結款，當日價九折優惠。

週日~周五優惠，周六及國定假日不
選項 5宿(住宿)
適用

姓名:楊熙磊 電話:0910010798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12鄰橫屏
E-MAIL:@msa.hinet.net line帳 民宿
背25-1號
號:620617630716

經由訂房網訂房不適用

房價九折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24鄰鹿場
廖勝玄、0927610610
21-1號

民宿

民宿位在海拔1250公尺空氣清新，民宿無空調、每間都有對外窗、附近有加里山登山口

即日起來電預定房間即享8折優惠

即日起到6月30日之優惠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橫屏背12
李先生，0921824578
鄰26號

平日不定期公休，假日都有營業

無

住宿送咖啡及飲料暢飲

可以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17鄰50
號

全年無休

百合山莊 037-825822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19鄰6-3
服務專線0919703015
號

週五~週一 09:00~17:00

歡迎來燕子陶享受藝術美景好咖啡、好山好水好空氣！

電話訂房平日住宿享當日價8折優惠，周六及國定連續假日除外。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9鄰里金
館32-3號

鍾慈軒/ 0919681877/
service@rbvillas.com.tw/
dthchung

每天營業

無

毓琇圖書山莊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免費南庄老街接送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9鄰里金
館35號

游德
玉.0988257616.yushow1688@ 營運中
gmail.com.823563

百香農場旅館

住宿，贈客家風味套餐（晚餐）

3/28~6/30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小東河23
王雪如，037-821850
號

09:00~20:00

平日住宿（日~四），定價打6折，假日住宿，定價打85折

住宿優惠：凡住宿假日95折、非假日75折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里金館34 邱碧蓮、0928240958、
號
cupi2266@yahoo.com.tw

營運中

南庄頤園民宿

餐飲/住宿/泡湯/商品優惠

餐飲/住宿/泡湯/商品優惠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東江31-3
mailto:cloudlandresort@gmai 上午9:00-晚上10:00
號
l.com

無

僅限電話人工訂房，臉書拍照打卡分享→住宿房價打9折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林雅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東江73之
雯.0932615151.lightdogod@g 營業
6號
mail.com

僅限電話人工訂房，臉書拍照打卡分享→住宿房價打9折

南庄藝術巴黎民宿

特價優惠+豐富迎賓水果+神秘漂亮的小禮物

即日起至6月30日期間

選項 5宿(住宿)

鐘文宏. 0905-253-878 .
週一至週日24小時營業，一二樓各有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東江91號
a0905253878@yahoo.com.tw 近20坪大客廳，歡迎家庭、學校、公
(全家便利商店對面第二家)
Line ID- wendyinartparis
司、機關團體包棟喔！

對面10公尺全家便利商店，距離人文生態河岸公園僅15公尺，距離桂花園餐廳僅30公尺，距離
南庄老街僅550公尺-走路8分鐘，最佳地點，最佳景觀，機會難得，欲訂從速喔！

苗栗南庄陶然山莊

平日兩人房$2000含早餐 贈手作咖啡或養生茶 增加一人+500。 假日兩人
即日起到2020年6月30日
房2800元含早餐，加一人加500元另贈手作咖啡或養生茶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42份八之 郭智達 0935341275
5號
tedguock96 @yahoo.com.tw

營業中

祝大家渡假愉快！

來電訂房贈送風味晚餐

6/30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9鄰42份
劉家迎0910433853
7-3號

良好

住宿免費招待晚餐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9鄰42份 江素貞 電話037-822311 手
8-17號
機：0939961681

全年無休，但需預約，像家一樣舒適自
我們用心與秉持將心比心的原則經營，歡迎大家到景舍相聚與休閒
在的民宿

江記永安囍餅

南庄老張媽

南庄山林雅境民宿

蘇維拉民宿

藝欣茶坊

一葉蘭民宿

杉林松境休閒農場

百合山莊

燕子陶 陶藝咖啡民宿 住宿即送精美套裝手繪明信片

紅磚屋特色民宿

頤園民宿

雲水溫泉度假村

新之住民宿

南庄晶華民宿

景舍民宿

苗栗縣卓蘭鎮新厝里7-12號

04-25899888

柯雅莉 0932185943

lilyvillage50@yahoo.com
line:0935311251

09:00-19:00

本店位置在苗栗客運南庄總站停靠巴士的對面

因武漢肺炎遊客鋭減，盼政府給予觀光
限電話訂房，現金結款，每日限量兩房，敬請及早預約。不可與其它優惠合併使用。
振興措施

無

優惠特約店家名稱

免費或優惠內容

優惠期間

優惠方案內容

地址

聯絡方式

營業情形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鄭佳佳 0978-005572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9鄰42份
mayday_781124@yahoo.com. 住宿採預約制
8-35號
tw ID:jia781124

假日住宿房價打9折

即日起至6月底止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四二份8
之39號

米堤園民宿

果凍雕花*1/咖啡一壺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南庒鄉南江村里金館40 李秀琴0919570069
號
line:0919570069

鄭美香食品

買千送百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怡珍囍餅舖

出示特約商家優惠圖示享有現場產品優惠

南庄普羅旺斯鄉村民
入住當天招待鄉村手作下午茶點心每人一套
宿

南庄加州莊園

備註

謝謝

曹惠娟電話0952-401-248，EMAIL
民宿
mingin22226@gmai.com .line
ID0952401248

民宿

正常營業

歡迎來電訂房

花生、瓜子、堅果、蠶 苗栗縣後龍鎮北龍里中華路61
037-722639
豆等農產系列
號

7:30-21:00

無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糕餅

苗栗縣後龍鎮成功路204號

07:00-22:00

無

1.加入line成為會員，享特價及多種口味的精釀啤酒及醋飲無限暢飲。
2.加入fb並按讚，送精美小禮物。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香醇精釀啤酒/米酒/水
果酒/水果醋

苗栗縣後龍鎮東明里下浮尾13
0932-525867
鄰28之9號

10:00-17:00

無

小資免運費專案：10斤（$700）

即日至6月30日

葉信宏；0937560420；
選項 3購(農特產品、特
苗栗縣後龍鎮龍坑里182-2號 woods.yea@gmail.com;line
色伴手禮)
is:woodsyea

星期一～星期五（09:00～17:00）

建議line 或是電話訂購

1.滿千送小禮物
2.預約用餐每桌送花椒豆乾1份
3.預約年菜送醬滷筍乾1份
-私房飲料現場無限暢飲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餐廳(前天預約想左行優 苗栗縣後龍鎮灣寶里圪仔內1
惠)
鄰3-5號

0961-113-282

固定周一公休
20:00

無

出示特約商家優惠圖示享有現場禮盒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糕餅

苗栗縣苑裡鎮大同路75號(為
公路15號)

037-851371

08:00-21:00

1.非週六日可享優待票價入園。
2.凡在園區消費滿500元以上即可抽獎（團客不在此活動方案）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磚瓦製品

苗栗縣苑裡鎮山腳里錦山7117號

037-746368
http://www.jls-brick.com/

固定周一公休

2020.04.01-2020.06.30

選項 5宿(住宿)

業務副理郭仲紋.0966-607-978
苗栗縣苑裡鎮石鎮里8鄰8-1號 sm1@shinemoodresort.com.t 24H
w

私訊《任意宿》FB粉絲團訂房，每床折50元

3/27-6/30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苑裡鎮成功路7巷9號

游梓儀 0961565939
nina852048@gmail.com,
nina852048

尚可

無

出示特約商家優惠圖示享有現場產品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糕餅

苗栗縣苑裡鎮和平路169號

037-861038

08:30-21:00

無

全面打9折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苑裡鎮苑坑里2鄰8號

林彥伶，0919-070507

全年無休

只要您來，優惠不斷

好自在民宿

住宿免費品嚐咖啡及打麻吉DIY

4月起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4鄰高熊
峠57號

0927506819（簡先生）

營業中

訂位時間（早上10點至晚間8點）

楚留香民宿

免費射箭/打髙爾夫球/免費穿人偶裝照相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12鄰洗水
lily43252006@gmail.com
坑114號

年終無休，7-11

請用電話訂房037-941731/0923324839

正常24H營業

無

台灣鄉村酒莊

樂仙米農

紅瓦厝創意美食館

振豐餅行

灣麗磚瓦文物館

享沐時光莊園渡假酒 《享出遊，沐抗疫》試營運住宿優惠不漲價贈送自助Buffet晚餐(一泊二
店
食)

任意宿

金芳珍餅行

東里家風百年古厝

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湯悅溫泉會館

湯之美溫泉

湯唯民宿

臺鹽通霄觀光園區

037-721827

10:00-

無

09:00-17:00

無

本優惠專案限定電話訂房與官網訂房，本優惠不得與其他專案併用，飯店保有更改之權利，依飯
店公告為主。。

本案觀止線上訂房專屬優惠
️️限定房型贈2客晚餐（價值1760元）
️️限定房型Long Stay優惠專案 （續住越多享越多折扣，最高優惠房價
15%off)
️️限定房型贈苗栗在地特色遊程專案(價值300-2000元）
️️其他更多優惠內容詳泰安觀止線上訂房網

2020/04/01~2020/06/30

選項 5宿(住宿)

林芳瑜、0980-102126、
freya@papawaqa.com.tw、
0980102126；陳忠毅、0985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圓墩58號
049903、
joey@papawaqa.com.tw、
joeychenisme

平日住宿8折含早餐，加迎賓飲料

即日起至0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45 張琳微.0980867366
號
sales02@tangyue.com.rw

入住時間15:00，退房時間11:00;露天
風呂開放時間07:30-21:00(週二為中午
優惠1.住宿；優惠2露天風呂加簡餐平日每位$899；優惠3情人湯屋加簡餐平日1499
12:00-21:00);湯屋開放為24小時;簡餐
開放時間11:30-16:00

至6月30止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
59-7號

037-941638 0928008236

正常營運

需提前3天致電訂房 專案以現場公告為主

平日住宿雙人房+500元，可享雙人中式晚餐（限2位）
平日泡湯折ㄧ佰元（限房間式）

即日起至6月30止

選項 1食(餐飲)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
72-2號

吳怡慧（037）941885

7:30～22:00結束

無

出示特約商家優惠圖示享有現場產品9折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鹽產品

苗栗縣通霄鎮內島里122號

037-792121#717(官先生)

09:00-16:00

無

平日住宿+400元就有送雙人火鍋晚餐
每房贈送有機阿拉比卡濾掛咖啡包
贈送免費現煮黑咖啡

欣園民宿

兩人套房訂價2500元(假日打八折, 平日打六折) (春節及連續假日不適用優
即日起至06月30日
惠)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通霄鎮內島里2鄰16-7
訂房專線0938566578 潘小姐
號

下午3:30後check in 早上11:30前
check out

環保旅店請自備盥洗用具

福堂餅行

餅類部分會員95折(終身)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糕餅

苗栗縣通霄鎮信義路151號

08:00-19:30

無

住民宿及贈送手繪通霄景點美食明信片

即日起至6月30日期間之優惠

手繪版通霄景點美食明
鄭紫彤（Line:
信片、及小農產品折價 苗栗縣通霄鎮通灣里1鄰9-1號
https://lin.ee/j2OAaew )
券

僅開放假日營業

請事先預約

平日賞螢住宿兩人房$1800
平日賞螢住宿四人房$2250
平日露營打卡享最低優惠$600/帳
假日或平日住宿送優惠券乙張
（假日套裝行程可參考臉書官網公告資訊）

即日起至6月30日期間

選項 5宿(住宿)

劉珮涓.0972620290
苗栗縣通霄鎮福興里11鄰126
peichuan2012@gmail.com/lin 採預約制，全年無休
號
e ID:pei781107

訂位採電話預約，不適用於訂房平台

入住時招待咖啡下文茶 或是 蝶豆花茶

即日起至 109/06/30日

入住時 招待咖啡下午茶

苗栗縣通霄鎮福興里13鄰
148-6號

歡迎大家

通霄三合院農庒

飛螢農莊

伽芝萊民宿

土豆康

谷巴休閒渡假村

仙山茶莊

小樹的家咖啡民宿

永大餅行

响銅鑼客棧民宿

0921371548

預約的客人

活動期間3入罐裝禮盒（原價980元）、2入罐裝禮盒（原價680元）及3入
袋裝禮盒（原價600元），購買5盒以上優惠95折，購買10盒以上9折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購買滿2000元免運費。

花生類、堅果類、蜜餞
訂購電話：037-543-765;0910苗栗縣造橋鄉大西村14鄰大中
類、養生蔬果類和小魚
583-692（梁方瑜）;0912-329- 09:00-18:30
街101號
干類等
856（曾貴美）

住宿+早餐+晚餐+DIY體驗+博物館參觀
只要 888/人 平、假日適用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餐廳、觀光地

苗栗縣造橋鄉造橋村過港坪８
037-540039
之５號

08:00-17:00

無

來電送小禮茶包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茶葉

苗栗縣獅潭鄉新店村23-1號

08:00-18:00

無

住宿免費贈送精品手沖咖啡一壺或天然花果茶一壺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銅鑼鄉中山路130-1號 卓小姐 0955661256

民宿每日營業，咖啡廳星期二四六營業

出示特約商家優惠圖示享有現場產品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糕餅

苗栗縣銅鑼鄉中正路104號

037-981659

06:00-21:00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4行(交通)

苗栗縣銅鑼鄉中正路82-1號

古小娟 037-983539
f52983539@gmail.com.
Line: @nuy2303b

機車出租 週一到週六8:30～20:00 週日
租機車建議電話或上網先預約
彈性

出示特約商家優惠圖示享有現場產品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糕餅

苗栗縣銅鑼鄉中正路94-1號

037-981101

07:30-22:00

每位優惠100元，加贈早餐，以上優惠限來電訂房

配合本活動即日起至六月30日

選項 5宿(住宿)

潘玟儀。收手機：
苗栗縣銅鑼鄉銅鑼村雙峰路文 0936284103。
星期一～星期日，需預定。
園巷86之2號
Email:0938789995@yahoo.co
m.tw,line ID:pandora8384

即日起至6月30日期間

選項 1食(餐飲)

苗栗縣銅鑼鄉雙峰路86-1號

巨翔機車(銅鑼火車站
機車出租每台機車優惠50元 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前)

錦香餅舖

037-752266

雙峰草堂銅鑼燒專債
飲料9折
店

037-931200

hsklyw@gmail.com

無

無

無

正常

週四，週五下午一點到六點。週六週日
無
上午11點到下午六點

優惠特約店家名稱

免費或優惠內容

銅鑼有一種慢民宿

優惠折價每房200，連續住宿2晚每房折價500

即日起至6/30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銅鑼鄉雙峰路文園巷
86-3

林僅迪，0988683729，
addylin0825@gmail.com

星期一～星期日（11:00～21:00）

星期六為假日

餐飲9折到3/15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客家美食

苗栗縣頭份市上興里水源路
557-2號

037-661999

11:00-14;00
16:00-20:00

無

(5月限定)一泊一食 送遊園券免費玩! 再加碼「假日不加價」! 只要2,988元
即日起至3/31(二)
起(優惠至5月31日止)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頭份市中央路103號

邱淑娟/ 037-539999#6401/
moko.chiu@ss-plaza.com.tw
/Moko Chiu

正常營業

無

出示特約商家優惠圖示享有現場產品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蠟燭製品、燭臺、電鍍 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438巷6
製品
號

037-621893

固定周一公休

消費滿千贈手作黑糖優酪乳乙瓶

即日起至6月30日

選項 1食(餐飲)

苗栗縣頭份市中興路432巷5
號

目前僅線上銷售(蝦皮購物
謝旻芳
https://reurl.cc/ObxmXA、樂天
0917691413vpvivnvkiss@gma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The.ED.HOUSE
https://www.rakuten.com.tw/shop/t
il.com line ID:vk627
heedhouse/)

德躍咖啡濾掛式買2盒送1盒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茶葉、咖啡

苗栗縣頭份市永貞路1段209
號

0983-811392

13:00-21:00

無

出示特約商家優惠圖示享有現場產品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茶葉

苗栗縣頭份市興隆里5鄰上坪
29-1號

0933-177183

固定周日上午休
08:00-18:00

無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中草藥

苗栗縣頭份市蘆竹里工業路55 037-620395
號
http://www.likang.com.tw/

08:00-12:00

出示特約商家優惠圖示享有現場手拉坏、彩繪DIY優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陶

苗栗縣頭屋鄉明德村1鄰明德
路5號

08:00-16:00

無

每房優惠200元續住第二晚優惠400元

即日起至6月30日期間之優惠

選項 5宿(住宿)

苗栗縣頭屋鄉明德村仁隆52號 謝淑貞line帳號daluma05I0

預約制

須電話預約

即日至2020/6/30

選項 1食(餐飲)

苗栗縣頭屋鄉明德路152號

即日起至6月30日期間之優惠

選項 3購(農特產品、特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路188號
色伴手禮)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選項 5宿(住宿)

牛欄窩茶館

尚順君樂飯店

滿燭DIY蠟燭工廠

雅德屋手作優格

水之漾商行

日新茶廠

優惠期間

1.現場購物滿1,000元，首次加入會員，贈送入會禮乙份。
2.現場購物滿3,000元，贈送立康優選薰衣草洗衣精（2包入）（巿價300
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
元，1800mL/包）。
廠
3.現場購物滿6,000元，贈送阿爾法特級冷壓初榨橄欖油（巿價1350元，
500mL/罐)。

明德窯

釣魚臺農莊

152日安咖啡

1.預約用餐,消費滿500元免費招待日安小點乙份

2.下午茶飲品9折優惠

一般會員買三送一
125K百茶老醋體驗觀
會員生日當月買二送一(限3000元內)
光工廠
會員生日當日買一送一(限3000元內)

慈夢柔渡假會館

平日入住雙人房含早餐為3768 為2306(無早餐) 4人房含早餐4788.
2930(無早餐).6人房5280(含早餐) 3232(無早餐) .........假日為5020(雙人
房.含早餐) 3388(無早餐).6380(四人房.含早餐)..3828(無早餐) 7040(6人
房.有早餐).4224(6人房.無早餐)

優惠方案內容

地址

聯絡方式

0911-230445

營業情形

備註

09:00-17:00 無

13:00-17:30

無

:謝永彬 電話:0927253938
email:152riancafe@gmail.com 假日營業 AM11:00~PM:18:00
LINE:@wmu5377m

春遊優惠請預約訂位

曾曉容 0919027535
mrtea8866@gmail.com Line AM08:00----PM17:00
ID:mrtea71

團體須事先預約

苗縣縣大湖鄉富興村八寮灣1037-990099
10號

正常

每床皆為15坪大.6*7的獨立滾筒KING SIZ加大床.可容納3-5人之泡湯池.另選購法式晚餐為520.優
惠價為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