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時間:101年1月1日

序

號
業者名稱       地        址 網址 電話、傳真 (優惠方案)聯絡人

1
長榮桂冠酒店(基

隆)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62-1號

http://www.eve

rgreen-

hotels.com/bra

nch/Index.aspx

?checkcode=U

KXHL&tempd

bsn=4&debug

=1

電話：886 (0)2 2427 9988

傳真：886 (0)2 2422 8642
蔡重嫻

2 新驛旅店 100臺北市中正區懷寧街7號

http://www.cit

yinn.com.tw/C

ityinn1/index.a

spx?lan=zh-tw

+886 (2) 2314-8008 / Fax:

+886 (2) 2331-3311
周銘謙

3
名都觀光度假飯

店
嘉義縣番路鄉內甕村後坑仔28號

http://www.bea

u-max.com.tw/
TEL:05-2712658 蘇惠美

101年公教人員特約飯店名冊

各飯店（旅館）提供優惠條件及適用注意事項有所不同，詳細請至住福會「公務福利e化平台」查詢(http:eserver.hw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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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北碧瑤大飯店 105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367號
http://www.hot

elb.com.tw/
TEL:02-2781-3121 陳明標

5 東姿商務旅館 台北市中山區一江街33號

http://www.eas

ternbeauty.tw/

home.htm

FAX:02-2771-8796 │MSN:

taipei.hotelb@
徐貴菁

6 蒲園飯店 台北市八德路4段176號

http://www.gar

den-

hotel.com.tw/

TEL：(02)27530772　FAX：

(02)27644441
櫃檯部

7 朝代大飯店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46號
http://dynasty.

okgo.tw/

電話：06-2258121 傳真：06-

2216711
楊雅惠

8
曾文山芙蓉渡假

大酒店
台南市楠西區密枝里102-5號

http://www.hc

hibiscus.com/

main.asp

電話：06-5753333　|　 傳

真：06-5753377 06-5754911

|
台北業務部徐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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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龍邦僑園會館 112台北市北投區泉源路25號
http://cy.longb

on.com.tw/

電話：（02）2893 - 9922

傳真：（02）2897 - 8355
鄧伊玲

10 喜瑞飯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64號
http://ambienc

e.ezhotel.tw/

電話：(02)2541-0077　傳真：

(02)2541-0021
戴毓芳副總/黃國副理/張志承襄理

11 京城大飯店 807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2號

http://www.kin

gstown-

hotel.com.tw/

電話886-7-311-9906 FAX:

886-7-311-9591
周政杰業務經理

12 泉都溫泉會館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20號

http://www.cd

hotel.com.tw/I

nstallation.asp

Tel: (02)2896-0077　Fax:

(02)2896-8255
張佩妮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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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麗景酒店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06號
http://www.the

leeshotel.com/
 07-2261000 鄭麗娟

14 麗尊酒店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05號
http://www.the

leeshotel.com/
 07-2295000 鄭麗娟

15 幼獅大飯店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三段222號

http://www.lio

n-

hotel.com.tw/

電話：03-955-1111 　傳真：

03-957-6954
陳峰彬/楊春惠

16 經典假日(花蓮) 970花蓮市國聯五路139號

http://www.cla

ssichotel.com.t

w/

訂房專線03-835-9966 邱毓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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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神旺商務酒店 台北市南京東路1段128號 

http://www.sw

residences.com

/index.asp

02-2511-5185 陳冠宇

18 神旺大飯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72號 

http://www.san

want.com/Trad

itional/index.as

px

 Tel:886-2-2772-2121 陳冠宇

19 台中福華大飯店 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路129號

http://taichung.

howard-

hotels.com.tw/

福華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

011068
周尚狄經理

20 台北國賓大飯店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63號

http://taipei.am

bassadorhotel.c

om.tw/TP/amb

assador_taipei.

htm

886(2) 2551-1111 張碧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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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竹國賓大飯店 300新竹市東區中華路2段188號

http://www.am

bassadorhotel.c

om.tw/HC/amb

assador_hsinch

u.htm

+886(3) 515-1111 訂房組/楊恩惠

22 歐華酒店 10461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646號

http://www.rivi

erataipei.com/t

w/index.asp

電話：886 -2-2585 -3258 傳

真：886 -2-2596 -5160
李湘婷

23 國王大飯店 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118號

http://www.em

perorhotel.com

.tw/index-

c.htm

電話﹕886-2-2581-1111 傳真

﹕886-2-2531-2586
許季蓉

24 康華大飯店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06號

http://www.gol

den-

china.com.tw/

tel:02-25215151  傳真:025312915 黃錦文

25 尊爵大飯店 桃園縣桃園市莊敬路一段300號

http://www.mo

narch-

hotels.com.tw/

TEL: +886-3-3169900 FAX: +886-

3-3179001.
何文慧

26 旅行家商務會館 台東市安慶街42 號

http://www.tra

velerhotel.com

.tw/

訂房專線：+886-89-326-456

傳真：+886-89-326-623
黃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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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蘭城晶英酒店 宜蘭市民權路2段36號

http://www.sil

ksplace-

yilan.com.tw/

訂房專線:0800351234 涂雅婷

28 捷絲旅-西門店 台北市中華路1段41號

http://www.jus

tsleep.com.tw/s

tore_tw01.php

電話： 886-2-2370-9000 傳

真： 886-2-2370-9969
楊靜宜

29 捷絲旅-林森店 台北市林森北路117號3樓

http://www.jus

tsleep.com.tw/s

tore_tw02.php

電話： 886-2-2568-4567 傳

真： 886-2-2568-4507
楊靜宜

30 統帥大飯店 970 花蓮縣花蓮巿公園路36號 

http://www.ma

rshal-

hotel.com.tw/

電話：(03)832-6123傳真：

(03)832-6140訂房專線：

(03)831-1555
鄭安延

31
知本統茂溫泉旅

館
954 臺東縣卑南鄉溫泉村龍泉路61號 

http://www.too

ngmao.com.tw

/ts_news.htm

企業服務總處 TEL : 07-

2816169 │ FAX :  07-

2817338
黃世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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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墾丁統茂高山青

飯店
946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271號 

http://www.too

ngmao.com.tw

/tk_news.htm

企業服務總處 TEL : 07-

2816169 │ FAX :  07-

2817338
黃世逸

33
關子嶺統茂溫泉

會館
732 臺南市白河區關嶺里關子嶺28號 

http://www.too

ngmao.com.tw

/tg_news.htm

企業服務總處 TEL : 07-

2816169 │ FAX :  07-

2817338
黃世逸

34
台南維悅(統茂)

酒店
708 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39號 

http://www.too

ngmao.com.tw

/tw_news.htm

企業服務總處 TEL : 07-

2816169 │ FAX :  07-

2817338
黃世逸

35
高雄統茂松柏大

飯店
800 高雄市新興區和平一路219號 

http://www.too

ngmao.com.tw

/ta_news.html

企業服務總處 TEL : 07-

2816169 │ FAX :  07-

2817338
黃世逸

36 姿美飯店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25號
http://zimei.hot

el.com.tw/

電話：(02)2511-1399　傳真：

(02)2561-2799
谷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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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喬美旅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16號
http://charming

.hotel.com.tw/

電話：(02)27630555　傳真：

(02)27657092
蔡沂臻

38
日月潭水沙蓮觀

光飯店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名勝街5號

http://www.sun

-moon-

lake.com.tw/ho

tel/front/bin/ho

TEL : 049-2855855　FAX :

049-2856656
鐘麗芬

39 華泰王子大飯店 台北市林森北路369號
http://www.glo

riahotel.com/

電話：+886-2-2581-8111     

傳真：+886-2-2581-5811
李亭

40 福容大飯店-中壢 320 桃園縣中壢市中正路89號 

http://jhongli.f

ullon-

hotels.com.tw/

電話：03-427-0900 傳真：03-

426-9263
鄧喻之

41 福容大飯店-三鶯 237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63號 

http://sanyin.fu

llon-

hotels.com.tw/

 電話：886-2-8672-1234 傳

真：886-2-8672-0036
鄧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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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福容大飯店-桃園 330 桃園市大興西路一段200號 

http://taoyuan.f

ullon-

hotels.com.tw/

電話：886-3-326-5800 傳真：

886-3-326-5900
鄧喻之

43 福容大飯店-淡水 251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6號2樓 

http://hotspring

.fullon-

hotels.com.tw/

電話：886-2-8626-3939 傳

真：886-2-8626-2211
鄧喻之

44 福容大飯店-台北
106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266號

 

http://taipei.ful

lon-

hotels.com.tw/

 電話：886-2-2701-9266 傳

真：886-2-2755-5005
鄧喻之

45 福容大飯店-墾丁 946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1000號 

http://kending.f

ullon-

hotels.com.tw/

電話：886-8-885-6688 傳真：

886-8-885-6966
鄧喻之

46 福容大飯店-林口 333 桃園縣龜山鄉文二一街68號 

http://linkou.fu

llon-

hotels.com.tw/

電話：886-3-3279388 傳真：

886-3-3279258
鄧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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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福容大飯店-深坑 222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236 

http://shenkeng

.fullon-

hotels.com.tw/

 電話：886-2-2662-0088 傳

真：886-2-2662-1669
鄧喻之

48 福容大飯店-福隆 228新北市貢寮區福隆里福隆街40號 

http://fulong.fu

llon-

hotels.com.tw/

電話：886-2-2499-2381 傳

真：886-2-2499-1266
鄧喻之

49 福容大飯店-高雄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45號 

http://kaohsiun

g.fullon-

hotels.com.tw/

電話：886-7-551-1188 傳真：

886-7-521-1166
鄧喻之

50 福容大飯店-花蓮 970　花蓮市民生路（海岸路）51號 

http://hualien.f

ullon-

hotels.com.tw/

電話：886-3-823-9988 傳真：

886-3-823-0077
鄧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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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福容大飯店-淡水

漁人碼頭
251新北市淡水區觀海路83號

http://fisherme

n-wharf.fullon-

hotels.com.tw/

 電話：886-2-2628-7777 傳

真：886-2-2805-9959
鄧喻之

52
雲朗觀光-(中信

系統)新店館

地址：23144台北縣新店市中興路三段

219之2號

http://hsintien.

chinatrust-

hotel.com.tw/

TEL: (02)2910-6600 FAX:

(02)2910-5522
林苡蒨

53
雲朗觀光-(中信

系統)桃園館
地址：33041桃園市民生路107號

http://taoyuan.

chinatrust-

hotel.com.tw/

TEL:(03)337-0888 FAX:(03)336-

8111
林苡蒨

54
雲朗觀光-(中信

系統)中壢館

地址：32042中壢市中央西路一段120

號23樓

http://jungli.chi

natrust-

hotel.com.tw/

TEL:(03)427-9966

FAX:(03)422-9317
林苡蒨

55
雲朗觀光-(兆品

系列)苗栗館
(35056)苗栗縣竹南鎮公園路106號

http://miaoli.m

aisondechineh

otel.com/

TEL: 037-779666 FAX: 037-

779668
林苡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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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雲朗觀光-(兆品

系統)嘉義館
60044嘉義市文化路257號

http://chiayi.m

aisondechineh

otel.com/

TEL: (05)229-3998 FAX:

(05)229-1155
林苡蒨

57
雲朗觀光-(兆品

系統)台中本館
40682 台中市北屯區后庄路306號

http://taic

hung.maison

dechinehote

l.com/

TEL：04-24255678 FAX：04-

24263223
林苡蒨

58
雲朗觀光-(兆品

系統)台中(新)館

地址：40682 台中市北屯區后庄路306

號

http://taichung.

maisondechine

hotel.com/?Psn

=6241

TEL：04-24255678 FAX：04-

24263223
林苡蒨

59
雲朗觀光-(翰品

系列)花蓮館
地址：97060 花蓮市永興路2號

http://hualien.c

hateaudechine.

com/zh-tw/

電話：(03)823-5388訂房專

線：(03)822-5198
林苡蒨

60
雲朗觀光-(翰品

系列)新莊館

地址：24243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82

號

http://sinjhuan

g.chateaudechi

ne.com/zh-tw/

電話：(02)2998-7699訂房專

線：(02)2993-0788
林苡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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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雲朗觀光-(翰品

系列)高雄館
80341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43號

http://kaohsiun

g.chateaudechi

ne.com/zh-tw/

電話：(07)521-7388訂房專

線：(07)521-3699
林苡蒨

62 新竹老爺酒店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227號

http://ww

w.royal-

hsinchu.c

om.tw/

電話: 886-3-563-1122 傳真:

886-3-563-1899
張耘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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