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業者名稱 區域 地址 優惠期間

優惠內容(必須憑選手證或報名活動相關證件)

請務必露出「須提供報名該賽事相關資料及本人相關證

件」符合才能享有相關優惠內容

1 為楓渡假別館 南區 台南市南區灣裡路62巷2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住宿9折優惠，必須於三天前完成訂房

2 沐春民宿 白河區 台南市白河區關嶺里27號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住宿9折優惠

3 湘里商務旅館 東區 台南市中華東路3段551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住宿9折優惠

4 關子嶺大旅社 白河區 台南市白河區關嶺里20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2人房1000NT；4人房1600NT

5 亞帝大飯店 東區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三段31號7樓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平日5折；假日6折

6 文悅旅棧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132號 107.03.18~03.24 所有房型不分平假日住宿9折

7 春園高爾夫休閒農場 七股區 台南市七股區看坪里46-10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住宿9折優惠，連續假期期間不適用

8 樺谷大飯店 安南區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254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平日二人房住宿9折優惠

9 捷喬商務旅館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尊王路158號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平日8折；假日9折

10 泊樂行旅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173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所有房型平日8折；假日9折

11 華心大飯店魔羯館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金華路三段175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所有房型8折

12 荷蘭洋行一館 學甲區 台南市學甲區自強路101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假日(平日房價優惠)；平日(VIP優惠價)

13 青森精品商旅 歸仁區 台南市歸仁區南興里文化街三段529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住宿享VIP優惠價

14 榮雲築地 北區 台南市北區富北街48巷3-1號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住宿9折優惠

15 歐堡商務汽車旅館 新營區 台南市新營區長榮路一段41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平日8折；假日9折

16 燕賓大旅社 北區 台南市北區富北街84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假日9折

17 均英商務飯店 北區 台南市北區中華北路二段9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假日9折

18 榮興金鬱金香酒店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128號 配合賽事活動前後各三天為期間 於官網購買任何專案，憑選手證每晚每房於現場退現金200元

19 榮美金鬱金香酒店 北區 台南市北區海安路三段50號 配合賽事活動前後各三天為期間 於官網購買任何專案，憑選手證每晚每房於現場退現金200元

20 華南商旅 永康區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52-1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商務型套房(2人房)特惠價1000元；標準4人房特惠價1800元(限現金結帳)

21 晨曦山莊 左鎮區 台南市左鎮區光和里光和39號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住宿9折優惠

22 晨曦紅瓦厝 左鎮區 台南市左鎮區光和里光和39-1號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住宿9折優惠

23 台南富驛時尚酒店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76號8樓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平日(週日~週五)1880NT；假日(週六)3080NT

24 關子嶺林桂園右泉會館 白河區 台南市白河區關嶺里53-18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住宿房型95折優惠(皇爵房除外)，以上折扣僅提供30天前預訂

25 新安旅社 新營區 台南市新營區新進路9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公告價6折

26 激情密碼藝術商旅 善化區 台南市善化區成功路2-5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住宿均折200元(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27 富得來大飯店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康樂街243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平日住宿9折優惠

28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柳營區 台南市柳營區旭山里60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配合台南市政府107年度體育活動，參賽選手選手證與賽事票根，可享下列

優惠：

一、住宿平日6折、假日8折。

二、園區各餐廳消費免收服務費。

三、入園門票一律以兒童票計價(每證限購買4張)

29 我小時候Design Hotel 安平區 台南市安平區世平路7號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假日95折；平日8折

30 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 東區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89號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用最佳客房價格預訂尊榮客房享有9折優惠(須外加稅及服務費，不限每人一

間)

31 KT33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正德街33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四人房優惠價2400元(周日至周五)；周六優惠價2800元

32 三道門建築文創旅店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77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限平日優惠9折

33 台南福憩背包客棧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和平街91號 107.03.23~03.24 平日(週日至周四)8折；假日(週五至週六)9折

34 揚悅精緻大飯店台南館 南區 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二段487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平日雙人房1650NT；四人房2400NT

假日雙人房2000NT；四人房2800NT

35 嘉南大旅社 新營區 台南市新營區中山路34-2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全房型9折優惠



36 蒙娜麗莎商務旅館 北區 台南市北區臨安路219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以當日房價現場折200元

含精緻早餐、需事先預訂

37 天麗行館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和真街79號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全房型9折優惠

38 臺窩灣民居 安平區 台南市安平區國勝路25號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全房型9折優惠

39 華光大飯店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143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須提前預訂住宿6折優惠

40 皇家花園汽車旅館 安平區 台南市安平區建平一街224巷15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平日住宿1080NT；假日1480NT

41 喜來登汽車旅館 佳里區 台南市佳里區安里同安寮1-20號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住宿享有VIP價格(6折)；同期間優惠案擇一使用

42 富信大飯店 北區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336號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標準客房/雅致雙人房(含兩客早餐)：平日2800NT；假日3200NT；連續假日

3400NT

雅致三人房(含三客早餐)：平日3500NT；假日3900NT；連續假日4100NT

雅致家庭房(含四客早餐)：平日4200NT；假日4600NT；連續假日4800NT

豪華家庭房(含四客早餐)：平日4500NT；假日4900NT；連續假日5100NT

豪華客房(含兩客早餐)：平日3500NT；假日3900NT；連續假日4100NT

商務套房(含兩客早餐)：平日5000NT；假日5400NT；連續假日5600NT

尊爵套房(含兩客早餐)：平日8000NT：假日8400NT；連續假日8600NT

43 富華大飯店 北區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336號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普通客房(含兩客早餐)：平日1880NT；假日2180NT；連續假日2380NT

標準客房(含兩客早餐)：平日2200NT；假日2500NT；連續假日2700NT

雅致客房(含兩客早餐)：平日2400NT；假日2700NT；連續假日2900NT

麗緻客房(含兩客早餐)：平日2600NT；假日2900NT；連續假日3100NT

標準家庭房(含四客早餐)：平日3100NT；假日3400NT；連續假日3600NT

44 百威汽車旅館 東區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928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提供住宿貴賓價(當天房價折200元)

※優惠方案不得合併使用，星期日房價為最低房價，恕不再另外折扣，並

請提早預訂房間，本館保留給房權利。

45 嘉韻商務旅館 永康區 臺南市永康區埔園街152號 賽事開始日前一天 提供貴賓優惠價

46 皇家汽車旅館 永康區 臺南市永康區埔園街152號 賽事開始日前一天 提供貴賓優惠價

47 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安平區 台南市安平區州平路289號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最優彈性含早餐價住宿9折

48 台南晶英酒店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和意路1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享年度住房專案9折優惠，限來電預定

49 欖人生態民宿 七股區 台南市七股區十份里74-10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住宿8折優惠

50 台南大飯店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1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1. 住房依定價享平日4折、假日5折優惠(外加定價10%服務費)

2. 房客本人於歐式自助餐、食選任意點用餐享9折優惠(外加定價10%服務

費)

3. 房客選購台南大飯店外賣區商品享9折優惠

51 沐府海旅 安平區 台南市安平區安億路288號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憑證給予4折優待

52 南方家屋旅店 北區 台南市北區前鋒路318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平日都市休閒房 1950元/含二客日光徐徐早午餐；

假日都市休閒房2550元/含二客日光徐徐早午餐 ;

平日家庭房 3530元/含四客日光徐徐早午餐；

假日都市休閒房4330元/含四客日光徐徐早午餐 。

53 元鼎商旅 永康區 台南市永康區小東路473號10樓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住宿平日85折，假日95折優惠。



54 荷蘭村汽車旅館 北區 台南市北區中華北路2段194巷57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假日住宿依現場賣價優惠NT$300元，平日住宿優惠NT$400元(不得與其他優

惠共用)

55 向陽田園居民宿 東山區 台南市東山區大客里凹仔腳56之7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優惠內容: 每間房型平日優惠88折，假日優惠9折。

56 葛淶休閒民宿 學甲區 台南市學甲區大灣里大灣154-29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不分平假日定價85折

57 月相情境休閒旅館 學甲區 台南市學甲區華宗路152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平日價85折  假日價85折   (連續假日除外)

58 谷園客棧(限定女生住宿)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79巷66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住宿8折優惠

59 西港外婆家 西港區 台南市西港區新興街8-113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住宿9折優惠

60 亞伯大飯店 東區 台南市東區大同路二段617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二人房1600.三人房2100.四人2600

61 古堡民宿 安平區 台南市安平區古堡街76巷1號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所有房型9折

62 H VILLA INN 清水漾 南區 台南市南區萬年二街61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水汝及"水美"房型，平日9折優惠(平假日定義依官網公告為主，優惠不得併

用)

63 長悅旅棧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89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1、標準客房平日住宿一人2000元，第二人加300元。假日住宿雙人3000元

2、溫馨客房平日住宿一人2300元，第二人加300元。假日住宿雙人3300元

3、經典客房平日住宿一人2600元，第二人加300元。假日住宿雙人3600元

4、豪華客房平日住宿一人2900元，第二人加300元。假日住宿雙人3900元

5、家庭客房平日住宿四人4560元，假日住宿四人6260元

*以上優惠價格皆含早餐、迎賓點心、免費wifi

*以上優惠價格連續假期不適用

64 聖旺商旅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576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所有房型住宿8折優惠

65 劍橋大飯店台南館 中西區 台南市民族路二段271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各種房型五折優待

豪華單人房$1800  豪華雙床房$2000  豪華三人房$2400  豪華四人房$3000

66 皇賓大飯店 東區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452巷8弄16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平日8折，假日9折(房型限:2小床[2張單人床].4人房[4張單人床])

67 蓮鄉小筑 白河區 台南市白河區大德街91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假日9折，平日8折

68 簡單純民宿 安平區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446巷17弄39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住宿9折優惠

69 後營四號 西港區 台南市西港區後營4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住宿9折優惠

70 首學大飯店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康樂街148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豪華單人房(含一早)NT$1200

豪華雙人房(含兩早)NT$1400

豪華三人房(含三早)NT$2000

豪華四人房(含四早)NT$2400

背包客房(男女混合.以床位計價.含一早)NT$400

/ 以上全部報價遇周六及連續假日期間加價NT$200

71 富朗飯店 北區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114號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平假日全面依牌價8折優惠，限定電話預訂



72 台南大億麗緻酒店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660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入住指定房型享國人住房專案免一成服務費用之優惠價。

雅緻單人房平日$3,690、假日$4,510，

雅緻雙人房(一大床或兩小床)平日$4,275、假日$5,225，

都會客房平日$4,950、假日$6,050，

豪華家庭房平日$6,300、假日$7,700，

入住包含:

*依房型贈送豐盛自助早餐

*客房內免費寬頻網路服務/無線上網

*客房迎賓水果、客房免費礦泉水

*免費使用7F花園健身中心 06:00AM-22:00PM

 - 健身房/多功能健身器材/乒乓球/撞球(請著運動服裝、運動鞋)

 - 室內溫水游泳池(身高未滿130公分者，需由家長陪同下水)

 - 活力按摩水療池(身高未滿130公分者不適用)

 - 男女貴賓獨立三溫暖/蒸氣室 (不著衣物，身高未滿130公分者不適用)

注意事項:

*加床NT$1300+10%（含一早），單人房恕無法提供加床服務。

*需出示相關證件，如未能出示須補足現場價差。

*優惠不能合併使用。

*訂房專線:(06)213-5555轉訂房組

73 潔果驛棧 安平區 台南市安平區安北路16巷5弄14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住宿優惠九五折

74 歡迎商務飯店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南華街99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住宿平日原價6折再折扣280元優惠,假日原價8折再折扣80元優惠

75 永康劍橋大飯店 永康區 台南市永康區新行街128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平日優惠 : 一大床:1300元   三人房:2000元   四人房:2400元

假日優惠 : 一大床:1500元   三人房:2400元   四人房:2800元

(以上價格均含稅+服務費+自助式早餐)

76 林肯飯店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金華路三段230號9-10樓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平日優惠 : 一大床:1000元  二小床:1200元  三人房:1800元   四人房:2200元

假日優惠 : 一大床:1500元   二小房:1800元  三人房:2200元  四人房:2800元

(以上價格均含稅+服務費+自助式早餐)

77 台南謝宅 中西區 臺南市中西區正德街29巷1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提供均住宿99折優惠

78 沐亞親子童樂島 安平區 台南市安平區同平路156巷5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均提供9折優惠

79 荷蘭村汽車旅館-安平館 安平區 台南市安平區建平一街239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當日現場房價折200且不得與其他優惠並用

80 月見溪行館(永華體育園區旁) 南區 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一段113巷65弄20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雅緻雙人房享限量優惠，平日可享房費八折優惠，假日可享房費九折優

惠。

1.限直接與月見溪行館電話或現場訂房，無法與其他優惠併用，團體訂房不

適用。

2.優惠專案內容若有變動，依月見溪行館公告為準。

81 天下大飯店 北區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202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平日所有房型五折

假日所有房型六折

82 台南維悅酒店 安平區 708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39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平日7折，假日8折

83 溫莎堡汽車旅館 新營區 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693巷40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不分平假日休息可折抵100元，住宿平日原價7折，假日原價8折(以上優惠不

與其他優惠並用)

84 臺邦商旅 安平區 708台南市安平區永華二街199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所有房型現場優惠價平日9折、假日95折

85 欣悅美學商旅 北區 70444台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138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平日免費升等商務房。平日:日~五。

假日，連續假期，國定假日不適用。

86 安平72號民宿 安平區 台南市安平區世平一街8巷72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提供均住宿95折優惠。



87 安平156民宿 安平區 台南市安平區同平路156巷24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提供均住宿95折優惠。

88 國妃鷹堡健康館 南區 702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二段500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提供住宿平日85折,假日、連假9折優惠(四人房/商務房不適用,活動辦法依現

場公告為主，本公司保有修改及終止活動之權力)

89 國泰和逸飯店•台南西門館 中西區 700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658之2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可享每日房價9折優惠

90 F Hotel台南館 中西區 700台南市中西區光賢街23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憑號碼布或相關賽事證明，即可享有平日4折、假日5.5折之優惠價

備註：

1. 依房型附贈早餐(可配合早餐更換為便利攜帶式餐盒，請事先告知)。

2. 提供賽後盥洗場地(於飯店SPA池附設更衣室盥洗，如欲使用請事先告

知)。

3. 連續假日、7.8月周五、農曆春節及團體不適用。

4. 優惠房型有限，請事先訂房。

91 桂田酒店 永康區 台南市永康區永安一街99號 賽事前2日至賽事後2日之期間

優惠期間為賽事前二日至結束後二日。

雅緻雙人房，平日 NT$4,235；假日 NT$4,785

※贈送宵夜(大魯麵)

※連續假日、特殊假日、農曆春節期間不適用。

92 新朝代飯店 北區 704台南市北區成功路46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單人房含早餐(一大床)：平日NT1600/假日NT2200、

雙人房含早餐(一大床/兩小床)：平日NT1900/假日NT2600、

四人房含早餐(兩大床)：平日NT2500/假日NT3300

93 台南老爺行旅 東區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368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提供甘情尚好住房專案，指定房型(行旅客房、精緻客房、舒適客房、家庭

客房)，免收一成服務費。

94 神榕一四七 中西區 (70059)台南市中西區神農街147號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住宿兩晚以上(含兩晚)享住宿9折優惠,和手工餅乾招待一份!!

95 春澄飯店（留飯店） 安平區 70847台南市安平區府前四街99號 配合賽事活動日前後各一天之期間

凡選手及選手親朋好友，參賽期間可使用此專案，入住時需提供選手身分

證明，即享平假日雅緻雙人房(兩小床、一大床) 原價$6000+10%服務費，優

惠選手價為NT3,000元免10%服務費。(平日:週日~週五、假日:週六)

96 宏盛鑫商務飯店 東區 701台南市東區崇明路239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選手憑參加證及可享下列訂房優惠

精緻單人房 原價3,600  專案價1,500

標準雙人房 原價4,000  專案價1,700

備註:

以上專案

1.	依房型提供中西式自助早餐,如7:00前退房則提供餐盒

2.	專案價限活動前一天入住適用

3.	專案假不分平假日

4.	飯店有保留訂房數權益

97 OAOA安平小宿 安平區 台南市安平區効忠街3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配合賽事全面9折

98 小南天生活輕旅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忠義路2段158巷74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小資簡約房：平日NT1,788；假日NT2,088

小滿舒心：平日NT2,288；假日NT2,588

覓境樓中樓：平日NT2,688；假日NT3,088

99 郡象商旅 中西區 70055台南市中西區郡西路136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活動期間星期一至星期四與星期日房價定價打七折、星期五與星期六房價

打九折

100 二弄八號民宿 中西區 700台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85巷2弄8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所有賽事均9.5折

101 永華春休閒商務旅館 東區 701台南市東區裕信路338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參賽選手、隊職員及眷屬可憑參賽證或活動相關證件即享有貴賓價（本優

惠不適用於過年及國定連續價期）



102 永華春天汽車旅館 安平區 708台南市安平區永華六街21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參賽選手、隊職員及眷屬可憑參賽證或活動相關證件即可享貴賓價（本優

惠不適用過年及國定連續假期）

103 住好運民宿 安平區 台南市安平區安平路226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平日八折假日九折

104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東區 701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336巷1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1.豪華單床房優惠價NT$3100(含1客自助式早餐)，豪華雙床房優惠價

NT$3400(含2客自助式早餐)。2.假日每房每晚加價NT$800，農曆春節期間不

適用。3.入住需出示上述相關賽事之『參賽證』『賽事相關證件』

105 官田藝想田開民宿 官田區 720台南市官田區官田里官田392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配合 所有賽事活動 期間提供住宿 九折優惠

106 台南市農會走馬瀨農場 大內區 台南市大內區二溪里唭哩瓦60號 配合賽事活動期間
門票：一日遊入場門票優惠票每人200元；住宿：平日蘭花會館6折，假日

蘭花會館7.5折(農曆春節期間不適用）

107 歐悅國際精品旅館-新營店 永康區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159號 配合賽事活動當週
兩人同行1600NT/間；三人同行1900NT/間；四人同行2500NT/間，均附吃到

飽自助式早餐

108 歐悅國際精品旅館-永康店 新營區 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1062號 配合賽事活動當週
兩人同行1600NT/間；三人同行1900NT/間；四人同行2300NT/間，均附吃到

飽自助式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