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台南安平鐵人三項錦標賽-住宿優惠
（實際優惠內容及期間仍依業者現場公告為準）
名稱（官網請點選）

地址

電話

優惠期間

湘里蘭商務旅館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3段551號

06-2603311

10/16

星鑽國際商旅

台南市中西區金華路3段218號1-4樓

06-2232188

10/13-10/18

溫莎堡汽車旅館-新營館

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693巷40號

06-6560828

富士都商務汽車會館

台南市仁德區文華路三段500號

06-2709678

10/16

F商旅台南館

台南市中西區光賢街23號

06-2501199

10/15-10/17
（連續假日不適用）

優惠對象

於優惠期間，選手；眷屬；民眾憑賽事相關證明文件，平日
10/15-10/17
參賽選手、隊職員、
住宿折價150元；假日住宿折價100元，連續假日及特殊節日
（禮拜六及特殊節日不適用）
眷屬、觀賽民眾
不適用，各優惠不得一併使用，本館有最終解釋權。
參賽選手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五街20號

06-2989566

配合賽事期間

參賽選手、隊職員、
眷屬、觀賽民眾

府城商旅有限公司

台南市東區榮譽街292號

06-2905388

10/14-10/16

參賽選手、隊職員、
眷屬

台南富信大飯店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336號

06-2229801

10/15-10/16

參賽選手、隊職員、
眷屬、觀賽民眾

台南富華大飯店

台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28號

06-2251002

賽事前一天-賽事結束當天

參賽選手、隊職員、
眷屬、觀賽民眾

驛家旅館有限公司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343號9樓

06-7035333

10/14-10/19

參賽選手、隊職員、
眷屬、觀賽民眾 出示
證明

台南市新市區大營里陽光大道70號

06-5838999

10/14-10/16

捷喬商務旅館

台南市中西區尊王路158號

06-2295107

10/15-10/16

星象商旅

台南市中西區海安路一段151號

06-2210988

10/16

優惠期間，參賽選手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以VIP價折200元。

參賽選手、隊職員、眷屬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觀賽民眾出示
參賽選手、隊職員、
於賽事期間至競賽現場打卡加油照片（需包含選手及活動現
眷屬、觀賽民眾
場相關擺設物），親洽或致電櫃台洽詢優惠方案。

樹屋文旅

宇田商旅

優惠內容

1.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提供住宿9折
優惠。
參賽選手、隊職員、
2.於優惠期間，民眾出示於賽事期間至競賽現場打卡加油照
眷屬、觀賽民眾
片（需包含選手及活動現場相關擺設物），提供消費9折優
惠。
參賽選手、隊職員、 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提供住宿9折
眷屬
優惠。

參加活動人員

1.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提供住宿95
折優惠 或購買樹屋文旅之週邊商品享95折優惠。
2.於優惠期間，民眾出示於賽事期間至競賽現場打卡加油照
片（需包含選手及活動現場相關擺設物），提供住宿95折優
惠 或購買樹屋文旅之週邊商品享95折優惠。
於優惠期間，選手、隊職員、眷屬馮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
，提供住宿9折優惠。
憑参賽證 賽事相關文件或「賽事官方FB粉絲團按讚打卡畫
面」。提供住宿專案優惠價、餐飲九折優惠（需加原價一成
服務費）
憑参賽證 賽事相關文件或「賽事官方FB粉絲團按讚打卡畫
面」提供住宿專案優惠、餐飲九折優惠（需加原價一成服務
費）。
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民眾出示於賽事期
間至競賽現場打卡加油照片（需包含選手及活動現場相關擺
設物），提供消費9折優惠。
1.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提供住宿55折
優惠。
2.於優惠期間，民眾出示於賽事期間至競賽現場打卡加油照
片（需包含選手及活動現場相關擺設物）提供55折住宿優惠

1.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提供住宿9折
優惠。
參賽選手、隊職員、
2.於優惠期間，民眾出示於賽事期間至競賽現場打卡加油照
眷屬、觀賽民眾
片（需包含選手及活動現場相關擺設物），提供消費9折優
惠。
參賽選手、隊職員、 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相關證明文件，提供平日雙人房
眷屬、
$1450 / 假日雙人房$2500 之優惠價格．

台南安平雅樂軒酒店

台南市安平區光州路108號

06-2976161

10/1-10/31

台南老爺行旅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368號

06-2366168

10/15-10/17

三道門建築文創旅店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77號

06-2223088

10/16

荷峰汽車旅館

台南市北區中華北路二段194巷57號

06-2520505

10/11-10/21

皇家花園汽車旅館

台南市安平區建平一街224巷15號

06-2983666

10/15-10/16

臺邦商旅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二街199號

06-2931888

10/15-10/16

首相大飯店

台南市北區公園路128號

06-2252141

10/15

柳營尖山埤渡假村

台南市柳營區旭山里60號

06-6233888

10/8-10/25

烏山頭大飯店-湖境會館

台南市官田區烏山頭里八田路三段櫻花巷45號

06-6993222

10/15-10/16

Oinn Hotel & Hostel 巷弄輕旅

台南市中西區文和街29號

06-350-1101

10/15-10/16

榮美金鬱金香酒店

台南市北區海安路三段50號

06-2200366

10/14-10/17

榮興金鬱金香酒店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128號

06-2208366

10/14-10/17

台南大飯店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1號

06-2289101

10/14-10/19

溫莎堡汽車旅館仁德館

台南市仁德區文華路三段585號

06-2492345
06-6560828

10/10-10/21

天下南隅（原天下大飯店）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202號

06-2290271

入住10/15-10/16

台南維悅酒店

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39號

06-2950888

10/15-10/16

泊樂行旅 赤崁店

台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173號

06-2211188

10/15-10/16

於優惠期間，選手/ 隊職員憑賽事報名或工作證等相關證明
參賽選手、隊職員、 文件或民眾出示於賽事期間至競賽現場打卡加油照片（需包
觀賽民眾皆可
含選手或活動現場相關擺設物）提供餐飲消費8折優惠 （服
務費恕不打折）
（1）本方案需於入住時需出示參賽證、賽事相關證件、門
票或購票相關證明，即可享有住房優惠。
（2）本方案每張門票及證明文件限訂一間，一晚。
參賽選手、隊職員
（3）本方案不可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4）限量提供。
（5）以當天甘情尚好價格九折優惠。
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民眾出示於賽
參賽選手、隊職員、
事期間至競賽現場打卡加油照片（需包含選手及活動現場相
眷屬、觀賽民眾
關擺設物）贈送古早味下午茶點心。
參賽選手、隊職員、 於優惠期間，民眾出示於賽事期間至競賽現場打卡加油照片
眷屬、觀賽民眾
（需包含選手及活動現場相關擺設物）提供住宿折200元
參賽選手、隊職員、 持參加賽事之證明，
眷屬、觀賽民眾
於賽程日期間住宿本旅館享貴賓價格優惠
優惠期間，憑參賽證或相關證明文件，提供住宿當日現場房
參賽選手、隊職員
價9折優惠。
參賽選手、隊職員、 1.於優惠期間，選手或眷屬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提供
眷屬
住宿9折優惠。
於優惠期間，憑參加賽事相關證明文件，可享
（一）住宿江南會館精緻雙人房享平日價3,500元、假日價
參賽選手、隊職員、
4,700元。
眷屬、觀賽民眾
（二） 各餐廳消費免收服務費。
（三） 門票以兒童票（100元）計價，每證限購4張。
參賽選手、隊職員、
提供平日住宿定價5折，假日7折，含早餐及烏山頭水庫門票
眷屬、觀賽民眾
於優惠期間，出示賽事相關證件享優惠－單人床位$750 / 雙
參賽選手、隊職員
人床位$1300
參賽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訂房即可享有優惠折扣。
標準雙人客房（一大床）平日2,655元/間；假日3,285元/
參賽選手
間。 精緻客房四人房（兩中床）平日3,510元/間；假日
4,140元/間。 豪華客房雙人房（一大床/兩小床） 平日3,375
元/間；假日4,005元/間。
參賽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訂房即可享有優惠折扣。
標準雙人客房（一大床） 平日2,655元/間；假日3,285元/
參賽選手
間。 豪華客房雙人房（一大床/兩小床） 平日3,375元/間；
假日4,005元/間。
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每人每晚
參賽選手、隊職員
$1,090起。
1.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提供提供平
日住宿平日折價300元優惠（週六假日不適用）。
參賽選手、隊職員、
2.於優惠期間，民眾出示於賽事期間至競賽現場打卡加油照
眷屬、觀賽民眾
片（需包含選手及活動現場相關擺設物），提供平日住宿折
價300元優惠（週六假日不適用）。
參賽選手、隊職員、
出示相關證明文件，每房贈送連德堂煎餅ㄧ包
眷屬
憑賽事報名相關文件 111/10/15~10/16期間，平日住宿享現場價7折、假日住宿享
者
現場價8折
參賽選手
住宿平日9折、假日95折優惠

新安旅社

台南市新營區新進路9號

06-6322131

10/16

所有民眾

南科贊美酒店

台南市善化區成功路252號

06-5838383

10/16

參賽選手、隊職員、
眷屬

泊樂行旅-中正館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90號

06-2236818

10/15-10/16

參賽選手、隊職員、
眷屬、觀賽民眾

台南桂田酒店

台南市永康區永安一街99號

06-2438999

10/15-10/16

參賽選手、隊職員、
眷屬、觀賽民眾

仲青行旅

台南市中西區友愛街309巷20號

06-2240555

10/15-10/16

夏都富朗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114號

06-2221168

賽事期間

禧榕軒大飯店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28號

06-2222188

10/15-10/16

工作人員及觀賽民眾

夏都城旅安平館

台南市南區新建路47號

06-2924567

10/11~10/20

參賽選手、隊職員、
眷屬、觀賽民眾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336巷1號

06-2899988

10/15-10/18

旅幸福啤酒花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349號

06-2229888

10/9-10/16

參賽選手、隊職員、
眷屬、觀賽民眾
參賽選手及眷屬、隊
職員、觀賽民眾

1.原價1500元雙人房，優惠價900元；
2.原價1200元雙人房，優惠價700元
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享有入住贊美
酒店精緻雙人房平日一晚2880元，假日ㄧ晚3480元，溫馨
家庭房平日一晚4000元，假日一晚4600元
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或民眾出示於賽
事期間至競賽現場打卡加油照片（需包含選手及活動現場相
關擺設物），提供1.入住10月15日一晚享95折優惠。2.入住
10月16日一晚享9折優惠。3.於10月15.16日連住兩晚優待房
費全單9折。
1.選手、隊職員、眷屬、觀賽民眾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
，提供住宿卡友價優惠（洽詢訂房06-2438999）。
2.餐飲消費享95折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桌菜
/包廂/宴席不適用。 *需加原價10%服務費。）
不需出示證明文件，於優惠期間至官網訂房專區套裝優惠網
頁下單，提供住宿平日88折、假日9折優惠
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及觀賽民眾提供入場門票，享
住宿合約價
1.優惠期間，憑工作證或購票證明，享住宿88折優惠
2.享翌日退房時間延遲至15:00
3.入住即加贈『運動水壺』
一泊一食優惠價 漫思雙人房（無窗）:平日NT$2,888、旺日
NT$3,388、假日NT$4,588 漫心/漫賦雙人房（有窗）:平日
NT$3,388、旺日NT$3,888、假日NT$5,088 漫享家庭房: 平
日NT$4,388、旺日NT$4,888、假日NT$6,088 1）需出示參
加2022運動賽事選手證、教練證和票券等相關證件。 2）依
房型付費人數附贈早餐。 3）贈送城思咖啡‧酒吧3合1優惠券
（指定飲品買一送一/限定調酒第二杯半價/城思麵包第二75
折） 4）依房型加碼贈送原味/薄荷味氣泡水各一瓶，雙人
房x2瓶、家庭房x4瓶。 ‧全新電競室開放使用 ‧免費使用館內
親子設施：200坪親子兒童館（叢林主題探險+攀爬+溜滑梯
+球池+空氣槍、迷你城市扮演、小小滑步車、氣密滾輪
等..） ‧免費提供嬰兒床/澡盆/床圍/消毒鍋（需預約） ‧館內
活動免費參加（收費制活動除外） ‧加購高鐵票享有對號座8
折優惠 ∵訂房專線 06-292-4567 使用規範 1.雙人房不得加
人，若有兩位以上成人入住，敬請選用家庭房方案。 2.兒童
和加人加價收費標準：5歲以下免費，6~12歲兒童NT$300/
位，成人NT$600/位。 3.不適用大假日、國定假日和連續假
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提供平日雙人

住宿$3288（假日需加價$1500）。2.於優惠期間，民眾出示
賽事官方FB粉絲團按讚畫面，提供平日雙人住宿$3288（假
日需加價$1500）
1.凡於活動期間持（參賽證）至O`Fun原創料理美學餐聽、
參賽選手、隊職員、 長園中餐廳、吃遍天下自助餐廳、大廳酒吧消費用餐者，可
眷屬、觀賽民眾
享原價9折+（原價10%服務費）優惠。
2、注意事項：
*優惠不與餐廳其他優惠併用
*1樓桂冠烘焙坊外帶商品可不須另加服務費
*特殊節日或連續假期（依飯店公告為準）本優惠恕無法適
用
參賽選手、隊職員、 於優惠期間，參賽選手、隊職員、眷屬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
眷屬
文件，提供住宿9折優惠、及炸物薯條乙份。

古根嚼旅

台南市中西區友愛街148號

06-2212288

10/9-10/16

達煦23旅店

台南市中西區康樂街156號5樓

06-2222723

10/9-10/16

劍橋大飯店台南館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271號

06-221-9966

10/15-10/16

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台南市安平區州平路289號

06-3911858

10/15-10/17

參賽選手、隊職員、
眷屬
參賽選手、隊職員、
眷屬
參賽選手、隊職員、
眷屬、觀賽民眾都可
以住宿
訂房時須事先說明使
用此專案，辦理入住
時，須出示賽事報名
或評審、選手相關證
明文件即可享此優惠
，恕不與其他優惠合
併使用。

於優惠期間，參賽選手、隊職員、眷屬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
文件，提供住宿9折優惠
於優惠期間，參賽選手、隊職員、眷屬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
文件，提供住宿9折優惠
豪華一大床優惠價$1800（假日+500）.豪華雙床房$2200（
假日+500）每房住三人+600.住四人+1200（假日一樣
+500）

任一房型標準費率9折住宿優惠，須另加5%營業稅與10%服
務費。

2022台南安平鐵人三項錦標賽-民宿優惠
（實際優惠內容及期間仍依業者現場公告為準）
名稱（官網請點選）

地址

電話

優惠期間

戀戀薇依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2段240號

0909-630025

10/9-10/14

優惠對象

參賽選手、隊職員、 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提供住宿9折
眷屬、觀賽民眾
優惠。

漚汪水岸

台南市將軍區西佳里西華118號

0908780588

5/17-12/11

皆可

同心旅棧

台南市中西區忠孝街93巷114號之6

0918865801

10/14-10/16

皆可

赤樓古巷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317巷18號

0968-377007

配合賽事期間

參賽選手、隊職員、
眷屬、觀賽民眾（賽
事官方FB粉絲團案讚
打卡畫面）

未艾公寓

台南市台南市中西區正興街77巷10號

06-2226696

10/15-10/17

參賽選手、隊職員、
觀賽民眾

參賽選手、隊職員、
眷屬、觀賽民眾（賽
事官方FB粉絲團按讚
打卡畫面）

成功古巷

台南市北區佑民街14號

0979-355877

配合賽事期間

田園別莊會館

台南市善化區文昌里中正路2號之1

06-5833333

10/16

玩家小西門民宿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703巷10號

0903-759022

10/16

童鶴人家

台南市七股區樹林里44-5號

0972-316009

賽事期間

優惠內容

1.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文件或截圖，提供住宿95折
優惠。
2.於優惠期間，民眾出示於賽事期間至競賽現場打卡加油照
片，提供住宿95折優惠。
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或民眾競賽現場
打卡加油照片，提供住宿9折優惠。
1.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提供住宿9折
優惠。
2.於優惠期間，民眾出示於賽事期間至競賽現場打卡加油照
片（需包含選手及活動現場相關擺設物），提供消費9折優
惠。
1.於優惠期間，參賽選手、隊職員於辦理入住時需出示相關
證明文件。
2.於優惠期間，民眾於辦理入住時需出示票券。 *10/15（
六）$2500元、10/16（日）$1800元、10/17（一）$1800元 *
此專案優惠每日限定三間/洗鍊雙人房（無早餐優惠專案） *
預訂訂房時需告知參與"2022台南安平鐵人三項錦標賽"
1.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提供住宿9折
優惠。
2.於優惠期間，民眾出示於賽事期間至競賽現場打卡加油照
片（需包含選手及活動現場相關擺設物），提供消費9折優
惠

參賽選手、隊職員、
提供活動畫面，享當日住宿9折優惠
眷屬、觀賽民眾
參賽選手、隊職員、
眷屬
參賽選手、隊職員、
眷屬、觀賽民眾

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提供住宿9折
優惠
提供住宿9折（選手、隊職員憑賽事相關證明文件，民眾出
示於賽事期間至競賽現場打卡加油照片）

後營四號 民宿

台南市西港區後營4號

0928-135796

10/15-16

Viva la Vivace漁樂活民宿

台南市安平區世平五街10巷37號

0909-225296

10/11-10/21

傅居52

台南市中西區海安路二段296巷52號

0910-768460

10/15-10/18

將軍居

台南市將軍區苓仔寮里苓和1-12號

0975-098875
0921-563563

比賽期間

西港外婆家民宿

台南市西港區新興街8-113號

0926-616869

趣遊赤崁民宿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359巷8號

0926-616869

海安。轉角民宿

台南市中西區正德街20巷12號

0926-616869

樹舍民宿

台南市中西區開山路84巷34號

0926-616869

晨曦山莊/晨曦紅瓦厝

台南市左鎮區光和里39號

0920-178196

10/15-10/16

阿信旅店

台南市中西區府中街136號

06-2218222

10/15-10/17

A Life 好生活整活國際旅宿

台南市鹽水區朝琴路127-2號

0933-352757

6/1-12/18

依賽事期間
（活動優惠不分平假日）
依賽事期間
（活動優惠不分平假日）
依賽事期間
（活動優惠不分平假日）
依賽事期間
（活動優惠不分平假日）

參賽選手

於優惠期間，憑賽事相關文件，提供住宿9折優惠。
1.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提供住宿85
折優惠。
參賽選手、隊職員、
2.於優惠期間，民眾出示於賽事期間至競賽現場打卡加油照
眷屬、觀賽民眾
片（需包含選手及活動現場相關擺設物），提供住宿85折優
惠。
參賽選手、隊職員、 於優惠期間，符合報名條件者，憑報名相關證明文件、隊職
眷屬
員工作證等能證明身分相關物品，提供9折優惠
參賽選手、隊職員、 2人入住一律6折.四人入住一律7折（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
眷屬、觀賽民眾
明文件，民眾出示於賽事期間至競賽現場打卡加油照片）
一般民眾皆可以使用 包棟9折優惠
一般民眾皆可以使用 包棟9折優惠
一般民眾皆可以使用 95折
一般民眾皆可以使用 95折
參賽選手、隊職員

於優惠期間，選手憑賽事報名相關證明文件，提供住宿9折
優惠。

凡出示參賽證或工作
證者（選手、教練及 入住阿信旅店享每人每床85折優惠，並加贈一球冰淇淋
工作人員）
700元一個人；
全民優惠
選手優惠加油餐$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