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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級飯店
特色文旅

想玩的心情，每回都不同；
想走的行程，更不會永遠大同小異；
所以【2020美國運通Fun Taiwan精選優惠】
由北到南、從都會到城鄉，
為您滙集全台星級住宿、文創旅店、
美食餐飲、購物休閒…等全方位旅行優惠，

台北萬豪酒店
享飯店官網公告之當日房價85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199號

讓您無論造訪哪一處膾炙人口的最美風景，
都有令人驚喜的消費禮遇。

電話：886-2-8502-0899

台北圓山大飯店
官網訂房享95折優惠

玩台灣，其實可以很隨興！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四段1號
電話：886-2-2886-8888

因為我們始終如一的貼心禮遇，
讓您不管怎麼玩都盡興！

台北中山意舍酒店
享官網「最優惠價格含早餐」專案9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57-1號
電話：886-2-2525-2828

台北西門町意舍酒店
享官網「最優惠價格含早餐」專案9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77號
電話：886-2-2525-2828

台北松山意舍酒店
享官網「最優惠價格含早餐」專案9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市民大道七段8號
電話：886-2-2525-2828

HOTEL QUOTE Taipei
U Room享優惠價每晚NT$3,999起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3段333號
電話：886-2-2175-5588

SHOTEL
指定房型享優惠價每晚NT$4,200起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50號
電話：886-2-2712-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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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級飯店/特色文旅

星級飯店/特色文旅

Home Hotel

和逸飯店•台北忠孝館

指定房型享優惠價每晚NT$4,700起

舒適客房享優惠價每晚NT$3,500+10%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90號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31號

電話：886-2-8789-0111

電話：886-2-7725-3399

慕軒飯店

捷絲旅

指定房型享優惠價

飯店官網公告之當日房價折NT$300優惠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331號

網址：www.justsleep.com

電話：886-2-7706-3600

大地酒店

天成文旅 - 蜂巢

指定房型享住宿二晚優惠價

精緻客房享優惠價每晚NT$2,500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奇岩路1號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太原路57號

電話：886-2-5551-8888

電話：886-2-8978-6688

華泰瑞舍

林口亞昕福朋喜來登酒店

Abundance享優惠價每晚NT$4,299起

指定客房享官網當日Bar Rate房價再85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59號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1號

電話：886-2-2531-0699

電話：886-2-7727-6988

天成文旅-華山町

瓏山林台北中和飯店

華山精緻客房享優惠價每晚NT$2,500

指定房型享優惠價每晚NT3,300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79號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631號

電話：886-2-8978-6688

電話：886-2-2222-9999

台北花園大酒店

蘊泉庄

精緻客房享優惠價每晚NT$3,999

平日入住指定房型享買一晚送一晚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1號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79巷18號

電話：886-2-8978-6688

電話：886-2-2622-7888

怡亨酒店

桃園大溪笠復威斯汀度假酒店

享飯店官網公告之當日房價8折優惠

指定房型享住一晚送一晚優惠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370號

地址：桃園市大溪區日新路166號

電話：886-2-2784-8888

電話：886-3-272-5777

和逸飯店•台北民生館

新竹安捷國際酒店

舒適客房享優惠價每晚NT$3,000+10%

指定房型享優惠價每晚NT$2,888起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78號
電話：886-2-7725-3399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復興三路二段168號1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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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886-3-620-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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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級飯店/特色文旅

星級飯店/特色文旅

全國花園鄉村俱樂部

天成文旅-繪日之丘

全房型享6折優惠

輕逸雅緻客房享優惠價每晚NT$2,500

地址：苗栗縣苑裡鎮石鎮里1鄰1之1號

地址：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一段888號

電話：886-37-741-166

電話：886-2-8978-6688

璞樹文旅

和逸飯店•台南館

指定房型享優惠價NT$2,900起

指定房型享優惠價每晚NT$3,000+10%起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235號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658之2號

電話：886-4-2451-0235

電話：886-6-702-6699

威汀城市酒店

麗新大酒店

指定房型享優惠價NT$2,200起

指定房型享優惠價每晚NT$2,500起

地址：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一段100號

地址：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218號

電話：886-4-2568-0558

電話：886-6-253-8788

台中商旅

友愛街旅館

全房型享飯店官網公告之當日房價9折優惠

指定房型享9折起優惠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593號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友愛街115巷5號

電話：886-4-2255-6688

電話：886-6-221-8188

豐邑逢甲商旅

義大天悅飯店

指定房型享優惠價每晚NT$3,200起

平日入住指定房型享優惠價每晚NT$3,300起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75-2號

地址：高雄市大樹區義大八街100號

電話：886-4-2452-5777

電話：886-7-656-8000

星享道

和逸飯店•高雄館

平日入住指定房型享定價之39折優惠

和逸客房享優惠價每晚NT$3,300+10%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福星北路18號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60號

電話：886-4-2706-3608

電話：886-7-975-6699

文華道

旗津道沙灘酒店

平日入住指定房型享官網39折起優惠

平日入住指定房型享定價37折起優惠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38巷31號
電話：886-4-3602-8088

地址：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3F

日月潭大飯店

晶英國際行館

平日入住指定房型兩晚享優惠價NT$9,888起

兩人同行平日入住指定房型享優惠價NT$6,200起

地址：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419號(台21線55K)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199號

電話：886-49-285-5151

電話：886-7-973-0189

鹿港永樂酒店

嵐翎白砂渡假莊園

全房型享官網一般訂房85折優惠

指定房型享一泊一食特約優惠

地址：彰化縣鹿港鎮三民路152號

地址：屏東縣恆春鎮下泉路5-68號

電話：886-4-776-2999

電話：886-8-886-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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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886-7-572-1818

05

星級飯店/特色文旅

星
級
飯店餐飲
墾丁海灣森林精品民宿
指定房型享一泊一食特約優惠
地址：屏東縣恆春鎮樹林路1-5號
電話：886-8-886-6558

H會館
平日入住指定房型享買一晚送一晚優惠
地址：屏東縣獅子鄉竹坑村竹坑巷60號
電話：886-7-877-1888

晶泉丰旅

台北圓山大飯店-圓山牛排館
平日用餐享原價9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四段一號
電話：886-2-2886-8888

連續入住或當日入住2間享折NT$900優惠

台北六福萬怡酒店

地址：宜蘭縣礁溪鄉溫泉路67號

指定餐廳用餐享9折優惠

電話：886-3-910-0000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359號7樓
電話：886-2-6615-6527

瓏山林蘇澳冷熱泉度假飯店
指定住宿專案享原價54折起優惠
地址：宜蘭縣蘇澳鎮中原路301號
電話：886-3-996-6666

宜蘭綠舞國際觀光飯店

大地酒店
指定餐廳用餐享85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奇岩路1號
電話：886-2-5551-8888

指定房型享定價住一晚送一晚優惠
地址：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二段459號
電話：886-3-960-3808

村却國際溫泉酒店
平日入住指定房型兩晚享優惠價NT$9,900
地址：宜蘭縣羅東鎮站東路190號
電話：886-3-905-7988

台北天成大飯店-百合西餐廳
用餐享85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3號
電話：886-2-2312-1000

天成大飯店TICC世貿會館-翠庭
用餐享85折優惠

花蓮美侖大飯店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號

豪華雙人房享住一晚送一晚優惠價NT$4,400

電話：886-2-2312-1000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林園1之1號
電話：886-3-822-2111

天成文旅-華山町-華山町餐酒館

THE GAYA HOTEL 渡假酒店

用餐享85折優惠

指定房型兩晚享優惠價NT$9,800
地址：台東縣台東市新生路169號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79號
電話：886-2-2312-1000

電話： 886-8-961-1888

台北花園大酒店
牧貓精品寵物旅館

指定餐廳用餐享85折優惠

單次出國最高可享兩晚(單貓)免費住宿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1號

地址：台南市東區裕農路375號B1

電話：886-2-2312-1000

電話：886-6-6208-5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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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級飯店餐飲

星級飯店餐飲

長榮桂冠酒店(台北)-2F樓長園廳

六福客棧

用餐享85折優惠

指定餐廳用餐享9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63號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8號

電話：886-2-2518-8380

電話：886-2-2507-3211

台北中山意舍酒店
Buttermilk摩登美式餐廳

GUSTOSO 義大利料理

單點菜單餐點享85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57-1號1樓
電話：886-2-2565-2898

用餐享85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331號2樓
電話：886-2-7726-9099

台北西門町意舍酒店-吃吧餐廳

驢子餐廳

單點菜單餐點享85折優惠

用餐享9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77號5樓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69號華泰王子大飯店1F

電話：886-2-2375-2075

電話：886-903-393-098

台北松山意舍酒店-Que原木燒烤餐廳

九華樓

指定用餐時間消費指定餐點享85折優惠

用餐享9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市民大道七段8號17樓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69號華泰王子大飯店2F

電話：886-2-2653-2899

電話：886-2-7721-6619

晶華酒店-秘密花園

林口亞昕福朋喜來登酒店-宜客樂餐廳

單筆消費滿NT$1,000送佛手錫蘭冰茶乙杯

指定時間消費享三人(含)同行一人免費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39巷3號B2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1號1樓

電話：886-2-2523-8000 #3089

電話：886-2-7727-6991

和逸飯店•台北民生館

林口亞昕福朋喜來登酒店-聚味軒中餐廳

用餐享85折優惠

指定用餐時間消費享8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78號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1號2樓

電話：886-2-7706-3399

電話：886-2-7727-6993

慕軒飯店

瓏山林台北中和飯店

用餐享85折優惠

指定餐廳用餐享85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331號
電話：886-2-7706-3600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631號
電話：886-2-2222-9999

怡亨酒店-Éclat Lounge

長榮桂冠酒店(基隆)-18樓咖啡廳

用餐享85折優惠

消費自助式午餐或晚餐享85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370號

地址：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62-1號

電話：886-2-2784-8888

電話：886-2-2429-8877 #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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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級飯店餐飲

星級飯店餐飲

台中萬楓酒店楓橋餐廳

翰品高雄-品日式料理餐廳

用餐享85折優惠

用餐享9折優惠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環中路2段1155號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43號
電話：886-7-561-4690

電話：886-4-3606-5188

H會館

兆品台中
用餐享9折優惠
地址：台中市北屯區后庄路306號

指定餐廳用餐享85折優惠
地址：屏東縣獅子鄉竹坑村竹坑巷60號
電話：886-7-877-1888

電話：886-4-2425-5678

長榮鳳凰酒店(礁溪)
星享道酒店
指定餐廳平日用餐享95折優惠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福星北路18號
電話：886-4-2706-3608

指定餐廳用餐享85折起優惠
地址：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77號
電話：886-3-910-0988

宜蘭綠舞國際觀光飯店
指定餐廳消費午晚餐享8折優惠

鹿港永樂酒店-THE Diner

地址：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二段459號

用餐享優惠85折

電話：886-3-960-3808

地址：彰化縣鹿港鎮三民路152號
電話：886-7-877-1888

晶泉丰旅-三燔礁溪
消費指定餐點享9折優惠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指定餐廳用餐享85折起優惠

地址：宜蘭縣礁溪鄉溫泉路67號
電話：886-3-910-0008

地址：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336巷1號

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

電話：886-6-337-3862

於指定餐廳用餐享85折優惠
地址：花蓮縣瑞穗鄉溫泉路二段368號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2F-吃遍天下自助餐廳
平日消費午晚餐享四人(含)同行一人免費優惠
地址：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336巷1號
電話：886-6-337-3862

義大天悅飯店-百匯自助餐廳及天悅咖啡廳

電話：886-3-887-6000 #3331

花蓮美侖大飯店-綠苑西餐廳
用餐享9折優惠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林園1之1號
電話：886-3-822-2111

用餐享85折優惠

翰品花蓮-翔雲廳

地址：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53號

用餐享9折優惠

電話：886-7-656-8000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永興路2號
電話：886-3-822-1181

和逸飯店•高雄館 Cozzi THE Roof
用餐享85折優惠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60號
電話：886-7-975-6699

10

THE GAYA HOTEL 渡假酒店
U-Ra Cuisine

指定用餐時間消費套餐享85折優惠
地址：台東縣台東市新生路169號
電話：886-8-961-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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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餐飲

特色餐飲
新東陽-臻好食客棧
用餐享9折優惠
網址：www.hty.com.tw

無二會所

藝奇新日本料理

用餐及購物享9折優惠(需預約)

消費兩客指定套餐享套餐9折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61巷12號

網址：www.ikki.com.tw

電話：886-2-2391-7599

電話：0800-365-000

台灣PUTIEN莆田

夏慕尼新香榭鉄板燒

平日單筆消費享9折優惠

平日消費兩客套餐享9折

網址：www.putien.com.tw/index.html

網址：www.chamonix.com.tw

電話：0800-585-199

電話：0800-365-101

銅花精緻涮涮鍋

青花驕

用餐享85折優惠

單筆消費滿NT$1,500即贈美國牛培根乙份

網址：https://hot-pot-restaurant-253.business.site/

網址：http://www.chinhuajiao.com/

犇 極上(微風南山)

TK SEAFOOD & STEAK

用餐享85折優惠

用餐享9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廉路3號1樓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56號1樓

電話：886-2-6617-0280

電話：886-903-393-008

犇 鐵板燒 (微風信義)

EAST END

用餐享85折優惠

用餐享9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8號4樓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56號3F

電話：886-2-8786-0203

電話：886-903-531-851

犇 和牛館(微風本館)

金色三麥

用餐享85折優惠

內用單筆消費滿額即贈椒香滿天飛乙份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39號G樓

網址：www.lebledor.com/

電話：886-2-2772-3898

犇 牛肉食堂(微風南山)
用餐享85折優惠

UMAMI 金色三麥(微風南山)
單筆滿NT$3,000即贈BAC蛋糕乙顆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7號5樓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7號7樓

電話：886-2-6617-2623

電話：886-2-272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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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餐飲

特色餐飲

赤鬼炙燒牛排

戲台酒館

平日用餐贈送美式脆薯乙份(小)

用餐享95折優惠

網址：https://akaonisteak.com/meals.html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1號G樓
電話：886-2-2397-1920 #60

五方食藏

戲台咖啡

單筆消費滿NT$1,000享9折(寄賣品除外)

用餐享95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青田街6巷15號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1號G樓

電話：886-2-2395-9388

電話：886-2-2397-1920 #40

無聊咖啡

和平島公園-雷達站Café

兩人以上同行享88折優惠

用餐享9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87巷37號B1

地址：基隆市中正區平一路360號

電話：886-2-2775-5055

電話：886-2-2463-5452

京都鐵板燒

和平島公園-樂品喜塘咖啡 LovePin

用餐享85折優惠

用餐享9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6號

地址：基隆市中正區平一路360號3F

電話：886-2-2536-1882

電話：886-2-2462-1681

LULU餐廳

PAPAYA泰 泰式料理

用餐享9折優惠

用餐享85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13巷9號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111號一樓

電話：886-2-2713-2250

電話：886-7-536-2652

市民大道涮涮鍋東興店

哈肉鍋 好肉鍋物

消費滿NT$3,000即贈三選一餐點

單點菜單餐點享85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東興路1號
電話：886-2-2748-0015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河東路356號二樓

戲台茶館

九勺涮涮鍋-左營店

用餐享95折優惠

單點菜單餐點享85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1號G樓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23號7樓

電話：886-2-2397-1920 #20

電話：886-7-345-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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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886-7-261-9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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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餐飲

旅遊娛樂
玉豆腐 韓式料理
單點菜單餐點享85折優惠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koreantofu/

On The Bridge 紅橋餐廳
單筆滿NT$1,500送英倫炸魚襯松露嫩蛋乙盤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32之6號
電話：886-7-531-6056

品中信茶樓(夢時代購物中心)

雄獅旅遊
指定國內網美/一次旅行觀巴行程享折扣優惠
網址：http://www.liontravel.com
電話：886-2-8793-9611

AVIS租車-短租自駕
訂購享定價7折起優惠

用餐享9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161號10樓之二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8樓

電話：0800-600-601

電話：886-7-812-7996 #2

Budget Japan 日本租車
訂購日本Budget租車享訂價之最高65折優惠
網址：https://www.budget.com.tw/offer_info.php?ID=83
電話：886-2-6620-6660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健身中心
訂購專業課程享折扣優惠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01號
電話：886-2-7700-3071

Active Living
單次購買指定課程享72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61號5樓
電話：886-2-2708-0250

再興高爾夫俱樂部
消費享總擊球優惠價NT$2,700起
地址：新竹縣湖口鄉再興路350號
電話：886-3-569-0999

全國花園鄉村俱樂部
消費享總擊球費用5折起優惠
地址：苗栗縣苑裡鎮石鎮里1鄰1之1號
電話：886-3-774-1166

Seth Ascetic(CBD時代廣場)
單次體驗享優惠價NT$4,500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217號2樓
電話：886-4-2258-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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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娛樂

購
物
伴 手 禮
義大遊樂世界
購買樂園全票種享85折(每卡每日4張)
地址：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0號
電話：886-7-656-8080

捷絲旅-宜蘭礁溪館
會議專案價9折+10%優惠
地址：宜蘭縣礁溪鄉德陽路24巷8號

健康食彩 天然 有機 生鮮超市
實體門市享會員九折優惠
網址：www.jian-mart.com/

電話：886-3-910-2000

花蓮鼎峰機車
全車系短租最低享6折優惠

無二/福貴糕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一路100-7號

購買全品項商品享9折優惠

電話：886-911-358-923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61巷12號

AVIS租車
官網預約指定車款桃機接送享優惠
網址：www.avis-taiwan.com/

電話：886-2-2391-7599

BAC Cake & Sweets
選購6吋(含)以上蛋糕贈精美時尚提袋乙只
網址：www.baccake.com

台灣大車隊
指定包車最高享9折優惠
網址：www.55688.com.tw

珠寶盒法式點心坊
單筆滿NT$1,000享9折優惠(寄賣品除外)

i-Ride飛行劇院

網址：https://www.boitedebijou.com.tw/

搭i-Ride觀看飛越系列影片享9折優惠
網址：http://www.iridetaipei.com/

富御珠寶(台北萬豪中城廣場)
消費滿額享專屬優惠

輕適能Light Fitness

地址：台北市樂群二路199號

持卡即享指定課程免費體驗

電話：886-2-8502-6128

網址：https://www.lightfitnesstaiwan.com/

晶華酒店-Regent Gift Shop
CrossFit LOGA
持卡即享指定課程免費體驗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CrossFitLOGA/

購買指定商品(限同品項)享買四送一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39巷3號1樓
電話：886-2-2521-5000 #3152

Sparadise水天堂
牧貓精品寵物旅館

選購SPA商品享9折優惠

住宿消費滿仟享美容服務8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33巷14號

地址：台南市東區裕農路375號B1

電話：886-2-2325-3257

電話：886-6-6208-5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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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伴手禮

購物/伴手禮

晶華酒店沐蘭SPA

Museum Garden(台北萬豪 中城廣場)

SPA商品享8折優惠

購買任何禮品即贈翡翠書籤乙件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39巷3號20樓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199號

電話：886-2-2522-8279

電話：886-2-8502-6128

吐司研究所

羽馥珠寶

指定門市消費享9折優惠

消費享專屬禮遇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文昌路106號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南路一段36-2號一樓

電話：886-2-2325-2646

電話：886-2-2773-8686

台北萬豪酒店-萬花廊

RENE CAOVILLA

購買花卉商品滿額享9折優惠

選購商品享9折起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199號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28號二樓

電話：886-2-8502-0899

電話：886-2-2723-9411

湯姆西服公司

點睛品

購買手工西裝一套送手工襯衫兩件

選購鑽石/寶石/珍珠類商品享9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90號

網址：chowsangsang.com/tw

電話：886-2-2311-5307

電話：886-2-2789-6809

戲台小舖

九九娛樂客製化汽車醫美中心

消費享原價95折優惠

購買石英晶鑽鍍膜方案贈一萬公里保養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1號G樓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03號

電話：886-2-2397-1920 #30

電話：886-2-2749-5899

戲台書店

微笑家居

消費享原價95折優惠

消費享9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1號G樓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青田街2巷21號

電話：886-2-2397-1920 #50

電話：886-2-2357-8989

火星猴子

達森家居

選購3盒指定商品享優惠價NT$1,698

訂購期貨享八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96號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270號

電話：886-2-2555-3678

電話：886-2-2790-0597

必久戴眼鏡

台北花園大酒店-六國麵包坊

滿額送贈品

指定門市購買麵包類品項享9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242號
電話：886-2-2758-4000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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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886-2-2314-3300 #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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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伴手禮

購物/伴手禮

和平島公園-遊客中心1F

東稻家居

消費享9折優惠

指定門市消費享88折優惠

地址：基隆市中正區平一路360號

網址：https://www.hdlife.com.tw/

電話：886-2-2463-5452

築硯美學

印花樂

購買正品享9折優惠再贈限量筆記本乙本

指定門市消費滿$1,500贈印花束口袋一 個

地址：台中市西區忠明南路276號

網址：www.inblooom.com/

電話：886-4-2376-0111

星享道酒店-18號麵包

Viga Wang

平日消費享95折優惠

消費享95折優惠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福星北路18號

網址：www.vigawang.com

電話：886-4-2706-3608

牧貓精品寵物旅館

手工藝匠之家

消費「不一而作 」系列商品享8折優惠

消費享85折優惠

地址：台南市東區裕農路375號B1

網址：www.facebook.com/LcdaShouGongYiJiangZhiJia

電話：886-6-6208-5491

晴天恦茉莉香草生活館

米蘭米藍眼鏡精品

選購精質SPA商品享75折起優惠

消費享專屬禮遇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03號

網址：www.milannooptical.com/

電話：886-7-552-9525

Robert Y 瘋狂夢想藝術園區

Elegazzle EZ西服

單筆滿NT$1,288享9折優惠

訂製西裝滿三萬即贈”訂製襯衫、皮帶及領帶”

地址：宜蘭縣蘇澳鎮新城一路30號

網址：https://www.ez.club.tw/

電話：886-3-990-9313

新東陽

Forever Flawless

指定門市購買指定商品享9折優惠

購買指定商品送多功能乳液乙瓶

網址：www.hty.com.tw

網址：https://www.foreverflawless.com

薑心比心

席伊麗精品館

指定門市消費享9折優惠

購買指定商品享優惠

網址：http://www.ginger800.com.tw/

網址：www.seal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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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

SPA
Vivreine Beaute Maison質感女力沙龍
購買指定療程享85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五常街9號2樓
電話：886-2-2517-1311

大地酒店-泡湯

閨蜜花園

獨立湯屋、大眾風呂8折起優惠

購買指定SPA療程享原價5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奇岩路1號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86、88號地下1樓

電話：886-2-5551-8888

電話：886-2-2771-0556

晶華酒店沐蘭SPA

晴天恦茉莉香草生活館

一小時以上SPA療程享85折

購買一堂SPA體驗療程享6折起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39巷3號20樓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03號

電話：886-2-2522-8279

電話：886-7-552-9525

施舒雅美容世界
二人同行，享有原價6折優惠
網址：www.socie.com.tw
電話：0800-049-888

北投加賀屋酒店-The Spa by Socie
購買SPA療程享原價85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36號5F
電話：886-2-2891-5333

le charme-文華精品
預約享免費專屬體驗 ; 消費滿額即享85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北路166號2F
電話：886-2 8712-2328

台北花園大酒店-花園SPA
首次購買SPA療程享定價7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1號
電話：886-2-2314-2200

Sparadise水天堂
購買SPA療程享9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33巷14號
電話：886-2-2325-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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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iwan WiFi免費服務
如何申請iTaiwan服務
線上登記
請 進 入 i Ta i w a n 境 外 旅 客 線 上 登 計 系 統 ( i t a i w a n . t a i w a n -

.

n e t . t w / F i t Tr a v e l R e g i s t e r . a s p x ) 輸 入 國 家 及 護 照 號 碼
(或入台證號碼)預先登記申請。有效使用時間為30天，必要時可
延長60天到90天。

線上開通
抵達臺灣並完成入境通關查驗後，即可透過機場免費WiFi或全台各
地iTaiwan上網熱點連線至iTaiwan境外旅客線上登記系統線上開通
頁面(itaiwan.taiwan.net.tw/checkRegister.aspx)輸入國家及護照
號碼(或入台證號碼)，驗證完成後即可啟用iTaiwan帳號開通，開通
帳號之後，您可在臺灣的主要室內公共場所免費無限上網。

台灣旅遊資訊網
台灣觀光局資訊網

taiwan.net.tw

台灣好行旅遊服務站資訊網

www.taiwantrip.com.tw

台北捷運查詢網

bit.ly/1tqzf9P

高雄捷運查詢網

www.krtco.com.tw

台灣旅遊諮詢熱線
觀光局旅遊免費諮詢熱線 0800-011-765
提供24小時中、英、日及韓語諮詢服務
英語查號台 106
提供英文查詢國內電話號碼服務
*上列觀光資訊為本優惠指南印刷時最新版本，如有變更請依各單位網站公告為準。

詳細優惠內容、不適用日期、不適用項
目及其他優惠注意事項，請上美國運通
Fun Taiwan活動網站查詢。

謹慎理財．信用至上
台灣美國運通發行之簽帳卡國外運通提現手續費：提領金額1%或新台幣100元
(以較高者為準)。台灣美國運通發行之信用卡循環利率：9.99%~14.99%，基準
日：2015年9月1日。國外預借現金手續費：預借現金款額3.5%或新台幣100元
(以較高者為準)。 其他費用查詢請洽會員服務部。其他國內外發卡機構發行之
美國運通卡之循環信用利率、預借現金手續費用及其他費用依各發卡機構公
告 。 相關刷卡消費之保險權益，請參閱各發卡機構官網或權益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