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期間：2020/7/1~12/31 

 
【美食饗宴-2 人同行 1 人免費】 

區域 飯店 餐廳 平日午餐定價 平日晚餐定價 

台北 國賓大飯店 明園西餐廳 $980 $1,120(週一至週四) 

台北 漢來美食 漢來海港餐廳(敦化店) $880 $1,030 

台北 漢來美食 漢來海港餐廳(天母店) $880 $1,030 

台北 Mega 50 餐飲及宴會 50 樓 Cafe $799 $899 

桃園 漢來美食 漢來海港餐廳(桃園店) $750 $880 

新竹 新竹老爺酒店 

Le Café 

4/6~8/31 週一至週四晚餐暫停營業、

午餐為 Semi-buffet(半自助餐)定

價:$580 

$900 $900 

台中 漢來美食 漢來海港餐廳(台中店) $750 $880 

台中 日月千禧酒店 

饗樂全日餐廳 

7/1~7/31 週一及週二午、晚餐暫停營

業，另外加開 7/14、7/28 午晚餐餐期 

$888 $888 

台中 長榮桂冠酒店(台中) 咖啡廳自助饗宴 $820 $880 

台中 裕元花園酒店 溫莎咖啡廳 $780 $880 

嘉義 長榮文苑酒店(嘉義) 咖啡廳 $680 $680 

台南 漢來美食 漢來海港餐廳(台南店) $750 $880 

高雄 漢來美食 漢來海港餐廳(巨蛋店) $750 $880 

高雄 國賓大飯店 iRiver 愛河牛排海鮮自助餐廳 $820 $920(週一至週四) 

宜蘭 長榮鳳凰酒店(礁溪) 煙波亭(週一至週四) $680 $680 

宜蘭 長榮鳳凰酒店(礁溪) 桂冠自助餐廳(週一至週四) $980 $980 

台東 娜路彎大酒店 中庭咖啡廳 

$480 

平日午餐 

Semi-buffet 

(半自助餐) 

$880 

• 若無註明則均以新臺幣計算。 

• 符合活動資格始可登錄預約，本優惠不接受持卡人未經預約直接到現場使用。 

• 玉山銀行與肯驛國際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美食饗宴-2 人同行第 2 人半價】 

區域 飯店 餐廳 平日午餐定價 平日晚餐定價 

台北 寒舍艾美酒店 探索廚房 $1,590 $1,590(週一至週四) 

台北 
日勝生加賀屋國際溫

泉飯店 
天翔廳 $1,350 不適用 



台北 板橋凱撒大飯店 
朋派自助餐廳 

週一及週二午、晚餐暫停營業 
$682 $864 

新竹 芙洛麗大飯店 食譜自助百匯 $791 $891 

台中 長榮桂冠酒店(台中)  冠品鐵板燒  $1,380 $1,880 

• 若無註明則均以新臺幣計算。 

• 符合活動資格始可登錄預約，本優惠不接受持卡人未經預約直接到現場使用。 

• 玉山銀行與肯驛國際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美食饗宴-滿$2000 折抵$400】 

區域 飯店 餐廳 優惠餐期 

台北 台北國泰萬怡酒店 MJ KITCHEN 平日午餐、晚餐 

台北 
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

店 

上海醉月樓 

週一至週四午餐暫停營業 
平日午餐、晚餐 

新竹 高雄國賓大飯店 川菜廳 平日午餐、晚餐 

• 符合活動資格始可登錄預約，本優惠不接受持卡人未經預約直接到現場使用。 

• 本優惠於預約時需先支付總費用為$1,800(含原價 10%服務費)，持卡人到餐廳用餐可享用原價$2,000 等價消費

金額。如現場消費總額低於$2,000 者，已收取之費用將不予退費，不得累計至下次使用亦不得找零；如現場

消費總額高於$2,000 者，差額部分及差額之 10%服務費須由持卡人於現場以玉山信用卡支付。 

• 玉山銀行與肯驛國際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五星之旅-指定飯店平日住宿優惠】 

地區 飯店 房型 優惠價 

台北 HOTEL QUOTE Taipei U 房型 $5,300  

苗栗 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觀星情房(4 月~9 月) 

10 月~12 月旺季平日需加價 
$5,100 

新竹 新竹老爺酒店 雅緻雙人房 $3,700  

台中 日月千禧酒店 日月客房 $4,300  

台中 大毅老爺行旅 旅人客房 $3,000  

台南 台南晶英酒店 海東客房 $3,300  

台南 台南老爺行旅 行旅客房 $3,000  

嘉義 長榮文苑酒店(嘉義) 高級客房 $3,700  

宜蘭 長榮鳳凰酒店(礁溪) 高級洋式客房(一泊二食) $7,300  

宜蘭 礁溪寒沐酒店 乘風居(一泊二食) $8,200  

台東 娜路彎大酒店 豪華客房(一泊二食) $4,000  

連鎖 長榮桂冠酒店(基隆) 海景客房 $3,000  



長榮桂冠酒店(台北) 高級客房 $4,400  

長榮桂冠酒店(台中) 標準樓層高級客房 $3,000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豪華客房 $3,000  

連鎖 

福容飯店(臺北一館) 精緻客房 $3,300  

福容飯店(福隆館) 海景和洋客房(一泊二食) $7,300  

福容飯店(高雄館) 市景豪華雙床房 $3,300  

福容飯店(花蓮館) 海景客房 $3,300  

福容飯店(淡水漁人碼頭) 海景豪華家庭房 B $4,600  

福容飯店(麗寶樂園館) 花園家庭房/和洋家庭房 $6,000  

福容飯店(墾丁館) 海景豪華雙床房 $3,600  

• 若無註明則均以新臺幣計算。 

• 上表若無特別註明，皆為「一泊一食」方案。 

• 符合活動資格始可登錄預約，本優惠不接受持卡人未經預約直接到現場使用。 

• 玉山銀行與肯驛國際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指定餐廳憑卡享優惠】 

地區 飯店 餐廳 適用時段 指定卡別優惠 

台北 台北喜來登酒店 

十二廚 

7/13-8/31 進行廳內裝修，暫停

營業 

週一至週五 

(週五晚餐不適用) 
9 折 

台北 
長榮桂冠酒店

(台北) 
長園廳 週一至週日 指定套餐買一送一 

基隆 
長榮桂冠酒店

(基隆) 
18 樓咖啡廳 

週一至週五 兩人同行 85 折 

週六至週日 9 折 

新竹 新竹國賓大飯店 
八方燴西餐廳 週一至週五 午晚餐 88 折 

玖樓中餐廳 週一至週五 午晚餐 9 折 

新竹 新竹老爺酒店 

LeCafé 咖啡廳 
週一至週五 85 折 

週六至週日 午晚餐 9 折、下午茶 85 折 

老爺鐵板燒 週一至週五 88 折 

明宮粵菜廳、中山日本料

理廳 

週一至週五 9 折 

週六至週日 88 折 

台中 大毅老爺行旅 Zebra 有義式餐廳 週一至週日 9 折 

台中 
長榮桂冠酒店

(台中) 

咖啡廳自助饗宴 週一至週日 85 折 

冠品鐵板燒 週二至週日 
指定套餐 85 折 

（加贈季節飲品乙杯） 

長園中餐廳 週一至週五 
指定套餐 85 折 

（加贈季節飲品乙杯）    



台南 
台糖長榮酒店

(台南) 

吃遍天下自助餐廳 週一至週日 85 折 

O'Fun 原創料理美學、長

園中餐廳 
週一至週日 指定套餐 85 折 

高雄 高雄國賓大飯店 
iRiver 愛河牛排海鮮自助

餐廳 

週一至週五 9 折 

週六至週日 95 折 

宜蘭 
長榮鳳凰酒店

(礁溪) 

煙波亭、鳳凰鮑魚館 週一至週日 85 折 

桂冠自助餐廳 週一至週四 85 折 

台東 
台東桂田喜來登

酒店 

阿力海百匯自助餐、好也

粵式中餐廳、桂田麵包坊 
週一至週日 9 折 

• 若無註明則均以新臺幣計算。 

• 本活動需持指定卡別始享優惠。 

• 玉山銀行與肯驛國際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