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陽光士林珮柏旅館

2日自由行                       $1,350 /人起

捷絲旅台北西門館

2日自由行                       $1,250 /人起

台北洛碁大飯店驛

2日自由行                       $1,250 /人起

台北德立莊酒店

2日自由行                       $1,350 /人起

台中逢甲文華道

2日自由行                       $1,010 /人起

台中頭等艙綠園道館

2日自由行                       $1,010 /人起

買一送千專案
買指定行程，送千元抵用券

TGo會員再享最高3倍點數

出發時間：06/01~08/31

暑期親子專案
TGo會員再享最高3倍點數
出發時間：06/16~08/31

高鐵假期  

指定行程‧買一送千

輕鬆暢遊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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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寬悅花園酒店

2日自由行                       $2,000 /人起

臺中公園智選假日酒店

2日自由行                       $1,010 /人起

嘉義寬悅花園酒店

2日自由行                       $1,160 /人起

台南長悅旅棧

2日自由行                       $1,090 /人起

台南 U.I.J 友愛街旅館

2日自由行                       $1,340 /人起

和逸飯店．台南西門館

2日自由行                       $1,240 /人起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2日自由行                       $1,240 /人起

高雄商旅

2日自由行                       $1,330 /人起

高雄鈞怡大飯店

2日自由行                       $1,330 /人起

高雄福華大飯店

2日自由行                       $1,330 /人起

捷絲旅高雄站前館

2日自由行                       $1,230 /人起

高雄首福大飯店

2日自由行                       $1,230 /人起

宜蘭礁溪山泉大飯店

2日自由行                       $1,350 /人起

新北淡水將捷金鬱金香酒店

2日自由行                       $2,760 /人起

捷絲旅宜蘭礁溪館

2日自由行                       $2,060 /人起

暑期親子優惠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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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 U.I.J 友愛街旅館

2日自由行                       $1,740 /人起

台南趣淘漫旅

2日自由行                       $1,700 /人起

和逸飯店．台南西門館

2日自由行                       $1,730 /人起

義大皇家酒店

2日自由行                       $1,590 /人起

義大天悅飯店

2日自由行                       $1,415 /人起

墾丁福華大飯店

2日自由行                       $2,040 /人起

墾丁悠活渡假村

2日自駕遊                       $2,740 /人起

台中菇菇部屋．新峰農場

1日豐富行                       $1,630 /人起

台南侏儸紀探險．農場採果趣

1日豐富行                       $1,840 /人起

高雄美濃民俗村．大樹天空步道

1日豐富行                       $1,520 /人起

墾丁夜宿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2日豐富行                       $3,385 /人起

墾丁夜宿海生館．小墾丁渡假村山海

3日豐富行                       $4,435 /人起

澎湖菊島小旅行．觀光海田

3日輕鬆遊(和田大飯店)      $7,600/人起

澎湖菊島小旅行．觀光海田

3日輕鬆遊(福朋喜來登大飯店)  $10,300/人起

雄獅旅遊           02-8793-9611
燦星旅遊           02-8752-0098
鳳凰旅遊           02-2537-8202
百威旅遊           02-2751-3810
飛行家旅行社     02-2562-3919

東南旅遊           02-2563-9989
五福旅遊           02-2547-1155
長汎假期           02-2513-3359
易遊網               02-412-8001 #9
環島聯旅行社     02-2518-5779

可樂旅遊           02-2531-6966
山富旅遊           02-7734-9801
鋼友旅行社        07-806-2578
易飛網               02-7725-0800 #4

＊本專案實際售價將依高鐵行程區間而定，其他出發地、車廂別、人數、售價及相關規定，請洽高鐵特約旅行社。  ＊ 更多精選行程及注意事項，詳情請參閱高鐵假期網站。

高鐵特約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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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桂冠酒店(基隆)

$2,599 /晚起

長榮桂冠酒店(台北)

$2,888 /晚起

長榮鳳凰酒店(礁溪)  

$5,500 /晚起

長榮桂冠酒店(台中)

$2,499 /晚起

長榮文苑酒店(嘉義)

$3,300 /晚起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2,599 /晚起

6-7月「搭高鐵‧住長榮」 訂房享加購高鐵6折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2,500 /晚起

友愛街旅館

$2,999 /晚起

台北晶華酒店

$5,600 /晚起

8月「精選十家飯店」 訂房享加購高鐵6折

訂房加購車票，高鐵票享6折起

TGo會員再享最高3倍點數

出發時間：06/01~08/31

飯店聯票
奢享住宿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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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福華渡假飯店

$3,432 /晚起

巨蛋旅店(高雄)

$3,800 /晚起

台南大飯店

$2,376 /晚起

新竹安捷國際酒店

$3,080 /晚起

台北凱撒大飯店

$1,500 /晚起

夏日嗨玩同樂會 享親子住房多重優惠 再享加購高鐵6折起 

台南晶英酒店

$3,400 /晚起

台南老爺行旅

$3,099 /晚起

旅居文旅高雄館

$1,280 /晚起

城市商旅高雄真愛館

$888 /晚起

義大皇家酒店

$4,599 /晚起

墾丁凱撒大飯店

$7,800 /晚起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6,600 /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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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旅客權益，住房優惠之變更、取消及使用限制，請於購買前洽各飯店官網或客服專線查詢最新房價及優惠。 

＊更多合作飯店請見高鐵企業網站「飯店聯票」，台灣高鐵公司及各飯店保有調整或終止本專案之權利。



高鐵+日月潭線

高鐵標準來回65折＋日月潭線套票$420

高鐵+阿里山線

高鐵標準來回65折＋阿里山套票$550

高鐵+北北基好玩卡

高鐵標準來回65折＋北北基好玩卡$600

高鐵+台南好玩卡

高鐵標準來回65折＋台南好玩卡$500

高鐵+高捷

高鐵標準來回65折＋高捷套票$490

高鐵+墾丁快線

高鐵標準來回65折＋墾丁快線套票$550

高鐵+小琉球線

高鐵標準來回65折＋小琉球線套票$790

高鐵+高雄好玩卡

高鐵標準來回65折＋高雄好玩卡$650

指定路線享高鐵票65折

TGo會員再享最高3倍點數

出發時間：06/01~09/01

交通聯票
任享自遊 好久不見

＊高鐵交通聯票於【ibon 售票系統】網路銷售，7-ELEVEN取票；高鐵車站及車站內7-ELEVEN恕不提供繳費/取票服務。

＊相關購買方式、使用規定、活動時間等內容，請以高鐵企業網站公告為主，台灣高鐵公司及本聯票合作業者保有調整或終止本聯票案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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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12歲(含)以上之國內學校在學學生

3人同行滿2000元，贈3張65折指定車次優惠

出發時間：07/01~08/31

學生暑期3人同行優惠
揪團出遊 好久不見

TGo會員搭乘每滿5張票，贈85折優惠

(最多獲贈3張)

活動時間：07/01~08/31

高鐵會員TGo  
搭越多享越多
暢玩不停 好久不見 TGo會員限定

相關購買方式、使用規定、活動時間等內容，

請以高鐵企業網站及活動官網公告為主，台灣

高鐵公司保有調整或終止本專案之權利。

＊

效期於活動期間結束者，贈65折優惠

活動時間：07/01~08/31

定期票限時回饋
為夢前行 好久不見 TGo會員限定

相關購買方式、使用規定、活動時間等內容，

請以高鐵企業網站及活動官網公告為主，台灣

高鐵公司保有調整或終止本專案之權利。

＊

相關使用規定等活動內容，請以高鐵企業網站及活動

官網公告為主，台灣高鐵公司保有調整或終止本專案

之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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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o會員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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