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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簡稱甲方)，享有力麗哲園 台北 日月潭 高雄 墾丁 花蓮  

棲蘭 明池 等各館。 (以下簡稱乙方)系列產品優惠，議定條款如下： 

一、優惠效期：自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止 

二、可享住宿優惠如下： 
 

 台北館 

 

房型 定價 床型 坪數 間數 平日 假日 大假日

一大床 8坪 12

二小床 8坪 4

豪華客房 $5,800+10% 一大床 10坪 26 $3,190 $3,480 $4,060

豪華雙人房 $6,200+10% 二小床 10坪 24 $3,410 $3,720 $4,340

豪華三人房 $7,200+10% 三小床 10坪 6 $3,960 $4,320 $5,040

豪華家庭房 $10,000+10% 兩大床 15坪 2 $5,500 $6,000 $7,000

哲園套房 $8,000+10% 一大床 13坪 2 $4,400 $4,800 $5,600

精緻客房 $5,200+10% $2,860 $3,120 $3,640

 
 

1.依房型贈送早餐 

2.平假日定義： 

◎平日定義：週日～週五、2/15、6/20、9/26。 

◎假日定義：週六、連續假日(二二八 2/28~2/29、清明節 4/2~4/4、勞動節 5/1~5/2、端午節 6/25~6/27、 

            中秋節 10/1~10/3、雙十節 10/9~10/10)、展期：台北國際自行車展(3/3~3/6)、 

            台北國際汽車零配件展(4/14~4/17)、台北國際電腦展(6/1~6/5)。 

◎大假日定義：農曆春節 1/25~1/28。 

◎特殊日：跨年 12/31 住宿依飯店現場售價為準 

3.加人加價：$1000 元/人(限豪華雙人房、哲園套房房型)。 

 餐飲及會議服務   

樓層 廳別 餐期 營業時間 用餐方式 精緻宴客料理 

1F 
《好稻埕》 

台灣大菜餐廳 

午餐 11:30 - 14:00 桌菜/10 人/桌 
每桌$10,000+10%起 

晚餐 17:30 - 21:00 桌菜/10 人/桌 

B1F 多功能宴會廳 
會議室 

型態 

收費單位 坪數(平方) 寬/長/高 (cm) 教室型 U 字型 劇院型 場租 

(半天 4H) 20(82.21 m2) 670 /12277 / 237 45 人 36 人 100 人 $12,000+10% 

會議茶點及紙筆水另計，咖啡茶點收費方式：$300+10%起/人 

 住客免費休閒設施 

樓層 設施名稱 營業時間 

9F 健身房(需著運動服及球鞋) / 自助洗衣室/ 101 景觀花園 
07:00~23:00 

B1F 商務中心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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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潭儷山林會館【本館】 

 

 

 

 

 

 

    

    日月潭-月潭館【二館】 

 

 

 

 

 

 

  日月潭-日潭館【三館】 

 

 

 

 

 

 

 

 

 

 

 

 

房  型 定價 床 型 坪數 間數 平日 假日 大假日

一大床 5

二小床 10

豪華湖景雙人房 $9,000+10% 一大床 12坪 7 $5,900 $8,600 $9,500

12坪 18

17坪 4

$8,200豪華山景雙人房 $7,800+10% 10坪 $5,100 $7,500

豪華湖景四人房 $12,000+10% 二大床 $7,800 $11,400 $12,600

房  型 定價 床 型 坪數 間數 平日 假日 大假日

一大床 1

二小床 12

豪華家庭房(街景) $9,000+10% 二大床 12坪 7 $5,400 $7,700 $9,500

豪華景緻家庭房(陽台) $9,000+10% 二大床 12坪 28 $5,400 $7,700 $9,500

$7,400精緻雙人房(街景) $7,000+10% 8坪 $4,200 $6,000

房型 定價 床型 坪數 間數 平日 假日 大假日

一大床

二小床

景緻四人房 $9,000+10% 二大床 12坪 9 $5,900 $8,100 $9,500

豪華湖景四人房 $11,000+10% 二大床 12坪 16 $7,200 $9,900 $11,500

$4,600 $6,300 $7,400精緻雙人房 $7,000+10% 8坪 15

http://www.lealea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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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說明事項： 

1.依房型贈送早餐 

2.平假日定義： 

◎平日定義：週日～週五、2/15、6/20、9/26。 

◎假日定義：週六、連續假日(跨年-元旦 12/31~1/1、過年前夕-除夕 1/23~1/24、二二八 2/28~2/29、清明節 4/2~4/4、 

             勞動節 5/1~5/2、端午節 6/25~6/27、中秋節 10/1~10/3、雙十節 10/9~10/10)、花火節(依實際日期公佈為主)。 

◎大假日定義：農曆春節 1/25~1/28、萬人泳渡前夕(依實際日期公佈為主)。 

3.加人加價：$1,200 元/人，含早餐及免費使用三溫暖、游泳池、健身房、按摩養生池、撞球桌等會館設施 

4.日潭館不提供加床服務。日月潭會館及月潭館如需加床，請先來電洽詢可加床房型。 

 

日月潭 餐飲及會議服務 

樓層 設施名稱 餐  期 營業時間 用餐方式 售價 備註 

2F 魚藻餐廳 

早餐 07:00 - 10:00 中西自助餐 大人$300+10%、兒童$200+10% 兒童定義：6 歲至 12 歲 

午餐 11:30 - 14:00 風味套餐 成人每位$680+10%起  

晚餐 17:30 - 20:30 風味套餐 成人每位$680+10%起  

下午茶 14:00 - 17:00 英式下午茶 單人套餐$499+10%起  

樓層 設施名稱 廳別 收費單位 坪數(平方) 寬/長/高 (cm) 教室型 U 字型 劇院型 場租收費 

1F 會議廳 

大會議室 (半天 4H) 30(90 m2) 570 / 1700 / 240 80 人 40 人 100 人 $10,000 

小會議室 (半天 4H) 11(36 m2) 452 / 807 / 222 24 人 12 人 26 人 $5,000 

茶點:每人$300+10%起 (含咖啡、紅茶、蛋糕一種、總匯三明治、手工餅乾、水果二種) 

 

會館休閒設施 

樓層 設施名稱 營業時間 收費方式 注意事項 

1F 

室內游泳池/ 八角按摩池 08:00~22:30 

住客免費使用 

請自備泳衣、泳具(泳帽) 

男女獨立三溫暖 18:00~22:30 需著泳衣、泳帽 

健身房 18:00~22:30 需著運動服及球鞋 

撞球室 08:00~22:30  

2F 

KTV 包廂 08:00~22:30 需事先預約付費使用 
大包廂 $1,500 / 1 小時 (最大容納 15 人)   

小包廂 $1,000 / 1 小時 (最大容納 6 人) 

棋藝室 18:00~22:30 需事先預約 麻將桌每桌另收清潔費$1,000 元 

商務中心 08:00~22:30 
住客免費使用 

 

腳踏車 08:00~16:00 需於月潭館櫃台現場登記 

 

http://www.lealea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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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哲園學產文教會館 

 

 
 

 

 

 

 

 

 

 

 

 

 

 

 

 

1.依房型贈送早餐 

2.平假日定義： 

◎平日定義：週日～週五。 

◎假日定義：週六、連續假日(二二八 2/28~3/1、清明節 4/2~4/4、勞動節 5/1~5/2、端午節 6/25~6/27、 

            中秋節 10/1~10/3、雙十節 10/9~10/10)、跨年 12/31~1/2。 

◎大假日定義：農曆春節 1/25~1/28。 

3.恕無加人加床服務。 

 

 餐飲及會議服務 

樓層 廳別 項目 營業時間 用餐方式 售   價 備  註 

2F 哲園餐廳 

早餐 06:30-10:00 中西自助餐 
大人$250+10% 
兒童 $200+10% 

兒童身高 115cm~150cm 

午餐 11:30~13:00 中西自助餐 
每人$500 起 60 人以上接受訂餐 

晚餐 17:30~21:00 中西自助餐 

3F VIP 貴賓廳 餐飲供應 08:30~21:00 中式桌菜 每桌$10,000 起 最大 1 桌(12 人) 

3F 會議廳 
收費單位 坪數(平方) 教室型 長條型 場租收費 

4 小時 34 坪 50 人 78 人 $10,000 

 

 

 

 

 

房型 定價 床型 坪數 間數 平日 假日 大假日

精緻雙人房 $4,800+10% 二小床 8坪 7 $2,280 $2,660 $4,560

豪華雙人房 $5,600+10% 二大床 8坪 6 $2,520 $2,660 $5,040

豪華三人房 $6,200+10% 三小床 8坪 14 $2,790 $2,945 $5,580

豪華家庭房 $7,200+10% 二大床 8坪 77 $3,240 $3,420 $6,480

和洋式家庭房 $7,800+10% 二大床 16坪 7 $3,510 $3,705 $7,020

哲園套房 $9,800+10% 一大床 16坪 5 $4,410 $4,655 $8,820

http://www.lealea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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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墾丁儷山林會館 

 

 

 

 

 

 

 

 

 

 餐飲及會議服務 

樓層 廳別 餐期 營業時間 用餐方式 售價 備註 

1F 陽光餐廳 早餐 07:00 - 10:00 中西自助餐 大人$250+10%、兒童$150+10% 兒童身高 115cm~150cm 

 會館休閒設施 

樓層 設施名稱 營業時間 收費方式 注意事項 

1F 腳踏車 08:00~23:00 住客免費使用 需於飯店櫃台現場登記 

B1 

KTV 包廂 

(需事先預約) 
00:00~24:00 付費使用 

大包 (可容納 20 人)平日:$1,700/3 小時 假日:$2,000/3 小時 

小包(可容納 10 人)平日:$1,400/3 小時 假日:NT$1,700/3 小時 

自助洗衣室 00:00~24:00 住客免費使用  

 

 

 

 

 

 

1.依房型贈送早餐 

2.平假日定義： 

◎平日定義：週日～週五 

◎假日定義：週六 

◎連續假日：二二八 2/28~2/29、清明節 4/2~4/4、勞動節 5/1~5/2、端午節 6/25~6/27、中秋節 10/1~10/3、 

            雙十節 10/9~10/10 

◎大假日：農曆春節 1/23~1/29、春吶  

3.恕無加人加床服務。 

農曆春節

春吶

平日 假日 平日 假日 平日

假日及

連續假

日

大假日

地中海

精緻雙人房
二小床 7坪 20

愛情海

精緻客房
一大床 7坪 16

大西洋

豪華家庭房
$9,000+10% 二大床 10坪 15 $2,340 $3,240 $3,420 $4,320 $4,590 $6,120 $7,020

4 .5. 6. 9. 10 月 7.8月及連續假日

房型 定價 床型 坪數 間數

11~3月

$4,760 $5,460$7,000+10% $1,820 $2,520 $2,660 $3,360 $3,570

http://www.lealea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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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館 

 

 
 

 

 

 

1.依房型贈送早餐 

2.平假日定義： 

◎平日定義：週日～週五、2/15、6/20、09/26。 

◎假日定義：週六、連續假日(二二八 2/28~2/29、清明節 4/3~4/5、勞動節 5/1~5/2、端午節 6/25~6/27、 

            中秋節 10/1~10/3、雙十節 10/9~10/10)、12/31。 

◎暑假假日定義：暑假期間 7/1-8/31 之週六。 

◎大假日定義：農曆春節 1/23~1/29 

3.加人加價：$ 600 元/人。 

 

餐飲及會議服務 

樓層 廳別 餐  期 營業時間 用餐方式 售價 備註 

2F 聚悅樓 早餐 06:30 - 09:30 中西自助餐 大人$250+10%.兒童$200+10% 兒童身高 115cm~155cm 

1F 會議廳 

廳別 收費單位 坪數(平方) 寬/長/高 (cm) 教室型 U 字型 劇院型 場租收費 

會議室 (半天 4H) 27.7(91.57 m2) 1340/ 710 / 240 40 人 30 人 70 人 $6,000+10% 

會議室 (全天 8H) 27.7(91.57 m2) 1340 / 710 / 240 40 人 30 人 70 人 $12,000+10% 

 

休閒設施 

樓層 設施名稱 營業時間 收費方式 注意事項 

1F 

腳踏車 06:30~22:00 

住客免費使用 

需於飯店櫃台現場登記 

商務中心/閱讀中心/積木桌 06:30~22:00  

健身房 06:30~22:00 需著運動服及球鞋 

B1 
遊戲室 06:30:22:00 需於飯店櫃台現場登記 

自助洗衣室 00:00~24:00 投幣式每次 30 元  

 

 

 

 

房型 定價 床型 坪數 間數 平日 假日 暑假假日 大假日

一大床 41

二小床 80

豪華家庭房 $8,000+10% 二大床 12坪 44 $3,100 $3,500 $3,800 $6,800

$5,800精緻雙人房 $6,000+10% 8坪 $2,100 $2,500 $2,800

http://www.lealea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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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蘭山莊  

 

 

 

 

 

 

 

 

 

 明池山莊  

 

 

 

 

 

 

 

 

 

 

 
 棲蘭、明池山莊說明事項： 

1.依房型贈送早餐 

2.平假日定義： 

◎平日定義: 週日~週五，暑假的週五除外。2/15、6/20、9/26。 

◎假日定義：週六、暑假的週五~六、12/31。 

◎大假日定義：連續假日(二二八 2/28~2/29、清明節 4/2~4/4、勞動節 5/1~5/2、 

              端午節 6/25~6/27、中秋節 10/1~10/3、雙十節 10/9~10/10)。 

◎特殊日：農曆春節 1/23~1/28 住宿依飯店專案售價為準 

3.恕無加人加床服務。 

 

房  型 定價 床 型 坪數 間數 平日 假日 大假日

一大床 5

二小床 14

歐式精緻四人房 $7,500+10% 二大床 8坪 8 $6,270 $7,838 $7,838

溫馨閣樓六人房 $8,200+10% 二大床+二小床 15坪 15 $6,855 $8,569 $8,569

一大床 5

二小床 5

林間四人房 $7,500+10% 二大床 9坪 16 $6,270 $7,838 $7,838

$4,912

歐式雙人房 6坪$4,400+10% $3,678 $4,598 $4,598

林間雙人房 11坪$4,700+10% $3,929 $4,912

房  型 定價 床 型 坪數 間數 平日 假日 大假日

雅緻雙人房 $4,400+10% 二小床 7坪 23 $3,678 $4,598 $4,598

溫馨家庭四人房 $6,200+10% 二大床 8坪 24 $5,183 $6,479 $6,479

閣樓六人房 $8,200+10%
二大床+

閣樓通鋪
12坪 18 $6,855 $8,569 $8,569

一大床 7

二小床 8

林間四人房 $6,600+10% 二大床 7坪 10 $5,518 $6,897 $6,897

$4,598原野雙人房 7坪$4,400+10% $3,678 $4,598

http://www.lealea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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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館電話地址 

館別 電話 地址 

台北館 02-2760-3399 104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213 號 

日月潭儷山林會館 049-285-0000 555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水秀街 31 號 

日月潭-月潭館 049-285-0033 555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水秀街 71 號 

日月潭-日潭館 049-285-0022 555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水秀街 7 號 

高雄哲園學產文教會館 07-553-7520 804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453 號  

墾丁儷山林會館 08-886-1606 946 屏東縣恒春鎮墾丁路 137 號 

花蓮館 03-835-0666 970 花蓮市林森路 33 號 

棲蘭山莊 039-809-606 267 宜蘭縣大同鄉太平村泰雅路四段 6 號 

明池山莊 039-894-104 267 宜蘭縣大同鄉英士村明池山莊 1 號 

 

※其他約定內容 

一、 乙方雙方應共同遵守本協議，如有洩密，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 本協議書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為憑，如遇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同意後增修相關條文。 

                                

 

                                    立    約   人 

 

甲   方：                                    乙    方：力麗觀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                                   地   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39 號 6 樓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23615486 

簽署人：                                      業務聯絡人：黃尹萱 Amy Huang 

  業務聯絡人：                                  聯絡電話：(02)2515-2128#3317 

聯絡電話：                                    聯絡傳真：(02)2515-2192  

聯絡傳真：                                    聯絡手機：0919-612467 

聯絡郵件：                                    聯絡郵件：hs3@lealeahotel.com 

  

 

 

 

                       公司簽章                        公司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編號: 

http://www.lealeahot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