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人驛站旅宿連鎖】2022年特約公司優惠合約書 

 

 公司名稱（甲方）： 

 合約期間：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旅人驛站旅宿連鎖（乙方）竭誠歡迎  貴公司之貴賓與同仁蒞臨，自合約生效日起，經由 貴公司來電或現場訂房之貴賓、

親友或同仁等，均可享有特約優惠價與貼心服務。  
 

 訂房規定事項 

1. 請於訂房時告知 貴公司名稱，以利確定訂房紀錄之正確性，訂房需由乙方確認空房並經本飯店確認始生效。 

2. 合約簽約公司之貴賓於我方消費，需於入住時出示規定之証明文件，並退房前付清所有帳款恕無法月結或事後結帳。 

3. 請於訂房一週內預付 30%訂金。訂金退還事項依照政府明訂法令辦理。 

4. 取消訂房，敬請於住宿一週前以電話通知。如遇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得由甲方訂房貴賓主

動與乙方接洽訂房延期或取消之細節 

5. 本合約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存執，合約屆滿前一個月，甲方未以口頭或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合約，視為同意以原契約

條件內容續約之。 

 
 各館合約價格： 

旅人驛站-鐵花文創館 定價 
平日 假日 暑假、連續假日 

現場售價 ★特約價 現場售價 ★特約價 ★特約價 

逸旅。雙人房 
（一大床∕兩小床） 

4,000  2,400  1,800  2,800  2,400 

現場售價 
九折優惠 

思旅。三人房 
（一大床+兩小床）（三小床） 5,000 3,000  2,400  3,500  3,100 

知旅。四人房 
（二大床∕一大床+二小床﹚（四小床） 

可加床，最多兩人 
6,000  3,600 3,000  4,200  3,800 

心旅。VIP 四人房 
（沙發區、免費 Mini Bar﹚ 

（二大床∕一大床+二小床﹚（四小床） 

可加床，最多兩人 

7,000 4,200  3,600  4,900  4,500 

創意文旅，鐵花聚落 
旅館後方就是鐵花村 

※ 床型為大床，需調整為單床請入住前一日通知，當日告知加收 10%服務費。 
※ 獨立式空調、42 吋液晶電視、礦泉水、MOD、WIFI、靜音冰箱、熱水壺。 

※ 美食地圖、免費咖啡飲料休憩區、投幣式洗/烘衣機。 
※ 位鐵花村旁、夜市、7-11、特色小吃，只要步行 5-10 分鐘。 

＊專屬優惠： 贈送飯店至台東火車站、機場、富岡漁港來回鼎東客運(海線)公車免費接駁乙次。 

訂房：089-352200 

傳真：089-352255 

       950 台東市中山路 402 號 

 早餐：含中西自助式早餐，加購 150/人。 

 跨年、特殊假日、農曆除夕、過年價格另訂，加床服務（含軟墊床、早餐、備品）$600∕人。 
 匯款：008 華南銀行五股分行，帳號 176100037779，戶名：旅人驛站鐵花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旅人驛站-日暮微旅 定價 
平日 假日 暑假、連續假日 

現場售價 ★特約價 現場售價 ★特約價 ★特約價 

日旅。雙人房（一大床） 4,000 2,200 1,600 2,600 2,000 

現場售價 

九折優惠 

暮旅。雙人房（上下舖二小床） 4,000 2,100 1,500 2,500 1,900 

微旅。三人房（一大床+一小床） 5,000 2,600 2,400 3,000 2,800 

漫旅。四人房（一大床+上下舖） 6,000 3,200 2,800 3,600 3,200 

鐵花村。文青風格旅店 
※本旅館恕無電梯、無早餐 

※ 獨立式空調、42 吋液晶電視、礦泉水、有線電視、WIFI、靜音冰箱、 美食地圖、一樓冰溫熱開飲機。 

※ 位鐵花村旁、觀光夜市、7-11、全家、特色小吃，只要步行 5 分鐘即可抵達。 

＊專屬優惠： 贈送飯店至台東火車站、機場、富岡漁港來回鼎東客運(海線)公車免費接駁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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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房：089-353300 

傳真：089-352255 

       950 台東市中山路 414 號 

 跨年、特殊假日、農曆除夕、過年價格另訂，無加床服務。 

 匯款：006 合作金庫銀行松山分行，帳號：0070717556915， 
    戶名：旅人驛站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旅人驛站-鐵花文創二館 定價 
平日 假日 暑假、連續假日 

現場售價 ★特約價 現場售價 ★特約價 ★特約價 

標準雙人房 
（一大床或兩小床） 4,000  2,400  1,800  2,800 2,400 

現場售價 
九折優惠 

三人房 
（一大床+一小床）（三小床） 5,000  3,000  2,400  3,500 3,100 

四人房 
（二大床∕一大床+二小床）（四小床） 7,000  4,200  3,600 4,900 4,500 

六人房 
（三大床）（六小床） 

8,000  4,800  4,200 5,600 5,200 

秀泰影城旁，全新落成 
步行 2 分鐘就到鐵花村 

※ 中央式空調、40 吋液晶電視、礦泉水、MOD、WIFI、靜音冰箱、熱水壺。 
※ 美食地圖、免費咖啡飲料休憩區、投幣式洗烘衣機。 

※ 位鐵花村旁、轉運站、夜市、7-11、全家、特色小吃，只要步行 5-10 分鐘。 
＊專屬優惠： 贈送飯店至台東火車站、機場、富岡漁港來回鼎東客運(海線)公車免費接駁乙次。 

訂房：089-357700 

傳真：089-357711 

       950 台東市鐵花路 296 號 

 早餐：含中西自助式早餐，加購 150/人。 

 跨年、特殊假日、農曆除夕、過年價格另訂，加床服務（含軟墊床、早餐、備品）$600∕人。 
 匯款：006 合作金庫銀行台東分行，帳號 0390717396114， 

 戶名：旅人驛站鐵花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東旅分公司 

 

旅人驛站-中正藏書館 定價 
平日 假日 暑假、連續假日 

現場售價 ★特約價 現場售價 ★特約價 ★特約價 

樂旅。雙人房  
（一大床/兩小床）（無窗） 

6,000 1,800 1,600 2,200 1,800 

現場售價 
九折優惠 

靜旅。雙人房  
（一大床/兩小床）（有陽台） 

6,000 2,200 2,000 2,600 2,200 

湯旅。雙人房  
（一大床/兩小床）（半露天泡湯池） 

7,000 3,000 2,600 3,400 3,000 

樹旅。四人房  
（二大床/四小床）（有陽台） 

8,000 3,400 3,000 3,800 3,400 

本館藏書上千本，歡迎體驗書香氣息 

免費 Mini Bar（飲料、茶包、零食等） 

一樓備有無限免費迎賓研磨咖啡 

※ 床型為大床，需調整為單床請入住前一日通知，當日告知需加收 10%服務費。 

※ 分離式冷氣、42 吋液晶電視、礦泉水、有線電視、WIFI、靜音冰箱、熱水壺。 
※ 乾濕分離衛浴。 

※ 位於寶桑寶町藝文中心，步行至鐵花村、夜市、7-11、特色小吃，只要 5-10 分鐘。 

訂房：089-328988 

傳真：089-329399 

950 台東市中正路 392 巷 15 號 

 早餐：提供精緻早餐送至民宿大廳，另可選擇麥當勞餐券、鄰近早餐店餐券等。 

 跨年、特殊假日、農曆除夕、過年價格另訂，加床服務（含軟墊床、早餐、備品）$600∕人。 
 匯款帳號：822 中國信託台東簡易型分行，帳號：495540642397，戶名：旅人驛站中正藏書館 

 

米豆文旅 定價 
平日 假日 暑假、連續假日 

現場售價 ★特約價 現場售價 ★特約價 ★特約價 

精緻二人房 
(一大床/兩小床) 

4,000 2,200 1,600 2,600 2,200 

現場售價 
九折優惠 

精緻三人房 
(一大一小床) 

5,000 2,600 2,000 3,000 2,600 

精緻四人房 
(兩大床) 

6,000 3,400 2,800 3,800 3,400 

連通六人房 
(兩小床+兩大床) 

7,000 4,200 3,600 4,600 4,200 

3D 手繪、文創設計旅店 
四維夜市旁、寶桑小吃街 

※ 分離式冷氣、液晶電視、礦泉水、有線電視、WIFI、靜音冰箱、熱水壺。 

※ 位於寶桑寶町藝文中心，步行至四維路夜市、7-11、特色小吃，只要 5-10 分鐘。 

訂房：089-318866 

傳真：089-341620 

950 台東市中華路一段 237 號 

 早餐：中西式自助式早餐，加購 150/人。 
 跨年、特殊假日、農曆除夕、過年價格另訂，恕無加床服務。 

 禁止攜帶寵物。 
 匯款帳號：008 華南銀行-台東分行，帳號：830-10-001776-8，戶名：旅人驛站中正藏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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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住房登記及退房時間之規定：住房登記為下午 3 點以後，退房時間為早上 11 點之前。 

二、平假日之定義說明及其他規定： 

        一般平日：週日至週五。一般假日：週六及國定假日等。 

        暑假(7-8 月)平日：週日至週四；暑假(7-8 月)假日：週五及週六 

        特殊節日（三鐵賽事、特殊比賽等）及農曆春節報價不包含在此內。 

三、以上房價已含 5%稅金及 10%服務費。 

四、旅人驛站旅宿連鎖秉持專業及熱忱接待光臨之貴賓，堅持對顧客的品質服務，並保留本專案優惠措施之內容增刪修減 

        及解釋權，若有調整則以現場為主。  

   

 

 

立約人：   

甲方： 乙方：旅人驛站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旅人驛站旅宿連鎖）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24775215 

地址： 聯絡地址：台東市中山路 402 號 

代表人： 代表人： 邢國震 

聯絡人： 簽約代表人：許雅婷 

聯絡 mail： Mail：chiou6@gmail.com 

電話：  

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