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花蓮太平洋縱谷馬拉松 住宿優惠方案—(旅館業) 

優惠期間:2022/10/20 (四) ~ 10/25 (二) 

序號 名稱/(&訂房聯絡電話)/ 連結網址 優惠內容(詳情請電洽) 
距離花蓮火車站里

程 
備 註 

01 洄瀾窩青年旅舍 

03-8330186 

https://lihi.cc/X1VaE 

全房型當日現場價格九折優惠， 

賽後可使用公共衛浴盥洗。 

200m  

02 亞馨文旅  

0920277633 

https://twstay.tw/yeshomehotel/ 

 

連續入住 2 晚以上，房費 9 折 

 

3 公里 

 

03 花蓮藍天麗池飯店 

03-8336686 

https://www.azurehotel.com.tw/tw/pro

motions/2022-nt-2200.html  

 

官網-運動賽事選手限定專案 

 

2.1 公里 

 

04 富堡商務汽車旅館 

03-8332888 

https://www.facebook.com/%E5%AF%8C

%E5%A0%A1%E5%95%86%E5%8B%99%E

6%B1%BD%E8%BB%8A%E6%97%85%E9%

A4%A8-326713445335205/?ref=pages_yo

u_manage  

 

兩人房和四人房，住宿一個晚上打

8 折 

 

步行 5 分鐘 

 

05 新格飯店  

03-8356131  

雙人房 1000 元  

雙床房 1100 元  

四人房 1500 元 

4 公里  

06 麗翔酒店連鎖花蓮館  

03 832-3737 

http://hualien.leschamps.com.tw/zh_TW 

 

持參賽證明享： 

平日定價 5 折； 

旺日定價 6 折； 

假日定價 85 折優惠， 

特別加碼每筆訂購 2 間（含）以

上，享每人每晚立減 NT100； 

連住 2 晚（含）以上，每間加贈

精品歐舒丹旅行沐浴組乙組. 

 (此優惠限透過官方 LINE 帳號、

電話訂房適用，其餘訂房平台恕不

適用) 

 

1.約 2.6 公里。  

2.開車約 10 分鍾。 

 

07 奇萊大飯店  

03-8356141 

2 人房一晚 1300 元， 

二中床一晩 1600 元， 

4 人房一晚 2000 元 

  

3 公里 

 

08 溫暖摩洛哥精緻旅店  

03-8321333 

https://moroccan.ezhotel.com.tw/  

 

詳情請電洽  

 

3 公里 

 



 

09 花東客棧  

03-8347568  

hotel@huatong.com.tw 

平日： 

一大床 1600 元、二小床 1750 元 

三人房 2100 元、四人房 2400 元 

假日(星期六)： 

一大床 1750 元、二小床 1900 元

三人房 2500 元、四人房 2800 元 

 

1.9 公里 

(開車約六分鐘) 

 

10 F HOTEL 花蓮站前館  

03-8325589 

https://hl.fhotels.com.tw/ 

平日:雙人房-2250 四人房-3015  

假日:雙人-3250 四人房-4355 

1KM  

11 碧海藍天飯店 

03-8533188/0988-776-175 

https://www.y-s-hotel.com.tw/#home  

平日： 

兩人~2000、三人~2500、 

四人~3000  

假日： 

兩人~2500、三人~3000、 

四人~3500 

 

2 

 

12 台雄飯店  

03-8533188/0988-776-175 

https://www.tt.y-s-hotel.com.tw/ 

平日： 

兩人~2000、三人~2500、 

四人~3000  

假日： 

兩人~2500、三人~3000、 

四人~3500 

 

2 

 

13 麗星大飯店  

03-8347411  

http://lishinhotel.com/ 

憑報名參賽證入住，享房價 9 折

之優惠  

*全館 wifi 免費使用 

*單車免費使用(有限) 

*停車場免費使用(有限) 

*自助洗衣設備免費使用 

(詳情請電洽)  

距離花蓮火車站 

約 650 公尺  

步行約 8 分鐘 

 

14 星晟棧渡假飯店 

03-8610899    

現場價贈晚餐 17.4   

15 福隆大飯店  

038-353366  

平日 雙人房 1500  4 人房 2400 2.1 公里  

車程 7 分鐘 

 

16 陶陶居商務旅館  

03-8579989 

http://www.tautauchu.com/  

平日(週日~周五)： 

雙人房一大床 1200 元． 

雙人房二小床 1300 元， 

三人房 1600 元． 

四人房 2000 元；  

假日(週六)： 

雙人房一大床 1400 元． 

雙人房二小床 1500 元， 

三人房 1800 元． 

0.6 公里 ( 600 公

尺 ) 

 



 
四人房 2200 元 ． 

<以上皆不含早餐>  

17 花蓮藍天麗池飯店  

03-8336686 

https://www.azurehotel.com.tw/tw/inde

x.html  

平日(日-五)  

精緻雙人房$2200  

經典雙人房$2500  

精緻四人房$3000  

豪華家庭房$3900   

假日(六)  

精緻雙人房$2600  

經典雙人房$2900  

精緻四人房$3400  

豪華家庭房$4400  

 

 

2.1 

 

18 經典假日飯店  

03-8359966  

www.classichotel.com.tw   

 

官網-運動賽事選手限定專案 

 

0.5 

 

19 旅路渡假商務旅館  

03-8311199  

https://m.facebook.com/travelroad 

平日  

雙人房 1710 元， 

四人房 2250 元， 

假日(週六) 

雙人房 2052 元， 

四人房 2700 元 

 

3.4 公里 

 

20 大使商務飯店  

03-8351131 

http://www.da-shihhotel.com.tw/ 

平日 

雙人房 1350 元， 

四人房 2250 元， 

假日(週六) 

雙人房 1620 元， 

四人房 2650 元 

 

2.4 公里 

 

21 花蓮海悅酒店  

03-8338158  

http://www.hotel-ocean.com.tw/ 

 

持參賽證明享額外 9 折優惠 

 

3.1 

 

22 杰克山莊渡假大飯店  

03-8339695 

2 人房 1500 

4 人房 2400 

 

10 分鐘 

 

23 合歡飯店 03-8350171 二人 1200 四人 1800（均含早) 500 公尺  

24 香城大飯店 03-835-3355

 https://www.city-hotel.com.tw 

Line 訂房：@jln6999h 

（縱谷馬拉松）選手證拍照訂房，

再享房價折扣後 200 元 

250 公尺   

25 花蓮馥麗生活旅店  

03-8320000  

持參賽證明連續住宿兩晚，現場價

再九折 

2.2 公里，開車 5

分鐘 

 



 

26 仲青行旅-花蓮館  

03-8333838  

https://www.lighthostel.com  

平日 

雙人房$1000, 

背包床位$300； 

假日 

雙人房$1500, 

背包床位$400； 

憑選手號碼布辦理入住，每人限訂

一間 

 

300 公尺 

 

27 統茂渡假莊園 

03-8542111  

http://hualien-uniongo.toongmao.com.t

w/ 

 

優惠房價請至官網預訂 

 

6 

 

28 Fhotel 花蓮忠孝館  

03 832 7777 

http://www.zizahotel.com 

平日周日到周五： 

雙人優惠 1800，三人優惠 2400，

四人優惠 3000； 

假日周六加 1000 

5 公里  

29 花蓮阿思瑪麗景大飯店  

03 83 14136 

https://booking.taiwantravelmap.com/us

er/project_detail.aspx?m=37&p=12263&l

g=ch 

 

活動優惠詳情請電洽 038314136  

 

3 

 

30 東岸精緻商務旅館  

038332889   
活動優惠詳情請電洽 1.7 公里 

 

31 路徒行旅 東大館  

03-833-3535  

https://www.roadershotel-dongda.com/

  

2022 太平洋馬拉松-喝采優惠價：

預訂指定連住專案享「官網優惠價

再 95 折優惠」  

2022 太平洋馬拉松-喝采加碼送： 

凡出示「選手參賽證明」可享喝采

加碼送~ 

 1. 提供每房免費乙次續掃更換

服務費用  

2. 提供參賽選手免費能量補給品

供選擇：運動飲料、能量棒、痠痛

貼布、涼感濕紙巾(數量有限，送

完為止)  

優惠專案注意事項： 1. 適用官網

／電話／現場／FB 訂房，連住專

案價格已含折扣優惠。  

2. 如需床單與毛布巾更換服務，

每房每次需加價$100 元。  

3. 房費均不包含早餐服務及任何

餐飲項目  

 

2.4 公里 

 



 

32 理想大地渡假飯店  

03-8656789  

https://www.plcresort.com.tw/zh_TW  

住宿優惠；凡是選手出示「2022

太平洋縱谷馬拉松號碼布」 

10/20-10/25 入住可享豪華客房一

大床及二中床，一晚 $5900 元起

(含早餐)，活動當天提供會場來回

專車接送。  

餐飲優惠；凡是選手出示「2022

太平洋縱谷馬拉松號碼布」

10/20-10/25 里拉餐廳晚餐、風味

餐廳可享 8 折優惠，不需服務費。 

活動優惠：凡是選手出示「2022

太平洋縱谷馬拉松號碼布」

10/20-10/25 免費搭乘環河遊艇，

眷屬可享船券 5 折優惠。 

 

30 

 

33 華登旅店  

03-8513638 

兩人房一晚 1300  

四人房一晚 2000 

2.3 公里  

34 花蓮富野渡假酒店  

03-8346999  

https://www.hoyaresort.com.tw/Hualien

/  

平日: 

雙人房 1800 元,三人房 2600 元, 

家庭客房 3200 元. 

續住給予當日房價 8 折優惠 

 

3 公里 

 

35 帝堡商務汽車旅館  

03 8538989  

https://www.dibao.tw  

 

全房型平日八折假日九折 

 

2.5 公里 

 

36 凱頓商務汽車旅館  

03-8465788 

雙人商務房 1200. 

兩小床商務房 1200. 

雙人車庫房 1500. 

四人車庫房 2100 

6 人和室房 2500. 

皆不含早餐 

 

1 公里 

 

37 仁愛小公館 

03-8356158  

https://www.raguesthouse.com/ 

平日(星期日至五) 

美好雙人:1700 元，  

經典雙人/經典商務:1900 元，  

四人房:2900； 

假日(星期六)  

美好雙人:1900 元  

經典雙人/經典商務:2100 元  

四人房:3100 元， 

以上皆不含早餐，附盥洗用品、免

費停車位 

另外馬拉松可提供公用盥洗間*1

讓選手退房後能梳洗 

 

2.8 公里， 

車程約 10 分鐘 

 



 

38 麗格休閒飯店 

03-8349922 

https://www.sweethome.com.tw 

享官網<全民瘋運動>專案優惠價

1400 起 

包含選手專屬貼心服務 

 

1KM 

 

39 麗軒國際飯店 

03-8246898 

https://www.lishiuan.com/ 

享官網<全民瘋運動>專案優惠價

1600 起 

包含選手專屬貼心服務 

 

4KM 

 

40 花蓮澄品 

038523100 

0920489470 

平日： 

澄品時尚雙人房 NT1500 元、        

澄品家庭四人房 NT2000 元 

(續住給予當日房價 9 折優惠) 

 

內容： 

1、不含早 

2、免費無線網際網路服務 

3、免費贈送礦泉水、茶包 

4、免費停車服務 

 

【注意事項】 

1、請事前預約訂房，住宿時間下

午 4 時以後，退房時間中午 11 時

以前。 

2、本專案不得與其他專案優惠合

併使用 

3、加人加價$500 元 

4、飯店保留活動變更及取消之權

利，如有變動恕不另通知 

5、本專案限 2022 花蓮太平洋縱

谷馬拉松住宿優惠、電話預訂。 

 

3.5 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