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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餐廳營運項目 

 一、1F恬園自助餐                                               

 （一）一般期間餐價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 

早餐 午餐、晚餐 

週一至週日 週一至週五 週六、週日及例假日 

大人（每位） 250+10% 470+10％ 550+10％ 

兒童（每位）（6~12歲） 130+10% 280+10％ 340+10％ 

幼兒（每位）（ 5 歲以

下） 
100+10% 100+10％ 100+10％ 

西式套餐  360+10%起 360+10%起 

西式簡餐  250+10%起 250+10%起 

【註】公務人員（含退休公務人員），使用自助餐，一張服務證可優惠 10 位免一成服務費 

（不含下列特殊節慶日）。 

  （二）假日下午茶餐價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 

假日下午茶每週六及週日 14:30-17:00 

（農曆除夕夜至初四不提供） 

（1）大人每位 400+10% 

（2）兒童每位 240+10% 

（3）幼兒每位 100+10% 

 【註】公務人員（含退休公務人員），使用自助餐，一張服務證可優惠 10 位免一成服務費 

（不含下列特殊節慶日）。 

  （三）特殊節慶活動餐價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 

農曆除夕夜 

（1）大人每位 940+10% 

（2）兒童每位 520+10% 

（3）幼兒每位 100+10% 

農曆春節初二 

（1）大人每位 870+10% 

（2）兒童每位 460+10% 

（3）幼兒每位 100+10% 

農曆春節初一、初三至初五午餐與晚餐 

（1）大人每位 680+10% 

（2）兒童每位 400+10% 

（3）幼兒每位 100+10% 

尾牙暨春酒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包廳，需保證 180 位以上） 

每位 625（含稅及服務費） 

1.母親節前一天及母親節當天午餐與晚餐 

2.父親節午餐與晚餐 

（1）大人每位 670+10% 

（2）兒童每位 410+10% 

（3）幼兒每位 100+10% 

謝師宴活動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包廳，需保證 180 位以上） 

每位 625（含稅及服務費） 

西洋情人節晚餐、七夕情人節晚餐、萬聖節晚

餐、感恩節晚餐、平安夜晚餐、聖誕節午餐及

晚餐、跨年夜（12/31）晚餐及元旦午餐與晚餐 

（1）大人每位 600+10% 

（2）兒童每位 400+10% 

（3）幼兒每位 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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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B1 風尚咖啡、交誼廳及 KTV                                        

  （一） 一般期間餐價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 

飲料 120+10%起 

中式料理單點 
每道菜消費自 280+10%起 

特定簡式套餐 225+10%起 

【註】公務人員（含退休公務人員）使用中式料理單點或簡式套餐，一張服務證可優惠 10 位 

      免一成服務費（不含下列特殊節慶日）。 

 

  （二）特殊節慶活動餐價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 

農曆除夕夜至初四午餐與晚餐 
(1) 中式桌菜（8~10 人）13,500+10%起 

(2) 中式桌菜（4~5 人）7,000+10%起 

尾牙暨春酒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包廳 每位 625（含稅及服務費） 

母親節前一天及母親節當天午餐與晚

餐、父親節午餐與晚餐、萬聖節與感

恩節晚餐 

中式桌菜 12,000+10%起 

謝師宴活動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包廳，需保證 50 位以上） 
每位 625（含稅及服務費） 

                                 

  （三）KTV 營業項目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109 年定價 

週一至週五 660/每小時 

週五及例假日前夕 18:00 之後 880/每小時 

週六、日及例假日 880/每小時 

使用桌菜，可免費歡唱 3 小時 8,200+10%起 

KTV 特殊節慶活動餐價，農曆除夕夜

至初四午、晚餐 

(1) 中式桌菜（8~10 人）13,500+10%起 

(2) 中式桌菜（4~5 人）7,000+1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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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餐飲營運價目表                                      單位:新臺幣（元） 

餐飲項目 109 年定價 

自助午晚餐（獨立開廳，需保證 50 客以上） 625+10%起 

喜宴自助餐（獨立開廳，需保證 50 客以上） 1,000+10%起 

站立式自助餐（限前瞻廳與卓越堂外圍走廊，且需保證 100 客以上） 360+10%起 

桌菜（每桌 10 位），壽宴、一般宴會、彌月皆適用 8,200+10%起 

喜宴桌菜（每桌 10 位），週一至週五  10,000+10%起 

喜宴桌菜（每桌 10 位），週末及例假日  12,000+10%起 

公務人員喜宴專案（每桌 10 位），週一至週五 9,999 起 

公務人員喜宴專案（每桌 10 位），週末及例假日 11,999 起 

會議專用午餐合菜（每桌 10 位） 3,700+10%起 

餐盒（每個） 150+10%起 

會議專用單點咖啡或紅茶（每杯） 單一口味需訂購 10 杯以上 60+10% 

會議專用點心，每份點心，5 種組合中任選一種： 

（1）1 塊蛋糕+1 塊三明治 

（2）2 塊蛋糕+1 塊鹹點 

（3）1 塊鹹點+1 個麵包或三明治 

（4）2 塊蛋糕+2 片水果 

（5）2 塊蛋糕+3 片餅乾 

80+10% 

會議專用熱咖啡（每桶 100 杯）  4,600+10% 

會議專用冰咖啡（每桶 100 杯）  4,600+10% 

會議專用熱紅茶（每桶 100 杯） 4,200+10% 

會議專用冰紅茶（每桶 100 杯） 4,200+10% 

會議專用咖啡或紅茶+點心，每份點心，5 種組合中任選一種： 

（1）1 塊蛋糕+1 塊三明治 

（2）2 塊蛋糕+1 塊鹹點 

（3）1 塊鹹點+1 個麵包或三明治 

（4）2 塊蛋糕+2 片水果 

（5）2 塊蛋糕+3 片餅乾 

120+10% 

Open Bar（設置時間 1 小時內）最低消費 3,800+10%起 

Punch 潘趣酒（含酒精，每缸約 30 杯） 2,250+10% 

Punch 潘趣酒（無酒精，每缸約 30 杯） 1,7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