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學會 
「2020 數位技術展視野、醫技美學創新局之 IFAA 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牙技器材博覽會」 

住宿推薦名單 
※請注意：房價資訊僅供參考，實際入住價格請依飯店報價為主。 

編號 旅館名稱 訂房方式 
有無

特約 
假日房價 
 (NTD/晚)  

飯店地址 備註 

1 賀緹酒店 
訂房電話：04-2393-2999(訂房組) 
報學會全銜可享特約價 

有 3,000 元/單、雙人房 411 台中市太平區育賢路 286 號 含稅金及早餐 

2 台中日光溫泉會館 
訂房電話：04 2239-9000 
報學會全銜可享特約價 

有 
6,000 元/雙人房 

(生活館) 
406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二段光西巷 78
號 

含稅金及早餐 

3 金典酒店 
訂房連結：https://reurl.cc/ygngGy 
訂房網頁密碼：adt2020 
聯絡電話：02-2328-8000(訂房組) 
         訂房連結 QR CODE →  

有 
3,500 元/單人房 
4,000 元/雙人房 

403 台中市西區健行路 1049 號  

含稅金及早餐 

4 金典綠園道商旅 有 
2,300 元/單人房 
2,700 元/雙人房 

含稅金及早餐 

https://reurl.cc/ygngGy


編號 旅館名稱 訂房方式 
有無

特約 
假日房價 
 (NTD/晚)  

飯店地址 備註 

5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線上填寫訂房單：https://reurl.cc/pyKYkb 
聯絡電話：04-2376-6732 

有 
2,800 元/單人房 
3,000 元/雙人房 

403 台中市西區英才路 601 號 

含稅金及早

餐，另有含會

場單程接駁方

案 

6 中科大飯店 
訂房電話：04-2246-5599 轉訂房組 
報學會統編 76946463 可享特約價 

有 
1,900 元/單人房 
2,200 元/雙人房 

406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 256 號 含稅金及早餐 

7 昭盛 52 行館 
訂房電話：04-2315-6656， 
報學會統編 76946463 可享特約價 

有 
2,750 元/單人房 
3,070 元/雙人房 

403 台中市西區忠明路 52 號  含稅金及早餐 

8 寶島 53 行館 
訂房電話：04-2220-5368， 
報學會統編 76946463 可享特約價 

有 
2,600 元/單人房 
2,900 元/雙人房 

400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 27 號 含稅金及早餐 

9 HOTEL 7 
訂房電話：04-2706-6667 轉分機 1502， 
報學會統編 76946463 可享特約價 

有 
3,500 元/單人房 
3,720 元/雙人房 

407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北路 45 號 含稅金及早餐 

10 
卡爾登飯店 

-台中館 
訂房電話：04-2321-1531， 
報學會全銜可享特約價 

有 
2,600 元/單人房 
3,400 元/雙人房 

403 台中市西區忠明南路 61 號 含稅金及早餐 

https://reurl.cc/pyKYkb


編號 旅館名稱 訂房方式 
有無

特約 
假日房價 
 (NTD/晚)  

飯店地址 備註 

11 
承億文旅 
台中鳥日子 

訂房電話：04-2329-2266， 
報學會全銜及統編 76946463 可享特約價 

有 2,250 元/單、雙人房 407 台中市西區忠明南路 98 號  含稅金及早餐 

12 永豐棧酒店 
訂房電話：04-2323-0778 轉分機 2013~2015， 
報合約號 SU2296 可享特約價 

有 
4,100 元/單人房 
4,200 元/雙人房 

407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二段 689 號  含稅金及早餐 

13 
奇異果快捷旅店 

-中正店 
訂房電話：04-2229-4466， 
報學會全銜可享特約價 

有 
1,700 元/雙人房 
2,300 元/四人房 

400 台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 441 號  含稅金及早餐 

14 時空行旅 
訂房電話：04-2328-0583， 
報學會全銜可享特約價 

有 
1,380 元/單人房 
1,880 元/雙人房 

403 台中市西區明義街 71 號  
含稅金、 
不含早餐 

15 富盛商旅-市政館 
訂房電話：04-23693399#1356(林章峰先生)，
報學會全銜可享特約價 

有 
2,380 元/單人房 
2,580 元/雙人房 

407 台中市西屯區四川路 138 號(市政

館) 
含稅金及早餐 

16 
頭等艙飯店- 

台中館 
訂房電話：04-2328-0707， 
報學會全銜可享特約價 

有 2,300 元/單、雙人房 403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22 號  含稅金及早餐 



編號 旅館名稱 訂房方式 
有無

特約 
假日房價 
 (NTD/晚)  

飯店地址 備註 

17 台中世聯商旅 

訂房專線:04-2249-3322，報學會全銜可享特約

價 
線上下載訂房單：https://reurl.cc/EKEr8K 
業務窗口: 
姚任燦 業務總監 Chris Yao 0965-569-688 

有 
2,800 元/單人房 
2,900 元/雙人房 

406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339 號 含稅金及早餐 

18 逗點 Inn Hotel 
訂房電話：04-2221-0567，報學會全銜即可享特

約價 
有 

雙人房 1,860 元 
四人房 2,985 元 

401 台中市東區大公街 29 號 
含稅金不含早

餐 

19 田中央旅店 
訂房電話：04-2220-3366 林先生，報學會全

銜及統編 76946463 即可享特約價 
有 

享房價 85 折， 
詳情請洽飯店 

401 台中市東區大智路 65 號  

20 
挪威森林 

台中行旅 1 號館 
訂房電話：04-2229-3388，報學會全銜即可享

特約價 
有 

享房價 85 折， 
詳情請洽飯店 

400 台中市中區建國路 184 號  

21 
挪威森林 

台中行旅 3 號館 
(9 月底開幕) 

訂房電話：04-2221-2288，報學會全銜即可享

特約價 
有 

享房價 85 折， 
詳情請洽飯店 

400 台中市中區建國路 187 號  

https://reurl.cc/EKEr8K


編號 旅館名稱 訂房方式 
有無

特約 
假日房價 
 (NTD/晚)  

飯店地址 備註 

22 
挪威森林  
台中漫活館 

訂房電話：04-2276-2888，報學會全銜即可享

特約價 
有 

享房價 8 折， 
詳情請洽飯店 

411 台中市太平區環中東路四段 369 號  

23 巧合大飯店 訂房電話：04-2229-7161 無 
650 元/4 人混居房 
2,380 元/雙人房 

400 台中市中區建國路 163 號  含稅金及早餐 

24 宜舍單人旅店 訂房電話：04-2225-0948 無 
600 元/混居房 

1,000 元/單人房 
1,600 元/雙人房 

400 台中市中區台灣大道 1 段 100 號 10
樓   

含稅金及早

餐，共用衛浴 

25 
青庭輕旅 

PartyO Hostel 
訂房電話：0973-001-730 無 

750 元/4 人混居房 
700 元/10 人混居房 

407 台中西屯區青海路二段 193 巷 2 號  

含稅金， 
不含早餐， 
共用衛浴 

26 全國大飯店 訂房電話：04-2321-3111 無 
2,700 元/單人房 
2,900 元/雙人房 

403 台中市西區館前路 57 號  含稅金及早餐 

27 漂鳥台中青旅 訂房電話：04-2301-5518 無 720 元/4、8 人混居房 403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 201 號 8 樓 含稅金及早餐 



編號 旅館名稱 訂房方式 
有無

特約 
假日房價 
 (NTD/晚)  

飯店地址 備註 

28 雙星大飯店 飯店官網或致電 04-2226-1811 訂房 無 雙人房 2,400 元起 401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 158 號 含稅金及早餐 

29 米卡沙旅店 飯店官網或致電 04-2229-5353 訂房 無 雙人房 2,150 元起 
401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 4 段 149 巷 5 弄

8 號 
含稅金及早餐 

30 企業家大飯店 飯店官網或致電 04-2220-7733 訂房 無 雙人房 1,800 元起 401 台中市東區和平街 160 號 含稅金及早餐 

31 
MINI HOTELS  
台中火車站館 

飯店官網或致電 04-2225-9966 訂房 無 雙人房 2,260 元起 401 台中市東區大勇街 69 號 含稅金及早餐 

32 
奇異果快捷旅店-

站前一館 
飯店官網或致電 04-2224-5577 訂房 無 雙人房 2,080 元起 400 台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 19 號 含稅金及早餐 

33 
奇異果快捷旅店-

站前二館 
飯店官網或致電 04-3506-7728 訂房 無 

單人房 650 元（共用

衛浴）；雙人房 2,080
元起（獨立衛浴） 

403 台中市西區綠川西街 29 號 
含稅金不含早

餐 



編號 旅館名稱 訂房方式 
有無

特約 
假日房價 
 (NTD/晚)  

飯店地址 備註 

34 
撲克商旅 A ACE 

HOTEL 
飯店官網或致電 04-2222-0908 訂房 無 

雙單床房 
1,500 元(無窗房) 
1,699 元（有窗） 

403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 67 號 
含稅金不含早

餐 

35 安可旅店 飯店官網或致電 04-2222-5005 訂房 無 
雙人房（一大床）

1,600 元起 
400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 3-1 號 

含稅金不含早

餐 

36 中欣商務精品飯店 飯店官網或致電 04-2226-9666 訂房 無 
單人房 1,500 元起 
雙人房 2,080 元起 

400 台中市中區建國路 180 號 含稅金及早餐 

37 
成旅晶贊飯店 
 台中民權館 

訂房電話：04-2223-5678 訂房 無 雙人房 2,520 元起 400 台中市中區民權路 66 號 含稅金及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