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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大旅社 · The Spot Coffee

Company

來The Spot Coffee Company消費即贈送美式巧克力軟餅乾

乙份

The Spot Coffee Company

公休日不適用，請詳見FB臉

書公休日期或來電詢問

苗栗市建國街3號
037-260133. 周雅平

kids925990@gmail.com

旅社全年無休，咖啡廳不定時公休，請詳見FB臉書公

告或來電詢問
網址：http://hsinhsinhotel.com

燕子陶 陶藝咖啡民宿

4月至6月活動期間，來燕子陶陶藝咖啡民宿，即享有：

1. 免費園區導覽（請事先預約）。

2. 陶藝手捏DIY，費用$400元起。
連續假期平日適用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19鄰南江6-3號

詹雅婷 0919703015

yanzitao1995@gmail.com
需電話預約

官網：

www.yanzitao1995.com

粉專：

www.facebook.com/yanzitao/

好客在一起工作坊
好客來：持券可享好客在一起伯公平安福限量優惠(原價$199

元，好客價$100元)把平安帶回去

好客電話預約好客體驗：

0931-505675
苗栗縣南庄鄉中山路110號

劉英華0931-505675.

aaaeva@gmail.com
週六～週日，平日需預約

官網

www.hakkagoods.tw

夢娜麗莎床墊工廠 高級床墊加贈乳膠枕頭1顆 無 苗栗縣通霄鎮新埔里336巷82號 電話：037-793000、0988897111 星期日公休

官網：

http://www.monalisa.com.tw/

FB:

https://www.facebook.com/housel

ove037792777/

花田喜點心坊 滿千贈一罐爆米花 無 苗栗市至公路333之1號
花田喜點心坊.037-359167

flowerhappying@gmail.com
週一至週五.早上9:00-下午17:00

官網:

https://www.flowerhappying.com/

FB:

https://www.facebook.com/flower

happy2016/

日生蜂園 部分產品八折優惠 無 苗栗縣竹南鎮公義里11鄰鳳梨坑22號 037-581630 平日8:00-18:00

水之漾商行 掛耳式咖啡禮盒買二送一 無 苗栗縣竹南鎮立達街103號 張老師0983-811392 平日13:00-21:00

鄭美香食品 買千送百 無 苗栗縣後龍鎮北龍里中華路61號 037-722639 平日7:30-21:00

滿燭DIY蠟燭工廠 打卡送Q版十二生肖 無 苗栗縣頭份鎮中華路438巷6號 037-621893  平日09:00-17:00/周一公休

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

1. 豬年賀喜，DIY指定課程半價優惠

2. 消費滿3000滿額贈禮，再加碼抽獎拿禮物(滿300送價值五

百元的左手香洗髮精，滿6000送價值890阿爾法特特級冷壓

出榨橄欖油)

現場有免費導覽解說及不定

期舉辦優惠活動
苗栗縣頭份鎮蘆竹里工業路55號 037-256588 平日08:30-17:00

官網：

http://www.likang.com.tw/

台灣雅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 FB留言分享活動抽玫瑰香水香皂

2. 至任一觀光園區賞花抽好禮(歡迎蒞臨玫瑰花季)

活動期間：3月22日至5月

31日

苗栗縣頭屋鄉明德街226號(台13線 19.5

處)
037-256588 平日08:30-17:00

官網：

https://www.arwin.com/

天仁茶文化館 春節限定產品優惠/詳情請上官網 無 苗栗縣竹南鎮中華路422號 037-696718  09:00-17:30

永和山茶廠 凡購買伴手禮商品即贈精美小禮品 無 苗栗縣三灣鄉永和村3鄰石馬店21號 0937-223456 平日08:00-20:00

藝欣茶坊 凡住宿即享客家酸柑茶9折優惠 無 苗栗縣南庄鄉東村16鄰240號 0937-280236 平日09:00-17:00

仙山茶莊 來店送精美小禮物 沒有 苗栗縣獅潭鄉新店村23-1號 037-931200 平日09:00-17:00

日新茶廠 來店送精美小禮物 沒有 苗栗縣頭份市興隆里5鄰上坪29-1號 0933-177183 平日09:00-17:00

集元裕 凡購買桐花餅即85折優惠 沒有 苗栗縣三義鄉伯公坑178號 037-878991 平日09:00-18:00

永大餅行 肚臍餅、肉餅95折 沒有 銅鑼鄉中正路104號 037-981659 平日06:00-21:00

巧克力雲莊 凡住宿再送200元購物金 有參加春遊計畫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水尾坪49-2號 037-996916 平日9:30-19:00

苗栗春遊專案特約商店優惠活動
※出示本次春遊苗栗住宿證明(收據或發票等)，至以下店家即可享有特約商家的各項超值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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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峰草堂 飲料，伴手禮9折

4月5，6日兩天放假。

4月4日當天7歲以下兒童招

待紅豆銅鑼燒一個（現店內

使用）

苗栗縣銅鑼鄉雙峰路86-1號 hsklyw@gmail.com

週一 ，四，五 13:00–20:00

週六、日 11:00–18:00

星期二、三公休

納姆内股份有限公司 來店即送精美禮物1份 清明節，端午節~不適用 苗栗縣銅鑼鄉民生路11號 0910900884古玉 採預約制~ 須先來電預約 0910-900-884 200/1人(3歲以下不收費)~採預約制

桂花品東西 精選貓裏磚，來店消費9折 全年不打烊 苗栗縣頭份市濱江街48巷2號 黃敏媛 09:00-18:00

嵐田茶行 凡消費即享來店好禮 無 銅鑼鄉永樂路九鄰12號
謝碧珍 0911710107

lubeey@gmail.com

8:30-17:30

週一公休
無

叁代堂 出示證明，來店即享有仙草茶乙壺(價值＄100） 遇連假不適用 苗栗縣三義鄉勝興村水美283-1號 threeghall@gmail.com 全年無休

王記鑫魚丸 魚丸原價140元(包),出示證明享特價130元(包) 無 苗栗縣苑裡鎮苑南里和平路78號
王建鑫 0932667029

sin216813@yahoo.com.tw
7:00-18:00 每週一公休

官網：

https://m.facebook.com/wangjisin/

綺緣樟腦精油觀光工場 免費解說導覽、DIY體驗8折優待 照常適用 苗栗縣銅鑼鄉樟樹村竹圍1之2號

綺緣樟腦精油觀光工場

0919585893

cheeyen.miaoli@msa.hinet.net

全年無休
官網：

ehbeauty.com.tw

銅鑼窯 滿1000元以上打九折 無 苗栗縣銅鑼鄉竹森村9鄰74-1號
張維翰 0983639185

han520228@hotmail.com
早上八點至下午五點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Tonglu

oKiln/

億達草本 到店購買，八正喉糖免費試吃及贈送五顆。
假日期間，若有急需，請先

連繫0932-665880
苗栗縣銅鑼鄉中山路83號 Soap.lee@msa.hinet.net 上午8：30-18：00

若超過時間，有急迫需要購買，請預

先聯繫0932-665880

十六份人文茶館 活動期間來店消費滿600元即贈「在地特色手札一本」
請於結帳前先出示本優惠活

動
苗栗縣三義鄉勝興村53號

連絡人：黃秀津

ssprintd@gmail.com
營業時間：早上10：00-6：00

桐花戀人 客果子-燈會麻糬九折優惠 麻糬冰淇淋買五送一 無 苗栗縣銅鑼鄉銅科南路 6號 王國信 0958372569 09:00-17:00週二休

152日安咖啡

來電預約下午茶套餐（飲品+甜點），憑住宿收據或發票9折

優惠，消費滿880元送炸物一份。假日預約用餐，套餐飲品升

級美式咖啡。

平日時段（周一到周四）假

日時段（國定假日及例假

日）

苗栗縣頭屋鄉明德路152號
謝永彬 0927253938

yung-bin@hotmail.com

平日13:00-17:30

國定假日及例假日11:00-18:00

週三、五公休

春遊優惠活動僅限預約

官網：

https://m.facebook.com/152riancaf

e/

四方鮮乳 乳清優酪乳原價60元，優惠價50元 無 苗栗縣竹南鎮大厝里9鄰大厝59-13號
黃寶美，0920-701628

suniayy@gmail.com
無休假，早上9點到下午5點 官網：www.fourway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