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蘭城晶英酒店
休閒娛樂設施一覽表
| 首創電影院休閒設施－新月豪華影城 “無限暢影” 服務
劃位時間

劃位櫃檯

觀影場次

15:00至23:30
及
08:00至10:45

備

入住日15:00後至
退房日11:00前
之場次

6F大廳櫃檯
※溫馨提醒：此服務僅提
供住宿貴賓使用，入住後
請於劃位期間進行劃位

※ VIP廳除外，其他廳別
皆可接受劃位

| 豐華會健康俱樂部

設施樓層：3F新月豪華影城
註

1. 劃位取票以房間為單位，每次限劃一個場次，觀賞結束後，始可劃下一場次；如遇同房
貴賓欲觀賞不同節目，則限以同一時段劃位(同一時段係指各電影開播時間相隔2小時內)
2. 每次劃位人數，依房型人數提供，同房12歲以下小朋友免費招待，並需符合電影分級制度
3. 觀看電影請提前劃位，並可於客房電視或官網查詢電影時刻表
4. 電影入場需遵守電影分級制度，入場驗票時請出示年齡符合之證明文件
電影時刻表
5. 影城及外食規範敬請配合現場公告或查看新月豪華影城官網說明
6. 早場電影需提前辦理退房手續

・ 防疫期間部分設施暫停開放，請依現場公告為主

設施樓層：6F / 最後入場時間22:30 / 客房直撥快速鍵－豐華會

開放時間

地點

各項設施

備

註

07:00-23:00

豐華會

健康活水區

設有蘭陽空中花園、戶外兒童游泳池、半室內調溫游泳池及健康活水設施，敬請著泳衣及泳帽入場。
*未滿12歲之孩童需由家長陪同下水
*最後入場時間22:30 *戶外泳池開放時間：4月1日~10月31日

07:00-23:00

豐華會

樂活三溫暖

烤箱、蒸氣室、冷熱水池皆規劃男女專屬空間。
*三溫暖為開放式空間設計，敬請著泳衣及泳帽。

07:00-23:00

豐華會

活力健身房
【採預約開放制】

最高上限5人，每次使用時間以50分鐘為限，之後進行10分鐘場地清潔消毒。
*未滿16歲恕不得進場使用

07:00-23:00

多功能教室

桌球室
【採預約開放制】

最高上限6人，每次使用時間以50分鐘為限，之後進行10分鐘場地清潔消毒。
恕未開放有氧課程。

*本設施限16歲以上使用

・ 若天候不佳，如遇強風芬朵奇堡部分設施暫停開放；如遇下雨全區域暫停開放，另開放8F廊道，提供電動車體驗
・ 該區位於客房樓層，惟入住當天下午3點以後方可使用設施。為維護房客隱私，故退房後恕無法前往使用

| 芬朵奇堡
開放時間

各項設施

備

朵朵跳跳床

1.適合三歲以上；未滿三歲需由家長陪同

藍寶機器人氣墊溜滑梯
09:00-11:00 / 15:00-20:30

| 窩窩樂

註

2.相關使用規定，請依現場公告為主

1.未滿三歲請勿使用設施；三歲以上未滿六歲，請由家長陪同看護下使用 2.建議穿著防滑襪或長
袖、長褲，以避免滑倒及肌膚摩擦受傷 3.相關使用規定，請依現場指示並依序排隊使用
1.未滿三歲請由家長陪同入內使用
2.相關使用規定，請依現場公告為主

波波池

防疫期間部分設施暫停開放
請依現場公告為主

設施樓層：8F露天廣場

ㄛㄨㄛ屋

1.ㄛㄨㄛ屋提供舒適的冷氣休息空間，內有膠囊咖啡供房客飲用
2.提供學齡前玩具

賽車跑道

限酒店提供之車輛使用，謝絕外車進入

・ 該區位於客房樓層，惟入住當天下午3點以後方可使用設施。為維護房客隱私，故退房後恕無法前往使用

開放時間

各項設施

備

設施樓層：8F&9F

註

好看窩

與「迪士尼公司」共同策畫以動畫為主題的兒童互動劇院，配置影廳級音響設備，為「全台灣唯一的兒童
電影院」；每日下午1點半、4點半及晚上8點播放迪士尼院線或經典動畫電影(詳情請參閱背面活動說明)。

好喝窩

兒童西部牛仔吧空間，提供親子飲品，還有75吋互動電視可主題拍照與趣味互動遊戲。

好樂窩

位在《窩窩樂》2樓，營造閣樓樹屋情境，設置迷你滑梯、互動電視，提供兒童讀物、學齡前玩具等，
下午4點半至晚上9點提供「幼兒陪伴服務」，受托4歲至7歲之幼兒，最高人數限收９名。

09:00-11:00 / 13:00-21:45
防疫期間部分設施暫停開放
請依現場公告為主

| 趣七樓

・ 該區位於客房樓層，惟入住當天下午3點以後方可使用設施。為維護房客隱私，故退房後恕無法前往使用

開放時間

設

13:00-21:45

2/1

中午
12:00

介

紹

全新打造的人文書香空間《趣七樓》，提供大人與孩子們舒適、放鬆的閱讀環境，近千本讀物涵蓋藝術設計、旅遊、生活美學、
中外文學、親子讀物等各類書籍。從八樓《窩窩樂》廊道走進白色玻璃屋，沿著樓梯走下七樓，各式落地、懸空垂降的植物盆栽，
與窗外庭園造景相互映襯，以療癒綠意轉換氛圍走進與兒童樓層截然不同的生活文藝空間！

防疫期間部分設施暫停開放
請依現場公告為主

1/2

施

設施樓層：7F

活動一覽表

中午
12:00

蘭城晶英酒店1月活動一覽表
&
除夕(1/21) －初六(1/27)

年節特別活動

＊防疫期間部分活動暫停開放，請依現場公告為主

年節房客專屬特別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玉兔迎新春
吉祥物報喜

11:00~11:20
18:30~18:50

2 0 2 3 玉 兔 迎 新 春 15:30~17:30
19:00~21:00
春節童玩大街
兔年行大運
GT7飆風假期
挑戰賽

09:00~11:00
15:00~20:00

1月21日(除夕)中午12:00－1月27(初六)中午12:00
活動內容

集合地點

新年到，吉祥物也來囉！快來找活潑可愛的吉祥物們玩小遊戲！
祝大家吉祥如意，兔年旺旺來！

6F
大廳銅鑼

所有房客皆可參加

又是新的一年，挑戰自已的好手氣吧！許多新春應景遊戲等著你。
*除夕1/21活動時間：15:15-16:45 & 20:00-21:30

6F
遊戲大街

1.所有房客皆可參加
2.玩家可持遊戲券至贈獎處，依券數兌換精美禮品，
兌獎時間等同於活動時間。

擬真的賽車場景馳騁在蜿蜒賽道，享受著速度快感！賽車挑戰隔日
結算飆入賽車排行榜前五名，即可獲得專屬好禮。

房客專屬活動
活動名稱

誰來早餐

適合
年齡

參加方式

6F
PS賽車遊戲區

1.活動現場免費參加
2.活動日期:2023.01.21-2023.01.27
3.採單機計時，分成人組(12歲以上)、兒童組(12歲以下)
4.活動時間內可不限次數更新個人最佳成績，參加者須
自行完成賽程，不得經由他人協助
5.遊戲規則與細節，依現場公告為主

1月2日中午12:00－2月1日中午12:00 活動一覽表

活動時間

08:00~08:50
09:10~10:00
週六、週日

活動內容

集合地點

由芬朵奇堡大明星奇奇、朵朵、藍寶發送早餐，和大家開心互動，
擁有一個美好的早餐約會！

6F
蘭城百匯

適合
年齡

參加方式

活動現場免費參加

1/20、1/23-1/27

09:20~10:25
需提前報名
週日
1/21、1/28
蘭 城晶英の全 員 逃 走 中

年節特別版・動如脫兔

1/22-1/27

6F
大廳銅鑼

報名請洽
6FPS賽車遊戲區櫃檯

09:00~12:00
15:00~20:00
GT7飆風假期
賽車體驗

於新月百貨廣場玩躲貓貓，快走躲開神祕獵人的追捕，只要於45分
鐘內不被獵人抓住，即可順利過關，獲得飯店平日免費住宿券乙張。

09:00~20:00

獻給喜歡玩賽車的您！感受GT7 賽車帶來無與倫比的刺激快感！

6F
PS賽車遊戲區

1.凡活動舉辦前一日之房客均可免費參加
2.活動報名於前一天20:00截止，報名專線客房直撥分機73410
或洽6F PS賽車遊戲區櫃檯
3.請於當天9:20準時完成報到
4.12歲以上可單獨報名、12歲以下需有一位大人陪同為一組、
未滿4歲及孕婦恕不接受報名
注意事項
當天請著輕便的服裝及鞋子
以徒步快走方式進行遊戲，嚴禁奔跑
特殊任務將由簡訊發送，請攜帶您的手機並再次確認報名所留的
手機號碼是否正確

活動現場免費參加

週六、週日

風火競速王二代
[我 是 購 物 王 ]

09:40~10:40

一起開著電動車，來場購物之旅吧！

8F
芬朵奇堡

1.活動現場免費報名參加

15:30~16:00

在芬朵奇堡天地裡，人人都可以是快樂的小畫家！

8F
芬朵奇堡

1.活動現場免費參加

繽紛彩繪玻璃

芬朵奇堡
可愛駕訓班

16:00~17:30

芬朵奇堡駕訓班，輕鬆取得人生第一張駕照喔！

迪士尼電影

場次一： 13:30
場次二： 16:30
場次三： 20:00

哇 ! 窩窩樂有兒童電影院 ! 播放迪士尼系列電影，快來一起看電影唷！

8F
芬朵奇堡

20:30~21:00
繪本時光機

週日至週四

8F
窩窩樂

7F
趣七樓

跟著哥哥姐姐乘坐繪本時光機，來趟繽紛故事之旅！

2.若天候不佳活動改至8F電梯前廊道舉行

2.若天候不佳活動改「芬朵奇堡童畫」，地點為6F豐華 會
(春節期間為趣味DIY舞龍舞獅)

1.活動現場免費參加
2.請於當天19:00-21:45至8F窩窩樂領取駕照
3.若天候不佳活動改「芬朵奇堡童畫」，地點為6F豐華會
(春節期間為趣味DIY舞龍舞獅)

1.房客免費參加
2.電影前30分鐘開放取票，前10分鐘開放進場
（座位數有限，需依實際到場人數取票）

活動現場免費參加

1/19、1/22-1/26暫停

20:30~21:30
需提前報名
週五、週六
報名請洽
6FPS賽車遊戲區櫃檯

1/19

1.當天20:00報名截止，報名專線客房直撥分機73410或

超多有趣的地方等著我們去探險尋寶，小朋友趕快跟著活動哥哥姐姐
勇闖關卡拿獎品吧！

6F
大廳銅鑼

洽6F PS賽車遊戲區櫃檯
2.活動當天20:20準時在6F銅鑼下方集合
3.遊戲全程需家長陪同

1/21暫停

6F豐華會服務時間：每日07:00-23:00

兔

6F PS賽車遊戲區櫃檯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00-12:00，15:00-20:00 週六、日09:00-20:00
7F趣七樓服務時間：每日13:00-21:45
8F、9F主題房取車中心服務時間：每日09:00-11:00，15:00-22:00 / 8F、9F主題房樓層廊道(電動車跑道)開放時間：09:00-22:00

掃描 QR CODE
資訊帶著走

8F芬朵奇堡露天廣場服務時間：每日 09:00-11:00、15:00-20:30 (遇下雨全區域暫停開放)
8F窩窩樂服務時間：每日09:00-11:00，13:00-21:45
報名地點：6F PS賽車遊戲區櫃檯(分機73410)，活動適合年齡圖示說明：

0-3歲

4-6歲

7-12歲

13歲以上

飯店保留修改及舉辦與否權利，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