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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頭米堤飯店簡介 
 
溪頭米堤飯店，是以法國（LEMIDI）為名，帶著實現夢想的決心，在台灣創造一個以健康、
休閒、藝術與精緻品味、貼心服務為訴求的休閒渡假飯店。  
 
當初選擇溪頭為渡假飯店的地點，就是當地擁有最原始的珍貴森林、多樣化的亞熱帶林、令
人神清氣爽的芬多精，以及值得賞析的珍貴生態景觀。使得米堤大飯店有獨一無二的地理景
觀，是全台唯一座落於海拔1000多公尺以上，群山圍繞的豪華宮廷式飯店。 
 
坐落於清涼芳香的交錯山林之中，鄰近南投縣溪頭森林遊樂區入口前四百公尺，擁有天然的
森林竹海、雲霧飄渺之美景，提供貴賓另一種全新的頂級悠閒選擇。 
 

米堤外觀 
 
米堤外觀宛如一座森林中的歐式城堡。從歐洲進口、高價精造的仿古家具，以及精雕細琢的
家具品味，擁有和法國皇室同等級的享受。耗資數億，打造歐式路易十四風情，其造型獨特，
融合了歐洲藝術與休閒渡假的新古典主義造型，讓人恍若置身歐洲宮廷。何謂樂活？在米堤
大飯店中，您可以親身體會！ 

 飯店：049-2612222 FAX:049-2612000            訂房專線：049-2612211 FAX:049-2612011 
 客服信箱 ：services@lemidi-hotel.com.tw    地址：溪頭/558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米堤街1號 
                                                                                                              NO.1 Midi St,Lu-Ku,Nan-Tou,Taiwan,R.O.C 



 

交 通 資 訊 
◎ 自行開車請走以下路線至溪頭米堤大飯店 
   國道3號243公里處下竹山交流道，沿著151線道往鹿谷－＞溪頭 方向，約30分鐘即可抵達飯店。 
◎ 台鐵： 
抵達台中車站後，請至車站對面搭乘台灣好行或台中客運，搭乘溪頭班次前往溪頭。 
抵達新烏日站後，可走到高鐵烏日站五號出口轉乘台灣好行溪頭線， 
                或到六號、七號出口，搭乘飯店接駁專車前往飯店。 
 
備註: 
飯店接駁專車採預約制，需於入住前一天17:00前向飯店服務中心預約。 
台中烏日接駁班次 
  
◎ 高鐵： 
抵達高鐵烏日站後，請至五號出口，搭乘台灣好行溪頭線至飯店。 
抵達高鐵烏日站後，請至六號或七號出口，搭乘飯店接駁專車前往飯店。 
 
備註: 
飯店接駁專車採預約制，需於入住前一天17:00前向飯店服務中心預約。 
台中烏日接駁班次 



 

客 房 設 施 
◎客房服務設施： 
      在尊榮禮遇的服務前提下，全館客房均提供現代化設備及貼心化服務。 
◎現代化設備：  
      空調系統、浴缸、液晶系統電視、冰箱、電動熱水瓶、雙電話機、吹風機、保險箱  
      及網際網路服務等設備。 
◎貼心化服務：  
      1.個人化拖鞋、咖啡、茶包、衛生用品、精緻衛浴用品。 
      2.嬰兒床、嬰兒被枕、床邊護欄及澡盆、盥洗用品、幼兒馬桶 。 

住宿期間每人可享有當日晚餐及隔日早餐，並可免費使用飯店內免費設施露天溫水游泳池、
三溫暖、健身房、電影欣賞、撞球及桌球室。 
房間價格皆為兩人住房價為基準，依容納人數加價（含早、晚餐）。 
不定期推出各式住房優惠方案，詳情請上http://www.lemidi-hotel.com.tw查詢訂房。 
進房時間為下午3點，退房時間為中午11點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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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價總表及房型介紹 



 

訂價：11,000元 + 10% 
房型介紹： 
在9坪的空間裡，呈現給您的是 
舒適與溫馨。一大床(165*200) 
軟硬適中的床，加上窗外的美景 
，猶如在圖畫中一般。更給您兩 
人世界的甜蜜與幸福，享受不被 
干擾的自在。 
 
 
客房設施： 
■ 液晶電視(含衛星頻道) 
■ 免費米堤好水 
■ 精選茶包與咖啡 
■ 客房內保險箱  
■ 客房冰箱 
■ 浴室內附止滑地墊  

房型介紹 - 經典雙人房 



 

房型介紹 - 經典二小床 
訂價：11,000元 + 10% 
房型介紹： 
在9坪的空間裡，呈現給您的是
舒適與溫馨。二小床(120*200)軟
硬適中的床，加上窗外的美景，
猶如在圖畫中一般。更給您兩人
世界的甜蜜與幸福，享受不被干
擾的自在。 
 
 
客房設施： 
■ 液晶電視(含衛星頻道) 
■ 免費米堤好水 
■ 精選茶包與咖啡 
■ 客房內保險箱  
■ 客房冰箱 
■ 浴室內附止滑地墊   



 

房型介紹 - 經典三人房 
訂價：13,000元 + 10% 
房型介紹： 
整間採柔和的色調，在10坪大小
中，讓您也享受綠的氛圍，配有
一中床(145*200)與一小床 
(120*200)，適合小家庭，一起陶
醉在米堤的負離子與芬多精的健
康悠閒世界，忘卻都市叢林的煩
惱。 
 
客房設施： 
■ 液晶電視(含衛星頻道) 
■ 免費米堤好水 
■ 精選茶包與咖啡 
■ 客房內保險箱 
■ 客房冰箱 
■ 浴室內附止滑地墊   



 

房型介紹 - 精緻四人房 
訂價：15,000元 + 10% 
房型介紹： 
四小床(105*200)的設計適合全家
一起遊玩，或與朋友散心休閒居
住，在12坪的空間中，給您家庭
房的尊貴，窗外的美景是一望全
綠的竹海，牽動您嘴角的笑意。 
 
 
 
客房設施： 
■ 液晶電視(含衛星頻道) 
■ 免費米堤好水 
■ 精選茶包與咖啡 
■ 客房內保險箱  
■ 客房冰箱 
■ 浴室內附止滑地墊  
   



 

房型介紹 - 精典四人房 
訂價：15,000元 + 10% 
房型介紹： 
兩中床(145*200)的設計適合全
家一起遊玩，或與朋友散心休閒
居住，在12坪的空間中，給您家
庭房的尊貴，窗外的美景是一望
全綠的竹海，牽動您嘴角的笑意。 
註：經典四人房現場另加價300
元升等豪華四人房。 
 
客房設施： 
■ 液晶電視(含衛星頻道) 
■ 免費米堤好水 
■ 精選茶包與咖啡 
■ 客房內保險箱 
■ 客房冰箱 
■ 浴室內附止滑地墊   



 

房型介紹 – 豪華四人房 
訂價：16,000元 + 10% 
房型介紹： 
兩大床(165*200)的設計適合全家
一起遊玩，或與朋友散心休閒居
住，在12坪的空間中，給您家庭
房的尊貴，窗外的美景是一望全
綠的竹海，牽動您嘴角的笑意。 
 
 
 
客房設施： 
■ 液晶電視(含衛星頻道) 
■ 免費米堤好水 
■ 精選茶包與咖啡 
■ 客房內保險箱  
■ 客房冰箱 
■ 浴室內附止滑地墊  



 

房型介紹 - 米蒂亞套房 
訂價：28,000元 + 10% 
房型介紹： 
擁有古董級傢俱的米蒂亞套房，有三種不同
的風格，大約均在15到20坪，在溫暖的客廳
中以明亮藍與溫馨黃為主軸，給您高貴又恬
靜的感覺。米蒂亞套房裡豪華又舒適的大床
(180*200)、古董級的進口躺椅，不論是採光、
燈飾、地毯、都讓您享受尊榮。住宿期間有
專屬禮賓接待人員貼身服務，您將擁有特殊
的禮遇，所有館內的設施，皆可優先預約使
用。 

 
客房設施： 
■免費寬頻上網  
■液晶電視(含衛星頻道) 
■報紙             ■貴賓交誼廳使用 
■香檳             ■迎賓A級水果 
■簡式下午茶       ■客房內保險箱 
■頂級浴袍         ■精選茶包咖啡、餅乾 
■頂級進口沐浴用品組  
■專屬接待人員服務 
■招牌地瓜蛋糕伴手禮  
■保健足療每人乙次 
■米堤好水伴手禮  
■山泉水湯屋乙間 

■浴室內附止滑地墊     



 

房型介紹 - 米堤套房 
訂價：42,000元 + 10% 
房型介紹： 
大師級高質感的設計，搭配古董級高雅傢俱，
讓您宛如置身在歐洲王宮中。在22坪的空間
裡，備有舒適一大床(180*200)及兩小床
(120*200)，給您全家極致的品味，並讓您
自在、舒適又溫暖。在豪華的客廳中，您可
以感受另類的幸福，也處處可見我們的用心。
住宿期間有專屬禮賓接待人員貼身服務，您
將擁有特殊的禮遇，所有館內的設施，皆可
優先預約使用。 

 
客房設施： 
■免費寬頻上網  
■液晶電視(含衛星頻道) 
■報紙           ■貴賓交誼廳使用 
■香檳           ■迎賓A級水果  
■簡式下午茶     ■客房內保險箱 
■貴賓交誼廳使用 ■山泉水湯屋乙間  
■頂級浴袍       ■精選茶包咖啡、餅 乾 
■米堤好水伴手   ■山泉水湯屋乙間  
■頂級進口沐浴用品組 
■專屬接待人員服務 
■招牌地瓜蛋糕伴手禮  
■保健足療每人乙次  

■浴室內附止滑地墊     



 
美食饗宴 

(廳別介紹) 



 

大廳酒吧 
型態：咖啡酒廊 
 
樓層：B2大廳 
 
營業性質： 
充滿濃厚歐洲風情的空間環境，大型華
麗的水晶燈飾、製造古典的桌椅與窗檯
簾幕，散發出悠閒浪漫的舒適意境，身
處琴聲悠揚的場域中，無論品酒、觀瀑、
洽商、靜思都能徹底擁有身心放鬆的無
上絕佳享受。 提供各式咖啡、茶、新
鮮果汁、各式雞尾酒、甜點等，為午後
時光享受英式下午茶的最佳去處。 
 
營業時間：11:00~22:30 



 

米勒廳 
型態：西式餐廳 
 
樓層： B2大廳 
 
營業性質： 
水晶燈飾營造羅曼蒂克氣氛，搭配專業
大廚精湛的料理手藝，供中/西式等各式
各樣具有特色的異國美食，邀請貴賓饗
用。 
 
◆座位數：約130人 
 
營業時間：早餐07:00~10:00  
                       午餐11:30~14:00  
                       晚餐17:30~20:30 



 

清苑廳 
型態：中式餐廳 
 
樓層：B1 
 
營業性質： 
垂卦在天花板上的宮廷式水晶燈，配上
金黃點綴火紅的高級地毯，宛如走入時
空隧道。以中式料理手法，推出特選精
緻創意料理、山珍美饌及各式美味套餐。 
 
◆座位數：16桌，約160人  
 
營業時間：午餐11:30~14:00  
                       晚餐17:30~20:30 



 

漢宮廳 
型態：宴會廳 
 
樓層：B1 
 
營業性質： 
中式宴會廳，可遠眺青山竹海，約可
容納23桌，亦可當大型會議室使用，
備有150吋升降式投影螢幕，會議與宴
會的優質場所。 
 
◆座位數：約23桌，230人 
 
營業時間：午餐11:30~14:00  
                       晚餐17:30~20:30 



 

池畔酒吧 
型態：咖啡酒廊 
 
 
營業性質： 
位於泳池旁的酒吧，周圍環繞著高級
紫檀木，除了調節池畔周圍的溫度，
同時散發陣陣天然香氣。另外不定時
高水準的外國樂手現場演奏，讓您的
耳朵來場豐富的音樂饗宴；酒吧供應
著各式調酒與飲品，來杯清涼的雞尾
酒，讓您如同悠游於泳池中的清涼暢
快。 



 

嘉慶廳 
型態：中式餐廳 
 
樓層：B1 
 
營業性質： 
單間 16 人桌面獨立廂房，享受專人
為您的桌邊服務，使用高級銀器及
水晶杯，及遠眺青山竹海，彷彿讓
人置身豪華宮廷一般。 
 
 
 
◆座位數：1桌，最大人數16人 



 

康熙廳、雍正廳、乾隆廳 
型態：中式餐廳 
 
樓層：B1 
 
營業性質： 
獨立中式廂房，可隔間獨立單包廂，
有自家人的私人空間，是家庭聚餐與
朋友聚會的好場所，有歡唱卡拉 OK，
包廂內將有專人為您桌邊服務，享受
高優質的米堤之旅。 
 
 
 
◆座位數：最大容納5桌，約50人 



 

渡假會議 
(宴會/會議設施) 



 

倫敦 

樓層：B1（19坪） 
 
營業性質： 
 
◆小型會議室  
 
圓桌型會議室，提供會議設備使會
議更加圓融，為主管級會議的最佳
選擇。 



 

雅典 

樓層：B1（19坪） 
 
營業性質： 
 
◆小型會議室 
 
擁有專業長型會議桌以及小型休息
沙發區，適合舉辦小型的私人宴會
或展示會，進行商務聯誼或是三五
好友聚會。 



 

羅馬 

樓層：B1（17坪） 
 
營業性質： 
 
◆小型會議室 
 
適合舉辦圓桌會議及簡單的宴會。 



 

巴黎 

樓層：B1（13坪） 
 
營業性質： 
 
◆小型會議室 
 
可機動性的調整會議桌排列形式，
適合舉辦業務會議、產品研討會或
小型會議。巴黎廳可與波昂廳合併
使用，合併後會議室空間約（26
坪）。 



 

波昂 

樓層：B1（13坪） 
 
營業性質： 
 
◆小型會議室 
 
可機動性的調整會議桌排列形式，
適合舉辦業務會議、產品研討會
或小型會議。波昂廳可與巴黎廳
合併使用，合併後會議室空間約
（26坪）。 
 



 

米堤 

樓層：B1（31坪） 
 
營業性質： 
 
◆中小型會議室 
 
可機動性的調整會議桌排列形式，
適合舉辦中小型會議或是宴會，
配合多樣化的先進視聽設備，可
結合其商務、娛樂設備進行視訊
會議或是主題派對。 



 

漢宮 
樓層：B1（106坪） 
 
營業性質： 
 
◆大型會議室 
 
中式宴會廳，可遠眺青山竹海，
貴氣的會議廳鋪以典雅，精緻的
水晶吊燈，呈現出氣勢磅礡的空
間感，可當宴會廳亦可當大型會
議室使用，備有150吋升降式投影
螢幕、投影機、燈光、音響，加
上專業的服務人員替您細心的掌
控活動流程，結合商務與宴會娛
樂，是您會議與餐宴的最佳場所 。 



 

米羅 

樓層：B2（106坪） 
 
營業性質： 
 
◆大型會議室  
 
圓桌型會議室，提供會議設備使
會議更加圓融，為主管級會議的
最佳選擇。 



 

休閒設施 



 

米堤精品館 

各式精美紀念品、珍
奇珠寶首飾、 
多樣貌藝術擺飾等藝
品。 
 
 
 
 
 
 
 
開放時間：09:00~23:00 



 

健康足浴 

  

腳底按摩起源於四千年前的中國。
經由專家高超的技藝讓您腿部放
鬆、增強血脈運行，調理臟腑，
疏通經絡，加強新陳代謝功能，
保持青春活力，刺激細胞產生活
力，消除一身的疲憊，讓您有通
體舒暢的效果。 
 
 
開放時間：平日 15:00~23:00 
          假日 14:00~23:00 
收費標準：每人800 ~ 2000元/節(40分鐘) 
          預約請洽足浴師傅，分機858 



 

KTV 
館內有四間KTV包廂，整體空間的優雅
設計，包廂內備有專業級的音響設備以
及大型液晶螢幕，身歷其境的高品質環
場音效與少見的ＫＴＶ光纖燈光設計，
你可享受專業歌手般的唱歌品質盡情歡
唱，讓您陶醉其中，流連忘返。 
 
 
開放時間：09:00~24:00 
收費標準：小包廂850元/時+10%服務費 
          大包廂1000元/時+10%服務費 
備註說明：每人酌收最低消費100元(餐食折   
          抵10%另計)、可抵啤酒、飲料、 
          茶點，如攜帶酒類須加收開瓶費， 
          最晚入場22:00。 



 

山泉水三溫暖 
三溫暖浴池有檜木製的高溫乾烤箱、
以及冷、熱二種不同溫度的池子。讓
您藉著數次的熱冷循環，鬆弛緊張肌
肉，洗滌一身的疲憊，可以促進您的
血液循環，使您容光煥發，經神奕奕，
使身體肌肉達到舒解壓力之目的。 

開放時間：一、三、四、五、六、日 08:00~22:30；              
          二 15:00~22:30 
結束時間：22:30 
收費標準：房客免費(不限次數)  
          非房客收費1000元/人 
備註說明：男女分開裸湯、最晚入場22:00，現場  
          提供毛巾及置物櫃鎖匙， 未滿14歲(含) 

          孩童禁止進入。 



 

棋藝室 

棋藝室備有四間的空間，象棋、撲克牌、
麻將應有盡有，讓您三五好友一起來開
發腦力、陶冶性情、激發潛能、磨練堅
強意志，體驗這運籌策劃永垂不朽的戰
爭藝術。 

開放時間：09:00~23:00 
棋藝室收費標準：房客免費非房客收費500元(1H)/桌 
麻將室開放時間：09:00~24:00 
麻將室收費標準：大包廂800元/時 +10%服務費， 
                小包廂500元/時+10%服務費。 
備註說明：第一次以2小時為單位，第3小時起 
          以1小時為單位，贈送米堤好水，    
          最晚入場時間22:00。 



 

山泉水湯屋 

館內的山泉水湯屋，用特殊的機器將分
子打散，產生微細泡沫，加強血液循環，
沉浸在此山泉湯屋，可加強您的身體保
健，視覺亦是一大享受。同時內部大量
使用檜木建材，讓室內瀰漫著檜木香氣，
讓您感受到身心舒暢，忘卻煩憂。 
 
 
 
收費標準：1200元 / 90分鐘、 
          非房客收費1500元 / 90分鐘 
開放時間：09:00~22:30 
備註說明：需提前60分鐘預約， 
          最後預約時間 20:00， 
          預約請洽休閒育樂櫃檯分機 856。 



 

親子歡樂室 

親子歡樂室內設有投籃機、
運動競技類，充滿著年輕的
元素，讓您在此感受到年輕
的活力。 
 
 
 
 
開放時間：09:00~23:00 
收費標準：需使用現金投幣 
          房客免費、非房客 2H/500元/人 



 

撞球室/桌球室 
撞球室專屬包廂空間讓您享有一桿進洞的快
感，不論定桿、推桿、跳球等技術，對於訓
練定力與耐力都是一項極佳的運動，米堤提
供良好環境供您培養友誼與親子間的幸福。 
 
桌球室米堤提供專屬桌球空間供您穿梭小黃
球間充分享受揮拍快感，汗水加得分是雙贏，
推球與殺球是拉近彼此之間的情誼，快來享
受以球會友的樂趣吧! 

開放時間：09:00~23:00 
收費標準：房客免費、非房客收費500元/桌 
設施內容：撞球、桌球區 
備註說明：撞球區未滿14歲兒童需家長全程陪同。 
          桌球區提供桌球球具，位於親子歡樂室 
          內。每場次使用30分鐘。 



 

健身區 

空間寬敞的體適能活動室裡，充滿著
健康的元素，健身房內擁有跑步機、
腳踏車機、腹部按摩機以及配備高級
液晶電視可供您一邊運動的同時還可
以接受資訊，讓您擁有健美的體態以
及調整充足的活力去享受其他各種休
閒活動。 

開放時間：09:00~23:00 
設施內容：健身設施 
收費標準：房客免費(不限次數) 
          非房客收費1000元/人  
備註說明：未滿14歲請勿使用健身器材，使用 
          健身器材請務必穿著運動鞋，現場  
          提供免費租借。 



 

寶貝世界 

創造童趣、保有天真的寶貝世界
館，擁有安全的兒童玩具，如玩
具屋，玩具車，讓您的孩子，體
驗辦家家酒的角色扮演樂趣，遨
遊充滿歡笑的世界，近距離感受
親子間互動的情緒，另外並備有
電腦資訊中心，可提供您休閒時
上網使用。 
 
 
 
開放時間：09:00~23:00 



 

大廳酒吧 

充滿濃厚歐洲風情的空間環境，
製造古典華麗的桌椅與窗檯簾幕，
在散發出悠閒浪漫的舒適意境，
身處琴聲悠揚的場域中，無論品
酒、觀瀑、洽商、靜思都能徹底
擁有身心放鬆的無上絕佳享受。 
 
 
 
開放時間：11:00~22:00 
基本消費：NTD 150元 
樂團演奏時間：15:00 ~ 16:00 
              20:30 ~ 22:00 



 

池畔酒吧 

位於泳池旁的酒吧，周圍環繞著高
級紫檀木，除了調節池畔周圍的溫
度，同時散發陣陣天然香氣。另外
不定時高水準的外國樂手現場演奏，
讓您的耳朵來場豐富的音樂饗宴；
酒吧供應著各式調酒與飲品，來杯
清涼的雞尾酒，讓您如同悠游於泳
池中的清涼暢快。 
 
  
 
  
開放時間：20:00~22:00 
基本消費：NTD 150元 



 

襌心居 
公司簡介： 
本公司經營茶業已有三代茶人的經驗，累積三代傳承下
的豐厚栽植與茶藝經驗，將原有的專業栽種、製茶提升
到產品品質及管理的整合以及茶道文化的推廣，並引進
健康概念的有機栽種、農藥殘留檢測、品質控管等等，
以「安心、創新、專業、天然健康」為經營理念。 2002
年我們以"遊遍名山訪茗茶"，精神開發之茶品牌「遊山
茶訪」，秉持著嘉振茶人專注、細心的態度，親身蒐羅
高山新芽憪心焙製，包含著茶人的汗水、智慧與用心，
「專家嚴選、品質一致」更是我們對茶友不變的承諾。 
經典茶款—遊山茶訪【翡翠系列】 
累積多年焙茶經驗創新而生的，蒐羅各山區高海拔優質
茗品 很難想像茶也有中庸之味吧！【翡翠系列】是我們
累積多年焙茶經驗創新研發，經細膩的人工撿枝工序，
再施以多道繁複的獨門焙火技術，淬練出原茶的活性、
甘香濃韻，清澈亮麗的金黃湯色，入喉滋味鮮醇、圓潤、
富活性，並透著持久花香般的回甘香息。這極致特點組
合，不論是喝茶的饕客，亦或入門者，皆可輕鬆的順應
感官直覺，探索頂極翡翠茶款的豐富多樣性。 

開放時間：09:30 ~ 21:00 



 

藝文中心 

藝文中心創立是為結合觀光、
文化、藝術，提供創新的休
閒旅遊價值，不但使飯店邁
向觀光休閒的全新領域，更
為美麗的溪頭注入豐富的文
化意涵。米堤大飯店不定期
舉辦各式藝文展覽，讓旅客
到來有不同的驚喜與感動。 



 

天然藝品館 

南投好山好水孕育出許多稀
有珍寶，米堤引進珠寶精品
塑造美學藝品，讓旅客有置
身博物館的感覺，結合設計、
創意、溫馨，並以傳家藝品
作為訴求，經由專業服務人
員說明，外地遊客可放心選
購與收藏。 
 
 
 
開放時間：09:00~22:00 



 

沙發電影院 

位於B3的電影院是您在旅途
中釋放一身疲憊與沉重壓力
的地方，不定期更換影片，
適合全家一同欣賞與同樂。 
 
 
 
 
 
 
開放時間：09:30~22:30 
收費標準：房客免費 
          非房客500元/人 



 

山泉水游泳池 
在米堤休閒不止是休閒，信手拈來全是
賞心悅目的美景，泳池的水引自山泉而
成的山泉水游泳池，周邊並以高級的紫
檀木環繞，除美觀之外更可以調節泳池
四周的溫度，使周圍氣味芳香。您可在
池畔邊的躺椅休憩，藍天、飛瀑盡入眼
簾，水珠與水珠的碰撞可以產生負離子，
讓您觀看美景、享受健康，沉浸在高濃
度的芬多精日光浴中，猶如陶醉在迷人
的圖畫中。 

開放時間：05月~11月 08:00~22:00，最晚入場21:30 
          12月~04月08:00~21:00， 最晚入場20:30 
收費標準：房客免費 非房客收費1000元/人 
備註說明：池深90cm~130cm，請著泳裝泳帽 
          現場提供毛巾及置物櫃鎖匙 



 

名人植樹區 
飯店為環保盡心盡力，不
定期邀約名人參與植樹；
日本前首相夫人、內閣大
臣、台灣新政府團隊、音
樂家、藝術家及政商名流
等皆前來植樹，貴賓在飯
店旁的植樹區親手種下每
一株樹苗，為這趟旅程留
下美好的回憶，它更象徵
環保地球、環保台灣，更
是未來希望。 



 

寵物房 
興致勃勃的帶著寵物出門，卻看見各大
飯店餐廳門口立著「禁止寵物」的標示
嗎？以貼心服務為訴求的米堤大飯店，
提前為您設想到，寬敞明亮、色彩活潑
的場地，超大SIZE的狗屋適合所有體型
的寵物；定時專人清理打掃，是米堤大
飯店為您家的寵物細心準備的寵物間。
讓您無後顧之憂，帶著心愛的寵物，一
起漫遊溪頭，輕鬆享受負離子的包圍。 
 
 
寵物間一夜住宿費用 NTD 500 元/隻 
為了您寵物的健康，請自備狗飼料， 
飯店僅提供天然山泉「米堤好水」。 



 

鄰近旅遊 
景點介紹 



 



 

最新的相關活動訊息及價位 
可至官網查詢或致電洽詢 



 

溪頭 米堤大飯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