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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green International Hotels Executive Service 
長榮國際連鎖酒店特約服務報價書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國立中央大學   

合約編號 Code： 45002931  
歡迎您加入長榮國際連鎖酒店特約服務(Evergreen Executive Service)，承蒙您對長榮的支持與愛護，長榮國際

連鎖酒店將秉持一貫之經營理念，為您及您的貴賓們提供更完善、更精緻的服務，各項優惠內容謹列述如下： 
 
下列為本特約服務之禮遇服務項目，及訂房注意事項： 
1. 禮遇服務項目/優惠客房價格  
貴公司依 E.E.S.報價，於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止 可享有 長榮國際連鎖酒店 提供下列保證

之優惠房價。 
 
長榮桂冠酒店(基隆) 

房間型態/等級 
定價(TWD) 

標準樓層 /桂冠樓層 
坪數 

標準樓層 
優惠價 

桂冠樓層 
優惠價 

早餐

客數 

海景客房(HS) 
Harbor Single 

$8,000/$8,500 8.59 
$3,300 
$3,700 

$3,800 
$4,100 

一客 
二客 

海景雙人房(HT) 
Harbor Twin 

$8,000 8.59 
$3,300 
$3,600 

- 
一客 
二客 

海景豪華三人房(HDT) 
Harbor Deluxe Triple 

$9,000/$9,500 10.34 $4,900 $4,800 三客 

桂冠家庭四人房(LT) 
Laurel Twin 

$11,000/$11,500 10.16 $6,100 $5,600 四客 

長榮家庭四人房(DT) 
Deluxe Twin 

$11,500/$12,000 13.72 $6,100 $6,000 四客 

豪華套房(ES) 
Deluxe Suite 

$20,000 17.42 -- $9,100 二客 

價格適用範圍與規範 Term and condition： 
 以上優惠價每房每晚均含稅、服務費及早餐。額外咖啡廳自助早餐可享特惠價每客 NT$450（含

稅、服務費）。 
 以上房價遇星期六、國定假日前夕及連續假日需另加價 NT$800。農曆春節初一至初五價格另行

公告。 
 洗衣可享 八折 優惠。如需加床可享優惠價 NT$1,000 含稅、服務費及壹客早餐。 
 每房住宿第三人（含兒童）起，每人加收 NT$ 1000 含稅、服務費。 
 持有長榮航空或全日空(AMC) 貴賓卡者，每次住房可累積 500 哩程數(請於住房前出示)。 
 如連續住宿四日以上，另有「長期住宿優惠專案」提供特殊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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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桂冠酒店(台北) 

房間型態/等級 
定價 

(TWD) 
坪數 優惠價 早餐客數 

高級客房(SR) 
Superior Room 

$ 9,500 8 $4,180 含一客早餐 

豪華雙人房(DT) 
Deluxe Twin 

$ 11,500 12 $4,730 含一客早餐 

高級套房(SSS) 
Superior Suite 

$ 12,500 13 $4,950 含一客早餐 

豪華套房(DSS) 
Deluxe Suite 

$ 16,000 20 $7,150 含一客早餐 

豪華雙人套房(DST) 
Deluxe Suite Twin 

$ 16,000 20 $8,000 含二客早餐 

價格適用範圍與規範 Term and condition： 
 以上房間型態皆含 1 客早餐，額外早餐可享特惠價每客 NT$500(含稅、服務費)。 
 如需加床可享優惠價 NT$1,300 含稅、服務費及壹客早餐。 
 連續住宿五日以上之長期住宿優惠可另享優惠。 
 特惠房價恕不適用於 12 月 31 日，房價優惠請洽負責業務人員。 
 適逢展覽期間（台北國際電腦展及自行車展），每房每晚須另加收 NT$800（含稅、服務費）。 
 貴客如持有長榮航空或全日空(AMC) 貴賓卡者，每次住房可累積 500 哩程數(請於住房前出示)。若遇特

殊假日，本酒店享有調整價格之權利。 
 
長榮桂冠酒店(臺中) 

 
 

坪數 
定價 標準樓層 定價 

貴賓樓層

(E/FLR) 
定價 

桂冠樓層

(L/FLR) 

TWD 一人住宿 TWD 一人住宿 TWD 一人住宿 

高級客房單床(US) 10 $8,200 $3,400 $8,600 $3,700 $9,200 $4,000 

高級客房雙床(ST) 10 $8,200 $3,400   

豪華客房單床(DS) 12   $9,400 $4,100 $10,000 $4,400 

套房(ES) 18 $12,000 $5,100 $13,000 $6,100 $14,000 $7,100 

價格適用範圍與規範 Term and condition： 
 以上特惠價每房每晚均含稅、服務費及 1 客早餐。 
 以上價格僅限住宿使用，如遇特殊需求請洽業務人員。 
 上述合約價格若遇週六或國定假日前夕，每房須另加假日價 NT$500。 
 連續住宿 5 日以上，各房型依簽約價折扣 NT$200；另有「長期住宿專案」提供特殊禮遇，請

洽業務人員。 
 如需加床可享優惠價 NT$1,100 含稅、服務費及壹客早餐，沙發床則享 NT$1,650 含稅、服務費

及貳客早餐。 
 額外咖啡廳自助早餐可享特惠價每客 NT$500（含稅、服務費）。 
 洗衣及商務中心各項設備可享八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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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約公司員工憑公司名片或識別證可享各餐廳餐飲(宴會廳餐飲及點心房除外)及會議場租 九
折優待。 

 農曆春節期間(2020/1/24-2020/1/27)不適用前述特惠房價。春節期間訂房需求請洽負責業務。 
 台中自行車週展覽期間(2020/9/21-2020/9/25)每房每晚需加價 NT$500，如展覽日期有變更，依

官方公布和酒店定義為主)。 
 貴賓如持有長榮航空(EVA)或全日空(AMC)貴賓卡者，每次住房可累積 500 哩程數(請於住房前

出示)。 
 若遇特殊假日，本酒店享有調整價格之權利。 
 
長榮文苑酒店(嘉義)： 

房間型態/等級 訂價(TWD) 優惠價(含稅及服務費) 早餐客數 

高級客房一大床(SS) $6800+10% 
$3,400 
$3,700 

一客早餐 

二客早餐 

高級客房二小床(ST) $6800+10% $3,700 二客早餐 

豪華客房一大床(DS) $7800+10% 
$3,900 
$4,200 

一客早餐 

二客早餐 

豪華客房二小床(DT) $7800+10% $4,200 二客早餐 

高級家庭房(SF) $9800+10% $5300 四客早餐 

家庭親子房(FBB) $10,800+10% $6,300 四客早餐 

文苑套房(SU) $16,800+10% $12,000 二客早餐 

價格適用範圍與規範 Term and condition： 
 以上特惠價每房每晚均含稅、服務費及早餐。 
 如須加人則可享 NT$600+10%，含一客早餐。 
 如遇週六、國定假日及其前夕須加價 NT$600。 
 前述特惠房價於農曆春節期間(2020/1/24-1/29)恕不適用。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房間型態/等級 訂價(TWD) 坪數 優惠價(含稅及服務費) 早餐客數 

豪華單床客房(DSG) $ 6,200 10.5 $3,200 含 1 客早餐 

豪華雙床客房(DTW) $ 6,800 10.5 $3,500 含 2 客早餐 

闔家溫馨房(FTW) $ 9,000  11 $5,200 含 4 客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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闔家雅緻房(QTW) $ 9,300  11 $5,500 含 4 客早餐 

經典套房(SST) $ 9,000 21 $5,200 含 1~2 客早餐 

闔家經典套房(FST) $ 11,000 21 $6,200 含 4 客早餐 

價格適用範圍與規範 Term and condition： 
 以上特惠價每房每晚均含稅、服務費及早餐。 
 如須加床則可享 NT$900 含稅、服務費不含早餐；加床 NT$1200 含稅、服務費及一客早餐。 
 每房住宿第三人（含兒童）起，每人每晚加收 NT$ 500 含稅、服務費及一客早餐。 
 前述特惠房價於農曆春節期間(2020/1/24-1/27)恕不適用。 

 
長榮鳯凰酒店(礁溪)： 
2020/1/1-2/29、7/1-8/31、10/1-12/31 優惠房價 (以”每房”作計價) 

房間型態/等級 
住房 
人數 

每房訂價

(TWD) 
坪數 

每房優惠價(NT$) 

平日 
(週一~週四) 

旺日 
(週五、週日) 

假日 
(週六、國定假日、連

續假期) 

高級洋式客房 二人 $16,600 12 8,000 9,000 11,600 

豪華洋式客房 二人 $18,000 12 8,800 9,800 11,800 

 日式家庭房 三人 $20,600 12 11,200 12,200 14,200 

高級家庭房 四人 $22,000 12 12,800 13,800 15,800 

豪華家庭房 四人 $25,000 15 13,600 14,600 16,600 

歐式套房 二人 $28,000 22 16,000 17,000 19,000 

和洋式套房 四人 $36,000 20 20,800 21,800 23,800 

和風套房 四人 $36,000 24 20,800 21,800 23,800 

＊上述報價皆含早餐、晚餐。 

＊2020/1/24-1/28 農曆春節期間入住，房價將以原房型定價計價 
＊2020/1/23、6/28、12/31 以旺日計價 
2020/2/28、4/2~4/3、5/1、6/25-6/26、10/1-10/2、10/9 入住，以假日價格計價 
日期定義以長榮鳳凰酒店(礁溪)官網公告為主。 

 
 
 
 
2020/3/1-6/30、9/1-9/30 優惠房價(以”每房”作計價) 

房間型態/等級 住房 每房訂價 坪數 每房優惠價 每房優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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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TWD) 平日(週日至週五) 假日(週六及連續假日) 

高級洋式客房 二人 $16,600 12 8,000 11,600 

豪華洋式客房 二人 $18,000 12 8,800 11,800 

 日式家庭房 三人 $20,600 12 11,200 14,200 

高級家庭房 四人 $22,000 12 12,800 15,800 

豪華家庭房 四人 $25,000 15 13,600 16,600 

歐式套房 二人 $28,000 22 16,000 19,000 

和洋式套房 四人 $36,000 20 20,800 23,800 

和風套房 四人 $36,000 24 20,800 23,800 

價格適用範圍與規範 Term and condition： 
 長榮鳳凰酒店(礁溪) 以每房計價。每人房價含早、晚餐；如不使用晚餐，可更換為自助式

午餐使用，唯不退差價。 
※此報價提供之晚餐定價為 NT$980+10%/客，若於特殊節日或主題美食節入住，須補足當

日餐飲定價差額。特殊節日與主題美食節日期以長榮鳳凰酒店(礁溪)官網公告為主。 

一、加人服務 (含大人及兒童) 每房加人至多 2 位 (含大人及兒童，加床最多 1 位)，唯日

式家庭房限加 1 位不佔床兒童，高級家庭房恕無法加人。日式家庭房、高級家庭房

及歐式套房恕不得加床。 

二、加人加價收費標準：   

．6 歲(含)以下兒童不佔床免費。 

．7 歲以上未滿 12 歲兒童不佔床，每人每晚加收 NT$1,600+10% ，費用內含專

案餐食、客房備品及酒店設施使用。唯不含鋪床服務。 

．加床收費標準：每人每晚 NT$2,200+10%，內含專案餐食、客房備品及酒店設

施使用。 

 酒店入住時間：15:00 後，結帳退房時間：11:00 前；為確保房客的住宿品質，訪客請於 23:00
前離開飯店，若逾時則視同住宿收費。 

 以上房價不含芳療 SPA、湯屋、岩盤浴等設施使用。 
 貴公司及所屬之員工於使用此特惠同時仍需遵循飯店各項消費暨訂房規則。取消或延期之訂金

沒入辦法及 2020 年房價或內容如有變更，則以酒店公告為主，恕不另行通知；本報價書於

有效期限結束後，非經雙方重新協議簽訂，即視為自動失效。 
 貴公司及所屬之員工若經由旅行社或特殊優惠方案安排則不另享有此特惠內容；貴公司同意於

合約履行期間不定期提供所屬公開場所呈列飯店文宣物品、如：海報、產品簡介、公司網路及

電子郵件信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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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優惠專案限【企業會員】獨享，訂房及入住時請提供合約代碼(公司統編)及員工本人識別證

正本，且須本人同行入住，每人每次限訂房 2 間。 
 
長榮桂冠酒店(曼谷)  Evergreen Laurel Hotel (Bangkok) 

匯率 Currency: THB 

房間型態/等級 訂價(THB) 坪數 優惠價 

豪華單/雙人房 
Deluxe Single/Twin Room 

$5,400 
 

11 
$2,800 net(含 1 早)/$3,100 net(含 2 早) 

商務套房 
Junior Suite Single/Twin Room 

$9,000   21 $3,500 net(含 1 早)/$4,000 net (含 2 早) 

價格適用範圍與規範 Term and condition ： 
 以上特惠價每房每晚不含稅、服務費。 

Tax, service charge are excluded for above rate. 
 如須加訂第三人加床費用則可享 THB1600 net（均含稅、服務費及 1 客早餐）。 

Additional THB1600 net for the extra bed (including ONE daily breakfast and service charge, tax). 
 咖啡廳自助早餐價格另加訂,每客優惠價小孩:USD6++/大人:USD12++(含稅及服務費)。 

A surcharge of Child: USD6++/Adult: USD12++ will be applied for extra one daily breakfast. 
 機場接送: 每車單次接送費 Toyota Camry THB1300 net /Van THB2000 net。 

Limousine service: Toyota Camry THB1300 net /Van THB2000 net  (Per trip/Per car)。 
 於事前告知前提下，酒店保留變更房價及其他相關費用之權利。The hotel reserves the right for 

adjusting the room rate and miscellaneous charges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notices. 
 ++意指 10%之服務費及 7%之政府稅。 

++mean 10% service charge, 7% government tax. 
 
長榮桂冠酒店(檳城)  Evergreen Laurel Hotel (Penang) 

匯率 Currency: 馬幣 MYR 

房間型態/等級 訂價 坪數 優惠價 

高級單/雙人房 
Standard Single/Twin Room 

MYR600 9.7 MYR278 Nett (含 1 早)/ MYR303 Nett (含 2 早) 

豪華單/雙人房 
Deluxe Single/Twin Room 

MYR650 9.7 MYR298 Nett (含 1 早)/ MYR323 Nett (含 2 早) 

價格適用範圍與規範 Term and condition ： 
 以上價格已包含服務費及 6%之銷售及服務稅，及檳城市政府代收之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稅每房每晚

MYR3.00 但不含旅遊稅每房每晚 MYR10.00。 
Room rates quoted are inclusive of 10% Service Charge, 6% Sales & Services Tax and Penang Local Government 
Fee MYR3.00 per room per night but exclude Tourism Tax MYR 10.00 per room per night. 

 如須加訂第三人加床費用則可享大人:MYR110 Nett (含 1 客早) , MYR85 Nett (加床不含早)，12 歲以下不

佔床者免費。 
Additional MYR110 Nett , MYR85 Nett (Bed only), and child under 12 years old sharing with parent is free of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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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廳自助早餐價格另加訂, 每客優惠價大人: MYR25 Nett。 
A surcharge of Adult: MYR25 Nett will be applicable for extra one daily breakfast. 

 機場接送: 每車單次接送費機場至飯店 Hotel Limo-MYR75Net. 飯店至機場 Hotel Limo-MYR70Net.  
(若接送時間為 23:00pm 至 07:00am 期間者,需加收 50%之機場接送費用)。 
Limousine service: Hotel Limo-MYR75Net (Airport-hotel/Per car). Hotel Limo-MYR70Net (Hotel-airport/Per 
car)。Additional 50% of Limousine service will be charged during the period of 23:00pm till 07:00am.  

 於事前告知前提下，酒店保留變更房價及其他相關費用之權利。 
The hotel reserves the right for adjusting the room rate and miscellaneous charges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notices. 

 假日加價:特殊節, 農曆春節及其前夕(Jan 24 – Jan 28, 2020)期間每房每晚須另收 MYR25 Nett (假日及特殊

節日期間請參考酒店公告)。 
A surcharge of MYR25 Nett will be applicable for each room per night during the eve/long weekend & Chinese 
New Year (Jan 24 – Jan 28, 2020). (Holiday period as hotel’s announcement.)  

  
長榮桂冠酒店(巴黎)  Evergreen Laurel Hotel (Paris) 

匯率 Currency: 歐元 EUR 

房間型態/等級 訂價 坪數 優惠價(含 1~2 早) 

高級單/雙人房 
Standard Single/Twin Room 

€350 8.5 €190NET 

豪華單/雙人房 
Deluxe Single/Twin Room 

€390 9.4 €210NET 

價格適用範圍與規範 Term and condition ： 
 以上特惠價每房每晚均含營業稅、服務費，但不含居住稅：每人每晚 EUR2.88Net，價格以政府公告為準，

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Rates are inclusive of VAT and service. City tax EUR 2.88Net per person per night is extra,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如須加訂第三人加床費用則可享 EUR50Net。（均含營業稅、服務費及 1 客早餐，但不含居住稅）。 

Additional EUR50Net for the extra bed (including ONE daily breakfast, service charge and VAT, except city 
tax). 

 咖啡廳自助早餐價格另加訂, 每客優惠價 EUR19Net (含稅及服務費)。 
A surcharge of EUR19Net will be applied for extra one daily breakfast. 

 於事前告知前提下，酒店保留變更房價及其他相關費用之權利。 
The hotel reserves the right for adjusting the room rate and miscellaneous charges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notices. 

 秀展期間(含展期最後一日)，每房每晚加價 EUR40 Net： 

2/11-2/13、5/19-5/21、6/8-6/11、9/14-9/17、10/18-10/22、11/23-11/26。  

An extra fee of EUR40 Net per room per night during exhibition dates in 2020 (last day included) : 

FEB11-FEB13、MAY19-MAY21、JUN8-JUN11、SEP14-SEP17、OCT18-OCT22、NOV23-NOV26. 

 周末(周五至周日)及暑假(七月至八月)期間，每房每晚優惠 EUR 50 Net (秀展期間除外)。 

During weekend and summer vacations (except exhibition dates), EUR 50 Net discount, per room per 

night, will be applied to all room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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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桂冠酒店(上海)  Evergreen Laurel Hotel (Shanghai) 

匯率 Currency: 人民幣 RMB 

房間型態/等級 訂價 坪數 優惠價(含 1 早) 

標準單/雙人房 
Standard Single/Twin Room 

$2,299 8.3 RMB788(含 1 客早餐) 

高級單/雙人房(有浴缸) 
Superior Single/Twin Room 

$2,499 9.5 RMB888(含 1 客早餐) 

豪華大床房 
Deluxe Single Room 

$2,699 11.9 RMB988(含 1 客早餐) 

豪華家庭房 
Deluxe Family Room 

$2,699 11.9 RMB1188(含 1-2 客早餐) 

豪華套房 
Deluxe Suite 

$3,699 20.6 RMB1588(含 1-2 客早餐) 

價格適用範圍與規範 Term and condition ： 
 以上特惠價每房每晚均含稅、服務費。 

Tax, service charge are included for above rate. 
 如須加訂第三人加床費用則可享 RMB200Net。（均含稅、服務費）。 

Additional RMB200Net for the extra bed (including service charge, tax). 
 咖啡廳自助早餐價格另加訂, 每客優惠價 RMB100Net (含稅及服務費)。 

A surcharge of RMB100Net will be applied for extra one daily breakfast. 
 於事前告知前提下，酒店保留變更房價及其他相關費用之權利。 

The hotel reserves the right for adjusting the room rate and miscellaneous charges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notices. 

 
2. 訂房優先候補權 
如遇飯店客滿,E.E.S 合約公司訂房享有最優先候補權。 
 
3. 各項免費之服務及使用設備 
簽約公司之貴客得享有免費之迎賓水果籃，每日日報及酒店健身房、兒童遊戲室、游泳池、三溫暖等館內設

施。 
 
4. 訂房注意事項 

(1)本報價書之有效日期，自簽約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2)請於每次訂房時告知 E.E.S 合約代碼，以利確定訂房紀錄之正確性，訂房需由本飯店確認有空房位並經

本酒店確認始生效。 
(3)上述折扣或優惠價僅適用於 E.E.S 公司直接與飯店訂房；此外，任何涉及佣金或訂房費用的訂房(如旅行

社)均不適用此優惠房價或折扣。 
(4)E.E.S 簽約公司之總住房天數將做為調整下年度 E.E.S 合約折扣之根據。 
(5)訂房保證時，飯店接受預付訂金、信用卡授權書或是由 E.E.S.公司出具之保證函等方式。 
(6)除為本服務合約書之履行外，不得洩露或使用本服務合約書之資料於第三人，長榮酒店國際連鎖保留更

動及停止以上各項條款、折扣或相關內容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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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客服代表 
為提供更優質與精緻之個人化服務，本酒店均有貴公司之專屬客服代表隨時待命為您効勞。 

您的客服代表： 徐瑞宏 Email: 
rayhsu@evergreen-hotels.com 

聯絡電話： 
02-2518-8399#2306 
0977-531-892 

 
6. 連鎖酒店服務 
長榮桂冠酒店(臺中) 業務部電話：(04) 2324-2235 訂房專線電話：(04) 2324-2277 

電子郵件信箱：tcgsls@evergreen-hotels.com  電子郵件信箱：elhtcg@evergreen-hotels.com  
長榮桂冠酒店(基隆) 業務部電話：(02) 2429-8830 訂房專線電話：(02) 2423-0202 

電子郵件信箱：klgsls@evergreen-hotels.com  電子郵件信箱：elhklg@evergreen-hotels.com 
長榮桂冠酒店(台北) 業務部電話：(02) 2501-9988 訂房專線電話：(02) 2501-9988 

電子郵件信箱：tpesls@evergreen-hotels.com 電子郵件信箱：elhtpe@evergreen-hotels.com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業務部電話：(06) 337-3888 訂房專線電話：(06) 289-9988 

電子郵件信箱：ssd@tscevergreen.com.tw   電子郵件信箱：ssrv@tscevergreen.com.tw   
長榮鳯凰酒店(礁溪) 業務部電話：(02) 7730-7888 訂房專線電話：(03) 910-0688 

電子郵件信箱：sls@phxevergreen.com.tw   電子郵件信箱：reservation@phxevergreen.com.tw   
長榮文苑酒店(嘉義) 業務部電話：(05)366-9988 

電子郵件信箱：ephchy@wyn-evergreen.com.tw 
訂房專線電話：(05)366-9977 
電子郵件信箱：ephchy@wyn-evergreen.com.tw 

   
 TEL: +886 (0) 2 2504 8800 

FAX: +886 (0) 2 2518 5568 
reservation@evergreen-hotels.com 

 

   
Evergreen Laurel Hotel (Paris) Evergreen Laurel Hotel(Bangkok) Evergreen Laurel Hotel (Penang) 
TEL :+33 (0) 1 4758 8899 
FAX:+33 (0) 1 4758 8888 
E-MAIL: elhpar@evergreen-hotels.com 

TEL :+66 (0) 2 266 9988 
FAX:+66 (0) 2 266 7222 
E-MAIL: elhbkk@evergreen-hotels.com 

TEL :+60 (0) 4 226 9988 
FAX:+60 (0) 4 226 9989 
E-MAIL: elhpen@evergreen-hotels.com 

 
Evergreen Laurel Hotel (Shanghai) 

 
 

 
 

TEL :+86 (21) 8016 9988 
FAX:+86 (21) 8016 0586 
E-MAIL: elhshg@evergreen-hotels.com 

  

 
 
 

  

  負責人: 
  職稱: 
 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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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電腦資料更新一覽表 
 
為提供訂房時更迅速之服務及更新貴公司於本酒店之電腦資料，敬請填入下列相關資料，

謝謝！並請將本資料與經公司合約簽署負責人簽名蓋章後之合約副本一同列印後回傳，本報

儥書方可正式生效。如有其他需求敬請聯絡貴公司之專屬客服代表。 

公司統一編號 
Company ID 

 

公司中文名稱 
Company Name(Chinese) 

 

公司英文名稱 
Company Name(English) 

 

公司地址 
Company Address  

 

公司網頁位址 
Company website 

 公司電子郵件信箱 
Company E-Mail  

 

公司電話號碼 
Telephone No. 

 公司傳真號碼 
Fax No. 

 

負責人姓名 
General Manager 

 生日 
Birthday 

 

分機： 
Ext.：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聯絡人姓名 
Contact Person 

 生日 
Birthday 

 

分機： 
Ext.：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s 

 

產品業別 
Category of Industry 

 年度預估產值數 
Forecast Room nigh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