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光旅館 for「中央部會暨所屬機關構優惠方案」

110.10.01

(「客製化」優惠方案均可另行逕洽各旅館)
序號 飯店名稱

優惠價格
(未註記者均為標準房含 2 客早餐)
平日：3,800 元

1

假日：5,300 元

110/10/1 至 111/3/31

君悅酒店
平日：4,000 元
假日：5,500 元

2

優惠期限
(部分特定假日不適用)

業務部協理 陳貞如
(02)2720-1200 #3502
0970-061-008

111/4/1 至 111/12/29

台北寒舍 平日：3,300 元

111/3/31

喜來登

(後續優惠另提)

假日：3,900 元

聯絡窗口

joyce.chen@hyatt.com
行銷業務協理 劉蕙穎
(02)2321-5858 #8886
0901-162-788

平日：(1) 3,500 元
(2) 4 人房:6,000 元(含 4 早)
(3) 2 人房:6,000 元
(贈 6,000 餐飲抵用金)
3

晶華酒店 假日：(1) 4,700 元起
(2) 4 人房:7,200 元起
(含 4 早)
(3) 2 人房:7,200 元起
(贈 6,000 元餐飲抵用金)

110/12/30
(後續優惠另提)

行銷業務總監 沈思穎
(02)2521-5000 #3127
0922-268-323

序號 飯店名稱

優惠價格
(未註記者均為標準房含 2 客早餐)

優惠期限
(部分特定假日不適用)

平日：3,500 元
4

圓山飯店 假日：4,000 元

執行副總經理 陳愷璜
111/12/30

(以上均贈西密道文化導覽)
5

6

台北福華

台北遠東

平日：3,000 元(含下午茶)
假日：同平日

聯絡窗口

(02)2886-1818 #1005
0988-576-521

111/12/30

平日：3,812 元

110/12/29

假日：4,389 元

(後續優惠另提)

行銷業務總監 唐忠謙
(02)2326-7527
行銷業務協理 林淑鈺
(02)7700-3021
0976-091-550

平日：(1) 3,900 元(不含早)
7

W 飯店

(2) 5,500 元
假日：(1) 4,400 元(不含早)

110/12/30

行銷業務總監 郭孟芳

(後續優惠另提)

(02)7703-8870

(2) 6,000 元
8

天成飯店

平日：3,300 元(1 泊 2 食)
假日：同平日
平日：(1) 3,500 元

9

君品飯店

(2)1 泊 2 食 3,880 元起
假日：(1) 4,000 元起
(2) 1 泊 2 食同平日

資深業務經理 林妍君
110/12/30

(02)2311-8905#3171
0905-907-558

111/1/28

資深業務經理 邱顯成

1 泊 2 食至 110/11/30

(02)2181-9950#3605

(後續優惠另提)

0975684837

序號 飯店名稱

10

11

12

13

14

15

西華飯店

台北萬豪

台北老爺

亞都麗緻

寒舍艾美

兄弟飯店

優惠價格
(未註記者均為標準房含 2 客早餐)

優惠期限
(部分特定假日不適用)

平日：3,000 元

111/2/28

假日：同平日

(後續優惠另提)

平日：3,500 元

111/2/28

假日：同平日

(後續優惠另提)

平日：2,800 元

110/12/29

假日：3,100 元起

(後續優惠另提)

平日：3,500 元

110/12/30

假日：同平日

(後續優惠另提)

平日：4,200 元

111/3/31

假日：4,600 元

(後續優惠另提)

平日：3,200 元(1 泊 2 食)

110/12/30

假日：同平日

(後續優惠另提)

聯絡窗口
資深業務經理 吳貞毅
(02)2718-6666 #3603
0963-050-883
業務副理 鍾佩君
(02)2175-7999 #1271
0965-312-038
資深業務經理 許懷哲
(02)2542-3299 #392
0986-533-193
行銷業務經理 林郁旋
(02)7735-2357
0936-887-698
行銷業務協理 劉蕙穎
(02)2321-5858 #8886
0901-162-788
業務經理 游怡如
(02)2712-3456 #2135
0916-166-666

序號 飯店名稱

16

美福飯店

17

板橋凱撒

18

台中金典

優惠價格
(未註記者均為標準房含 2 客早餐)

優惠期限
(部分特定假日不適用)

平日：4,800 元

111/8/31

客房業務協理 陳孝宜

假日：5,800 元

(後續優惠另提)

0903-022-100

平日：3,300 元起

110/12/30

業務部副協理 林靜怡

假日：3,700 元起

(後續優惠另提)

0933-011-262

平日：2,800 元

110/12/30

假日：3,800 元

(後續優惠另提)

平日：(1) 2,799 元
19

台中長榮

(2) 4 人房：4,999 元
假日：(1) 3,599 元

110/12/30
(後續優惠另提)

(2) 4 人房：5,999 元
20

21

台南遠東

高雄漢來

聯絡窗口

平日：3,500 元
假日：3,900 起元

110/10/1 至 111/3/31

平日：3,500 元

111/2/28

假日：同平日

(後續優惠另提)

行銷業務 黃靖婷
(02)2563-0908
0975-101-703
業務總監 郭婕湄
(04)2314-8779
0982-668-282
行銷業務部 王佳靖
(06)7028-888 #6810
企劃行銷經理 陳雅芬
(02)2751-7527
0988-573-197

序號 飯店名稱

優惠價格
(未註記者均為標準房含 2 客早餐)

優惠期限
(部分特定假日不適用)

聯絡窗口
業務經理 林景琪

22

高雄國賓

平日：3,200 元
假日：3,500 元

(07)211-5211#2266
111/12/30

0938-288-262
winnie.lin@ambassadorhotels.com

23

高雄福華

平日：3,300 元(1 泊 2 食)
假日：4,100 元(1 泊 2 食)
平日：(1) 3,000 元

24

寒軒國際

(2) 4 人房：3,500 元(含 4 早)
假日：同平日

111/12/30

110/12/30
(後續優惠另提)

業務部協理 孫立輝
0910-277-663
經理 蔡瓊瑢
(07)3322-000#6232
0922-565-284

中央部會暨所屬機關構優惠方案
訂房時請表明預訂「中央部會暨所屬機關構優惠方案」
入住請出示服務證件(詳細方案請洽各飯店)

君悅酒店

台北寒舍
喜來登

晶華酒店

圓山飯店

台北福華

台北遠東

W飯店

天成飯店

3,800元起

3,300元起

3,500元起

3,500元起

3,000元

3,812元起

3,900元起

3,300元起

111年3月31日前

111年3月31日前

110年12月30日前

111年12月30日前

111年12月30日前

110年12月29日前

110年12月30日前

110年12月30日前

02-272012003502

02-2321-5511

02-2523-3636

02-288618181520、8888

02-2326-7558

02-2376-3266

02-7703-8888轉
訂房組

02-8978-6688

君品飯店

西華酒店

台北萬豪

台北老爺

亞都麗緻

寒舍艾美

兄弟飯店

美福飯店

3,500元起

3,000元

3,500元

2,800元起

3,500元

4,200元起

3,200元起

4,800元起

111年1月28日前

111年2月28日前

111年2月28日前

110年12月29日前

110年12月30日前

111年3月31日前

110年12月30日前

111年8月31日前

02-2181-9968

02-2718-1188轉
訂房組

02-8502-0899

02-2542-3266轉
訂房組

02-7735-2357

02-6622-5880

02-2713-0567
02-2713-0568

02-7722-3399

板橋凱撒

台中金典

台中長榮

台南遠東

高雄漢來

高雄國賓

高雄福華

寒軒國際

3,300元起

2,800元起

2,799元起

3,500元起

3,500元

3,200元起

3,300元起

3,000元起

110年12月30日前

110年12月30日前

110年12月30日前

111年3月31日前

111年2月28日前

111年12月30日前

111年12月30日前

110年12月30日前

02-8953-8999

04-2324-6000

04-2324-2277

06-702-8899

07-213-5766

07-211-5211

07-230-7799

07-330-98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