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华会酒店
华会指定酒店：
A.福华国际文教会馆(Howard Civil Service International House)
Address: No. 30, Sec. 3, Shin-Sheng South Road. Taipei, 106,Taiwan, R.O.C.
Phone:+886-2-7712-2323

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座落於學術文化薈萃之區，便捷的交通及絕佳的地理環境，是公務人員發
展中心為健全公務訓練體系及進修環境而委託福華大飯店經營管理的優質場所。客房設施備有多頻
道衛星電視、IDD 國際直撥電話、冰箱、液晶電視，備有免費礦泉水、茶包及自助沖泡器具。餐飲
設施 1F 恬園餐廳提供多種選擇之複合式自助餐點。B1 風尚咖啡廳供應午、晚餐與中式小吃、單點
桌菜、西式套餐及精緻下午茶，應有盡有，是會客談心最佳場所。
休閒設施具備國際級會議空間、專業教室、健康休閒等多項優良的硬體條件。交通資訊自捷
運台電大樓站 2 號出口，出站左轉沿辛亥路步行約 10~15 分鐘至辛亥路新生南路口左轉，即達福華
國際文教會館。鄰近台大以及師大兩大美食及購物商圈，距離台大校園也只需步行五分鐘，享受人
文以及都市的靈魂洗禮。

福华

台湾大学体育馆

(福华国际文教会馆) 路程：25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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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4 分钟（步行）

华会推荐酒店：
B.捷絲旅台大尊贤馆(Just Sleep)
Address:

No. 83, Sec. 4, Roosevelt Rd., Taipei

10673, Taiwan

Phone:+ 886 2 7735 5088

Just Sleep 捷絲旅為晶華麗晶酒店集團旗下之設計型商務旅館品牌，以「親民價格，貼心服務」為主要訴
求，讓旅客以實惠的價格，享受到超優質的服務。酒店所在地皆擁有極為便利的交通網絡，僅需 5-10 分鐘
的步行時間即可抵達捷運車站，加上傳承自五星級晶華酒店的高水準軟硬體設施與服務品質，為國內外商務
旅客以及自助旅行的背包客打造高品質且舒適便利的住宿享受。在硬體方面，不同於五星級酒店或是奢華的
精品旅館，Just Sleep 捷絲旅是小而美的設計型商務旅館，強調 3B3C3S 的品牌精神，3B 指的是 Bed－舒適
的睡床，採用與五星級晶華酒店相同的優質好床－臥舒麗床墊(Wellspring Bed)與寢具，創造最健康舒適的
舒眠環境；Breakfast－豐盛的早餐，大部份的餐點皆為有機與在地生產，每日早晨由晶華酒店新鮮配送，
讓每位下榻的旅客皆可於 Just Café中無限享用，開啟活力的一天；Bath－時尚的衛浴設備，兼具機能與美
感，小空間中，仍然創造出浴廁分離的設計，讓同時入住兩人時，可以保持隱私與便利，加上比照五星級酒
店的高級備品，打造出時尚高雅的衛浴空間；3C 指的是 Convenience－便利，交通網絡便捷，快速連接整
座城市，貼近在地生活的脈動；Comfort－舒適，突破空間的迷思、營造出融合五星級酒店與甜蜜的家一般
的愉悅舒適；Communication－科技，免費的寬頻無線或有線上網設備、衛星電視以及進出安全管控的設備，
帶給商務旅客最新科技的便利環境及行動驛站。秉持這樣的理念，捷絲旅提供屬於商務旅客與自助行遊客的
住宿空間，而軟體方面，從人員培訓到酒店服務，皆與五星級酒店水準相同，櫃檯兼具商務中心與 24 小時
的服務中心的功能，能隨時為客人免費代訂伴手禮，飯店甚至購買打包專用的機器，幫客人裝箱、打包禮品，
並提供旅客完整的商務、旅遊、餐飲及在地生活資訊，讓旅客享受高品質的服務與耳目一新的住宿體驗。

台湾大学体育馆

捷絲旅

（捷絲旅台大尊贤馆）路程：1.2 公里 时间：4 分钟（汽车），15 分钟（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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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圆山大饭店 (The Grand Hotel)
Address: No. 1, Section 3, Zhongshan North Road, Zh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Taiwan 104
Phone:+886 2 2886 8888

圆山饭店历史: 圆山大饭店的位于原为日治时期的台湾神宫所在，由于地处的剑谭山山头，突出于台北盆地
之上，在风水学上地理位于极佳。故有人称此酒店为“龙官”。酒店屋顶使用歇山式和建筑上采用相当多的
龙形雕刻亦有石狮，梅花等中国建筑常用的图案。中华民国政府于二战后光复台湾时，拆除当时神宫，并原
地改为台湾大饭店；1952 年，改由蒋宋美龄等政要为首组织的（财团法人台湾郭睦联谊会）- 简称郭睦联
谊会；精省前称为（台湾省郭睦联谊会）。接手经营，并改为圆山大饭店现名，原先用途为招待蒋中正及宋
美龄夫妇之访客。当时圆山大饭店的建筑规模甚小，在 1963 年时将酒店的基本设施全部建设完毕。1968 年，
圆山大饭店获得美国财星杂志评为世界十大酒店之一。1973 年 10 月 10 日，由建筑师杨卓成设计新建的 14
层中国宫殿式大厦落成，圆山大饭店逐成为当时台北市的新地标，也是外国贵宾及知名人士指定酒店。密道
设计：2006 年台北圆山大饭店密道被媒体曝光后，酒店人员当时也详加介绍，因两蒋时代有很多国内外政
务官要，都来此地享受国宴，因保护元首而在建造过程中增加此设计。2014 年内部重新建修：经观光局 10
年研究讨论决定于 2013-2014 外观保持不变内部房间进行全面翻新整修经国内外知名设计师巧妙之手时尚又
富有中国元素在内采用环保建材于 2015 年 3 月完工，4 月 1 日启用，房间的干净装置及空间舒适度烟然已
成五星级酒店，正等着各位贵宾来品味。经由多方沟通圆山大饭店提供高贵不贵的价格，竭诚欢迎钟灵校友
的到来。

圆山大饭店

台湾大学体育馆

（圆山大饭店） 路程：9 公里

时间：20 分钟（汽车）

D.其他推荐酒店（如下），请通过各酒店之网站自行订购：
1) 太平洋商务中心台北会馆 (Pacific Business Center Hotel) (www.businesscenter.com.tw)
2) 台北馥敦饭店复南馆 (Taipei Fullerton Hotel @ Fu-Xing South) (www.taipeifullerton.com.tw)
3) 柯達大飯店台北敦南店 (Hotel Dunnan) (www.khotel.com.tw)
6

订房表格 A
第47 屆 世界鍾靈校友嘉年華會
(2015.12.05 - 12.07)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訂房表格(RLA08345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訂房表格(RLA08345)
(RLA08345
住房資料：
住 客
聯絡方式

□男

性別：

姓:
名：
□女
電話或手機：+( )-( )傳真：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 型

住宿期間

標準單人房(僅供單人入住)，每晚房價NT$ 1,920
豪華雙人套房（兩張單人床）每晚房價NT$ 3,420
豪華雙人套房（一張雙人床）每晚房價NT$ 3,420

入住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退房日期：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保證訂房資料 :

 VISA  Master  American Express
 JCB  Diners
持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卡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月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卡 別

備 註：
以上房價包含稅金、服務費及早餐。辦理住宿登記時間為下午3:00 至6:00,退房時間為中午12:00 之前,若住宿
當天下午六點以前無法抵達,請預先告知。
2. 若住客本人(或直系親屬或配偶)為台灣之軍公教人員,請於入住時出示相關服務證件及身份證件,軍公教優惠房
價為單人房$1550,雙人房(一大床或兩小床皆同)平日(週日至週四)$2888,假日(週五週六,國定假日連續假日當
天及前夕)$2998。
3. 全館禁煙。
4. 請將此訂房表格傳真至+886-2-7712-2333 或E-mail： rv2107-ih@howard-hotels.com.tw，敬請及早事先訂房
以免向隅。
5. 若入住當日取消或未到者，則收取第一晚住宿費用。
6. 若五日內未收到訂房確認，請您主動與會館聯絡。並於入住前一星期前再次確認您的訂房.
1.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與我們聯絡,謝謝!
Howard Civil Service International House Taipei
No. 30, Hsin Sheng South Road Sec. 3, Taipei, Taiwan 106, R.O.C.
E-mail rv-ih@howard-hotels.com.tw Fax: +886-2-7712-2333 Phone: +886-2-7712-2323

：

；

；

订房表格 B

第 47 届世界鍾灵校友嘉年华会
RESERVATION FORM (201 5/12 /04 ~ 12 /07)
Please type or print in capital letters and email back (Fax: 886-2-7735-5052)
Sales & Marketing Department - Attention:
Reservation Supervisor Ms. Raven Lin (Tel: 886-2-7735-5000 or rsvn@justsleep.com.tw)
Assistant Sales Manager Ms. Vicky Chou ( Tel: 886-2-7735-5008 or vicky.chou@justsleep.com.tw)
Gender: Mr. / Mrs. / M&M / Ms.
GUEST NAME
La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ir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LLEGE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INFORMATION
ARRIVAL DATE
DEPARTURE DATE
ROOM TYPE

Te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Flight: __________ ETA: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Flight: __________ ETA: __________
Just Sleep @ NTU (No.83, Sec,4, Roosevelt Road, Taipei, Taiwan)
Hollywood King 33sqm (NT$2,700Net including one daily buffet breakfast) ---12 rooms only
Hollywood Twin 33sqm (NT$2,900Net including two daily buffet breakfast) ---40 rooms only
Family Twin 33sqm (NT$4,300Net including four daily buffet breakfast) -------5 rooms only
Deluxe Suite 66 sqm (NT$6,000Net including two daily buffet breakfast) -------4 rooms only
Executive Suite 66 sqm (NT$6,000Net including two daily buffet breakfast) ----4 rooms only

□
□
□
□
□

*Above room rate includes complimentary wireless broadband Internet access.
AIRPORT PICK-UP
Not required
Yes, NT$2,000 from Taoyuan Intl Airport to the hotel per car (3pax maximum)
TRANSPORTATION
Not required
TO AIRPORT
Yes, NT$2,000 from Hotel to Taoyuan Intl Airport per car (3pax maximum)
CREDIT CARD NO. ______ Visa ______ Master ______ AE _______ Diners ______ JCB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piry _____________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Hotel Policy:
1. Each guest will guarantee their individual room and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cancellation and no-show penalty.
2. The reservation guarantee forms need to be submitted after which additional room requests will be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The
hotel reserves the right to amend the room rate subject to the demand for the dates requested.
3. The hotel will require 50% prepayment of the room reserved by the guest and this will be charged to the credit card provided.
The balance of the room charges will be automatically charged to the credit card provided on the day of check out unless guest
prefers to pay in cash or with another credit card.
4. Cancellation without advanced notice or less than 7 days notices, one night's charge will be applied.
5. Cancellation without advanced notice or less than 14 days notices, 1/2 of one night's charge will be applied.
6. Cancellation without advanced notice or less than 31 days notices, 1/3 of one night's charge will be applied.
7. Check in time is 3:00 p.m. and check out time is 12:00 p.m.
8. In case of a No-show for any arriving flight transportation arrangements before 06:00 or after 22:00, No-show charge of
NT$2,000 will be incurred to your room account or credit card. (Vehicle Type: Benz S320)

订房表格 C
2015 年 12 月 4~6 日「台北第
台北第 47 屆世界鍾靈校友嘉年華」
住房登記表
屆世界鍾靈校友嘉年華」會貴賓專用住房登記表
A. 訂房者資料

姓名:
地址:
電話:
入住時間 (月/日):

傳真:
:

B. 房型
標準客房(無景)
(

(

預計離開時間 (月/日):

:

□ 單人房(含 1 早)
NT$ 3,400 NET

□ 雙人房(含 2 早)
NT$ 3,800 NET

金龍客房

□ 單人房(含 1 早)
NT$ 4,000 NET

□ 雙人房(含 2 早) □ 三人房(含 3 早)
NT$ 4,400 NET
NT$ 4,800 NET

麒麟客房

□ 單人房(含 1 早)
NT$5,000 NET

□ 雙人房(含 2 早) □ 三人房(含 3 早) □ 四人房(含 4 早)
NT$5,400 NET
NT$6,300 NET
NT$7,200 NET

正館 2-6 樓,約 6-8 坪)
(

E-mail:

金龍廳,約 10 坪)
麒麟廳,約 12 坪)

------

-----------

※ 以上報價含稅、服務費及每日早餐。
※ 三人房及四人房無另外加床。
※ 免費固定時間之接駁車前往圓山捷運站。
※ 接、送機服務（BENZ）：NT$2,400/單趟（約 1-3 人）

（Mini Van）：NT$2,200/單趟（約 4-6 人）

C. 付款

信用卡: □ VISA □ MasterCard □ American Express □ JCB □ Diners Club
有效期限:
卡號 : □□□□ □□□□ □□□□ □□□□
持卡人姓名（Name）:
總價$:
簽名:

/

(MM/YY)

時間:

D. 備註





以上資料填妥請回傳 台北圓山大飯店-訂房中心
電話：886-2-28868888 ext 1520-1525
傳真：886-2-28864974
E-mail：reservations1@grand-hotel.org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一號
己訂妥之房間如有更改或取消，請務必於 2 天(48 小時)前通知飯店，否則仍需支付圓山飯店取消房
間之總金額，以彌補圓山飯店之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