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鈿企業(股)公司-驛德世紀酒店   

優惠方案  

 

驛德世紀酒店 房價表 

房型 定價 會議專案價(以人計價)                                    

標準雙人房（2小床）       

Standard Twin (ST)      

110*200cm /7 坪(23平方米)       

NT$5200+ 10% 
單人 1800(平)/ (假)2200 

雙人 2200(平)/ (假)2600 

經典雙人房（1大床）              

Standard Double (SD)    

180*200cm /7坪(23平方米)    

NT$5200 +10% 
1800(平)/ (假)2200 

雙人 2200(平)/ (假)2600 

驛德家庭房（2大床）               

Deluxe Twin (DT)   

150*200cm /10坪(34平方米) 

NT$6800 +10% 每加一位成人 800/孩童 500 

          ***注意事項**** 

          ※以上房價皆內含早餐，依人數給予。 

          ※假日為週六及國定例假日/跨年定義: 12/29 & 12/30 & 12/31。 

          ※加人費用:                                                                                                            

            成人 $800/人(內含早餐*1客+備品*1 份 & 12Y 以上，包含(12Y)皆視為"成人" )。                                                                                        

            孩童 $500/人(內含早餐*1客+備品*1 份 & (6Y~11Y,未滿 6Y則不另收費)。 

          ※停車場 限車高 2米。 

 

驛德世紀酒店                                                                                                                                                    

住宿+會議專案 

廳名 空間尺寸 桌型/容納人數 

  
坪

數 

平方公

尺 

長度(公

尺) 

寬度(公

尺) 
高度(公尺) 

                   教室

型 
    

2F 四季餐

廳 
17 55 14.5 3.8 2.5                     45~50     

  場租費用/ 租用時段 

  13:30 ~ 17:30 

2F 四季餐

廳 
NT$4,500  



專案提供 

․咖啡、果汁、飲用水、茶點 ․音響設備 1 組 

․桌椅、桌布、燈光、空調 ․講桌 

․雷射筆 1 支 ․120 吋 16:9 投影螢幕 

․單槍投影機 1 台(4200 流明) ․提神薄荷涼糖 

․精緻茶點 1 次   

․無線網路   

․無線麥克風 2 支   

附註:         

1. 會議服務有效期間 2018 年 9 月 10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2. 以上報價包含設備器材及茶點一次。 

2. 如逾時將酌收場租費用每小時起加收 NT$800。 

3. 內容將依實際情況調整。 

4. 場地及設備如有毀損需照價賠償。 

5. 詳情請洽 T: (02) 2908-6888 / F: (02) 2908-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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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專案 

廳名 空間尺寸 桌型/容納人數 

  
坪

數 

平方公

尺 

長度(公

尺) 

寬度(公

尺) 

高度 

(公尺) 

                     教室

型 
    

2F 四季餐

廳 
17 55 14.5 3.8 2.5                      45~50     

  場租費用/ 租用時段 

  13:30 ~ 17:30 

2F 四季餐

廳 
NT$4,500  

專案提供 

․咖啡、果汁、飲用水 ․音響設備 1 組 

․桌椅、桌布、空調、燈光 ․講桌 

․雷射筆 1 支 ․120 吋 16:9 投影螢幕 

․單槍投影機 1 台(4200 流明) ․提神薄荷涼糖 

․無線網路   

․無線麥克風 2 支   



    

         

精緻茶點 每位 NT$100 (含 2 款點心) 

         

附註:         

1. 會議服務有效期間 2018 年 9 月 10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2. 以上報價包含設備器材。 

2. 如逾時將酌收場租費用每小時起加收 NT$800。 

3. 內容將依實際情況調整。 

4. 場地及設備如有毀損需照價賠償。 

5. 詳情請洽 T: (02) 2908-6888 / F: (02) 2908-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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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晚宴專案 

廳名 空間尺寸 容納人數 

  坪數 平方公尺 長度(公尺) 寬度(公尺) 
高度 

(公尺) 

                     教室

型 
    

2F 四季餐

廳 
17 55 14.5 3.8 2.5                      45~50     

  場租費用/ 租用時段 

  17:30~ 20:30 

2F 四季餐

廳 
50 人以上開餐，依照預算需求提供菜色的種類 

專案提供 

․自助式餐點(熱食區、沙拉、飯後甜點、水

果) 
․音響設備 1 組 

․冷熱飲(咖啡、果汁、飲用水) ․講桌 

․桌椅、桌布、空調、燈光 ․120 吋 16:9 投影螢幕 

․單槍投影機 1 台(4200 流明)   

․無線網路   

․無線麥克風 2 支   

    

         

         

附註:         

1. 會議服務有效期間 2018 年 9 月 10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2. 以上報價包含設備器材。 



2. 如逾時將酌收場租費用每小時起加收 NT$800。 

3. 內容將依實際情況調整。 

4. 場地及設備如有毀損需照價賠償。 

5. 詳情請洽 T: (02) 2908-6888 / F: (02) 2908-1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