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約單位：
棐務人員：
地

址：

電

語：

行動逾語：
傳真電語：

附件：各分店房型價格
中壢
1,1:/li M/,l.f. : :t泊芬
客務!JL;;;J主勺':)i/l,Jt+!·
),!;沚： 32041挑目古中近匾中正路呤t'i.
它語 (03)427-0900
偉1(: (03) 426-9363
E-mail : Jl@fullon-hotelscom .tv,

三凳

µ店副,��l"! : i�J�.�
客店钅n垃：:t:T� 璝
比沚: 237;.年北市三呋屆大毋玷63芘
它語： (02)8672-1234
達兵： (02)3501-�8�9
E-mail : sy@fullon-hotelscom tv;

桃囯
駐店剖疤玲瑾：床玉薳
客房钅1垃）:f'. t刀 -f:;:
地沚： 330<l4 l凡囷'"'桃同市大麂函i&一段200悅
·..:tf. : (03)326-5800 佟兵： (03)315-0760
E-mail : ty@lullon-hotels com tw

..

台北一館
1,tJi j名瓚：孚It�
客枯汩垃JJ!: 余因¢
地址：10656台北llil!:l!l ...,.� 一没266�
它語：(02)270 1-9266
侍其 ： (02)2705-5708
E-mail : tp@lullon-hotels com.ti'!

林口
駐店封圯垃充：潘,v",\l:
芯A名r.�J旵：達世fit
比址： 33380值囯古龜J遠i文::..-ur68酖
它活： (03)327-9388
1名其：(OJ)327-9258
E-mail : lk@fullon-hotelscom .tw

桃齟擁場捷運AS
扛店副�9.!l!: 泊衫幸
客房杯溈琪：平明.$
地沚： 33375桃詛古色山邑復佻一I,>� 玭3-9棒
它語： (03)328-5688
佟兵：(03) 328-8618
E-mail : lkB@fullon--hotels com tw

台:ib=-館
1,t/i副這尽珝：全!!l-芘
客4tr,垃J!: 李堅古
地址： 22245祈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 f�236酖
電誘： (02)2662-0088侍兵: (02)2662-2360
E-mail : sk@fullon-hotels com tw

高雄
1,! 店刮的�!f : :f'-"!ffri
客房ilPfil瓚：舌益璩
J七J止： 803 i恙fi，市景埕區五祜四踢45琉
電語： (07)551-1188
倢ft.: (07)521-1166
E-mail : kh@fullon-hotels corn tw

（帶別：新台整／元）
房歪
定價

客房： 4 ,500,,. I 0%-8,600+10%
套房： 8.800-10 800+10%

疍息

依各房臺之定價字53折+10%

干餐

依＾住房�!Mttlii送早搭

儈江

加人�
吡蕢

t,,,/f,: 1,000+10%
不加床： 600+10%
,,.令土琴丶泊品入設�ik用·

n

I� 客可元t\'1�/lJ/1!. 身I�、丙務屮心及 助沈衣4-� 适迪名水呆 A客舟房可·子元t伶,4t·-茹· 飯I[,內休閑
a花�i\:�).l仗16翠法．依現）月公·.\一為主· 在f.Jl\1两7F ,ft.l§ 淯?九折佺.t(t,, 呆宴令及4+.t餐呤外｝ 上迏赧
憤五開以下'� 用·� 店.{;-1"'\大t'l a依定11i 7 ./f+10%不另行加慣

倩乜

客J,; : 4 .600+10%-7.000+10%
令�: 7,600+10%-8,500+10%
不加床： 800+10%
六人
i· 令早餐丶!C. 品及汶比仗用·
標皐宅房及輸量客房全年l.l 5祈+10%
畋蕢
依各房受之定價享55 4fr+10".4
依＾住房型人考t�.ii早忙
晊送迫｀水夬 I� 客可免�ik_JI]伍店改-!l:.11! 身8、三温瑗· 伍店內休閑:1;�之收�&仗JI]竒法，依現場公令
11, 主 J:.述課債五間以下這同

房臺
定價

客& : 5,900-.\0%-8,300+10%
套房: 10.000.. .10%-28 800+10%

佤息
干餐

依各房受之定價享53折+10".4
依^位,n：：1)-.$ll瑨辺早於

儈tt

咁送迫石＊渠及迎它飲*-1·1客可免仔使用飯店-n�: 优身為丶冴沐汜及温泉三活．成令飴lti�/H,1n� 之收
會a.!史J11預法· 依JJl.i� 公心為主 J:.适戟憤五間以下達用·

房型
定價

客�: 8,000 ... 10%-18.800+10%
套房： 32 800+10%

釷息

依各房臺之定價享53折+10%

干譽

依Ai主）0�A.tt囧北早餐

房型
定價
伍息
早餐

、

加人
枚賣

加人
仗貴

如;f. : 1,000+10%
不加/l;.: 800+10%,
+令午餐丶沿品l.l��{t用

1111床： 1,600+10%
不加床： 800+!0%
l,<•,r合早餐•11.\品＆汶花倢同

債註

啼送迫｀＊采及迫對飲µ. If, 客可元R使用佤店ti疙：健身If,.;)};永 ；e 及三温吒
11:11] iii//: · 依i胆5公令1',l.· 上迏赧．偵五r,, 以下過用

房翌
定價

客4 • 13. 000+10%-8.'300+l0%
套房： 12 600T10%

IPA.
收蕢

飯，'ii,'!!紅A設花之收t及

不加床·800+10%
+'a令斗養｀偽品&�.\!:.ii:用

il:.t.

依各房天之定價享53折+1096

千癢

依Aj主;_; �A.tl醛逞早筌（精汛旱庄人,.; !是合一客早餐，第.::,.客早,!,!t. 現場g價it�)

債tt.

醛送迫名水呆 房客可免t使用飯店戎�: 但身房及三温噱
寸為j-_ • J;. 适�i慣五問以下過月·

房逗
定價

客月： 8800-10%-10,800+10%
令!,; : 13 800+10%-32,800+10%

量忠

依名裊型之定價.:f'. 53折+10¼
(#旱皐人房及崗癌多房不通Ill)

早譽

依＾住房�! 人tlllii送早於

簣註

莊送迫右水渠丶飲粗· 店客可免ti史）TI &,JEai色. 釷!>.房及.=.;;;.�-飯店內-#,M改花之收tt�r史用钅正土· 依
現場公七均主 上述�!l債五閑以下過

房翌
定價

客房5,500+10%-12,000+10%
令房15,000+10%

疍息

佽各房臺之定價享53折+10%

早賡

依A住房2人馱噌辺·Y·¥.-

債tt

蛭北迎對 ．＊天. a: 料. <I,呻包及芬包｀吸·未水-� 子可免�ft用飯店汶�:-fit身I� • E. 温吱及渴沐沌Ui-年
5- 10 月間放）· 伍店內休閑天花之收令及仗 ;;y法，依現場公½./1,主· 上述枚價三問以下通用·

房臺
定價

客店·6,000+10%-9 ,800+10%
800-10%-58,800+10%
套房：

憂息

依各房型之定價享47 4Jt+10%
專纍皐��房（令以.l:.)�6記10%

干餐
櫞註

伍店內休間a�之�t !I'll仗用噼法. fti. 現塲公

加人
收負

加床： 2,000+10%
不加ft.; • 1 200+10%
＊若含.9. 伶、俵品l¼.ti�{i:用

m

加人
仗貴

加床： 1,000+10%
不加床： 800+10%
,.. \r令·¥-!,. �/,11.)}. 衣*-�用

m

,o

J,vA.
蚊貴

加床·800+10%(和尘杖的
不加床600+10%
+'tr令-¥·!- • fr, .uu&-0. 疤ft/JI

{!<A住房�!A.ti.11:i送早餐
吋逞迫名水果-� 客可元�,Ii.用伍店：�*-:IJ!P,-J�-2.澤威及J� 沐:t. fl<店內休閑訊�� 改�aft用句法·
依現場公-(!;-Jt,主. .I:. 辻戟儐五,., 以下心用：五開以J:. (� 勵庫迸或會汛等）丶玲.!f.),;l天尼4.,, 诒夕r., 不適月

第二頁

共三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