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菁鑽聯盟「夏季旅展」訂購單 
訂購期間：2020/06/15~2020/07/15 

  購買人：               先生／小姐      電話：                     傳真： 

票券名稱 原價 2020 年夏季旅展優惠價 數量 合計 

菁鑽聯盟聯合貴賓券 每張 NT$3,999 

單張 NT$3,799          張 NT$  

十張一組 NT$35,000          組 NT$  

五十張以上每張 NT$3,400          張 NT$  

                                         總費用：NT$ 

發票開立：□二聯式發票   □三聯式發票 

發票抬頭：                                       統編：                                

寄送地址：□□□□□                                                                

※ 優惠期間：自購券日起一年內為期，優惠期間得享有券面優惠內容。逾優惠期間使用須補足票

券面額與入住（或租車）實際價格之差額，實際撥補金額請洽各入住飯店（或格上租車）。 
※ 『菁鑽聯盟聯合貴賓券』加價規定請參考 2020 年『聯合貴賓券』產品一覽表。 

★ □本人同意以信用卡或電匯轉帳方式購買。（請勾選） 

（1）信用卡：□VISA 卡  □MASTER 卡  □JCB  □AE  □UNITED 卡（請勾選） 

信用卡號：  身分證字號：  

刷卡金額：  信用卡有效期限：       月／     年（西元） 

出生日期：  信用卡背面末三碼：  

聯絡地址：    

公司電話：  行動電話：  

持卡人簽名：  
（簽名須與信用卡相同） 

 

※信用卡支付需檢附信用卡正、反面清晰影本，並回傳至(02) 2422-8642。 

（2）匯款 
銀行：玉山銀行 基隆分行 (銀行代號：808)  戶名：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 

帳號：0783-435-000599 
※完成款項支付後，請傳真此訂購單及付款憑証（電匯轉帳單），並來電確認；款項確認後一週

內將以記名簽收郵件寄出票券。 

★ 請於 7 月 15 日下午 18:00 前完成付款，方可享有旅展優惠。 

★ 訂購窗口：長榮桂冠酒店(基隆)   電話：(02)2429-8827    傳真：(02) 2422-8642 
★ □本人已詳閱菁鑽聯盟隱私權政策，充分了解並同意簽署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請勾選) 

★ 各成員洽詢電話如下： 

01. 高雄國賓大飯店 訂房專線：(07) 211-5211 02. 台北凱達大飯店 訂房專線：(02) 2306-6777 

03. 墾丁凱撒大飯店 訂房專線：(08) 886-1888 04. 長榮桂冠酒店(基隆) 訂房專線：(02) 2427-9988 

05. 長榮桂冠酒店(台北) 訂房專線：(02) 2501-9988 06. 長榮桂冠酒店(台中) 訂房專線：(04) 2313-9988 

07.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訂房專線：(06) 289-9988 08. 娜路彎大酒店(台東) 訂房專線：0800-239-888 

09. 麗翔酒店連鎖(礁溪館) 訂房專線：(03) 987-4072 10. 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 訂房專線：(03) 812-3966 

11. 劍湖山渡假大飯店 訂房專線：(05) 582-8500 12. 日月潭大淶閣飯店 訂房專線：(04) 9285-6688 

13. 格上租車(全國據點) 服務專線：0800-222-568   



 

菁鑽聯盟隱私權政策 

菁鑽聯盟（下稱「本聯盟」）為了使您瞭解本聯盟對於個人資料的保護與尊重以及我們將如何利用您的個人資料，特別制定隱私權政

策。 

一、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與類別 

 本聯盟將因您購買本聯盟相關產品或使用本聯盟透過電話、網站、人員或其他方式所提供的服務，而取得您的個人資

料；基於對當事人權益的尊重，本聯盟將不會以不合理或不合法的方式蒐集、取得您的個人資料。 

 當您使用本聯盟電話、網站、人員或其他方式所提供的服務，為了提供您全方位的服務、優惠資訊或行銷訊息，我們將

會請您提供的您的基本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電話、地址及電子郵件信箱等。 

二、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我們將依照您提供個人資料予本聯盟之目的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除非取得您的書面同意、或依法律規定或為契約

履行之緣故，本聯盟絕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作其他用途使用。 

 就您個人資料的利用期間，本聯盟將依照相關法令規定，以及您與本聯盟往來之契約或書面約定辦理。 

 您的個人資料將使用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或因業務需要，在符合本聯盟所定之資訊安全標準的情況下傳輸至其他國家，

惟國際傳輸之作業，將會依照我國及接受國之法規規範辦理。 

 您的個人資料，本聯盟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等一切相關法令規定，以及您與本聯盟往來之

契約或書面約定辦理。除法律規定、委任第三人處理營業相關事務，或與您的往來契約或書面文件另有約定，而須揭露

您的個人資料予第三人外，將不會向任何其他第三人揭露或供其使用。 

 公務機關因公共利益或法律規定，要求本聯盟公開特定個人資料時，本聯盟將視公務機關合法正式的程序，以及對本聯

盟所有使用者安全之考量下，做可能必要的配合。 

三、個人資料之安全維護 

 您的個人資料會被安全地保存在本聯盟的資料庫系統或管制區域中。同時，任何人均須在本聯盟訂定之資料授權管理規

範下，進行資料之取得與使用，而不在授權範圍內之任何人，均不得亦無法取得資料。 

 對您提供之個人資料，本聯盟將依法定保存期限為妥當之保護，避免遺失或未經授權之使用、刪除、修改、再處理或公

開。 

 本聯盟以符合法規規範之實體、電子、流程安全標準來處理您的個人資料。當本聯盟委由其他公司提供服務時，亦會要

求該公司對因此所取得之個人資料予以保密、保護，並符合一切法規規範。 

四、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與申訴管道 

如果您不願意再收到本聯盟以網路、電話、人員或其他方式所提供的行銷訊息或優惠訊息，您可以本網站「聯絡我們」留言通

知，本聯盟將會立即依您的通知內容停止使用您的資料。 

五、客戶拒絕提供個人資料之權益影響 

如果您不願意將您的個人資料予提供給本聯盟，將會影響到您取得本聯盟產品或服務之完整性。 

六、其他注意事項 

請您注意，與本網站連結的其它網站，也可能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對於您主動提供的個人資訊，這些連結網站有其個別的隱私

權政策，除與本聯盟有委託關係者外，其資料處理措施不適用於本聯盟隱私權政策，本聯盟依法也無須負任何連帶責任。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親愛的貴賓 您好： 

長榮國際(股)公司（以下稱「本公司」）及其所擁有、經營/管理的長榮國際連鎖酒店(以下稱「本連鎖酒店」)，我們將藉由 您填寫上

列表格的方式，蒐集、處理與利用 您的個人資料，用於本連鎖酒店之行銷業務、信用卡交易、訂位、訂席、訂房及各項券類之購買、

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網路訂房及購物等特定目的之作業。及優先提供 您最新的優惠活動、或各項有利於 您的折扣優惠條件和

相關促銷訊息為保障 您的權益，期望 您能瞭解有關 您的權利，及同意進而安心的使用本連鎖酒店為 您提供的各項服務。此外， 

您交付本連鎖酒店之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得行使之權利，如：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

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 您可於營運時間內，親洽本連鎖酒店之任一酒店洽詢或辦理相關請求作業。本公司/本連鎖酒店

及其連絡方式，請參閱本連鎖酒店官網 http://www.evergreen-hotels.com 以上告知事項，若仍有未盡事宜，請 您參閱本連鎖酒店

網站內容，本連鎖酒店並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本人知悉並了解上述之告知內容，並且同意該告知之內容。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http://www.elitetw.com/ugC_ContactUs.asp


 

2020 年『聯合貴賓券』產品一覽表 

成 員 別 優 惠 內 容 其 他 條 款 

高雄國賓大飯店 

Ambassador Hotel, 

Kaohsiung 

訂房專線： 

(07) 211- 5211 

1.豪華港景客房(二床)住宿一晚。 

2.自助式早餐二客。 

3.迎賓飲料券二張。 

4.國賓經典鳳梨酥二顆。 

5.翌日早報、礦泉水。 

6.免費使用三溫暖、健身房、戶外游泳池、無線網路及免

費停車。 

＊週日至週五入住加贈迎賓水果一份。 

＊週六、國定假日、連續假期入住需加價 NT$500、

12/31 入住需加價 NT$1,000、農曆春節期間入住需加

價 NT$2,500。 

＊戶外游泳池開放日期為 4/1~11/30。 

＊上述日期依飯店定義為準，如指定入住其他房型，需另

付房價差額。 

墾丁凱撒大飯店 

Caesar Park Hotel-Kenting 

訂房專線： 

(08) 886-1888 

1.景觀客房(一床或二床)住宿一晚。 

2.自助式早餐二客。 

3.免費使用椰林泳池、沙灘躺椅塑沙設備、無線網路、書

籍借閱、健身房、桌撞球、兒童趣味活動…等。 

4.左營高鐵站定時定點往返接駁(預約制)。 

＊平日入住需加價 NT$1,000。 

＊小假日入住需加價 NT$1,800。 

＊假日入住需加價 NT$4,800。 

＊大假日入住需加價 NT$6,800。 

＊農曆春節期間恕不適用。 

＊上述日期依飯店定義為準，如指定入住其他房型，需另

付房價差額。 

台北凱達大飯店 

Caesar Metro Taipei 

訂房專線： 

(02) 2306-6777 

1.豪華客房(含自助式早餐二客)或家庭三人房(含自助式早

餐三客)住宿一晚。 

2.迎賓飲料券(依房型人數贈送)。 

3.餐飲 85 折折價券一張。 

4.免費使用健身房、游泳池、無線網路。 

＊假日(含農曆春節期間)入住需加價 NT$500，12/31 恕

不適用。 

＊上述日期依飯店定義為準，如指定入住其他房型，需另

付房價差額。 

長榮桂冠酒店（基隆） 

Evergreen Laurel Hotel 

(Keelung) 

訂房專線： 

(02) 2429-8827 

1.山景家庭房住宿一晚。 

2.自助式早餐二客。 

3.迎賓水果、翌日早報。 

4.免費使用健身房、三溫暖、室內溫水游泳池、無線網路

及免費停車。 

5.免費接駁：(1)基隆火車站至酒店、(2)長榮桂冠酒店(台

北)至長榮桂冠酒店(基隆)(預約制)。 

＊升等海景雙人房需加價 NT$500。 

＊週五入住需加價 NT$200。 

＊假日：週六、國定假日、連續假期及其前夕入住需加價

NT$1,300。 

＊農曆春節期間入住需加價 NT$4,000。 

＊7 月至 8 月之週日至週四入住需加價 NT$600、週五入

住需加價 NT$800、週六入住需加價 NT$1,800。 

＊12/31 入住得依本券售價折抵等值房帳並補足現場售價

差額後使用。 

＊上述日期依飯店定義為準，如指定入住其他房型，需另

付房價差額。 

長榮桂冠酒店（台北） 

Evergreen Laurel Hotel 

(Taipei) 

訂房專線： 

(02) 2501-9988 

1.高級客房住宿一晚。 

2.自助式早餐二客。 

3.持二張券入住豪華家庭套房一晚，含自助式早餐四客。 

4.迎賓水果、翌日早報。 

5.免費使用健身房、無線網路及免費停車。 

＊持券入住高級客房需加價 NT$500。 

＊1 月、7 月、8 月、9 月、12 月入住高級客房加贈迎賓

飲料券二張。 

＊展覽期間及其前夕(手工機具展、自行車展、台北國際

電腦展) 以及農曆春節期間入住需加價 NT$1,200。 

＊12/31 入住得依本券售價折抵等值房帳並補足現場售價

差額後使用。 

＊上述日期依飯店定義為準，如指定入住其他房型，需另

付房價差額。 

長榮桂冠酒店（台中） 

Evergreen Laurel Hotel 

(Taichung) 

訂房專線： 

(04) 2324-2277 

1.標準樓層套房/一大床(含自助式早餐二客)或標準樓層豪

華家庭房/二床(含自助式早餐四客)住宿一晚。 

2.迎賓飲料券二張。 

3.迎賓水果。 

4.免費使用健身房、三溫暖(預約制)、游泳池、兒童遊戲

室、無線網路及免費停車。 

＊假日：週六、國定假日、連續假期及其前夕入住需加價

NT$1,500。 

＊農曆春節期間入住得依本券售價折抵等值房帳並補足現

場售價差額後使用。 

＊台中自行車週期間入住需加價 NT$1,500。 

＊上述日期依飯店定義為準，如指定入住其他房型，需另

付房價差額。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Evergreen Plaza Hotel 

(Tainan) 

訂房專線： 

(06) 289-9988 

1.經典套房/21 坪一房一廳(含自助式早餐二客)或闔家溫

馨客房/二中床(含自助式早餐四客)住宿一晚。 

2.迎賓水果。 

3.免費使用健身房、三溫暖、游泳池、兒童遊戲室、無線

網路及免費停車。 

＊假日：週六、國定假日、連續假期及其前夕入住需加價

NT$1,000。 

＊農曆春節期間恕不適用。 

＊上述日期依飯店定義為準，如指定入住其他房型，需另

付房價差額。 



 

成 員 別 優 惠 內 容 其 他 條 款 

娜路彎大酒店 

Formosan Naruwan Hotel & 

Resort Taitung 

訂房專線： 

0800-239-888 

1.豪華雙人客房住宿一晚。 

2.自助式早餐二客、三溫暖券二張。 

3.迎賓水果。 

4.藝品店購物 8 折券(需購物滿NT$1,000，可現場折抵)。 

5.免費使用戶外 SPA 水療、鹹水養生游泳池、健身房、桌

上球類區、兒童遊戲區、娜路彎劇場、無線網路及免費

停車。 

6.機場/火車站定時往返免費接駁。 

＊假日：週六、國定假日前夕入住需加價 NT$1,000 。 

＊旺日：7 月至 8 月之週日至週五入住需加價 NT$500。 

＊旺假日：依官網公告定義，入住需加價 NT$2,000。 

＊農曆春節期間恕不適用。 

＊上述日期依飯店定義為準，如指定入住其他房型，需另

付房價差額。 

麗翔酒店連鎖（礁溪館） 

Hotel Les Champs (Jiaosi) 

訂房專線： 

(03) 987-4072 

1.絕美浪漫雙人房住宿一晚。 

2.自助式早餐二客。 

3.蘭陽名產禮盒每房一份。 

4.客房下午茶組合及迎賓茶點。 

5.免費使用戶外 SPA 水療、溫泉戲水池、兒童遊戲室、無

線網路及免費停車。 

＊假日：週六、國 定假日及其前 夕入住需加 價

NT$1,500。 

＊旺日：7 月至 8 月之週五及週日入住需加價 NT$500。 

＊連續假期及農曆春節期間恕不適用。 

＊上述日期依飯店定義為準，如指定入住其他房型，需另

付房價差額。 

劍湖山渡假大飯店 

Janfusun Resort Hotel 

訂房專線： 

(05) 582-8500 

1.豪華客房/12 坪(二大床)住宿一晚。 

2.自助式早餐二客。 

3.迎賓水果、翌日早報、礦泉水、手工餅乾一盒。 

4.免費使用健身房、兒童故事屋、兒童遊戲室、桌球室、

戶外戲沙池、無線網路及免費停車。 

5.斗六火車站/雲林高鐵/飯店巡迴式接駁 (需前一日預

約)。 

●加購價：樂園購票優惠「劍湖山世界單日門票優惠價

NT$899(買一送一)」，每房限購二組。 

●加購價：晚餐+單日門票每人 NT$1,180，每房限購四

組。 

＊假日及連續假期入住需加價 NT$1,100；暑假旺日入住

需加價 NT$330、暑假週六入住需加價 NT$1,320。 

＊農曆春節期間及 12/31 恕不適用。 

＊豪華客房可住宿二位至四位；如欲入住第三位或第四位

早餐請櫃檯現場加購。 

＊上述日期依飯店定義為準，如指定入住其他房型，需另

付房價差額。 

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 

Farglory Hotel, Hualien 

訂房專線： 

(03) 812-3966 

1.精緻山景客房(一大床或二床)住宿一晚。 

2.自助式早餐二客。 

3.迎賓水果或花蓮特產、礦泉水。 

4.免費使用室內外游泳池、健身房、三溫暖、桌撞球、無

線網路及免費停車。 

5.花蓮車站或機場定時往返免費接駁一次。 

6.享館內餐飲 9 折優惠(需加收服務費)及皮爾沙酒吧調酒

飲料買一送一。 

＊平日入住需加價 NT$800。 

＊小假日入住需加價 NT$2,000。 

＊假日入住需加價 NT$3,000。 

＊農曆春節期間恕不適用。 

＊升等豪華海景客房需加價 NT$600。 

＊上述日期依飯店定義為準，如指定入住其他房型，需另

付房價差額。 

日月潭大淶閣飯店 

Hotel Del Lago 

訂房專線： 

(04) 9285-6688 

1.經典客房平日住宿一晚。  

2.自助式早餐二客。 

3.日月潭遊湖船票二張、客房內茶包及礦泉水。 

4.免費代客泊車服務、免費使用捷安特自行車(需至服務

中心辦理登記，恕不受理預約)及無線網路。 

5.憑房卡至日月潭天仁茗茶門市消費可享 95 折優惠價、

全餐飲 9 折優惠(加收服務費)、啤酒買二送一優惠。 

＊ 旺 日 入 住 需 加 價 NT$800 、 假 日 入 住 需 加 價

NT$1,750。 

＊2020 年 1 月至 6 月平日入住享升等悅景客房(湖景雙人

房)(每日限量三間，依飯店現場提供為主)。 

＊升等悅景客房，平日入住需加價 NT$1,680、旺日入住

需加價 NT$1,960、假日入住需加價 NT$2,450。 

＊大假日、特殊節日、農曆春節期間恕不適用。 

＊上述日期依飯店定義為準，如指定入住其他房型，需另

付房價差額。 

格上租車 

Carplus Auto Leasing 

Corporation 

服務專線： 

0800-222-568 

1.持本券可享下列方案擇一使用： 

A.租用 1800C.C(含)以下國產轎車[定價 NT$3,000(含)

以下轎車車款]48 小時。 

B.5~7 人座國產休旅車[定價 NT$4,800(含)以下休旅車

款]36 小時，最晚須於取車隔日門市/高鐵櫃檯營業

時間內還車。 

2.租車送保險(含車損及竊盜保障)。 

3.全省甲租乙還免收服務費。 

＊租用車型需依站上調度為主，如需升等其他車型，需另

支付定價差額，且差額可享 7 折優惠。 

＊需現場以信用卡支付 NT$100。 

＊假日不加價，但三日(含)以上連續假期恕不適用，農曆

春節期間亦不適用(依格上租車官網定義為準)。 

＊若需甲租乙還服務，需於取車前 24 小時預約訂車，視

取車門市調度狀況許可，可享甲租乙還免收服務費。

(農曆春節期間及前一週恕不提供甲租乙還服務)。 

※入住以上任一酒店，住宿期間如欲另行租車，可憑菁鑽券影本及訂房代號至格上租車，將享有全年不分平假日自由配 A 級「魅力都

會小型車」每日 NT$1,299 租車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