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本表格訂酒店房間可用下列特惠酒店價格。請把填妥的表格傳真至閣下選擇之酒店: 
 

酒店名稱 
淨房價 

(每晚港幣計) 
聯絡人 

訂房聯絡資料: 
電話/ 傳真/ 電郵 

1. 香港君悅酒店 
 

$3,000 羅小姐 電話: (852) 2584 7847 
傳真: (852) 2802 0704 

電郵: Jocelyn.law@hyatt.com 

2. 香港銅鑼灣皇冠假
日酒店 

 

$2,090 曾小姐 電話: (852) 3980 3989 
傳真: (852) 3980 3396 

電郵: cary.tsang@cphongkong.com 

3. 香港萬麗海景酒店 
 

$1,700 黃小姐  
(高級營業部經理) 

電話: (852) 2584 6813 
傳真: (852) 2824 0135 

電郵: nikita.wong@renaissancehotels.com 

4. 逸蘭精品酒店 $1,650 Arna Chan  
(Assistant Reservations 

Manager) 

電話: (852) 3477 6888 
傳真: (852) 3477 6820 

電郵: ama.chan@lansonplace.com 

5. 香港怡東酒店 $1,500 黃先生 
(助理營運經理) 

電話: (852) 2837 6983 
傳真: (852) 2576 3572 

電郵: alwong@mohg.com 

6. 香港柏寧鉑爾曼酒
店 

$1,450 譚小姐 電話: (852) 2839 3366 
傳真: (852) 2881 1752 

電郵: tammytam@parklane.com.hk 

7. 六國酒店 $1,400 張小姐  
(營業部經理) 

電話: (852) 2821 8981 
傳真: (852) 2866 2822 

電郵: salescc@gloucesterlukkwok.com.hk 

8. 富豪香港酒店 $1,200 黎小姐  
(營業部經理) 

電話: (852) 2837 1994 
傳真: (852) 2577 9912 

電郵: rhk.salesamc@regalhotel.com 

9. 香港諾富特世紀酒
店 

$1,150 徐小姐 
 (銷售經理) 

電話: (852) 2507 6637 
傳真: (852) 2598 4837 

電郵: H3562-SL6@accor.com 

10. 如心銅鑼灣海景酒
店 

$1,100 陳儀玲小姐 
 (營運總監) 

電話: (852) 3553 2838 
傳真: (852) 3553 2868 

電郵: debbiechan@lhotelcausewaybayhv.com 

11. 香港銅鑼灣利景酒
店 

$1,050 劉卓玲小姐 電話: (852) 2892 3336 
傳真: (852) 2572 4188 

電郵: hue@charterhouse.com 

12. 香港遨舍衛蘭軒 $1,045 陳小姐  
(營運部經理) 

電話: (852) 2232 3013 
傳真: (852) 2292 3001 

電郵: amanda.chan@onyx-hospitality.com 

13. 香港銅鑼灣維景酒
店 

$1,000 黃先生  
(營業及市場總監) 

電話: (852) 2600 1336 
傳真: (852) 2600 1436 

電郵: sc.hkcb@metroparkhotels.com 

14. 南洋酒店 $980 陳稍艷小姐 
 (營業及市場部 – 助理

經理) 

電話: (852) 2831 1288 
傳真: (852) 2572 8690 

電郵: dsm@southpacifichotel.com.hk 

15. 香港灣仔帝盛酒店 $900 吳宏晙先生 
 (營業總監) 

電話: (852) 3552 1222 
傳真: (852) 3552 1199 

電郵: leo.ng@dorsetthotels.com 

其
   他

 

表格十二 

DesignInspire 
7 - 9 / 12 / 2017 

請將此申請表直接 

交回所選之酒店 

特惠酒店住宿安排申請表 



  

酒店名稱 
淨房價 

(每晚港幣計) 
聯絡人 

訂房聯絡資料: 
電話/ 傳真/ 電郵 

16. 香港華美粵海酒店 $880 譚卓健先生 電話: (852) 2862 1007 
傳真: (852) 2529 3282 

電郵: am@wharney.com 

17. 百利酒店 – 香港 $850 麥小姐 電話: (852) 3898 0008 
傳真: (852) 3105 0980 

電郵: stay@bulington-hk.com 

18. 香港麗都酒店 $800 吳宏晙先生 
 (營業總監) 

電話: (852) 3552 1222 
傳真: (852) 3552 1199 

電郵: leo.ng@dorsetthotels.com 

19. 港島太平洋酒店 $800 陳小姐 電話: (852) 2131 5757 

傳真: (852) 2803 0384 
電郵: gloriachan@islandpacifichotel.com.hk 

20. 香港珀麗酒店 $800 莊小姐  
(助理銷售總監) 

電話: (852) 2127 8639 
傳真: (852) 2127 3333 

電郵: conniecheong@rosedale.com.hk 

21. 香港旺角帝盛酒店 $780 吳宏晙先生 
 (營業總監) 

電話: (852) 3552 1222 
傳真: (852) 3552 1199 

電郵: leo.ng@dorsetthotels.com 

22. 香港今旅 $770 趙小姐  
(助理銷售總監) 

電話: (852) 2213 6661 
傳真: (852) 2213 6998 

電郵: jo.chiu@hoteljen.com 

23. 華麗精品酒店 $750 林小姐 電話: (852) 2496 6684 
傳真: (852) 2496 6162 

電郵: aa@bestwesternhotelhongkong.com 

24. 香港珀麗商品酒店 $750 莊小姐 
(助理銷售總監) 

電話: (852) 2127 8639 
傳真: (852) 2127 3333 

電郵: conniecheong@rosedale.com.hk 

 

免責聲明: 

1. 酒店提供的房間數量有限，請您儘早預訂。 

2. 房間價格因需求而波動，以上房價並不保證為最低價格。 

3. 香港貿發局保留更改房價的權利而不作另行通知。 

4. 訂房時請說明為參加「香港貿發局 DesignInspire」以獲得上述房租優惠。 

5. 以上優惠將以先到先得為原則。 

6. 由特惠酒店計劃產生的任何糾紛或爭議都以香港貿發局的決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的裁決。 
 
 

我 / 我們*想以下列資料在                        (酒店名稱)作房間預訂: 

 

有關之住宿費用請直接與閣下所選擇之酒店繳付 
 
 
 
 
 

 

姓名 (先生/女士) 名 電話/電郵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住宿費用 (港幣) 

      

      

      

(如有附加資料，請一拼遞交給酒店) 

* 請刪除不適用的資料 
 

姓名  簽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