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牙春酒派對專案
氣派雅緻的宴會場地、精緻美味的珍饌佳餚、以及由頂尖宴會團隊提供的專業服務，
台北君悅是您舉辦各式派對、年終尾牙及賀年春酒的場地首選！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簽約付訂享早鳥優惠
贈送迎賓雞尾酒
15 - 49 桌加贈凱菲屋平日雙人餐券乙張
50 桌(含)以上加贈君悅客房免費住宿券乙張
星期一至星期四

星期五至星期日

豪華中式桌宴

每桌新台幣 22,800 元 [每桌 12 位]

每桌新台幣 25,000 元 [每桌 12 位]

中西自助饗宴

每位新台幣 2,280 元 [每桌 10 位]

每位新台幣 2,500 元 [每桌 10 位]

專屬禮遇

超值回饋

30 桌以上加贈

典雅桌花佈置及頂級宴會場地

（價值 NT$3,476）

凱菲屋平日雙人餐券二張

無限暢飲果汁、汽水、台灣啤酒

6-14 桌贈凱菲屋平日雙人餐券乙張

或

每桌兩瓶精選紅酒

（價值 NT$6,512）

彩日本料理平日雙人餐券二張

麥克風、投影機、螢幕

15 桌 (含) 以上贈凱菲屋及

舞台、講台等設備

彩日本料理平日雙人餐券乙張

每桌加價 NT$2,500 元
享無限暢飲精選紅酒

適用日期
2020 年 12 月 01 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凱悅廳】55-62 桌 【凱悅廳一區】32-42 桌 【凱悅廳二區】18-22 桌 【君寓一】10-18 桌
以上價格需另加一成服務費。
詳情或訂席，請洽台北君悅會議宴會業務部 02 2720 1200 分機 3948 或 3957

GrandHyattTaipei.com

尾牙春酒特惠專案
三樓小型宴會廳專屬優惠
精緻 2-10 桌宴會場地、精緻美味的珍饌佳餚、以及由頂尖宴會團隊提供的專業服務，
台北君悅是您舉辦各式派對、年終尾牙及賀年春酒的場地首選！

豪華中式桌宴
每桌新台幣 22,800 元 (每桌 12 位)
專屬禮遇


無限暢飲果汁、汽水及台灣啤酒



每桌精選紅酒兩瓶



含講台、麥克風、環繞音效設備



典雅桌花佈置

適用日期
2020 年 12 月 01 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適用三樓小型宴會廳，包含雀屏廳、鳳鳴廳、鶴齡廳、鷺誼廳、燕翔廳及鵲迎廳，可容納 2 桌至 10 桌
以上價格需另加一成服務費。
詳情或訂席，請洽台北君悅會議宴會業務部 02 2720 1200 分機 3948 或 3957

GrandHyattTaipei.com

台北君悅酒店
歲末迎春尾牙春酒歡慶專案
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
又到了年終尾牙與迎接新春的歡聚時刻！台北君悅酒店推出「歲末迎春歡宴專案」，由頂尖的餐飲團隊領軍，提供
最專業的服務與多元的美饌選擇；豪華雅致的用餐氛圍，更將成為您舉辦各式年終尾牙及賀年春酒的場地首選！
雲錦中餐廳 及 漂亮廣式海鮮餐廳
以繽紛色彩與東方時尚元素打造而成的空間氛圍，猶如雲錦般富麗典雅，實力堅強的廚藝團隊汲自川、湘、滬杭、
台等數十個省份地道的菜系精華。
在漂亮，品味美食是絕佳的樂趣。簡約的當代室內裝潢所營造出的優雅氣氛，搭配主廚私房廣式海鮮料理、道地粵
式美饌及豐富的精選葡萄佳釀，取悅世界級饕家的味蕾。
尾牙專案優惠：





豪華中式桌宴平日優惠專案(適用於週一至週四):$18,800 元(每桌原價 NT$20,200 元，每桌適用 10 位）
優惠專案內容包含：
特選飲料：含果汁無限暢飲及兩瓶精選葡萄酒（每瓶原價$1,800 元）
美饌卡會員專屬優惠:人數滿十位以上成人用餐、至多七十二位，可獨享美饌卡專屬餐費 75 折優惠。(平日
優惠 NT$18,800 元不適用)。
Santa Helena 聖海倫娜酒廠 Siglo de Oro Cabernet Sauvignon 智利金色年代卡貝納蘇維翁紅酒買一送
一優惠價$999 元（原價$3,600 元）

Ziga Zaga 餐廳(每週一公休)
尾牙專案優惠：
讓人在舒適愜意的環境中，享用名師設計打造的全新空間，精緻開胃菜、口感豐富的麵點主菜及手工現製比薩等義
大利地美食。品嚐紅酒佳釀及精緻甜點和義大利式或特調風味的咖啡，更能滿足挑剔脾胃。此外，酒吧供應各式傳
統或創新的雞尾調酒，並有豐富酒藏供細細品酌。
尾牙包場專案優惠:
不分平假日每滿十二位成人用餐，其中二位成人用餐免費；每滿二十四位成人用餐，其中四位成人用餐免費；以此
類推。
平日午餐時段(週二至週五)
假日午餐時段(週六至週日)
平日晚餐時段(週二至週四)
假日晚餐時段(週五至週日)



11:30-14:30
11:30-14:30
18:00-21:00
18:00-21:00

最低餐飲消費
最低餐飲消費
最低餐飲消費
最低餐飲消費

NT$90,000 元
NT$110,000 元
NT$110,000 元
NT$160,000 元

以上包場服務, 以自助餐形式或可客製化自助餐菜單。每位最低$1,400 元起
專案贈送人數部分，皆須外加一成服務費
以上專案人數以成人計算且價格需另加一成服務費
恕不適用君悅美饌卡及其他餐飲優惠活動、餐飲優惠券以及特殊節慶假日
期間,如聖誕夜(12/24)、聖誕節(12/25)、新年跨年夜(12/31)、
新年元旦(1/1)、農曆除夕及農曆春節假期期間等日期
如需詳情或訂席，請洽台北君悅餐飲訂席中心：02 2720 1230

www.GrandHyattTaipei.com

台北君悅酒店
歲末迎春尾牙春酒歡慶專案
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
凱菲屋
開放式廚房概念強調味覺、嗅覺與視覺互動式的用餐樂趣，豐富多元的中西自助佳餚，提供各式印度食尚、開胃前
菜、中式美饌、西式佳餚、和風饗宴、生鮮海味、自製麵包、風味起司、點心百匯及暢飲特區等 10 大主題飲食區
塊。
尾牙專案優惠：
平日:週一至週五午、晚餐或下午茶每滿二十位成人用餐，其中五位成人用餐免費；每滿四十位成人用餐，其中十位
成人用餐免費；以此類推。(平日尾牙春酒專案最低人數為二十位成人)。
週末及國定例假日:週六至週日及國定例假日午、晚餐或下午茶每滿二十五位成人用餐，其中五位成人用餐免費；每
滿五十位成人用餐，其中十位成人用餐免費；以此類推。 (週末尾牙春酒專案最低人數為二十五位成人)。


專案贈送人數部分，皆須外加一成服務費

彩日本料理
來自日式料理界名廚的精湛廚藝，獻上正宗日式風味料理，自助式餐檯提供多款現做多種新鮮壽司、生魚片、燒
烤、炸物及各式料理。
尾牙專案優惠：
平日:週一至週五午、晚餐每滿二十位成人用餐，其中五位成人用餐免費；每滿四十位成人用餐，其中十位成人用餐
免費；以此類推。(平日尾牙春酒專案最低人數為二十位成人)。
週末及國定例假日:週六至週日及國定例假日午、晚餐每滿二十五位成人用餐，其中五位成人用餐免費；每滿五十位
成人用餐，其中十位成人用餐免費；以此類推。 (週末尾牙春酒專案最低人數為二十五位成人)。




啤酒無限暢飲價每位$150 元。團體優惠啤酒無限暢飲價每位$90 元
Santa Helena 聖海倫娜酒廠 Siglo de Oro Cabernet Sauvignon 智利金色年代卡貝納蘇維翁紅酒買一送
一優惠價$999 元（原價$3,600 元）
專案贈送人數部分，皆須外加一成服務費

茶苑
茶苑提供精緻晚間 「肉食主義」自助饗宴、各式特調飲品與精選佳釀，讓您在愜意舒適的開放空間中，恣意優雅
地享受專屬美好夜晚時光！
尾牙晚間包場專案優惠：






人數 50 位
費用：每位$1,280 元
不分平假日每滿十二位成人用餐，其中二位成人用餐免費；每滿二十四位成人用餐，其中四位成人用餐免
費；以此類推；以此類推。
專案內容包含爐烤各式肉食主義、自助式輕食甜點沙拉吧、咖啡或茶
專案贈送人數部分，皆須外加一成服務費
以上專案人數以成人計算且價格需另加一成服務費
恕不適用君悅美饌卡及其他餐飲優惠活動、餐飲優惠券以及特殊節慶假日
期間,如聖誕夜(12/24)、聖誕節(12/25)、新年跨年夜(12/31)、
新年元旦(1/1)、農曆除夕及農曆春節假期期間等日期
如需詳情或訂席，請洽台北君悅餐飲訂席中心：02 2720 1230

www.GrandHyattTaipe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