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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hsu 衡陽店包場說明

一座衡陽路上的舊屋

化身靜謐的心靈茶園

封存時光的軌跡

激發創新的靈感

歷史、藝術、文化、人生

在 smith&hsu 精心營造的品茶空間中

都化入 smith&hsu 的茶香中引人細細品味

好茶、美器、美食

匯聚在沉澱著時光和回憶的 smith&hsu 衡陽店

邀上您的家人、親友、志同道合的夥伴

一起來共同品味吧！



smith&hsu 衡陽店
包場活動說明

一	 包場時段

	 限平日週一至週五	AM 10:00 - PM 09:00（假日恕不提供此項服務）。

	 洽詢電話：(02) 2370 0785，或轉洽總公司 (02) 2457 6842 / 電郵信箱：atyourservice@smithandhsu.com
二	 包場人數、區域與收費標準

	 請參照下頁【衡陽店包場收費對照表】

三	 包場收費注意事項

	 1 訂金

	 	 1.1 預約包場請於活動日前二週完成預約，並至門市支付訂金（總包場費用與器材租借費用總額的	30%）。

	 	 1.2 活動前三日取消包場，smith&hsu 將扣除訂金總額的	50%。 
	 	 1.3 活動前一日取消包場，恕不退還訂金。

	 	 1.4 包場當日，訂位將保留	30 分鐘，逾時則視同取消包場，恕不退還訂金。

 2 逾時

	 	 2.1 若需延長包場時間，請於活動前一週事先洽談可行性，避免影響其他消費者權益。

	 	 2.2 若活動當日發生逾時（超出 3 小時）尚未離場，需加倍收取【場地費】與【每人每場次最低消費】二項費用，敬請見諒！

	 3 包場餐飲			

	  3.1 餐飲內容以 smith&hsu menu 或是【smith&hsu 包場專屬精選套餐】內容為主（包場專屬餐飲詳情請洽門店夥伴）。

	  3.2 因食材準備、餐點現做皆須等候時間，故請於活動前一週確認人數及餐飲內容，以利前置準備作業。	 
	 4 空間使用與器材租借提醒

  4.1 包場活動，開放使用麥克風等擴音設備，或投影設備活動。

  4.1 包場本活動，不可變更現有家具與裝潢，若遇損壞現有家具等設備需，包場單位需照原價賠償。

  4.1 若需大量用電，請於預約包場時提出。若未照實提出，並獲	smith&hsu 同意使用,	致使相關設備受損，包場單位需負賠償與修。

	 	 復之責。

	 5 器材租借費：器材租借費恕不得抵扣消費。租借收費標準如下：	

  5.1	 投影機：需另收費	$250（含稅） /	每場次

  5.2	 投影布幕：需另收費	$250（含稅） /	每場次

  5.3	 麥克風音響設備：需另收費	$600（含稅） /	每場次



smith&hsu 衡陽店包場收費對照表

smith&hsu 衡陽店包場區域圖示

smith&hsu 衡陽店
包場活動說明

包場區域
請參照區域圖示

容納人數
上限

包場人數
下限

每人每場次
最低消費金額

場地費
可使用 3 小時

提醒事項

2F 前區 32 20

$400
(10%服務費另計)

$4,000 (1) 場地費：
每場次限時	3 小時。場地費恕不得抵扣消費。如包場需求時間超過	3 小時，需另外洽談可
行性。
(2) 容納人數上限：若每場包場人數超過可容納的人數，需另行與	smith&hsu 確認可行性與
追加費用等相關事項。	
(3) 包場人數下限：不足下限人數，以下限人數收取低消以及場地費。
(4) 每場每人最低消費金額：$400	(10%服務費需另計)		以人頭數計算，不分成人或小朋友。
(5)	低消抵用：最低消費金額	(加上10%服務費後的金額)	可抵門市現場的餐飲、茶葉、器
皿、包裝食品等商品。但需於活動當日消費完畢	(需以原價抵用，恕不能與特價商品抵用)。

2F 後區 22 15 $4000

2F 整層 54 35 $7,500

3F 前區 25 18 $4,000

3F 整層 39 27 $6,000



smith&hsu 

  The flavors of scone and jam are random.

 No.22  Bai Hao Oolong (Oriental Beauty)         No.35 Kir Royal 

 No.43  Countess Grey Blend

  ( / )

     Choose the flavor of 
     tea serverd in cup (Ice / Hot)

Heavy Cheese Cake Lemon Tarte Tiramisu

Caramel Coffee

Mousse
Ginger  Bitter

Sweet Chocolate

  Choose the flavor of cake   Choose the flavor of sandwich

Roasted Eggplant & 

Tomato Cheese

Sandwich

Open Sandwich

with Smoked Salmon

and Dill

  Tea Served in Cup x 1

Sweet Set
  Cake x 1

  Scone x 1

   (  clotted cream  including clotted cream & jam)

  Cookie x 1

  Sandwich x 1

  Tea Served in Cup x 1

Selected Set

  Scone x 1

   (  clotted cream  including clotted cream & jam)

  Cookie x 1

The picture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The actual items are the standard. 



smith&hsu 衡陽店   台北市衡陽路35號   Tel 886 2 2370 07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