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國際禮賓中心

金融路演接送
領先的路演專家; 我們提高全球市場份額證明。

Roadshow Chauffeuring
我們的重點是你
作用在路演市場和客戶反饋的不斷變化的需求，VIP 投入更多的時間，資金和資源，為技術，培訓和成果在過去 12 個月，比
在我們公司歷史上的任何時期。
誰將我處理？
在日常的基礎，你會處理專用路演協調，給您的客戶經理匯報。
你迅速做出反應？
預訂在 90 秒內 15 分鐘內響應，充分確認與驅動器號（DDI）。
我何時能收到我的司機的詳細信息？
司機的電話號碼將在預訂過程中的時間發出。 我們必須事先指定一個司機的電話號碼幾個月的能力。
你檢查的行程？
一位經驗豐富的路演活動協調員監控所有的旅行時間，並利用我們獨特的行程為主導的系統，該系統交叉引用的支持航班; 航
班號，會議日程和最重要的，驅動器的時間。
你如何處理日程表修改？
您的路演協調員將上傳的行程修正觸發的合作夥伴和司機的控制檢查，以確保他們有更新的行程。

你怎麼執行質量控制？
每個職業都有 14 質量控制檢查。 其中最重要的; 在每一個預約司機每次被調用前一小時由一個專門的質量控制經理預計皮
卡。 拿起時間前 15 分鐘再次調用放置，以確保車輛上的位置。
你有一個全球性的網絡？
隨著三大洲首選路演合作夥伴在全球各地的每一個金融中心的辦事處，我們進行戰略性部署，以服務於任何類型的路演項目。

正在 VIP 司機充分的保險？
所有 VIP 司機和合作夥伴有有效的保險，並已簽訂非披露協議（保密協議）。
你如何管理投訴？
我們獨特的反饋系統使我們能夠記錄並回應所有正面和負面的反饋，幫助 VIP，以不斷完善我們的服務交付。
多少 VIP 費用是多少？
聯繫我們的團隊：
TEL: +886 2 8866 5681

FAX: +886 2 8866 5691
E-Mail: service@vipgrou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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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活動接送
總地物流和艙單管理，從預先計劃張貼事件和解。

Event Chauffeuring
我們的重點是你
著眼於質量控制和品牌的代表，我們的項目經理 - 支持由 VIP 的清單管理軟件 - 將提供對您的活動的每一個方面。
為什麼選擇我們？
每天，每週運營 24 小時，7 天，您的項目經理將跟你們並肩戰鬥全程;
預先計劃 - 預算
現場 - 送您的程序和品牌體驗
對賬 - 發票

你可以處理多大尺寸的群體？
VIP 可以安排運輸 1 至 10,000 人。 我們提供的服務的效率是一致的，不管你的事件的規模。
誰做你的工作？
VIP 與多種行業，包括醫藥，航空，金融，媒體和娛樂的工作; 涵蓋了諸如事件; 產品發布會，研討會，會議，獎勵旅遊，頒獎
典禮，重大體育賽事和展覽。
你在哪兒工作？
我們提供在各大洲和各主要城市在世界各地已制定一個全球性的解決方案。
你可以提供現場的工作人員？
我們可以提供交通管理，事件管理，現場協調，禮儀小姐和一個見面和問候服務。

您將如何代表我們的品牌？
VIP 從來沒有失去視力的事實，不斷努力，以確保我們的工作方式和價值觀反映我們的客戶。 我們將與您合作關係上的事件，
確保成功和難忘的品牌體驗傳遞以配合我們的專業物流。

你如何能迅速應對變化？
我們都是經驗豐富，處理最後幾分鐘的變化，我們把這些變化到位，即時生效。 這使我們能夠確保所有的可能性都覆蓋，一
切運行時間表。
如何準備你的驅動程序？
在此之前每個事件，我們介紹我們所有的驅動程序與特定的事件預先準備好的驅動程序包支持的詳細的事件信息。
你將如何管理我的預算？
在第一種情況，我們會為您提供為您的活動最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 要求我們的項目經理會及時向大家發布與實時報告花
費在活動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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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安全接送
並感謝我們有專門的保安公司獨特的合作夥伴關係，我們不僅能夠管理你的旅行，但你的整體安全性。

Secure Chauffeuring
我們的重點是你
從您進入我們的車輛，VIP 安全小組將確保您的旅途安全，放鬆和時間表。
如何預訂？
您可以使用以下聯繫方式預訂：
TEL: +886 2 8866 5681
FAX: +886 2 8866 5691
E-Mail: service@vipgroup.com.tw

誰將我處理？
我們將為您提供一個單一接觸點，而你的工作一起 VIP 安全接送永遠不變。 這將確保你建立信任和熟悉的人誰是完全奉獻給
大家。
你怎麼對我的行程做準備？
採用了最新的情報從各種渠道收集的，以及威脅分析技術，我們能夠提供的電流和準確的風險評估，為您服務。
當我得到司機的詳細信息？
你會得到一個完整的個人資料，包括您的驅動程序的描述，兩小時預約 VIP 內。
你們的司機有當地知識？
VIP 安全的司機都有豐富的本地知識，將能夠避免已知的和意想不到的問題，確保他們保持乘客的安全，並如期進行。 他們還
訓練計劃他們的路線選擇並採取措施，以減輕任何察覺的風險或威脅。

如何合格是你的驅動程序？
與專業安全機構合作，VIP 開發的驅動程序特定的培訓課程，其中包括了安全駕駛的基本原則，也為當地的影響和法律。 這種
密集的及格或不及格課程，確保只有最熟練的駕駛資格，以實現我們的精英服務。

此外，我們的許多司機在安全駕駛和演習，以及急救培訓和貼身保護訓練技能。
你能提供什麼類型的車？
我們可以提供種類繁多的安全車輛，包括 LEXUS 和 MERCEDES BENZ。 根據您的具體情況和潛在威脅的水平，我們還可以
提供謹慎的，還沒有完全安全的，防彈車。
你可以提供貼身保護服務？
如果密保是因為一個潛在威脅，或 VIP 客戶的具體要求必需的，那麼我們的專業安全合作夥伴將提供適當的授權和培訓的資
源。
需要多少費用？
根據手頭的任務和感知參與威脅，價格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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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貴賓接送
了解全球商務旅客的需求。

Corporate Chauffeuring
我們的重點是你
VIP 國際禮賓服務中心迎合了全球商務旅客的苛刻需求。 我們無與倫比的痴迷與客戶服務，確保我們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在世
界任何地方。
我可以在網上預定？
是的，你可以選擇使用 VIP 的客戶化定制的在線預訂頁面的選項。
如果你已經有一個帳戶，請訪問 www.vipgroup.com.tw
要建立您的網上帳戶，請致電我們的客戶經理逐個 +886 2 8866 5681
你如何能迅速報價？
我們獨特的系統提供即時報價，從而增加了速度和效率，你可以返回一個確認給你的客戶。 最後的報價是受有關條款及條
件。
我何時能收到我的司機的詳細信息？
預訂在 15 分鐘內承認與充分肯定和驅動程序的 DDI 號碼在 1 小時內。 然後，您將收到預先驗證的驅動程序的名字和手機號
碼 24 小時。
誰將我處理？
直接用專用的商務旅行協調員誰將會報告給您的客戶經理。

你如何管理變化？
任何更改都將通過版本更新數字控制。 每個變化觸發了一系列的供應商和司機的質量控制檢查。
你有一個全球性的網絡？
與在三大洲設有辦事處，VIP 戰略地位，以服務，即使是最複雜，要求較高的項目，當地注重結合細節與全球後勤支持。

多少 VIP 費用是多少？
VIP 提供了一些在企業接送行業中最具競爭力的價格和優惠措施。 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聯繫我們：
TEL: +886 2 8866 5681
FAX: +886 2 8866 5691
E-Mail: service@vipgroup.com.tw
是您的費率收取佣金？
我們有一個靈活的結構，以適應您的企業定價策略。 聯繫我們了解更多信息。

你創建客戶端配置文件？
是的，我們的系統整理客戶的喜好和非機密數據從之前的預訂，以確保個性化，高效率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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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飛機包機
我們為各式客戶（如企業高管、名人和皇室成員）提供直升機、私團隊也能為人機和行政客機的包機服務。
此外，我們的生病和受傷的患者提供緊急醫療專機。

Private Jet Chartering
VIP 商務及休閒私人包機服務
商務私人飛機服務
我們為商務專業人士提供私人包機服務，最大限度地提高您的時間利用率。
我們的私人飛機服務足以滿足公司高層人士繁忙的時間安排，可以幫助商務乘客輕鬆實現同天多城市旅行的任務。
乘坐私人飛機旅行是公司高層商務人士最舒適、保險和安全的交通方式。
休閒度假私人飛機服務

私人飛機也可用於休閒旅行，為您和您的家人朋友提供最豪華，舒適和隱私的旅行體驗。無論是簡短的週末滑雪，還是在加勒
比海幾周的度假，我們都能找到最符合您的私人飛機並確保您的安全往返。走進我們的私人機航站意味著遠離喧囂的機場和繁
忙的乘客安檢佇列。
VIP 為高管及 VIP 人士提供公務機服務
高檔，豪華，舒適
公務機可以高效地飛往全球各地，簡單說是私人包機業內精英中的精英。
全尺寸的公務客機配備全套設施，包括私人臥室、浴室、會議室，基本上是一套 20000 英尺高空中的複式套房。很多挑剔的
皇室成員、商界領袖及商務人士都會選擇公務機，享受舒適豪華與獨具風格的高品質旅行體驗。

空中商務
機配備商務和會議中心、休息區和私人套房，特別適合在空中進行商務會談。其品質、功能和豪華程度足以滿足乘客的各種要
求。公務機的寬敞的客艙可容納各式房間及周邊的走廊，確保乘客私人的工作和休息完全隱私。
VIP 提供直升機包機服務
靈活便捷"點對點"旅行
直升機包機可以實現點對點的飛行，這比普通固定翼飛機更具靈活性。
機艙內“俱樂部”式座位的安排為乘客提供最舒適的旅程體驗。

直升機的多功能性符合各種商業及娛樂的旅行目的，比如接送遊客從機場到滑雪場、體育場館等。
直升機包機優勢
直升機高智慧和高適應性的設計足以滿足乘客各種具體的需求。在升降空間允許的情況下，直升機可以往返很多邊遠、繁忙或
者很多交通工具難以到達的目的地，靈活自由地在各種停機坪，酒店或者私人場所升降。
直升機也適合很多其他行業的用途，包括醫療救援和航空攝影等領域。
VIP 提供空中救護包機服務
空中救護包機
空中救護飛機是危重病人最方便、快捷和安全的選擇。
VIP 可以提供各式不同型號的飛機, 適用於醫療救護、疏散和運輸，並可讓患者家屬與專業醫務人員一起同行。
這類飛行器（包括噴氣式，渦輪螺旋槳飛機和直升機）都特別裝配了醫療設備用以運送和服務傷病乘客。
空中救護配備有
輕型、中型及大型噴氣式飛機，均配備完整 ICU（重症監護室）的設備和功能
改造過的飛行器，適合需要平躺或有在指定氣壓內飛行的需要的輕傷患者
有貨艙門或改造過坡道可承載擔架的飛機
直升機與其他私人機之間的轉送與往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