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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引導您登錄

房價與房況

● 管理房價與房況的優點（第 3 頁）

● 第一章：更新房價（第 5 頁）

● 第二章：更新房況（第 10 頁）

● 第三章：開房與關房（第 14 頁）

● 第四章：開啟與關閉房價方案（第 18 頁）

● 第五章：更新訂房限制（第 21 頁）

● Booking.com 小撇步（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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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率地管理房價與房況的好處

登錄未來 16 個月的房價與房況，

有助提升您在搜尋結果中的曝光率

並吸引早鳥顧客

可將更多時間投資在提升業績，

並減少繁瑣的營運工作

調整提供給不同類型旅客的

選項，吸引多樣化客群訂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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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步驟

前往後台。

點選頁面頂端的「房價與房況」

頁籤，並點選「日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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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與房況

https://admin.booking.com/?aid=1190473&page=/hotel/hoteladmin/extranet_ng/manage/availability_calendar.html&utm_source=phc_pdf&utm_medium=rates_and_availability_link&utm_campaign=213577765&utm_term=phc&utm_content=zh-tw


第一章：更新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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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更改個別價格，只要

將滑鼠移動至價格上方，

並點選出現的窗格。

輸入新價格後，按下

「Enter」鍵或於該格之外

任一處點擊滑鼠。

更改個別價格

點選

若要移動至下一格，您可

按下鍵盤上的「Tab」鍵，

或使用滑鼠重複同樣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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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一次更改多天房價，

請點選您想修改的第一個

日期，然後將滑鼠拖曳到

最後一個日期。

一次更新多天房價（1）

點選並拖曳

在跳出的選單上，在白色窗

格輸入您想為所選的日期範

圍設置的價格。

點選「儲存」以儲存新價格。

輸入價格

儲存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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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一次更改多天房價的

方式是點選螢幕右方、位於

日期列下方的「群組編輯」。

在跳出的選單上，選擇您想

編輯的日期與星期幾。

您可一次編輯「可售數量」、

「價格」、「房況」、及

「限制」，或僅選擇一到兩

項。修改好各區塊後，點選

「儲存變更」。

一次更新多天房價（2）

可售數量

價格

房況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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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查看不同入住人數

的價格，請使用日期選

擇工具旁的篩選條件。

若要一次編輯不同入住

人數的價格，請點選房

價方案下方的「編輯入

住人數彈性價」。

更新入住人數彈性價

在跳出的選單上，選擇「推薦」

或「自訂」。

您可為低於／高於標準入住人

數的入住人數設定價格調幅。

點選「儲存變更」以完成入住

人數彈性價的設定。啟用／關閉

點選編輯

點選篩選條件

提醒您：若您的某個房價方案沒有此功能，請聯繫 Booking.com 為您啟用。

小撇步：若您設有促銷方案，您會在日期選擇工具旁看到「促銷方案」的篩選條件。您可點選該條件以查看您的促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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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更新房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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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更改個別客房或住宿

單位，只要將滑鼠移動至

該客房上方，並點選出現

的窗格。

輸入您想要銷售的客房或

住宿單位的數量，按下

「Enter」鍵或於該格之

外任一處點擊滑鼠。

更新個別房況

點選

若要移動至下一格，您可

按下鍵盤上的「Tab」鍵，

或使用滑鼠重複同樣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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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一次更改多天要銷售

的客房數量，請點選您想

修改的第一個日期，然後

將滑鼠拖曳到最後一個日

期。

一次更新多天房況（1）

點選並拖曳

在跳出的選單上，在白色窗

格輸入您想於所選的日期範

圍銷售的客房或住宿單位數

量。

點選「儲存」以儲存新房量。

輸入數值

儲存變更

第 12 頁



另一種一次更改多天房

況的方式是點選螢幕右

方、位於日期列下方的

「群組編輯」。

在跳出的選單上，選擇您想

編輯的日期與星期幾。

您可一次編輯「可售數量」、

「價格」、「房況」、及

「限制」，或僅選擇一到兩

項。修改好各區塊後，點選

「儲存變更」。

一次更新多天房況（2）

群組編輯

可售數量

價格

房況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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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開房與關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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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點選綠色或紅色的窗

格，將客房或住宿單位開

放或關閉。

若您將當日的房況關閉，

窗格將顯示為紅色。綠色

則表示該客房目前開放預

訂。

針對單一日期，將客房開放或關閉預訂

紅色 顧客無法訂房

顧客可訂房

顧客可訂房，但您
設有相關限制。

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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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一次將多天開／關房

的方式是點選客房名稱下方

的「群組編輯」。

在跳出的選單上，選擇您想

編輯的日期與星期幾。

您可一次編輯「可售數量」、

「價格」、「房況」、及

「限制」，或僅選擇一到兩

項。修改好各區塊後，點選

「儲存變更」。

針對多個日期，將客房開放或關閉預訂

群組編輯

可售數量

價格

房況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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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關閉：

您已刻意關閉客房

無房量：

您尚未設置房量，或已將房量減至「0」

未設定價格：

您尚未替房價方案設定價格

房價方案已關閉：

您的房價方案已於該日期關閉

售完：

您在 Booking.com 上銷售的所有客房均已被預訂

多原因禁止預訂：

結合上述原因，導致顧客無法預訂貴住宿

顧客無法預訂貴住宿的原因

有時即使您沒有關房，顧客仍然無法預訂。這可能是幾種原因所導致。這些原因在您的日曆上會以紅色標籤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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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開啟與關閉房價方案

第 18 頁



您可點選「價格」窗格的

上半部，開啟或關閉房價

方案。

在跳出的選單上，您可選

擇「開房」或「關房」。

點選「儲存」以完成修改。

開啟與關閉房價方案

紅色

白色

顧客無法預訂該房
價方案

顧客可預訂該房價
方案

顧客可預訂該房價
方案，但您設有相
關限制。

開房／關房

點選

儲存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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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一次開啟或關閉多天

的房價方案，請點選您想

修改的第一個日期，然後

將滑鼠拖曳到最後一個日

期。

在跳出的選單上，您可選

擇「開房」或「關房」。

點選「儲存」以完成修改。

開啟或關閉多天的房價方案

點選並拖曳

開房／關房

紅色

白色

顧客無法預訂該房
價方案

顧客可預訂該房價
方案

顧客可預訂該房價
方案，但您設有相
關限制。

儲存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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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更新訂房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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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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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短、最長或特定入住晚數
您可設定顧客可預訂的特定晚數。

• 最短、最長入住晚數限制（當日入住）
您可設定顧客若是入住當天才訂房，需預訂的最短與最長入住晚數。

• 特定日期不受理入住或退房
若您有些日子無法替顧客辦理入住或退房，您可設定當日不可入住或退房。這樣顧客就無法預訂從那些日子開始或結

束的住宿（但那幾天仍可包含在他們的整段住宿期間）。

• 最早與最晚訂房期限
意指顧客最早及最遲可於何時訂房。

提醒您：若您在某些日期、客房和／或房價方案設置了訂房限制，只有當顧客的搜尋條件符合您設置的條件時，顧客才能預訂貴住

宿。比方說，若您將最短入住晚數限制設為三天，想住較少天數的顧客在搜尋住宿時，就不會在搜尋結果中看到貴住宿。您隨時都可

調整這些限制。



如要查看您的訂房限制，

請使用日期選擇工具旁的

篩選條件。

更新個別訂房限制

點選您想更改的日期。

為您想設的限制輸入數值；

若想移除限制，請刪除

既有的數值。

按下「Enter」鍵或於該

格之外任一處點擊滑鼠。

可選項目：

最短入住晚數

最長入住晚數

最短入住晚數（當日入住）

最長入住晚數（當日入住）

特定住宿晚數

當日不可退房

當日不可入住

最晚訂房期限

最早訂房期限

點選

點選篩選條件

請注意：貴住宿可能不會看到部分限制。若您想設置其他類型的限制，請聯繫 Booking.com 替您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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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一次更改多天的限制，

請點選您想修改的第一個

日期，然後將滑鼠拖曳到

最後一個日期。

更新多天訂房限制（1）

在跳出的選單上，在白色

窗格輸入您想為所選的日

期範圍設定的限制數值。

點選「儲存」以儲存新限

制。

如要移除限制，請刪除白

色窗格中的數字，或勾選

「移除」的圈圈，並點選

「儲存」。

點選並拖曳

點選篩選條件

儲存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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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數值



另一種一次更改多天限制

的方式是點選螢幕右方、

位於日期列下方的「群組

編輯」。

在跳出的選單上，選擇您想

編輯的日期與星期幾。

您可一次編輯「可售數量」、

「價格」、「房況」、及

「限制」，或僅選擇一到兩

項。修改好各區塊後，點選

「儲存變更」。

更新多天訂房限制（2）

群組變更

可售數量

價格

房況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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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ing.com 小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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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建議：
• 若要將某客房或住宿單位開放預訂，您必

須為其設定房量與有價格的房價方案。

• 顧客可以預訂未來 16 個月的住宿，因此

請善加把握所有被顧客看見及收到訂單的

機會。

• 您也可將日曆切換為「年度模式」以查看

長期的房況。或切換至「月份模式」以管

理每個月的房價與房況。

• 設置不同房價方案（如不可退款房價方

案），吸引多元類型的顧客。

• 下載 Pulse APP，隨時隨地管理房價與房

況。

• 複製全年房價功能可替您節省時間，只要

點選幾下就能將您的房價複製到下一年度

或下一季。

年度／月份模式

https://admin.booking.com/?aid=1190473&page=/hotel/hoteladmin/extranet_ng/manage/availability_calendar.html&utm_source=phc_pdf&utm_medium=yearly_view_link&utm_campaign=213577765&utm_term=phc&utm_content=zh-tw
https://admin.booking.com/?aid=1190473&page=/hotel/hoteladmin/extranet_ng/manage/availability_calendar.html&utm_source=phc_pdf&utm_medium=yearly_view_link&utm_campaign=213577765&utm_term=phc&utm_content=zh-tw
https://admin.booking.com/hotel/hoteladmin/extranet_ng/manage/rate_plans.html?lang=zh-tw
https://www.booking.com/propertyapp.zh-tw.html
https://admin.booking.com/hotel/hoteladmin/extranet_ng/manage/inventory/ratecp_wizard.html?ses=3d9b9ead8cef8832d9cd8c3a39ee33d2&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