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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FIT Ruums 隸屬於 Webjet Limited 

的 B2B 子公司 WebBeds FZ 

LLC。Webjet Limited 是一家市值超

過 10 億澳元的 ASX 200 上市公司 

(WEB)。該公司經營的是數位化旅遊

業務，總營業額超過 16 億美元，涵

蓋範圍包括 B2C 和 B2B 領域。

 

FIT Ruums 於 2016 年 11 月成立，

專注於經營 B2B 旅遊分銷，在亞洲

各地提供酒店住宿、接送和其他旅行

服務。FIT Ruums 目前在新加坡、

香港、台灣、韓國、印尼、印度、

泰國和馬來西亞等地均設有辦事處，

而日本和中國的辦事處也正在籌備

當中。



全球足跡

   

WebBeds FZ LLC 目前在全球範圍

內擁有許多旅遊通路，包括歐洲地區

的 Sunhotels，中東、非洲和北美等

地的 Lots of Hotels，以及亞洲地區

的 FIT Ruums。

作為數位化旅遊分銷的產業先驅，我

們的目標是提供一個簡化的企業對企

業解決方案，為世界各地的線上或離

線旅遊合作夥伴整合和分銷最廣泛的

酒店客房。



我們致力於瞭解我們的所有使用者以量身訂造最獨特的解

決方案，這會讓我們彼此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團結讓我們

更加強大。

團結
力量大



解決方案
FIT Ruums 對我們的旅遊業合作夥伴採

用全方位的合作方式。我們推動旅遊分銷

循環的方式在於與所有合作夥伴分享我

們的服務內容，以便他們可以大幅增加其

業務涵蓋範圍和服務內容。在循環的另一

端，我們的全方位分銷概念使合作夥伴能

夠互相進行購買和銷售。這種方式造就真

正和諧的合作關係，讓所有合作夥伴和更

廣泛的旅遊業能夠從中獲益。

我們目前透過旅遊合作夥伴直接或間接

的協助，包含 300 多家旅遊地管理公司 

(DMC)，提供全球超過 130,000 間獨特

的酒店資訊。

我們持續在市場研究和分析方面進行重

大的投資，為合作夥伴提供廣泛而全面

的產業前景。我們會定期分享這些深入

見解，讓每個合作夥伴都有更好的準

備，也能專注於制定正確的市場策略。



分銷通路
我們的服務內容可透過零售預訂網

站 FITRuums.com，或易於開發的 

API 連線來輕鬆存取。如果您是供

應商，則可以選擇透過我們的外部

網路，或其中一個現有的眾多通路

管理系統 (我們現在使用超過 40 個) 

來分銷您的產品和服務。

與我們連結後，您不太需要花費

心思進行維護。此外，由於 FIT 

Ruums 在亞洲市場設有辦事處， 

因此我們可以在鄰近時區提供真正

的即時支援服務。

 

我們也擁有絕佳的酒店對應功能，

並提供實際的支援服務，以確保您

的產品和服務維持競爭力。



我們的服務內容
關鍵在於服務內容！我們提供廣泛的酒

店客房存量和旅遊服務內容，可讓您拓

展業務。目前，我們直接或間接透過 

300 多家旅遊地管理公司 (DMC) 和許

多其他中介機構，與超過 130,000 間

酒店進行連結。

如果您想讓旅遊產品進入市場，我們可

以協助您直接透過我們的全球網路，或

透過通路經理進行分銷。這將使您能夠

即時存取龐大的旅遊公司網路，以及我

們所投資市場研究和分析中所提供的最

新商業情報與市場趨勢。



dIdATRAveL 成為我們的合作夥伴 2016 年 11 月，FIT Ruums 與中國最

大的 B2B 旅遊聚合商和分銷商「道旅

旅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劃時代

的合作夥伴關係。道旅旅遊專注於旅

遊技術，並提供全球超過 250,000  

間酒店的即時酒店客房存量和房價等

資訊。

策略聯盟合作夥伴關係讓我們可進行

雙向分銷、透過 API 連線及其酒店外

部網路共享全球酒店資訊，並在市場

情報、業務開發和新技術進步等領域

展開協作。

此舉亦可達到即時的市場滲透效果，

因為我們竭盡一切努力，協助供應商

尋求並進入首要的中國市場。



合作與行銷
在 FIT Ruums，我們與多家連鎖酒

店、航空公司和國家旅遊組織 (NTO) 

頻繁且密切地合作，為您帶來專屬優

惠和產品資訊，讓您可提升價值並開

發自己獨特的旅遊產品。

與我們合作，您將能夠利用全新的行

銷服務，達成更多的旅遊交易。無論

您打算提高旅遊地觀光客數量、住宿

天數或銷售數據，我們都可以將合作

夥伴計畫與各個市場銷售辦事處有效

整合，並提供支援以有效率的方式推

廣給廣大的旅遊買家和賣家網路。



FIT 獎勵
我們的 B2B 忠誠計劃「FIT 獎

勵」為供應商合作夥伴建立了一個

平台，可利用一系列的獎勵 (包括

酒店住宿和旅行) 直接激勵和培育

旅行社，達到更深入的目標產品滲

透、產品宣傳，使產品更獲旅遊交

易主要預訂者青睞。對於亞洲地區

的旅行社而言，這是一個誘人、 

值得且有趣的方式，而當他們熱 

衷於預訂旅行的同時也能獲得額 

外的好處。

「FIT 獎勵」還將可讓旅行供應商 

(包括 NTO) 根據每個市場的個性

化需求量身打造獎勵內容，例如邀

請參與專屬的本地活動、自訂培育

活動、幕後旅遊及獲得商店無法提

供的其他專屬優惠。



為什麼要與我們合作？
團結力量大 

我們相信雙向的互惠分銷合作夥伴關係

關鍵在於服務內容

輕鬆存取全球 130,000 間獨特的酒店 

(持續成長中！)

維持競爭力 

我們可以在酒店對應的過程中提供來源、

簽訂合約和協助支援

亞洲本地的 IT 支援 

在類似的時區中提供更快的 IT 支援回應

FIT 獎勵

獨特的獎勵平台，獎勵您在  

FITRuums.com 上進行的預訂



  

新加坡和亞洲
其他地區

1 maritime square, 
#11-05 
harbourFront Centre 
singapore 099253 

sales@fitruums.com
+65 6914 2000

香港和中南半島

Room 5126, 51st Floor, 
hopewell Center, 
183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hong Kong

sales.hongkong@fitruums.com
+852 3602 3065

印尼
 
menara BCA, 50th Floor Office 
5076-5077 Jl. mh. Thamrin 
No.1 Jakarta 10310

sales.indonesia@fitruums.com
+62 12 123585700

馬來西亞
 
sales.malaysia@fitruums.com
+60 12 805 5800

韓國

17F, gwanghwamoon Building, 
149, sejong-daero, 
Jongno-gu,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03186

sales.korea@fitruums.com
+82 10 8723 6583

台灣
 
700/701 7F, No. 142, sec. 4, 
Chung hsiao e. Road, 
Taipei, Taiwan

sales.taiwan@fitruums.com
+886 2 2711 5285

泰國及印度支那
 
Room 1207, Level 12 
Zen World Tower, Rajdamri Road
Pathumwan, Bangkok 10330 
Thailand

sales.thailand@fitruums.com
 +66 2 6979 1012

印度
sales.india@fitruums.com
+91 97170 74848

與我們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