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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D 團.2020/9/30-10/2「花東打卡趣 3 日遊」會後旅遊報名須知 

【報名截止日期：2020.8.28】 

一、 旅遊日期： 2020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三)至 10 月 2 日(星期五) 

二、 團費： 

 

三、 行程團費包含項目： 

1. 交通：台北-知本&花蓮-台北台鐵車票、當地遊覽車（含司機）。 

2. 導遊：1 位。 

3. 住宿：2 晚。 

4. 保險：500 萬履約責任險+20 萬醫療險。 

<依保險公司規定：未滿 14 歲以及滿 70 歲以上者，保額上限為 200 萬履約責任險+20 萬醫療險。> 

5. 餐食：2 早餐+3 午餐+3 晚餐。 

6. 其他：行程列表中景點門票及司機、導遊小費。 

一、 行程團費不包含：上列包含費用外的私人費用、酒水費等其餘消費。 

二、 補助活動： 

3. 配合僑委會歡迎僑胞回國參加十月慶典及推動國內觀光，僑胞於 2020 年 1 月 1 日後入境者可

申請慶典旅遊補助每位 NT$3,000（往年補助每位 NT$2,400）。請務必提供僑胞證「副聯」正

本（正楷親簽）及參加十月慶典活動合影給海旅，待僑委會核發補助款後才會將費用退給各位。 

4. 配合交通部觀光局的安心旅遊補助方案（活動於 2020 年 10 月 31 日截止），每位國人在團

體旅遊中團費可再優惠 NT$2,100，請務必提供身分證字號及配合海旅成團人數。 

三、 如需報名參加旅遊的貴賓，請務必填寫旅遊報名表（同房者請寫在同一張上），並且 E-mail

（ivy@otcta.tw）或傳真（+886-2-33222258）至海旅，收到回覆方完成報名程序。 

報名截止日為 2020 年 8 月 28 日，海旅將於 2020 年 9 月 2 日以 E-mail 通知該行程是否成團，

確定成團後取消者不予退費。 

四、 請按旅遊報名表所列金額，以刷卡【VISA、MASTER、JCB、AE】或匯款方式支付團費。 

如採用匯款(匯款完成請傳真或 E-mail 通知)，請匯至：台灣銀行城中分行，銀行代號：004，

匯款帳號：045-001-003-726，戶名：海外台商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五、 旅遊聯繫窗口： 

     海外台商旅行社  電話 :+886-2-3322-4458#38 聯絡人 Ivy 李 / E-mail: ivy@otcta.tw 

      傳真:+886-2-3322-2258  

每人團費 說       明 

NT$12,300 

*符合安心旅遊補助條件者得退 NT$2,100 

*符合僑胞返國補助條件者得退 NT$3,000 

1. 請務必提供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或護照號

碼），俾便辦理旅遊責任保險。 

2. 報名人數達 16 人方成團，請確認有收到旅行社的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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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D 團.2020/9/30-10/1「花東打卡趣 3 日遊」會後旅遊報名表 

1.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19    年    月    日 

連絡電話  E-MAIL (通知成團) 

2.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19    年    月    日 

連絡電話  E-MAIL (通知成團) 

聯絡地址  

行程及報價內容 每人價格 房型 特殊餐食 

花東打卡趣 3 日遊 

含國內火車票、住宿、門票、行程提

及之餐飲、團體保險、司機導遊小費 

  雙人房 NT$12,300 /位  

*符合安心旅遊補助條件者得退 NT$2,100 

*符合僑胞返國補助條件者得退 NT$3,000  

□ 一大床 

□ 兩小床 

 □素 

 □不吃牛 

 □不吃羊 

 □其他_____________ 

團費所含之參考車次: 
日期 出 發 地 目 的 地 班次 出 發 時 間 抵 達 時 間 行經時間 

9/30(三) 台北車站 台東知本車站 莒光 2 08:10 13:41 5 時 31 分 
10/2(五) 花蓮車站 台北車站 普悠瑪 431 17:25 19:38 2 時 13 分 

 

16 人成團，報名截止日至 2020 年 8 月 28 日。 
*本人因無法親自至海外台商旅行社付款消費，特立此授權同意書，以信用卡支付參團旅客下述款項。 

★請在截止日前傳真(+886-2-3322-2258)或 E-mail (ivy@otcta.tw)至海外台商旅行社報名。 

付款請完整填寫以下: 

持卡人姓名:                      

卡別：□Visa  □MasterCard  □JCB  □AE  發卡銀行：                      

信用卡號碼：□□□□-□□□□-□□□□-□□□□ 

信用卡有效日期：      月          年；卡片背面後 3 碼或 AE 正面 4 碼：□□□□ 

**請於出發前付清團費** 

刷卡金額：NT$             x     位=NT$                

持卡人簽名(同信用卡簽名) ：                   日     期：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備註： 

1. 僑胞慶典旅遊補助僑胞每位 NT$3000，煩請配合補助辦法，待海旅收到僑委會核發補助款後，將另行退款（刷

卡者退刷原信用卡；匯款者請另外提供收款帳號）。 

2. 安心旅遊補助國人每位 NT$2,100，煩請務必提供身分證字號且將報名表填寫完整將可現抵團費。 

3. 若全程單人入住，請另洽。 

4. 報名於 2020 年 8 月28 日截止，團體將於 2020 年 9 月2 日 Email 通知是否成團，確定成團後取消者不予退退費。 

5. 持卡人同意以上述信用卡之消費金額作為海外台商旅行社辦理之「花東打卡趣 3 日遊」費用付款之保證。 

6. 單據開立之資料 (如未填寫則直接開立客人姓名/限自行負擔金額)。  

7. 如採用匯款(匯款單請傳真或 E-mail 通知)，請匯至：台灣銀行城中分行(銀行代號 004)，匯款帳號：

045-001-003-726，戶名：海外台商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020.8.17 製  

★主辦單位：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承辦單位：海外台商旅行社    

★旅遊報名表發送及聯繫窗口-海外台商旅行社 電話:+886-2-3322-4458#38 聯絡人 Ivy 李  

 / E-mail: ivy@otcta.tw/  傳真:+886-2-3322-2258   

mailto:ivy@otcta.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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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花東打卡趣 3 日遊 
2020/9/30-10/2 

行程特色 

1. 海水湛藍的東台灣，當然也有山中表情豐富的『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先帶您來森呼吸！ 

2. 來到台東怎能不去因為金城武而紅遍全台的伯朗大道和金城武樹！一起與樹拍照秒變金城武～ 

3. 欣賞阿美族特有的旮亙（竹鐘）、鼻笛等傳統樂音，還可深入了解阿美族特有的居住文化。 

4. 每次跨年時，迎接第一道曙光的地方就是台東的三仙台，且這裡也被列為花東海岸線海底景觀最美的所在

喔！登島時須徒步跨越八座跨海拱橋，抵達時絕對成就感爆表！一起挑戰看看吧。 

5. 重點來啦！超多網紅打卡景點要帶您去～海崖谷、山姆先生咖啡，依山傍海的絕佳美景以及類似哈比人的

家，這幾個景點準備好一起讓我們拍好拍滿！ 

6. 還有！怎麼能忘記還要帶您去黃金蜆的故鄉：立川漁場，體驗「摸蜆仔兼洗褲」，摸完享受黃金蜆特色料理。 

 

行程簡表  

天數 日期 行程地點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1 
9/30 

(三) 

台北車站（搭乘台鐵）/ 台東知本車站→

知本森林國家公園 

敬請 

自理 

列車內 

台鐵便當 

飯店內 

享用 

台東娜路彎大酒店 

或同級 

2 
10/1 

(四) 

那魯灣大酒店-伯朗大道（金城武樹、天堂

路）-阿美族民俗中心-三仙台→東海岸著

名地質景觀（石雨傘、男人石）→八仙洞  

飯店內 

享用 

阿美族 

民俗中心

內享用 

當地 

特色 

料理 

花蓮美侖大飯店 

或同級 

3 
10/2 

(五) 

海崖谷（最新網紅景點）→立川漁場（體

驗摸蜆兼洗褲）→山姆先生咖啡（夯!打卡

景點）→（搭乘台鐵）→台北車站（結束） 

飯店內 

享用 

立川 

漁場 

列車內 

台鐵便當 
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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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 

第 1 天 9/30(三) 台北車站→(搭乘台鐵)→知本車站→知本森林國家公園 

歡迎各位貴賓參加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所主辦的會後旅遊，今早於台北車站集合，準備搭乘台鐵前往知本，

踏上花東打卡趣之旅，精彩行程就此展開。 
 

【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 

有一片彷彿熱帶雨林般的魔幻森林、巨大鳳蝶飛舞白榕之間，深藏台東「知本溫泉」的盡頭，它就是「知本國

家森林遊樂區」。這裡是一片海拔 125-550 公尺間的熱帶季風林，過去曾進行過小規模林業，因此可以看見台

灣少有的桃花心木、柚木等熱帶樹種的人工林。 

熱帶氣候造就了園區獨特的植物相，在森林浴步道上可以看見各式各樣以榕屬家族為基礎，熱帶雨林樣貌的大

樹，包括園區招牌：氣根滿佈一樹成林的百年大白榕、與附生其上的稀有藤蕨、百年大酸藤，還有「板根」發

達的九丁榕等，頗有南國雨林之感，園區內有一座面積三百多坪，種植有 50 多種芳香藥草的花見知本百草園花

園，金色鈕扣的六神花、金黃色的芳香萬壽菊等 50 多種芳香藥草，讓遊客身心靈都能獲得紓放。 

而動物也不遑多讓，像是稀有的朱鸝、東部特有的烏頭翁等等，都是這裡的常客，甚至有可能遇見台灣最大的

黃裳鳳蝶也不一定喔！到知本泡湯之餘，也別忘了來這裡享受熱帶森林浴生態之旅吧！ 

*備註* 請穿著舒適好走的鞋履，另請注意路面濕滑，小心行走喔！ 
 

餐食－早:敬請自理  午:列車內享用台鐵便當    晚:飯店內享用  

住宿－五星級娜路彎大酒店 (或同級) 
 
 

第 2 天 10/1(四) 
娜路灣大酒店-伯朗大道（金城武樹、天堂路）-阿美族民俗中心-

三仙台→東海岸著名地質景觀（石雨傘、男人石）→八仙洞 

【伯朗大道-金城武樹、天堂路】* IG 打卡聖地 * 

筆直的伯朗大道正式名稱為錦新三號道路，全長約 2.2 公里，由於兩旁毫無電線桿，加上逢稻穗成熟時，道路

兩旁無邊無際的金色稻穗隨風搖曳，寧靜的田園景緻，被伯朗咖啡選中拍攝廣告，之後金城武代言的長榮航空

亦來此取景，自此聲名大噪，將這條道路暱稱為「伯朗大道」。 
 

【阿美族民俗中心】部落樂舞音 

太平洋隨風沿著海岸線自然塑成海浪

般的歌，乘載阿美族文化母體的元素，

1999 年「AMIS 旮亙樂團」由此而成

立。少多宜。篩代團長透過走訪部落與

文獻考究拼湊耆老口述中已消逝的音

符，「敲打」器樂發想屬於阿美族傳統

記憶中的文化故事。我們將帶您認識阿

美族文化特色，還有竹禮炮、傳統射箭

的體驗喔！最後一同欣賞 AMIS 旮亙演出～ 
 

【三仙台】*迎接第一道曙光的地方* 

太陽賜給了宇宙萬物能量，而台灣寶島每天的第一道曙光總先灑落在三仙台，當曙光乍現時，也喚醒了沈睡的

大地！ 三仙台許願島座落於全世界最大也最有能量的太平洋上，溫暖的黑潮自北赤道帶著強大的能量而來，東

海岸因而充滿豐盛的生機。三仙台全島面積約 22 公頃，最高點海拔約 77 公尺，設有環島步道，悠閒瀏覽約需

2 小時。島的四周珊瑚礁環繞，由於強烈的風化和海蝕作用，讓島上除了仙劍峽、合歡洞等與三仙台故事有關的

天然奇景外，還且散佈著海蝕溝、壺穴、海蝕柱、海蝕凹壁等海蝕景觀，登島遊覽頗富尋幽訪勝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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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岸著名地質景觀【石雨傘、男人石】 

曾經紅遍大街小巷的《來去台東》這首歌，提到了台東有一支石雨傘，那什麼是石雨傘？為何會出現在歌詞中

呢？石雨傘是東海岸十分有名的地質景觀，位在成功鎮北方 10 公里的海岸，長達 1 公里的海岬，屬於石灰岩隆

起的海蝕地形，有著嶙峋的礁石、狹長岩岬、平衡岩、壺穴、海蝕門等豐富的海蝕地貌。 
 

【八仙洞】八仙洞是臺灣東海岸旅遊必去的景點之一，這裡是舊石器時代長濱文化的發現地，為臺灣的一級古

蹟！八仙洞擁有數十個海蝕洞奇景，走在海蝕洞旁的木棧步道拾級而上，沿途可見蓊鬱的林相以及豐富的生態，

當旅人攀登至永安洞以後，更能居高臨下，一探長濱地區鬼斧神工的海階地貌。 
 

餐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當地特色料理 

住宿：花蓮美侖大飯店或同級 
 

第 3 天 10/2(五) 
海崖谷（最新網紅景點）→立川漁場（體驗摸蜆兼洗褲）→山姆先

生咖啡（夯!打卡景點）→（搭乘台鐵）→台北車站（結束） 

【海崖谷】*最新網紅景點* 

在都市中看膩了高樓，來到這裡整片海洋都是您的景色，搭配著店內設施，網紅就是這樣拍照的！依山傍海絕

佳美景～讓您忘卻憂煩！ 

 

【立川漁場】*體驗摸蜆兼洗褲* 

這裡是黃金蜆的故鄉，帶您來到立川漁場體驗摸蜆，以及享受黃金蜆特色料理餐。 

 

【山姆先生咖啡】*網紅打卡地* 

位於花蓮台九線上樹湖村內的歐式造型建築。 起初是三間平凡不過的老式建築，經過一系列的老屋重建及設

計，改造出了如電影場景般的童話世界。 

 

我們的旅程到了尾聲，希望帶給您精彩難忘的回憶，我們期待下次再相見！ 

 

餐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立川魚場內  (晚餐) 列車內享用台鐵便當 

住宿：溫暖的家   
 

注意事項： 

1. 以上行程內容以行前說明資料為主。 

2. 航班、觀光行程、餐食、住宿飯店如遇氣候或預約狀況不同，本公司保有變更權利，感謝您的諒解。 

3. 如離隊放棄參觀行程，恕不退費；另外若因離隊其所衍生之交通費用需自費處理。 

4.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5. 門票已按團體優惠價核算，故年長者及孩童價差不另退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