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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E團.2020/9/30-10/2「太平山森呼吸+環遊龜山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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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車（含司機）、龜山島往返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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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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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補助活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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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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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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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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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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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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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團.2020/9/30-10/1「太平山森呼吸+環遊龜山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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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山森呼吸+環遊龜山島

3 日遊 

含龜山島往返船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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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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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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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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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山森呼吸+環遊龜山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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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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太平山森呼吸+環遊龜山島 3 日遊 
2020/9/30-10/2 

行程特色 

 生活在台灣許久，您曾有踏入活火山-龜山島的經驗嗎？限定期間開放！海旅趁著這時候帶您乘船環遊龜

山島，更要帶您和專業導遊一同探索島上豐饒動植物生態（登島），並深入了解台灣這座神秘小島的歷史！

*搭船登島請務必攜帶身分證* 

 在繁忙的生活中需要釋放壓力，這次帶您到宜蘭太平山森林遊樂園區，聆聽大自然的心跳、享受大地之美，

走在步道之中享受森林浴，忘卻一切憂煩。 

 

行程簡表  

天數 日期 行程地點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1 
9/30 

(三) 

圓山飯店→太平山森林遊樂園區→鳩

之澤溫泉&步道→香格里拉冬山河渡

假飯店 

敬請 

自理 

當地 

風味餐 

飯店內 

自助式 

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 

或同級 

2 
10/1 

(四) 

棲蘭森林園區/神木園區→窯烤山寨村

&亞典蛋糕密碼館→香格里拉冬山河

渡假飯店 

飯店內 

享用 

當地 

風味餐 

當地 

特色料理 

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 

或同級 

3 
10/2 

(五) 

龜山島→宜蘭傳藝園區→昇恒昌晚餐

→返回圓山飯店 

飯店內 

享用 

當地 

風味餐 

昇恆昌 

享用 
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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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 

第 1 天 9/30(三) 
圓山飯店→太平山森林遊樂園區午餐→鳩之澤溫泉&步道→香

格里拉渡假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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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會議飯店出發～我們踏上太平山森呼吸+環遊龜山島之旅，精彩

行程就此展開！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位於宜蘭縣境內，轄屬大同鄉及南澳鄉，

為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所管轄。整個太平山區幅員廣大，面積

12,930 公頃，包括土場、仁澤(鳩之澤)、中間、白嶺、太平山、茂

興、翠峰湖等據點。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林木蓊鬱、群山青翠的景象，區內有溫泉、雲海、雪景、瀑布、湖

泊等豐富的景觀資源，以及瀰漫林間、充滿芬多精與陰離子的清新空氣，是民眾走向自然、從事森林育樂與戶

外活動的最好場域。 

 

【鳩之澤溫泉】鳩之澤因群山環繞，多望溪穿越，而形成澤地，加

以棲息鳥類繁多，鳥鳴聲縈繞於翠谷幽蘭，不絕於耳，而得其名。 

鳩之澤，舊名燒水，即地熱溫泉之意。日治時代，日本伐木工人在

此興建溫泉浴室，泡湯成為伐木生活難得的樂趣。其泉源由山麓石

縫中滲流而出，源頭約攝氏 140 度，泡湯區調至適溫之攝氏 38-42

度。泉質清澈，無色無臭，洗後有滑潤感，屬弱鹼性碳酸氫鈉混和

泉，能舒暢筋骨、美容養顏，有「美人湯」之譽。 

特別提醒：敬請貴賓攜帶泳衣、泳帽、毛巾，以便享受露天 SPA 湯池。  

 

【鳩之澤自然步道】穿越多望溪，將進入常綠闊葉林的綠色國度，

自然步道全長 1.1 公里，步行來回約需 1 小時。步道海拔約 520 公

尺，以中低海拔常綠闊葉樹林為主，溫和的氣候、充沛的雨量以及

河谷地形，孕育出豐富多樣的生態、繁茂的蕨類植物、地被植群與

各種附生植物，讓翠綠的闊葉樹林擁有豐富的層次，是條可供悠閒

漫步、也可進行生態觀察的林間步道喔！ 

*備註*如遇氣候或預約狀況不同，將改其他行程（會另行通知）。 

 

【住宿 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連續兩晚)】 或同級 

藍與白，鋪陳在冬山河畔的香格里拉冬山河飯店，襯托出蘭陽平原

青山綠水，讓古希臘的神話、哲學，與宜蘭的人文、歷史相互輝映，

進而交疊出愛琴海與冬山河的浪漫氣氛，散發濃郁的真愛氣息。 

 

特別提醒：飯店客房內浴室熱水皆為碳酸氫鈉泉質溫泉水，色澤微

黃為正常現象，請安心使用。 

 

飯店內免費設施有溫泉 SPA 館、溫泉足療池、中庭戲水池、遊景單車（1 小時）、大廳免費咖啡與手工餅乾、

家庭電影院（每日晚上 8:00）及釣魚體驗等，非常多種類設施提供您遊玩、體驗。 

以下「設施服務項目一覽表」提供您參考（實際請依飯店現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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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服務項目  

設施項目  使用時間  付費資訊  備  註  

自行車  06:00~18:00 免費 /1hr 憑證件或押金至大門櫃檯登記租借  

網路資訊區  24HR 免費  開機即可使用  

家庭電影院  每日 20:00 免費  經典影片欣賞 (八角廳 ) 

大廳茶水區  24HR 免費  咖啡、手工餅乾  

中

庭  

戶外戲水池  06:00~18:00 免費  每週四定期維護清潔  

＜室內溫水

＞  溫泉 SPA

館 (烤箱、盥洗

室、更衣室 ) 

09:00～22:00 免費  

‧須著泳衣及泳帽  

‧如需使用浴巾、毛巾請直接從客房取出  

‧更衣室設有置物櫃 (密碼鎖 ) 

‧每週四定期維護清潔  

溫泉足療池  09:00~22:00 免費  

‧使用前請先測試水溫是否合適  

‧夜間使用請注意安全  

‧每週五定期維護清潔  

生態釣魚池  06:00～18:00 免費  
‧釣具、魚餌請向櫃檯服務人員領取  

‧如需水桶憑證件或押金至櫃檯服務人員租借  

※如需服務的地方，客房電話請直播”９”告知櫃檯，謝謝。  

餐食：（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或同級  
 

第 2 天 10/1(四) 
棲蘭森林園區/神木園區→窯烤山寨村&亞典蛋糕密碼館→香格

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 

【棲蘭森林園區】棲蘭位於宜蘭縣大同鄉，地處蘭陽溪、多望溪及田古爾溪匯流處，青山綠水，美景天成！輕

鬆徜徉在這好山好水中，園區精心規劃了沿途為天然闊葉樹林的森林浴步道、遍植各種花草樹木的庭園步道觀

賞區、深具歷史價值的先總統蔣公行館、咖啡茶點輕食的峽谷吧、療癒身心靈的溫泉，匯集生態、休閒、美食

等豐富的主題，生活更加多采多姿！ 

 

【窯烤山寨村】位於宜蘭的「窯烤山寨村」原為特色餐廳，因其木製建築搭配巨大的紅色燈籠，展現濃濃的日

本風味，巨大的紅色赤魁和充滿特色的裝飾造景，讓人產生猶如來到山寨版妖怪村的錯覺，更吸引眾多旅人駐

足，成為另類的新興景點。香氣四溢的現做麵包、創意餐點和充滿特色的伴手禮，也是這裡的一大賣點。 

【亞典蛋糕密碼館】是國內投入先進自動化設備及「無塵室」作業廠房的專業蛋糕工廠，所有蛋糕全部在最衛

生的『無塵室』生產包裝，廠房內採用無塵式隔間，空氣經過過濾才流入生產線，從麵糊的攪拌到烘焙出爐一

貫化條件生產，讓蛋糕品質保持最佳狀態。 

之後返回飯店放鬆並享受 SPA、溫泉足療池等設施～ 
 
 

餐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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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天 10/2(五) 龜山島→宜蘭傳藝園區→昇恒昌晚餐→返回圓山飯店 

【龜山島】繞島+登島 

宜蘭位處台灣東海岸、是黑潮及本島河流匯出的交界點，帶來的多

種季節洄游魚類，成為鯨魚及海豚的囊中美食，讓宜蘭成為最佳賞

鯨地。我們將帶您到美麗的宜蘭海岸，在乘船之際近身觀賞飛躍的

飛魚及海豚，留下難忘經歷，幸運的話，也許有機會可看到遠方嬉

戲的鯨魚（鯨豚屬自然生態，不保證一定能看到）。 

今日更要帶您欣賞台灣唯一活火山、形狀像烏龜一樣的「龜山島」

匍伏於海面上的美景。乘船抵達龜山島後，開始探索島上豐饒動植

物生態的時刻，讓我們的專業導遊帶您深入了解台灣這座神秘小島的歷史。 

*溫馨提醒* 若當日因天氣狀況無法出航，海旅將以其他行程替代或退費，敬請見諒。 

 

【宜蘭傳藝園區】 

在傳統聚落空間，加入創新體驗模式，從臺前到臺後，讓遊客感受

似劇場般地魅力，深度體驗欣賞臺灣豐富多元的工藝、民俗技藝、

戲劇、音樂、舞蹈。 

踏入園區，映入眼簾的是傳達生活與工藝的傳習街，呼應手之勞動、

心之感動。劇展廣場舞台演繹肢體的人文美感。匯集老街建築的民

藝街、河道波光照映的臨水街，豐富傳統生活市集的趣味。國家興

建的文昌祠，呈現歲時節慶與信仰民俗之有機文化；家廟建築的廣

孝堂，呈現家族凝聚與生命禮俗之人文意涵；民居建築的黃舉人宅，

呈現常民文化與新生兒儀禮的體驗樂趣。歡迎用心感受一年四季不同的傳藝文化園區。 

 

最後帶您去昇恆昌享用晚餐後返回圓山飯店結束行程，希望這段精彩旅行帶給您精彩難忘的回憶，期待下次再

相見！ 

 

餐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昇恆昌內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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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