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自強活動通知 

中部休閒三日遊 
地址：708 台南市建平 17 街 157 號 9 樓之 2 

電    話：06-297-8498 

傳  真：06-297-8497 

聯 絡 人：王雅敏/傅怡潔秘書 

 

受文者：本會各會員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06 日 
發文字號：（110）南市建開 志 字第 206號 
附    件：如說明 
 

主旨：本會謹訂於 110年 11 月 14日-16 日舉辦 3天 2夜國內自強活動(行程詳如附件)，

前往中部休閒三日遊，本次活動預定 80 名，請依說明規定事項報名，額滿為止，

敬請會員先進踴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本會 110.08.27第 13 屆第 10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二‧ 報名資格及補助對象： 

   限繳交 110 年常年會費之公司：資本額未達一億元，補助 1名。〈實際成行者〉 

   限繳交 110 年常年會費之公司：資本額一億元以上，補助 2名。〈實際成行者〉 

   限公司負責人及配偶或會員代表（優先報名），若報名日期截止後仍有空位，再開 

     放依報名順序遞補，非補助對象需全額自費。 

三‧ 旅遊日期：民國 110年 11 月 14 ~16日﹝星期日~二﹞共 3 天 2 夜 

四‧ 行  程(詳如附件)：(視當天行程本會保有微調之權利) 

   第一天: 台南出發→三義漫步雲端+森林廚房午餐→尚順育樂世界+夜宿尚順育樂飯店 

   第二天:飯店出發→飛牛牧場→午餐→日月潭遊湖→夜宿經典飯店范特奇堡 

   第三天:飯店出發→大觀發電廠/古隧道→午餐→集元果觀光工廠→紫南宮→晚餐→回台

南溫暖的家。  

五‧ 團  費：每人新台幣雙人房 8,700元/人、四人房 7,700 元/人含食宿、車資、保險 

六‧ 公會補助 3000 元，自付額：新台幣雙人房 5,700元/人、四人房 4,700元/人，非補助

對象全額自費。  

（未能成行者請於 10月 29 日前來電告知，並至本會辦理退費手續，否則不予退費， 



 充當本次活動加菜金） 

 七‧ 住  宿：全程住宿以 2 人 1室為原則，若要求單人房，需另補差額，如要求 4 人房需

另補差價。 

 八‧ 報名程序： 

(1) 請逕至『https://reurl.cc/Yj81bD』填妥表單提交或請掃描「QR code」填妥表單 

   提交即可。 

掃描 QR code 可點開 line 的頁面，上方搜尋欄右邊有個正方形掃描的圖案，點下去即可掃 

描 QR code，掃描後上方會出現網址，點選下去即可進入填寫。 

 

 

 

 

 

 

     (2)如無法按報名程序(1)報名者,可傳真至公會繳交報名表。  

     (3)報名成功後，請於 3天內至公會繳交費用。 

     (4)未於期限完成報名者，由候補順序遞補。 

  九‧ 報名日期：110年 10 月 8 日(五)上午 9時受理報名，額滿為止，為求公平起見 

          ，不接受電話及匯款預約，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十‧ 繳費地點：臺南市不動產開發公會－台南市建平 17 街 157號 9樓之 2 

       

 

 

 

 

 

 

 

 

 

 



臺南市不動產開發公會自強活動報名表-110 年中部休閒三日遊 

收據開立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 負責人 

□ 配  偶 

□ 代  表 

□ 非代表 

出生年月 身份證字號 手機 食膳 集合地點 

    

□ 葷 

□ 素 

□ 特殊備註 

___________ 

□ 南島路（市政府前） 

□ 耘非凡（林森路上） 

□ 特力屋（仁德店前） 

□ 永康交流道 

□雙人房   □四人房   □單人房(須補差價) 

同房者姓名： 

 

□ 負責人 

□ 配  偶 

□ 代  表 

□ 非代表 

出生年月 身份證字號 手機 食膳 集合地點 

    □ 葷 

□ 素 

□ 特殊備註 

___________ 

□ 南島路（市政府前） 

□ 耘非凡（林森路上） 

□ 特力屋（仁德店前） 

□ 永康交流道 

□雙人房   □四人房   □單人房(須補差價) 

同房者姓名： 

 

備註：◎出發前 1 日，本會以電話通知上車時間。 
      ◎由公會安排其他代表人同房者，如無法安排同房者，須補單人房差額。 
      ◎公會地址：台南市安平區建平 17 街 157 號 9 樓之 2、電話：297-8498、297-8494 

        聯絡人：王雅敏/傅怡潔 

出發時間（請提早 10 分鐘抵達，逾時不候） 

傳真完請務必來電確認是否報名成功！ 



  
 

 

三義-漫步雲端森林廚房(**餐食會因季節變化有所不同以實際訂餐為主**) 

   

  
    

 

 

 

 

 

 

 

尚順君樂飯店  
全區整體開發萬坪造鎮計畫匯集了休閒、娛樂、購物、文化、美食、觀光及飯店等主題空間，
提供民眾一個優質舒適的休閒環境。2013 年緊接著全心投入二期開發-尚順育樂世界；全新打造
三棟主要建築體，包括尚順育樂天地、尚順購物中心、尚順君樂飯店，堪稱一座新興城市形態
的城市綜合體。 

 
  

飛牛牧場飛牛牧場位於苗栗縣通霄鎮南和里，座落在遠離塵囂的山野之中，經營面積 120 公頃，

現有服務設施面積計 50 公 頃，前身為『中部青年酪農村』，區內林木青蔥翠綠、繁花茂盛，飛



牛牧場青蔥的綠野上有低矮的房舍和成群的乳牛，提供都市民眾休閒活動，讓人親近大自然，

享受自然之美，飛牛牧場也提供 DIY 的課程讓遊客體驗手作的樂趣 

 
日月潭搭船遊湖共有三大碼頭，分別為水社碼頭、玄光寺碼頭、伊達邵碼頭，船班航行方向皆

以逆時針行駛（水社碼頭→玄光寺碼頭→伊達邵碼頭→水社碼頭） 

 

 

日月潭經典-范特奇堡大飯店 

經典大飯店鄰近九族文化村、與日月潭山水相連，位居觀光地理中心點，串起山城埔里地區、
清境廬山風景區、集集綠色隧道、車埕水里鐵路故鄉、溪頭風景區等。這裡，可以輕鬆走深度
遊，多元的藝文、生態、美食、農特產及豐富的觀光資源都令人驚艷。 

 

 



大觀發電廠&古隧道 
日月潭擁有全臺灣最複雜的水力發電系統，主要由大觀發電廠與明潭發電廠管理使用。白天尖
峰用電時段大觀二廠及明潭電廠發電後尾水分別蓄存在下池明湖水庫與明潭水庫，夜間再利用
離峰電力抽取下池的水至日月潭上池蓄存位能，由此形成三座水庫之日夜水位落差，即為日月
潭發電系統最具特色之現象。2000 年 1 月，交通部觀光局設立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其範圍除原
有日月潭特定區外，北面擴大至魚池鄉，東至水社大山，西至集集大山，南至水里蛇窯。日月
潭景色優美，「雙潭秋月」為臺灣八景之一。 

 

 

 

 

 

 

 

 

 

 

 

 

 

 

 

 

 

 

車埕 

 

  
 

   
 
 
 

  

  

  

  

  

  

  

  

  

  

  

  



  

暫暫訂訂行行程程  &&  初初步步報報價價::  
  

客戶 

名稱 
臺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連絡電話 06-2978494 人數 約 2車(80人) 

聯絡人 郭建志 理事長/許治中 秘書長 旅遊日期 110年 11月 14、15、16日(星期日~二) 

行程 

第一天:11/14(日)   
0800 台南集合出發 沿途風光/休息站 三義漫步雲端森林廚房+享用午餐-漫步雲端森
林廚房晴天時，紅樓城堲如莊嚴的堲壘皇宮陰天時，雲海層層繚繞，是一座隱身在森林裡的異
國城堲，城堲四周雲霧繚繞，有種在漫步在雲端的感覺！ 尚順育樂世界-不管是玩樂還是逛
街、購物、用餐、看電影，這裡有亞洲首創、台灣唯一的 5D奇境體感樂園！以及身歷其境環遊
世界的 360度遨翔熱氣球！不管是大人還是小朋友都能玩到非常的 high 晚餐:苗栗公會熱
情招待  尚順君樂飯店(含育樂天地設施門票不含飛行劇場) 

台南出發三義漫步雲端+森林廚房午餐尚順育樂世界&宿: 尚順育樂飯店 
第二天: 11/15(一) 

晨喚享用早餐後 09:30出發  飛牛牧場+DIY-位於苗栗縣通霄鎮，座落在遠離塵囂的山野之

中，區內林木青蔥翠綠、繁花茂盛，飛牛牧場青蔥的綠野上有低矮的房舍和成群的乳牛，讓人
親近大自然，享受自然之美。還有機會親自體驗牛乳的生產過程 享用午餐 日月潭遊
湖-日月潭最佳的旅行方式就是搭船遊湖，才能真正看到日月潭之美.起點水社碼頭→涵碧樓→
水社壩→拉魯島(原光華島) 不停靠→日月潭→明潭抽蓄發電廠→青龍山→停靠玄光寺→石印
→土亭仔半島→停靠伊達邵(原德化社)→文武廟→返回水社碼頭 入住日月潭-經典飯店范
特奇堲-飯店享用晚餐+(烤大豬) 

飯店出發飛牛牧場午餐日月潭遊湖宿: 經典大飯店范特奇堡 
第三天: 11/16(二) 

晨喚享用早餐後 09:00出發 大觀發電廠/古隧道-全名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觀發電

廠，位於臺灣南投縣水里鄉，包括「大觀一廠」及「大觀二廠」。大觀一廠原稱「日月潭第一發

電所」，啟用時總裝置容量排名全球第二，同時是亞洲最大的發電廠，也是日治時期台灣最大的

發電廠；大觀二廠又稱「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廠」，於 1985年竣工，是台灣第一座抽蓄式水力發

電廠。《大觀古隧道》建立於日治時期大正八年 1919 年為興建大觀發電廠而闢的專以運送工程

物料為主也是「集集鐵道支線」的前身哦！就在大觀發電廠的正門對面一片遼闊風景優美值得

尋幽探訪一番哦!! 車埕 水里午餐 集元果觀光工廠-戶外蕉園生態園區裏頭栽種

103多種蕉種 包括可觀賞用以及食用蕉，下午的落日餘暉可以遠眺"集集攔河堰"，濁水溪向西

流配上蕉園的落日餘暉 真的好美喔!! 紫南宮 沿途風光 享用晚餐 返回溫暖

可愛的家 

出發觀發電廠/古隧道午餐集元果觀光工廠紫南宮晚餐宿: 溫暖的家 

團費報價: (現金/刷卡 同價) 
雙人房型  $8,700/人 
四人房型  $7,700/人 
個人房型  $12,500/人 
 
本公司車輛皆加裝:光觸媒奈米殺菌系統，可有效殺死塵蹣、霉菌、細菌和病毒，有效去除空氣中

99.97%的懸浮微粒。每日出車前及收車後，加強內部清潔、消毒，駕駛長/領隊人員皆已完成疫苗
之接種出車前確實進行體溫測量。 

本報價所含之車資、餐費、雜費，代辦服務皆以 40人估計，如人數不足需補足其差額。 

 

佳皇旅行社有限公司＆汽車遊覽有限公司   

服務專員  黃育俐 0952-715-706 

敬祝  各位嘉賓  旅途愉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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