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09年度會員代表自強活動 

花蓮太魯閣〃花東縱谷 3日遊 

活動宗旨：藉由自強活動之舉辦促進會員聯誼、交流加強會員間互動，增進

同業情誼，凝聚會員向心力。 

活動對象：本會會員代表暨眷屬，無缺繳年費之公司優先受理。 

日    期：109年 3月 11日(星期三)～3月 13日(星期五)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8年 12月 25日截止逾期視同棄權。 

名    額：預計 100名 (額滿截止，敬請儘速報名)。 

每人費用：$14,000(住雙人房型，含食、宿、車資、保險、門票)。 

單人房差：$7,200。 

報 名 費：為確認住房數及火車票，雙人房每位收$14,000 元，單人房每位

收$21,200,活動前 5日取消者，扣除已支付之費用，再退回餘款。  

 

會員補助：每家會員公司補助$6,000元，於活動結束後匯款。(109年無缺繳

年費之會員公司優先補助，並以公會登錄之會員代表為補助對象) 

 

備    註：參加者請攜帶身份證件以備查驗。 

 

各站報到時間、地點：(請依搭乘火車地點自行前往火車站，逾時不候) 

火車：普悠瑪 3月 11日(三) 280車次 / 3月 13日(五) 283車次 

搭乘火車車站 各站報到時間 火車到站時間 聯絡人 

田中站 06:40 07:18 

王惠婌 
0937-793948 

張淑雅 
0922-640801 

員林站 06:50 07:26 

彰化站 06:40 07:37 

台中站 07:20 07:51 

豐原站 07:35 08:02 

註：為方便統一購票，本會只購買彰化站～花蓮站來回車票，彰化以南車票(田

中、員林至彰化段車票)請自行購買，彰化站上車者，活動當日彰化車

站報到領取火車票，其餘車站上車者，本會將提前郵寄去程火車票，請

自行於各站報到時間抵達上車，逾時不候！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09年度會員代表自強活動 

報   名   表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別：□會員代表     □眷屬 

火車站上車地點：□田中站□員林站□彰化站□台中站□豐原站 

姓名 行動電話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備註 
    □葷食  

    □素食 
住宿房型/費用 

金額(報名費) 

□單人房$21,200   

□雙人房$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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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別： □會員代表   □眷屬 

火車站上車地點：□田中站□員林站□彰化站□台中站□豐原站 

姓名 行動電話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備註 
    □葷食  

    □素食 
住宿房型/費用

金額(報名費) 

□單人房$21,200   

□雙人房$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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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代表指定同房者姓名：                    

★會員代表為 3位以上者(公司資本額為 3仟萬元以上)請自行影印填寫。 

  (不知會員代表姓名及代表數者請逕洽公會洽詢) 

★繳費方式：□電匯(請檢附收據影本)  □現金 □ATM轉帳或網路銀行轉帳 

★請填妥報名表並勾選□項目後，連同匯款收據影本傳真報名(請再電話確認)。 

★報名費電匯：銀行名稱：第一商業銀行 彰化分行  銀行代碼：007 

              帳號：4511-0037-853 

            戶名：康福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 

            ATM/網路銀行轉帳帳號末 5碼：        (請務必填寫) 

★本會傳真：04-7632892           連絡電話：04-7632922 

 

★補助款退費：戶名：                                

              銀行       分行     帳號                           

 

★敬請先行傳真報名表以利訂票、訂房作業，名額有限敬請把握。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09 年度會員代表自強活動行程 

花蓮太魯閣．花東縱谷 3 日遊 

舉辦日期: 109 年 3月 11 日(星期三)～3 月 13日(星期五) 
第一天   
彰化火車站集合(暫定普悠瑪車次 280 時間:彰化 0740-花蓮 1152)～搭乘火車
前往花蓮～享用美味午餐(達基力太魯閣族風味餐)～太魯閣超夯-小錐麓步道~
燕子口～入住太魯閣晶英酒店酒店～享用飯店晚餐(聯誼晚宴) 
06:40-07:35 田中、員林、彰化、台中、豐原各火車站集合報到。 

07:18-11:52 各站搭乘火車開始愉快的旅程，沿途欣賞西部山線美景及東北角、東海岸風光。 

            (火車班次暫定普悠瑪車次 280  離/到站時間:彰化站 0740-花蓮站 1152) 

12:30-13:30 享用美味午餐(達基力太魯閣族風味餐) 

13:40-15:30【太魯閣超夯-小錐麓步道】小錐麓步道步道位於太魯閣台地附近的砂卡礑隧道

東通風口，連接太魯閣台地和砂卡礑步道，從太魯閣台地出發，遊客可以從

太魯閣台地走砂卡礑隧道左側人行道，約 330 公尺到達東通風口，從東通風

口進入即可到達小錐麓步道，小錐麓步道修建在立霧溪北岸山坡的闊葉森林

中，一走進步道，左側即是一片大理岩斷崖，雖不如錐麓斷崖的規模，但其

地形陡峻，「小錐麓步道」之名即因此而來。步道多數路段為仿木棧道，一路

上森林茂密，緊鄰立霧溪。此外，步道上還有橫過小溪谷的吊橋，走在吊橋

上別具野趣。 

 

 

 

 

 

15:30-16:30【燕子口】沿著中橫公路到達燕子口，立霧溪峽谷在此變得更狹窄了，從這裡向

西延伸到慈母橋，是立霧溪峽谷最膾炙人口的一段。燕子口步道從燕子口到靳

珩橋，途中可欣賞太魯閣峽谷、壺穴、湧泉、印地安酋長岩等景觀。 

 

 

 

 

 

16:30~17:00 下榻【太魯閣晶英酒店】以傲人之姿，座落於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境內山岳型



 
 
 
 
 
 

  

的國際五星級度假酒店，乃為晶華麗晶酒店集團旗下之飯店。座落於中部東

西橫貫公路之天祥地區，伴立霧溪貫穿其間，秀麗山色即是天然的藝術品，

室內採現代中國風的設計風格，以山、水、石、木等元素作為妝點空間的點 

 

 

 

 

 

 

    綴品，與大地共生共存共榮，營造低調、沉穩、高品味的度假休閒氛圍；任何季節來

訪，太魯閣皆有不同的景色，靜歇於飯店的舒適空間裡，面峽谷、望山嵐、聆聽溪水協

奏曲，讓能量在千年峽谷裡轉化昇華，恣意享受來自於太魯閣迴響的清新與暖意。 

 

 

17:30~19:00  聯誼晚宴 

早餐：活力早餐  中餐：達基力太魯閣族風味餐  晚餐：飯店晚餐  宿：太魯閣晶英酒店 

第二天    
晨喚～享用飯店美味早餐～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單車趣～享用午餐(富源園
區餐廳)～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蝴蝶谷(導覽)～入住花蓮瑞穗春天酒店～飯店
晚餐 
06:30-08:00 晨喚！享用早餐!享受一個沒有人打擾的早晨 

10:30-12:30【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單車趣】「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位於花蓮縣光復鄉，

地處花東縱谷，兩側是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從縱谷一路南下，約莫到了中段，

過花蓮糖廠煙囪，緊接著就是一大片連綿不絕的森林。森林的外圍，有多元民

族共同書寫的歷史。輕輕踏著單車微風栩栩享受這段愉悅的好心情 

 

 

 

 

 

12:50-14:00 享用午餐(富源園區餐廳) 

14:10-16:30【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蝴蝶谷(導覽)】富源森林遊樂區擁有多條林間步道、吊

橋、瀑布，以及知名賞蝶泡湯的蝴蝶谷。在每年 3 月至 8 月是蝴蝶谷絕佳的賞

蝶季節，來到這裡能瞧見青帶鳳蝶、端紅蝶、蛇目蝶等 30 多種蝴蝶翩翩起舞。

在 3 月至 5 月、9 月至 11 月間，還能夠欣賞黑翅螢及台灣山窗螢，每當夜幕低



 
 
 
 
 
 

  

垂，看到點點螢光在草地林間閃爍飛舞時，總是令人讚嘆不已。 

 

 

 

 

 

17:00-17:10 入住【全新盛大開幕-瑞穗春天國際觀光酒店】為天成飯店集團全新打造的休閒

度假飯店，座落於花蓮瑞穗鄉，土地面積佔地兩萬坪，為國內首座結合五星觀

光飯店、villa 別墅、親子 villa 以及冷/溫泉主題公園之複合式頂級度假飯店，

整體設計以南歐莊園風格為主，預計 2018 年第 4 季嶄新問世，透過得天獨厚

的地理位置、風光明媚的山水以及豐富的人文及自然生態，讓您將花蓮瑞穗美

景盡收眼底。 

 

 

 

 

 

17:30-19:00 享用飯店晚餐 

早餐：飯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富源園區餐廳     晚餐：飯店晚餐    宿：瑞穗春天酒

店 

第三天   
晨喚～享用早餐～神秘傳說舞鶴掃叭石柱～光復糖廠～享用美味午餐(立川漁場)
～雲山水夢幻湖～洄瀾貨櫃星巴克+台開心農場～花蓮火車站搭乘(暫定普悠瑪
車次:283時間:花蓮 1755-彰化 2212)～享用台鐵便當～快樂賦歸   
07:00-09:00 晨起，在飯店內享用自助早餐 

09:30-10:00【神秘傳說舞鶴掃叭石柱】英國的巨石陣、復活島的摩艾巨石像都屬於神秘的巨

石文化，而在瑞穗舞鶴台地上，也有一處巨石文化，重達好幾公噸的石柱矗立

在地面，那就是 Satokoay （舞鶴）遺址，也被稱做掃叭石柱。舞鶴遺址至今

已有 3 千多年的歷史，屬於史前文化的遺跡，有著許多當地阿美族與撒奇萊雅

族的傳說與謎團，讓這兩根高聳的石柱充滿許多的想像空間。 

 

 

 

 

 



 
 
 
 
 
 

  

10:30-11:10【花蓮光復糖廠】花蓮觀光糖廠早期為東部重要的製糖工廠，民國 91 年停工後

轉型成為觀光糖廠，近年積極經營園區觀光特色，結合導覽解說活動、日式木

屋、風味餐、糖廠冰品、台糖農特產品、地方特色商品等，提供遊客住、食、

遊、玩的豐富體驗。 

12:00-13:00 享用美味午餐(立川漁場) 

13:20-14:30【雲山水夢幻湖】花蓮壽豐鄉的雲山水自然生態農莊，「雲山水」早期被稱為「夢

幻湖」整體氛圍的確很夢幻，而且景致也誠如其名的「雲、山、水」一樣壯麗，

雲山水這裡也是林依晨 2009 年拍攝的【黑松汽水】廣告、【公主小妹】偶像

劇拍攝地點。 

 

 

 

 

 

15:00-17:00【洄瀾貨櫃星巴克+台開心農場】星巴克台灣首間也是亞洲首間以「貨櫃」打造

的貨櫃屋門市-洄瀾門市將於 2018年 9月 26日盛大開幕，以走訪世界各地的

貨櫃，交錯堆疊而成的建物設計，承載著過往航行全球的故事，如今在星巴

克洄瀾門市展現再生新頁-台開新農場-洄瀾灣開心農場位於花蓮縣吉安鄉，裡

面有分成農場與馬場，農場內種植許多有機農作物還有可愛動物區，馬場內有

受過專業訓練的馬兒，民眾可透過預約的方式免費體驗騎馬。另外農場外有腳

踏車步道、碼頭等，讓你更接近花蓮的好山好水 

 

 

 

 

 

17:00-17:30 前往花蓮火車站 

17:56-22:12 搭乘暫定普悠瑪車次:283 時間:花蓮 1755-彰化 2212 (享用台鐵便當) 

22:12~     回到彰化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享用美味午餐(立川漁場)        晚餐：火車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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