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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共二頁 

台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函 

機關地址：704 台南市北區公園北路 156 之 6 號 
聯絡方式：（06）2517576 范文綺 
傳    真：（06）2519855 
電子信箱：service@tnana.org.tw 

受文者：如正本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 年 6 月 1 日 
發文字號：(107)南市護會張字第039號 
速別：普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行程及報名表 

主旨：本會為調劑會員身心，特舉辦「台東-鑾山部落之旅」二日遊，歡迎會

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 

一、 日期：107 年 10 月 14 日-15 日(日、一) 
     107 年 10 月 20 日-21 日(六、日)請擇一梯次，行程如附件。 

二、 費用：包括車資、保險、正餐、礦泉水、門票、接駁小車。 
      三、報名方式：現場報名並繳費。 
          107 年 6 月 4 日至 6 月 15 日止或 38 名額滿，額滿不加開梯次。 

四、報名確定後於出發前十四日內退出者(請自行找人遞補)、個人若特

別優惠，恕不退費；報名人數不滿 30 人則不出團。 
      五、請參考行程自備個人隨身用品、衣物、泳具、藥品。 
      六、依據 107 年 3 月 21 日第三十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修訂，會員自強

活動每年補助提高至 700 元，第二次參加請繳全額費用。 
      七、如有天災、氣候或不可抗拒的因素，主辦單位有權臨時修正或停辦

活動之權利。注意事項請詳見本會網頁>最新消息。 
 
 
 
正本：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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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台東-鑾山部落之旅」二日遊  報名表 

 
一、日期：□107 年 10 月 14 日-15 日(日、一) 
          □107 年 10 月 20 日-21 日(六、日) 
二、費用：含車資、住宿、餐費(含第二日晚餐)、接駁小車、鑾山門票。 
         (第一日早餐請自理)  

 

  3  

二人房 3700 4400 2700 900 
四人房 3200 3900 2200 900 

三、報名：107.06.04~107.06.15 止或 38 名額滿為止。 

服務單位：                             電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費用 會員資格 手機號碼 註 
   身份證字號 

   □會員 

□非會員 

□足 3-12 歲 

□小於 3歲 

 □ 素食 

  

   □會員 

□非會員 

□足 3-12 歲 

□小於 3歲 

 □ 素食 

□ 同宿  

   □會員 

□非會員 

□足 3-12 歲 

□小於 3歲 

 □ 素食 

□ 同宿  

   □會員 

□非會員 

□足 3-12 歲 

□小於 3歲 

 □ 素食 

□ 同宿  

1.遊覽車座位依報名先後次序安排。 
2.集合時間地點行程如附件或於本會網站最新消息查詢  
3.均為二人房或四人房，如未註明同宿則由公會安排 
 
 

 



 

 

服務人員：簡娜君   公司電話：07-2137720  Fax : 07-8600236  e-mail : nataliechien@liontravel.com 
業務主管：顏慧妮   公司電話：07-2137720  Fax : 07-8600247  e-mail : niniyen@liontravel.com 

台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雄獅旅行社 台灣旅遊客製包團部 Domestic Customization Products 

Dept 

~部落心旅行.台東山海戀~ 
第一天  台南 多良車站 伽路蘭遊憩區 杉原護魚區 鐵道藝術村.鐵花村

娜路彎大酒店 

0620 台南集合   

0630 帶著愉快的心情準時出發~~沿途欣賞南迴公路美麗海岸線… 

 1030【多良車站】原本為山坡地，兩端均為隧道，

而南迴鐵路工程處特別將車站設計架高，

因此站在月台上即可鳥瞰太平洋，多良車

站是一個在鐵道迷眼中稱為「台灣最美火

車站」，佇立在宛如天涯海角般遺世孤立的絕美海景。特別的是火紅的鐵軌欄杆外就

是一整片蔚藍的海天一色，這是多良在廢站後，卻仍保留給過往旅客的美景。 

    ★鐵道迷眼中稱為「台灣最美火車站」 

1230 午餐-中式合菜 

1400【伽路蘭遊憩區】聽過伽路蘭嗎？這個台東

海岸中最迷人的一景近海的山坡上，柔軟

的草地.太平洋橫陳於前天海一色的海~無

限寬闊的延伸呢！天氣清朗時綠島便在那

海中與你揮揮手！ 

1440【杉原護魚區】台東縣政府在 94 年 9 月 4 日劃設了「富山禁漁區」，規劃此地成為一

個天然的海洋生態教室，屬於熱帶的珊瑚礁地區，擁有令人驚嘆的海底景觀，加上

實施了多年的禁漁與護魚政策，目前園區內已經成功復育了不少的海洋生物。 

1600 【鐵道藝術村&鐵花村】1922 年，台灣鐵道部收購台東製糖會社所屬台東、關山間

的鐵路，並設「台東驛」， 春天四月，木造

的「台東驛」竣工，成為台東對外往返的交

通大門。有八十餘年歷史的台東舊站，完整

的保留了日治時期車站的素樸風貌，內蘊著

時間與空間的地域人文精神。為了不讓珍貴

的文化資產就此塵封，台東縣政府全心全力在文建會推動的「閒置空間再利用－鐵

道藝術網絡」計畫下，不僅延續了鐵道文化的傳承，活絡了空間與人的互動關係；

更豐富了都市美學的新表情。於是台東舊站再度粉墨登場，搖身一變，成為一個集

歷史建築、藝術、旅遊休閒的多元文化！ 

 

 



 

 

服務人員：簡娜君   公司電話：07-2137720  Fax : 07-8600236  e-mail : nataliechien@liontravel.com 
業務主管：顏慧妮   公司電話：07-2137720  Fax : 07-8600247  e-mail : niniyen@liontravel.com 

台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雄獅旅行社 台灣旅遊客製包團部 Domestic Customization Products 

Dept 

1730【娜路彎大酒店】check in ~ 

娜路彎大酒店取名自原著民語「Naruwan」，意即歡迎、您好，讓人到此就可感受到

東台灣的熱情與隨性。主要設施有打瀨浴、按摩浴

池、蒸氣浴、烤箱、芬蘭浴、衝擊泉，冰、溫、熱

水池，可讓您消除疲 勞、精神煥發。 為了增進三

溫暖的設備和服務，特別引進『負離子協和溫泉』。

本溫泉具備特性：1.大量排出體內深層汗，燃燒脂肪。 2.軟水、制菌、浴後全身光滑

舒適。 3.改善關節炎、風濕痛、神經衰弱等疾病。 

1800 享用飯店中式合菜，餐後盡情享受飯店各項溫泉設施~ 

 

餐食: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飯店中式合菜 

 

 

第二天 鸞山部落~拉來梅園秘境體驗 台南 

0700-0900 Morning Call 迎接美麗的早晨，並享用飯店早餐     

0930 退房 

1000 於鹿野鸞山派出所轉換小車上鸞山部落 

--:--【鸞山部落~拉來梅園秘境體驗】 

★鸞山拉來梅園秘境：會走路的樹→祭祀祈福

→森林文化體驗→原住民風味午餐→八部合

音→體驗活動(我是獵人)→同心合力打麻糬 

--:--  享用午餐-山野風味餐 

--:--  回到鸞山派出所  

遊覽車上欣賞窗外美景，遊覽車上小憩一下…一路南行~ 

1900 晚餐-中式海鮮合菜 

預計 2130 返回溫暖的家 

 

 

餐食: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 原住民風味自助餐       晚餐/中式海鮮合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