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2019 會員代表海外自強活動
《海南島 5 日遊》
宗

旨：藉舉辦海外旅遊暨觀摩考察活動，增廣會員建築視野並促進同業交
流。

日

期：108 年 11 月 21 日(四)～108 年 11 月 25(一) 5 天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8 年 8 月 16 日(五)止。
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後傳真至公會辦理，並同時傳真訂金刷卡單。
訂

金：$10,000 元，為確認機位，以收到訂金刷卡單或匯款者，優先受理
報名。

費

用：每人$32,800 元(包含食、宿、交通、保險、機場來回接送、領隊
導遊小費、行李小費、門票、燃油稅兵險)，如指定單人房需另補
房間價差$7,000 元，指定商務艙加價$9,000 元。

參加對象：本會會員代表暨眷屬。
補助對象及方式：經第 9 屆第 11 次臨時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決議，補助對象
為無缺繳年費之會員公司代表，每家公司(以登記之會員代
表為補助對象)補助$6,000 元，於活動結束後匯款辦理。
名

額：預計 80 位(以報名截止日計算實際人數)。

集合地點及行程說明會時間：另行通知。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2019 會員代表海外自強活動
《海南島 5 日遊》
報 名 表
姓名(與護照同) (中)

(英)

身份證字號
連絡地址

生日
(

年

月

日

)

公司名稱
連絡電話

(O)

(H)
關係

緊急連絡人
緊急連絡人電話 (O)
退補助款帳號

(手機)

(H)
銀行

(手機)

分行 帳號

退補助款戶名

統編

收據抬頭

1.已持有護照者□護照正本(護照有效期須至 2020 年 5 月 26 日 ) 持照人簽
名需自行簽名。
應繳交之證件

2..無照或過期者□身份證正本□二吋底色白色之彩色照片 2 張□舊護照正本
□護照費 $1,400 元
3.申辦台胞證應準備資料:□護照影本□身份證影本 □二吋大頭照 1 張 □舊
台胞證影本 □台胞證費用 $1,700 元

$10,000 付費方式：□刷卡 □匯款
訂金繳交情況

銀行：華南銀行 斗六分行 銀行代號：0085405
戶名：東南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斗六分公司

餘款繳費情況

備註

付費方式□信用卡 □現金

帳號：540-100-145308

(請於說明會當日繳清)

1.以上繳交照片不得與身份證、護照相同, 需近 6 個月內照片(白底與
身份證同尺吋)
2.護照有效日期少於 1 個月者需辦新護照，並需繳回舊照，如欲代辦，
費用請與訂金一同繳交。
3.素食者請打勾 □ 全素
□奶蛋素 □不吃牛
4.□指定單人房，加價 $7,000 元 (指定單人房者請勾選)
5.□指定商務艙，加價 $9,000 元。(指定商務艙者請勾選)
6.報名同時請一併傳真護照影本、台胞證影本,以便確認機位。

※敬請詳細填寫、勾選上述資料後於 108.08.16 前傳真 04-7632892報名
※傳真報名表後，請務必來電確認 TEL：04-7632922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海南島 5 日遊》
【尊享海南】鋒味艾美、味蕾饗宴、天堂海南島 5 日（海景房、酒店下午茶）
日期：2019 年 11 月 21～25 日（星期一）
◤ 航班資訊 提醒您：此為航班概況，實際航班時間可能因班機調度而略有不同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時間

去

CI 中華航空

537

06:55

回

CI 中華航空

524

19:05

◤團費：新台幣$32,800

團費說明

出發機場
TPE

抵達時間

台北市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HAK

海口

21:40

海口美蘭機場

單人房差：$7,000

09:40

抵達機場
SYX

三亞

三亞鳳凰機場
TPE

時間
02:45

台北市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02:35

訂金$ $10,000

含 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依規定未滿 15 歲或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責任險 2 佰萬元)
簽證：台胞新證 1700 元

另收費用

新辦護照：1400 元

團費包含：1.當地導遊司機小費、2.飯店行李小費、3.彰化到桃園機場來回接送、
4.五百萬履約責任險+20 萬意外醫療險、5.東南旅遊紀念品
◤ 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放下手邊擾人工作，牽著您最愛的旅伴，一起狂奔逃離城囂吧！短短飛行 2.5 小時後即可到達擁有國際級度假島嶼
－素有“東方夏威夷”美稱的海南島。普照的陽光，迎面而來的海風，寄情沙灘，總是如此的雲淡風輕，絕美的風
光讓您的假期被遺忘到“那片海”。其實......天堂.....離我們如此之近。
～優閒、懶散、放空是最大享受～
１． 品嘗“12 道鋒味”節目中 5 道“鋒味”；香格里拉自助大餐，三亞海鮮風味餐，海南四大名菜。
２． 入住全新綜藝節目“12 道鋒味”錄製酒店－“石梅灣艾美度假酒店＂ 。
～免費使用日式溫泉，桑拿浴，健身中心
～免費使用“企鵝俱樂部”（不包括托嬰服務）
～免費在沙灘和泳池參加各項球類
～沙灘電影免費看
～酒店公共區域覆蓋 WIFI，及客房內免費寬頻網路
３．

全程保證無自費，無購物、無車購，盡情享受海南濱海度假的愜意

一、行：

※台北直飛海口、三亞的黃金航班，省去舟車勞頓之苦，直飛航班，出國好輕鬆。
二、宿：
※【海口香格里拉度假酒店—豪華海景房】隸屬世界知名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團，坐擁碧海藍天、
陽光沙灘的天然美景。
※【石梅灣艾美度假酒店—豪華房】為國際喜達屋集團旗下著名的全方位度假酒店，酒店擁有綿延６公里的白色沙
灘和蔥繁盛的廣袤森林，四周環繞著寧靜幽謐的自然美景，是您享受完美逍遙
體驗的理想之選！！
※【三亞灣海居鉑爾曼度假酒店—全海景房】是法國雅高集團旗下一高檔品牌酒店，坐落於美麗的三亞灣畔。飯店
擁有絕佳的無敵海景視野，酒店整體設計將中國古典風韻與東南亞熱
帶風情完美融合，私家通道抵達酒店專屬海灘。
三、遊：
乾淨的空氣、舒適的海風，就是要奢華！讓荷包放肆一次吧！
※

全程 無購物、無自費 。

※

酒店安排：全程五星高端品牌酒店，舒適入住！！！

※ 【海口香格里拉海景下午茶】：海口香格里拉大酒店的下午茶中融入了很明顯的抹茶口味，且下午茶的另一重
要元素是要有一個舒適典雅的環境。
※

餐餐美味，特別帶您享受海南島最著名的美食～～～全程含餐 8 正餐、自助早餐。

※

加碼升等～海口香格里拉酒店自助晚餐。

※

加碼特色餐～餐標價值人民幣 200（石梅灣艾美酒店尋找海南美食，12 道鋒味美食節目推薦）。

【景點安排】
～【外觀博鰲水城＋船遊玉帶灘】：乘船遊覽海南島的母親河，欣賞被譽為「中國的亞馬遜河」的萬泉河風光。
～【鹿回頭山頂公園＋電瓶車】：這構思獨特，造型優美的石雕是目前海南省最大的花崗岩石雕。
～【椰田古寨】，是海南省新興的展示苗家文化風情的視窗。
～車遊【椰夢長廊】，迎著習習的海風整理心情，或做一次深呼吸多汲取世界上空氣指數僅次於古巴哈瓦那的清新
空氣，最棒的莫過於和伴侶一起體會閑步美麗海岸的動人時光。
【酒店安排】
※海口：國際 5 星－ 香格里拉度假酒店

SHANGRI-LA Hotel Hakou

陽光從窗簾的縫隙中探入，宣示著新的一天來臨。金黃色的光線吸引您離開床的甜美懷抱，打開窗戶，柔和的微風
拂過臉頰，眼前一望無際的蔚藍大海令人屏息驚歎。歡迎您來到海口香格里拉大酒店。
※三亞：5 星－ 三亞灣海居鉑爾曼酒店

Pullman Ocean View Sanya Bay Resort & SPA

三亞灣海居鉑爾曼度假酒店可為客人帶來獨一無二的度假體驗，包括全長 300 米的私人海灘、熱帶花園和 4 個室外
泳池。三亞灣海居鉑爾曼度假酒店擁有四百餘間全部面向中國南海的設施齊全的客房，右側的視野青山環繞，整體
設計將中國古典風韻與東南亞熱帶風情完美融合，私家通道抵達酒店專屬海灘。
※：5 星萬寧 — 石梅灣艾美度假酒店 Le Méridien Shimei Bay Beach Resort & Spa
艾美酒店將歐洲的傳統與當代文化融合起來，營造出富有濃郁文化氣息、深邃人文內涵的典雅氛圍，讓身處其間的
每一個人都能盡享美好時刻，於平淡繁瑣的日常生活之中捕捉美妙體驗。艾美酒店為賓客提供的不僅是一個新居
所。更是看待事物的一種新方式。如今，艾美已成長為全球性酒店集團，旗下擁有超過 100 家豪華高檔酒店，遍佈
全球 50 多個國家／地區。同時也是知名電影＂非誠勿擾＂拍攝地，白色沙灘．浪花．讓您與舒淇一樣．．一起體驗
享受這美麗舒適的渡假酒店。

※注意事項五：大陸地區飯店無提供三人房，若指定三位旅客同住一間房間即為雙人房加行軍床或床墊，使得房
間空間變狹小且並沒有優惠，敬請知悉。

◤ 行程計畫
臺北（桃園）／三亞【車遊椰夢長廊、鹿回頭山頂公園（含電瓶車）、水稻國家公

第1天

園+浪漫花海+中華明星恐龍園(含電瓶車)、海誓山盟景區~水晶聖殿愛情主題森林
公園(含纜車)】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珠江花園椰子宴風味餐 100 人民幣／人
【晚餐】三亞杭派名廚海鮮火郭 100 人民幣／人

【飯店】國際品牌 ( 5 星 )

三亞灣海居鉑

爾曼酒店 （全海景房）／或同級

今天搭機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撘乘班機前往海南省三亞市。海南島具有美麗的島嶼及被熱帶和亞熱
帶的氣候全年滋養著，風光婍妮，無盡的風華待你分享，她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近年成為了
世界上新興的旅遊聖地。

※車遊【椰夢長廊】環三亞灣修建的一條著名的海濱風景大道，有“亞洲第一大道”之稱。其沙灘坡
度平緩，曲線優美，海水清澈見底。冬可避寒、夏能消暑，是以熱帶海洋風光，中國傳統文化、南
國民族風情為特點的國際一流避寒和休閒度假勝地。

※【鹿回頭山頂公園（含電瓶車）】鹿回頭山頂巍然屹立著一座高 12 公尺，長 9 公尺，寬 4.6 公尺
的巨型石雕：一隻神鹿轉頭回眸，兩旁分別倚立著英俊的黎族青年獵手和美麗的黎族少女。這構思
獨特，造型優美的石雕是目前海南省最大的花崗岩石雕。

※【三亞水稻國家公園】水稻國家公園位於三亞市海棠灣落根田洋片區，是海棠灣國家海岸的後花
園，總占地面積 7600 畝，將成為三亞旅遊新熱點，農旅結合的新模式為久居城市的人們尋找記憶
中的鄉愁。專案規劃中的風情小鎮、博物館、鄉村主題精品酒店、民宿酒店、商業街等板塊，未來
將成為健康休閒體驗的新載體。

※【海誓山盟景區~水晶聖殿愛情主題森林公園】位於“水晶聖殿愛情主題森林景觀區”最高點，是
熱帶森林區的點睛之作，同時也是海南三亞最高，最具自然、浪漫情調的山頂水晶聖殿。晶瑩通透
的水晶聖殿內設“水晶儀式台”、白色鋼琴、白色橫椅。360°可觀三亞連綿蜿蜒的青山與碧海藍天。
情侶可攜手水晶殿堂，以藍天白雲為證，面山立盟，向海誓言，情定終生。

第2天

三亞→（ 車程約 1.5 hrs ）萬寧【漫遊石梅灣海灘】
【早餐】飯店內
【午餐】陵水英州湘海時代小龍蝦宴 100RMB／人

【飯店】國際品牌 ( 5 星 )

【晚餐】石梅灣艾美酒店－鋒味食足‧

店 （豪華房）／或同級

石梅灣艾美酒

特色美食饗宴 200 人民幣／人
※石梅灣艾美度假酒店坐落於風景秀麗的石梅灣，是海南省萬寧市首家五星級國際度假酒店，也是
華南最大島嶼海南島的首家艾美度假酒店。酒店在各類旅遊獎項中屢獲殊榮，獲得了由《私家地理

Travel+》雜誌主辦的＂2015 中國旅行獎‧最佳度假酒店＂獎。這裡是《十二道鋒味》和《非誠勿
擾 2》的取景地，坐擁 6 公里的碧海銀灘之上，讓酒店成為遠離城市喧囂，是您享受完美逍遙體驗
的理想、絕佳之選！

※《12 道鋒味》第二季在尋遍世界美食後回歸中華美食。第 12 集選定在海南拍攝，由謝霆鋒從海
南四大名菜中選出一道菜，謝霆鋒便敲定了在【石梅灣艾美酒店】尋找海南美食～傳奇菜～是具有
海南悠久歷史以及富有本土文化底蘊的“椰汁東山羊”。謝霆鋒稱道：沒想到《12 道鋒味》在萬寧這
個美麗的地方收官。這裡是我在錄製《12 道鋒味》以來，去過最美最靜怡的地方。這裡的美很純粹、
更能讓我感覺離大自然更近一步了。壓軸戲之所以選擇在萬寧拍攝，是因為謝霆鋒對海南四大名菜
的東山羊情有獨鐘，加之＜萬寧石梅灣艾美度假酒店＞近年來倍受影視劇、婚禮旅拍所青睞，有著
獨特的藝術人文景觀，自然生態保存完整，柔綿的 6 公里銀白色沙灘。在石梅灣艾美度假酒店來尋
找海南最具當地特色的綠色有機新鮮食材。

萬寧 →（ 車程約 1 hr ）椰田古寨 →（ 車程約 2 hrs ）博鰲【外觀博鰲水城、

第3天

玉帶灘（含遊船、不上島）】 →（ 車程約 1.5 hrs ）安定【熱帶飛禽世界】 →（ 車
程約 1hr ）海口
【早餐】飯店內

【飯店】國際品牌 ( 5 星 )

海口香格里拉

【午餐】瓊海和樹金隆酒家博鰲魚宴 100RMB／人

度假酒店 （豪華海景房）（SHANGRI-LA

【晚餐】海口好百年漁民新村白蓮鵝宴 100RMB／人

Hotel Hakou）／或同級

※【椰田古寨】位於海南省陵水縣，占地面積上百畝。與著名的蜈支洲島、南灣猴島等風景區隔海
相望、交映生輝，是海南省新興的展示苗家文化風情的視窗。這裡四季如夏，氣候宜人，椰樹成林，
以你的自然人文景觀與濃郁的民俗風情融為一體，蔚為壯觀。 景區現已建成古老文化、奇特風情、
椰風飄香、神秘儺蠱、小錘叮噹五大遊覽區和一台“歡樂苗家歌舞”演出。景區以獨特的角度全方位
的展示海南苗家原生態的生活場景，滿足海內外的遊客瞭解海南奇特的民俗文化的愛好。

※【外觀博鰲水城＋玉帶灘遊船（不上島）】是為博鰲亞洲論壇會議規劃設計的專屬園區，並乘船
遊覽海南島的母親河，欣賞被譽為「中國的亞馬遜河」的萬泉河風光。玉帶灘是一條自然形成之地
形狹長的沙灘半島，沙美內海的湖光山色，內外相映，構成了一幅奇異的景觀。

※【熱帶飛禽世界】海南熱帶飛禽世界是中國最大的鳥類天堂，在這個廣大的園區內您可以觀賞到
最奇特的鳥群，全亞洲也只有新加坡「裕廊飛禽公園」可與之媲美。主要分為九鳳廣場、鸚鵡廣場、
鳥雨林、沙漠鳥園、浴龍潭等幾大版塊，景區內並有 24 場飛禽迴圈表演！這裡可以讓您零距離地
在濃濃的海南風情和熱帶雨林氣息中觀鳥賞鳥，還可餵食七彩可愛的靈動鳥兒們！
【外觀博鰲水城＋玉帶灘遊船（不上島）】
特別說明

※【外觀博鰲水城＋玉帶灘遊船（不上島）】→註：若因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乘船至玉帶灘，將
改為鴛鴦島遊船。或若因天候因素為確保旅客安全，而導致無法上船，將退費 RMB10／人。不便
之處請見諒。

第4天

海口【五公祠、車遊海口老街、海南省博物館、海口香格里拉酒店海景下午茶】
【早餐】飯店內

【飯店】國際品牌 ( 5 星 )

海口香格里拉

【午餐】海口粵菜坊四大名菜 100RMB／人

度假酒店 （豪華海景房）（SHANGRI-LA

【晚餐】香格里拉酒店自助晚餐

Hotel Hakou）／或同級

※【五公祠】佔地約 66000 平方米，是一處融古建築、古遺址、園林為一體的旅遊風景區。主要由
海南第一樓（五公祠）、觀稼堂、學圃堂、蘇公祠、兩伏波祠、洞酌亭、洗心軒、浮栗泉、粟泉亭
和瓊園，五公祠陳列館等等建築、遺跡組成。

※車遊【海口老街】是深具南洋風情的騎樓街區，這裡留有許多建於上世紀初，近百年歷史的老建
築，是海口最具特色的的人文景觀。南洋風騎樓的主人多是早年去南洋謀生的華僑，在外地闖蕩經
商成功後，返回海口興建這些細緻並美麗的歷史街區，騎樓建築除了雅緻美觀以外，是最適合熱帶
氣候的，可兼有遮蔽陽光及風雨的實際功能。

※【海南省博物館】位於海口市國興大道 68 號，2008 年 11 月 15 日正式開館。該館第一期工程占
地面積約 18000 平方米，展廳面積約 8000 平方米；設有 10 個展廳，對海南的歷史、少數民族文化、
海南非物質文化遺產、海南文物等進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展出的文物有 1000 多件，能讓參觀者穿
越時空隧道，領略海南島的歷史奇觀、古代文明及海南島人的精神。

※【海口香格里拉酒店海景下午茶（2 人一份）】，海口香格里拉大酒店的下午茶中融入了很明顯
的抹茶口味，且下午茶的另一重要元素是要有一個舒適典雅的環境，而海口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堂吧
無疑是最合適的地點。酒店坐落於海南省會海口市備受矚目的新興商務及旅遊度假中心———西海
岸。酒店面朝熱帶園林，背倚瓊州海峽，坐擁碧海連天、陽光沙灘的天然美景，是客人浴浪聽海的
度假天堂。酒店挑高的天花配上豪華大氣的水晶吊燈，全落地玻璃窗外的熱帶花園景觀和一線海
景，加上鬆軟的布質沙發椅，營造出十分休閒和放鬆的氛圍。
※返回酒店享用晚餐。海口香格里拉大酒店提供豐富多樣的菜色用餐體驗，等待您的探索。每天均
有不同風情美食主題，餐品則精選各式海味鮮品，讓您無限自助燒烤取用！在絕佳的五星酒店環境
內與親朋伴侶盡情享受美饌美景！
晚上，您可斜倚在陽臺的籐椅上，靜靜欣賞著迷人夜色，腦海中回憶起一天愉快的經歷。這一刻，
在海口香格里拉這個寧靜的港灣，時間仿佛都停留駐足。
【海南省博物館】、【海口香格里拉酒店海景下午茶（2 人一份）】
特別說明

※【海南省博物館】→註：海南省博物館因屬政府機關部門，可能有臨時休館的情形，屬不可抗拒
因素請多見諒包涵。
※【海口香格里拉酒店海景下午茶】→為 2 人一份。

第5天

海口【早上享用酒店設施或睡個懶覺、馬鞍嶺火山口遺址公園】／臺北（桃園）
【早餐】飯店內
【午餐】海口火山酒家羊肉火鍋 100RMB／人

【飯店】溫暖的家

【晚餐】新竹米粉
今早是一個沒有 MORNINGCALL 的早晨，您可以早起享受飯店內的設施，或者是盡情的睡個懶覺。
清晨的陽光透過窗戶照射進來，您從如雲般舒適的睡床上懶洋洋起身，來到海口香格里拉度假酒店

游泳池，投入一汪碧藍池水的懷抱。
※【馬鞍嶺火山口公園】，又稱火山口公園，它形似馬鞍，是世界上最完整的死火山口之一。由四
座火山組成，南錐風爐嶺火口，北錐包子嶺火口及旁側兩個寄生小火山，它們猶如一對眼睛而稱眼
睛嶺，被譽為火山聖嬰。構成一個完美的全新世休眠火山家族。其四周分佈著大小 30 多座拔地而
起的孤山，都是火山爆發形成的火山口或火山堆。火山爆發時地下岩漿的運動使這裏留下了縱橫交
錯的地下溶洞群，有仙人洞、臥龍洞等。嶺上還建有“觀海亭”，可望見瓊州海峽和火山口，並能飽
覽百里荔枝園美景。
驅車前往機場辦理離境手續，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台灣，結束海南之旅，帶著滿懷回憶返回溫暖的家。
※※※※※

以上行程內容保証完整、景點先後順序以當地導遊安排為準

※※※※※

◤ 行程規定
•
•
•
•
•
•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之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的權利。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
友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

同團報名旅客可能因私人因素於行程出發之 7 日前取消參團，故本公司網上所載組團狀態、可售團位等即時資訊，並非代
表最終參團人數之依據，敬請諒解。

◎貼心說明：

•
•

1．全程無購物站、無自費活動、無車購。
2．行程航班飯店僅供參考；實際以行前說明會之資料為准．

◎團體『機位』規範

•
•

※行程須同進同出，不可延回，敬請知悉。
※行程中已分攤 65 歲以上老人、殘障人士或兒童等優惠票價格，如產生優惠票恕不退回，且請客人配合出示證件，敬請
見諒。

•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其他團員之旅遊權益，年長者或行動不便之貴賓，需要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恕無法單
獨參團，敬請知悉。

用心服務．用情導遊
專業服務人員：

服務人員行動： 0913-965817

曾貴月

分公司電話：０５－６３３９９６６分機5601
分公司主管：羅崑毓

副總經理

公司網址：http://www.settour.com.tw
服務人員E-mail： corina63

為您服務單位：虎尾分公司

@settour.com.tw

分公司傳真：０５－６３２８５５５
分公司地址：632虎尾鎮中正路199-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