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聾人協會 

活動日期：20117/11/18 (六) 

活動時間：07:30~18:00 

集合地點：中華民國聾人協會(台北市大同區太原路 197 號) 

 

活動行程： 

第一天行程內容： 早餐：○      午餐：○       晚餐：X 

07:30 大夥集合囉！帶著一顆愉快的心~參加我們這次的豐富的行程活動！ 

08:00 歡樂起航~前進苗栗好山水囉!!車上團康!! 

10:00 【賞玩園林~畫陶窯園區】※如詩如畫的秘境景點 

華陶窯創建於民國 73 年， 位 於苗 栗縣 苑 裡鎮 火炎 山西 側的 半 山 腰 ，  巍 巍

建 築， 居 高臨 下遙 望大 甲鐵 砧 山大 安溪 沖積 扇平 原 ； 總 面 積  10 公 頃沿 山

谷 呈帶 狀分 佈， 依 原山 谷落 差， 與行 政 院農 委會 所屬 苗栗 、 桃園 、 花 蓮等 

各農 改 場合 作， 搜羅 6OO 種以 上原 生及 民俗 植 物種 植於 園區。 

12:30 【享用特色割仔稻飯】 

《 割 稻飯 》，是 華陶 的經 典招 牌，大 陶碗 自助 式午 餐；阿 嬷養 的爬 樹雞、大 鼎 爌 

肉 、 蔥香 菜脯 炒蛋 、 油 封 滷筍 乾、 五香 滷豆 乾 、 米 泔煮 高麗 菜、 農 家油 蔥

湯 米粉 、 傳 統炊 斗飯 、 米 泔湯 、 冰仙 草甜 湯， 以及 當 季水 果 

14:00 【四方牧場悠遊趣】贈送每人餵牛體驗ㄋㄟㄋㄟ瓶 

逛逛四方牧場，這裡有專屬餵小牛區、各式花卉步道、充滿異國風情的角落等，放鬆心情，
徜徉這片綠意之中吧! 

【手作 DIY 課程時間】奶酪 DIY 【10 人一組，完成 10 個奶酪】 

讓我們大手牽小手，一起動手做一個屬於我們獨一無二的創作回憶紀念 DIY 喔！ 

 

賞玩園林華陶窯-樂活牧牛樂 (一日遊) 



 

 

 

 

 

 

15:30 【莎呦娜娜】啟程回家~ 
 

活動費用： 

※以上費用為含稅價 

 
包含項目： 
【交通】當日遊覽車費用(為本公司特約優良廠商車輛) 

【膳食】早餐一客；午餐；割稻仔飯風味餐 

【門票】畫陶窯園區套裝活動費用、客家擂茶 DIY 體驗活動費用 

【雜支】領隊司機服務費、停車過路費、行政雜支費 

【保險】旅行業責任保險(200 萬意外險+20 萬醫療險） 

【其他】每人贈送礦泉水一瓶 

 
注意事項：  
※報名者請於 11/3(五)前完成匯款，並 email(nimo@nad.org.tw)告知轉帳帳號後五碼，完成對帳

後才算正式錄取，11/3 (五)前未完成匯款，即將名額依序保留給候補者。完成匯款後請避免任意

取消且恕不退費。  

※3 歲以下均為【嬰兒價】，不含車位、餐費、活動費，僅收保險及作業費用 NT$300 元/人。  

※如有吃素人員需提早告知，方便我們事先請餐廳準備。  

※以上行程載明之車行時間僅供參考，因路況或假日遊客眾多行程順序將視情況前後更動。  

※請勿攜帶寵物及危險物品參與行程，感謝您的配合。  

※請於規定時間內準時集合，活動中如旅客因個人因素私自脫隊或集合不到，須自行承擔後果。  

 

票價項目 會員 非會員 

聽人票價 $1300/人 $1500/人 

持有身障手冊票價 $1200/人 $1400/人 

孩童票價 

（孩童:年滿 3 歲~12 歲者） 
$1100/人 $1300/人 

三歲以下 每人 300 元 (行政/保險/代辦費用-同列入每車實際人數) 



報名方式： 
1. 填寫報名表後連同匯款收據回傳至 Email：nimo@nad.org.tw  
2. 親自至本會報名(須預約時間) 

繳費方式：一律匯款 

戶名 中華民國聾人協會 富邦銀行延平分行  

代碼 ０１２  

銀行帳號 ２００１０２４１４０１1  

 
集合資訊 

 

 

 

  

 

 

 

★捷運：淡水線→捷運雙連站 1 號出口左轉→沿民生西路直走到太原路再左轉→經過理髮店和服

裝店→則可以看到門牌，步行約 6 分鐘。 

 ★公車：公車站牌一：雙連市場：42、518、539、811、紅 33 

公車站牌二：民生西路口：26、266、292、304、518、539 



中華民國聾人協會《賞玩園林華陶窯-樂活牧牛樂》報名表 

1.聯繫者姓名  性別 □男 □女 
飲食 

習慣 
□葷□素 

身分 
□聽人 

□聾人 
是否會員 

□會員 

□非會員 

出生年月日  身分證字號  

手機號碼  E-MAIL  

LINE/FB  聯繫方式 □Email□簡訊  □LINE/FB 

2.家屬姓名  性別 □男□女 飲食 □葷 □素 

出生年月日  身分證字號  

3.家屬姓名  性別 □男 □女 飲食 □葷 □素 

出生年月日    /  /    身分證字號  

4.家屬姓名  性別 □男 □女 飲食 □葷 □素 

出生年月日    /  /    身分證字號  

(因投保作業請詳填以上資料) 

合計:________人________元 
 

繳費方式：一律匯款 戶名 中華民國聾人協會 

代碼 ０１２（富邦銀行延平分行） 銀行帳號 ２００１０２４１４０１1 

 
☆名額有限，請先填寫報名表後完成匯款，並將匯款收據連同報名表 mail 告知轉帳

帳號後五碼。一旦報名，恕不退費。謝謝。 

☆請提供轉帳帳號後五碼_____________ 

☆報名帳號 E-MAIL：nimo@nad.org.tw 

  

每車人數 會員 非會員 

成人票價(無身障手冊) 
（成人:12 歲(含)以上者） 

□1300 x_______人 □1500 x_______人 

持有身障手冊票價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1200 x_______人 □1400 x_______人 

孩童票價 
（孩童:年滿 3 歲~12 歲者） 

□1100 x_______人 □1300 x_______人 

3 歲以下 □300 元 x_______人 (行政/保險/代辦費用-同列入每車實際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