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辦事處 函 
地址：10486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 59巷 6號 2樓 
電話：02-2508-4002 
傳真：02-2507-5224 

受文者：本處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05 月 03 日 
發文字號：臺區水工會北市辦字第 10219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行程、報名表 
 

主旨： 本處預定於 102 年 6 月 22 日至 6月 27 日舉辦 102 年度會員國外
聯誼自強活動「絢麗關島~美人魚公主號、PIC 渡假村 6 日」；凡
願參加者，請於 5月 15 日前檢附資料向本處報名，以利安排，凡
願參加者請儘速報名，逾期恕不再受理報名，請查照。 
一、 依據本處第 17 屆第 8 次委員會會議決議案辦理。 

二、 本次旅遊活動每人費用為新台幣 33,800 元整（費用不包括護
照、簽證及個人消費）。 

三、 本處擬由年度相關經費提撥補助新台幣 3,500 元，依例補助負責
人、負責人配偶、會員代表三者擇一（限為本案發文前於公會登
記有案者），於活動開始後，再發給補助之對象。已參加國內旅
遊受補助之會員恕不再補助。 

四、 旅遊行程請參閱附件，確認之行程由本處與旅行社議定之。 

五、 報名時，請繳納下列資料： 
 (1)報名表（請詳細填寫個人資料）；(2)護照正本(效期為回國日

起算六個月以上)； (3) 保證金 5,000 元。 
 ※證照費：護照１,4００元。 

說明： 

六、 注意事項： 
(1)組團人數最少 16 人(含)以上始予成行，未達組團人數則不予

舉辦，已繳費者無息退還（如有代辦護照者，規費照扣之）。 
(2)住宿以兩人同宿一間套房為原則，請事先協商友好同宿，並

於報名時聲明，否則由本處逕行安排不得異議。 
(3)未詳述其他各項事宜，均依本處與旅行社所訂合約為準。 

  

(4)會員請繳交 102 年度常年會費，始受理旅遊報名。 

  (5)凡參加活動有年長者或行動不便人員，請家屬陪同始受理報
名。 

正本：本處全體會員 

副本： 

 

主任委員 

檔  號： 

保存年限： 
以傳真或 E-MAIL 代替正本發文 



臺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辦事處 
「絢麗關島~美人魚公主號、PIC 渡假村 6日」 

出發日 2013/06/22 (六) 預定航班去程 CI026 23:00/04:50 
回程 CI025 06:20/08:25 

第  1  天  桃園機場／關島 
今日將於( 班機起飛前 2 小時 )集合於台灣桃園機場、搭乘長榮航空豪華客機、飛
往馬里安納群島南端最大歡樂島嶼－關島。在準備好渡假的情緒後，我們將共同
期待著天明的那一刻。 
住宿： 機上  

餐食：早餐 (敬請自理) 中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第  2  天  關  島－市區觀光－密克羅尼西亞廣場－時尚五星悅泰飯店精緻自
助午餐－經典五星級喜來登精緻自助餐 
今日抵達關島後將由熱情的中文導遊專車接往享用豐盛的當地早餐，餐後將隨即
展開歡樂島嶼渡假之旅。在今日的半天市區觀光中，將帶您們了解關島總督府廣
場，以及有著自由女神像照耀的太平洋戰爭紀念公園、興建於 1669 年的聖母瑪
利亞教堂，以及卡沙馬塔山下的拉第石公園等歷史。隨後前往關島著名的密克羅
尼西亞購物廣場；這裡有關島著名的各式精品店及各國美食街讓您品味一番；爾
後的午餐我們將在愉悅的情緒下享用精緻五星級悅泰飯店內的自助式午餐！餐
後隨即 Check In 飯店！您亦可於飯店內休息片刻或是盡情享受飯店內的休閒設
施！下午您可自行前往歡樂島杜夢灣上的各式各樣的商店或最大的DFS享受購物
與感受體驗異國的悠閒與歡樂的氣氛喔！晚餐時分亦將特別為您安排在五星級
喜來登飯店內享用遠近馳名的自助式晚餐；典雅的用餐環境，在主廚精心烹製美
食佳餚下，感受截然不同的浪漫餐食及氣氛！ 
住宿：５★【FIESTA RESORT 悅泰渡假飯店】http://www.fiestaguam.com/ 

餐食：早餐 (飯店早餐) 中餐 (時尚五星級悅泰精緻自助午餐) 晚餐 (經典五星級喜來登精緻

自助餐) 

第  3  天  關  島－白色雙船身動力風帆「美人魚公主號」海豚揚帆之旅－時尚
JIA 自助午餐－華麗五星凱悅飯店精緻自助晚餐 
★  啟用目前關島最大型豪華動力雙軌式帆船遊艇（長 60 呎、寬 28 呎）；為目前關島載客船
中最大，也是唯一的白色雙船身動力帆船，為了提升品質讓每位登船旅客有更大更舒適安全的
活動空間，船上附設半開式船艙、餐桌及吧台並設淋浴設備、浮潛專用扶梯，而船體四周寬敞
甲板及日光浴專區，開闊視線可達 360 度，最適合近距離欣賞海豚。（天氣許可時或許船長還
會請大伙來一起揚帆喔！） 

早餐後（飯店使用）專車前往搭乘目前關島最大型豪華遊艇沿途開始
展開追蹤海豚生態群，運氣好的話您將可看到成群結隊的海豚，並直
接感受這些可愛的海豚環繞在遊艇四周頑皮的嘻鬧跳躍著，享受彼此
追逐樂趣、如果沒追逐到海豚也沒關係因為我們還有浮潛可以讓您直
接投入大海與七彩繽紛的魚群與珊瑚共泳一番！緊接著船上出海時已
開始來場拖釣之旅，幸運的話；釣上的魚兒還現場為您做份沙西米！
玩累了，我們將提供沁清冰茶水消暑，另特別供應小點心、熱咖啡、
熱紅茶等熱飲給戲水後的您來場海上的茶點時光；今日船上工作人員
都將很熱情地接待您並與您一同歡樂，為這片碧海藍天添上一筆海上
奢華風的最佳代表。在結束今日精采的歡樂水上活動之旅後，爾後將
前往杜夢灣上著名的時尚精緻 JIA 餐廳享用美味精緻午餐，餐後回到



飯店享用飯店休閒設施或可前往歡樂島上購物的樂趣。晚餐時分亦將
特別為您安排在五星級凱悅飯店內享用遠近馳名的自助式晚餐；從可
口的開胃前菜、新鮮時蔬、到主廚精心烹製的各項美味佳餚、每一道
菜都能讓您吮指回味，感受截然不同的浪漫餐食及氣氛！ 
★  白色動力雙船身風帆因全關島只有一艘，如遇該船維修時，出海追海豚將改成搭乘一般出
海遊艇「飛魚號」或 ABC 之出海遊艇（如果改為 ABC 出海，相對本日午餐亦必須改為 ABC 俱樂
部自助午餐） 

住宿：５★【FIESTA RESORT  悅泰渡假飯店】 http://www.fiestaguam.com/ 

餐食：早餐 (飯店早餐) 中餐 (時尚 JIA 精緻自助午餐) 晚餐 (華麗五星凱悅 HYATT 飯店精緻

自助晚餐) 
第  4  天  關  島－歡樂 PIC 渡假村－太平洋之夜密克羅尼西亞豪華晚餐秀
Dinner Show 
早餐後（飯店使用）您可在這國際性的 PIC 渡假村內留影紀念、並隨
即展開今日活動、悠哉悠哉地到海邊享受浮潛的樂趣、或到人魚共泳
（全世界只有三座）的水族館式游泳池內盡情享受與魚共舞的滋味；
還有體驗氣筒潛水也是一項值得您去親身體驗的活動喔。之後來場網
球或壁球比賽、歡樂水上競走、水中韻律操、獨木舟及 90 米長的刺激
滑水道、射箭及高爾夫揮桿練習；您也可以於人工瀑布或海邊悠閒地
划划獨木舟、這時別忘了露天水力按摩池、這可是能讓您好好舒解一
番的喔！下午接著向風帆挑戰及沙灘排球、水中角力拔河、水上籃排
球、競走桌（撞）球並可參加渡假村刻意安排的村內活動趣味競賽，
比賽勝利者 Club Mates 還可能頒份紀念品給您喔！輕鬆地於池畔吧台
來杯飲料享受一下渡假風情！晚餐前您可到精品店閒逛、之後太平洋
之夜 Dinner Show 豪華晚餐秀將燃起夜晚的高潮，精彩的舞蹈表演、
火炬舞、戰鬥舞等表演都將讓您沉醉在今晚歌舞歡樂氣氛之中、身處
在這獨一無二的異國情調氣氛、耳邊響起悠揚樂音配合著傳統曼妙的
舞步、將讓這場歡樂的 PIC 盛會在繽紛的星空下譜出最完美的句點。   
住宿：５★【FIESTA RESORT  悅泰渡假飯店】 http://www.fiestaguam.com/ 

餐食：早餐 (飯店早餐) 中餐  (PIC 渡假村豪華自助餐) 晚餐 (PIC 渡假村豪華晚餐秀) 
第  5  天  關  島－自由活動－歡樂遊戲夢幻島「自由前往」【午晚餐請自理】 
早餐後（飯店使用）您可以享受飯店內活動設施或租輛車環島，或前往位於杜夢
灣中心點的歡樂島，這裡是關島最熱鬧的中心點；海底生態隧道或是在這位於杜
夢灣最熱鬧的街道上各種大型免稅店逛街購物，每一樣都能讓您流連忘返，當然
您亦可自費參加關島當地活動如高爾夫揮桿之旅、潛水艇、水上摩托車、實彈射
擊、購物等各項休閒活動、晚上可自行體驗關島夜生活！記得把握今晚渡假生
活，為自己製造一場浪漫的邂逅... 
住宿： ５★【FIESTA RESORT  悅泰渡假飯店】 http://www.fiestaguam.com/ 

餐食：早餐 (飯店早餐) 中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第  6  天  關  島／桃園機場 
關島的早晨總是充滿著海水的氣息，今日起個大早將您這幾天的歡愉
整理出清晰的記憶軌跡。我們將在依依不捨的道別聲中結束這趟渡假
島嶼之旅，並真心期待下一次的相會。這就是歡樂度假島嶼關島！ 
住宿： 溫馨的家  

餐食：早餐 (機上套餐) 中餐 (溫馨的家) 晚餐 (溫馨的家) 



臺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辦事處 
102 年度會員自強活動【絢麗關島~美人魚公主號、PIC 渡假村 6日】

報名表 
出生年月日 電話 

姓名 
身份證字號 

通訊地址 通訊 
傳真 

備註 
(素食者,請註記) 

 TEL 

 

 

 

FAX 

 

□素食 

 TEL 

 

 

 

FAX 

 

□素食 

 TEL 

 

 

 

FAX 

 

□素食 

 TEL 

 

 

 

FAX 

 

□素食 

 TEL 

 

 

 

FAX 

 

□素食 

 TEL 

 

 

 

FAX 

 

□素食 

註：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會籍號碼：甲級  乙級  丙級  污水 
 

公司名稱：                                 印 
 

負責人：                                   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