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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傳真或 E-MAIL 代替正本發文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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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waterpipe-net.org.tw 
E-MAIL:wthyoung@ms48.hinet.net 

受文者： 本處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06 年 08 月 31 日 
發文字號： 臺區水工會北市辦字第 10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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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處訂於 106 年 10 月 24 日舉辦 106 年度會(委)員國外聯誼自

強活動「武夷山五日遊」；凡願參加者，請於 106 年 09 月 15 日

前檢附資料向本處報名以利安排，逾期恕不再受理報名，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本處第 19 屆第 3 次委員會會議決議案辦理。 

 

二、 本次旅遊活動日期：106 年 10 月 24 日至 10 月 28 日。 

本次旅遊活動費用：本次活動每人費用為新台幣 22,000 元

整（費用不包括新辦護照、台胞證及個人消費）。 
 

※ 證照費：新辦護照 1,500 元、新辦電子台胞證 1,700 元、
單人房差費用 5,500 元。 

 

三、 本處擬由年度相關經費依例補助負責人、負責人配偶、會員

代表三者擇一補助新台幣 2,500 元（限為本案發文前於公會

登記有案者，國內外旅遊限補助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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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回國日算起六個月以上效期)、台胞證(卡)

正本； 

  (3) 保證金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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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註明同宿者或於報名時聲明；未註明者，由本處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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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不得異議）。 

  (3) 其他未詳述各項事宜，均依本處與旅行社所訂合約為準。 

  (4) 會員請繳交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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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活動期間，辦事處停止上班，敬請見諒。 

正本： 本處全體會員 

副本：  

 

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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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辦事處 
106 年度會(委)員國外聯誼自強活動【報 名 表】 

� 閩南風情~福州武夷山印象大紅袍豪華 5 日遊 � 
編

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通訊電話 

行動電話 
備註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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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FAX：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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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辦事處 
閩南風情~福州武夷山印象大紅袍豪華 5日遊 

船遊九曲溪、徒步天遊峰、觀賞印象大紅袍、2 晚五星香格里拉 
【出發日期】2017 年 10 月 24 日(二) 

【使用航班】 

日期 起飛地點 抵達地點 班次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10月24日(二) 桃園(TPE) 福州(FOC) MF880 1125 1310 

10月28日(六) 福州(FOC) 松山(TSA) MF883 1825 1945 

【行程內容】 

日期 行程 

第一天 

10 月 24 日 

(二) 

桃園-福州(歷史文化長廊、西湖公園)  

廈航 MF880 11:25/13:10 

今日帶著愉快的心情，於桃園機場集合，搭機飛往福州市。 

【福州市】是福建省最大的城市，自宋代起文化教育非常發達，是產生進

士、狀元、和兩院院士最多中國城市之一。此外因為獨特的地理位置，他成

為東南沿海重要的貿易港口、海上絲綢之路的門戶。也是海外華人的一大僑

鄉。抵達後，前往 

【歷史文化長廊】位於閩江公園南園防洪堤外側，全長 1800 米，採用不同

色澤的花崗岩制作成 65 面圖版、486 面文字版，用不同質地的文化石裝

飾，主要是真實呈現了歷史文化名城福州從史前曇石山文化到 1949 年新

中國成立的各個歷史時期發生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自然災害、

瘟疫等方面的種種重大事件，是目前國內最長、完整反映一個城市歷史、將

歷史碑文與裝飾浮雕藝術相結合的作品。 

【西湖公園】福州市內保留最完整的古典園林，晉朝時代始建，五代時更成

為閩國的御花園，以其旖旎的自然風光而聞名。湖面碧藍清亮，曾有知名的

「福州西湖八景」 

餐 食： (早餐) ×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 合菜饗宴

(RMB.80/人) 

住 宿： 五星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10 月 25 日 

(三) 

福州+++搭高鐵前往/武夷山(水濂洞、燕子峰、鷹嘴岩、天車架、大紅袍古

茶樹) 

早餐後，搭乘動車前往武夷山 

【武夷山】武夷山位於福建省北部，素以獨特的『碧水丹山』聞名遐邇，人
稱「三十六峰真奇絕，一溪九曲碧漣漪；白雲遮眼不知處，人間仙境在武

夷」，它兼有黃山之奇、桂林之秀、泰岱之雄、華岳之險、西湖之美。於 1999 

年 12 月武夷山正式列入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名錄。抵達後，前往 

【水濂洞】水濂洞是武夷山風景區最大的岩洞，是水平岩層中較軟岩層受流

水侵蝕凹陷而成，故不同于石灰岩溶洞，洞內比較寬敞，可容千人，洞頂有

泉下落，形成高達 80 米的瀑布，水大如水管湧出洶湧澎湃，水小如白色玉

帶隨風漂灑，古人讚「赤壁千尋晴疑雨，明珠萬顆畫垂簾」被譽為「山中最

佳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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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峰】峽谷南邊的岩峰上，兩片重疊的岩石，宛如一對銀燕，正歇息在

蒼翠的峰岩上，尖禿的岩頂，宛若燕首斜向東方，而平展展的岩壁，又宛若

燕翼鼓翅欲飛。 

【鷹嘴岩】是一座渾然一體的巉岩，光禿的岩頂，東端向前突出尖曲如啄，

出奇的是鉤形的「鷹嘴」上竟然生長一株枝幹，佇立在章堂澗旁仰望鷹嘴

岩，只見它兀立峰巔，翹首藍天，勢欲振翅高翔，博擊蒼穹，無比雄偉壯觀。 

【天車架】為水濂景區中富有地方特色的人文景觀；沿水濂洞拾階南下，還

可遠眺鷹嘴岩的勃勃雄姿。 

【大紅袍古茶樹】此樹一年只產七兩茶，自古以來皆為皇帝貢品，沿著山間

小道前往參觀世界第一的烏龍茶樹。武夷岩茶屬烏龍茶類，向有「岩骨花

香」盛名，列為唐代及元大代的貢品，清朝後遠銷海外。 

餐 食： 
(早餐 ) 酒店內自

助餐 

(午餐 ) 合菜饗宴

(RMB.50/人) 

(晚餐 ) 合菜饗宴

(RMB.80/人) 

住 宿： 準五星泓林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10 月 26 日 

(四) 

武夷山(天遊峰景區─雲窩、茶洞、隱屏峰、船遊九曲溪─約2小時、仿宋古

街、觀賞印象大紅袍)  

早餐後，前往  

【雲窩天遊景區】雲窩天遊號稱武夷山水的「第一勝處」，雲窩奇峰峻拔，

巨石參差，形成十多個幽奇的洞穴，常年雲霧繚繞，變幻莫測，故有「雲窩」

之稱；從雲窩往裡走即到壁立萬仞的天遊峰，天遊峰高聳於群峰之上，遊人

登臨其中，有如遨遊天宮，故有「天遊」之稱，「不登天遊峰，不算到武夷」，

登峰頂可綜覽武夷全景和九曲山水，風光絕勝。 

【茶洞】是一個奇異的幽谷洞天，洞天深處隱藏著罕見的井谷奇觀；飛瀑傾

注在清隱岩右邊峽谷之中，在谷底匯成一潭，這潭即是仙浴潭，相傳是神仙

洗浴的地方。 

【隱屏峰】隱屏峰位於武夷山九曲溪中段，隱藏在午林淵深處。雲霧迷朦，

峭拔千尋，直上直下，方正如屏，故名。坐筏觀山，只能望見它突出林端的

半壁，唯有登上溪南的晚對峰，才能看到它的全貌。 

【船遊九曲溪】乘坐竹筏，竹筏順流而下，由九曲而至一曲，滿載山光水色，

覽盡兩岸千峰 競秀，只見竹筏時而掠過淺灘、忽又泛遊深潭、饒富妙趣、

樂而忘返，沿途瀏覽玉女峰、小藏峰、虹橋板、架壑船棺、仙掌峰、仙釣台、

響聲岩、小九曲、上下水龜、大王峰等；九曲—溪光秀色，八曲—淺 灘飛

渡，七曲—瀾回峰重，六曲—空谷傳音，五曲—峰羅翠擁，四曲—溪山勝概，

三曲—溪轉峰回，二曲—坐峽觀天，一曲—萬丈丹青。(＊含船夫小費)【仿

宋古街】玲瓏雅致，古樸華美，供遊人觀賞遊玩。 

【武夷宮】是最古老的宮院，初建于唐，宋賜〝沖佑萬年宮〞存有兩口龍井

和萬年宮。 

【印象大紅袍】是中國名導張藝謀於 2010 年最新推出的中國實景山水夜

秀大作！結合世界遺產「武夷山」—大王峰、玉女峰之山水絕景，結合現代

炫彩燈光、富有詩意的音樂，給您帶來難忘的武夷山夜。印象系列企畫難度

之高，每每創下新紀錄，這回張藝謀導演更空前讓您乘坐在可 360 度旋轉

的觀眾席上，和您同感音樂與山水的完美印象。 

餐 食： 
(早餐 ) 酒店內自

助餐 

(午餐 ) 合菜饗宴

(RMB.50/人) 

(晚餐 ) 合菜饗宴

(RMB.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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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 準五星泓林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 

10 月 27 日 

(五) 

武夷山(一線天風景區、虎嘯岩風景區)++搭高鐵前往/福州(福建省博物館) 

早餐後，前往  

【一線天風景區】這裡有武夷山最奇特的岩洞一線天，還有號稱中國第一長

的岩洞—樓閣岩，巨大的岩壁上佈滿大大小小數百個洞穴，狀如閣樓上的門

窗，當地人稱其為神仙樓閣，  

洞中有世上罕見的哺乳動物白蝙蝠，洞旁有竹中奇珍—四方竹，以洞天奇觀

而聞名遐邇。 

【虎嘯岩風景區】以風嘯岩壑、泉掛松間而著稱，主要的景點有天成禪院及

虎嘯八景；虎嘯岩四壁陡峭，雄踞一方，岩半壁有一巨洞，山風穿過洞口，

發出如虎嘯般的吼聲，故名虎嘯岩。隨後搭乘動車返回福州市。抵達後， 

【福建省博物館】館藏文物標本共 5 萬多件，其中⼀級品 360 多件，以傳

世藝術品、考古發掘品和革命文物資料為主。重要的有五代閩王延翰造鎏金

銅獅爐，宋建窯的“兔毫盞”，南宋黃升墓出土的絲織服飾，明德化瓷塑工藝

家何朝宗所塑的立像觀音，明清以來黃道周、董其昌、沈周、吳彬、黃慎等

書畫軸，林則徐、嚴複手劄，黃花崗烈士林覺民遺書，蘇區郵票和福建省蘇

維埃執行委員會銀印等。該館辦有《福建省古代歷史文物陳列》、《福建革

命史陳列》和《福建山海富源陳列》3 個基本陳列展覽。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自

助餐 

(午餐) 合菜饗宴

(RMB.50/人) 

(晚餐) 合菜饗宴

(RMB.80/人) 

住 宿： 準五星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 

10 月 28 日 

(六) 

福州(林則徐紀念館-三坊七巷─南后老街)-松山  

廈航 MF883 18:25/19:45 

早餐後，前往 

【林則徐紀念館】又稱「林則徐祠堂」，1982 年成立，館址原爲林則徐專

祠，創建於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佔地面積約 3000 平方公尺，內有儀門

廳、禦碑亭、樹德堂、南北花廳、曲尺樓、竹柏軒等主要建築物，具有江南

園林風格，爲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該館展覽以反映林則徐一生事迹爲基本內

容。展品中有林則徐親筆書寫的對聯、條屏、立幅、扇面、信紮、文稿、筆

記等 120 多件；還有他使用過的印章、殘墨、印盒、政書雕板等遺物。 

【三坊七巷─南后老街】形成於唐王審知羅城，羅城南面以安泰河為界，政

治中心與貴族居城北，平民居住區及商業區居城南，同時強調中軸對稱，城

南中軸兩邊，分段圍牆，這些居民成爲坊、巷之始，也就是形成了今日的三

坊七巷；地處福州市中心，是南後街兩旁從北到南依次排列的十條坊巷的概

稱。「三坊」是：衣錦坊、文儒坊、光祿坊；「七巷」是：楊橋巷、郎官巷、

安民巷、黃巷、塔巷、宮巷、吉庇巷。佔地 40 公頃，現有古民居 268 幢，

集中體現了福州古城的民居技藝和特色，被建築界譽爲規模龐大的「明清古

建築博物館」。隨後前往福州機場搭乘班機返回桃園(松山)機場，期待下次

旅遊再見！ 

餐 食： 
(早餐 ) 酒店內自

助餐 

(午餐 ) 合菜饗宴

(RMB.50/人) 
(晚餐) 機上簡餐 

住 宿： 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