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勢林場~菁英會議專案
一、適用期間：110 年 3 月 20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週一至週五)
二、費用：平日優惠價 2200 元/人

(會議/教育訓練/住宿/用餐/泡湯/美景)

三、內容：
1.會議專案特色(二天一夜/一泊三食)
(1)會議室可使用三時段（大禮堂、多功能會議室擇一）
(2)森林會館套房住宿一晚（2 人一房/1 人 1 床）
(3)中西式活力自助早餐
(4)中式合菜（10 人一桌）、或等值烤肉組或日式餐盒擇 2
(5)會議精緻茶點 2 場
(6)東勢林場免費入園、免費停車、免費溫泉泡腳
2.免費提供
(1)熱麥茶、開水無限量供應
(2)單槍投影機、投影布幕、白板、演講桌
(3)電射筆、有線及無線麥克風各兩組
(4)歡迎海報及指引海報
(5)無線網路免費使用
3.加值
(1)8:30 早安漫遊，生態導覽+免費香皂 diy+品茗。
(2)19:00 與 20:00 各一場夜間生態解說，林場散步觀賞夜間生態/觀星。
(3)依房型贈送美人湯泡湯優惠券(2 人 1 間，使用需加付 300 元清潔費)
四、園區重要景點及特色：木屋/大樓住宿區、溫泉森之湯、多功能會議室、森
林咖啡屋、民俗泡茶區、露營烤肉區、賞花散步道、森林浴步道、水保戶外
教室、溫泉泡腳池、體能訓練場、射箭場、長溜滑梯、DIY 體驗活動、生態
導覽解說活動
五、四季賞花與生態活動：梅花賞(12-1 月)、櫻花祭(1-2 月)、桐花雪(4-5 月)、
楓葉紅(12-1 月)、蝶戀花(3-9 月)、賞螢趣(3-5 月)、甲蟲季(6-8 月)
六、東勢四季採果：春(柑橘、茂谷柑) 夏(桃子、高接梨) 秋(溫帶梨、筆柿)
冬(甜柿、雪梨)

七、備註
1.每團人數需 30 人以上，並以 80 人為限(旅行社及遊覽公司代辦之團體不適
用)。
2.住宿日僅適用於平日(週一至週五)；週六至週日、三天連假及其假日前夕、
春節期間（農曆除夕到初十五）及螢火蟲季(4 月 1 日至 5 月 1 日)不適用。
3.增加會議時段或延長會議時間另依本場收費標準計收費用。
4.房間升等依房間價差補差額。
5.變更餐飲、茶敘內容另依本場收費標準。
6.本專案不含交通接送。
7.本專案不得與其他優惠方案合併使用。
8.如本專案住宿房型價格調整時，逕依房間價差補差額。
9.住宿如須 1 人 1 房，每房須補差價 1200 元，如不住宿者每位酌收 1000 元。
10. 本專案須於預訂後 7 日內預付 3 成訂金，活動取消或人數異動須於活動
日 14 天前通知，逾期依定型化契約扣訂金或酌收違約金。
11. 本專案未盡事宜請與本場業務人員聯絡（04）2587-2191 轉 715、716。

項目

大禮堂

休閒農業教育會館(三樓)

活動
性質

動、靜態性活動皆可

只辦理靜態性會議及講習，嚴禁任何動

（僅可辦理歐式自助餐及便當）

態性活動及用餐（僅可吃便當）

240 位（教室上課桌型）
450 位（只排椅子）
宴會椅 300 張+塑膠椅 150 張

90 位（教室上課桌型）
120 位（只排椅子）

容納
人數

使用
時段

上午 08:00-12:00

6,000 元

上午 08:00-12:00

4,000 元

下午 13:00-17:00

6,000 元

下午 13:00-17:00

4,000 元

晚間 18:00-22:00

6,000 元

晚間 18:00-22:00

4,000 元

計費

全日 15,000 元

方式

大禮堂戶外區每個時段 2,000 元

用餐 歐式自助餐（林場配合廠商不加收清
收費 潔費），非合作廠商則加收 3000 元。
晚
會

1. 時間 19:00~22:00。
2. 費用：8,000 元（使用卡啦 OK）
3. 22:00 結束活動，含撤離所有物品

會議 106 坪（長 23.5 公尺*寬 15 公尺）
空間 挑高 3.2 公尺
紅布 長*寬（690*60 公分）
條長 限掛 10 公斤以下
920*400 公分【長*寬(大)】
舞台 920*300 公分【長*寬(小)】
長度 高度 285 公分（舞台到天花板）
舞台高度：45 公分

禁止歐式自助餐

禁止晚會

費(非合作廠商酌
收 1000 元)

長：28 塊磁磚（1680 公分）
寬：15 塊磁磚（900 公分）挑高 2.7 公尺

長度：600 公分

大禮堂：布幕跟
牆面距離約 50
公分

無

120 吋

流明度：6000 流明
高度：280cm 以內，寬度 750cm 以內

訂購本場配合便

45 坪（17.4 公尺*9 公尺*2.4 公尺）

布幕 150 吋

背板

未滿 3.5 小時以
一個時段收費

當廠商免收清潔

約4個

舞台

大禮堂桌子：
180*60*75（高）

全日 10,000 元

旗座 約 10 個

投影機

備註

禁止

1.免費茶水（熱麥茶及熱開水各 1）
2.冷氣、擴音設備、音響設備、桌椅、白板、雷射筆、單槍投影機、投影
提供 布幕、電子講桌（含電腦）、無線麥克風最多 4 支。
服務 3.歡迎海報及指引海報。
4.本場可代辦茶點、盆花、紅布條製作，費用另計。
5.活動使用前會說明及介紹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

不提供旗竿

附件 2 佳霖餐廳兩餐菜單（1 桌 10 人）
(菜單會依季節酌予調整)

A餐
鹽酥溪蝦
蔥爆豬肉
五更腸旺
脆皮油雞
油悶桂竹筍
黃金豆腐
鯖魚一夜干
季節時蔬
養生百菇湯

B餐
客家悶筍
梅汁魚片
麻婆豆腐
客家小炒
客家扣肉
香炒鮮菇
茄子堡
季節時蔬
無硫金針湯

附件 3.大安 2000 元烤肉組明細(1 組 10 人)

(烤肉食材會因廠商供應酌予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