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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總表： 

日期 時間 活動 地點 

5/16

（六） 

12:00-14:00 海內外校友歡迎午宴 台中(飯店未定) 

18:00-20:30 海內外校友歡迎晚宴 高雄漢來飯店 

5/17

（日） 

09:00-17:30 港都高雄一日遊 
佛陀紀念館蓮池潭

駁二特區 

18:00-21:00 政大校友世界嘉年華會晚宴 高雄漢來飯店 

5/18

（一） 
09:00 台灣東部巡禮-台東縱谷行 高雄台東 

5/19

（二） 
09:00  台灣東部巡禮-花宜悠活輕旅行 台東花蓮宜蘭 

5/20

（三） 

09:00-10:30 蘭陽風情 宜蘭政大 

12:00-14:00 93校慶午宴 政大 

說明：5/16（六）午餐及晚餐分別由台中及高雄校友會免費招待海內外校友及隨行親

友！為珍惜資源，精準掌握人數備餐，報名時敬請務必提供確定出席之完整名單。 
 

**可選擇(1)於台北或桃園機場搭乘安排之遊覽車前往台中午宴，再搭遊覽車前往高雄

(方便行李置放)。(2)搭高鐵至台中烏日站，轉搭安排之遊覽車前往飯店午宴，再搭高

鐵前往高雄。(3)自行搭高鐵前往高雄左營站，當日下午 14:00~17:00，備有左營高鐵

站漢來飯店接駁專車。(4)海外搭機至小港機場。(台北火車站東三門､桃園機場一&二航

廈､小港機場､烏日高鐵站及左營高鐵站皆設有校友服務隊指引；並依報名人數多寡調配接駁專車)   
 

**隨團親友如須辦理台灣入境簽證，請提前洽詢海外旅行社自行辦理。 

自費行程： 

1. 5 月 17 日（日）09:00 港都高雄一日遊 

佛陀紀念館(漢來素食午餐) 蓮池潭駁二特區高雄漢來飯店 

2. 5 月 17 日（日）18:00 政大校友世界嘉年華會晚宴 

3. 5 月 18 日（一）至 5 月 20 日（三）台灣東部巡禮三日遊 (行程詳附件) 

第一天 5/18(一)： 

南迴公路台東午餐布農部落(獨一無二的八部和音方式，台灣原住

民族音樂堪稱世界音樂的瑰寶) 伯朗大道宿台東日暉國際度假村       

第二天 5/19(二)： 

花東縱谷公路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午餐七星潭清水斷崖蘇花

公路宿宜蘭長榮鳳凰酒店       

第三天 5/20(三)： 12:00 政大校慶午宴台北車站/市區飯店/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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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 年第 11 屆政大校友世界嘉年華會報名表 

若人數眾多，篇幅不足，可逕提供團體名單併附每人護照影本 

 政大校友會（          ）校友會              （ ）個人   

中文姓名 入學（西元年次） 

英文姓名（同護照）LAST        FIRST 

 
系（所）別（或服務職位） 

身份證號碼/入境證件（護照）號碼 

生日（西元）年／月／日 性別 國籍 

聯絡電話（+國碼） 電子郵箱 

在國內緊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 

活動名稱（請勾選） 費用(每人) 人數 合計/備註 

1. □參加政大海內外校友歡迎午宴(台中校友會招待)  

抵達方式： 

□從台北搭乘安排之遊覽車至台中/再搭至高雄漢來 

□從桃園機場搭乘安排之遊覽車至台中及高雄漢來 

□自行搭高鐵至台中再搭安排之遊覽車前往午宴飯

店/再搭遊覽車至烏日高鐵站前往高雄* 

 *烏日高鐵站至飯店：上午 10:00-11:30 每半小時一班 

飯店至烏日高鐵站：下午 14:00-15:00 每半小時一班 

免費 FREE 

 

(遊覽車由校

方負擔； 

高鐵費用請

自理) 

          

□素食      位  

遊覽車出發時間地點: 

08:30 台北火車站 

     東三門發車 

09:20 機場第二航廈 

09:30 機場第一航廈 

(每車 20-40 人) 

2. □參加政大海內外校友歡迎晚宴(高雄校友會招待) 

除以上抵達方式之外： 

□不參加歡迎午宴並自行前往高雄漢來飯店 

□不參加歡迎午宴並自行搭高鐵至高雄左營站/ 

  再搭安排之遊覽車前往漢來飯店 

  *左營高鐵站接駁：下午 14:00-17:00 每小時一班 

□搭機至小港機場/再搭安排之遊覽車至漢來飯店* 

免費 FREE 

 

(遊覽車由校

方負擔； 

高鐵費用請

自理) 

 

          

14:00      

15:00      

16:00      

17:00      

*飛抵時間: 

           

□素食      位 

*15:00 - 18:00 高雄

校友會亦提供兩部中

巴，往返漢來與左營

高鐵站之間協助接駁 

*小港機場接駁依飛

抵時間另行安排通知 

3. □參加 5/17 高雄一日遊 (含素食午餐) NTD$1,000 
 
 

 

新台幣        元整 

4. □參加 5/17 嘉年華會晚宴 (高雄漢來飯店) NTD$1,500 
 
 

□素食      位 

新台幣        元整 

5. 5/16 高雄漢來飯店一晚住宿 : 每間 

   □雙人房（NTD$3,600） 

      □自行攜伴/室友姓名____________  

      □可與別人併房* 

        *由主辦單位依性別安排併房 

   □單人房（NTD$3,250） 

     
NTD$3,600 

(雙人價) 

NTD$1,800 

(單人價) 

 

NTD$3,250 

 

(雙數) 

 

           

 

 

 

 

 

 

 

 

新台幣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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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17 高雄漢來飯店一晚住宿 : 每間 

   □雙人房（NTD$3,600） 

      □自行攜伴/室友姓名____________  

      □可與別人併房* 

        *由主辦單位依性別安排併房 

   □單人房（NTD$3,250） 

     
NTD$3,600 

(雙人價) 

NTD$1,800 

(單人價) 

 

NTD$3,250 

 

(雙數) 

 

           

 

 

 

 

 

 

 

新台幣        元整 

7. 5/18-5/20 台灣東部巡禮：三天兩夜 

   □雙人房（NTD$9,900/每人 *） 

      □自行攜伴/室友姓名____________ 

□可與別人併房 

   □單人房（NTD$15,000 *） 

*費用含交通、食宿及保險/每車滿 30 人計(不含

3 歲以下幼兒),如人數不足時,需補車資領隊差額 

*宿日輝國際渡假村(台東)/長榮鳳凰酒店(宜蘭)  

     
 

NTD$9,900 

(單人價) 

 

 

NTD$15,000 

 

 

 

 

 

 

 

 

 

□素食      位 

 

新台幣        元整 

 

*主辦單位可因房間

調配狀況更改同等級

之飯店 

8. □參加 5/20 政大 93 校慶午宴      

  午宴後至□台北車站 □市區飯店 □桃園機場 
免費 FREE  

□素食      位 

  校方招待 

       總計費用 新台幣                      元整 

*以雙人結伴全程參加為例，合宿雙人房每人總價約新台幣 16,000 元；獨住單人房則約 24,000元。 
 
（二）匯款回覆表 

總計  新台幣__________________元整 

匯款人姓名  

匯款銀行  

帳號後 5碼  

        隨行親友 1                                    隨行親友 2 

中文姓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同護照）LAST        FIRST 

 

英文姓名（同護照）LAST        FIRST 

 

身份證/入境證件（護照）號碼 身份證/入境證件（護照）號碼 

生日（西元）年／月／日 生日（西元）年／月／日 

聯絡電話（+ 國碼） 

         隨行親友 3                                   隨行親友 4 

中文姓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同護照）LAST        FIRST 

 

英文姓名（同護照）LAST        FIRST 

 

身份證/入境證件（護照）號碼 身份證/入境證件（護照）號碼 

生日（西元）年／月／日 生日（西元）年／月／日 

聯絡電話（+ 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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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須知： 

1. 報名：師長及校友請皆填寫報名表，並請於2019年10月14日(一)前回傳報名表至『國

立政治大學秘書處』。建議國外校友先向各地校友會報名，由各地校友會彙整後；於

2019年10月14日(一)前先將名冊發送政大秘書處。報名費亦建議集資於12月15日前

整筆匯款(建議匯台幣，避免換匯損失)，或請國內親友代為繳費。 

地    址：11605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政大秘書處                      

電    話：886-2-29393091 分機66049黃小姐 或 62652陳小姐      

傳    真：886-2-29379611     

電子郵件：ast023@nccu.edu.tw    

2. 繳費：請於 2019 年 12 月 16 日(一)前繳清。 

海外匯款時請勾選“全額到賬”，並請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 

*建議各地校友會採集資統一匯款。匯款帳戶如下： 

收款人名稱／Beneficiary：高雄市國立政治大學校友會 

            Kaohsiu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銀行代碼／BSB：017 

收款人帳號／Account No.：040-09-03262-0 

收款人電話／ Beneficiary’s Tel：07-5536511 

銀行名稱／Bank Name：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三民分行 

          Mega Bank San Min Branch 

銀行地址／Bank Address：804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25號 

          No.225 Chung Hua 1st Rd., Kaohsiung City 804 Taiwan R.O.C. 

銀行代碼/ Swift Code：ICBCTWTP040 

3. 報名截止日期：2019年12月15日前。 

退費規則：匯款手續費由原匯款人承擔。 (限退台幣帳戶) 

         2020年1月1日（遇例假日往前到工作日）以前取消報名，全額退費。 

         2020年1月1日至1月31日之間取消報名，半額退費。 

         2020年2月1日以後取消報名，恕不退費，敬請見諒！ 

 

4. 2019 年 11 月 15 日後報名者，飯店收費依飯店訂價。參團及高雄市一日遊，限於車
位，得不予受理。 

5. 校友於嘉年華會活動前後要先／續住台北市或高雄市旅館，請自行事先安排。 

6. 第 11 屆嘉年華會聯繫窗口： 

1) 國立政治大學秘書處(校友服務中心)0973-818635 

電話: 886-2-29393091 分機 66049 黃小姐 或 62652 陳小姐   

傳真: 886-2-29379611 電子郵件: ast023@nccu.edu.tw 

 

mailto:ast023@nccu.edu.tw
mailto:ast023@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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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雄市政大校友會 

A 陳清木        B 方芳 

davidchen12329@yahoo.com.tw   frannyfungfung@gmail.com 

手機：0975-697158      手機： 0920-531176 

7. 校友於 2020 年 5 月 20 日自行前往參加政大 93 校慶午宴，可搭捷運文湖線在動物

園站下車，再轉乘 236 公車至政大；或參考政大網頁交通資訊路線

(https://www.nccu.edu.tw/p/426-1000-12.php?Lang=zh-tw )。 

政治大學交通資訊 

本校位於台北市南區，東傍指南山麓，西濱景美溪，南鄰枹子林高地，北臨文山區四號計劃
大道，中有指南路貫穿其間。除木柵校區之外，尚有位於金華街之公共行政暨企業管理教育
中心以及位於萬壽路之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校區。 

公車 

 欣欣客運 236、237、611、295、指南客運 1501、1503、282、530、小型公車 10 

 捷運接駁公車 棕 3 、棕 5、棕 6、棕 11、棕 15、棕 18、綠 1，至「政大站」下車 

捷運 

 搭乘捷運新店線（綠線）至景美站，轉搭 棕 6 至「政大站」下車 

 搭乘捷運文湖線（棕線）至動物園，轉搭 236、237、611、282、295、棕 3 、棕 6、
棕 18、綠 1、指南客運 1503 至「政大站」下車。（公車路線圖連結至台北市公車動
態系統） 

開車 

 從國道三號高速公路（木柵交流道 - 國 3 甲台北聯絡道 - 萬芳交流道） 

萬芳交流道下北二高-> 右轉木柵路四段-> 左轉秀明路經萬壽橋直行至萬壽路右轉 

 從台北市東區（經信義快速道路南向） 

信義快速道路（南向）接萬芳交流道下北二高-> 右轉木柵路四段-> 左轉秀明路經萬壽
橋直行至萬壽路右轉 

 從辛亥路（辛亥隧道） 

過辛亥隧道-> 直行至興隆路左轉-> 左轉木柵路二段接秀明路過萬壽橋直行至萬壽路
右轉 

 從和平東路（軍功路莊敬隧道） 

過莊敬隧道，走軍功路-> 右轉木柵路四段-> 左轉秀明路經萬壽橋直行至萬壽路右轉 

 從羅斯福路（公館） 

羅斯福路四段向南走-> 左轉興隆路-> 左轉木柵路二段接秀明路過萬壽橋直行至萬壽
路右轉 

mailto:davidchen12329@yahoo.com.tw
mailto:frannyfungfung@gmail.com
https://www.nccu.edu.tw/p/426-1000-12.php?Lang=zh-tw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11&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5&period=2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174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295.gif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516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5164&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5164&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1&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1021&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3&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4&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5730&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14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11&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5&period=2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174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516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295.gif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1&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5730&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14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
http://www.e-bus.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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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月 18 日（一）至 5 月 20 日（三）台灣東部巡禮三日遊 行程規劃 

 

第一天  5/18(一)： 

09：00          高雄漢來飯店出發 

09：00 - 12：00  行經南迴公路至台東 

12：00 - 13：00  午餐 

13：40 - 15：00  布農部落 (獨一無二的八部和音方式， 

                         台灣原住民族音樂堪稱世界音樂的瑰寶)  

16：00 - 17：30  伯朗大道   

17：30           宿台東日暉國際度假村 & 飯店晚餐  

 

第二天  5 /19(二)： 

09：00           飯店出發 

09：00 - 10：30   行經花東縱谷公路 

10：30 - 11：30   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 

12：00 - 13：00   午餐 

14：00 - 15：00   七星潭 

15：30 - 16：00   清水斷崖拍照 

16：00 - 18：00   行經蘇花公路 

18：00           宿宜蘭長榮鳳凰酒店 & 飯店自助晚餐 

     

第三天  5/20(三)： 

09：00           飯店出發 

09：30 - 10：15   蘭陽博物館(拍照不入內) 

10：15 - 11：15   行經雪山隧道前往政大 

12：00 - 14：00   政大校慶午宴 

14：00           接駁車前往 台北車站/市區飯店/桃園機場   

 

本行程特別感謝雄獅旅行社眾多校友提供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