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務委員會補助十月慶典回國僑胞參加旅遊活動
承作旅行社名單及行程
111 年 9 月 12 日更新
一、依據「僑務委員會補助十月慶典回國僑胞參加旅遊活動作業要點」，僑胞在完成報到程
序及參加經本會核備之行程，參加「國慶晚會」、「國慶大會」或「國慶焰火」或參訪
本會僑胞卡(i 僑卡)特約商店之一項後，方得申請補助。
二、 111 年慶典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國慶晚會」：10 月 09 日於桃園陽光劇場
(二)「國慶大會」：10 月 10 日於總統府前廣場
(三)「國慶焰火」：10 月 10 日於嘉義縣故宮南院
三、 旅行社及行程相關資料公布於僑務委員會官網(www.ocac.gov.tw)首頁/十月慶典活動專區/
慶典僑胞旅遊活動項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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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名稱
聯絡電話/email

01

惠康旅行社
李嘉杰經理
TEL:07-3321383
手機:0909-592-495
https://welcometour.
rezio.shop/zh-TW
LINE ID：jielee6

02

03

04

太平洋旅行社
張毓良旅遊規劃師
TEL:02-7713-4919
手機:0905-819-719
tim@pac-group.net
LINE ID：newa794699

創新旅行社
傅昱杰經理
TEL:02-7709-9090 #31
手機:0955-117-836
ryanregfu@gmail.com
LINE ID:Ryanreg
中國青年旅行社
楊玄羽副總經理
TEL:02-2371-1226

提供行程
1. 玩轉臺北｜福隆沙雕藝術
季｜入住四星趣淘漫旅
2. 福隆沙雕藝術季｜新北森
呼吸之旅｜雙十國慶典禮

網頁連結
請逕洽旅行社獲得更多訊息

1.旗花熾盛耀國慶三日

https://www.pac-group.net/
index.php?prog=team_info&team=ZZTS221010A

2.森息 武嶺仙谷

https://www.pac-group.net/
index.php?prog=team_info&team=TM2205

3.極東漁村憶百年．田畦沃土
蒔旬味．蘭陽湧泉蘊翠浪三日
1. 洄瀾巡禮~老樹故事.魔界
秘境.山林咖啡 3 日
2. 歡慶雙十 旗尾百年糖鐵歲
月 客眷文化雙響遊 3 日
3. 谷關時空穿梭之旅 獵場巡
禮.療育溫泉.仙氣林園 3
日
1. 太平山_馬告神木森呼吸三
日

https://www.pac-group.net/?
prog=team_info&team=TP-2109S

1

https://www.beclass.com/
rid=2648b966302ea5369836
https://www.beclass.com/
rid=2648b966302e45e1e6a0
https://www.beclass.com/
rid=2648b966302de2dac813

https://reurl.cc/ERm9GA

編
號

05

旅行社名稱
聯絡電話/email

提供行程

網頁連結

#222
手機:0921-033-602
trade4997@yahoo.com.
tw
LINE ID：trade4997
https://reurl.cc/rR
075E

2. 經典南橫&原鄉部落體驗三
日(高鐵去程│火車回程

https://reurl.cc/8pegNb

3. 溪頭森林&霧上桃源清境三
日

https://reurl.cc/Qb2veb

4. 阿里山森林_雙龍七彩吊橋
三日(高鐵去程)

https://reurl.cc/4pl0rR

安益旅行社
蔡昕妤 Jane Tsai
0901-267-687
TEL:02-2731-3199
手機:0901-267-687

1. 南投武界觀雲海賞茶園日
月潭 3 日

http://www.aatours.com.tw/_ex01/
tourPDF/2022%E9%9B%99%E5%8D
%81%E6%B5%B7%E5%A4%96%E5%83%91%E8%8
3%9E%E5%8D%97%E6%8A%95%E6%AD
%A6%E7%95%8C3D.pdf

2. 嘉義茶鄉_梅山太平雲梯、
逐鹿部落餵鹿、鄒族歌舞
表演、故宮南院 3 日

http://www.aatours.com.tw/_ex01/
tourPDF/2022%E9%9B%99%E5%8D
%81%E6%B5%B7%E5%A4%96%E5%83%91%E8%8
3%9E%E5%98%89%E7%BE%A9%E5%8F
%B0%E5%8D%973D.pdf

1. 國慶煙火嘉義三天兩夜

https://www.shinya-travel.com/
projects/product/187-%E5%9C%8B
%E6%85%B6%E7%85%99%E7%81%AB
%E5%98%89%E7%BE
%A9%E4%B8%89%E5%A4%A9%E5%85%A9%E5%A
4%9C.html
https://www.shinya-travel.com/
projects/product/189%E3%80%90%E5%83%91%E8%83%9E
%E8%A1%8C%E7%A8%8B
%E3%80%91%E5%98%89%E7%BE
%A9%E4%B8%89%E5%A4%A9%E4%BA%8C
%E5%A4%9C.html
https://www.shinya-travel.com/
projects/product/190%E3%80%90%E5%83%91%E8%83%9E
%E8%A1%8C%E7%A8%8B
%E3%80%91%E8%87%BA%E5%8D
%97%E8%B5%B0%E9%80%8F%E9%80%8F
%E4%B8%89%E6%97%A5%E9%81%8A.html
https://www.shinya-travel.com/
projects/product/188%E3%80%90%E5%83%91%E8%83%9E
%E8%A1%8C%E7%A8%8B%E3%80%91%E5%AE
%9C%E8%98%AD%E8%87%AA
%E7%84%B6%E6%96%87%E5%8C
%96%E4%B8%89%E6%97%A5%E9%81%8A.html

http://
www.aatours.com.tw/

_ex01/index.html
Javian.tsai@msa.hinet.net

LINE ID:0901267687

2. 嘉義三天二夜

06

新亞旅行社
王甄玲小姐
TEL:02-2598-2111
384@shinyaito.com.tw
LINE ID:23090472
www.shinyatravel.com/

3.臺南走透透三日遊

4.宜蘭自然文化三日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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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名稱
聯絡電話/email
寰運旅行社
王丹鳳小姐
TEL:02-2581-2160
roundworldts@gmail.com
www.roundworld.com.tw

LINE ID:0932181462
海外台商旅行社
傅政瑛/李小姐
TEL:02-3322-4458
#39、#38
ivy@otcta.tw
LINE ID:otcta88
沂福旅行社
林家慶總經理
TEL:03-335-4781
手機:0932-030271
石家淯小姐 0937385312
andy@andylim.com.tw
LINE ID:andylim9721
宏祥旅行社

提供行程

網頁連結

曼妙聲影 3 日遊(聲音盒子/國
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艋舺/
九份/金瓜石阿里山茶文化體
驗及林業歷史風情與電影文化
交織的獨特美麗)

https://sites.google.com/view/
roundworldts/
%E9%A6%96%E9%A0%81/%E5%9C%8B
%E6%85%B6%E6%97%85%E9%81%8A

1.
2.
3.
4.

http://otcta.tw/event/index/
1851629947284

雲嘉南 3 日遊
南橫最美公路 3 日遊
台北趴 3 日
鳴日號花宜 3 日遊

1. 雙十國慶環島豪華美日
7 日遊
2. 閃耀國慶北桃三日遊
3. 歡慶雙十。嘉南懷舊三日
遊

https://www.charmingtraveldiy.com/
travel-detail.php?t=86

花蓮黃金花海金針花季、漫步
太魯閣三日遊

請逕洽旅行社獲得更多訊息

1. 花東自然美景 3 日遊
2. 環島文情 5 日遊
3. 西岸風情 3 日遊

請逕洽旅行社獲得更多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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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旅行社
陳瑀婕小姐
TEL：+886-2516-9000
Email:
chenyuchieh95@gmail.
com
手機:0928-118161
LINE ID：J0928118161

1. 2022 國慶澎湖極致頂尖陸
海三日遊

https://darder.com.tw/2022%e5%9c%8b

12

大德天下旅行社
代表人:陳松桂總經理
手機:0910-195617
TEL:02-2511-4525
FAX:02-2561-3300

09

10

TEL: +886-2-2563-5313
or +886-2-2563-4621
Fax: +886-2-2563-4803
or +886-2-2531-1353
Email:
edisonts@ms6.hinet.net
Web: www.edison.com.tw

%e6%85%b6%e6%be%8e
%e6%b9%96%e6%a5%b5%e8%87%b4%e9%a0%8
2%e5%b0%96%e9%99%b8%e6%b5%b7%e4%b8%
89%e6%97%a5%e9%81%8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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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名稱
聯絡電話/email

提供行程
2. 2022 馬祖海上桃源豐富行

網頁連結
https://darder.com.tw/2022%e9%a6%ac
%e7%a5%96%e6%b5%b7%e4%b8%8a
%e6%a1%83%e6%ba%90%e8%b1%90%e5%af
%8c%e8%a1%8c/

E-mail:sqc6868@yahoo.com.tw 3. 2022 國慶南橫 3 日遊
LINE

https://darder.com.tw/2022%e5%9c%8b
%e6%85%b6%e5%8d%97%e6%a9%ab

ID；sqc6868

FB:https//goo.gl/cTPXie

%e4%b8%89%e6%97%a5%e9%81%8a/

4. 國慶蘭嶼知本溫泉 3 日

https://darder.com.tw/2022-%e5%9c
%8b%e6%85%b6%e8%98%ad%e5%b6%bc
%e7%9f%a5%e6%9c%ac%e6%ba%ab
%e6%b3%89%e4%b8%89%e6%9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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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喜旅行
宋嘉鈴小姐
總經理特別助理兼計調
部經理
手機: 0963-319837
E-mail:
yushan116@gmail.com
www.interlink.com.tw
TEL：(02)2711-2165
FAX: (02)2721-8715
大豐旅行社
呂孟庭小姐
手機號碼:0933341445
TEL:07-5523515#12
E-mail:
tafengtravel@gmail.c
om
line id：fanny0933

1. 小 鎮 鹽 田、南 臺 灣
踩 點 四 日 遊
2. 南故宮國慶焰火宗教文化
四日
3. 國慶假期精彩北橫四日

請逕洽旅行社獲得更多訊息

1. 卡蹓馬祖-南、北竿休閒三
日遊
2. 上帝的部落~司馬庫斯＋鎮
西堡三日
3. 秋遊菊島 DIY 體驗-澎福炸
棗探索三日行
4. 暢遊大小金門 GO 三日遊

請逕洽旅行社獲得更多訊息

雄獅旅行社
李副總經理廣才
TEL:02-87939000#9301

1. 【天天出發】武陵桃山瀑
布．「櫻花」水裡游．福
壽山天池仙境三日

https://travel.liontravel.com/
detail?NormGroupID=c3924d51-44e443df-b8609c1b5236f773&GroupID=22TMO31WX1-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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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名稱
聯絡電話/email

https://travel.liontravel.com/

3. 國慶限定~悠遊北嘉四天三
夜

請逕洽旅行社獲得更多訊息

4. 日月山水饗宴

請逕洽旅行社獲得更多訊息

和平旅行社
蔡心怡小姐
TEL:02-2518-1507
0930-890301
LINE ID: michelle7
hsinyipolo@umail.hinet.net

1. 洄瀾峽谷奇景 / 礁溪暖湯
舒活
2. 府城古都巡禮 / 阿里山森
林療癒
3. 日月潭水色風光 / 雲端上
的清境
4. 7 天台灣環島豪華經典之
旅

https://www.facebook.com/

原創旅行社
劉志強 總經理
TEL:02-26644956
手機:0937-815543
bluesj0937@gmail.com
LINE ID:bluesj
開發旅行社
聯絡人:翁詩杰 小姐
TEL:02-2711-0045

1.金讚經典三日遊
2.馬祖~南北竿四日遊
3.澎湖~摩西分海三日遊
4.墾丁~港都休閒三日遊

請逕洽旅行社獲得更多訊息

1.東海岸人文自然之旅 3 日遊
2.屏東.墾丁 3 日遊

請逕洽旅行社獲得更多訊息

臺灣環島+澎湖-好山好水溫泉
美食 12 日豪華遊

請逕洽旅行社獲得更多訊息

jacklee@liontrav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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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網頁連結

2. 大人囝仔｜台北出發環
島．全程包餐無自理．保
住兩晚五星飯店．輕奢華
環島 5 日｜凰金樂齡

Email：

16

提供行程

detail?NormGroupID=1a42acf9-38414770-a7dde5aa751cbce1&GroupID=22TNO31RTA-T

poloholidays

Email: kaifa-13@kaifatravel.com.tw

LINE ID:shiketsu
富立旅行社
菲律賓線控:黃彩勤小
姐
TEL:02-25163575#13
手機:0915-538821

skype:nickymeimei10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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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名稱
聯絡電話/email
瑞品國際旅行社
聯絡人:范姜佩宜
TEL:02-25921110
Email:
pan_op1@hotmail.com.
tw
LINE ID: @340uzmwr

提供行程

網頁連結

1. 南投清境、瑞龍瀑布、岡
山之眼-臺灣 7 日深度遊
2. 鈴鹿賽道樂園、太平雲梯臺灣 7 日樂悠遊

請逕洽旅行社獲得更多訊息

1.武陵農場 福壽山 宜蘭 3 日
遊

http://www.dailytour.asia/
Product_Detail.aspx?
BigClassID=e63e4437-350d-43dd-8167-

21

d047677f0a71&ClassID=ff75e561-9b8d-

天天旅行社
林雨秋小姐
TEL:02-23313181
手機 0989-636074
Email:
trip@dailytour.com.tw

4361-a0b7-0ccb3b3230de&ID=c3c20235c313-4cad-b0d4-cff1cfb580a7

2. 阿里山 太平雲梯 3 日遊

http://www.dailytour.asia/
Product_Detail.aspx?

LINE ID: dottedline

BigClassID=e63e4437-350d-43dd-8167d047677f0a71&ClassID=ff75e561-9b8d4361-a0b7-0ccb3b3230de&ID=cd0482746e54-4e00-abea-2d206f73df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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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達旅行社
張念梓 先生
TEL:02-25035123
手機 0910-073763

111 雙十國慶-台灣中部小鎮
文化體驗遊戲趣三日遊~

/d/1OIJoMG_1eFyArC2xb_0rOYCr_
dVcTlHF/view?usp=sharing

Email:
teddy490228@hotmail.com

23

LINE ID:
尊凰旅行社
行程規劃服務專員 吳
昱嫻
電話：02-27118155
傳真：02-66021977
行動：0935-80021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

1. 東台灣-花蓮台東太魯閣三
日遊
2. 南台灣-阿里山日月潭三日
遊

6

https://reurl.cc/GEaOqD

ht tps://reurl.cc/NR29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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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名稱
聯絡電話/email

提供行程

網頁連結

21 世紀旅行社
蔡耀煌 先生
0982-267698
TEL：02-8772-3569
Fax：02-8772-2347
Email：
amostsai99@gmail.com

1.茶香.森呼吸.特色體驗 三
日遊
2.好宜蘭〜力阿卡 悠閒三日
遊

請逕洽旅行社獲得更多訊息

安順旅行社
聯絡人：呂芯玲小姐
TEL:02-25413838
手機 0955606674
Email:

1.太平山+龜山島+三星蔥+ 武
陵美景+福壽延綿 三日遊
2.南臺灣 南灣三日遊
3.閩式聚落、美拍秘境、IG
打卡熱點金門三日遊

請逕洽旅行社獲得更多訊息

1.北海岸三日遊
圓山大飯店秘密坑道 x 和平
島公園 x 經國七海文化園區

https://www.mysaiology.com/

2.東海岸部落三日遊
台鐵最新商務艙騰雲號 x 阿
美族酒釀體驗 x 太平洋山海
野宴

https://www.mysaiology.com/

3.嘉義阿里山三日遊
故宮南院國慶煙火秀 x 阿里
山的世界咖啡冠軍 x 小火車
賞雲海
1.2022 年秋戀馬祖
南北竿+東西莒三日遊
2.2022 年秋戀馬祖
南北竿+莒光+大坵四日遊
3.2022 年秋戀馬祖
南北竿+東引 三日遊
4.2022 年秋冬戀馬祖
南北竿 尊爵三日遊

https://www.mysaiology.com/

hsinlin0318@gmail.com

LINE ID: 095560667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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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亞旅行社
黃玉景公關經理
TEL: +886-2562-5005
Line ID: julienhuang
Email:
service@mytaiwantour
.com

品誠旅行社
聯絡人:林延蓉
TEL:0929206014
Email:
amylin@anshen.com.tw
LINE ID: momomolin

7

product/70

product/71

product/72

請逕洽旅行社獲得更多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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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名稱
聯絡電話/email

提供行程

網頁連結

統聯旅行社
徐嘉謙小姐
0933-670-880
TEL：02-25236064
06-2919491
傳真 02-25643880
06-2916094
Line ID :bony0915
skype:
bony0933670880
尚華旅行社
楊副理子萱
TEL:02-25670990
手機:0923-196837
Email:m8111212003@gm
ail.com
LINE ID:8111212003

1.南橫、藤枝同樂會三日遊
2.武陵中橫深度 3 日遊
3.懷舊車埕．船遊日月潭．忘
憂森林、漫遊杉林溪三日

請逕洽旅行社獲得更多訊息

雙十國慶泰國僑胞祝賀團

請逕洽旅行社獲得更多訊息

銓康旅行社
羅副總經理仁崇
TEL:03-4918692
手機:0935-835601
Email:voml.cheers@gm
ail.com
LINE ID:0958628968

1. 阿朗壹古道、東山寺、龜
山步道、水上草原巡禮 3
日

https://www.vomltravel.com.tw/

2. 高雄美濃客家小鎮、旗
津、台南奇美藝術風華 3
日

https://www.vomltravel.com.tw/

www.vomltrave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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