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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23272720

傳真：23416926

電子信箱：jcyang@ocac.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7月31日

發文字號：僑商經字第1040300881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04年十月慶典回國僑胞旅遊推薦行程」、「僑胞回國參加中華民國104年十月

慶典旅遊補助答客問」(10403008811-2.doc、10403008811-3.docx)

主旨：檢送「104年十月慶典回國僑胞旅遊推薦行程」及「僑胞

回國參加中華民國104年十月慶典旅遊補助答客問」各一份

，請查照並周知僑界參考。

說明：

一、為利僑胞於返國慶祝國慶期間安排參加旅遊活動，本會特

請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協助甄選「104

年十月慶典回國僑胞旅遊推薦行程」，提供僑胞參考。是

項旅遊行程係分就「清真、離島原鄉、精緻農業、溫泉美

食及軍經建設」等主題元素規劃，以供僑胞參與各種精緻

旅遊行程及瞭解臺灣各項社經發展。

二、上開活動資訊已刊載於本會網站（www.ocac.gov.tw）「

十月慶典專區」，併請廣為宣導。

正本：駐日本代表處、駐大阪辦事處、駐福岡辦事處、駐橫濱辦事處、駐札幌辦事處、

駐那霸辦事處、駐韓國代表處、駐釜山辦事處、駐菲律賓代表處、駐越南代表處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駐泰國代表處、駐新加坡代表處、駐馬來西亞代表處、駐

印尼代表處、駐汶萊代表處、駐清奈辦事處、駐印度代表處、駐索羅門群島大使

館、駐吐瓦魯國大使館、駐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大使館、駐帛琉共和國大使館、駐

吉里巴斯共和國大使館、駐巴布亞紐幾內亞代表處、駐諾魯共和國大使館、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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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代表處、駐澳大利亞代表處、駐布里斯本辦事處、駐墨爾本辦事處、駐雪梨辦

事處、駐紐西蘭代表處、駐奧克蘭辦事處、駐蒙古代表處、駐巴林代表處、駐以

色列代表處、駐約旦代表處、駐科威特代表處、駐阿曼代表處、駐沙烏地阿拉伯

代表處、駐吉達辦事處、駐土耳其代表處、駐杜拜辦事處、駐俄羅斯代表處、駐

史瓦濟蘭王國大使館、駐布吉納法索大使館、駐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大使

館、駐奈及利亞代表處、駐南非代表處、駐開普敦辦事處、遠東貿易服務中心駐

象牙海岸辦事處、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駐荷蘭代表處、駐

愛爾蘭代表處、駐英國代表處、駐愛丁堡辦事處、駐德國代表處、駐慕尼黑辦事

處、駐漢堡辦事處、駐瑞士代表處、駐日內瓦辦事處、駐奧地利代表處、駐希臘

代表處、駐義大利代表處、駐葡萄牙代表處、駐西班牙代表處、駐丹麥代表處、

駐芬蘭代表處、駐挪威代表處、駐瑞典代表處、駐捷克代表處、駐斯洛伐克代表

處、駐匈牙利代表處、駐拉脫維亞代表處、駐法蘭克福辦事處、駐波蘭代表處、

駐美國代表處、駐波士頓辦事處、駐紐約辦事處、駐芝加哥辦事處、駐亞特蘭大

辦事處、駐邁阿密辦事處、駐丹佛辦事處、駐休士頓辦事處、駐西雅圖辦事處、

駐舊金山辦事處、駐洛杉磯辦事處、駐檀香山辦事處、駐關島辦事處、駐加拿大

代表處、駐多倫多辦事處、駐溫哥華辦事處、駐貝里斯大使館、駐薩爾瓦多共和

國大使館、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駐宏都拉斯共和國大使館、駐汕埠總領事

館、駐尼加拉瓜共和國大使館、駐巴拿馬共和國大使館、駐多明尼加共和國大使

館、駐海地共和國大使館、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館、駐聖露西亞大使館

、駐聖文森國大使館、駐墨西哥代表處、駐哥倫比亞代表處、駐厄瓜多代表處、

駐秘魯代表處、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駐東方市總領事館、駐巴西代表處、駐

聖保羅辦事處、駐阿根廷代表處、駐智利代表處、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

國聯合會

副本：華府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波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芝

加哥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亞特蘭大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西雅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金山灣區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金山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橙縣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溫哥華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籌備處、多倫多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聖保羅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菲華文教服務

中心、泰華文教服務中心、雪梨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布里斯本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吳參事豐興、林組長宏穎、楊組長先耀、林組長渭德、汪組長樹華、張組長永

剛、王僑務秘書懷德、劉僑務秘書敏如、張僑務秘書皓鈞、吳僑務秘書曉竹、施

僑務秘書博祥、徐僑務秘書文谷、宋僑務秘書惠芸、劉僑務秘書俊男、李僑務秘

書宏文、范僑務秘書代展、林僑務秘書美玲、蕭僑務秘書蓓如 2015/08/04
09: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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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胞回國參加中華民國 104 年十月慶典 

旅遊補助答客問 
 

一、 僑胞取得慶典旅遊經費補助之資格為何？僑胞之配偶及子女可

否申請慶典旅遊補助？  

答：（一）實際參加慶典旅遊活動且符合下列條件之僑胞得申請新臺幣至多 2,400

元之慶典旅遊補助：  

1、 104 年 9 月 1 日（含）以後入境。 

2、 自 104 年 10 月 5 日至 10 月 9 日於僑委會十月慶典回國僑胞接待服

務處完成僑胞報到手續，領得 104 年十月慶典「僑胞證」，並出席

10 月 9 日「四海同心聯歡大會」或 10 月 10 日「國慶大會」。 

   （二）僑胞之配偶及子女若依規定以僑眷身分完成慶典報到手續領取僑胞

證，亦可申請慶典旅遊補助。 

   （三）持用中國大陸地區所發護照者，無法取得慶典旅遊經費補助之資格。 
 

二、 僑胞如何獲得中華民國 104 年十月慶典旅遊補助？ 

答：（一）僑胞並非由僑委會直接取得新臺幣 2,400 元之慶典旅遊補助，而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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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 

         定辦理，臚列如下： 

1. 僑胞得選擇參加「104 年十月慶典回國僑胞旅遊推薦行程」之旅遊活

動或國內任何一家領有交通部觀光局合格執照之綜合或甲種旅行社承

辦之 3 天 2 夜(含)以上的旅遊行程，可於旅遊團費中折抵新臺幣 2,400

元之補助款。 

2. 在僑胞證副聯正本正面親筆簽名（中、英文皆可）及註明參加「四海

同心聯歡大會」或「國慶大會」後，將僑胞證副聯正本繳交旅行社，

由旅行社依規定向僑委會辦理十月慶典旅遊補助。 

   （二）若旅遊團費未達新臺幣 2,400 元者，僑委會則依實際團費補助。 

 

三、 參加非「104 年十月慶典回國僑胞旅遊推薦行程」之旅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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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仍符合慶典旅遊補助資格？ 

答：為便於海外僑胞參與近年國內各種精緻旅遊行程，僑委會特委請中華民國

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推薦以「清真、離島原鄉、精緻農業、溫泉

美食及軍經建設」等為主題之「104 年十月慶典回國僑胞旅遊推薦行程」供

僑胞選擇；但回國僑胞如依個人喜好向國內任一領有交通部觀光局合格執

照之綜合或甲種旅行社報名參加 3 天 2 夜（含）以上旅遊活動者，亦符合

補助要件。 

 

四、 僑胞於 9 月 1 日以前入境，可否獲得慶典旅遊補助？可否參加十

月慶典慶祝活動？  

答：僑胞於 9 月 1 日（不含）以前入境者無法獲得慶典旅遊補助，惟仍可參加

其他十月慶典慶祝活動。 
 

五、 國慶旅遊補助作業要點所稱之慶典旅遊活動為何？ 

答：係指於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間參加之國內 3天 2 夜以上之旅遊活動。 

 

六、 於 10 月 31 日開始之 3 天 2 夜（含）以上旅遊行程是否符合補助

資格？ 

答：僑胞所參加之 3 天 2 夜（含）以上旅遊活動開始日期在 10 月 31 日者，仍

符合慶典旅遊補助資格。 
 

七、 如何查詢旅行社是否為領有交通部觀光局合格執照之綜合或甲

種旅行社？  

答：請至（一）交通部觀光局（www.tbroc.gov.tw）（二）中華民國旅行業品質

保障協會（www.travel.org.tw）查閱標明為「綜合」或「甲種」之旅行社

即可。 
 

八、 僑胞若已先繳費報名參加甲家合格旅行社之旅遊行程，是否仍可

於出發前更換參加乙家合格旅行社之旅遊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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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以轉換。僑胞若於繳費後出發前決定更換旅行社，須由原辦旅行社填具

「轉團同意書」敘明轉團事由，並經僑胞本人、原辦旅行社及接辦旅行社

等三方共同簽章同意；接辦旅行社事後向僑委會請款時，須併附該「轉團

同意書」。至是否需支付因更換旅行社而產生之轉團手續費，則依旅客與原

辦及接辦旅行社之約定辦理。 
 



 

僑務委員會「104 年十月慶典回國僑胞旅遊推薦行程」 
推薦單位：中華民國旅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 

備註：詳細行程及團費請洽各旅行社；另領有交通部觀光局 
合格執照之綜合旅行社或甲種旅行社亦得承作慶典旅遊。 

 

序

號 
承作旅行社 旅遊行程摘要 聯絡電話 

104 年十月慶典回國僑胞旅遊推薦行程 

1 
飛雁國際旅行社有限公司 
www.feiyen.com.tw 

溫泉、生態、文創、古都美食文化(清境、廬山、日月潭、臺南府城)三日遊：埔里酒
廠、清境農場、廬山溫泉、中臺禪寺、臺南府城古都、七股膠筏潟湖、臺南十鼓仁糖
文創園區等，宿：廬山蜜月館大飯店、臺南劍橋大飯店或同級。

李麗容 
02-25168833 

2 
尊凰旅行社股份有限公司 
www.webdo.com.tw 

日月潭、阿里山、左營軍區三日遊：日月潭、嘉義夜市、阿里山森林遊樂區、飲冰柿
茶集、臺南夜市、海軍左營軍區、順天堂觀光工廠等，宿：尊黃飯店、臺南富信飯店
或同級。 

吳昱嫻 
02-25375155 

3 
宏祥旅行社股份有限公司 
www.edison.com.tw 

五星環島幸福行：日月潭、文武廟、伊達邵、慈恩塔、玄奘寺、佛光山、空軍官校軍
史館、六合夜市、愛河、貓鼻頭、鵝鑾鼻公園、墾丁國家公園、小野柳、三仙臺、石
梯坪、太魯閣、九曲洞、燕子口、長春祠等，宿：日月潭雲品酒店(山景房)、高雄漢
來酒店、知本老爺酒店、太魯閣晶英酒店或同級。 

李佳蓉 
02-25635313 

4 
創新旅行社有限公司 
http://chtour.agenttour.com.tw/ 

墾丁美食大自然、原住民、港都休閒三日遊：龍鑾潭生態公園、貓鼻頭、恆春八景、
關山、墾丁大街、社頂自然公園、臺灣原住民文化園區、旗津渡輪、旗津老街、井仔
腳瓦盤鹽田等，宿：墾丁地區飯店、高雄地區飯店或同級。 

劉志強 
02-66179966 

5 
北極星旅行社股份有限公司 
www.colatour.com.tw 

北臺灣宜花美食三日遊：蘭陽博物館、太魯閣國家公園、七星潭、松園別館、林田山
林業文化園區、光復糖廠、立川漁場、太巴塱部落、宜蘭餅發明館、橘之鄉蜜餞觀光
工廠、幾米廣場、礁溪溫泉公園等，宿：花蓮福容大飯店、宜蘭友愛大飯店或同級。 

蕭信忠 
02-25623503 

6 
大德天下旅行社企業有限公司 
www.darder.url.tw 

2015美麗新金門之軍中樂園三日遊：馬山觀測站、山后民俗文化村、獅山炮陣地、金

門陽宅大街、金東戲院、八二三戰史館、中正公園、榕園、聖祖貢糖廠、金門砲彈菜

刀工廠、莒光樓、太武山、毋忘在莒、海印寺、雙鯉濕地自然中心、慈堤、高梁屋文

化館、北山古洋樓指揮所、古寧頭戰史館、一條根推廣中心、中山紀念林乳山陣地、

經國紀念館、金門國家公園遊客中心、特約茶室展示館、金門免稅商店、金城市區觀

光、金門總兵署、水頭僑居、金水國小、鎗樓得月樓、蕃仔樓黃輝煌洋樓、僑鄉文化

館、黃氏酉堂別業、翟山坑道、金酒廣場等，宿：浯江大飯店或同級。 

林祖閩 
02-25114525 

7 
榮華旅行社股份有限公司 
www.travelservice.com.tw 

1.花蓮臺東三日遊：搭乘普悠瑪、太魯閣或自強號往返花蓮及臺北、石梯坪、長虹橋、
三仙臺、鐵花村、布農部落、原生植物應用植物園、伯朗大道、花東縱谷線風景區、
馬太鞍生態濕地、光復糖廠、太魯閣國家公園、布洛灣、長春祠、燕子口等，宿：臺
東娜路彎大酒店、花蓮美侖大飯店或同級。 
2.馬祖三日遊：橋仔漁村、芹壁村、戰爭和平紀念公園、璧山、坂里沙灘、北竿游客
中心、枕戈待旦、馬祖酒廠、八八坑道、山隴廣場、蔬菜公園、民俗文物館、雲臺山、
軍情局、勝利山莊、大砲連 240 巨砲、天后宮、媽祖巨神像、雲津茶坊、北海坑道、
仁愛鐵堡等，宿：北竿飯店、南竿飯店或同級。

林莉英 
02-25080272 

8 
海外臺商旅行社股份有限公司 
http://otcta.tw/ 

臺灣東北角礁溪花蓮臺東四日旅遊：野柳、草嶺古道、太魯閣、立川魚場、臺東原生
植物園、鯉魚潭、七星潭、蘇澳冷泉等，宿：礁溪中冠、花蓮理想大地、知本老爺飯
店或同級。 

吳韶寧 
02-33224458 

9 
彩虹國際旅行社 
www.rainbowtour.com.tw 

外婆的澎湖灣/情定塞納美、晶鑽百事多麗美食三日：跨海大橋、通樑古榕、風車園區、
大義宮、大菓葉柱狀玄武岩、二崁古厝、金沙灘八合一水上活動、金沙灘海釣休閒體
驗、金沙灘自由活動、澎坊免稅商店、四眼井、天后宮、中央老街、潘安邦故居、張
雨生紀念館、海洋觀光牧場等，宿：百世多麗花園酒店、福朋喜來登酒店、賽納美海
洋度假村或同級。 

廖瑋琳 
02-77067088 

10 
天海旅行社 
http://www.tourking.com.tw/ 

1.臺灣環島深度 5 日行程(軍經建設、溫泉、農業、美食)：宜蘭傳統藝術中心、清水
斷崖、太魯閣國家公園、燕子口、九曲洞、花東海岸、光復糖廠、石梯坪、北迴歸線、
石雨傘、三仙臺、小野柳風景區、墾丁、貓鼻頭、船帆石、鵝鑾鼻燈塔、西子灣、打
狗英國領事館、愛河、六合夜市、臺南鐵道館、竹山臺灣特色茶展覽館、竹山白地瓜
推廣中心、妖怪村、日月潭、伊達邵、中臺禪寺等，宿：麗格休閒大飯店、臺東知本
老爺溫泉飯店、高雄地區福容、明山大飯店或同級。 
2.中南部地區-臺灣故鄉之旅三日遊(原鄉、精緻農業、美食在妖怪村、阿里山)：中臺
禪寺、臺灣特色茶展覽館、竹山白地瓜推廣中心、妖怪村、日月潭、嘉義公園射日塔、
天長地久橋、籠頭(觀日出)、阿里山國家森林遊樂區、阿里山鄒族文化部落等，宿：
明山大飯店、梅園樓觀景飯店或同級。 
3.高屏地區-南臺灣溫泉美食三日遊：佛光山、左營蓮池潭、六合夜市、海洋公園生態
館、貓鼻頭風景區、瓊麻工業博物館、關山夕照、國家公園恒春半島風光、鵝鑾鼻公
園、鵝鑾鼻燈塔、高雄農業博覽館等，宿：高雄國賓大飯店、墾丁南臺灣溫泉大飯店
或同級。 

林德仁 
02-25169788 

11 
志洋旅行社 
http://www.xotour.com.tw/ 

花蓮太魯閣、兆豐農場三日遊：太魯閣遊客中心、九曲洞、長春祠、燕子口、新光兆
豐休閒農場、花蓮觀光糖廠、宜蘭國立傳統藝術中心、烏來原鄉老街巡禮等，宿：統
帥大飯店、花蓮觀光糖廠日式木屋或同級。 

劉秀妙 
02-27514000 

12 
天銨國際旅行社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ianantravel.com.tw/ 

清真‧溫泉‧美食三日遊(溪頭、日月潭、山水遊)：森 18 休閒農場、溪頭森林遊樂區、
九族文化村、日月潭(纜車)、向山遊客中心、瓶中雕奇珍館、和菓森林、臺一花卉農
場、豐年靈芝鮮菇農場等，宿：埔里友山尊爵飯店、日月潭雲品溫泉飯店或同級。 

劉淑美 
02-2522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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