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天的色彩繽紛而斑斕，在進入初秋時分的八、九月，讓您的眼睛在還未褪盡的盛

夏綠意中，一邊尋找秋的神采，一邊讓感官品嚐鮮果！此情此景，只待您一同前來體驗

梅峰蘋果的「初秋採果盛典」，並與我們共同分享教學研究的成果！ 

一千四百棵蘋果樹、十多種品種，經過一整年的辛勤努力，修剪、施肥、疏果、套

袋…，樹上結實累累的果實，是與您分享的豐收喜悅！ 

請您現在跟我一同想像，當從樹上親手將蘋果摘取而下，握在手心，湊近鼻子，那

股甜香漫漶，是否將令人感到無盡的幸福與滿足呢？ 

所以，若是您從未親手採摘過蘋果，可千萬不能錯過，99 年 8 月 22 日至 9 月 2 

日，臺大山地農場「蘋芬秋色～初秋採果盛典」活動！ 

（另將於 99 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中旬推出「蘋芬秋色 II～深秋蜜蘋饗宴」活動！） 

 

【【【【兩天一夜行程兩天一夜行程兩天一夜行程兩天一夜行程】】】】(六人以上成行六人以上成行六人以上成行六人以上成行)  

 第一天 13:30~14:00 報到 

       14:00~16:30 園區導覽 

       17:30~18:20 晚餐 

       18:30~19:30 「自然生態簡報」＋「採果簡報」 

       19:30~20:00 夜間觀星或觀蟲 

（夜間觀察為戶外活動，若遇天候狀況不佳，則活動取消。） 

 

第二天 06:00~07:50 早安賞鳥 

       08:00~08:50 早餐 

       09:00~11:30 蘋果採果(一人一盒，6或8粒)  

       11:30~11:45 珍重再見 

（離開前請將名牌套及鑰匙交還櫃檯服務人員） 

 

【【【【半日行行程半日行行程半日行行程半日行行程】】】】(六人以上成行六人以上成行六人以上成行六人以上成行、、、、於於於於週一至週週一至週週一至週週一至週四四四四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上午行程：                          下午行程： 

09:00~09:30 採果簡報                12:00~13:00 午餐時間 

09:30~11:30 蘋果採果及園區導覽      13:00~13:30 採果簡報 

11:30~12:00 珍重再見                13:30~15:30 蘋果採果及園區導覽 

12:00~13:00 午餐時間                15:30~16:00 珍重再見 

 



臺大山地農場臺大山地農場臺大山地農場臺大山地農場 蘋芬秋色蘋芬秋色蘋芬秋色蘋芬秋色~初秋初秋初秋初秋採果盛典採果盛典採果盛典採果盛典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價目表價目表價目表價目表 

館別 房型 房間數量(間) 假日套裝價(元) 平日套裝價(元) 

梅峰

會館 

(新館) 

山地雅緻二人房

(一大床) 
3 5800 5080 

農場景致二人房

(兩單床) 
3 6100 5320 

梅影經典四人房

(一大兩單床) 
19 9800 8720 

峰情親子四人房

(一大兩單床) 
1 9800 8720 

閣樓景觀六人房

(六單床) 
8 13600 12200 

梅峰空中四人房

(一大兩單床) 
1 12000 10480 

教學

宿舍 

(舊館) 

教授宿舍兩人房

(兩單床) 
2 每人 2000 每人 1820 

教授宿舍三人房

(三單床) 
4 每人 2000 每人 1820 

學生宿舍十人房

(上下鋪) 
6 每人 1600 每人 1500 

※以上價格均含晚、早餐、解說導覽與住宿費、蘋果自採一盒、果醬一瓶、 

  本場展售部農特產品 50 元折價券。 

※預訂新館房型每人加贈果醋一瓶(市價 300 元) 

※3 月、7 月、8 月週一~週四為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週五、六、日為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國定假日視同假日) 

※4 月~ 6 月、9 月~ 2 月週日~週五為平日平日平日平日；；；；週六為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春節期間春節期間春節期間春節期間除外除外除外除外) 

※每間房型超住費用：每人 1600 元(含晚早餐及導覽行程) 

※閣樓景觀房可加床：費用每床 2000 元(含晚早餐及導覽行程) 

※半日行行程每人 1000 元，含午餐、解說導覽、蘋果自採一盒、果醬一瓶、 

本場展售部農特產品 50 元折價券。 

※如因天候狀況致使果實減產，活動將有所調整，本場有權變更行程內容。 

※本活動目的為推動田園體驗與生態旅遊，促進親子關係，不以採果大小為目的， 

請參加者斟酌。 

※此優惠僅限 99 年 8 月 22 日至 99 年 9 月 2 日 

 



臺大山地農場臺大山地農場臺大山地農場臺大山地農場 蘋芬秋色蘋芬秋色蘋芬秋色蘋芬秋色 II~深秋深秋深秋深秋蜜蘋饗宴蜜蘋饗宴蜜蘋饗宴蜜蘋饗宴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價目表價目表價目表價目表 

館別 房型 房間數量(間) 假日套裝價(元) 平日套裝價(元) 

梅峰

會館 

(新館) 

山地雅緻二人房

(一大床) 
3 5800 5080 

農場景致二人房

(兩單床) 
3 6100 5320 

梅影經典四人房

(一大兩單床) 
19 9800 8720 

峰情親子四人房

(一大兩單床) 
1 9800 8720 

閣樓景觀六人房

(六單床) 
8 13600 12200 

梅峰空中四人房

(一大兩單床) 
1 12000 10480 

教學

宿舍 

(舊館) 

教授宿舍兩人房

(兩單床) 
2 每人 2000 每人 1820 

教授宿舍三人房

(三單床) 
4 每人 2000 每人 1820 

學生宿舍十人房

(上下鋪) 
6 每人 1600 每人 1500 

※以上價格均含晚、早餐、解說導覽與住宿費、蘋果自採一盒、果醬一瓶。 

※預訂新館房型每人加贈果醋一瓶(市價 300 元) 

※3 月、7 月、8 月週一~週四為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週五、六、日為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國定假日視同假日) 

※4 月~ 6 月、9 月~ 2 月週日~週五為平日平日平日平日；；；；週六為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春節期間春節期間春節期間春節期間除外除外除外除外) 

※每間房型超住費用：每人 1600 元(含晚、早餐及導覽行程) 

※閣樓景觀房可加床：費用每床 2000 元(含晚、早餐及導覽行程) 

※半日行行程每人 1000 元，含午餐、解說導覽、蘋果自採一盒、果醬一瓶。 

※如因天候狀況致使果實減產，活動將有所調整，本場有權變更行程內容。 

※本活動目的為推動田園體驗與生態旅遊，促進親子關係，不以採果大小為目的， 

請參加者斟酌。 

※此優惠僅限蘋芬秋色 II~II~II~II~深秋蜜蘋饗宴期間 

 

報名表於下方，歡迎下載傳真報名！ 

或來電：0 4 9-2 8 0 3 8 9 1 ; 0 4 9-2 8 0 2 4 9 9 洽詢， 

如因忙線，請稍後再撥，謝謝！ 

 



      臺大山地實驗農場自然生態體驗營報名表 

營  隊  名  稱：  預 約 人：  

聯絡電話及傳真：  行動電話：  

e-mail 信箱：  

體驗營活動選項： 

三天兩夜 □ 合歡山行合歡山行合歡山行合歡山行<15 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          □ 樂活春陽樂活春陽樂活春陽樂活春陽<15 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 

兩天一夜 山田野趣山田野趣山田野趣山田野趣<6 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               □ 森林森林森林森林ＧＧＧＧoＧＧＧＧo<6 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 

    □多肉植物組合盆栽多肉植物組合盆栽多肉植物組合盆栽多肉植物組合盆栽<6 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 □ 登峰造極登峰造極登峰造極登峰造極<機關行號會議專案機關行號會議專案機關行號會議專案機關行號會議專案> 

半日行 

□蘋芬秋色蘋芬秋色蘋芬秋色蘋芬秋色 <6 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  □ 菜菜綠手指菜菜綠手指菜菜綠手指菜菜綠手指 <15 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 

□ 採花行程採花行程採花行程採花行程 <15 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人以上成行>  

□上午梯次上午梯次上午梯次上午梯次(09:00~12:00)   □下午梯次下午梯次下午梯次下午梯次(13:00~16:00)(週一至週四提供) 

預約日期：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參加人數： 來賓總數來賓總數來賓總數來賓總數__________人人人人   茹素來賓茹素來賓茹素來賓茹素來賓：：：：       人人人人 司機司機司機司機：：：：       人人人人   

房間規格： 

梅峰會館 
二人房      間 

     (共 6 間) 

四人房      間 

      (共 21 間) 

    六人房        間 

       (共 8 間) 

教學宿舍 
二人房      間 

    (共 2 間) 

三人房      間 

   (共 4 間) 

十人房      間 

  (共 6 間) 

春陽八人房 間 

   (共 6 間) 

＊套裝行程內容：二天一夜行程附贈~兩餐一宿．全程專人導覽解說；三天二夜行程則為四餐二宿。 

<依實際行程內容而服務，歡迎加購餐點。「兩餐」包含風味晚餐與早餐，其餘行程餐點以此類推> 

＊  請於預約確認三日內將三日內將三日內將三日內將 30%訂金訂金訂金訂金  匯入本場國庫帳戶：彰化銀行埔里分行彰化銀行埔里分行彰化銀行埔里分行彰化銀行埔里分行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009) 

戶名：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生農學院山地農場生農學院山地農場生農學院山地農場生農學院山地農場 417 專戶專戶專戶專戶  

國庫帳號： 5925-04-07134-8-00 並由預約人具名傳真匯款單預約人具名傳真匯款單預約人具名傳真匯款單預約人具名傳真匯款單  

逾期未付視同自動放棄，預約人不得異議。  

1.營隊如於來場前三十日前取消或改期者，退回訂金 90%。  

2.來場前三十日內取消或改期者，退回訂金 70%。  

3.來場前十四日內取消或改期者，退回 50%訂金。  

4.三日內改期或取消者預約金恕不得退回。  

5.預約成功後，屆時若人數減少其預約金則不予退回，需於活動前 10 日內告知得以退費。  

如因颱風警報或其他災害，本場經公佈位於警報區或災區時，得全額退還。  

＊體驗營注意事項：  

1、本場全面禁煙本場全面禁煙本場全面禁煙本場全面禁煙、、、、禁酒禁酒禁酒禁酒。。。。並請勿攜帶寵物來場並請勿攜帶寵物來場並請勿攜帶寵物來場並請勿攜帶寵物來場。。。。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 

2、入園請維持自然的原貌，勿攀折花木、大聲喧嘩以免干擾動物棲息。  

3、因應活動需求，建議攜帶禦寒衣物、帽子、水壺、防曬、雨具、望遠鏡、手電筒、輕便鞋

子、個人藥品，雨季可帶備用衣物、拖鞋或雨鞋，如需上網請自行攜帶網路線。  

（山上夜間溫度低，平均溫度較平地低約 12℃。）  

4、提供餐點服務以「中式合菜併桌」為主；滿 6 歲以上視同成人服務。  

5、響應衛生與環保概念，歡迎自備盥洗用具、環保餐具、茶杯及購物袋。  

預約依正確報名表回傳時間排定優先順序…  

預約傳真專線： 049-2802401。   E-mail :mffarm01@mf.ntu.edu.tw 

洽詢專線：049-2803891 或 049-2802499 

本人確認以上預約內容及課程表無誤本人確認以上預約內容及課程表無誤本人確認以上預約內容及課程表無誤本人確認以上預約內容及課程表無誤，，，，並告知其他團員同意遵守注意事項所列之規定並告知其他團員同意遵守注意事項所列之規定並告知其他團員同意遵守注意事項所列之規定並告知其他團員同意遵守注意事項所列之規定。。。。 

※※※※預約人簽章預約人簽章預約人簽章預約人簽章：：：：              (←請預約人簽上大名後回傳請預約人簽上大名後回傳請預約人簽上大名後回傳請預約人簽上大名後回傳 ) 

預約結果確認預約結果確認預約結果確認預約結果確認 □報名完成報名完成報名完成報名完成         □名額已滿無法受理名額已滿無法受理名額已滿無法受理名額已滿無法受理       □資料不全無法受理資料不全無法受理資料不全無法受理資料不全無法受理 

 

□採果(蘋芬秋色) 

□菜菜綠手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