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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國山東、天津、北京國際鑄造博覽會 6日參訪團

出發日期：2018 年 5月 12 日(六) 團費：台幣 31500 元

單單單單房房房房差差差差++++6666000000000000

日日日日期期期期 行行行行 程程程程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第一天

5/12(六)

桃園�青島 CI531 09:20/11:55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辦妥登機手續後，搭乘直航客機飛往山東省新興的旅遊渡

假城市—【青島】。青島素有「花園城市」、「東方瑞士」等美稱，位於山東半島南端，東

臨黃海、西瀕膠州灣，是個中西合璧，獨具特色的美麗濱海城市，青島三面環海，港口

終年不淤不凍，是中國良港之一；市區山巒起伏，綠樹成蔭，以公園數目多而聞名，抵

達後安排享用午餐

下午參訪行程：

青島首屋鑄造有限公司
製造業、通用設備製造業、金屬鑄、鍛加工、

鋼鐵鑄件製造

山東即墨馬山鎮閆家嶺村城馬路

252 號
86-532-82518398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廠商餐敘

住宿：準☆☆☆☆☆青島城陽寶龍福朋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5/13(日)

上午參訪行程：

山東華星集團金剛新材工廠參訪
主要生產超低密度高強度頁巖氣專用壓裂支

撐劑、低密度高強度壓裂支撐劑和高密度高強

度壓裂支撐劑.

山東省鄒平縣明集鎮明級開發區
86-543-4585935

山東昊強機械有限公司
加工銷售汽車底盤系統零部件、石油機械零部

件、數控加工中心零部件、數控機床零部件。

山東省鄒平縣魏橋鎮裏八田村
86-543-4751888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廠商餐敘

住宿：☆☆☆☆☆淄博喜來登大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5/14(一)

淄博(動車)－＞天津－＞下午參訪行程 －＞北京
天津久增金屬有限公司(砂心廠)
生產、銷售金屬模具、非金屬模具、殼模砂

心、汽車用鑄鍛毛胚件、汽車零部件*

天津市武清區上馬台工業區

86-22-82288235

天津和信昌工業有限公司
鑄鐵產品、生鐵、焦炭等

天津市武清區上馬台工業區泰源路 4號

86-22-82284567

天津金瑩鑄造材料有限公司
專業鑄造材料用生產設備制造商及覆膜砂、

鑄造用砂、再生砂專業生產企業

天津市武清區陳嘴鎮興旺道 14 號

86-22-82963928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廠商餐敘

住宿：☆☆☆☆☆北京萬達嘉華酒店或興基鉑爾曼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

5/15(二)

北京天安門廣場、故宮
【天安門廣場】是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城市廣場，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廣場之一。因位於

明清故宮皇城的南門「天安門」外而得名。廣場北端設有國旗杆，每天都會隨日出、日

落進行升旗、降旗儀式。天安門建於西元 1417 年，原名為承天門，至西元 1651 年改建



後才稱為天安門，從初建迄今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整座建築表現出一種皇權至尊的威

嚴。

【故宮】古時稱”紫禁城”，是明清兩代的皇宮，先後有廿四位皇帝在此登基，故宮建於

西元 1420 年，佔地面積為 72 公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宮殿建築群，分

別是前朝三大殿以及乾清宮、御花園等著名建築。

下午中國鑄協論壇(北京會議中心)
13:50-14:00 往屆回顧（照片）

14:00-14:15 三位會長致歡迎詞

14:15-14:45 中國鑄造協會報告

14:45-15:15 台灣鑄造品工業同業公會報告

15:15-15:45 香港鑄造業總會報告

15:45-16:00 下午茶

16:00-17:00 兩岸三地交流

北京會議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陽區來廣營 88 號

19:00-21:00歡迎晚宴
參加第十六屆中國國際鑄造博覽展會歡迎晚宴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展會歡迎晚宴

住宿：☆☆☆☆☆北京萬達嘉華酒店或興基鉑爾曼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

5/16(三)

全天
10:00-12:00第三屆中國鑄造節、第十六屆中

國鑄造博覽會

13:00-17:00 第二屆全球鑄造論壇(自由參

加)

18:00-20:00 全球鑄造論壇餐敘

展館地址：

中國國際展覽中心（新館）

地址:北京市順義區天竺地區裕翔

路 88 號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自理 晚餐：展會餐敘

住宿：☆☆☆☆☆北京萬達嘉華酒店或興基鉑爾曼酒店或同級

第六天

5/17(四)
北京�桃園 CI518 20:05/23:15

自由選擇

□第三屆中國鑄造節、第十六屆中國鑄造博覽會(午餐敬請自理)

□天壇、鳥巢、水立方外觀
【天壇】是皇帝祭天的地方，也是中國現存晨大的一處廟壇建築。它和黃瓦紅牆的故宮

不同，這裡以藍色為基調，象徽殿宇均建於"天中之特色"，著名的回音壁、三音石就在

此地。

【鳥巢】及【水立方】，可遠眺欣賞這兩個奧運著名建築，【水立方】為奧運主場館之

一位於北京奧林匹克公園內，也是北京奧運標誌性建築物之一。它與國體育場分列於北

京城市中軸線北端的兩側，共同形成相對完整的北京歷史文化名城形象。

定點集合專車前往【北京國際機場】，搭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全聚德烤鴨 晚餐：機上特餐

住宿：溫暖的家

備註：由於中國政策影響，工廠參觀安排變動較大，如屆時有任何調動敬請

各位見諒，本工會將竭盡全力協調安排，希望讓各位團員滿載而歸。謝謝!

※ 以上安排台灣鑄造品工業同業公會保留行程異動權。



【【【【行行行行程程程程備備備備註註註註】】】】

團費包含：
1. 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稅.500 萬旅遊責任險+20 萬意外醫療。2. 導遊、司機服務費 1200 元。
團費不含：
1.不含機場來回接送和新辦台胞證費。

2222....單單單單房房房房差差差差++++6666000000000000
3.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4.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本行程餐廳將視餐廳公休日將略有調動，用餐時間依實際行程安排做調整，造成不便之處，敬請原

諒。

※本行程內容於印製前已致力提供正確無誤資料，對於因臨時變動而不及通知之處，請參考行前說明

會資料內所附之正確行程。

※為了本次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行程

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

公司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護照】
● 護照正本（有效期限須超過 2018 年 12 月以後）

■無護照或護照效期不足或已過期者：(辦理新護照費用 1500)● 身份證正本。● 新辦身份證樣式【二吋彩色白底大頭照相片 2張】。(6個月內的近期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 3.2至 3.6 公分，與護照規格相同。最好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敬請注意！)● 舊護照(效期未過，須附上護照正本)。
【新辦台胞證】
A.首次申辦台胞證者: ●辦件費用 NT1,700 元 工作天約 8天● 護照正本。● 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 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6個月內的近期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3.2 至 3.6 公分，與護照規格相同。最好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敬請注意！)
B.持有台胞證過期或效期不足: ●辦件費用 NT1,700 元 工作天約 8天● 護照正本一份。● 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 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6個月內的近期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3.2 至 3.6 公分，與護照規格相同。最好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敬請注意！)● 如有過期台胞證正本也請一併附上



台台台台灣灣灣灣鑄鑄鑄鑄造造造造品品品品工工工工業業業業同同同同業業業業公公公公會會會會

2222000011118888 年年年年中中中中國國國國國國國國際際際際鑄鑄鑄鑄造造造造博博博博覽覽覽覽會會會會參參參參訪訪訪訪團團團團

泰泰泰泰元元元元旅旅旅旅行行行行社社社社有有有有限限限限公公公公司司司司 報報報報名名名名表表表表
【【【【報報報報名名名名訂訂訂訂金金金金每每每每位位位位：：：：11110000000000000000】】】】 報報報報名名名名截截截截止止止止日日日日：：：：2222000011118888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1110000 日日日日

報報報報名名名名傳傳傳傳真真真真：：：：00004444----22222222333333332222111100009999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聯絡人： 地址：

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

E-mail：

參加人員個別資料表：

NO 中文姓名 英文名字 職稱 指定室友 指定單人房另加價

新台幣 8000 元

1

2

3

4

備註：

傳真報名表麻煩再傳真附上『護照』和『台胞證』影本。
1>以上報價為全程參團，使用團去團回＋雙人房住宿。

2>全程參團改商務艙或團去不團回，請另報價。

3>全程單人房請註明。

4>報名同時請預繳團體訂訂訂訂金金金金每每每每位位位位 11110000000000000000，，，，由由由由泰泰泰泰元元元元旅旅旅旅行行行行社社社社收收收收款款款款。。。。

5>若無填寫指定室友，將由本公司按報名順序代為安排室友，若無法安排室友而落單者，則需補齊房

價差住宿單人房。

6>有吸煙者，請告知。

協辦旅行社：泰元旅行社【交觀甲】【中品保 042】電話:00004444----22222222333311112222555555555555 分分分分機機機機 111100003333 傳真：04-22332109

地址：臺中市北區進化北路 238 號 7 樓-1 連連連連絡絡絡絡人人人人員員員員：：：：邱邱邱邱淑淑淑淑芬芬芬芬 0000999922220000----555599990000888899998888



立授權書人(以下簡稱本人)，本人因無法親自至 泰元旅行社 現場刷卡，特立此授權書，同意以本授權書所指定之信用卡支付下列費用。 並於填寫後傳真至 04-22332109、04-22310322 (請再按分機 103)■■■■消消消消費費費費付付付付款款款款項項項項目目目目旅 客 姓 名 消 費 項 目 金 額■■■■信信信信用用用用卡卡卡卡資資資資料料料料商店名稱 泰元旅行社有限公司 商店代號 42-016-0325-0信用卡別 □ VISA □ MASTER □ JCB □ AE □ 聯合信用卡信用卡卡號 卡片背面末三碼有效日期 月 年 核准授權碼 (此欄由旅行社填寫)金 額 NTD： 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持持持持卡卡卡卡人人人人基基基基本本本本資資資資料料料料持卡人姓名 性別 □ 男 □ 女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連絡電話 (公) (宅) (行動)地 址■■■■代代代代收收收收轉轉轉轉付付付付收收收收據據據據開開開開立立立立明明明明細細細細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收據地址 備註：代收轉付收據為旅行同業公會依財政部核准，供旅客記帳之用，不另開立統一發票■■■■重重重重要要要要訊訊訊訊息息息息1. 如為單買機票，於開票後取消行程，於付款後泰元旅行社將代本人辦理退票；退票核准時間約 3-6 個月不等，泰元旅行社將依航空公司之實際退票核准金額並扣除作業手續費 NT.500 後退還貴客。2. 如為參團退費者需依照觀光局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條款作為相關退費之依據。3. 如為包機行程，飯店和機票，一經確認後，恕不能取消及退費。◆ ATM 轉帳：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銀行代碼：011 轉帳帳號：08-10200-0010129◆ 匯款銀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中分行 戶名：泰元旅行社有限公司 帳 號：08-10200-0010129■個人資料保護法事項同意書1.經貴公司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之規定，向本人告知貴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相關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該告知內容及貴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2.本人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7條、第 19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第 20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規定，同意提供本人個人資料予貴公司為辦理特定目的即旅遊業務所需範圍內之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或供貴公司辦理契約.旅客資料表.信用卡授權同意書.護照影本 之利用，並同意留存此同意書以供日後查驗。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必須與信用卡簽名相同) 日期： 2018 年 月 日(上述所有內容經本人確認無誤，本人同意本授權書經本人簽字日起即生效，如有不實之處，願負所有相關法律責任)泰泰泰泰元元元元旅旅旅旅行行行行社社社社有有有有限限限限公公公公司司司司【【【【交交交交觀觀觀觀甲甲甲甲 888899998888】】】】【【【【中中中中品品品品保保保保 000044442222】】】】地地地地址址址址：：：：台台台台中中中中市市市市 444400004444 北北北北區區區區進進進進化化化化北北北北路路路路 222233338888 號號號號 7777 樓樓樓樓之之之之 1111TTTTEEEELLLL：：：：00004444----22222222333311112222555555555555 免免免免費費費費客客客客服服服服專專專專線線線線：：：：0000888800000000––––444422223333111166666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