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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通知 

地  址：台北市大同區甘谷街 35 號 13 樓 

電  話：（02）25585181 分機 11 

傳  真：（02）25585818 

E-mail: ttfwia9@textiles.org.tw 

聯絡人：吳逸璇 

受文者：本會全體會員廠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07 月 22 日 

發文字號：（111）布業字第 003 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本會訂於今(111)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假三峽-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辦

理 2022「織布公會第 25 屆第 2 次(第 18 期)活力成長營」，敬邀全體會

員廠踴躍派員參加，每人酌收報名費新台幣 3,000 元，敬請於 08 月 08
日前報名，以繳費先後排序，額滿截止。 

 

說明：一、依據本會 110.12.08 第 25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二、2022「織布公會第 25 屆第 2 次(第 18 期)活力成長營」訂於 111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星期三、四）舉辦，地點：三峽-大板根森

林溫泉酒店(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插角 79 號)。 

 

本次活力營特別安排與邀請： 

（一）參訪台灣博迪股份有限公司：自 2009 年成立迄今，專精於高

機能性布料設計開發、熱封防水貼條、拉鍊生產、環保數位

印花等領域。隨著網路化、快時尚的世代來臨，激發眾多新

創品牌興起，傳統紡織產業尋求新創資源、解決方案以突破

原有封閉的發展困境。為此建構了跨領域發展平台

「WON.HOUSE」，提供各項所需的應用開發服務，「WON.HOUSE」

結合產官學研資源與跨產業整合服務，為新創事業、品牌、

廠商及客戶，開拓出無限發展的成果及遠景。 

（二）邀請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張子揚副理講述｢永續環保趨

勢下-台灣紡紗的轉型與應用｣，環保意識抬頭，遠東新近年

來已為國際品牌開發出一系列的環保素材面料，使用不同來

源的寶特瓶廢料回收製成環保回收紗，搭配獨到的織造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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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原有的布料機能性。這些產品包含足球球衣、網球球衣

及高強度的籃球上衣等，都在世界主要的運動賽事中被廣泛

的使用，如澳洲網球公開賽、溫布頓網球錦標賽、奧林匹克

奧運會及世界盃足球賽等。在產品的研發及製造過程中，遠

東新務求符合客戶的需要，快速反應其客製化需求，並保有

永續環保的核心競爭力。 

（三）邀請徐正昌老師講述｢後疫情下如何與病毒共存 - 不可思議

的腸道菌｣，身處與病毒共存的新疫情時代，不是病毒適應人

類，而是人類適應病毒，人們或多或少必須調整自己的心態

來適應生活上改變，腸道菌叢是後疫情年代最佳方程式嗎？

我們一起來探尋！ 

   ※講師簡介資料請參考附件 2。 

（三）第二天上午遊覽｢大板根森林園區｣，園區內綠蔭環繞的自然

風光，在日據時代是台灣最大的第一座製茶廠，擁有近百年

歷史，目前還保存有日本皇室休閒渡假行館，花園、魚池、

森林步道等規劃完善的設備，還有自然生態的保存也非常完

整，區內以擁有亞熱帶雨林景觀而聞名，至今仍保留許多高

大的板根植物。在這片森林裡有著植物將近五百種之多、昆

蟲四千多種、鳥類三十幾種，其中恐龍時代就有的樹葉蕨，

列為世界保育的八色鳥，都是區內觀賞的奇景。 

（四）第二天下午遊覽｢石門水庫遊湖+薑母島｣，石門水庫曾是遠東

最大的水庫，目前亦是台灣北部的重要水庫之一，一年四季，

湖光山色，風景秀麗。石門水庫對外可連接十幾個旅遊景點，

園區大小公園綠樹成林，搭船遊湖沿途欣賞石門水庫的山色

水景、登島參拜靜靜守護島上二十多戶的百年土地公、賞玩

漂流木藝品，雲霧繚繞下彷彿走進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 

 

三、本會會員廠所屬員工均可報名參加，甲級會員廠優惠 3 人、乙級會員

廠優惠 2 人、丙級會員廠優惠 1 人、贊助會員廠優惠 1人，歡迎踴躍

參加。 

優惠價每人酌收新台幣 3,000 元(本活動費用包括二人一房住宿、遊覽

車資、餐費、門票、保險等)，各會員廠參加人數如超出優惠人數部份，

請全額自付費用 5,0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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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名額 120人，以繳費先後排序，額滿截止，因團體作業，報名取

消將不退費。 

※僅參加第一天費用 1,000 元/人(無住宿)，不補貼交通誤餐費。 

※未滿 12 歲以下兒童，如不佔床費用 1,000 元/人，佔床及 12 歲以

上兒童費用以大人報名費酌收。 

※為安全著想，年齡滿 80 以上，請偕同家人陪同參與。 

※近期台灣疫情趨緩，但考量仍有無症狀感染者之可能性，為您自

身健康著想，建議施打過疫苗後參加，報名期間如有確診，敬請

於滿 7 天後快篩陰性再行參加；未滿 7 天或快篩仍為陽性者，請

盡速通知公會，本會全額退費。 

※本活動主要參加人員為會員廠員工，請勿邀約非本業人員，如超

出優惠人數，請勿未經同意使用其他會員廠之名額，如發現相關

事宜，將以全額費用辦理。 

 

四、為調整各區交通往返差異，北區(新竹以北)參加人員補貼交通誤餐

費 1,000 元，中區(苗栗以南至雲林以北)參加人員補貼交通誤餐費

1,000 元，南區(嘉義以南)參加人員補貼交通誤餐費 1,500 元，於

活動期間另行簽發。 

 

五、各區報到時間與地點 

（因團體活動，敬請於報到時間前至上車地點，遊覽車備有早餐） 

（一）中區參加人員請於 111 年 8 月 31 日 

1.上午 7 時 30 分於彰化市三民路與民生路口報到； 

2.上午 7 時 20 分於彰化和美圖書館對面報到； 

3.上午 7 時 40 分於和美鎮彰新路五段與嘉卿路口 7-11 超商

前報到； 

（二）北區與南區參加人員請於 111 年 8 月 31 日上午 8 時 00 分前

於台中烏日高鐵站 2 樓 3 號出口處報到，與中區參加人員一

起搭乘遊覽車(9 月 1 日回程同台中高鐵站解散賦歸)。 

（三）參加人員可自行開車於上午 10 時 00 分前至台灣博迪股份有

限公司會合。 

台灣博迪股份有限公司地址：桃園市觀音區大潭里環南路 855

號，03-438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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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辦理訂房及保險等事宜，敬請將報名表與匯款單據於 111 年 08 月 08

日前傳真(02-25585818)至本會，或Email：ttfwia9@textiles.org.tw。 

 

七、繳費方式：請先報名後即匯款，以繳費先後排序，額滿截止。 

帳戶：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銀行帳號：台北富邦銀行南門分行 (012)00510-210-02335-4 或  

郵局劃撥－帳號 10043738，煩請註明匯款人及統一編號，並將收據傳真

(02)2558-5818至本會 吳逸璇 小姐。 

八、檢附交通資訊、飯店設施、演講者簡介、活動內容與報名表（如附件1～

4）。 

九、請  查照。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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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交通資訊 
自行開車 

●北二高南下三峽交流道出口，北上三鶯交流道出口，沿復興路至中正路右轉後依路標行駛。 

●至大埔依左前方台七乙線行駛，約十五分鐘即可達本溫泉酒店。 

●大台北、新竹以北地區，駕車前往，六十分鐘可抵達。 

●使用 GPS 的朋友可以直接搜尋”大板根”，並作為目的地即可。 

捷運轉乘★平日建議此路線最為快速 

●中和線景安站下車：台北客運 908 直達三峽。 

●板南線永寧站下車：台北客運 916、藍 43 至三峽。 

搭乘 705、706 的旅客，請在三峽老街站下車(請走至民生街 NET 前轉 807)。 

※上述各轉乘：台北往三峽站，請再轉搭台北客運往熊空線 807 至(插角大板根站)下車。 

公車 

●台北往三峽站 

－台北客運可搭捷運中和線至景安站下轉搭 908 直達三峽最方便。 

－土城建議搭乘 916 公車。－板橋建議搭乘 910 公車。 

－搭乘 705、706 的旅客，請在三峽老街站(請走至民生街)改乘 807 至大板根站。 

※上述各轉乘：台北往三峽站，請再轉搭台北客運往熊空線 807 至(插角大板根站)下車。 

●台北客運 807 三峽往滿月圓(插角大板根站)開車時間表 

－ 平日時間 (週一~週五)： 05：20／07：00／09：30／12：00／15：00／17：30 

※大板根站往三峽線到站時間為上述原發車時間再加 50～60 分鐘。以上開車時間表僅供參考。 

計程車 

●三峽至大板根約 NT$400 元(單程約 30 分鐘) 

●永寧捷運站至大板根約 NT$700 元(單程約 40 分鐘) 

●板橋車站至大板根約 NT$1,000 元(單程約 50 分鐘) 

●桃園機場至大板根約 NT$1,400 元(單程約 60 分鐘) 

●台北松山機場至大板根約 NT$1,500 元(單程約 90 分鐘) 

※以上價格僅提供參考，酒店櫃台提供回程代叫計程車服務，請至少提前 30 分鐘至酒店櫃台洽詢。 

住客付費接駁 

●行駛地點-永寧捷運站 二號

出口 

－1~3 人  NT$800 元 

－4~5 人  NT$1,100 元 

－6~7 人  NT$1,500 元 

－8 人    NT$2,300 元 

●行駛地點-板橋火車站 北二

門出口 

－1~3 人  NT$1,000 元 

－4~5 人  NT$1,200 元 

－6~7 人  NT$1,500 元 

－8 人    NT$2,300 元 

●行駛地點-桃園國際機場 

－1~3 人  NT$1,200 元 

－4~5 人  NT$1,300 元 

－6~7 人  NT$1,500 元 

－8 人    NT$2,300 元 

※上述皆為一輛車單趟費用。☎ 預約專線：02-2674-9228(請撥分機 1) 

－限住房客戶專屬之付費接駁服務，貴賓請訂房時預約，額滿為止，需至少入住日前三天預約。 

－服務時間：上午 08:00 至下午 18:00，出勤車輛種類依派車狀況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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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設施 
 
室內室外風呂 

－開放時間：平日 11:00~22:00  

－使用時間：90 分鐘。 

－使用觀景溫泉需年滿 16 歲以上。 

－觀景風呂限會員及住宿客加價使用。 

－自 102 年 9 月起，逢週二公休，。 

－室內及戶外裸湯開放狀況如下： 

（如遇養護或特殊狀況，依現場營業情況調

整。） 

●住宿房客體驗價：每人 NT$350 元。 

●原價：每人 NT$600。 

● 因應疫情狀況，自 2022/5/21 起僅開放

戶外裸湯區。 

游泳池 

開放時間：2022 / 7 / 1 至 2022 / 10 / 10 

●週一至週日 08:00~18:00（中午

12:00~14:00 不開放） 

●依衛福部防疫規定，滾動式調整 

●本設施位於渡假酒店區 2F 外側中庭 

●房客專用；池深 120cm (兒童區 50cm) 

●遇颱風、停電等非人為因素不開放。 

●禁止使用大型浮具及水槍。 

露天溫泉 SPA 

－開放時間：08:00~23:00 

－露天溫泉最後入場時間 22:30 

－假日定義：週六、週日、連續假日及國定

假日 

－使用露天溫泉 SPA，個人需著泳衣及泳帽

入場、自備浴巾/毛巾(或至櫃檯購買)。 

森 SPA 

● 13：30～22：00 <每週二休館> 

●為求服務品質，採預約開放制，敬請事前

預約，並準時赴約。 

●芳香精油按摩，請先行沐浴後再到 SPA 館。 

●兩人同行，第二人半價優惠(限同課程)。 

☎ 預約專線：02-2674-9228 (請撥分機

3716/3717) 

各式湯屋 

－開放時間：每日 08:00~23:00 (觀景湯屋

開放時間為平日 11:00~22:00，假日

09:00~23:00，每週二休館) 

－住宿房客 平日六折，假日八折優惠 

足體館 ※每週二公休 

足部按摩 40 分 特價 NT$600 

半身按摩 30 分 特價 NT$600 

足部＋半身 70 分 特價 NT$1,100 

☎ 預約專線：02-2674-9228 (分機 3701) 

週一至週五 PM.13:30~PM.22:00 

服務地點：露天溫泉 SPA 區 

茶業歷史文物館 

板根藝廊 

位於薰風會館一樓，展館不定期邀請知名藝

術家特展，作品多元，除畫作外，亦涵蓋瓷

器、陶器作品，讓您每次前來都有不同的驚

喜！ 

電玩體驗 

★SWITCH 飆速馬力歐 

★PS4 跑車浪漫旅 

★XBOX360《Kinect 運動大會》 

●週一至週日 09:00~22:00。 

●體驗請洽服務中心 

●僅提供住宿房客體驗 

健身房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日 07:0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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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講師簡介 
 
 
 
 
遠東新世紀 紡紗部 張子揚副理 

遠東新近年來已為國際品牌開發出一系列的環保素材面料，使用不同來源

的寶特瓶廢料回收製成環保回收紗，搭配獨到的織造技術，保留原有的布料機

能性。這些產品包含足球球衣、網球球衣及高強度的籃球上衣等，都在世界主

要的運動賽事中被廣泛的使用，如澳洲網球公開賽、溫布頓網球錦標賽、奧林

匹克奧運會及世界盃足球賽等。在產品的研發及製造過程中，遠東新務求符合

客戶的需要，快速反應其客製化需求，並保有永續環保的核心競爭力。 

 

 

 

 

 

 

 

 

 

經歷：．曼達拉公益平台發起人    ．曼達拉大健康事業執行長 

   ．索易利 B2B 媒合平台負責人  ．友善團購首席顧問 

   ．前沿技術共生益生菌科技達人 

 

身處與病毒共存的新疫情時代，不是病毒適應人類，而是人類適應病毒，人們

或多或少必須調整自己的心態來適應生活上改變，我們知道人體的免疫細胞有

70%在腸道，是全身最大的免疫系統，除此之外腸道菌叢居然會影響大腦？這問

題很荒謬吧！ 

腸道微生物真的能駕馭大腦嗎？答案是肯定的 ! 甚至是跨物種的影響身心狀

態，科學家對腸道數以兆計的微生物認識與日俱增，發現有些微生物確實能指

揮你的心智，影響你的品味，改變你的心情！ 

腸道菌叢是後疫情年代最佳方程式嗎？我們一起來探尋！  

 

徐正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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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2022 織布公會第 25 屆第 2次(第 18 期)活力成長營報名表 

 
公    司  統編  

聯絡人  職稱  傳真  

電  話  E-mail  

用餐 □ 8/31不用午餐  □ 9/1不用午餐 乘車地點 

敬請準時抵達，逾時不候 住宿房型 
□ 單人房：自付2000元 □ 雙人房：同住＿＿＿＿＿＿＿ 

□ 8/31不住宿            □ 其他：＿＿＿＿＿＿＿＿＿ 

參加人姓名  職稱  □葷食 

□素食 

□彰化市三民路與民生路口 

□彰化和美圖書館對面 

□和美鎮彰新路五段與嘉卿路

口7-11超商前 

□台中烏日高鐵2樓3號出口 

□自行前往 

身份證號碼  
出生 
日期  

手機號碼  E-mail  

參加人姓名  職稱  □葷食 

□素食 

□彰化市三民路與民生路口 

□彰化和美圖書館對面 

□和美鎮彰新路五段與嘉卿路

口7-11超商前 

□台中烏日高鐵2樓3號出口 

□自行前往 

身份證號碼  
出生 
日期  

手機號碼  E-mail  

參加人姓名  職稱  □葷食 

□素食 

□彰化市三民路與民生路口 

□彰化和美圖書館對面 

□和美鎮彰新路五段與嘉卿路

口7-11超商前 

□台中烏日高鐵2樓3號出口 

□自行前往 

身份證號碼  
出生 
日期  

手機號碼  E-mail  

備註：僅供辦理住宿登記與保險，請填寫參加人員之身份證件資料(本資料於活動結束後銷毀) 

請於 111 年 08 月 08 日前填妥本表傳真至本會業務組 

 

連絡人：吳逸璇 小姐 

電話：(02)2558-5181 分機 11 

傳真：(02)2558-5818 

~歡迎您參加~ 

黏貼報名費銀行收據 

或匯款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