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飛牛牧場~大專院校迎新露營(二天ㄧ夜) (三天二夜)專案訂購單 

時段 專案/收費 內容 

假日 

 
 

兩天一夜 
A 專案(含四餐) 1400 元/人 

 
 
6/30 前完成定金付款， 
即可享本專案 9 折優惠！ 
 

兩天一夜帳篷及睡墊乙個(六人ㄧ帳)、睡袋乙個 

兩天一夜入園門票(門票可免費兌換乳製品壹杯) 
精緻西式餐盒早餐乙餐 
可口便當乙餐 
牧場悠活餐和菜乙餐 
烤肉闔家套餐乙餐 
營位清潔費一夜 
營火場租費及薪材(未含搭設營火；若需代工，費用 2000 元/次) 

平日 
假日 

三天兩夜 
B 專案(含六餐) 2100 元/人 

 
 
6/30 前完成定金付款， 
即可享本專案 9 折優惠！ 

三天二夜帳篷及睡墊乙個(六人ㄧ帳)、睡袋乙個 

三天二夜入園門票(門票可免費兌換乳製品壹杯) 
精緻西式餐盒早餐乙餐 
森呼吸早餐乙餐 
可口便當兩餐 
牧場悠活餐和菜乙餐 
烤肉闔家套餐乙餐 
營位清潔費兩夜 
營火場租費及薪材(未含搭設營火；若需代工，費用 2000 元/次) 

※以上報價含上述套裝行程內容及園區內保險。 
※停車場環境維護費：大巴（20 人座以上）100 元/台，小客車 50 元/台。 
※親愛的同學，請您挑選所愛的行程後回傳給行銷部唷！ 
 
 傳真電話:037-782399、EMAIL:service@flyingcow.com.tw 行銷部收。 
○A 專案(兩天一夜)1400 元/人           ○B 專案(三天二夜)2100 元/人 
 
※使用學校：                      科系：                     人數：       人 
※活動日期：民國 108 年    月    日起至 108 年     月     日止 
※聯絡窗口 1：                     聯絡電話：              連絡手機：               
※聯絡窗口 2：                     聯絡電話：              連絡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簽章：                      

 
行銷部祝福您! 2019/02/16 

 
 
 
 
 

早鳥優惠中 
       快搶訂!!! 

 



 
                                 

 

 

2019【大專院校迎新】2 天 1 夜活動行程規劃表 
為提高 貴系迎新活動行程的服務品質及流暢度，請您務必配合提供以下資料，做為統籌

活動當日活動場地服務的編派參考，謝謝！ 
 
學校：                      科系：               人數：       日期：   月   日 
壹、飛牛牧場以訂團日期先後為依據；依其順序採行優先選擇權利制，選擇用餐梯次。 
  ㄧ、第一天午餐：用餐時間(1)第一梯 11：20  (2)第二梯 12：40 ；選擇時間：           。 
                  用餐方式(1) 和菜 (2) 烤肉 (3) 便當 (4) 自備；選擇方式：           。 
  二、第一天晚餐：用餐時間為 17:00～19:00；選擇時間為     :     。 
                  用餐方式(1) 和菜 (2) 烤肉 (3) 便當 (4) 自備；選擇方式：           。  
  三、第二天早餐：用餐時間為 7:00～9:00；選擇時間為     :     。 
                  用餐方式西式餐盒。 
  四、第二天中餐：用餐時間(1)第一梯 11：20  (2)第二梯 12：40 ；選擇時間：           。 
                  用餐方式(1) 和菜 (2) 烤肉 (3) 便當 (4) 自備；選擇方式：             。  
   
貳、請提供貴校於飛牛牧場場域內團康遊憩活動的規劃行程與活動地點。 
    地點：                      時間：     :     活動內容：                                                   
    地點：                      時間：     :     活動內容：                     
    地點：                      時間：     :     活動內容：                     
     
叁、請提供貴校活動行程規劃的盥洗時間、盥洗地點與營火場熄燈、開燈時間。 
    地點：教堂廣場盥洗時間：□22:00  □23:00；飛羊活動廣場盥洗時間：□22:00  □23:00 

地點：□教堂廣場     □飛羊活動廣場  熄燈時間：    ：   、開燈時間：    ：    ；

因須事先安排，恕當天無法提供臨時異動。 
 

肆、貴校營火場地為： 
□10000 元教堂廣場  □10000 元飛羊活動廣場  ；場地使用時間為：16：00~22：00 。 

  
伍、【露營團體】逢雨天時，建議採行雨天備案～租借使用室內場地。 
室內場地 租借價格 租借須知 租借室內場地使用說明   租借簽名：                  

體驗七教室 12000 元 第一順位 

飛飛教室 12000 元 第二順位 

服務中心 

會議室 
20000 元 第三順位 

1.計費方式:租借教室費用─營火場費用=須補差價。 

2.場地順序及租借使用時間由飛牛牧場統籌規劃。 

3.場地租借使用時，須於翌日 8 點前整理後歸還供營業服

務。 

4.場地租借使用時，須負場域內設施、財產保管責任；如

有任意毀損情節，須依採購價格賠償付費。 

                                                                                                                        2019/02/16 

 

 

 



 
                                 
 
 
 
 

2019【大專院校迎新】3 天 2 夜活動行程規劃表 
 
為提高 貴系迎新活動行程的服務品質及流暢度，請您務必配合提供以下資料，做為統籌

活動當日活動場地服務的編派參考，謝謝！ 
學校：                      科系：               人數：       日期：   月   日 
壹、飛牛牧場以訂團日期先後為依據；依其順序採行優先選擇權利制，選擇用餐梯次。 
  ㄧ、第一天午餐：用餐時間(1)第一梯 11：20  (2)第二梯 12：40 ；選擇時間：           。 
                  用餐方式(1) 和菜 (2) 烤肉 (3) 便當 (4) 自備；選擇方式：           。 
  二、第一天晚餐：用餐時間為 17:00～19:00；選擇時間為     :     。 
                  用餐方式(1) 和菜 (2) 烤肉 (3) 便當 (4) 自備；選擇方式：           。  
  三、第二天早餐：用餐時間為 7:00～9:00；選擇時間為     :     。 
                  用餐方式(1)飛牛餐廳(2)西式餐盒；選擇方式：           。 
  四、第二天中餐：用餐時間(1)第一梯 11：20  (2)第二梯 12：40 ；選擇時間：           。 
                  用餐方式(1) 和菜 (2) 烤肉 (3) 便當 (4) 自備；選擇方式：             。  
  五、第二天晚餐：用餐時間(1)第一梯 11：20  (2)第二梯 12：40 ；選擇時間：           。 
                  用餐方式(1) 和菜 (2) 烤肉 (3) 便當 (4) 自備；選擇方式：             。  
  六、第三天早餐：用餐時間為 7:00～9:00；選擇時間為     :     。 
                  用餐方式(1)飛牛餐廳(2)西式餐盒；選擇方式：           。 
貳、請提供貴校於飛牛牧場場域內團康遊憩活動的規劃行程與活動地點。 
    地點：                      時間：     :     活動內容：                                                   
    地點：                      時間：     :     活動內容：                     
    地點：                      時間：     :     活動內容：                     
     
叁、請提供貴校活動行程規劃的盥洗時間、盥洗地點與營火場熄燈、開燈時間。 
    地點：教堂廣場盥洗時間：□22:00  □23:00；飛羊活動廣場盥洗時間：□22:00  □23:00 

地點：□教堂廣場     □飛羊活動廣場  熄燈時間：    ：   、開燈時間：    ：    ；

因須事先安排，恕當天無法提供臨時異動。 
肆、貴校營火場地為： 

□10000 元教堂廣場  □10000 元飛羊活動廣場  ；場地使用時間為：16：00~22：00 。 
伍、【露營團體】逢雨天時，建議採行雨天備案～租借使用室內場地。 
室內場地 租借價格 租借須知 租借室內場地使用說明   租借簽名：                  

體驗七教室 12000 元 第一順位 

飛飛教室 12000 元 第二順位 

服務中心 

會議室 
20000 元 第三順位 

1.計費方式:租借教室費用─營火場費用=須補差價。 

2.場地順序及租借使用時間由飛牛牧場統籌規劃。 

3.場地租借使用時，須於翌日 8 點前整理後歸還供營業服

務。 

4.場地租借使用時，須負場域內設施、財產保管責任；如

有任意毀損情節，須依採購價格賠償付費。 

                                                                                                                       2019/02/16 

 



 

 

 

2019 年飛牛牧場大專院校迎新 場地租借須知 
 

茲租借單位名稱：                       連絡人:           手機                承辦 

108 年  月  日~  月  日學校迎新活動，切結因專案活動依契約進入飛牛牧場有限公司所屬【飛牛牧場】園

區並完全遵守牧場相關規定如下:  

一、因本園區位於火炎山範圍內，邀請您們遵守下列租借須知： 

1.露營紮營區域:由行銷部依據預定量體編派(教堂廣場 160 人以上、飛羊活動廣場 120 人以上、)；若須指

定場地則另行酌收指定場地保留費 10000 元。 

2.紮營範圍:每頂帳篷 5M*4M，帳篷需自行搭設。 

3.為加速服務，紮營區內備有【帳篷睡袋集中區】供領取及歸還帳篷睡袋。領取時間為入園日上午 11:00；

歸還時間為離園日的上午 11:00 前。 

4.營區內遊客晚間 22:00 以後禁止喧嘩，及請停止您的活動並放低音量，以免影響別人的作息。 

5.營火活動時間 18:00~22:00；營火晚會活動請於 22：00 前結束，並注意營火安全，營火使用完畢後，須將

餘火完全熄滅並整理搭設現場，若發生意外或造成本場損失，確定責任歸屬後，由該單位須負責相關損失

之費用。 

6.營火服務提供薪材、火把 2 支、打火機 1 個及接電；電力為 110V30 安培及 220V30 安培；逾此電力須自備

發電機；請自行帶領活動。 

7.使用營火時間如須提供熄燈服務，請於行程前七天預約。 

8.營火場地使用若有變更，須於活動使用前一日 15：00 前與本牧場行銷單位取消確認；若營火薪材送抵現

場經確認簽認後，視同銀貨兩訖；雖未使用則仍不予以退費。 

9.因位於火炎山範圍內，請勿使用桶裝瓦斯、煤油、汽油、柴油、燃放炮竹、可燃性微性粉末、煙火及天燈。 

10.舞台搭設:教堂廣場朝東面或西面搭設；音響搭設:請面向東面；避免擾民，活動音量不宜過大；如造成 

   警察開單，需自行負責。 

11.舞台搭設、音響、代辦餐飲…等協力廠商入園，依本牧場“入園清潔費收費標準”收費。 

12.本牧場露營、烤肉區之水源均為地下水，不適合生飲使用；建議自備飲用水。 

13. 有攜帶寵物的遊客請務必為您的寵物加設鏈條。 

14. 不可任意攀折花卉、樹木及採擷水果。 

15. 園區內垃圾分可回收及不可回收(一般垃圾)二種。 

16. 烤肉區熄燈時間為 23:00；露營區熄燈時間為 23:00；路燈熄燈時間為 24:00。 

17. 露營熱水供應時間: 

   “烤肉區 A 區”公共浴廁：24hr熱水，有吹風機 2 支；請依預約時間前往盥洗。 

   “教堂.飛羊廣場區”公共浴廁：24hr 熱水，有吹風機 2 支；請依預約時間前往盥洗。 

18.本園區不提供外燴廠商進場；謝絕攤販、酗酒滋事、喧嘩擾人。 

19.本牧場為自然人經營，如因違反本牧場之規範、警告標誌，而發生意外及災害，肇事者須負完全責任；

嚴重者報警依法處理。牧場內未竣工之設施工地，請勿靠近、嬉戲。 

20.活動消費均以現金結帳，可於出團前一至二天將費用先行匯款，謝謝合作。 

21.緊急聯絡專線 037-782999 客服中心/晚間 22:00 後聯絡專線 037-783590 售票處。 

21.經預約後請預付訂金，以利場地保留優先權。 

21-1 A 專案:露營兩天一夜需付訂金方式:A‧100 人以下訂金收費 15000 元。 

21-1 A 專案:露營兩天一夜需付訂金方式:B‧100-150 人訂金收費 20000 元。 

21-1 A 專案:露營兩天一夜需付訂金方式:C‧150-200 人以上訂金收費 25000 元。 

21-2 B 專案:露營三天兩夜需付訂金方式:A‧100 人以下訂金收費 20000 元。 

21-2 B 專案:露營三天兩夜需付訂金方式:B‧100-150 人訂金收費 25000 元。 

21-2 B 專案:露營三天兩夜需付訂金方式:C‧150-200 人以上訂金收費 30000 元。 

  21-3 匯款資料如下:解款行：土地銀行通霄分行(銀行代號 005)  

            帳號：084-001-028-889  戶名：通霄休閒農場(股)公司 

 

旅客簽名:                              簽認回傳 037-782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