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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臺北科技大學產官學研菁英協會 

第四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會議紀錄 

一、時間： 2016.5.27(星期五)下午 6:30 

二、地點：台北喜來登飯店 B2 日廳(台北市忠孝東路一段 12 號) 

三、主席：詹世弘理事長                  記錄：林淑欣 

四、出席： 

（一）理事部分：（理事 15 人，出席 9人） 

   詹世弘、彭双浪、張宏嘉、嚴隆財、張水美、 

      黃國真、楊振通、白陽泉、楊映煌。 

（二）監事部分：（監事 3人，出席 2人） 

      陳輝俊、葉儀晧。 

（三）請假理事：葉寅夫、沈文振、林茂桂、李嘉華、徐明德、陳勝標。 

   （以上請假 6人） 

   請假監事：林文仲。（以上請假 1人） 

（四）督導理事長：蔡裕慶 

（五）秘書長：鄧道興。 

五、 主席致詞：(略) 

六、前次（2016.3.18)第四屆第三次理監事會議決議事項執行進度報告： 

(一)例會：分別於 3月 25 日、5月 20 日完成第二十六、二十七次例會活動。第

二十六次例會專題講座由工研院劉仲明院長，主講「工研院轉型昇級之路－結合

技術突破型與系統整合型創新」；第二十七次例會由美國自由基生物醫學會院士

劉燦榮博士，主講「新生物科技－氫氣醫學之理論根據及其在臨床及預防醫學上

的應用」。 

(二)簡報：於 3月 25 日例會上，由麻省理工學院媒體實驗室計畫林家樑研究員 

簡報介紹「MIT media lab」；於 5月 20 日例會上，由陳振傑資深顧問簡報介紹 

「北科工業 4.0 工業團隊」。 

(三)參訪：於 5月 6日順利完成企業參訪活動，當日分別拜訪位於新竹的三陽工 

業與友達光電兩家企業。 

(四) 前次理監事會議決議授權提名委員會推薦第五屆理事監事人選名單，故提 

名委員會於 5月 17 日進行會議，討論會務及理監事名單規畫等相關事務，與會 

者：詹理事長、姚顧問、蔡督導理事長、張副理事長、林副校長、鄧秘書長。 

主席裁示：洽悉（經詢全體出席理監事無異議） 

 

七、會務工作報告： 

(一)本會已於 3月 24 日將第三次理監事會議記錄(含 104 年度財務決算資料)報 

主管機關內政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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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拜訪：於 4月 26 日拜訪宜蘭副縣長吳澤成校友，並邀請吳副縣長蒞臨本會 

作專題講座。不過吳副縣長在衡量時間之後，仍回覆因公務過於繁忙而婉拒。當 

日拜訪的與會者：詹理事長及林副校長。 

(三)活動：邀請會員欣賞 5月 10 日於北科大中正館演出的蘭陽歌仔戲團之歌仔 

戲「錯配姻緣」節目。 

(四)105 年度財務方面： 

     1.截至 4月 30 日止，已繳納今年度常年會費者 58 人，約七成七會員已繳 

       費。今年度常年會費收入金額：147 萬元。新會員入會費收入金額： 

       7 萬 5 千元。 

    2.今年度截至 4月 30 日止，支出總額：56 萬 8892 元。 

主席裁示：洽悉（經詢全體出席理監事無異議） 

 

八、討論提案： 

第一案 

案由：106 年度工作計畫表、收支預算表及員工待遇表，提請討論。嗣後提報會 

      員大會審議。 

說明： 

一、茲草擬如下草案，敬請審議。 

(一)106 年度工作計畫表（附件一，第 5頁）。 

(二)106 年度活動計畫表（附件二，第 6-7 頁）。 

      (三)106 年度收支預算表（附件三，第 8-9 頁）。 

辦法：通過後提會員大會審議。 

決議：通過。 

 

第二案 

案由：第五屆理事監事名單推薦與討論。 

說明： 

一、按本會章程第十五條，設置理事 15 人、監事 3人；候補理事 3人，候補

監事 1人。 

二、按本會章程第二十條變更後，第五屆理事、監事任期兩年（2016 年 9 月

至 2018 年 9 月），連選得連任。理事長任期兩年，不得連任。 

三、提名委員會依據如下事項： 

（一）每屆理事監事異動比例不低於四分之一，異動三分之一為目標。 

   （二）當屆卸任理事長轉聘為督導理事長，當屆卸任理監事轉聘為名譽理 

   事，其聘期與理事監事之任期同。 

提名委員會並於5月17日會議討論理監事推薦名單如附件四(第10頁)。 

四、全體會員名冊請參閱附件五(第 11-14 頁)。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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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海外觀摩-伊朗行程規劃與討論。 

說明： 

 一、分別請星球旅行社、百宬旅行社、佳繽旅行社規劃伊朗行程並報價。 

 二、附件六(第 15-25 頁)為星球旅行社所提供的 9日、10 日行程規劃與報價。 

 三、附件七(第 26-29 頁)為佳繽旅行社所提供的 9日行程規劃與報價。 

決議： 

一、由蔡裕慶、黃國真共同規劃擬定行程，再提供給會員參考。 

二、出發時間以跨兩個週休為優先，初步規劃時程為 9/30（五）-10/9（日）。 

三、以搭程阿酋航空為優先。 

 

第四案 

案由：本會例會紙本會訊形式、內容之討論。 

說明： 

一、本會例會紙本會訊隨例會活動於單月出版，二個月一期，每期四個版面， 

內容包含本會各項活動、會議、各項動態、與北科大產學互動、與校友會

交流等。如專題講座、例會活動花絮、理監事會議、內部會議、會員生日

祝賀、新入會員介紹、各式參訪與拜訪交流等等。 

二、有會員建議增加版面，增添內容的多樣性，如增加會員投稿分享、會員花 

絮等等。 

三、紙本會訊屬會內刊物，僅在拜訪或交流時，作為介紹本會的參考文宣。 

四、本會除了例會紙本會訊，尚有年度會員大會手冊，菁英會網站及電子報，

保存記錄本會從創設發展至今的各項活動圖文資料。 

五、請參閱實體紙本會訊 ：A4 x 2 頁 x 雙面，設計費 4800 元，印刷費 2400

元。增加版面報價如下：A4 x 3 頁 x 雙面，設計費 7800 元，印刷費 6000

元。已上報價均未稅，均印刷 500 份。 

決議： 

一、維持現狀，不增加版面。但調整內容，如邀請會員投稿分享，並增加刊 

物的即時性與預告性，讓會員可預留時間參與會務活動。 

二、增版方向以數位化、電子化為主，例如製作手機版的會訊。 

三、現階段可先將會訊以 email 方式主動發送給會員。 

 

第五案 

案由：澳亞衛視提案製「菁英會」節目。 

說明： 

一、澳亞衛視製作人黃佩珊小姐曾任本會秘書，故提合作計畫。 

1.製作關於菁英會的節目，內容為：介紹菁英會活動、專訪菁英會成員、

為會員製作企業簡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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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單純廣告宣傳方式。 

二、錄製一集 24 分鐘節目，費用新台幣 25 萬元；單機拍攝 4小時新台幣 40

萬元(不含交通食宿費用)。 

三、詳細提案內容請參閱附件七(第 30-34 頁)。 

決議： 

一、本會不需要此類合作提案。 

二、本案可保留給有需要的會員獨立運用。 

 

十、臨時動議  

  無。 

 

十一、散會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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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社團法人臺灣臺北科技大學產官學研菁英協會 

106 年度工作計畫表 

壹、會務 預定進度 承辦單位 

一 召開會員大會 9 月 秘書室 

二 每一季召開理、監事會議 3、6、9、12 月 秘書室 

三 舉辦會員聯誼例會暨專題演講 1、3、5、7、9、11 月 秘書室 

四 舉辦會員聯誼高爾夫球敘 擇期辦理 秘書室 

五 發行菁英會電子報、活動折頁文宣 單月發行 秘書室 

六 網站管理與維護 每日 秘書室 

七 發行年度會刊 9 月 秘書室 

八 編造各類報表 5～6月（預算） 

01～2 月(決算) 

秘書室 

貳、業務 預定進度 承辦單位 

一 辦理標竿企業參訪觀摩 每年 1-2 次並擇期辦理 聯誼委員會 

二 舉辦各項研討會、座談會或論壇 擇期辦理 產學委員會 

協進委員會 

三 會員與北科大產學研合作 擇期辦理 產學委員會 

協進委員會 

四 國際暨海峽兩岸交流互訪 擇期辦理 聯誼委員會 

五 針對重大議題舉辦相關論壇 

會員家庭日聯誼活動 

擇期辦理 產學/協進 

聯誼委員會 

參、財務 預定進度 承辦單位 

一 編製下年度歲入歲出預算 5-6 月 秘書室 

二 編製每月財務報表 01-12 月 秘書室 

三 編製財產清冊 01～2 月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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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社團法人臺灣臺北科技大學產官學研菁英協會 

106 年度活動計畫表(一) 

月份 日期 
會員大會 理監事會 例會 聯誼委員會 產學研委員會

主委： 主委： 主委： 主委： 主委： 

一月 

 12/31(六)-1/2(一)

元旦 
       

          

1/20(五)     

第 31 次聯誼會- 

喜來登 17F 請客樓

億瑞廳 

   

1/27(五)-2/1(三)  

農曆春節 
        

二月 

           

            

           

2/25(六)-28(二) 

二二八連假 
          

三月 

           

           

 3/24(五)    第三次理監事會 
第 32 次聯誼會- 

喜來登 1F 清翫廳 
   

           

四月 

4/1(六)-5(三) 

清明  
         

            

            

五月 

 5/1(一)勞動           

            

 5/19(五)     
第 33 次聯誼會- 

喜來登 1F 清翫廳 
    

 5/27(六)-30(二)

端午 
          

六月 

           

 6/16(五)   第四次理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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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社團法人臺灣臺北科技大學產官學研菁英協會 

106 年度活動計畫表(二) 

月份 日期 
會員大會 理監事會 例會 聯誼委員會 產學研委員會 

主委： 主委： 主委： 主委： 主委： 

七月 

         

          

7/21(五)     

第 34 次聯誼會 

喜來登 17F 請客樓

億瑞廳 

   

         

八月 

           

           

           

           

九月 

          

          

9/22(五)  會員大會  第一次理監事會 

第 35 次聯誼會 

喜來登 17F 請客樓

億瑞廳 

   

          

十月 

10/4(三)中秋          

10/7(六)-10(二) 

國慶連假 
          

           

           

十一月 

           

           

11/24(五)     第 36 次聯誼會     

           

十二月 

           

            

12/22(五)    第二次理監事會      

註：理監事會議時間將視實際需求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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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社團法人臺灣臺北科技大學產官學研菁英協會 

106 年度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6 年 1 月 1日至 106 年 12 月 31 日止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預算數 說明 

款 項 目 名稱  

1   收入總額 

 

1,615,000  

 1  會員入會費收入 90,000 106 年度預計招收企業新會員 3位 

30,000 元 X 3 位 = 90,000 元 

 2  會員常年會費收入 1,500,000 1. 新會員 3 位： 

30,000 元 X 3 位 = 90,000 元 

2. 舊會員(企業類)58 位，繳費率 7成 

30,000 元 X 40 位 = 1,200,000 元 

3. 舊會員(學者公部門)21 位，繳費率 7 成 

15,000 X 14 位 = 210,000 元 

 3  利息收入 25,000 低利率時代。250 萬元未指定用途基金定存孳息

2   支出總額 

 

1,518,000  

 1  事務費用 41,500  

  1 文具印刷 5,000 辦公文具影印紙等 

  2 郵電費 15,000 郵寄、電話、手機、傳真費等 

  3 各項折舊 10,000 數位相機、手機、筆電及投影機等資產攤提折舊

  4 書報雜誌 500  

  5 手續費 1,000 匯費等 

  6 雜項支出 10,000 其他事務費用、碳粉匣耗材等 

 2  人事費用 705,000  

  1 員工薪資 610,000 員薪、例會工讀生、年終 

  2 保險費 62,000 勞健保、旅平險 

  3 退休金費用 33,000  

 3  目的事業支出 770,000  

  1 業務推展聯誼活動費 500,000 會員大會、例會活動等 

  2 交通費 5,000  

  3 會議餐費 95,000 理監事會議、內部會議、委員會會議茶點餐費 

  4 慶弔費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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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文具印刷費 110,000 例會 DM 折頁、會刊設計及印刷費 

  6 其他業務費用 50,000 相關活動支出：講者謝禮、拜訪回禮等 

 4  提撥基金 1,500 年度結餘提撥金額 

 

3 

   

本期餘絀 97,000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秘書長：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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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第五屆理事監事推薦名單 

任期 2016 年 9 月至 2018 年 9 月 

理事 張宏嘉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理事 嚴隆財 美琪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理事 沈文振 拓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理事 葉寅夫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理事 陳勝標 先鋒材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理事 徐明德 威邦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理事 張水美 喬訊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理事 黃國真 冠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理事 林茂桂 群光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理事 楊映煌 台塑海運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理事 楊振通 亞力電機集團總裁 

理事 葉儀晧 義隆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理事-NEW 王小瀋 弘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理事-NEW 張孫堆 三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理事-NEW 林寶彰 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監事 林文仲 力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監事 陳輝俊 元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監事-NEW 李海清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執行長 

 

第五屆名譽理事名單 

任期 2016 年 9 月至 2018 年 9 月 

督導理事長-NEW 詹世弘 元智大學聘教授暨遠東能源講座教授 

名譽理事-NEW 蔡裕慶 車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名譽理事-NEW 彭双浪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名譽理事-NEW 李嘉華 動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名譽理事-NEW 白陽泉 尚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名譽理事 林啟瑞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副校長 

名譽理事 洪三平 欽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名譽理事 洪炳雄 台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名譽理事 林俊慧 財團法人先驅科技基金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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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會員名冊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職務 

1 
詹世弘 前元智大學校長、特聘教授暨遠東能源講座教授 

2 姚立德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校長 

3 蔡裕慶 車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 
王小瀋 弘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 林啟瑞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副校長 

6 葉寅夫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7 嚴隆財 美琪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8 洪三平 欽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9 張宏嘉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0 徐明德 威邦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11 李嘉華  動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2 沈文振 拓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3 洪炳雄 台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4 張水美 喬訊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5 白陽泉 尚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6 黃國真 冠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7 林俊慧 財團法人先驅科技基金會董事 

18 林文仲 力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19 楊振通 亞力電機集團總裁 

20 盧起箴 世界台灣商會聯合總會名譽總會長 

21 蔡  堆 前交通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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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李全教 台南市議會議長 

23 王世雄 台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4 陳勝標 先鋒材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5 梁進利 聖暉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6 張慶忠 前立法委員 

27 李義發 承德油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8 周錦惠 臺北科大校友會會館管理委員會榮譽主委 

29 陳本源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0 郭治華 志鋼金屬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31 彭炳進 財團法人馨園文教基金會董事長 

32 羅光孏 經濟部礦務局東區辦事處主任 

33 
王瑞材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暨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榮譽教授 

34 周文東 聚隆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5 陳輝俊 元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6 許中南 茂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7 林俊宏 聯合技術產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38 
溫振鎰 臺北科大新竹校友會創會長、終生顧問 

39 李明玲 益亞實業有限公司 (TWN)董事長 

40 楊崑山 SGS 臺灣區總裁暨 SGS Group 東亞區營運長 

41 簡茂男 信華毛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2 賴克富 前臺北市礦業技師公會 理事長 

43 李克明 元大創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4 林銘仁 鈺璽光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45 蔡仁惠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前設計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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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朱其龍 臺北智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7 吳尚清 南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8 劉旺政 交通部鐵工局主任 

49 
曾國華 群光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50 張孫堆 三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1 莊才晉 福盈科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2 李海清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執行長 

53 曾炳榮 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4 楊岳虎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5 洪明清 永磁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6 鄭凱倫 凱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7 童子賢 和碩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8 黃建德 惠亞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9 張文瀚 財團法人馬偕紀念醫院總院副院長 

60 吳裕慶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榮譽教授 

61 郭明棟 景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62 金慶柏 公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總經理 

63 彭双浪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64 林孝信 中興保全集團董事長 

65 高銘傳 新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理 

66 張育銘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充電及微網事業處總經理

67 范書愷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管理學院工業工程與管理系教授 

68 林茂桂 群光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69 楊映煌 台塑海運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70 賴炎生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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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沈柏延 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72 林寶彰 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73 黃木添 行政院政務顧問 

74 馬景鵬 光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75 葉儀晧 義隆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76 邱紹禎 綠點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77 鄒明仁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78 黃棟騰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79 陳治豪 財團法人馬偕紀念醫院胸腔外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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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926 伊朗文化學術參訪之旅 9 日

 
預訂出團時間:  

2016/9/26 (星期一) - 2016/10/4  (星期二) 

 

團費：新台幣每位 122,000.-  

包含機票、全程稅金、全程導遊、領隊、司機、助理小費 

 

【參考航班】： 

第 1 天 EK367 23：30/04：15+1 台 北／杜拜 阿酋航空 

第 2 天 EK971 07：45/09：25    杜拜／德黑蘭 阿酋航空 

第 8 天 EK978 21：20/00：15+1 德黑蘭／杜拜 阿酋航空 

第 9 天 EK366 03：40/16：20   杜拜／台 北 阿酋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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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台北/杜拜/德黑蘭 (9/26 星期一)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前往杜拜轉機，於隔天飛抵伊朗首都─德黑蘭。 

「伊朗是個文明古國，從與希臘三次大戰的波斯帝國，到與漢代張騫出使西域的安息，指的都是

這塊高原之地；這兒也是絲路必經樞紐，古今不知凡幾的駱駝商隊東移西走，造就了東西文化的

交流與物品貿易；而如今它是西方世界的眼中釘，依舊左右著世也信奉伊斯蘭教，但屬於什葉派，

並非佔多數的遜尼派。種族上不是阿拉伯人，而是波斯人，其傳世的建築工藝深遠影響阿拉伯世

界，許多的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讓人眼花撩亂，也讓行程豐富不已。」 

早餐： X 午餐：X  晚餐：X 

住宿：機上 

 

第 2 天 德黑蘭 全日觀光(9/27 星期二) 

上午抵達德黑蘭，順道參觀德黑蘭著名的地標▲「自由紀念碑」，是巴勒維國王為慶祝伊朗（自

阿契美尼波斯）建國 2,500 年，以薩珊風格樹立的紀念碑，為伊朗在人類的歷史中留下紀念。 

參觀★「薩德阿巴德王宮建築群」。位於德黑蘭北部的山丘上，空氣新鮮，環境優美，佔地面積

400 公頃，其中約有 180 公頃為森林、花園、草坪。薩德阿巴德王宮建築群共有 14 座宮殿，

每一座宮殿都富麗堂皇、設備齊全，有游泳池、花園、體育場等。原來的主人都是巴勒維王朝的

皇親貴族。伊斯蘭革命時，國王倉皇出走，薩德阿巴德王宮被指定為博物館，以展示國王奢侈的

生活。在薩德阿巴德王宮建築群中，以白宮最有名，建於 1931 年，歷時八年完工。宮殿頂部

優美獨特，地上鋪著精美的波斯地毯，無論是建造設計還是室內裝飾都體現了伊朗建築藝術的精



17 
 

華。白宮曾是巴勒維國王的辦公室和夏宮，設有寢室、餐廳、禮賓廳等，其中禮賓廳的裝飾和擺

設均為歐洲風情，如沙發為路易十三至十六世時代的風格、瓷器產自法國、銅雕為義大利製造，

還有許多歐洲名畫和中國裝飾品。傍晚參觀德黑蘭市集。 

學術團：下午參訪 Sharif 理工大學。 

早餐：機上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五星 LALEH HOTEL 或 ESTEGHLAL Hotel 或同級 

 

第 3 天 德黑蘭 (9/28 星期三)  

參訪團：德黑蘭-商工礦會-午餐-參訪德黑蘭工廠 

學術團：參訪德黑蘭大學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五星 LALEH HOTEL 或 ESTEGHLAL Hotel 或同級 

 

第 4 天 德黑蘭 (9/29 星期四)  

參觀原名考古博物館的★「國家博物館」，館藏以史前時代、阿契梅尼王朝和薩珊王朝時代的出

土文物為主，其中包括出土於卡山希雅克丘西、西元前 11-16 世紀的陶器和出土於裏海和亞塞

拜然的紅陶製品、羅雷斯坦的銅器、精美的大金杯（西元前 8 世紀），西元前 10 世紀的帶翼

公羊漢、摩拉比法典的複製品（原件出土於蘇薩，現存於羅浮宮）。另有大量阿契美尼時期的出

土文物如琺瑯亮漆磚製的門牆框鑲板、公牛柱頭、以古波斯文、巴比倫文和埃蘭文三種文字鐫刻

附有皇室裝飾的金盤、鑲嵌工藝、錢幣、珠寶和日常家庭用品等。安排參觀◆「伊朗國家珠寶珍

藏 Treasury of the National Jewels」。位於伊朗中央銀行戒備森嚴的地下室，不得攝錄與拍

照。鎮館珍藏是 1869 年的地球儀，使用了 35 公斤的黃金與五萬顆以上的寶石，以寶石的種

類來區分海洋、陸地與國家，地球儀直徑 45 公分，高 110 公分，可謂金碧輝煌。182 克拉

的巨鑽「光海」，呈玫瑰色，極為稀有，也是鎮館之寶。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五星 LALEH HOTEL 或 ESTEGHLAL Hotel 或同級 

 

 

第 5 天 德黑蘭─卡山─阿彼雅尼─ 伊斯法罕 (9/30 星期五) 

今日前往古城▲卡山，參觀★「芬園」，是阿巴斯大帝時代起建的波斯式花園，佔地 2.3 公頃，

花木扶疏，流水潺潺，已被伊朗列入世界遺產預備名單並申報中。 

參觀卡山聞名的大豪宅 ★「波魯杰蒂宅邸」，氣派宏偉，精雕細琢，擁有三座高 40 公尺的風

塔，是傳統波斯建築的經典之作。 

卡山是一個綠洲城市，歷史悠久可追溯至埃蘭時期，是史前時代的幾個文明中心之一，7,000 年

前的的★「希雅克塔廟遺址」証明了這一點，甚至有一說聖經中紀載的東方三賢士也來自卡山。

現在的卡山則以地毯及紡織業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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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前往卡山附近著名的▲「阿彼雅尼」。小村依山而建，與世隔絕，走入這個山城，幾乎以為

是另一個國家。阿彼雅尼有「水之村」的意思，村內有清涼的小水道貫穿；四通八達的泥房山徑，

竟然還有空間引入山谷來的涼風，另外村民們販買附近種植的甜梨、蘋果，是個和諧的風水好地。

這裏有些村民不會說法斯語，只會說傳統的方言。女人戴花頭巾、男人則穿黑色裙褲，都與其他

地區截然不同。續前往伊斯法罕。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五星 KOSAR Hotel 或同級 

 

第 6 天 伊斯法罕 (10/01 星期六) 

參訪團：伊斯法罕-商工礦農會-午餐-參訪伊斯法罕工廠 

學術團：參訪伊斯法罕大學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五星 KOWSR HOTEL 或同級 

 

第 7 天 伊斯法罕 全日觀光 (10/02 星期日) 

一個城市，有條河流蜿蜒其中，就如同為這個城市畫上了柔美的線條，像巴黎、布拉格、布達佩

斯等，因著查揚德河流經的伊斯法罕城也是如此。伊斯法罕是伊朗中部第一大城，位在海拔 1575

公尺的伊朗高原，四季分明，也是伊朗歷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建城超過 1500 年，擁有超過 

200 萬的居民。 

▲「Khaju Bridge 哈糾橋」以及建於阿巴斯國王時期，因有 33 個橋孔而得名的▲「Sio-se-pol 

卅三拱橋」，是查揚德河上最具特色的建築。「Esfahan is half the world 伊斯法罕為世界之半」，

到了這裡就看盡半個世界。伊斯法罕是伊朗的第二大城，要歸功於西元 1578-1629 年在位的

薩法維王朝阿巴斯一世（Shah Abbas I），他將首都遷至伊斯法罕，在此興建許多令人讚歎的

壯麗建築和景觀；由於對他的尊崇，什葉派在伊斯蘭世界的地位趨於穩固；感激之餘，什葉派宣

稱薩法維家族繼承穆罕默德的道統，阿巴斯大帝則興建壯觀美麗的伊瑪目清真寺回報。 

▲世界遺產「伊瑪目廣場」舊稱國王廣場，是規模僅次於北京天安門的長方形大廣場，由阿巴斯

一世在 1612 年興建，長 510 公尺，寬 165 公尺，四周都是迴廊，內有各式商店。廣場中

央有長長的噴水池與波斯式四分花園。北邊則是綿延三公里的市集。 

★｢阿歷喀普宮｣是一棟六層樓有陽台的方形建築，建於 17 世紀初，是薩法維王朝的君主接見

外國使節的地方。宮殿為磚石結構，踩著飾有拼花彩磚的石階來到三樓覲見室外的陽台，是俯瞰

伊斯法罕市容的好所在，廣場週邊的伊瑪目清真寺、柔特菲拉清真寺等盡入眼底。 

★「伊瑪目清真寺」又稱「藍色清真寺」或「國王清真寺」，也是阿巴斯一世的建樹之一，擁有

四座宣禮塔，是一個波斯化的伊斯蘭建築。華麗的寺院在廣場的南側，入口的牆面及繁複三角拱

構成的頂部，都貼滿深藍色調的彩釉磚花樣。鍍銀的大門經過三百多年的歲月已變成黑色，鑄刻

有花體波斯文詩句。 

★「四十柱廳」座落在昔日的皇家園林內，由阿巴斯一世及二世修建，用以款待各國貴賓。在入

口處，映入眼中的是一片大水池，長 110 公尺、寬 16 公尺，池畔有雕像妝點，據說四十柱

廳前的屋頂是由 20 根筆直的木柱支撐著，加上水池中的倒影，共有四十根柱子，所以稱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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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柱廳。在伊朗，四十象徵尊敬、讚美之意。 

之後參觀 2012 年列名世界遺產，最古老的★「星期五清真寺」 ，這是伊斯法罕最具歷史的建

築。始建於 10 世紀的塞爾柱時期，踵繼的伊兒汗蒙古、帖木兒及薩法維時期都有所增飾或修

建，所以在此可看到不同時期的風格。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五星 KOWSR HOTEL 或同級 

 

 

第 8 天 伊斯法罕/德黑蘭/杜拜 (10/03 星期一) 

今日搭乘國內班機返回德黑蘭，參觀★格列斯坦王宮 Golestan Palace 位於德黑蘭市中心，又

稱玫瑰宮。格列斯坦王宮建築風格獨特，堪稱伊朗建築的精華，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明鏡殿、大理

石殿、鑽石宮、通風樓等。明鏡殿堪稱伊朗建築精華中的精華，宮殿內的圓形頂部和四周牆壁都

用小塊鏡子鑲嵌，輝映四壁，猶如置身於水晶宮，令人眼花繚亂。王宮由七棟建築組成，分別圍

繞在一個中心花園的四周。這是德黑蘭最古老的建築，建立於 16 世紀，18 世紀以後成為王家

生活的地方。2013 年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接著參觀★何梅尼陵寢。魯霍拉．穆薩維．何

梅尼是伊朗什葉派宗教學者，被許多什葉派穆斯林視為精神領袖。他是 1979 年伊朗革命的政

治和精神領袖，從推翻巴勒維開始擔任伊朗的最高精神領袖直到 1989 年去世。何梅尼被許多

人認為是 20 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結束行程後前往機場搭機回國。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機場簡餐 

住宿：機上 

 

第 9 天 杜拜/ 台灣桃園機場 (10/04 星期二) 

由於時差之故，班機於今日抵達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相信您對伊朗已有完全不同的解釋，那些純

真的笑容與古波斯帝國的風華想必已深植您心！結束令人懷念的伊朗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特別說明： 

伊朗團在台灣市場上是屬於剛起步行程，因其國家保守又屬強人領導型態的國家，再加上連年的

經濟封鎖政策，物資缺乏，所以有其封閉性，旅遊品質穩定性並不如其他先進國家，當然我們一

直努力也希望我們的產品能更臻完美，若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您的寬心與諒解。 

※伊朗旅遊安排由於航班、路程等變數極多，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行程得以行

前說明會 

簽證說明:  

★★★ 伊朗團體簽證(落地簽)所需資料 ★★★ 

1.護照掃描(效期需 9 個月以上、本人親自簽名，不得塗改)。2.身分證影本。 

3.基本資料：公司名稱、職稱、公司電話、公司地址、住家電話、住家地址 

4.工作天約 15 天 (請預留審件天數 2-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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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文化學參訪之旅 10 日 

 
預訂出團時間:  

2016/9/26 (星期一) - 2016/10/5 (星期三) 

 

團費：新台幣每位 131,000.-  

包含機票、全程稅金、全程導遊、領隊、司機、助理小費 

【參考航班】： 

第 1 天 EK367 23：30/04：15+1 台 北／杜拜 阿酋航空 

第 2 天 EK971 07：45/09：25    杜拜／德黑蘭 阿酋航空 

第 8 天 EK978 21：20/00：15+1 德黑蘭／杜拜 阿酋航空 

第 9 天 EK366 03：40/16：20   杜拜／台 北 阿酋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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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台北/杜拜/德黑蘭 (9/26 星期一)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前往杜拜轉機，於隔天飛抵伊朗首都─德黑蘭。 

「伊朗是個文明古國，從與希臘三次大戰的波斯帝國，到與漢代張騫出使西域的安息，指的都是

這塊高原之地；這兒也是絲路必經樞紐，古今不知凡幾的駱駝商隊東移西走，造就了東西文化的

交流與物品貿易；而如今它是西方世界的眼中釘，依舊左右著世也信奉伊斯蘭教，但屬於什葉派，

並非佔多數的遜尼派。種族上不是阿拉伯人，而是波斯人，其傳世的建築工藝深遠影響阿拉伯世

界，許多的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讓人眼花撩亂，也讓行程豐富不已。」 

早餐： X 午餐：X  晚餐：X 

住宿：機上 

 

第 2 天 德黑蘭 全日觀光(9/27 星期二) 

上午抵達德黑蘭，順道參觀德黑蘭著名的地標▲「自由紀念碑」，是巴勒維國王為慶祝伊朗（自

阿契美尼波斯）建國 2,500 年，以薩珊風格樹立的紀念碑，為伊朗在人類的歷史中留下紀念。 

參觀★「薩德阿巴德王宮建築群」。位於德黑蘭北部的山丘上，空氣新鮮，環境優美，佔地面積

400 公頃，其中約有 180 公頃為森林、花園、草坪。薩德阿巴德王宮建築群共有 14 座宮殿，

每一座宮殿都富麗堂皇、設備齊全，有游泳池、花園、體育場等。原來的主人都是巴勒維王朝的

皇親貴族。伊斯蘭革命時，國王倉皇出走，薩德阿巴德王宮被指定為博物館，以展示國王奢侈的

生活。在薩德阿巴德王宮建築群中，以白宮最有名，建於 1931 年，歷時八年完工。宮殿頂部

優美獨特，地上鋪著精美的波斯地毯，無論是建造設計還是室內裝飾都體現了伊朗建築藝術的精



22 
 

華。白宮曾是巴勒維國王的辦公室和夏宮，設有寢室、餐廳、禮賓廳等，其中禮賓廳的裝飾和擺

設均為歐洲風情，如沙發為路易十三至十六世時代的風格、瓷器產自法國、銅雕為義大利製造，

還有許多歐洲名畫和中國裝飾品。傍晚參觀德黑蘭市集。 

學術團：下午參訪 Sharif 理工大學。 

早餐：機上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五星 LALEH HOTEL 或 ESTEGHLAL Hotel 或同級 

 

第 3 天 德黑蘭(9/28 星期三)   

參訪團：德黑蘭-商工礦會-午餐-參訪德黑蘭工廠 

學術團：參訪德黑蘭大學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五星 LALEH HOTEL 或 ESTEGHLAL Hotel 或同級 

 

第 4 天 德黑蘭(9/29 星期四)   

參觀原名考古博物館的★「國家博物館」，館藏以史前時代、阿契梅尼王朝和薩珊王朝時代的出

土文物為主，其中包括出土於卡山希雅克丘西、西元前 11-16 世紀的陶器和出土於裏海和亞塞

拜然的紅陶製品、羅雷斯坦的銅器、精美的大金杯（西元前 8 世紀），西元前 10 世紀的帶翼

公羊漢、摩拉比法典的複製品（原件出土於蘇薩，現存於羅浮宮）。另有大量阿契美尼時期的出

土文物如琺瑯亮漆磚製的門牆框鑲板、公牛柱頭、以古波斯文、巴比倫文和埃蘭文三種文字鐫刻

附有皇室裝飾的金盤、鑲嵌工藝、錢幣、珠寶和日常家庭用品等。參觀★格列斯坦王宮 Golestan 

Palace 位於德黑蘭市中心，又稱玫瑰宮。格列斯坦王宮建築風格獨特，堪稱伊朗建築的精華，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明鏡殿、大理石殿、鑽石宮、通風樓等。明鏡殿堪稱伊朗建築精華中的精華，

宮殿內的圓形頂部和四周牆壁都用小塊鏡子鑲嵌，輝映四壁，猶如置身於水晶宮，令人眼花繚亂。

王宮由七棟建築組成，分別圍繞在一個中心花園的四周。這是德黑蘭最古老的建築，建立於 16

世紀，18 世紀以後成為王家生活的地方。2013 年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下午安排參觀◆

「伊朗國家珠寶珍藏 Treasury of the National Jewels」。位於伊朗中央銀行戒備森嚴的地下

室，不得攝錄與拍照。鎮館珍藏是 1869 年的地球儀，使用了 35 公斤的黃金與五萬顆以上的

寶石，以寶石的種類來區分海洋、陸地與國家，地球儀直徑 45 公分，高 110 公分，可謂金碧

輝煌。182 克拉的巨鑽「光海」，呈玫瑰色，極為稀有，也是鎮館之寶。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五星 LALEH HOTEL 或 ESTEGHLAL Hotel 或同級 

 

第 5 天 德黑蘭─卡山─ 伊斯法罕(9/30 星期五) 

今日前往古城▲卡山，參觀★「芬園」，是阿巴斯大帝時代起建的波斯式花園，佔地 2.3 公頃，

花木扶疏，流水潺潺，已被伊朗列入世界遺產預備名單並申報中。 

參觀卡山聞名的大豪宅 ★「波魯杰蒂宅邸」，氣派宏偉，精雕細琢，擁有三座高 40 公尺的風

塔，是傳統波斯建築的經典之作。續前往伊斯法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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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五星 KOSAR Hotel 或同級 

 

第 6 天 伊斯法罕(10/01 星期六) 

參訪團：伊斯法罕-商工礦農會-午餐-參訪伊斯法罕工廠 

學術團：參訪伊斯法罕大學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五星 KOWSR HOTEL 或同級 

 

第 7 天 伊斯法罕 全日觀光 (10/02 星期日) 

一個城市，有條河流蜿蜒其中，就如同為這個城市畫上了柔美的線條，像巴黎、布拉格、布達佩

斯等，因著查揚德河流經的伊斯法罕城也是如此。伊斯法罕是伊朗中部第一大城，位在海拔 1575

公尺的伊朗高原，四季分明，也是伊朗歷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建城超過 1500 年，擁有超過 

200 萬的居民。 

▲「Khaju Bridge 哈糾橋」以及建於阿巴斯國王時期，因有 33 個橋孔而得名的▲「Sio-se-pol 

卅三拱橋」，是查揚德河上最具特色的建築。「Esfahan is half the world 伊斯法罕為世界之半」，

到了這裡就看盡半個世界。伊斯法罕是伊朗的第二大城，要歸功於西元 1578-1629 年在位的

薩法維王朝阿巴斯一世（Shah Abbas I），他將首都遷至伊斯法罕，在此興建許多令人讚歎的

壯麗建築和景觀；由於對他的尊崇，什葉派在伊斯蘭世界的地位趨於穩固；感激之餘，什葉派宣

稱薩法維家族繼承穆罕默德的道統，阿巴斯大帝則興建壯觀美麗的伊瑪目清真寺回報。 

▲世界遺產「伊瑪目廣場」舊稱國王廣場，是規模僅次於北京天安門的長方形大廣場，由阿巴斯

一世在 1612 年興建，長 510 公尺，寬 165 公尺，四周都是迴廊，內有各式商店。廣場中

央有長長的噴水池與波斯式四分花園。北邊則是綿延三公里的市集。 

★｢阿歷喀普宮｣是一棟六層樓有陽台的方形建築，建於 17 世紀初，是薩法維王朝的君主接見

外國使節的地方。宮殿為磚石結構，踩著飾有拼花彩磚的石階來到三樓覲見室外的陽台，是俯瞰

伊斯法罕市容的好所在，廣場週邊的伊瑪目清真寺、柔特菲拉清真寺等盡入眼底。 

★「伊瑪目清真寺」又稱「藍色清真寺」或「國王清真寺」，也是阿巴斯一世的建樹之一，擁有

四座宣禮塔，是一個波斯化的伊斯蘭建築。華麗的寺院在廣場的南側，入口的牆面及繁複三角拱

構成的頂部，都貼滿深藍色調的彩釉磚花樣。鍍銀的大門經過三百多年的歲月已變成黑色，鑄刻

有花體波斯文詩句。 

★「四十柱廳」座落在昔日的皇家園林內，由阿巴斯一世及二世修建，用以款待各國貴賓。在入

口處，映入眼中的是一片大水池，長 110 公尺、寬 16 公尺，池畔有雕像妝點，據說四十柱

廳前的屋頂是由 20 根筆直的木柱支撐著，加上水池中的倒影，共有四十根柱子，所以稱之四

十柱廳。在伊朗，四十象徵尊敬、讚美之意。 

之後參觀 2012 年列名世界遺產，最古老的★「星期五清真寺」 ，這是伊斯法罕最具歷史的建

築。始建於 10 世紀的塞爾柱時期，踵繼的伊兒汗蒙古、帖木兒及薩法維時期都有所增飾或修

建，所以在此可看到不同時期的風格。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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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五星 KOWSR HOTEL 或同級 

 

第 8 天 伊斯法罕─色拉子【波斯波利斯、納格謝‧洛斯達姆】(行車時間約 5 小時) 

(10/03 星期一) 

今日前往法斯省的省會，有著「詩與玫瑰之城」雅號的色拉子。法斯省是波斯帝國的發源地，法

斯語 Farsi 也正是現代的伊朗國語。色拉子曾為 18 世紀贊德王朝首都，是伊朗的文化藝術之

都、花園之都，擁有全國最好的色拉子大學，其醫學院舉世聞名。從 2500 年前的阿契美尼到

1400 年前的薩珊王朝，波斯伊朗建立了偉大的帝國，深深影響了從中國西域，北印度到小亞

細亞這一片廣茅區域的人類文明、語言與生活。參觀大流士於西元前 515 年始建的都城★「波

斯波利斯」，耗費整整兩世紀才完成，其名稱正有「波斯城」之意，早在 1979 年就列名了世

界遺產。大流士一世統治時期的波斯帝國處於全盛時期，當他決定在乾旱的法斯平原上建都時，

就決定建一座與帝國實力相稱的城市。波斯波利斯建於西元前 515 年，其宏偉壯觀的宮殿遺跡

群建於半人工半天然之基台上，而靈感則源自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從大流士一世開始，三代為

建新都全力以赴，使波斯波利斯最終成為這一中央集權國家的具體化身，對了解古波斯帝國而言

非常具研究價值。 

★「納格謝‧洛斯達姆」，此遺址是阿契美尼諸王的陵墓，包括大流士一世、二世，薛西斯及阿

塔薛西斯等四王之墓穴以及薩珊時期的浮雕。在岩壁鑿出的陵墓立面非常壯觀，遠處觀之不似人

間之物，每一座陵墓高約 30 公尺、寬約 15 公尺，飾有著名的波斯石柱及牛身柱頭等。在陵

墓下方則有日後薩珊諸王的英雄史蹟。洛斯達姆是傳說中的波斯英雄，納格謝‧洛斯達姆一名使

用不到二個世紀，意為「英雄圖像」。此外尚有一座高約 14 公尺，至今仍未能證實其用途的

瑣羅亞斯德教卡巴，有曰其為日晷、或拜火聖殿、或大流士老父之墓等等，是伊朗最重要的歷史

性建築之一。▲色拉子「可蘭門」，這是指刻有可蘭經文的古城鎮入口的大門。門上奉有一部可

蘭經，遠行的遊子離家時經過可蘭門下可以獲得阿拉的庇祐。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五星 Chamran Hotel 或同級 

 

第 9 天 色拉子 /德黑蘭/杜拜 (10/04 星期二) 

參觀詩人★「薩伊迪墓園」。薩伊迪不但是伊朗中世紀的著名詩人，也以其社會思想的影響力聞

名。他的時代正是蒙古征服浪潮的全盛時期，薩伊迪在顛沛中學習與旅行，晚年回到色拉子，留

下傳世的詩文，與代表色拉子的玫瑰與夜鶯一同繪飾在墓園中。薩伊迪墓園在缺水的沙漠地帶以

傳統水利設施卡納克（坎兒井）引水灌溉，花木扶疏，是傳統的波斯花園之一。 

「我是情愛的奴隸，但我卻自由無比……」也許最為世人知曉的波斯詩人就是哈菲茲了。雖然他

本人的生平罕為人知，但我們知道他長住色拉子。他熟讀可蘭、曾任職宮廷詩人。他的詩作充滿

神秘主義，本人更是知名的蘇非，因此他的抒情詩集玄祕難懂，一直流傳到現在，也成為現代人

追尋生命奧秘的指南。參觀★「哈菲茲花園」，向偉大詩人致敬。 

搭機返回德黑蘭轉機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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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第 10 天 杜拜/ 台灣桃園機場 (10/05 星期三)  

由於時差之故，班機於今日抵達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相信您對伊朗已有完全不同的解釋，那些純

真的笑容與古波斯帝國的風華想必已深植您心！結束令人懷念的伊朗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特別說明： 

伊朗團在台灣市場上是屬於剛起步行程，因其國家保守又屬強人領導型態的國家，再加上連年的

經濟封鎖政策，物資缺乏，所以有其封閉性，旅遊品質穩定性並不如其他先進國家，當然我們一

直努力也希望我們的產品能更臻完美，若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您的寬心與諒解。 

※伊朗旅遊安排由於航班、路程等變數極多，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行程得以行

前說明會 

簽證說明:  

★★★ 伊朗團體簽證(落地簽)所需資料 ★★★ 

1.護照掃描(效期需 9 個月以上、本人親自簽名，不得塗改)。 

2.身分證影本。 

3.基本資料：公司名稱、職稱、公司電話、公司地址、住家電話、住家地址 

4.工作天約 15 天 (請預留審件天數 2-3 天） 

 

 

 

 

 



 

 

              臺北科大伊朗學術與商務團 9 日 

伊朗國土面積1,648,000 平方公里(約台灣46倍大)，深受兩河流域影響，擁有璀璨耀

眼的千年古波斯文明。【佳繽旅遊】特別安排將伊朗的菁華濃縮在您寶貴的假期當中，

邀您一起領略這個美麗又神祕的國度，有著意想不到的和善人民，歡迎您進入什葉派

伊斯蘭世界。 

                                                ★入內參觀含門票   ▲入內參觀不需門票 

 
(9/29)(四)第01天  台北  杜拜(曼谷)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前往杜拜(曼谷)轉機，並於隔天凌晨飛抵伊朗首都─德黑蘭。 

                                                   晚餐：飛機上     住宿：飛機上 

 
(9/30)(五)第 02天  杜拜(曼谷)  德黑蘭市區參觀 

飛機於今日早上抵達德黑蘭機場，之後安排參觀原名考古博物館的

★國家博物館，館藏以史前時代、阿契梅尼王朝和薩珊王朝時代的

出土文物為主，其中包括出土於卡山希雅克丘西、西元前 11-16 世

紀的陶器和出土於裏海和亞塞拜然的紅陶製品、羅雷斯坦的銅器、

精美的大金杯（西元前 8 世紀），西元前 10 世紀的帶翼公羊漢、摩

拉比法典的複製品（原件出土於蘇薩，現存於羅浮宮）。另有大量

阿契美尼時期的出土文物如琺瑯亮漆磚製的門牆框鑲板、公牛柱

頭、以古波斯文、巴比倫文和埃蘭文三種文字鐫刻附有皇室裝飾的金盤、鑲嵌工藝、錢幣、珠寶和

日常家庭用品等。參觀兩座在德黑蘭非常重要的博物館：★雷薩阿巴斯博物館以及★琉璃與陶瓷博

物館。雷薩阿巴斯是伊朗最著名的中世紀細密畫家與伊斯法罕派書法家，館內收藏展示了一個不為

人知的時代，神秘而充滿人類在大自然中求生存的努力遺跡，是一座人類史博物館。「琉璃與陶瓷

博物館」展示各時期水晶器皿和陶器，包括西元前兩千年的水晶香水瓶、阿契美尼王朝和安息王朝

時期的水晶酒杯、器皿等，還有伊斯蘭前期和後期的水晶裝飾品、印章、各種器皿等，充分展示了

伊朗在水晶與玻璃工業的發展，以及藝術家們的才華與技巧。陶器部分則可追溯到西元前 3,000 年，

與伊斯蘭時期的彩釉陶器同為伊朗五千多年文明的縮影。 

早餐：飛機上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5 星 Laleh International Hotel 或同級 

 
(10/01)(六)第 03 天  德黑蘭－商工礦會－午餐－參訪德黑蘭工廠 

參訪德黑蘭大學(學術團) 此團成員約 3 人 費用包含另外安排一部車前往而且包含午餐 

商務團安排市區觀光大約 3 小時： 

參觀★薩德阿巴德王宮建築群。位於德黑蘭北部的山丘上，空氣新鮮，環境優美，佔地面積 400 公

頃，其中約有 180 公頃為森林、花園、草坪。薩德阿巴德王

宮建築群共有 14 座宮殿，每一座宮殿都富麗堂皇、設備齊

全，有游泳池、花園、體育場等。原來的主人都是巴勒維王

朝的皇親貴族。伊斯蘭革命時，國王倉皇出走，薩德阿巴德

王宮被指定為博物館，以展示國王奢侈的生活。在薩德阿巴

德王宮建築群中，以白宮最有名，建於 1931 年，歷時八年完

工。宮殿頂部優美獨特，地上鋪著精美的波斯地毯，無論是建造設計還是室內裝飾都體現了伊朗建

築藝術的精華。白宮曾是巴勒維國王的辦公室和夏宮，設有寢室、餐廳、禮賓廳等，其中禮賓廳的

裝飾和擺設均為歐洲風情，如沙發為路易十三至十六世時代的風格、瓷器產自法國、銅雕為義大利



 

 

製造，還有許多歐洲名畫和中國裝飾品。 

之後學術團和商務團會合一起享用午餐，下午去德黑蘭商工礦會以及德黑蘭工廠參觀。 

早餐：飯店內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5 星 Laleh International Hotel 或同級 

 
(10/02)(日)第 04天  德黑蘭－博物館珠寶博物館 

上午參訪 Sharif 理工大學(學術團)，中午與訪問團會合此團成員約 3 人  費用包含另外安排一部車

前往但不包含午餐 

商務團安排市區觀光大約半天： 

參觀▲何梅尼陵寢。魯霍拉．穆薩維．何梅尼是伊朗什葉派宗教學者，被許多什葉派穆斯林視為精

神領袖。他是 1979 年伊朗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領袖，從推翻巴勒維開始擔任伊朗的最高精神領袖直

到 1989 年去世。何梅尼被許多人認為是 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參觀德黑蘭著名的地標▲自

由紀念碑，是巴勒維國王為慶祝伊朗（自阿契美尼波斯）建國 2,500年，以薩珊風格樹立的紀念碑，

為伊朗在人類的歷史中留下紀念。 

午餐之後學術團和商務團會合一起參觀國家珠寶博物館。 

之後安排貴賓參觀★伊朗國家珠寶珍藏 Treasury of the National Jewels。位於伊朗中央銀行戒備森嚴

的地下室，不得攝錄與拍照。鎮館珍藏是 1869 年的地球儀，使用了 35 公斤的黃金與五萬顆以上的

寶石，以寶石的種類來區分海洋、陸地與國家，地球儀直徑 45 公分，高 110 公分，可謂金碧輝煌。

182 克拉的巨鑽「光海」，呈玫瑰色，極為稀有，也是鎮館之寶。 

早餐：飯店內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5 星 Laleh International Hotel 或同級 

 
(10/03)(一)第 05 天德黑蘭─卡山－伊斯法罕 

今日搭車前往前往伊斯法罕，途中條靠古城卡山，參觀★芬園，是

阿巴斯大帝時代起建的波斯式花園，佔地 2.3 公頃，花木扶疏，流

水潺潺，已被伊朗列入世界遺產預備名單並申報中。參觀卡山聞名

的大豪宅★波魯杰蒂宅邸，氣派宏偉，精雕細琢，擁有三座高 40

公尺的風塔，是傳統波斯建築的經典之作。卡山是一個綠洲城市，

歷史悠久可追溯至埃蘭時期，是史前時代的幾個文明中心之一，

7,000 年前的的★希雅克塔廟遺址証明了這一點，甚至有一說聖經

中紀載的東方三賢士也來自卡山。現在的卡山則以地毯及紡織業聞名。續前往伊斯法罕。 

早餐：飯店內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5 星 Abassi Hotel 或同級 

 
(10/04)(二)第 06 天  伊斯法罕─商工礦農會─午餐─參訪伊斯法罕工廠 

上午參訪伊斯法罕大學(學術團) 

商務團安排早上市區觀光大約 3 小時： 

參觀▲Khaju Bridge 哈糾橋以及建於阿巴斯國王時期，因有 33 個橋

孔而得名的▲Sio-se-pol 卅三拱橋，是查揚德河上最具特色的建築。

Esfahan is half the world 伊斯法罕為世界之半，到了這裡就看盡半個

世界。伊斯法罕是伊朗的第二大城，要歸功於西元 1578-1629 年在

位的薩法維王朝阿巴斯一世（Shah Abbas I），他將首都遷至伊斯法

罕，在此興建許多令人讚歎的壯麗建築和景觀；由於對他的尊崇，

什葉派在伊斯蘭世界的地位趨於穩固；感激之餘，什葉派宣稱薩法

維家族繼承穆罕默德的道統，阿巴斯大帝則興建壯觀美麗的伊瑪目清真寺回報。 

之後學術團和商務團會合一起享用午餐，下午去伊斯法罕商工礦會以及德黑蘭工廠參觀。 

早餐：飯店內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5 星 Abassi Hotel 或同級 



 

 

 
(10/05)(三)第 07天  伊斯法罕市區觀光 

今日安排市區觀光：▲世界遺產伊瑪目廣場舊稱國王廣場，是規模

僅次於北京天安門的長方形大廣場，由阿巴斯一世在 1612 年興建，

長 510 公尺，寬 165 公尺，四周都是迴廊，內有各式商店。廣場中

央有長長的噴水池與波斯式四分花園。北邊則是綿延三公里的市集。 

★阿歷喀普宮是一棟六層樓有陽台的方形建築，建於 17 世紀初，是

薩法維王朝的君主接見外國使節的地方。宮殿為磚石結構，踩著飾

有拼花彩磚的石階來到三樓覲見室外的陽台，是俯瞰伊斯法罕市容

的好所在，廣場週邊的伊瑪目清真寺、柔特菲拉清真寺等盡入眼底。 

★伊瑪目清真寺又稱「藍色清真寺」或「國王清真寺」，也是阿巴斯一世的建樹之一，擁有四座宣

禮塔，是一個波斯化的伊斯蘭建築。華麗的寺院在廣場的南側，入口的牆面及繁複三角拱構成的頂

部，都貼滿深藍色調的彩釉磚花樣。鍍銀的大門經過三百多年的歲月已變成黑色，鑄刻有花體波斯

文詩句。 

★四十柱廳座落在昔日的皇家園林內，由阿巴斯一世及二世修建，用以款待各國貴賓。在入口處，

映入眼中的是一片大水池，長 110 公尺、寬 16 公尺，池畔有雕像妝點，據說四十柱廳前的屋頂是

由 20 根筆直的木柱支撐著，加上水池中的倒影，共有四十根柱子，所以稱之四十柱廳。在伊朗，

四十象徵尊敬、讚美之意。之後參觀 2012 年列名世界遺產，最古老的★星期五清真寺，這是伊斯

法罕最具歷史的建築。始建於 10 世紀的塞爾柱時期，踵繼的伊兒汗蒙古、帖木兒及薩法維時期都

有所增飾或修建，所以在此可看到不同時期的風格。以及參觀非物質 UNESCO 世界遺產傳統的◆伊

朗健身房 Zorkhaneh。本活動需事先洽詢當晚健力士的練習時間。 

早餐：飯店內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5 星 Abassi Hotel 或同級 

 
(10/06)(四)第 08 天  伊斯法罕─阿彼雅尼─德黑蘭  杜拜(曼谷) 

今日搭車返回德黑蘭，途中前往著名的▲阿彼雅尼參觀。小村依山

而建，與世隔絕，走入這個山城，幾乎以為是另一個國家。阿彼雅

尼有「水之村」的意思，村內有清涼的小水道貫穿；四通八達的泥

房山徑，竟然還有空間引入山谷來的涼風，另外村民們販買附近種

植的甜梨、蘋果，是個和諧的風水好地。這裏有些村民不會說法斯

語，只會說傳統的方言。女人戴花頭巾、男人則穿黑色裙褲，都與

其他地區截然不同。之後搭車前往德黑蘭機場辦理登機手續經杜拜

(曼谷)轉機返回台灣。 

早餐：飯店內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機場內       住宿：飛機上 

 
(10/07)(五)第九天  杜拜(曼谷)  台北 

由於時差和飛行時間的原因，班機於今日下午抵達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特別說明： 

伊朗團在台灣市場上是屬於剛起步行程，因其國家保守又屬強人領導型態的國家，再加上連

年的經濟封鎖政策，物資缺乏，所以有其封閉性，旅遊品質穩定性並不如其他先進國家，當

然我們一直努力也希望我們的產品能更臻完美，若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您的寬心與諒解。 

 

 



 

 

 
伊朗團體簽證(落地簽)所需資料    工作天約 21 天 
1. 護照正本(效期需 6 個月以上、人親自簽名，不得塗改)。如無法如期給正本，請繳交彩色的護照 

   影本或彩色電子檔。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3. 基本資料：公司名稱、職稱、公司電話、公司地址、住家電話、住家地址 

 
 

搭乘中華航空+伊朗滿漢航空 

出發日期：9月 29 日   10人~~15人之間成行每人優惠售價：92,900 
參考航班時間 

台北 / 曼谷   CI 835  1358 / 1645       曼谷 / 德黑蘭  W5 050  2110 / 0350+1 

德黑蘭 / 曼谷 W5 051  2040 / 0640+1    曼谷 / 台北    CI 834   1110 / 1540 
 
搭乘阿酋航空 

出發日期：9月 29 日   10人~~15人之間成行每人優惠售價：105,800 
參考航班時間 

台北 / 杜拜   EK 367  2330 / 0415+1    杜拜 / 德黑蘭  EK 971  0745 / 0925 

德黑蘭 / 杜拜 EK 978  2120 / 0015+1    杜拜 / 台北    EK 366  0340 / 1620 

 

 

 

團費包含： 

1. 台北經曼谷或杜拜到德黑蘭來回團體經濟艙機票、各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 

2. 當地飯店兩人一室住宿和飯店內早餐 

3. 當地專業英文導遊隨團講解和服務 

4. 伊朗當地特色風味的餐食料理 

5. 行程上敘述的觀光景點和門票以及遊覽車安排 (學術團參訪會另外安排一部車前往) 

6. 伊朗簽證費 

7. 旅行社履約險 500萬以及 20 萬醫療險 

8. 每天車上準備礦泉水 

 
團費不含： 

1. 新辦護照費 1500 

2. 床頭、行李小費和在國外之私人開銷、電話費.等 

3. 全程的司機、導遊小費（建議一天共 5 美金 × 天數） 

4. 伊朗的大學或是商工礦農會或是工廠的申請 

 
 
 
 

                    詳情請洽：02-87724126   莊縈焄  行動電話：0972-90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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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亞衛視

菁英會
合作計劃合作計劃

新節目：菁英會

源起：為製作優質知識性綜合財經節目、
介紹優秀企業家並實地走訪企業總部及生
產基地 讓大中華地區觀眾了解台灣企業產基地、讓大中華地區觀眾了解台灣企業
家精神，擬為菁英會量身製作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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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名稱：菁英會節目名稱：菁英會

節目型態：量身打造

訪談及活動介紹影片

節目長度：每集24分鐘

節目內容：介紹菁英會活動節目內容：介紹菁英會活動

專訪菁英會成員

為會員製作企業簡介

播放頻道播放頻道
一、電視：每週電視播放一次、隔天重播

二、網路：澳亞衛視官網每日進行直播

三、社交媒體：微博、微信、QQ，每週上傳

澳亞衛視網頁介紹
http://www.imastv.com/mastv/intro/2016http://www.imastv.com/mastv/intro/2016
-1-11/news_content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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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觀眾：大中華地區
企業專訪 深入淺出 凝聚性、知識性財經節目

一、介紹菁英會成立宗旨、
年度活動

二、介紹菁英會會員及企業
參訪

三、菁英會成員：人脈強力三 菁英會成員：人脈強力
聯結、資源共享、商情及投
資趨勢分析

四、打造大中華區知名度、
發揮菁英會影響力

節目優勢節目優勢

一、澳亞衛視中文台於2002年通過了國家廣電總局的批准，與
BBC、HBO、CNN、NHK、鳳凰衛視等28家國際媒體在中國大陸
一同落地。並於2003年順利地通過年檢。

二、長期耕耘廣東珠三角地區，在此區擁有廣大收視群。此外，內
地三星級以上的賓館或酒店、科研機構、新聞、金融、經貿單位、
國家標準二級以上的涉外賓館、涉外公寓皆能收看。

三、2.6億有效收視人群，和同業相比，具全面覆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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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式

單純廣告宣傳

單純廣告宣傳澳亞衛視收費價目表如下：
（澳門幣計價，兌台幣需乘以４）

費用一：
單純在台北攝影棚訪談：

一、電視播出時長24分鐘

二、在澳亞官方網站直播

三、剪輯短版3分鐘在新媒體及社群網站播放，包播微信、
微博、Youtube等
四、節目中影片由菁英會或受訪者提供四、節目中影片由菁英會或受訪者提供

五、含主持人串場及剪輯、後製、配樂、音效等

一集為新台幣2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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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二：
出機拍攝：

一、電視播出時長24分鐘

二、在澳亞官方網站直播

三、剪輯短版3分鐘在新媒體及社群網站播放，包播微信、
微博、Youtube等
四、含主持人串場及剪輯、後製、配樂、音效等四、含主持人串場及剪輯、後製、配樂、音效等

單機拍攝4小時新台幣40萬元(不含交通食宿費
用)

製作人 黃佩珊製作人 黃佩珊
學歷：台灣政大新聞系、

政大政治研究所碩士

經歷：台視財經晚報主播/執行製作人

民視股市即時連線記者

非凡電視記者、主播、

證券金融組召集人

中央研究院國會聯絡人 專案經理中央研究院國會聯絡人、專案經理

澳門手機853  62904377 
Line/wechat:
peishan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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