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山夢工廠 企業團體參訪預約須知
套裝價錢

套裝內容【全程專人導覽】

企業團體
A 方案

優惠價
180 元

所需時間

內 容

40 分鐘

企業經營理念、文化分享

40 分鐘

生命樹環樹步道體驗、合影拍照

40 分鐘

MyShuterStore 商品展示及介紹
帶給您 120 分鐘的精彩體驗 (廠區導覽須加購)

所需時間

內 容

企業團體
B 方案

40 分鐘

企業經營理念、文化分享

40 分鐘

生命樹環樹步道體驗、合影拍照

優惠價
570 元

40 分鐘

MyShuterStore 商品展示及介紹

40 分鐘

灣島工坊－DIY 體驗 (請多紙膠 TB-901 工具箱)
帶給您 160 分鐘的精彩體驗 (廠區導覽須加購)

▲ 人數採 20 人以上團體預約制，請 提前 14 日預約，以利安排場次。
▲ 企業團體參訪聯繫窗口：
．團體預約詢問專線：049-2009620 分機 5601 謝小姐
．企業團體預約服務信箱：pc.hsieh@shuter.com.tw
▲ 預約步驟：
．Step1. 填寫完成申請單資料以傳真 049-2661566 或 Email 至下方位置：
★ 企業團體預約服務信箱：pc.hsieh@shuter.com.tw
★ 郵件名稱／團體預約申請－單位名稱
．Step2. 收件作業需 2 個工作天(不含假日)，受理後，將會有專人與您聯繫。
．Step3. 申請單位需於指定日期前完成全額付款。
★ 匯款銀行：合作金庫(006) 西屯分行
★ 匯款帳戶：樹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匯款帳號：1438-717-39880
匯款後請來電告知：049-2009620 分機 5601 謝小姐
．Step4. 申請完成
▲ 注意事項：
．業務受理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00(不含假日)
．訂單成立後，於來廠一個月前可接受乙次團體人數異動，若異動超過乙次以上或需退票
者則採下列退款條例：
(1) 入廠日前 31 日異動或請求退票者，將收取總費用之 10%手續費。
(2) 在入廠日前 11 日至 30 日內異動或請求退票者，將收取總費用之 30%手續費。
(3) 在入廠日前 3 日至 10 日內異動或請求退票者，將收取總費用之 50%手續費。
(4) 在入廠日前 1 至 2 日及當日異動或請求退票者，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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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山夢工廠 企業團體參訪申請表
公司/團體名稱

申 請 日 期 西元

來訪日期

西元

年

參訪時間

自

午

聯

絡

人

月

日

人

時
小姐/先生

數

年

月

日

位

分至

午

時

分

電 話 /手 機

E-mail
發票抬頭
聯絡地址
交通工具

統一編號
(非必填)

□□□

 大型遊覽車或  12 人座小巴  25 人座中巴，數量：
 轎車，數量：

；  其它交通工具：

，數量：

參訪目的/需求
 A 方案：優惠價 180 元
加購服務：
 塑膠射出成形產線 廠區導覽 100 元
 鈑金製品產線 廠區導覽 100 元
 灣島小舖 龍眼花冷泡茶 優惠價 80 元 (原價 100 元)：________ 份
 灣島本舖 鮮果原製枝仔冰 優惠價 60 元 (原價 50 元)
A. 荔枝、百香果土鳳梨：________ 份

預約資訊
加購內容

B. 金鑽鳳梨、紅心芭樂：________ 份

C. 金鑽鳳梨、紅心芭樂、鮮果片：________ 份

D. 草莓、荔枝、草莓鮮果片：________ 份

 灣島本舖 灣島嶼你伴手禮盒 優惠價 480 元 (原價 599 元)：________ 盒

 B 方案：優惠價 570 元 (含 DIY 體驗-請多紙膠 TB-901 工具箱方案)
加購服務：
 塑膠射出成形產線 廠區導覽 100 元
 鈑金製品產線 廠區導覽 100 元
 灣島小舖 龍眼花冷泡茶 原價 100 元 (優惠價 80 元)：________ 份
 灣島本舖 鮮果原製枝仔冰 原價 60 元 (優惠價 50 元)
A. 荔枝、百香果土鳳梨：________ 份

B. 金鑽鳳梨、紅心芭樂：________ 份

C. 金鑽鳳梨、紅心芭樂、鮮果片：________ 份

D. 草莓、荔枝、草莓鮮果片：________ 份

 灣島本舖 灣島嶼你伴手禮盒 優惠價 480 元 (原價 599 元)：________ 盒

提供附件

 本次參訪名單(建議含公司名、職稱)

注意事項

1.
2.
3.
4.

 其它：

如患有氣喘、蠶豆症、癲癇、嚴重過敏或不適戶外活動病史者，請務必告知。
如有坐輪椅或行動不便者，請事先告知。
為維護參訪品質，同一時段僅能接受一個團體，以預約順序為優先。
團體 DIY 手作體驗皆為套餐設計，時間 40 分鐘，若有其他需求歡迎來電洽詢。

 謝謝您的耐心填寫！煩請傳真 049-2661566 或 Email 至企業團體預約服務信箱：pc.hsieh@shuter.com.tw
 預約完成後請致電 049-2009620 分機 5601 謝小姐，確認是否預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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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服務說明：
灣島工房

灣島小舖

請多紙膠-TB-901 工具箱方案

自研飲品-灣島勇氣系列

課程特色

龍眼花冷泡茶

隨心所欲使用百款

嚴選來自南投中寮的龍眼花，

MT 紙膠帶，更是夢

職人手工採摘，遵循天然日曬

寐以求之事。透過一

乾燥工藝與古法薰製烘焙，龍

雙巧手，隨心撕黏或

眼花特殊蜜甜香與茶葉完美融

直或斜，以線條及紋
飾營造異材質融合的
衝突美學。 妝點在樹德經典產品上，賦予不同新生，
讓收納盒變成你的專屬文青風格。

合。每一口餘韻都是初春的香氣，既定心又定神，
在這紛亂世中，將浮躁的心沉住，沉澱後定成大器。
 低咖啡因，睡眠品質不擔心
 龍眼花粒粒珍貴，一年僅開花一次
 茶湯甘甜順口、醇厚溫潤。

灣島本舖 鮮果原製枝仔冰
以台中、南投當地盛產的水果為素材 混搭碰撞出繽紛好滋味 我們堅持樸實的 100%原汁原料 只為帶給
大家最道地的天然果味 讓陽光與大地孕育的精華能真實呈現在您的每一個味蕾之間
 100%天然原汁

 無防腐劑

 無人工香料

 無人工色素

 ISOHACCP2200 國際驗證

半山上的雞蛋花

贈你一顆紅心鑽

溫柔半山抹緋紅

寄你一片粉色浪漫

荔枝、百香果土鳳梨

金鑽鳳梨、紅心芭樂

金鑽鳳梨、紅心芭樂、
鮮果片

草莓、荔枝、草莓鮮果片

堅持採用寶島中部小農栽

百分百新鮮在地果原料，品

純手工製作冰棒，每一口都

採收時機正好的荔枝與台

種荔枝、百香果、土鳳梨，

質最佳金鑽鳳梨搭配營養

嚐的到 100%在地果原汁

灣新鮮草莓熬煮製成，中間

半山夢工廠精心研發口

最高紅心芭樂，吃著酸酸甜

口味，搭配冰棒中一大片當

點綴新鮮在地果片，無添加

感，無防腐劑，無添加人工

甜滋味，品著 QQ 彈彈口

季鮮果片，在嘴裡化開的酸

人工色素及防腐劑，冰封尚

色素，獨家技術將鮮果味緊

感，味蕾的雙重享受。贈你

甘甜三重奏，吃著吃著不禁

天然的香氣。甜而不膩的高

緊鎖住。品嚐這朵開心太陽

這顆紅心鑽，吃得開心又健

讓臉上浮現一抹淡淡緋紅。

級滋味，在口中慢慢融化，

花，一整天的煩惱都煙消雲

康。

與對的人一同品嚐，才是浪

散。

 外頭吃不到的獨家口味

 採用中部品質最高的金

 每日限量全手工製作

漫。

 無添加高品質鮮果冰棒

 半山夢工廠限定口味

 在地小農生產鮮果製成
 雙倍口感，雙重感受
 天然滋味，越冰越 Q 彈

鑽鳳梨
 特有紅心芭樂營養一級
棒

 每日限量全手工製作
 清爽不甜膩頂級口感

 黃金比例調配，酸甜滋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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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島 嶼你 伴手禮盒
主要訴求：天然 養生 健康
1. 外盒：灣島自營店舖獨家販售
全台灣樹德通路均買不到，是我們專為灣島自營店舖獨家開模的外盒。
2. 內容物：
無添加防腐劑 無添加色素 使用台灣在地食材製作 樹德獨家研發與開發的口味，其他地方買不到
台灣咖啡 共 3 包

Q 米餅(台灣濁水米)+棉花糖 共 4 片

半山手工餅乾 共 4 片

(設計師獨家手繪)

口感軟糯不黏牙，可吃到天然果乾，適合老人家與兒

 使用南投竹山的紫心地瓜與黃地瓜

極品阿里山

童食用

玉山黑櫻桃

 紫色米餅 x1

屏東大武山

台東洛神+信義梅子+天然梔子花染色
 黃色米餅 x1

及新鮮熬煮鳳梨果乾製成
 不同於一般手工餅乾，威化餅口感，
適合老人家及兒童，容易消化與吸收

南投在地金鑽鳳梨+土鳳梨+天然梔子花染色
 半山米餅 x2 (以上口味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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