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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CA 聽濤營優惠包套專案 
(專案適用日期：自 2022.07.01 起) 

 
1 宿 3 餐包套，$1,030/人 起(相當於原價 94 折) 

 

2 宿 6 餐包套，$2,020/人 起(相當於原價 92 折) 

 

              費用 

 

入住房型 

1 宿 3 餐包套專案 

(含住宿㇐晚+ 

早/午/晚餐各㇐次) 

2 宿 6 餐包套專案 

(含住宿兩晚+ 

早/午/晚餐各兩次) 

十三人房上下舖 1,030/人 2,020/人 

十三人通鋪 1,030/人 2,020/人 

二十六人通鋪(圓形寢室) 1,110/人 2,180/人 

五人房 1,070/人 2,090/人 

三人房 1,210/人 2,370/人 

兩人房(獨棟) 1,570/人 3,060/人 

備註： 

1. 本包套專案僅適用於人數達 40 人以上、且於非暑假期間入住之團體。 
2. 專案中搭配之午/晚餐，為每桌$2,000 桌菜(每桌十人)。 

3. 若其中㇐次午/晚餐改為烤肉，每十人須另補餐差$800。 

4. 以上費用不含 5%稅金。 
5. 於預付訂金後非因天然因素導致延期或取消，退費辦法請見「YWCA 聽濤營地

使用須知」。 

6. 遇陸上颱風警報、疫情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可延期㇐年舉辦或於扣除$200 手續
費後退還原訂金。 

7. 本專案不分平、假日，皆為相同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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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CA 聽濤營房價表 
(適用日期：自 2022.07.01 起)  

緊鄰太平洋的住宿空間，房內寬敞明亮 

白天，蟲鳴鳥叫 

夜間，蟬說蛙鳴 

搭配海水拍打岸邊的浪濤聲 

全套房式的客房設計與完善的基本客房設施 

是您放鬆身心、戶外教學、營隊聚會的最佳選擇 

 間數 面積 房價 衛浴套數 

兩人房(獨棟) 1 32m² $2,460 1 套 

三人房 1 20 m² $2,490 1 套 

五人房 1 32 m² $3,350 1 套 

十三人房上下舖 9 65 m² $8,190 各 2 套 

十三人通鋪 2 65 m² $8,190 各 2 套 

二十六人通鋪(圓形寢室) 1 114 m² $18,800 各 4 套 

備註： 

1. 以上房價不含餐食，用餐人數達 40 人以上才供餐 

2. 純住房不分平、假日，皆為上述房價 
3. 以上房價不含 5%稅金 

4. 房內提供 wi-fi、空調、洗髮精、沐浴乳、吹風機；牙刷、牙膏、毛巾等個人物

品請自備 
5. 確認訂房後，訂金為房價總額 30%，以利保留客房。 

6. 為維護營地生態環境，禁止燃放爆竹及煙火 

7. 營地廚房用具㇐律不外借，廚房冰箱亦不提供代冰服務 
8. 農曆春節期間，住房加收 20%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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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CA 聽濤營餐食收費表 
(適用日期：自 2022.07.01 起)  

嚴選在地時令新鮮食材、強調最短食物里程 

主打「媽媽的好味道」 

不做過多的加工調味，讓每道菜色呈現最真實的風味 

菜色富有變化，讓您忍不住多吃幾碗飯 

 用餐形式 費用 備註 

早餐 中式圓桌 $70/人 以人計費 

午餐 中式桌菜 $2,000/桌 起 每桌十人 

晚餐 中式桌菜 $2,000/桌 起 每桌十人 

烤肉 活動式桌椅 $2,800/組 每組十人 

宵夜(冷/熱) 大鍋提供 $25/人、$30/人 以人計費 

備註： 

1. 用餐人數達 40 人以上，才有供餐服務 
2. 中式桌菜每桌$2,000 起，為六菜㇐湯㇐水果；另有每桌$2,800 與每桌$3,600

合菜可供預訂 

3. 訂餐採預約制，預約專線：03-9771746 
4. 餐廳容納量為 14 張圓桌桌面 

5. 若需菜單，請來信索取 tingtao-camp@ywca-taipei.org.tw 

6. 烤肉費用包含提供食材、冰紅茶、烤肉爐、木炭、桌椅、夾子、餐具等 
7. 以上餐費不含 5%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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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CA 聽濤營場地&其他收費 
(適用日期：自 2022.07.01 起)  

這裡擁有超大型室內場地、挑高六米空間 

也有適合中型與小型團體的室內討論場地 

是舉辦教育研習、會議分享的好選擇  

 
面積 容納人數 

上午時段 

08:00~12:00 

下午時段 

13:00~17:00 

晚上時段 

18:00~22:00 

活動中心 390m² 150 人 $1,500 $1,500 $2,000 

會議室 102m² 80 人 $2,000 $2,000 $2,000 

圓形寢室 114m² 30 人 $2,000 $2,000 $2,000 

 

其他收費項目： 

 營火 $2500/組─含營火木柴架設 

 ㇐日入園費 $50/人─入園未訂餐且未訂房者收取 

 外食清潔費 $80/餐/人 

 

備註： 

1. 場地使用費皆依時段計費，使用未滿㇐時段亦以㇐時段計費 

2. 前述場地租用期間免費提供 wi-fi、無線麥克風、投影機、投影布幕、白板 
3. 除圓形寢室為木地板不可使用桌椅外，其餘場地提供會議桌與摺疊椅可供使用 

4. 以上費用不含 5%稅金 

5. 未列於上表的其餘場地為免費使用，但需事先登記需求日期與時段，請愛惜使用，
並於活動結束後將場地恢復原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