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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過年習俗：除夕夜圍爐慶團圓
民俗習慣：祭祖、年夜飯、守歲。
祭　　　　祖：華人過節總不會忘記自己家族中已

故的先人，春節也不例外。
年　夜　飯：吃年夜飯，是春節家家戶戶最熱鬧

愉快的時候。大年夜，豐盛的年菜
擺滿一桌，闔家團聚，心頭的充實
感真是難以言喻。

守　　　　歲：守歲的習俗，既有對如水逝去的歲
月含惜別留戀之情，又有對來臨的
新年寄以美好希望之意。

大年初一過年習俗：開春吉祥
民俗習慣：放爆竹、拜年、壓歲錢。
放　爆　竹：放爆竹可以創造出喜慶熱鬧的氣氛，是節日的一種娛

樂活動，可以給人們帶來歡愉和吉利。
拜　　　　年：至親、愛友和同事們，走家串戶、登門拜年，互致問

候。
壓　歲　錢：壓歲錢由來是古代有個鬼怪叫做「崇」，小孩可以用

長輩給的壓歲錢來賄賂鬼怪，加上崇跟歲兩者發音相
似，因此久而久之就成為了壓歲錢，發展到現在，大
家都知道現實中沒有甚麼鬼怪，但是給壓歲錢的習俗
依舊盛行，現今壓歲錢則代表著祝福和鼓勵的意思。

大年初二過年習俗：回門是喜
民俗習慣：出嫁女兒回娘家。
出嫁女兒帶女婿回娘家的日子，稱
為“回門”。早期還
需由娘家兄弟前來迎接，
並準備紅包分送給小輩。

大年初三過年習俗：老鼠娶親
民俗習慣：老鼠娶親人早睡。
可安睡遲起，因為自除夕到初二都勞
累，這日可以好好調息囉！根據傳說
，這日是“老鼠娶親”的日子，入夜
後必須早早熄燈就寢，以讓老鼠家族
舉行婚禮；並在家中各處撒鹽與米，
稱為“老鼠分錢”。

大年初四過年習俗：恭迎灶神
民俗習慣：迎灶神、送火神。
恭迎灶神回民間的日子。灶王
爺要點查戶口，所以家家戶戶
都要守在家裡，
準備豐富的果品，
焚香點燭並施放鞭炮，
以示恭迎。

大年初五過年習俗：拜財神 發利市
民俗習慣：拜財神。
稱作“破五”，因為之前的禁忌過了這天
便可破除，所以也謂“初五隔開”。
這天垃圾變成了“窮氣”，
因此要清掃家裡，將垃圾送
出去，俗稱“送窮出門”。

大年初六過年習俗：“送窮”
民俗習慣：送窮出門
正月初六“送窮”，是我國古代民
間一種很有特色的歲時風俗。其意
就是祭送窮鬼(窮神)。窮鬼，又稱窮
子。相傳窮鬼乃顓頊之子。他身材
贏弱矮小，性喜穿破衣爛衫，喝稀
飯。即使將新衣服給他，他也扯破
或用火燒出洞以後才穿，因此宮中
號為窮子。

大手牽小手春節歡樂遊

出嫁女兒帶女婿回娘家的日子，稱

需由娘家兄弟前來迎接，需由娘家兄弟前來迎接，
並準備紅包分送給小輩。並準備紅包分送給小輩。

大年初六過年習俗：“送窮”大年初六過年習俗：“送窮”大年初六過年習俗：“送窮”大年初六過年習俗：“送窮”大年初六過年習俗：“送窮”

104年11月30日前報名享95折優惠。12月31日前報名享97折優惠。

爺要點查戶口，所以家家戶戶爺要點查戶口，所以家家戶戶

焚香點燭並施放鞭炮，

便可破除，所以也謂“初五隔開”。
這天垃圾變成了“窮氣”，這天垃圾變成了“窮氣”，這天垃圾變成了“窮氣”，
因此要清掃家裡，將垃圾送

猴時滾利賀新春
活動
代碼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內容及特色
發車時間地點 活動費用

(每人/元)台南市救國團 新營交流道麥當勞前 嘉義救國團 雲林縣救國團

YQTCH
160206A

除夕泡湯好運到
年年有芋樂逍遙

2/6-2/7
( 六～日 )

D1：相見歡 (報到 )→國道風光→大雪山森林遊樂區→美味午餐→大雪山神

木步道→美味晚餐→台中神木谷假期大飯店。     

宿：台中神木谷假期大飯店或同等級

D2：早安谷關→阿聰師芋頭文化館 -芋頭酥 DIY →美味午餐→快樂返程。

【含車資、保險、一宿四餐、領隊津貼、行政雜支。】

06:30 07:30
嘉義交流道

08:00 --

二人房

4688 元
四人房

4088 元

YQMAL
160208A

【初一大湖採草莓】
苗栗觀賞貓頭鷹

2/8
( 一 )

相見歡 (報到 )→國道風光→貓頭鷹中途之家→自助式美味午餐→貓頭鷹彩

繪ＤＩＹ→大湖草莓文化館→自費採草莓→快樂賦歸。

貓頭鷹是夜行性猛禽，白天很難看見牠的蹤影，研究牠的生態非常辛苦，必

須長期觀察，並深入棲地，才得以一窺這常年出現在苗栗縣獅潭鄉的鄉土鳥

種；大湖草莓文化館忠實呈現大湖地區獨特草莓文化。 

【含車資、保險、門票、午餐、領隊津貼、行政雜支。】

06:30 07:30 -- --

大人
1388 元
小孩

1288 元

YQHWA
160208A

【初一 -三】
花東山海之美
海洋牧場逍遙遊

2/8-2/10
( 一～三 )

D1：相見歡 (報到 )→國道風光→美味午餐→布農部落原民表演→龍田村環

鎮鐵馬行→鹿野高台→美味晚餐。    宿：布農部落休閒農場或同等級

D2：美麗早晨→花蓮海洋公園 -體驗海洋風情、認識海洋生態→美味午餐→

遠雄悅來大飯店 -將湛藍的太平洋及碧綠的花東縱谷景色盡收眼底→美

味晚餐 -遠雄 Buffet。               宿：遠雄悅來大飯店或同等級

D3：美麗早晨→三仙台八拱跨海步橋→美味午餐→加路蘭遊憩區→美味晚餐

→快樂賦歸。

【含車資、保險、門票、自行車(單人)、二宿八餐、領隊津貼、行政雜支。】

07:30 06:30 -- --

二人房

12888 元
四人房

10888 元

YQCWH
160209A

【初二芬園迎新春】
櫻花饗宴比嬌媚

2/9
( 二 )

相見歡 (報到 )→國道風光→芬園花卉生產休憩園區→美味午餐→天空之

橋、猴探井→雅聞峇里海岸觀光工廠→快樂賦歸。

漫步在遍佈櫻花的小徑上，可以感受園區內的櫻花典雅的氣息。園區內規劃

了幾處涼亭、水車等造景，多添加了另一種風情 :天空之橋將原被山谷分隔

之涼亭和眺望台相連結，早上的天空之橋可以俯瞰風景優美的彰化平原。

【含車資、保險、門票、午餐、領隊津貼、行政雜支。】

06:30 07:30 -- -- 1388 元

YQCHY
160209A

【初二熊大庄天空走廊】
檜意森活村一日遊

2/9
( 二 )

相見歡 (報到 )→國道風光→竹崎天空走廊花仙子步道→午餐→全台最大日

式建築群～檜意森活村→熊大庄森林觀光工廠→快樂賦歸。

竹崎天空走廊增建兩條特色步道，花仙子步道與天空走廊。其中的花仙子步

道共有兩段，沿途分別栽種大量的杜鵑與野薑花，在春、秋時節帶來不一樣

的視覺饗宴。蜿蜒於綠意森林間，花仙子步道以無障礙空間設計，走來平緩

不費力，景致更是美麗。

【含車資、保險、領隊津貼、行政雜支、午餐】

-- -- -- 07：00 899 元

YQILN
160209A

【初二、三】
宜蘭傳藝找童趣

2/9-2/10
( 二～三 )

D1：相見歡→國道風光→美味午餐→宜蘭傳統藝術中心 -體驗傳統之美→羅

東夜市美食地圖 (晚餐自理 )→木棉道美學商旅。     

宿：木棉道美學商旅或同等級

D2：早安宜蘭→宜蘭文學館→幾米廣場→四圍堡車站 -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美味午餐→深坑老街→快樂賦歸。

【含車資、保險、門票、一宿三餐、領隊津貼、行政雜支。】

06:30 07:30 -- --

二人房

5888 元
四人房

5288 元

YONTO
160210A

【初三竹山賞金筍】
竹山天梯、
紫南宮發財趣

2/10
( 三 )

相見歡 (報到 )→國道風光→竹山天梯→美味午餐→竹山紫南宮→茶二指故

事館→快樂賦歸。

新春到來，在家吃了好幾天的大魚大肉，到竹山天梯來消化一下吧！觀賞壯麗

的自然景觀後，再一同享受竹山的特色佳餚，到這裡求個發財金，一整年都會

是金光閃閃、財源廣進喔！回程再帶您走一趟綠色隧道，體驗不同感受！

【含車資、天梯接駁車資、保險、門票、午餐、領隊津貼、行政雜支。】

06:30 07:30 -- -- 1488 元



地址：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299號地下1樓  
電話：06-2740757  傳真：06-2387202

◎參加對象：一般社會大眾

◎報名方式：

※至網路依各單位線上報名：

中國青年旅行社http://www.cyta.com.tw/ 享有網路報名優惠價！

  ※親臨各主辦單位報名並繳交活動所需現金，即完成報名手續。

  ※繳交費用：各主辦單位匯款帳號

中青旅雲嘉南－匯款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中台南分行」，

帳號「137300007508」戶名「中國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雲嘉南分公司

」（請於匯款後連同收據、參加人員姓名、聯絡電話傳真至

(06)2387202，並來電確認是否收到報名表即可。）

◎優惠方式：（以下優惠僅可擇一使用）

※網路優惠：

  加入中國青年旅行社「網路會員」並利用網路完成報名繳費者，即享「網

路會員」優惠折扣！(一日團50元、二日團100元、三日團150元)

◎注意事項：
1.成行活動請於出發時間前10分鐘準時至各發車地點報到，不另通知。
2.收據、刷卡單請妥善保管勿遺失，憑收據、健保IC卡報到。
3.簡章中A表示成人價、B表示6-12歲學生價(佔床)、C表示2-6歲孩童價(含餐不佔床)、2歲以下幼兒每天

酌收$100元。
4.凡患有心臟病、高血壓、氣喘病、癲癇症、糖尿病、孕婦及不適合團體旅遊者請勿報名，如隱瞞參加，
發生事故，應自行負責，請勿攜帶寵物，以維護旅遊權益。

5.活動期間，如無故自行離隊，發生任何問題，自行負責。
6.報名後不克參加者，可於活動出發前一週辦理轉隊，逾期按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第七條退費方式處理。
7.依觀光局規定投保責任保險每人200萬意外險及20萬元醫療險。
8.報到點未達六人時，本公司保有調整上車地點之權利，並另行通知。

◎退費事項：
1.各項活動如遇天災、意外事故或人數不足25人，主辦單位得以停辦，

請於活動前3日通知退費或改期，請勿異議。
2.退費：依據交部觀業89字第09801號修正發佈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辦理

(1)旅遊開始前第31日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之10%。
(2)旅遊開始前第21日至31日期間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之20%。
(3)旅遊開始前第2日至20日期間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之30%。
(4)旅遊開始前第1日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之50%。
(5)旅遊開始當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之100%。

中國青年旅行社http://www.cyta.com.tw/ 享有網路報名優惠價！中國青年旅行社http://www.cyta.com.tw/ 享有網路報名優惠價！中國青年旅行社http://www.cyta.com.tw/ 享有網路報名優惠價！中國青年旅行社http://www.cyta.com.tw/ 享有網路報名優惠價！中國青年旅行社http://www.cyta.com.tw/ 享有網路報名優惠價！中國青年旅行社http://www.cyta.com.tw/ 享有網路報名優惠價！

主辦單位
中國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雲嘉南分公司　 協辦單位

嚕啦啦旅行社有限公司
雲林分公司　

協辦單位
嚕啦啦旅行社有限公司
嘉義分公司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九如街25號3樓  
電話：05-5323464   傳真：05-5327464

地址：嘉義市南京路465號1樓  
電話：05-2766948   傳真：05-2770710

(2)旅遊開始前第21日至31日期間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之20%。

(5)旅遊開始當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之100%。(5)旅遊開始當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之100%。(5)旅遊開始當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之100%。(5)旅遊開始當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之100%。(5)旅遊開始當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之100%。(5)旅遊開始當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之100%。(5)旅遊開始當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之100%。(5)旅遊開始當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之100%。(5)旅遊開始當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之100%。(5)旅遊開始當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之100%。

新營終身學習中心
東門終身學習中心
永康終身學習中心
成功終身學習中心

（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47號）
（台南市東門路二段299號B1）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200-2號4樓）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457號4樓）

地 
 
 
 

點

簡
章
索
取

救國團台南市團委會
救國團雲林縣團委會
救國團嘉義團委會
虎尾終身學習中心

（台南市大學路西段65-5號）
（斗六市府前街58號）
（嘉義市忠孝路307號）
（虎尾鎮永安街73號）

電話：06-6331331
電話：06-2744393
電話：06-3133459
電話：06-2232329

電話：06-2352686
電話：05-5322319
電話：05-2770482
電話：05-6333410

猴時滾利賀新春
活動
代碼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內容及特色
發車時間地點 活動費用

(每人/元)台南市救國團 新營交流道麥當勞前 嘉義救國團 雲林縣救國團

YQNTO
160210C

【初三忘憂森林】
天鵝湖茶花園
(竹筒特餐 ) 

2/10
( 三 )

相見歡 (報到 )→國道風光→南投→麒麟潭→天鵝湖茶花園 (竹筒特餐 )→

忘憂森林→快樂賦歸。

來到忘憂森林一眼望去是筆直黝黑的杉木佇立，或傾倒在沼澤中，平靜的水

面反射出杉木與天空的倒影，美的叫人說不出話來。山區的多變天氣更為此

處增添幾分美麗，晴天的時候，湛藍的天空下高聳的杉木林立，水面上有著

白雲掠過的浮影，森林裡靜謐的氣氛讓人忘卻平日的煩惱。

【含車資、保險、門票、竹筒特餐、領隊津貼、行政雜支。】

-- -- 06：30 07：30 1400 元

YQNTO
160210B

【初三九族日月潭】
全家同遊賞櫻趣

2/10
( 三 )

相見歡 (報到 )→國道風光→九族文化村 +日月潭纜車巡禮→伊達邵社區→

快樂歸賦。

從空中鳥瞰日月潭的湖光山色與九族的綠色森林，暢遊九族文化村賞櫻，開

啟您不同的玩樂視野。

【含車資、保險、門票、領隊津貼、行政雜支。午餐自理】

06:30 07:30
嘉義交流道

08:00 -- 1988 元

YQTTT
160210A

【初三、四】
台東風光鐵馬行
親近自然放鬆趣

2/10-11
(三～四)

D1 : 相見歡→美味午餐→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美味晚餐 (飯店自助式晚餐 )                     

宿：娜魯灣大飯店或同等級

D2 : 早安台東→龍田村鐵馬行→美味午餐→台東原生應用植物園→快樂賦歸

【含車資、保險、門票、自行車(單人)、一宿四餐、司領津貼、行政雜支。】

09:00 08:00 -- 06:30

二人房

8888 元
四人房

6688 元

YQTPH
160211A

【初四淡水好風光】
八里左岸樂趣多

2/11
( 四 )

「淡水」是一個充滿歷史的小鎮。街上可見一些保留舊建築趣味的屋舍，顯

其古樸風味。因有淡水河、渡船頭、漁人碼頭等景點，讓淡水老街的媚力無

人能擋，有名的小吃有阿婆鐵蛋、魚丸、阿給、阿婆的酸梅湯 ... 等。

【含車資、保險、淡水 -八里船票、領隊津貼、行政雜支、午餐自理】

06:00 07:00
嘉義交流道

07:30 -- 1488 元

YQTYU
160211A

【初四漫遊桃園樂】
小烏來天空步道

+大溪老街

2/11
( 四 )

相見歡 (報到 )→國道風光→小烏來天空步道→大溪老街巡禮→快樂賦歸。

天空步道是全台首座以透明玻璃橋面建築，民眾可以體驗走在透明的玻璃上，

凌空俯瞰深約 70 公尺的瀑布美景與秀麗溪谷。休憩一下再跟著我們到大溪老

街巡禮，漫步在美麗巴洛克建築中、與美味的大溪豆干一起享受悠閒時光。

【含車資、保險、門票、領隊津貼、行政雜支。午餐自理】

-- -- 06：30 07：30 900 元

YQPCH
160212A

【初五琉璃珠故鄉】
原民文化探索趣

2/12
( 五 )

相見歡 (報到 )→國道風光→三地門文化館巡禮→原住民風味午餐→上天的

眼淚 ~琉璃珠 DIY →快樂歸賦。

當您聽過巴冷公主的故事了解琉璃珠對排灣族人傳承的涵義，來到琉璃珠的

故鄉動手做一顆獨一無二屬於您自己的琉璃珠吧 !

【含車資、保險、門票、琉璃珠 DIY、領隊津貼、風味餐點、行政雜支】

08:00 07:00 -- --- 1388 元

YQMAL
160212A 【初五苗栗尋找百年古厝】 2/12

( 五 )

相見歡 (報到 )→國道風光→東里家風百年古厝→美味午餐→金良興觀光工

廠→快樂賦歸。

「東里家風」三合院，古厝外觀為三合院建築，是目前台灣少見又保存良好

的紅磚瓦與交趾陶建築物，在政府輔導整修保護下，其依據中國傳統細緻紮

實的建築工法，展現出精雕細琢的原始建築藝術風貌。

【含車資、保險、門票、午餐、領隊津貼、行政雜支。】

-- --- 06：30 07：30 1500 元

YQTCH
160212A

【初五、六】
武陵櫻花比嬌媚
《大中巴限定》

2/12-13
(五～六)

D1：相見歡 (報到 )→沿途風光→美味午餐→福壽山農場→梨山賓館 -台灣

最高宮殿旅館→飛燕城堡渡假飯店→美味晚餐。

宿：飛燕城堡渡假飯店或同等級

D2：早安梨山→武陵農場 -櫻花爭艷→美味午餐→快樂賦歸。

【含 23人座大中巴車資、保險、門票、一宿四餐、領隊津貼、行政雜支。】

06:30 07:20 -- --
二人房

7088 元
四人房

6688 元
YQTCH
160212B -- -- 06:30 07:30

YQNTO
160213A

【初六年年都順心】
杉林溪

花開富貴好運到

2/13
( 六 )

相見歡→杉林溪森林遊樂區-浪漫悠遊鬱金香&櫻花花季(美味午餐)→快樂賦歸。

於杉林溪森林遊樂區內設有十二生肖區、健康茶區、野生食物區、專業藥用

等主題區，遊客們可於此享受這多種的休閒之樂。這是一處充滿原始森林風

味的休閒遊憩區，同時也是具觀光及教育的知性旅程。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午餐、行政雜支。】

06:30 07:30 -- --

大人 
1688 元
小孩

1588 元

YQTNN
160214A

【情人節】

♥單身聯誼 ♥
幸福講座 +

浪漫悠遊櫻花林

2/14
( 日 )

相見歡 (報到 )→幸福講座→幸福迴轉壽司→美味午餐→敲敲木工房 DIY-

連結你我他→暨南大學漫遊櫻花林 -讓愛動起來→快樂賦歸 -愛情不打烊。

由講師教導你如何與陌生對象建立第一次良好印象的攀談。幸福迴轉壽司藉

由一對一交流方式做為初次認識媒介，在車子行進中認識所有異性，並邀約

心儀伙伴一起 DIY 手工作品吧！浪漫悠遊櫻花林拉進彼此間的距離，結束快

樂的行程但是另一個新的開始。

【含車資、保險、門票、午餐、講師鐘點費、領隊津貼、行政雜支。】

台南市救國團 07:30 報到
《敬請自行前往》

男生
1800 元
女生

16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