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精緻旅遊 盡在中青旅」 粉絲團請上 http://www.facebook.com/tnntc粉絲團請上 http://www.facebook.com/tnntc

月旅遊活動簡章月旅遊活動簡章1-3
地址：台南市北區忠義路三段29號5樓 
電話：06-2228282  傳真：06-2226985

崇德終身學習中心
東門終身學習中心
永康終身學習中心
成功終身學習中心
新營終身學習中心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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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47號）

簡
章
索
取
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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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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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於活動前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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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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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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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國團台南市團委會

救國團嘉義團委會

救國團雲林縣團委會

虎尾終身學習中心

（台南市北區忠義路三段29號）

（嘉義市忠孝路307號）

（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58號）

（雲林縣虎尾鎮永安街73號）

電話：06-2678039
電話：06-2744393
電話：06-3133459
電話：06-2232329
電話：06-6331331

電話：06-2223421 

電話：05-5322319

電話：05-6333410

05-2770482
0966762198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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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6762198

春節遊山玩水趣

活動代號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內容與特色

發車時間地點
活動費用

(每人 /元 )台南客運
總站兵工廠

仁德交流道
家樂福

新營交流道
麥當勞

嘉義交流道
中油站

嘉  義
救國團

斗南交流道
現代汽車

雲林縣
救國團

YQNTO
170128A

【春節旅遊】

九九峰毓繡美術館
1/28
( 六 )

相見歡→九九峰自然保留區→午餐→毓繡美術館 →快樂賦歸。

九九峰森林步道可及性高，沿途可飽覽九九峰自然保留區景觀，制高點處可遠眺霧峰、草屯、

烏溪、國道六號、平林、雙冬里等景觀，成為踏青賞景新據點。毓繡美術館是首座以「當代

寫實藝術」為定位的私人美術館，希望透過展覽、典藏、研究、教學、駐村等方式，提升台

灣藝術創作水平及美感教育，更期望將台灣有潛力的年輕藝術家推向國際。

【含車資、保險、門票、午餐、司領津貼】

6:30 7:00 7:50 -- -- -- -- 1400 元

YQILN
170128A

【春節旅遊】

武陵櫻花比嬌媚
1/28-1/30
( 六 - 一 )

D1：相見歡→午餐→幾米公園→金車威士忌酒堡→梨山賓館 -台灣最高宮殿旅館→飛燕城堡

渡假飯店→晚餐。                               (宿：飛燕城堡渡假飯店或同等級)

D2：早餐→武陵農場 (桃山瀑布 )→午餐→武陵遊客旅遊中心 (迎賓橋、賞鳥步道、花海、

七家灣溪…)→羅東夜市 (晚餐自理 )。                 ( 宿：宜泰大飯店或同等級 )

D3：早餐→傳統藝術中心→午餐→礁溪溫泉公園→快樂賦歸。

【含車資、保險、門票、2宿 6餐、司領津貼】

6:00 -- -- 7:20 -- 7:50 --

兩人房 9100 元
四人房 7900 元

C.4300 元

YQNTO
170129A

【春節旅遊】

桃米生態村

夢幻紙教堂 +

麻糬體驗 DIY

1/29
( 日 )

相見歡→埔里紙教堂 (桃米生態村 )→午餐→台灣麻糬主題館→快樂賦歸。

紙教堂落在青綠的草坪上，進到紙教堂內共有五十八根紙管支撐起整個教堂，室內與室外的長

管椅也都是用紙製作的，教堂裡使用溫暖的黃色燈系，給人一種溫馨沉靜的感受。台灣麻糬主

題館不僅大方分享麻糬的製程和歷史，讓民眾能更深入了解每一份點心背後的點滴，還有動畫

影片和可愛公仔與民眾近距離互動，更貼心設有 DIY 體驗，讓親子寓教於樂，帶動觀光休憩。

【含車資、保險、門票、午餐、司領津貼】

6:30 7:00 7:50 -- -- -- -- 1550 元

YQTPH
170129A

【春節旅遊】

陽明賞花外木海景

雙北祕境

小人國歡樂行

1/29-1/31
( 日 - 二 )

D1：相見歡→外木山、情人湖→午餐→陽明山賞花祕境→士林夜市 (晚餐自理 )。

(宿：劍潭青年活動中心或同等級 )

D2：早餐→台灣尼加拉瀑布 ~十分瀑布→午餐→黃金博物館、太子賓館→九份老街→晚餐。

(宿：劍潭青年活動中心或同等級 )

D3：早餐→小人國主題樂園 (午餐自理 )→快樂賦歸。

【含車資、保險、門票、2宿 5餐、司領津貼】

6:00 -- 6:50 7:20 -- 7:50 --

兩人房 7288 元
四人房 6388 元

C.3588 元

YNILN
170129A

【春節旅遊】

宜蘭花蓮三日
1/29-1/31
( 日 - 二 )

D1：相見歡→午餐→五峰旗瀑布→宜蘭窯烤山寨村+亞典蛋糕密碼館→羅東夜市(晚餐自理)。

(宿：宜泰大飯店或同等級 )

D2：早餐→玉兔鉛筆學校 DIY →宜蘭傳統藝術中心→午餐→七星潭→松園別館→花蓮市街采

風 (晚餐自理 )                                  ( 宿：阿思瑪麗景飯店或同等級 )

D3：早餐→雲山水 -秘境夢幻湖→立川漁場→午餐→快樂賦歸。

【含車資、保險、門票、DIY 費、2宿 5餐、司領津貼】

6:10 -- 7:00 7:30 -- 8:00 --
兩人房 9888 元
四人房 8488 元

YOCWH
170130A

【春節旅遊】

鹿港天后宮祈福之旅
1/30
( 一 )

相見歡→鹿港鎮桂花巷→鹿港天后宮 (午餐請自理 )→鹿港老街→玻璃媽祖廟護聖宮→快樂

賦歸。

彰化鹿港這個豐富人文所在的地方，擁有許多著名的國家歷史古蹟以外，鹿港老街、摸乳巷、

甕牆、半邊井等人文景點，感受鹿港古樸的小鎮氣息；來到鹿港旅遊也別忘了道地的美食，

蝦猴、蚵仔煎、西施舌、鳳眼糕、牛舌餅和麵線糊等等美食等著你來一飽口福喔 ~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

06:30 -- 07:20 -- 07:40 08:20 -- 900 元

YQPCH
170130A

【春節旅遊】

海天一色

阿朗壹古道健行

1/30
( 一 )

相見歡→阿朗壹古道海天一色 (午餐自備 )→快樂賦歸。

【含車資、保險、解說津貼、司領津貼】

▲需申請入山證請於 12/29 前報名完畢，依阿塱壹官網申請核准名額為主。

▲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開放路段即日起調整，解說員引領團體由保留區南端 (旭海 )入口 

  進入，最遠步行至軍艦岩（折返點）

▲本活動健行時間約 4-6 小時，敬請評估身心狀況。

6:00 7:40 6:50 -- -- -- -- 1200 元

YNTTT
170130A

【春節旅遊】

台東鐵馬漫活二日
1/30-1/31
( 一 - 二 )

D1：相見歡→午餐→龍田腳踏車導覽→鹿野高台→晚餐→鐵花村。

(宿：新宿時尚商旅或同等級 )

D2：早餐→搶眼地中海風格小學 -豐源國小→台灣最美的車站 ~多良車站→午餐→國道風光

→快樂賦歸。

【含車資、保險、門票、1宿 4餐、司領津貼】

6:30 -- 7:20 7:50 -- 8:20 -- 850 元

YQMAL
170131A

【春節旅遊】

獅潭貓頭鷹之家

大湖採草莓

1/31
( 二 )

相見歡→貓頭鷹中途之家→自助式午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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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票彩繪 DIY、午餐、司領津貼】

6:30 -- 7:20 7:50 -- 8:20 -- 1388 元

YNMAL
170201A

【春節旅遊】

體驗閩南式

傳統建築及

書香氣息之美

2/1
( 一 )

相見歡→苗栗後龍閩南書院→午餐→七里香玫瑰森林→功維敘隧道→快樂賦歸。

「閩南書院」整合了造橋鎮及後龍鎮的鄉土教育資源，創造出具有「講學、廟祀、課士」功

能的書院，內部規劃出文昌祠、大成殿、講學堂、靜態展示區、動態展示區、開放空間區，

以及強調閩南文化特色的社教館所，並且融合了生態與永續的概念，讓民眾來此可以體驗教

育、休閒、生態及環保等多功能的建築之美。

【含車資、保險、午餐、司領津貼】

6:00 -- 6:50 7:20 -- 7:50 -- 1099 元

YOTTT
170201A

【春節旅遊】 

台東鐵花村

會走路的樹

台東文創春之旅

2/1-2/2
( 三 - 四 )

D1: 相見歡→午餐→多良車站→海濱公園→台東森林公園→加路蘭遊憩區→晚餐→鐵花村。

(宿：新宿時尚商旅或同等級 )

D2: 早餐→會走路的樹→午餐 (原住民風味餐 )→快樂賦歸。 

鐵花村音樂聚落，由臺東音樂人和藝術工作者共同打造的音樂聚落及在地發芽的慢市集，如

茵的草地，高大的老樹，散發一股自在、悠然的氣息。會走路的樹 -身處其中宛如置身阿凡

達的夢幻情境，榕樹的氣根會不停擴展蔓延，原生枝幹枯萎時氣根也會取而代之，就像樹木

不斷在移動一般。享受原住民風味餐。滿滿的豐富的行程讓新的一年有個美好的開始。

【含車資、保險、1宿 4餐、司領津貼】

-- 7:50 7:00 -- 6:30 6:00 --
兩人房 6200 元
三人房 5600 元
四人房 5400 元



活動代號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內容與特色

發車時間地點
活動費用
(每人 /元 )台南客運

總站兵工廠
仁德交流道

家樂福
新營交流道

麥當勞
嘉義交流道

中油站
嘉  義
救國團

斗南交流道
現代汽車

雲林縣
救國團

YQNTO
170107A 霧上桃源清境深呼吸

1/7
( 六 )

相見歡→清境農場青青草原 (午餐自理 )→台灣麻糬主題館→快樂賦歸。
青青草原是清境農場人氣最旺的景點，其中以「羊咩咩脫衣秀」最富盛名。綿延不盡的青青草
原，牛羊群不時穿梭其中，恍如北國風光，享有「霧上桃源」之稱，是中部地區最熱門的觀光
景點，徜徉其中亦不快哉。
【含車資、接駁車、保險、門票、司領津貼】

6:30 -- 7:20 7:50 -- 8:20 -- 1100 元

YQNTO
170108A

信義坪瀨踏雪尋梅
(大中巴限定 )

1/8
( 日 )

相見歡→坪瀨琉璃光之橋健行園區→午餐→賞梅秘境～坪瀨梅嶺 &坪瀨永松有機梅園→快樂賦
歸。
南投縣信義鄉是台灣最大的青梅產區，每天冬季就成了賞梅的絕佳地點之一。冬季時一棵棵梅
樹佇立在山坡上，挺拔的枝幹開滿了一朵朵潔白的梅花，滿山遍野有如皚皚雪景一般，空氣中
飄散著清新淡雅的花香，更有七十多年生機盎然的梅王與梅后。
【含車資、保險、午餐、門票、司領津貼】

6:30 -- 7:20 7:50 -- 8:20 -- 1500 元

YNHSH
170114A

上帝的部落～
司馬庫斯

(大中巴限定 )

1/14-1/15
( 六 - 日 )

D1：相見歡→內灣老街、合興車站→午餐→宇老觀景台、軍艦岩→司馬庫斯部落巡禮→原民風
味晚餐→部落之夜。                                    ( 宿：司馬庫斯聯營客房 )

D2：部落清新早晨→司馬庫斯巨木群→原民風味午餐→快樂賦歸。司馬庫斯是位於台灣新竹縣
尖石鄉後山高海拔（海拔約 1500 公尺）的一個泰雅族部落。

由於位處深山交通不便，且長期沒有電力供應，曾被稱為黑色部落，也是台灣最深山的原民部
落，後因發現神木群乃發展觀光，現在成為一個重要的觀光地點。
【含車資、保險、1宿 4餐、司領津貼】

-- 6:30 7:20 7:50 -- -- 8:20

小木屋

二人房 4800 元

四人房 4300 元

C.3500 元

YQTCH
170115A

一枝春信～
新社梅林親水岸賞梅

1/15
( 日 )

相見歡→臺中新社梅林親水岸→午餐→台灣氣球博物館→快樂賦歸。
冬天的梅花飄香在新社梅林親水岸，山裡的生活，一處梅與水的私密空間，等您沐浴幽香。
【含車資、保險、午餐、門票、司領津貼】

6:00 -- 6:50 7:20 -- 7:50 -- 1300 元

YQTYC
170121A   大溪文藝之旅

1/21
( 六 )

相見歡→大溪老街 (午餐自理 )→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快樂賦歸。
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是基於保存文化資產與結合在地社群的理念下孕育而生。無論是在地木
器產業、百年警政歷史，或是遍佈大溪的街屋、古厝、武德殿及寺廟等古蹟，普濟堂關聖帝君
遶境聖誕慶典及其傳承百年的社頭文化，此些有形、無形文化資產與生活於此的人們，形構出
大溪獨特的生活形態與在地文化。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

6:30 -- 7:20 7:50 -- 8:20 -- 888 元

YQNTO
170122A

奧萬大森林

遊賞緋寒櫻

(大中巴限定 )

1/22
( 日 )

相見歡→奧萬大森林遊樂區喜見緋寒櫻→午餐→廣興紙寮→快樂賦歸。
一月下旬為單瓣粉紅色的「山櫻花 ( 緋寒櫻 )」的季節，奧萬大可以看到繽紛的櫻花，沿著好
漢坡步道、經楓林步道、森林公園步道、賞鳥步道、賞鳥平台、奧萬大吊橋抵松林區。好漢坡
步道約 470 階，去程時輕鬆好走，唯階梯陡峭請遊客小心徐行，回程時可得考驗您的體力與耐
力，或可改走楓林步道。森林公園是一片針、闊葉混雜的林木，在森林公園可以享受到豐富的
芬多精及生態景觀。
【含車資、保險、午餐、門票、司領津貼】

6:00 -- 6:50 7:20 -- 7:50 -- 1600 元

YQTCH
170204A

谷關溫泉泡湯

樂漫步捎來步道
2/4
( 六 )

相見歡→谷關溫泉泡湯→午餐→谷關捎來步道、五葉松神木→豐原廟東小吃→快樂賦歸。
捎來步道取名自當地部落頭目之名，沿山勢開闢而成，部分路段陡峭，沿途綠意盎然，景色更是美不勝收。
【含車資、保險、大眾池泡湯、午餐、領隊津貼】

6:30 -- 7:20 7:50 -- 8:20 -- 1350 元

YQNTO
170205A 達娜伊谷樂游游 

2/5
( 日 )

相見歡→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園區→山美鄒族歌舞表演→午餐→獨角仙休閒農場→快樂賦歸。
達娜伊谷鄒語，意為忘記憂愁的地方，是台灣少見的乾淨溪流。氣侯宜人，風景秀麗，溪中巨
石嶙嶙，清水潺潺，是全國第一處以社區力量保育鯝魚成功的生態公園。
【含車資、保險、門票、午餐、領隊津貼】

6:30 -- 7:20 7:50 -- 8:20 -- 1200 元

YNYUN
170211A

探訪雲林在地文化 ~

台灣燈會在雲林
2/11
( 六 )

相見歡→雲林斗六新地標 -梅林福天吊橋、福天宮、楓樹湖、湖山水庫→午餐→斗六雅聞峇里
觀光工廠→虎尾屋頂上的貓→金鵬巾緻親子館→虎尾燈會→快樂賦歸。
楓樹湖，位於斗六湖本村以南、梅林以北的楓樹湖部落，是一個靜靜隱藏於山區的世外桃源，
周遭傳統屋舍矗立，還是以前農村生活的景象，而它的名稱，是因為有一棵碩大的老楓香樹在
湖畔而得名，據居民表示，這棵大楓香樹已有 500 多歲。
【含車資、領隊、保險、diy 費用、午餐】

7:30 -- 8:20 8:40 -- -- -- 999 元

YOTNN
170212A

關子嶺溫泉泡湯樂碧

雲寺祈福之旅
2/12
( 日 )

相見歡→關子嶺溫泉泡湯樂→午餐 (特色溫泉美食 )→水火同源→碧雲寺祈福→快樂賦歸
最適合享受泡湯的季節，特殊的黑色泥漿溫泉，全台唯一的泥漿溫泉，當然就非關子嶺莫屬啦~
日治時期更被讚為台灣第一溫泉。
【含車資、保險、門票、午餐、領隊津貼】

07:00 -- 07:50 -- 08:40 09:30 -- 1300 元

YOTPH
170219A

台灣尼加拉瀑布～

十分瀑布
2/19
( 日 )

相見歡→天燈的故鄉平溪老街 (午餐自理 )→台灣尼加拉瀑布～十分瀑布→快樂賦歸。
保有傳統的長條式街屋，每間房子以兩層樓的古味建築為主，每條巷道都可看見行經的火車，
形成平溪老街的重要特色。十分瀑布是垂簾型瀑布，岩層傾向與水流方向相反，屬逆斜層特徵，
因與北美洲尼加拉瀑布相似，故有台灣尼加拉瀑布的美稱。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

06:30 -- 07:20 -- 07:40 08:20 -- 1000 元

YQTCH
170225A

薰衣草森林

花香繚繞
2/25
( 六 )

相見歡→大湖草莓文化館→薰衣草森林 (午餐自理 )→雅聞香草植物工坊→快樂賦歸。
薰衣草森林有著可愛脫俗的造景，滿足每顆浪漫且愛作夢的心，香草的芬芳氣息與森林中的悠
閒享受慢活花賞的樂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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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津貼】

-- 06:30 07:20 -- 08:00 08:50 -- 1100 元

YNTYU
170226A

大溪總統鎮～

後慈湖大溪老街
2/26
( 日 )

相見歡→國道風光→大溪老街→絕美秘境後慈湖→快樂賦歸。
後慈湖發源於白石山上的小溪澗，由於軍事管制了半個世紀，不但景色優美，整個自然生態也
從未遭到破壞，裡頭保留了原始森林與自然生態，尤其特有的台灣蝙蝠也在當年的防空洞逐
巢，讓「後慈湖」成為大台灣地區新的遊憩後花園。
※需辦理入山證，1/26 前報名完成，逾期受理備取※
【含車資、保險、門票、領隊津貼、行政雜支。】

-- 06:00 06:50 07:20 -- -- 07:50 1099 元

YQMAL
170227A 花現勝興香芬集元裕

2/27
( 一 )

相見歡→勝興車站→集元裕糕餅鄉童玩村→午餐→三義木雕街→快樂賦歸。
勝興車站是台灣西部縱貫鐵路的最高點，車站內設有一座標示海拔高度402.326公尺的紀念碑；
勝興車站建於民國 5年，至今已有 90 年的歲月，整棟建築以木頭為建材，且每根樑柱皆不使
用釘子，勝興車站外觀洋溢著濃厚的日據時代風味，特殊的是勝興車站這棟建築不使用一根釘
子，經過近百年歲月卻還能屹立不搖。
【含車資、保險、午餐、門票、司領津貼】

06:30 -- 07:20 07:50 -- 08:20 -- 1150 元

YONTO
170228A

台灣建築之美 ~

中台禪寺 VS.

向山遊客中心

2/28
( 二 )

相見歡→中台世界博物館 +木雕分館→向山遊客中心→伊達邵碼頭廣場→快樂賦歸。
中台禪寺規模龐大外觀融中西工法，寺頂高聳壯觀，中台禪寺整個新建築乍看下彷佛金字塔形態，
實為佛教建築另一鉅作。向山行政暨遊客中心，猶如雙手環抱整個日月潭的湖光山色，創造了人
與自然間發展對話的舞台，雖為建築物，但若說它是一件藝術品也不為過。
【含車資、門票、導覽機、保險、午餐、司領津貼】

06:30 -- 07:20 -- 07:40 08:20 -- 1300 元

YQHSH
170304A

【踏青新景點】

新竹青青草原

北埔老街

3/4
( 六 )

相見歡→北埔老街 (午餐自理 )→青青草原→快樂賦歸。
新竹的「青青草原」，蓋了一座沿山坡設計而下，總長 54 公尺，將是北台灣最長的磨石子溜
滑梯。除此之外，溜滑梯區中間還穿插了一座，外觀如樹屋般的雙層觀景遊戲平台，除觀賞山
景外還能攀爬，可望成為非常受歡迎的新戶外親子遊樂場。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

06:30 -- 07:20 07:50 -- 08:20 -- 1150 元

YONTO
170305A

忘憂森林白毫禪寺

心靈沉靜之旅
3/5
( 日 )

相見歡→忘憂森林→午餐→白毫禪寺→快樂賦歸。
忘憂森林原是位於杉林溪旁的一處原始森林，在 921 地震後因河道阻塞而形成沼澤，高聳入天的
柳杉木群也因長期泡水而壞死，反而形成特殊的景緻，吸引許多遊客及攝影愛好者慕名而來。白
毫禪寺日式禪風建築，多寶如來塔視野遼闊，挑高藏書閣書香原木香，洗滌沉靜心靈的好地方。
【含車資、接駁車車資、午餐、保險、司領津貼】

06:30 -- 07:20 -- 08:00 -- 08:50 1300 元

YQCHY
170311A 阿里山日出賞櫻

3/11
( 六 )

相見歡→阿里山祝山觀日步道→小笠原山觀日眺望台 (等待曙光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阿里
山名產街→快樂賦歸。
享譽海內外的阿里山櫻花季約在每年 3月中旬至 4月中旬舉行，每年會因天候的不同和櫻花的
品種，使得櫻花開放的時間會些許差異，陸續地千島櫻、山櫻花、吉野櫻、八重櫻都將依序綻
放，其中又以潔白如雪、燦爛耀眼的吉野櫻為主角，將阿里山原本綠意盎然的山色點綴成如夢
似幻的花海世界。
【含車資、保險、餐盒、門票、司領津貼】

00:00 -- 00:50 -- 01:30 -- -- 1200 元

YNPCH
170312A

國境之南

龍坑生態保護區
3/12
( 日 )

相見歡→龍坑生態保護區 (簡易午餐 )→快樂賦歸。
龍坑生態保護區內擁有 200 多種珊瑚礁海岸植物，和其他種類繁多的特殊鳥類及爬蟲類等，因
而受墾管處管制為生態保護區。保護區內遍佈滿地的白水木等珊瑚礁植物，因而形成珊瑚礁草
原。還可觀賞到那豐富的海蝕溝、溶蝕、崩崖等奇特的地形景觀。
★本活動如未能申請核准則辦理延期或取消。
【含車資、保險、門票、簡易午餐、司領津貼】

-- 7:30 7:00 7:30 -- -- 6:00 1099 元

YQHSH
170318A

親子童趣 Go Bear 

溝貝親子休閒農莊
3/18
( 六 )

相見歡→ Go Bear 溝貝親子休閒農莊 (午餐內用自理 )→快樂賦歸。
Go Bear 溝貝親子休閒農莊不但可以讓小朋友體驗古早的活動如 :摸蜆仔、釣螯蝦、撈金魚、戲水
和玩沙，在一旁的大人們也不無聊，不僅有釣魚的行程選擇，甚至有提供好玩又有趣的桌遊遊戲。
【含車資、保險、門票、司領津貼】

06:30 -- 07:20 07:50 -- 08:20 -- 1065 元

YOPCH
170319A

戀戀屏東山川琉璃

吊橋泰式高腳屋
3/19
( 日 )

相見歡→山川琉璃吊橋→泰式高腳屋 (午餐自理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快樂賦歸。
山川琉璃吊橋以原住民珍寶琉璃珠做為裝置藝術加上光雕，將成為當地最吸睛地標。六堆客家
文化園區以客家生活與自然生態為主軸，以紙傘為基礎概念設計六座傘架，象徵為大地打傘遮
蔭。南洋風高腳屋園區一窺神秘的泰式傳統建築。園區內高腳屋建築型式為泰國 200 年前泰國
皇親貴族所居住的房屋，建築物所使用的建材皆為柚木、紅木等上等建材打造而成，不會蛀蟲
也不怕泡水變形，為泰國最具代表的建築物，非常氣派尊貴。
【含車資、保險、門票、司領津貼】

08:20 -- 07:40 -- 07:10 06:30 -- 1000 元

YNCHY
170325A

遊覽阿里山

小火車賞櫻趣
3/25
( 六 )

相見歡→阿里山森林遊樂區→沼平線小火車→阿里山名產街 (午餐自理 )→快樂賦歸。
搭乘阿里山森林鐵路，觀賞滿山的櫻花。阿里山的日出、雲海、晚霞、森林與高山鐵路，合稱為阿
里山五奇，都是相當吸引人的旅遊景點，探訪阿里山由山下一路到山上可以感受到週遭景觀的變化。
【含車資、保險、門票、小火車票 (單程 )、司領津貼】

-- -- -- 07:00 -- -- 06:30 1200 元

YONTO
170326A

賞花趣～杉林溪

牡丹花季
3/26
( 日 )

相見歡→杉林溪牡丹花季 (簡易午餐 )→快樂賦歸。
每年三、四月，是「花中之王」豔麗牡丹花的花開季節，此時，正式欣賞牡丹花的最佳時刻。
有「台灣牡丹花王國」之稱的杉林溪，牡丹花盛開，現在上山可以賞花、可以悠遊漫步在林中，
更可以聞到春天的味道。
【含車資、保險、門票、司領津貼】

06:30 -- 07:20 -- 08:00 08:50 -- 12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