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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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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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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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47號）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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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對象：一般社會大眾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
中國青年旅行社http://www.cyta.com.tw/ 享有網路
報名優惠價！
※臨櫃報名並繳交活動所需現金，即完成報名手續。
※繳交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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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報名資訊：LINE ID/@hit0979y

◎優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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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恕無折扣團不在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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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章標價為成人價 (滿12歲以上)、2歲-未滿12歲九折優惠、0歲-未滿2歲幼
兒一日活動$300元，二日活動500元，三日活動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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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遊覽車座位採報名繳費完成先劃位。（座位以實際排數計算，遊覽車劃位示
意圖為參考用，請依實際車型排數計算，若無法接受車型不同，排數位子可
能有差距，請勿報名）

10.如遇有需住宿之活動，將依報名人數分配之房型收費(例：單獨報名需住宿
兩人房，並補房價差；3人住4人房亦須補另一床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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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通知退費或改期，請勿異議。

2.退費：依據交通部觀業字第1050922838號函修正發佈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辦

理。

(1)旅遊開始前第41日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5%。

   (2)旅遊開始前第31日至第40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10%。

   (3)旅遊開始前第21日至第30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20%。

   (4)旅遊開始前第2日至第20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30%。

   (5)旅遊開始前1日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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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

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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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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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331331

電話：06-2223421 

電話：05-5322319

電話：05-6333410

05-2770482
0966762198電話：

協辦單位
嚕啦啦旅行社有限公司
嘉義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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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6762198

活
動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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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展期:2018.11.03-2019.04.24

官方售價全票:350元

回饋旅友大放送(4/1-6/30) 

早鳥優惠票價 180元/張

售票服務級地點及電話：
【中青旅雲嘉南分公司】 台南市北區忠義路三段29號5樓 06-2228282 
【嚕啦啦旅行社嘉義分公司】 嘉義市忠孝路307號  05-2766948
【嚕啦啦旅行社雲林分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58號 05-5322319

售完
為止

報名活動，請於該活動前10天完成報

名手續，以方便統計人數，決定活動

是否成行，謝謝合作。

~可使用國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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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雞肉飯旁 )
嘉義團委會

斗南交流道
(現代汽車 )

雲林縣團委會
(後門 )

 
YNHSH
180404A

歡慶兒童節 ~
雙樂園 high 翻天

4/4( 三 )

相見歡→六福村 (午餐自理 )→尚順育樂世界 (晚餐自理 )→快樂賦歸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是亞洲第一座結合動物園與大型遊樂園的夢幻國度，園內擁有四大異國風情主題村。

園區擁有 30 項以上適合年輕人挑戰的刺激遊樂設施及適合親子同遊的野生動物園，更有定時演出的音

樂水舞秀以及大型遊行等各項精彩歌舞表演，使得六福村成為休閒渡假最佳旅遊去處。

【凡親子同時報名 (一位家長 +一位小朋友 )第二人即可優惠 100 元哦，30 人以上成團】

【含車資、保險、門票、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新竹苗栗地區

06:00 -- 06:50 07:20 -- -- 07:50

3-6 歲、
60 歲以上
1199 元
6 歲以上
1399 元

YQCHY
180405A

【季節限定】

漫步櫻花雨 ~阿里山賞櫻
4/5( 四 )

相見歡→天長地久→阿里山森林遊樂區櫻花季 (午餐自理 )→快樂賦歸。 

每逢初春，滿山遍野的櫻花在阿里山區形成一片壯觀的花海，讓阿里山春天的花季成為一年一度不可

錯過的賞花盛事，吸引無數遊客朝聖。主要的花種包括山櫻花、吉野櫻與八重櫻等花種。在櫻花樹下

漫步留影，真是無比浪漫的賞花雅趣。

【含車資、保險、門票、遊園車票 (單趟 )、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嘉義地區

06:30 -- 07:10 07:30 -- -- -- 1250 元

YOPCH1
80407A

【部落輕旅行】  

遺落仙境的南國

迦南美地 ~屏東禮納里

4/7( 六 )

相見歡→屏東酒廠→禮納里部落半日體驗 (含午餐 )→山川琉璃吊橋→快樂賦歸。

因瑪家鄉相鄰三地門鄉與霧台鄉，98 年莫拉克風災造成這三鄉重大災情，而瑪家鄉瑪家村、霧台鄉好

茶村及三地門鄉大社村災區鄰近瑪家農場，因此，政府便將此三村災民遷至瑪家農場安置，並由世界

展望會來援建瑪家農場永久屋興建，經部落與各界討論，命名為「禮納里 Rinari 部落」，意為「我們

一起走，大家一起往那兒去的地方」。

【含車資、保險、門票、司領津貼、午餐】                                     活動地區：屏東

-- -- 07:40 07:20 -- 07:00 -- 1600 元

YNKHH
180414A 【季節限定】

螢光閃閃 ~
那瑪夏布農部落

4/14( 六 ) 相見歡→三冠王芋冰城→民權國小綠建築→原住民美食饗宴→達卡努瓦賞螢步道→快樂賦歸。

高雄市那瑪夏一年一度螢火蟲季開始囉 !!! 在這裡觀賞螢火蟲，就像銀河一樣壯觀，也像落在地上的

星星，照亮山區。被螢光包圍的感動，你一定要來體驗看看。

【含車資、保險、晚餐、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高雄

-- -- 14:00 13:30 -- -- 13:00

1500 元
YQKHH
180505A 5/5( 六 ) 13:00

13:10
台南後火車站

(大遠百廣場)
-- -- -- -- --

YQILN
180416A

【週間旅遊】
十大絕美秘境 ~~
全球最美小路 ~
太平山見晴古道

4/16~17

( 一 ~ 二 )

D1: 相見歡→午餐→龍潭湖風景區→丟丟噹森林→幾米公園→幸福轉運站→亞典菓子工場→羅東夜市

(晚餐自理 )→晚安宜蘭。                                          宿 : 宜泰飯店或同級

D2: 晨喚→飯店早餐→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翠峰湖→全球最美小路 ~見晴懷古步道→午餐→太平山

莊→休息站→晚餐→快樂賦歸。

全球最美的 28 條小路之一，太平山的「見晴懷古步道」，見晴，景如其名。久雨初晴之際可遠眺奇峰

崢嶸的聖稜線；午后常有瑰麗如詩的雲海，有時久陷白茫茫的霧中，反而湧起渴望見晴的心情，這個

地方剛好能眺望到蘭陽平原，絕佳地形優勢，讓許多登山客都愛來這。

【含車資、保險、門票、司領津貼、一宿四餐】                                 活動地區：宜蘭

07:30 -- 08:10 08:30 -- 08:50 --

雙人房
4050 元
四人房
3690 元

YQTNN
180422A

【外拍攝影團】中巴
與夜光精靈相約梅嶺

4/22( 日 )

相見歡→江家古厝→玄空法寺→晚餐→梅嶺火金姑→快樂賦歸。

攝影老師隨團指導

拍攝主題 :古蹟、人像、人文、螢火蟲拍攝。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晚餐、攝影專業教導】                             活動地區：台南

13:00
13:10

台南後火車站
(大遠百廣場)

-- -- -- -- -- 999 元

YNPCH
180422A

絕美景致 ~
阿朗壹古道健行

4/22( 日 ) 相見歡→台灣最原始的海岸線～阿塱壹古道 (午餐自備 ) →快樂賦歸。

阿塱壹古道景觀原始粗獷，全台僅存無公路經過的自然海岸。更為國內台灣海岸唯一沒有公路通過的

地方，沿途海岸、草原景觀怡人，是不可錯過好去處。

★活動會依當天天氣狀況評估是否能步行全程。

★需申請入山證請分別於 3/21、4/26、5/30 報名完成，依阿塱壹官網申請核准名額為主。

★本活動健行時間約 4-6 小時，敬請評估身心狀況。

★本活動如未能申請入園則延期一週辦理或取消，盡請預留兩週時間。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午餐自理】　　　　　　　　　　　　　　　　　　　活動地區：屏東

-- 07:30 07:00 06:30 -- -- 06:00 1299 元YQPCH
180527A 5/27( 日 )

YOPCH
180630A 6/30( 六 )

YNKMN
180428A 金門戰地三日遊 4/28( 六 )

D1：相見歡→金門→獅山砲陣地→山后民俗文化村→軍中特約茶室→太武山→金門貢糖→金門鋼刀廠        

宿：台金飯店或同級

D2：早餐→小金門→參觀【鐵漢堡】【勇士堡】【地雷館】→湖井頭戰史館→昇恆昌免稅商場→八二三

戰史館→皇家酒廠→後浦小鎮                                　       宿：台金飯店或同級

D3：早餐→莒光樓→翟山坑道→高梁屋→金門手工麵線→返回台灣

台中清泉崗機場集合 6999 元

YQTNN
180429A 走馬瀨農場烤肉趣 4/29( 日 )

相見歡→走馬瀨農場→烤肉→快樂賦歸。 

走瀨農場園區規劃的遊樂設施，從騎馬、滑草、射箭、到人體動力的協力車、單車、山訓場；水上遊

樂的腳踏船、碰碰船、體能訓練場、高爾夫迷你推桿場、跑馬場及露營烤肉區以及大型滑水道的戲水

世界等等，適合各種不同年齡層的休閒遊樂需求。一起遠離塵囂到走馬瀨農場享受置身在陽光、白雲、

綠野的無限舒暢，並參加烤肉活動聯絡情感唷 !

★如需 DIY 或體驗遊戲活動需自費參加。 

【含車資、保險、午餐 (烤肉 )、門票、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台南

09:00 -- 09:50 -- -- -- -- 1100 元

YNTTT
180429A

【週間旅遊】
台東會走路的樹 -
原鄉文化探索

4/29~30

( 日 ~ 一 )

D1：相見歡→森林博物館生態文化拜訪體驗之旅→台東市區小吃美食→晚安台東。

宿：新宿時尚商務旅館或同級

D2：早餐→台東森林公園→多良車站→午餐→快樂賦歸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一宿三餐、會走路的樹入園體驗】                   活動地區：台東

-- 07:30 07:00 06:30 -- -- 06:00

兩人房
3999 元
四人房
3899 元

YQMAL
180501A

勞動節特惠團
【季節限定】

遇見桐花雪花飄

5/1( 二 )

相見歡→飛雪桐花步道→勝興車站 (午餐自理 )→龍騰斷橋→雅聞香草植物工廠→快樂賦歸。

勝興車站除了是著名觀光地，北側山間林徑的飛雪小路桐花步道，夾道而生的油桐樹海，讓此地成為

賞花人最愛前來的地點，一邊散步一邊欣賞桐花點點，風景讓人沉醉。毀於地震的龍騰斷橋，是台灣

僅存的幾座糯米橋之一，優美的弧線造型，被譽為鐵路的藝術品。

★贈早餐一份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午餐自理】                                       活動地區：苗栗

07:30 -- 08:10 08:30 -- 08:50 --
699 元

二人同行
1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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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雞肉飯旁 )
嘉義團委會

斗南交流道
(現代汽車 )

雲林縣團委會
(後門 )

YQPEH
180506A

【週間旅遊】
【季節限定】
菊島風情 ~
澎湖花火節

5/6~8

( 日 ~ 二 )

D1: 高雄小港機場集合出發→馬公機場→澎湖國家公園管理處→免稅店→午餐→市區古蹟巡禮 (開台首
府天后宮、公祠萬軍井、中央古街、四眼井) →眷村文化園區(拜訪外婆的澎湖灣-潘安邦舊厝)→
晚餐自理  　　　　　　　　　　　　　　　　　　      　　　　宿：澎湖青年活動中心或同級

D2: 碼頭搭船→南海二島 -七美嶼 (雙心石滬 )→望安嶼 (中社古厝聚落 )→巡航桶盤玄武岩石壁→午
餐→菊島采風環島遊 (中屯風車園區、通樑古榕、跨海大橋、二崁古厝、大菓葉柱狀玄武岩 )→救
國團澎湖青年活動中心 (晚餐 )→菊島煙火秀。5/7 煙火施放地點 :觀音亭園區　  　　　　　　
　　　　　　　　　　　　　                              　　宿：澎湖青年活動中心或同級

D3:碼頭搭船→北海之珠吉貝嶼(自費超酷八合一水上活動)→午餐→觀光工廠→搭機回程→快樂賦歸。
【含馬公來回機票、門票、小費、二宿六餐 (一餐自理 )、車資、保險、司領津貼、船票】   

活動地區：澎湖地區      

高雄小港機場集合

兩人房
8950 元
四人房
8650 元

YONTO
180512A I LOVE 杉林溪 5/12( 六 )

相見歡→杉林溪森林生態園區 ( 含午餐 )→快樂賦歸。

海拔 1,600 公尺，夏季平溫僅攝氏 20 度，面積約 41 公頃。杉林溪水終年流動，區內林木叢生，青山

環繞，綠水交融，利用山水規劃的遊樂設施，兼具自然與人文。不論是初春，或者是仲夏、涼秋、寒冬，

都讓你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3-4 月可於杉林溪園區內觀賞牡丹花、水晶蘭、紫藤，5月可觀賞杜鵑花。

【含車資、保險、門票、司領津貼、遊園車來回】                               活動地區：南投

07:00 -- -- 08:00 -- -- 08:20 1500 元

YNNTO
180513A

全台最高景觀步道 

- 清境天空步道
5/13( 日 )

相見歡→清境天空步道→ 清境農場青青草原 (午餐自理 )→ 快樂賦歸。

超萌綿羊，綿羊城堡，踏青美景，漫步在霧上桃花源、台灣小瑞士之美譽的清境農場，體驗碧草無垠、

山坡平緩、綠樹蒼翠，牛隻羊群遊走在草原上的清新感覺，來趟滌心靜慮之旅。

【含車資、接駁車車資、門票、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南投

06:30 -- 07:20 -- 07:40 -- 08:20 1099 元

YOTXG
180519A 走訪霧峰的故鄉 5/19( 六 )

相見歡→霧峰林家公保第園區→民生故事館 (午餐自理 )→霧峰農會酒莊→快樂賦歸。 

霧峰林家是台灣五大家族之一，因其發跡於霧峰（古稱阿罩霧，今台灣臺中市霧峰區）而得名。現今

所謂國定古蹟霧峰林家，係指霧峰林家位於阿罩霧地區的園林與宅邸建築總稱，霧峰林家建築古蹟範

圍：包括下厝系統、頂厝系統以及萊園三大部份。

【含車資、保險、門票、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台中

07:30 -- -- 08:30 -- 08:50 -- 1100 元

YQPCH
180520A 屏東秘境 ~哭泣湖 5/20( 日 )

相見歡→哭泣湖→水上草源→午餐→牡丹水庫→潘氏農場鹹鴨蛋 DIY →快樂賦歸。 

哭泣湖，乍聽之下背後有個淒美的故事，關於名稱有兩種說法，一是因為排灣族語「kutji」發音近似

哭泣，意指水流匯集之地；也有人說是日語「口」的意思，無論如何，都不減她的迷人魅力。全國稀

有的溼地地形，有著會跳舞的樹，形成一處會卜動的水上草原地形更顯的獨特，一片盤根錯節的李事

禾草，浮在水面上，光著腳，親身體驗踩在上面的感覺，猶如在大自然的水床上與會跳舞的樹共舞哭

泣湖，都不減她的迷人魅力。

★請另備一件褲子 (短褲為佳 )及拖鞋 (或涼鞋 )。

【含車資、保險、門票、午餐、解說導覽、DIY 體驗、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屏東

-- 07:20 06:50 06:30 -- -- -- 1390 元

YQMAL
180520A

飛牛牧場與動物的

零距離接觸 ~
5/20( 日 )

相見歡→飛牛牧場→午餐→夢想街→快樂賦歸。

飛牛牧場青蔥的綠野上有低矮的房舍和成群的乳牛，乳牛生態區、蝴蝶生態區、可愛動物區、自然步

道和水域生態區，讓遊客親近自然生態與大自然交融，在草原上奔跑嬉戲，寬闊的飛牛牧場提供您最

自然的生態享受。快點一同來幫牛媽媽擠ㄋㄟㄋㄟ、餵小牛喝ㄋㄟㄋㄟ、參與鴨 BB 大遊行唷 ! 飛牛牧

場也是偶像劇《薰衣草》、《浮士德的微笑》的取景地點唷 ! 

★如需 DIY 或體驗活動需自費參加

【含車資、保險、門票、午餐、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苗栗

07:30 -- 08:10 -- 08:30 -- -- 1390 元

YNCHY
180520A

超美太平雲梯 +
四大天王步道健行

5/20( 日 )

相見歡→太平雲梯→午餐→四大天王步道→快樂賦歸。

太平雲梯長度 281 公尺、海拔約 1000 公尺，全台最長  海拔最高之景觀吊橋，吊橋從梅山太平村望風

台橫跨三原彩虹瀑布通往龜山讓旅客能俯瞰嘉義風光還能欣賞雲海風景，可將知名的梅山 36 彎美景盡

收眼底，甚至能遠眺嘉南平原。

★本活動如未能申請門票則辦理延期或取消。

【含車資、保險、簡易午餐、門票、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嘉義

-- --

嘉義
火車站
後站
08：00

-- -- 07:00 999 元

YNNTO
180527A

【季節限定】
合歡東峰賞杜鵑

5/27( 日 )

相見歡→合歡東峰巡禮 (午餐自理 )→快樂賦歸。

走合歡山莊對面的路線，步道口附近有一小片臺灣冷杉林，一棵棵臺灣冷杉直挺挺地矗立著，森林的

外緣則可見一些臺灣冷杉小苗，在此處正可觀察到「母雞效應」。越過臺灣冷杉林之後就再也沒有高

大的樹了，只剩玉山圓柏、玉山杜鵑、高山薔薇、玉山箭竹等灌叢，合歡山的森林界線在此清晰可見。

玉山杜鵑在這段路上有較多的族群分佈，每年五、六月杜鵑盛開時，可欣賞到花團錦簇的美麗景象。

★本活動健行時間約 2-3 小時，敬請評估身心狀況。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午餐自理】                                     活動地區：合歡山

-- -- --

嘉義
火車站
後站
08：00

-- -- 07:00 1399 元

 
YNHSH
180602A

鎮西堡+司馬庫斯~
探訪神秘的原始

檜木群 ~

6/2~3

( 六 ~ 日 )

D1：相見歡 (報到 )→宇老觀景台 / 秀巒檢查哨 (辦理入山登記 )→司馬庫斯 (午餐 -便當 )→出發

部落叉路→司馬庫斯巨木群 / 大老爺神木步道→司馬庫斯部落巡禮→返抵鎮西堡 / 新光部落 民

宿 (晚餐 ) / 夜間打麻糬活動

D2：早餐→新光部落巡禮 /森林小學 (賣香紅茶廣告拍攝地 ) / 鎮西堡教堂 (或鎮西堡神木挑戰 )→

午餐→秀巒軍艦岩吊橋 / 青蛙石→北角吊橋→內灣老街（晚餐自理）→快樂賦歸

【含車資、接駁車、保險、司領津貼、行政雜支、一宿三餐】                     活動地區：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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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人房
4999 元
四人房
4599 元

YQKYD
180603A

【離島自由行】或【外拍攝影團】

蘭嶼飛魚季
熱帶綠寶石島嶼 ~

探訪達悟族人的故鄉

5/1~6/30

【任何時段】

D1: 台南火車站→火車→台東火車站→接駁車→ 13:00 豪華客輪→前往達悟族人的故鄉 ~蘭嶼→專車接
往飯店 Check in →登小天池→蘭嶼燈塔〈欣賞蘭嶼大自然之美以及蘭嶼原生種蘭花〉→海灘漫步
戲水欣賞日落之美→自費活動〈夜探飛魚、夜釣小管〉→仰望滿天星斗→飯店。

宿 :海洋國際 A館或同級
D2: 晨喚→飯店早餐→機車環島體驗海島生態之美→龍頭岩→東清灣→情人洞→軍艦岩→雙獅岩→玉女

岩→坦克岩→五孔洞→鱷魚岩等海島之原始風光→下午自費浮潛或深潛〈欣賞海洋生態之美〉→
弓箭山觀賞落日夕陽餘暉→自由活動〈夜探蘭嶼角鴞 〉→飯店。      宿 : 海洋國際 A館或同級

D3: 晨喚→飯店早餐→蘭嶼氣象站→青青草原〈百合花故鄉〉→老人岩→飯店收拾行囊 Check 
out → 15:30 豪華客輪起航→接駁車→台東火車站→火車→台南火車站→快樂賦歸。【參考行程】

★自由行程，僅包含交通、住宿、保險及住宿兩天早餐，其飲食、領隊、門票及自費行程等需自理。
★需具備重型機車駕照，如有機車毀損狀況需自行負責。
★蘭嶼旺季，船班時間調整，依船班公司公佈時刻為準。
★蘭嶼為離島中的離島，住宿環境不比本島，無法接受請勿報名。            
【含兩天住宿費、火車票 (台南 -台東 )來回、接駁車 (火車站 -碼頭 )、船票 (台東 -蘭嶼 )來回、
保險、機車費用 (兩人共騎 48 小時，不含油料 )】                        活動地區：台東、蘭嶼。

07:40
台南火車站

【假日】
雙人房
6999 元
四人房
6199 元
【平日】
雙人房
6799 元
四人房
6099 元

YQNTO
180609A

夢幻絕美 ~
全球最美日月潭
水上自行車道

6/9( 六 )

相見歡→日月老茶廠→水社碼頭廣場 (水社老街午餐自理 )→自行車遊湖 (碼頭→月牙灣→向山行政
暨遊客中心→往返 )→快樂賦歸。
不用出國就可以騎到全球最美的自行車道，日月潭環湖公路擁有迷人的傳統邵族原住民文化，如鏡面
般優美的湖光山色，以及當地特有的生態環境，因此每年吸引了無數的國內外遊客競相前往報到。半
月湖畔的月牙灣，綠色叢林環繞唯美，翡翠般色澤的湖水，是日月潭隱密浪漫夢幻之地。
【含車資、保險、自行車費用、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南投

07:30 -- 08:10 08:30 -- 08:50 -- 1000 元

YQNTO
180610A 九族文化村一日遊 6/10( 日 )

相見歡→九族文化村 (午餐自理 )→快樂賦歸。
九族文化村擁有臺灣遊樂園 8大之最─臺灣最高的自由落體、最長的歐洲花園、海拔最高、樹最多、
原住民文化最豐富。想在綠樹如蔭的山林間，欣賞九族文化、體驗超刺激與快感的遊樂設施，或者只
是看場秀、品嘗原味餐等，歡迎全家來體驗臺灣遊樂園最 High 的玩法。
【含車資、保險、門票、空中纜車、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南投  

07:30 -- 08:10 08:30 -- 08:50 -- 1799 元

YNCHY
180610A

頂石棹
霞之道 ~櫻之道

6/10( 日 )

相見歡→國道風光→奮起湖老街→頂石棹健行之旅 (霞之道、櫻之道 )→快樂賦歸 
「櫻之道步道」位在頂石棹旅客服務中心旁，長度僅有 130 公尺，是步道中最迷你的一個，從起點就
能看到終點。「霞之道步道」全長 250 公尺，步道口附近適合觀賞晚霞，當山巒美景染上一片艷紅，
遠方茶園及竹林相互輝映的景致，是邁向步道終點時最美麗的打氣，若來訪時無緣遇上晚霞，綠意盎
然的山林景色也別有一番風情，享受清新自然的芬多精。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午餐自理】                                  活動地區：嘉義地區

-- -- --

嘉義
火車站
後站
08：00

-- -- 07:30 899 元

YOYUN
180616A

玩味童心 ~
千巧谷樂園

6/16( 六 )

相見歡 → 千巧谷樂園→午餐→浪漫菓楓糖→ 快樂賦歸。

創立於 2003 年，至今已過十年的時間，目前共有崙背、麥寮兩家店面及牛樂園牧場。位處於農產富饒

的雲林縣；而店址崙背鄉更是典型的農業鄉鎮。這裡有全台第二大的酪農區，利用在地生乳製作成各

式的烘焙製品及伴手禮，獲得顧客熱烈的迴響；也分別榮獲 2011 年、2013 年及 2014 年雲林縣十大農

產伴手禮的肯定！做出盡善盡美的糕點，將崙背在地的美味分享給大家！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午餐】                                      活動地區：雲林地區

-- -- 08:00 08:20 -- 09:00 -- 1000 元

YQMAL
180617A

苗栗輕旅行神仙漫步 ~
南庄老街桂花情

6/17( 日 )

相見歡→神仙谷雙瀑布→午餐→南庄老街→蓬萊溪護魚步道→快樂賦歸。
南庄老街，最有名的就是桂花巷，街道不長寬約 2米左右，兩側的建築都以復古的紅磚瓦為主，周遭
可以看到以前遺留下來的景點如 :南庄戲院、老郵局、水汴頭洗衫坑…等，來去一趟老街美食之旅。
神仙谷雙瀑布為電影「賽德克‧巴萊」拍攝場景之一。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午餐】                                          活動地區：苗栗 

06:30 -- 07:10 07:30 -- 07:50 -- 1199 元

YNCHY
180618A

在天神的足跡之間 
特富野古道

6/18( 一 )
相見歡→國道風光→特富野古道 (至自忠登山口 )→古道午餐 (餐盒 )→天長地久橋→快樂賦歸。
沿著 169 縣道往達邦、特富野方向行駛；進入特富野村入口意象門之後，右轉步道入口即入眼簾，該
步道全長 1.6 公里，是一條老少咸宜的遊憩步道。
【含車資、保險、餐盒、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嘉義阿里山地區

-- -- -- --
嘉義火車站
後站
07：00

-- 06:30 899 元

YQNTO
180624A

溪頭森林妖怪村
避暑趣

6/24( 日 )

相見歡→溪頭森林遊樂區→溪頭特色風味餐→妖怪村→快樂賦歸。
溪頭森林遊樂區一年四季萬種風情，園內古木參天，遍植杉木、柏樹、紅檜、孟宗竹、銀杏等植物，
有大學池木屑步道、神木、沿溪、觀景、銀杏林、賞鳥等多條森林步道系統，就像是一台大型空氣清
淨機般，無間斷的供應著潔淨清新的空氣，更是避暑好的盛地唷。
【含車資、保險、午餐、門票、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南投

07:00 -- 07:40 08:00 -- 08:20 -- 1300 元

限櫃台報名 洽詢電話 06-2228282

【國外旅遊】★★★★★
5星福建泰寧大金湖、

寨下大峽谷、 
將樂玉華洞五日

5/16~20

( 三 ~ 日 )

D1: 高雄小港機場→福州→晚餐→入住酒店。                       宿 : 福州宏亮花園酒店或同級
D2: 晨喚→飯店早餐→福州 (鼓山湧泉寺 +接駁車、三坊七巷 +南後街、林則徐紀念館 ) →午餐→前

往泰寧→晚餐→入住酒店。                                        宿 : 景區松竹灣大酒店
D3:晨喚→飯店早餐→泰寧(船游大金湖、甘露寺,寨下大峽谷、泰寧古城)→午餐→晚餐→入住酒店。

宿 :景區松竹灣大酒店
D4: 晨喚→飯店早餐→泰寧 (九龍潭竹筏漂流 +陸地棧道 +水天玻璃棧道、上清溪竹筏漂流 )→午餐→

晚餐→入住酒店。                                                 宿 : 景區松竹灣大酒店
D5: 晨喚→飯店早餐→泰寧→將樂 (玉華洞 +單趟電瓶車 )→午餐→福州→高雄小港機場 (機上餐 )。
【費用包含來回機票＋稅金、交通、船票、膳宿、門票、領隊導遊司機小費1000 元、旅責險500萬+20萬。】
【不含：機場接送、護照、台胞證新辦】

長榮航空出發航班：

高雄 -福州 B7-276     16:20 – 18:00 

長榮航空回程航班：

福州 -高雄 B7-275     19:20 – 21:00

23,000
元 / 人

救國團暑假超夯營隊
即將開賣，敬請期待廣告

1. 報告班長 ~嚕啦啦戰鬥營 (南區 )- 適合國小 3-6 年級 
2. 烈火青春山野挑戰營 -適合國中 1-3 年級 
3. 神奇的小精靈 -適合國小 3-6 年級  

4. 拜訪雲霧的故鄉 ~阿里山星空營 -適合國小 3-6 年級 
5. 童心童趣 ~尋找回憶的拼圖 -適合國小 3-6 年級 
6. 兒時記趣 ~石壁挑戰營 適合國小小 3-6 年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