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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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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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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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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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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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歲-未滿2歲幼兒（請自備安全座椅）
  一日活動$300元，二日以上活動費用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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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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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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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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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6762198

展期:2018.11.03-2019.04.24

官方售價全票:350元

回饋旅友大放送(7/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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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NCHY
180708A

全台10大芬多精步道-

竹坑溪步道 +

龍宮瀑布

7/8( 日 )

相見歡→竹坑溪步道→龍宮瀑布→圓潭自然生態園區→快樂賦歸。
龍宮瀑布屬生毛樹溪支流竹坑溪流域之瀑布位於「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範圍內的『竹坑
溪步道』終點處，海拔約900公尺。瀑布上段為圓壺狀岩石地形，有道寬達百公尺以上，
高、深各約 2公尺的狹長天然岩洞，瀑水由崖壁上方穿過形成水濂洞，岩壁間開鑿了一
條步道，遊客可沿著此半圓型的岩壁步道，體驗龍宮瀑布磅礡震撼的氣勢。龍宮瀑布下
方瀑潭與位於雙水溪匯流處的雷音瀑布下方瀑潭共築雙水潭之景觀。隔著溪流的對面山
壁，即可見雷音瀑布層層落下。位於雷音瀑布頂端有座「望瀧橋」，可俯視龍宮瀑布的
美景。
【含車資、保險、簡易午餐、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嘉義 

-- -- -- --

嘉義火

車站

後站

08：00

-- 07：00 999 元

8/18( 六 )

YQNTO
180714A

台灣版九寨溝
人間仙境 ~
忘憂森林

7/14( 六 )

相見歡→忘憂森林→妖怪村→午餐→麒麟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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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潭潭水為自然泉水，水量豐沛，波光粼粼，映照青山紅瓦，景致優
美不亞於瑞士的湖光山色，被譽為南投八大勝景之一。
【含車資、接駁車車資、保險、午餐、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南投

06:30 -- 07:20 07:40 -- 08:00 -- 1299 元

YNPCH
180715A 來自大海的呼喚

海龜的故鄉 ~

小琉球兩日遊

7/15-7/16

（日~一）

D1：相見歡 (報到 )→國道風光→東港乘風破浪→美食饗宴→小琉球環島采風→美食饗
宴 (Bar.B.Q) →夜探小琉球生態之美          宿：老船長特色民宿或同等級飯店 

D2：晨喚→活力早餐→自由活動 (自費浮潛或玻璃船 )→午餐當地小吃自理→華僑漁市
採購趣→快樂賦歸 

★行程順序會依當天潮汐及天氣狀況做調整
★自費浮潛 300 元 / 人、玻璃船 250 元 / 人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一宿三餐、機車、船票、夜間導覽潮間帶】          

活動地區：小琉球地區

-- 08:00 07:30 07:00 -- -- 06:30

二人房 4199 元
四人房 3999 元
3~12 歲兒童
1999 元

YNPCH
180825A

8/25-8/26

（六~日）

二人房 4599 元
四人房 4399 元
3~12 歲兒童
1999 元

YQPCH
180722A

絕美景緻 ~

阿朗壹古道健行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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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7/24、8/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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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導覽費用、午餐自理】            

活動地區：屏東

-- 07:30 07:00 06:30 -- -- 06:00 1299 元YOPCH
180826A 8/26( 日 )

YNPCH
180922A 9/22( 六 )

YNNTO
170902A

【部落輕旅行】

雲的故鄉～

武界部落一日遊

7/21( 六 )

相見歡→國道風光→武界部落巡禮 (武界瀑布、思源吊橋等 )→快樂賦歸
南投仁愛鄉的武界部落（法治村）是布農族卓社群的原住民社區，也是台灣布農族分布
最北的一支。全村約 1百餘戶，人口約 8百人，多以務農為主，是個民風純樸的美麗部
落。坐落在武界山和干卓萬山之間，並有濁水溪與栗栖溪穿流而過，形成山高谷深的峽
谷地形，由於清晨都有雲海湧現，而被稱為「雲的故鄉」，加上未經人煙雜沓，保有原
始風光及布農族最純真的年代，猶如人間淨土。
★武界部落巡禮景點是當天狀況調整
【含車資、接駁車、保險、司領津貼、行政雜支、中餐便當】

活動地區：南投

06:00 -- 06:30 07:00 -- -- 07:30 1299 元

9/9( 日 )

YQCHY
180728A

征服小百岳 ~

大凍山輕鬆走
7/28( 六 )

相見歡→奮起湖→午餐 (奮起湖便當 )→大凍山國家公園→快樂賦歸。
大凍山，又名畚箕山，海拔 1976 公尺，是台灣小百岳之一，沿途林相優美，還可以輕
鬆的吸進大口大口的芬多精，全年平均氣溫約 20 度，舒適宜人，可眺望玉山群峰、塔
山群峰、阿里山遊樂園區、草嶺、石壁山、嘉南雲峰等，壯麗群山盡收眼底，也是觀日
出、雲海及晚霞的極佳地點。
【含車資、保險、中餐便當、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嘉義

07:00 -- 07:50
嘉義火車站 (前站 )

08:30
899 元

YNHSH
180728A

【司馬庫斯水蜜桃季】

鎮西堡+司馬庫斯~

探訪神秘的原始檜木群

7/28-7/29

( 六 ~ 日 )

D1: 相見歡→合興車站→內灣老街 (午餐自理 )→宇老觀景台 / 秀巒檢查哨 →返抵鎮
西堡 /新光部落→鎮西堡部落巡禮 / 森林小學 ( 賣香紅茶廣告拍攝地 ) / 鎮西堡
教堂→ 民宿 ( 晚餐 ) / 夜間打麻糬活動

D2: 早餐→司馬庫斯巨木群→午餐→快樂賦歸
★若旅遊人數不足，得由本公司改派中型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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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0 -- 06:30 07:00 -- -- 07:30
二人房 4999 元

四人房 4599 元

YQPCH
180804A

闖進哈比人世界

看瀑布 ~品嘗在地

特色美食

8/4( 六 )

相見歡→涼山瀑布遊憩區→品味萬巒豬腳 (午餐 )→南臺灣最美的綠色隧道 ~泗林綠色
隧道→品嚐潮州燒冷冰→快樂賦歸。
享受著山林之美與蟲鳴鳥叫，是許多人夢想的度假生活，位於屏東縣瑪家鄉的「涼山遊
憩區」有著依山傍水的地貌，還有露營專區，以及宛如哈比人家的地景藝術，讓想放鬆
的旅人，感受寧靜美好。園區內除了露營平台、小木屋區，還有造型奇特的狩獵屋，搭
配設計的地堡造景，就像闖入電影《魔戒》中，哈比人所居住的小村落，十分有趣。
【含車資、保險、中餐、門票、潮州燒冷冰、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 :屏東

-- 07:40 07:10 06:50 -- 06:30 --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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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QHWA
180805A

火車之旅

花蓮錐麓古道

峽谷秘境三日遊

8/5-8/7

( 日 ~ 二 )

D1: 相見歡→台南火車站→火車之旅→午餐 (鐵路便當 )→花蓮火車站→七星潭→親不
知子天空步道→晚餐→天祥青年活動中心。        宿 : 天祥青年活動中心或同級

D2: 晨喚→早餐→錐麓古道→午餐 (行動糧 )→燕子口→天祥青年活動中心自由活動→
晚餐→星光電影院→晚安天祥。                  宿 : 天祥青年活動中心或同級

D3: 晨喚→早餐→白楊步道→午餐→砂卡噹步道→採購辦手禮→花蓮火車站→晚餐 (鐵
路便當 )→快樂賦歸。

走入鬼斧神工電影場景，這輩子一定要把握！立霧溪峽谷的高聳壯闊，搭配花崗岩石的
深邃景緻，除了從長春祠、燕子口眺望太魯閣峽谷之外，跟著我們走進錐麓古道秘境，
才能細細探訪古今絕世的太魯閣景色。
★錐麓古道需申請入園證，每日限額申請 (平日開放名額 96 人、例假日 156 人 )。
★請於 7/3 前報名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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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 及 8/12-14)，若仍無法取得入園資格我們將全額退費！
★活動會依當天天氣狀況評估是否能步行全程。
★請自行評估身體力狀況再報名。
★火車班次依官方公告再行通知。
【含車資 (火車票、接駁車 )、保險、門票、司領津貼，二宿八餐】

活動地區：花蓮

台南火車站 (06:00)

去程  06:34-11:49 ( 車次 301)

回程  15:24-20:41 ( 車次 324)

★依官方公告為主，若有異動，再另行通知★

二人房 8250 元

四人房 7460 元

YONTO
180811A

特惠團

【季節限定】

巨峰葡萄採果樂

8/11( 六 )

相見歡→甘喜農場 ~巨峰葡萄採果樂→集集火車站 (午餐自理 )→竹山紫南宮拜拜 ~→
快樂賦歸。
巨峰葡萄是釀酒葡萄的一個變種，由日本培育，在亞洲所生產的葡萄之中形狀最大的種
類，故在日本又叫作「葡萄之王」。
★門票費用可抵低消，但不含購買葡萄的費用。
【含車資、保險、門票、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南投

07:00 -- 07:40 08:00 -- 08:30 --

900 元 / 人

二人同行

1700 元 / 人

YQTXG
180812A

避暑森林 ~

大雪山之旅
8/12( 日 )

相見歡→大雪山森林遊樂區→午餐→快樂賦歸。
大雪山海拔高度 1800-2996 公尺，遊園面積 3962.93 公頃，屬於比較原始的自然景觀，
園區裡有多條登山健行、森林浴步道，也非常適合觀雲海、日出、晚霞、賞鳥 ~大雪山
是國際知名的賞鳥勝地，園區內至少記錄過 32 科 107 種鳥類，其中包含了黑長尾雉、
藍腹鵬、白耳畫眉、冠羽畫眉等台灣特有種。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門票、午餐】                        活動地區：台中

06:10 -- 07:00 07:30 -- 07:50 -- 1599 元

YNTTT
1808
004A

《夏季限定》
太麻里金針花海 +
熱氣球嘉年華

8/18-8/19

( 六～日 )

D1：相見歡 (報到 )→午餐→多良車站→太麻里金針山→晚餐。(宿：新宿或同等級 )
D2：早餐→熱氣球嘉年華現場活動→龍田村環鎮鐵馬行→午餐→快樂賦歸。
※欲體驗熱氣球請自行付費並於前晚告知領隊，約凌晨要至鹿野高台購票排隊辦理。
【含車資、金針山小車接送、保險、門票、一宿四餐、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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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人房 4199 元

三人房 4199 元

四人房 4099 元

YNCHY
180826A

山上避暑去 ~

迷糊步道一日遊
8/26( 日 )

相見歡→迷糊步道健行 (米洋溪步道 )→奮起湖老街→快樂賦歸
迷糊步道又稱米洋溪步道，位於阿里山公路（台 18 線）66 公里處，全長有 2.3 公里，
因為是從「米」洋溪走入「湖」底，所以當地的鄒族村民取為迷糊步道。迷糊步道沿途
竹林茂密，綠意盎然的步道風光讓人沉醉，且步道上建有許多小橋、涼亭，步行疲勞時
稍坐片刻，還可傾聽潺潺流水與鳥語蟲鳴，悠閒舒適的氛圍引人入勝。步道的南側出口
位於阿里山戶政事務所旁，附近有相傳是早期全水湧現之地–獸泉。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午餐奮起湖便當】          

活動地區：嘉義阿里山地區

-- -- --

嘉義後

火車站

08:00

-- -- 07:20 999 元

YNNTO
180728A

【炎炎夏日避暑趣】

清境天空步道
9/1(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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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門票、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南投

06:30 -- 07:00 07:30 -- -- 08:00 1099 元

YOMAC
180908A

西湖渡假村

遊園趣 ~
9/8( 六 )

相見歡→西湖渡假村→午餐→三義雅文香草植物工廠→三義建中國小 3D 彩繪階梯→快
樂賦歸。
西湖渡假村內結合童話、生態、環境教育、婚宴、會議等多項主題園區，設有安徒生異
想世界、凡爾賽花園、恐龍世界、環教中心、12 生肖雕塑花園、原野樂園、靈山洞 /
蝙蝠洞、螢火蟲體驗館、叢林生態教室、綠色峽谷、巨蛋多功能會議廳、幸福廣場等多
項遊樂設施，此外還附設有美人魚餐廳、湖畔餐廳、森林烤肉區等餐飲空間。
 【含車資、保險、門票、午餐、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苗栗

-- -- 07:30 08:00 -- 08:30 -- 1600 元

YOKHH
180915A

高雄港遊港 -

占岸一號
9/15( 六 )

相見歡→高雄港遊港 -占岸一號→駁二藝術特區→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快樂賦歸。
高雄道地旅遊路線怎麼玩？鹽埕區的高雄港是必訪之處，搭上高雄港遊港觀光客船 -占
岸一號，曾名列世界第三大港的高雄港雄風盡收眼底，首創遊港解說結合相關影片，生
動又直接，只有占岸一號才有的創新。
【含車資、保險、門票、午餐、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高雄

-- -- 08:00 07:30 -- 07:00 -- 1500 元

YQKMN
180915A

探秘金門戰地
風情三日遊

9/15-9/17

( 六 ~ 一 )

D1：小港機場報到集合→金門→莒光樓→獅山砲陣地→山后民俗文化村→品嚐金門貢糖
→特約茶室(軍中樂園)→菜刀工廠→太武山。( 宿：金門青年活動中心或同等級)

D2：早餐→翟山坑道→風雞的故鄉 ~小金門之旅一條根茶→太湖 823 戰史館→陳景蘭洋
樓→成功坑道→金酒廣場→金城民防坑道。( 宿：金門青年活動中心或同等級 ) 

D3：早餐→慈湖→高粱醋→三角堡→雙鯉溼地→古寧頭戰史館→金城模範街→金門麵線
→返回台灣（小港機場）。

★請攜帶身份證件海關查核用
【含機票、金門交通船票、二宿七餐、保險、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金門地區

小港機場

★請自行前往機場報到★
二人房 8250 元

YONTO
180916A

花現杉林溪 -

繡球花季
9/16( 日 )

相見歡 → 杉林溪森林生態園區 ( 含午餐 )→妖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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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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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QHSH
180922A

梨山風華 ~武陵 ~

福壽山三日遊

9/22-9/24

( 六 ~ 一 )

D1：相見歡→武嶺眺望群山盡覽→午餐→梨山賓館 -台灣最高宮殿旅館→梨山文物館→
楓之谷1956祕密花園→晚餐→飛燕城堡渡假飯店。(宿：飛燕城堡渡假飯店或同級)

D2：早餐→武陵農場→桃山瀑布→午餐→福壽山農場→晚餐→美景伴入眠。 
( 宿：福壽山農場或同級 )

D3：早餐→福壽山→合歡風情、松雪樓眺望奇萊連峰→午餐→清境天空步道→快樂賦歸。
武陵農場是親近雪霸國家公園的重要遊憩據點，海拔 1750 公尺至 2200 公尺。也是國寶
魚櫻花鉤吻鮭的家鄉，一年四季景象迴異，處處瀰漫著果香、菜香、清新的空氣，讓您
恍若身在世外桃源。與清境農場、福壽山農場合稱為台灣三大高山農場。
【含車資、保險、門票、二宿七餐、司領津貼】                    

活動地區：台中

06:30 -- 07:20 07:40 -- 08:00 --
二人房 8450 元

四人房 7850 元

YOCHY
180923A

中秋節烤肉趣 ~

童年渡假村
9/23( 日 )

相見歡→童年渡假村 (含午餐 -烤肉 )→快樂賦歸。
位於嘉義縣番路鄉，鄰近嘉義市 區，提供最自然的生態環境，最典雅的原始木屋，擁
有生態親子之旅、夏冬令營、戶外教學等套裝行程，嘉義童年渡假村讓您體驗最輕鬆恣
意的天倫假期。內附烤肉區、漆彈活動場地、水世界、原木小木屋，提供採果、焢窯、
釣青蛙、灌蟋蟀、昆蟲觀察體驗等自然生態活動，在嘉義童年渡假村不但可享受假期，
更能增進親子情誼、寓教於樂。
【含車資、保險、門票、司領津貼、午餐】                        

活動地區：嘉義

08:00 -- 08:40 09:00

嘉義後

火車站

09:20

-- -- 1200 元

YQTPH
180923A

勇闖台版古墓奇兵
『基隆秘境』！
仙洞巖 +佛手洞與
全台最大海蝕洞
迷宮大探險

9/23-9/24

( 日 ~ 一 )

D1：相見歡→國道風光→美味午餐→仙洞巖→佛手洞→忘憂谷→哈利波特的魔法掃帚→
基隆廟口 (晚餐自理 )→華帥飯店。宿 :華帥飯店或同級。

D2：早餐→海科館→外木山沙灘→美味午餐→象鼻岩→國道風光→休息站→快樂賦歸。
望幽谷又名忘憂谷，意指站在高處俯瞰綠色山谷使人「忘」卻所有煩「憂」，是八斗子
海濱公園觀景台下方綠油油的青翠谷地，春夏之際綠草如茵，秋冬歲末則變成了一片奶
油色的大地。望幽谷是一個Ｖ字型的山谷，除了翠綠的草地，還有八斗子漁港來往的漁
船，以及可遠眺海另一端的基隆嶼，夜晚時分海面上漁火點點與九份山城的燈火形成一
齣唯美的山海之戀。  
【含車資、保險、門票、司領津貼、一宿三餐】                

活動地區：新北地區

07:00 -- 07:50 08:10 -- 08:30 --
二人房 3250 元

四人房 3150 元

救國團暑假超夯營隊
開賣囉 ! 名額有限 !
 快點手刀報名 ! 

廣告
1. 報告班長 ~嚕啦啦戰鬥營 (南區 )- 適合國小 3-6 年級 費用 4000 元
2. 烈火青春 ~現代魯賓遜漂流記 -適合國中 1-3/ 國小 3-6 年級 費用 4500 元
3. 神奇的小精靈 -適合國小 3-6 年級  費用 2800 元

4. 拜訪雲霧的故鄉 ~阿里山星空營 -適合國小 3-6 年級 費用 5000 元
5. 童心童趣 ~尋找回憶的拼圖 -適合國小 3-6 年級 費用 3500 元
6. 兒時記趣 ~石壁挑戰營 適合國小 3-6 年級 費用 3499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