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自大海的呼喚 

海龜的故鄉-小琉球兩日遊
活動日期：第一梯 8/6(五)-8/7(六)               活動區域：屏東

                  第二梯 8/28(六)-8/29(日)

活動地點：D1◎小琉球環島采風◎晚餐Bar.B.Q◎夜探小琉球生態之美

                  D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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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一宿三餐、

                  機車、船票、夜間導覽、潮間帶】

上車地點：雲林06：00 / 嘉義救國團07：00 / 新營07：40 / 永康08：10

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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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向海的國度～

體驗蘭嶼的美
活動日期：8/22(日)-8/24(二)        活動區域：蘭嶼

活動地點：◎蘭嶼自由行【含台灣本島遊覽車車資、來回船票、蘭嶼

                     住宿兩晚、每日早餐、第一天午餐、保險、司領津貼、蘭

                     嶼機車2人1台】

上車地點： 雲林06:30 / 嘉義救國團07:30 / 新營08:10 / 永康08:40

注意事項：★本行程預約申請解說，通過申請方得成行並成立旅遊契

                    約；報名本行程係屬『先行委託本旅行社辦理申請』，為

                  『旅遊契約之預約』。如未通過申請，本旅行社將另行通

                    知並全額退費或更換時間。

活動日期：9/18(六)       活動地區：南投

活動地點：◎惠蓀林場【含：車資、門票、西點餐盒、保險、司領津貼】

活動簡介：全台最大規模的原始森林，景觀與種類兼具教育與賞景功能。

高山深谷、林木蓊鬱，風景十分秀麗。

上車地點：台南07：00 / 新營07：40 / 嘉義交流道08：20 / 雲林09：00

活動日期：9/19(日)-9/20(一)

活動地區：嘉義

活動地點：D1◎奮起湖老街◎二萬坪  D2◎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含： 車資、保險、一宿三餐、司領津貼】

活動簡介：中秋節這天，不管你有沒有伴，自己來或是找朋友、家人一起來

共襄盛舉這一年一次的節日，共同慶祝吧!

上車地點：嘉義救國團07：00 / 嘉義火車站(後站)07：30

阿里山賞月圓人團圓

活動日期：9/17(五-9/18(六)      活動地區：屏東

活動地點：D1◎阿朗壹 D2◎鼻頭草原◎車城福安宮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解說導覽費用、一宿三餐】

活動注意事項：★需申請入山證，報名截止日：第一梯8/10日★本行程須於申

請入園，通過申請方得成行並成立旅遊契約；報名本行程係屬『先行委託本旅

行社辦理申請』，為『旅遊契約之預約』如未通過申請，本旅行社將另行通知

取消並全額退費或更換時間，盡請預留兩週時間。

上車地點：雲林06:00 / 嘉義救國團07:00 / 新營07:40 / 永康08:10

南部雙秘境～阿朗壹古道+鼻頭草原

渾然天成的森林浴惠蓀林場

炎炎夏日趣~涼涼小琉球

活動日期：7/17(六)      活動區域：屏東

活動地點：◎小琉球-美人洞-山豬島-烏鬼島

【含: 車資、船票、午餐、風景區門票、保險、司領津貼】

活動簡介：陽光、貝殼沙灘、珊瑚礁島，最Chill的離島度假就在小琉球!

上車地點：雲林06:00 / 嘉義交流道06:40 / 新營07:20 / 台南08:00

勇闖火燒島～綠島之旅

活動日期：08/01(日)-08/03(二)       活動區域：綠島

活動地點：D1:◎水往上流遊憩區◎加路蘭海岸◎鐵花村 

                  D2:◎台東富岡碼頭◎綠島景點

                  D3:◎綠島活動◎綠島環島之旅【含:車資、保險、二泊

                  六食、綠島(船票、2人一機車、潛水】

上車地點：雲林06:00 / 嘉義救國團07:00 / 新營07:40 / 永康08:10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QNTO210918A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NPCH210917A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OCHY210919A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QPCH210717A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OGNI210801A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NTTT210822A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NPCH210806A
YOPCH210828A

1,150元/人

兩人房

3,899元/人
四人房

3,499元/人

兩人房

3,800元/人
四人房

3,500元/人

2,100元/人

兩人房

4,399元/人
四人房

4,199元/人

兩人房

6,999元/人
四人房

6,199元/人

6,20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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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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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費後計算之。

◆上車地點

台南成大光復校區(對面停車場):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53號

永康情定婚宴城堡門口: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403號

新營麥當勞: 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689號

嘉義交流道-中油竹村站: 嘉義市西區北港路1335-30號

嘉義救國團: 嘉義市忠孝路307號

斗南現代汽車: 雲林縣斗南鎮大業路235號 (南下)

雲林縣救國團: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五路23號

HOT大聯盟 金旺昇: 630雲林縣斗南鎮大業路45號 (北上)

◆ 參加對象  

一般社會大眾        

◆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請掃 QR Code ，線上報名，方便快速!

※臨櫃報名:並繳交活動所需現金、身分證，即完成報名手續。

※繳交費用:

匯款請洽各分公司

中國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雲嘉南分公司   電話：06-2228282

嚕啦啦旅行社有限公司 雲林分公司         電話：05-5515389

嚕啦啦旅行社有限公司 嘉義分公司         電話：05-27669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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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歲-未滿3歲幼兒(請自備安全座椅)一日

活動$200元，兩日以上活動費用另計，3-12歲請另洽。

4.凡患有心臟病、高血壓、氣喘病、癲癇症、糖尿病、孕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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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旅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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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萬意外險及20萬醫療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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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有需住宿之活動，將依報名人數分配之房型收費，若單獨報名住宿

二人房，須補房價差；三人住四人房亦須補另一床差費用。

10.若健行時間超過4小時以上，敬請評估身心狀況報名參加。

11.請勿與旅行社要求增加其他上車地點，每個上車地點及時間，皆有旅行

社的考量及安排，請見諒。

12.有些行程有提供西點餐盒、可選擇葷素、但餐盒恕不挑口味、請依照個

人身心飽足感斟酌攜帶食物，謝謝。

13.系統上的車位安排僅供參考，實際座位會依當日車型由領隊做安排，若

有身體因素請告知領隊，請領隊做協調。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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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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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精緻旅遊  盡在中青旅」
國內外旅遊、自由行、專業課程規劃、

企業教育訓練(探索教育) *詳情請洽各分公司 

中國青年旅行社雲嘉南分公司 嚕啦啦旅行社有限公司雲林分公司 嚕啦啦旅行社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旅遊活動旅遊活動2021 7-9 月
嚕啦啦旅行社有限公司
雲林分公司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斗六五路23號
電話：05-5515389   傳真：05-5515323

中國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雲嘉南分公司　

地址：台南市北區忠義路三段29號5樓
電話：06-2228282   傳真：06-222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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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日期：第一梯8/14(六)     第二梯9/5(日)     第三梯9/26(日)        活動地區：屏東  

活動地點：◎台灣最原始的海岸線～阿塱壹古道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解說導覽費用;午餐自理】

活動注意事項：★需申請入山證，報名截止日:第一梯7/5、第二梯8/1、第三梯8/22

★本行程須於申請入園，通過申請方得成行並成立旅遊契約；報名本行程係屬『先行委託本旅

行社辦理申請』，為『旅遊契約之預約』如未通過申請，本旅行社將另行通知取消並全額退費

或更換時間，盡請預留兩週時間。

絕美景色～阿塱壹

活動日期：9/25(六)      活動地區：南投  

活動地點：◎忘憂森林【含： 車資、接駁車、保險、西式餐盒、司領津貼】

活動簡介：因地震後河道阻塞而形成沼澤，高聳的柳杉木也一併泡在水裡而形成特殊的

景色，走入迷霧森林能忘憂也能忘慮。

活動注意事項：★30人成團

如夢似幻~人間仙境忘憂森林

活動日期：7/10(六)       活動地區：高雄  

活動地點：◎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含：車資、門票、西點餐盒、保險、司領津貼】

活動簡介：歷經八八風災後，等了12年再次開幕!!!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擁有「小溪頭」之稱，

大片整齊造林地又有「松濤」美名，是個夏日避暑、玩賞生態最好的去處。

愜意慢活藤枝之旅 【上車地點】
雲林07:00

嘉義交流道07:40

新營08:10

台南09:00

1,800元/人
【優惠團恕不折扣】

【上車地點】
台南06:00

新營06:50

嘉義交流道07:10

雲林07:50

【上車地點】
雲林06：00

嘉義救國團07：00

嘉義火車站(後站)
07：20

699元/人
【優惠團恕不折扣】

【上車地點】
台南06：30

新營07：10

嘉義救國團07：40

雲林08：30

850元/人

【上車地點】
雲林06：00

嘉義救國團07：00

嘉義火車站(後站)
07：20

699元/人
【優惠團恕不折扣】

【上車地點】
台南06：30

新營07：10

嘉義救國團07：50

雲林 08：20

1,099元/人

【上車地點】
永康06:00

新營06:30

嘉義救國團07:10

雲林08:00

兩人房

5,399元/人
三人房

5,199元/人
四人房

4,999元/人

兩人房

3,000元/人
四人房

2,700元/人

【上車地點】
雲林06：00

嘉義救國團07：00

新營07：40

台南08：10

兩人房

5,000元/人
四人房

4,500元/人

【上車地點】
台南07:00

新營07:40

嘉義交流道08:20

雲林09:00

兩人房

4,800元/人
四人房

4,400元/人

【上車地點】
雲林06:00

嘉義交流道06:40

新營07:20

台南08:00

兩人房

4,800元/人
四人房

4,200元/人

活動日期：7/18(日)      活動地區：嘉義  

活動地點：◎太興岩步道◎圓潭溪生態園區【含：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

活動簡介：視野遼闊，步道位於寬廣的茶園之間，景色清幽雅致，攀上階梯走往太興岩步

道美景行走於步道的山巒稜線之間，生態豐富，常有機會見到台灣特有種藍腹鷴等鳥類。

漫步茶香太興岩步道
【上車地點】

雲林07：30

嘉義救國團08：30

799元/人
【優惠團恕不折扣】

活動日期：7/24(六)-7/25(日)     活動地區：台北   

活動地點：D1:◎苗栗功維敘隧道:◎美味午餐◎兒童新樂園:◎士林夜市(晚餐自理)◎西門町

D2:◎木柵動物園(午餐自理):◎三峽老街【含:車資、保險、門票、司領津貼、一宿兩餐】

活動簡介：兒童新樂園三大主題的遊樂設施，搭配主體性所創造的獨特造型引領刺激快感，木柵動物園-

佈置模擬動物原生棲地之生態環境，讓動物表現如野外般自然的生活習性，引導觀賞者更正確地認識本土野生動物。

全體總動員出發瘋雙園-兒童&木柵

活動日期：9/12(日)-9/13(一)    活動地區：新竹  

活動地點：D1◎張學良故居◎雪霸農場導覽◎司馬庫斯部落巡禮(美味晚餐)部落之夜。( 宿：司馬庫斯聯營中心)

D2：◎雪霸國家公園觀霧的步道 【含車資、保險、1宿4餐、下午茶、diy、司領津貼】

活動簡介：雪霸休閒農場位於新竹五峰鄉，鄰近觀霧森林遊樂區，海拔1,923公尺，擁有世外桃源般的環境與現

代化住宿，小木屋區年年進行整修、衛浴備品一應俱全、淋浴設備水壓充足，是前往清泉溫泉與雪霸國家公園最

舒適、豪華的住宿地點。在這裡可以遠眺著名的雪霸聖稜線，還可以在雲海環繞的戶外庭園喝咖啡，夜晚遼闊的

天空與星光閃爍，讓人心情開朗！

漫步觀看雲霧飄渺時 雪霸農場二日遊

活動日期：7/31(六)-8/1(日)    活動地區：台東 

活動地點：D1：◎初鹿牧場◎鹿野高台D2：◎池上伯朗大道 【含： 車資、一宿三餐、保險、門票司領津貼】

活動簡介：一年一度的熱氣球嘉年華不能錯過，每年必走景點，就屬台東熱氣球了~

台東熱氣球嘉年華

活動日期：7/31(六)-8/1(日)     活動地區：桃園  

活動地點：D1:◎角板山公園◎巴陵古道◎溪口部落◎達觀農場    

D2:◎拉拉山水蜜桃◎神木群步道

【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一宿五餐】

活動簡介：六月至八月份是水蜜桃的產季，拉拉山水蜜桃，果實碩大、果肉柔嫩、香氣濃郁，入口即化，

許多民眾都相當喜愛拉拉山所出產的水蜜桃。夏日時光，隨著水蜜桃登場，瘋狂一夏!

蜜桃成熟時神木拉拉山野瘋狂

活動日期：8/14(六)-8/15(日)    活動地區：花蓮 

活動地點：D1:◎知本享用午餐◎鹿野高台◎伯朗大道◎安通溫泉

D2:◎花蓮六十石山◎瑞穗農場

【含:車資、保險、門票、司領津貼、一宿五餐】

活動簡介：吸收日光正能量，金黃色的萱草灑滿山坡，當地人稱這為「金針花」。

夢幻金色地毯~六十石山金針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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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7/3(六)   活動地區：嘉義  

活動地點：◎迷糊步道(米洋溪步道+福山古道)◎奮起湖老街 【含： 車資、保險、司領津貼】

活動簡介：與樹仙子花精靈一起在迷糊步道享受夏日炎炎的時光，幸運的話還可以看到象徵鄒族生命繁衍愛

情的生命豆呢!

夏避暑~沉醉迷糊步道

森林浴洗禮~奮起湖大凍山

活動日期：7/04(六)   活動地區：南投 

活動地點：◎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西點餐盒】

活動簡介：每年5月至8月正是梅雨季，同時也是繡球花綻放的季節。而全台最盛大的 繡球花季 就在

「南投杉林溪」，涼爽宜人的氣候也是中台灣避暑勝地的首選。

活動注意事項：★杉林溪門票依身份自行付費

杉林溪繡球花季

活動日期：7/24(六)   活動地區：嘉義 

活動地點：◎小百岳(大凍山)◎奮起湖老街【含：車資、保險、司領津貼】

活動簡介：大凍山可眺望壯麗群山，抬頭望滿是森林，而吸入的空氣全是芬多精，是夏天避暑最佳聖地。

活動日期：8/29(日)   活動地區：南投 

活動地點：◎清境農場【含：車資、保險、門票、司領津貼】

活動簡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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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境農場避暑去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QKHH210710A

活動日期：8/14(六)       活動地區：南投  

活動地點：◎埔里◎武界部落◎思源吊橋◎武界壩

【含： 車資、接駁車、午餐、保險、司領津貼】

活動簡介：布農族分布最北的部落，武界壩曾為絕美祕境第一名，又因地勢關係，水氣充裕，

長年可見到雲海雲瀑，因而被命名雲的故鄉。

探訪雲的故鄉~武界祕境 【上車地點】
永康06：00

新營06：40

嘉義救國團07：30

雲林8：30

1,500元/人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ONTO210814A

活動日期：8/21(六)       活動地區：高雄  

活動地點：◎甲仙◎梅山口(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中之關古道◎天池

【含：車資、西點餐盒、保險、司領津貼】

活動簡介：日治時期曾在此設置「中之關警察官立駐在所」，為當時關山越嶺警備道西段

上極為重要之處。

重返南橫中之關~天池
【上車地點】

雲林06:00

嘉義交流道06:40

台南07:40

1,600元/人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QKHH210821A

活動日期：9/4(六)      活動地區：嘉義  

活動地點：◎特富野古道◎奮起湖【含：車資、保險、便當、司領津貼】

活動簡介：特富野為鄒族人早年開闢的獵徑，林木茂密，舊鐵道枕木相伴，成為全台最美

鐵道森林步道。

鐵道森林-枕木相伴特富野古道 【上車地點】
台南07:00

新營07:50

嘉義交流道08:20

999元/人
【優惠團恕不折扣】

【上車地點】
新營07:20

永康07:50

嘉義交流道06：50

雲林06:00

1,299元/人
【優惠團恕不折扣】

【上車地點】
永康06:00

新營06:30

嘉義救國團07:10

雲林08:10

999元/人
【優惠團恕不折扣】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QCHY210904A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QPCH210814A
YOPCH210905A
YNPCH210926A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ONTO210925A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NCHY210718A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QTPH210724A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NHSH210725A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OTTT210731A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QTYU210731A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QHWA210814A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OCHY210703A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NNTO210704A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OCHY210724A

YN雲林 YO嘉義 YQ台南

YNNTO210829A

雲林交觀甲7682-07  旅品保新0045號、嘉義交觀甲7682-08  旅品保新0045號、台南交觀甲5759-3 品北保070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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