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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位旅友上網登錄會員報名各項旅遊活動http://cyta.travel.net.tw/可享網路優惠價

＊行程保證全程不另收司領小費，物超所值

＊請於營業時間撥打洽詢電話：
營業時間：週一到週五 09:00-12:00 & 14:00-17:00

          17:00-20:00 請撥 0900-637114 (07)272-7229

中國青年旅行社(主辦) 高雄市救國團、
屏東縣救國團(協辦)

月

週末假日休閒旅遊活動

日期 活動
編號

活    動    內    容
每人費用 備註

5/1(六)

八卦山賞油桐  
彰化漫遊觀鐵道 
※特惠團恕不優惠

ZTCWH210501A 集合出發→八卦山風景區(天空步道)→漫遊小西街(午餐自理)→鐵道迷必訪-扇形車庫→快樂賦歸 
【八卦山風景區】彰化地標，有古蹟有文化，更有高空視野，漫遊森林，體驗樹冠層生態美，
其中「天空步道-空中之橋」，也是全台最長的天空步道。近些年風靡的台灣電影《那些年，我
們一起追的女孩》裡，殭屍踩到瓶罐滑倒的一幕就是在八卦山的大佛前拍攝。而4、5月間，八
卦山脈的油桐花綻放，成為美麗的5月雪美景，浪漫、優雅。【小西街】彰化車站附近的小西
街，它是一處巷弄蜿蜒的老街區，昔日是全台最早開發的布料批發區，繁盛一時；老滋老味、
鬧中取靜，近年來還有充滿創意的裝置藝術、風格小店進駐其中，周邊則滿是數十年歷史的小
吃美食，走一趟小西街，看盡彰化歷史風華，也滿足口腹之欲。【扇形車庫】彰化扇形車庫縣
定古蹟，軌道由車庫外展如一面扇子，又稱扇形車庫，火車頭經長距離奔馳後進入車庫休息、
保養，因此扇形車庫也又有「火車頭旅館」之稱。 
【賞花屬季節性活動，如遇其他天候因素淍謝或未盛開，請深呼吸感受大自然的美景吧！】

888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敬請自理)
【彰化縣】

5/1-2 
(六-日)

【螢火蟲季】 
星光閃閃 
山上人家 

《中巴出發》

ZUHSH210501A
D1南庄老街(午餐自理)→峨嵋湖→風雅月筑螢火蟲導覽【宿：風雅月筑民宿】
D2山上人家→快樂賦歸
山上人家這裡有自然生態景觀，有時也看得到遠處翻騰的雲海，清幽如畫的美景令人嘆為觀
止；園區內遍植香草植物，行走其間可以充分享受森林浴洗禮，走進森林聽聽蟲鳴鳥叫以及潺
潺的流水聲，享受那充滿芬多精的森林、呼吸著帶有甜味的空氣，遠離都市塵囂所帶來片刻寧
靜…達到身心靈的放鬆。

雙人房4900元/人
四人房4500元/人
含：車資、一宿三

餐、保險、門票
【新竹縣】

5/2(日)

與你【桐】行 
四月雪小徑桐樂會 
※特惠團恕不優惠

ZTMAL210502A 06:00屏東火車站→07:00彩虹市集一樓廣場集合出發→浪漫客家桐花季(四月雪小徑、慈濟山茶
園賞桐步道)→勝興車站(午餐自理)→龍騰斷橋(魚藤坪斷橋)→快樂賦歸 
四月雪小徑，又稱「慈濟山賞桐步道」，是三義近郊最容易親近的一條賞桐小徑，登山口位於
三義木雕博物館旁，以枕木鋪成的步道，通往山上的慈濟茶園。這條步道全程都穿梭於蓊鬱的
林蔭中，油桐、相思樹、樟樹等混合林構成的森林環境，加上枕木土階的質樸感，使得這條森
林小徑走來舒適怡人。行走到中段，會有一段一、二百公尺長的油桐樹林，由於以往人跡罕
至，因此林相保持完好。每年四月到此，沿途兩側開滿雪白柚桐花，風起花落的美景，彷如冬
天飄雪，別有一番風味。 
【賞花屬季節性活動，如遇其他天候因素淍謝或未盛開，請深呼吸感受大自然的美景吧！】

888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敬請自理)
【苗栗縣】

5/2(日)
全民輕鬆走 
大坑9號步道 

※特惠價恕不優惠

ZUTXG210502A 07:00彩虹市集一樓廣場集合出發→大坑9號步道(午餐自理)→秋紅谷景觀生態公園→審計新村
→快樂賦歸 
9號步道長約1.5公里，2005年啟用，係由軍方彈藥庫旁之產業道路開闢而成，步道兩旁大多為
果園，視野遼闊，可遠眺小百岳南觀音山及三汀山、大里溪景觀與十一期重劃區，適合親子同
遊，由於9號步道平易近人，登山口周邊擠滿攤販成了熱鬧市集。

899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敬請自理)

【台中縣】

★第一梯★ 
5/8(六)

★偽出國景點★ 
【台版大峽谷】 
火炎山惡地奇景 
※特惠價恕不優惠

ZTMAL210508A 集合出發→火炎山森林生態教育館～認識野生貓科動物「石虎」→鄉土畫家在地特色彩繪～建
中國小3D彩繪天梯→火炎山台版大峽谷(午餐自理)→快樂賦歸 
火炎山位於苑裡鎮交界處屬於臺灣小百岳之一，登上標高602公尺的火炎山→除了可看見大台
中美麗的景色，亦有大峽谷及火焰山最高點(三角點)可觀看拍照，沿途步道以石頭礫石路居
多，不常爬山的遊客們建議須先衡量自己的腳力喔!!教育館建築以火炎山獨特地景與樣貌設
計，帶您認識野生貓科動物「石虎」。建中國小下方的99階長階梯繪製充滿當地特色的3D立體
彩繪，階梯由下往上看可看到油桐花、石虎、勝興車站及蒸汽火車等代表三義的各種元素，利
用階梯本身具有垂直角度繪製出來的3D彩繪效果與一般的平面繪製更顯得生動立體。 
【全程約6.4公里，時間需3小時，請評估自身身體狀況再報名】

888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敬請自理)
【苗栗縣】

★第二梯★ 
6/26(六)

ZTMAL210626A 火炎山惡地奇景~大峽谷視覺震撼【行程與費用同5/8，敬請參考】

5/9(日)
阿里山秘境 
特富野古道 

※特惠團恕不優惠

ZTCHY210509A 特富野古道，位於嘉義縣阿里鄉，由新中橫公路自忠入口至特富野，全長6.32公里，單程步行
時間約4小時，民國90年嘉義林區管理處將古道整建成階梯式步道搭配礫石和枕木鋪面，並保
留部分舊鐵道鋪面枕木及棧橋，此為該步道最大特色。特富野古道沿途生態豐富，自忠入口之
前半段地勢平緩，柳杉環繞滿山遍谷、蒼勁挺拔，後段則是下陡坡，沿路闊葉原始林濃綠相
伴，一年四季景觀極富變化，且秀麗迷人，為適合假日戶外踏青及賞鳥的好地方。 
【本活動於自忠入口進入至3.7公里處折返，來回約3.5小時，請評估自身身體狀況再報名】

999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便當

【嘉義縣】

5/9(日)
【季節限定】 

征服人生第一座百岳 
合歡東峰賞杜鵑

ZTNTO210509A 07:00彩虹市集一樓廣場集合出發→台14K金旺休息站(換小車)→合歡山遊客中心(享用美味午餐
便當)→合歡東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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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回程時間較晚、敬請評估自身身心狀況】

1600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便當
　　、接駁車資

【南投縣】

5/9(日)
【島內出走●賞野牡丹】 
高士穀道部落巡禮

ZUPCH210509A 集合出發→野牡丹神社公園→高士穀道→原鄉傳統美食DIY→鑫工DIY→枋山車站觀夕落→快樂賦歸 
島內出走，探訪不一樣的穀道！蜿蜒曲折、生態豐富，探訪部落人文生態的傳統路徑-「高士歷
史穀道」。解說員的帶領下，傾聽古道的一草一木，體會原民祖先辛勤工作的滋味。 進入日據
時代的神社遺址，瞭望台上俯瞰山腳下的八瑤灣，白色純淨的日式鳥居佇立在神社公園小山丘。 
※由專業導覽帶領您探訪深山部落，聽聽耆老們闡述過去的部落生活與傳說故事，DIY享用最傳
統的部落佳餚並從鑫工體驗中，認識不同面貌的高士部落！

1650元/人
含：車資、保險
　　、導覽解說
　　、午餐、DIY

【屏東縣】

5/15(六)

★偽出國景點★ 
【台版嵐山竹林小徑】 
嘉義梅山森呼吸 
《中巴出發》

ZTCHY210515A 集合出發→瑞里綠色隧道→美味午餐→圓潭青年嶺步道→快樂賦歸 
其實台灣也有能媲美的竹林小徑，有著如武俠電影《臥虎藏龍》的古意，相當清幽、舒心。這
條竹林小徑是位於嘉義阿里山的「瑞里綠色隧道」，海拔高度約1,150公尺，是一條由孟宗竹、
桂竹、柳杉林及鳳凰木包圍的環狀步道，全程約1.5小時就能走完，沿路上都有竹林綠蔭，配上
吹來的徐徐清風，能夠沈澱平日疲憊心靈。圓潭青年嶺步道蜿蜒竹林之中，站在情人橋上，可
欣賞山谷溪流美景；在此還有壯觀的燕子崖，經年受風吹水蝕，壁上形成橫條紋路，並佈滿細
孔，極為壯觀，雨季時山泉水沿著崖壁傾洩而下，走在步道下有如穿越水濂洞一般有趣。崖壁
向前延伸即是千年蝙蝠洞，有如蜂窩般的洞口，昔日是蝙蝠棲息之所，這一段步道可欣賞到壯
麗的天然奇景，實在可貴。

1350元/人
含：車資、午餐
　　、保險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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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連假】 

北投地熱谷~
阿拉寶灣世界秘境

活動編號：ZTTXG210613A 

活動日期：6/13-14(日一)              

活動費用：雙人房4000元/人   四人房3600元/人
第一天：集合出發→北投市場在地人美食(午餐自理)→北投地熱谷→北投圖書館(綠意盎然

聞書香)→新北投車站(百年驛站好好拍)→基隆廟口夜市小吃巡禮(晚餐自理)→飯
店【宿：基隆萊茵商旅或同級飯店】

第二天：早安！享用飯店早餐→阿拉寶灣世界秘境→美味午餐→返程
地熱谷位在北投溫泉公園旁邊，是北投溫泉的源頭之一，因為終年瀰漫著硫磺煙霧，讓人
聯想到恐怖的地獄，所以又被稱為「地獄谷」或「鬼湖」。這裡的溫泉是大屯山火山群內
水溫最高的溫泉，硫磺煙霧濔漫的景色，如夢似幻，有如仙境一般，是日據時代臺灣八景
十二勝之一。 
被外媒評選為「全球21個最美日出觀測點」的基隆和平島，嘆為觀止的自然景觀讓人印象
深刻，是訪基隆的旅人一定親睹的美景。之前因為地質脆弱、易有落石而塵封近7年的和
平島公園「阿拉寶灣」，在重新列為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範圍後，重新開放了，您
一定要前來朝聖！ 
【請於5/10前報名並繳費完成，以利申請名額】 
費用含：車資、保險、一宿三餐、導覽解說、門票、火車票、領隊費【新北市、基隆市】

活動編號：ZTTXG210612A 

活動日期：6/12-14(六日一)              

活動費用：雙人房11000元/人   四人房10000元/人
第一天：集合出發→美味午餐→清境天空步道→梨山飛燕城堡check in→豐盛晚餐→悠遊梨

山夜色→美景伴入眠【宿：飛燕城堡或同級飯店】
第二天：美味早餐→換接駁車前往合歡溪步道→美味午餐→武陵農場悠遊→返回梨山→豐

盛晚餐→美景伴入眠【宿：飛燕城堡或同級飯店】
第三天：早安梨山→福壽山農場→美味午餐→歡樂賦歸
武陵農場內阡陌縱橫，種植高山蔬果與茶葉(青心烏龍)，四季風情不同；春天綻放梅花、櫻
花、桃花、梨花、蘋果花與杜鵑花，夏天與秋天則是水蜜桃、梨子與蘋果的採收期，到了冬
天，幸運的話，可嚐到雪的滋味。農場位於梨山後山，以生產各式水果及高冷蔬菜聞名。福
壽山農場每年前半年，梅花、櫻花、桃花、梨花、蘋果花以及各式草木花卉，繁花錦簇，色
彩繽紛，景色宜人，能居此處者必能延年益壽。每年後半年，就是各種水果相繼成熟時，入
口無比香甜。華崗有一條長約5公里的水源維護道路，直入合歡溪的集水採水區溪谷，沿途
仰望合歡西峰巍然聳立，俯瞰合歡溪谷秀逸俊麗，又有百仞削壁拔地而起，奇松盤距崖頂山
巔蒼然挺拔。美景賞不完，相機拍不停，這就是中部山林祕境——合歡溪步道。 
費用含：車資、保險、二宿七餐、門票、接駁車【台中市】

活動編號：ZUILN210612A 

活動日期：6/12-14(六日一)             

活動費用：雙人房8400元/人   四人房7800元/人
Day1：集合出發→美味午餐→幸福轉運站(幾米主題廣場)→橘之鄉蜜餞形象館→東門夜市(

晚餐自理)【夜宿美嘉美大飯店或同級】
DAY2：歐嗨唷!宜蘭→太平山森林遊樂區→見晴懷古步道、蹦蹦車、鳩之澤溫泉)→羅東夜

市(晚餐自理)【夜宿美嘉美大飯店或同級
DAY3：早餐→星寶三星蔥體驗農場→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午餐自理)→快樂賦歸
位於大同鄉的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面積達一萬兩千餘頃，全區有南湖大山山系、三星山
山系、大霸尖山支脈，以盛產紅檜、扁柏聞名，曾與阿里山、八仙山並列為臺灣三大林場之
一。其四季風貌皆有所不同，春暖花開時五彩繽紛；秋高氣爽時，日出雲海等風情最讓人難
以忘懷。本區海拔高差甚大，兼有亞熱帶至寒帶氣候，各林帶樹種繁雜，材質優美。  
區內的景觀包括鳩之澤溫泉（原仁澤溫泉）、森林樂園、森林浴步道、野生動物保護區、
翠峰湖等。另外由於高低差的關係，具有四季紅葉植物變化的景致，每到秋季，火紅的楓
樹為太平山帶來艷麗的色彩。此外山櫻花、梅、杏、太平山白櫻花等亦隨四季展現不同的
風采，十分迷人。 
費用含：車資、二宿四餐、保險、導覽解說、蹦蹦車票【宜蘭縣】

【端午連假】

春遊武陵福壽山~
合歡溪步道桃花源

【端午連假】

森動太平山~
蹦蹦車●見晴古道

端午連假出遊趣    

端午連假出遊趣    

日期 活動
編號

活    動    內    容
每人費用 備註

★第一梯★ 
5/15(六)

《7人成團》 
重返南橫之美 

※特惠價恕不優惠

ZTKHH210515A 06:30彩虹市集一樓廣場集合出發→午餐補給(午餐敬請自理)→南橫公路→梅山口管制站→天池
～中之關(健行約3小時左右)→回程寶來溫泉花賞公園(可自費享受泡湯泡腳樂趣)→快樂賦歸 
艱辛修復十年，南橫重新開通至天池！中之關位於南橫公路130.5公里處，中之關至天池段的古
道稱中之關古道，一般均由南橫上的天池進入，沿途林蔭茂密、緩坡下行，走起來相當輕鬆。
步道全長僅3.5公里，漫步遊覽約3小時。古道沿途巨木林相優美、景觀原始，鳥類及動物資源
也非常豐富，沿路棧道清晰，解說標誌亦稱完善，是一條兼可健行與享受森林浴的路線；秋冬
時節，道路兩旁滿是耀眼的楓紅、櫸木和槭樹，更為碧山綠野增添紅妝。 
【賞花屬季節性活動，如遇其他天候因素淍謝或未盛開，請深呼吸感受大自然的美景吧！】

1550元/人
含：9人座車資、

保險、領隊費用
(午餐敬請自理) 

【高雄市】

★第二梯★ 
6/20(日) ZTKHH210620B《7人成團》重返南橫之美※特惠價恕不優惠【行程與費用同5/15，敬請參考】   

5/16(日)
大凍山國家森林步道 

奮起湖一日遊 
※特惠團恕不優惠

ZTCHY210516A
集合出發→大凍山國家森林步道→美味午餐(奮起湖特色便當)→奮起湖悠遊→快樂歸賦 
大凍山，海拔1976公尺，位於阿里山鄉，是台灣小百岳之一，為國家森林步道，路況良好，林
相優美，全年氣溫約20度，舒適宜人，山頂有一木牌標識，以及360度展望的觀景平台及涼
亭，可望玉山群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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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便當

【嘉義縣】

5/16(日)
【浪漫五月雪】 

賞桐秘境-彰化芬園

ZUCWH210516A
集合出發→挑水古道/碧山古道→美味午餐→藤山步道→快樂賦歸 
彰化為台灣著名的賞桐重鎮！每到桐花盛放季節，芬園鄉的山區也開滿了一簇簇雪白色的桐
花，遠遠望去有如白雪覆蓋山頭、如詩如畫！綠樹蔥攏、鳥聲啾啾，成千上萬朵桐花為這條杳
無人煙的小徑披上一層純淨的白地毯，美不勝收。

1200元/人
含：車資、午餐
　　、保險 

【彰化縣】

★第一梯★ 
5/22(六)

★久等了★ 
南台灣小溪頭 

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 
※特惠團恕不優惠

ZTKHH021522A
集合出發→六龜換小車→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午餐便當→諦願寺(参訪敦煌壁畫、東南亞最大
樟木卧佛、百年石雕展)→新威森林公園→快樂賦歸 
海拔介於1500至1800公尺間的「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擁有非常豐富的高山林相，區內種植了
楓、杉、櫻、梅、二葉松等植物，隨著季節的變化有著不同的風貌，多變的美景叫人流連忘
返，因人工規劃不多，尚保有原始之美，是全台灣天然闊葉林保存最好的地方之一。年平均溫
度約為攝氏17度，溫差小，氣候涼爽，是極佳的避暑勝地素有「南台灣小溪頭」之稱；因區內
森林蒼鬱，山谷起伏，雲霧瀰漫，望如綠海波濤，因此又有「森濤」遊樂區之稱。

1650元/人
含：車資、保險
　　、門票、午餐

便當、接駁車
資

【高雄市】

★第二梯★ 
6/13(日) 

【端午連假】

ZTKHH0210613A★久等了★南台灣小溪頭~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特惠團恕不優惠【行程與費用同5/22，敬請參考】

5/23(日)

★偽出國景點★ 
【台版青瓦台】 

南投寶湖宮天地堂地母廟 
夢幻觀音瀑布群

ZTNTO210523A 集合出發→觀音瀑布→美味午餐→臺灣地理中心碑(台灣之心)→寶湖宮天地堂地母廟(台版青瓦
台)→快樂賦歸 
想要體驗「偽出國」的人又有新景點可去啦！這個最近在IG上超夯的打卡點，被網美們稱為超
像一秒飛到韓國的「台版青瓦臺」無誤，除了可以拍到厲害的無敵山谷景觀，還有美到翻掉的
整片綠瓦屋頂，隨便擺個姿勢都好像在國外拍照！ 
觀音瀑布位於埔里郊區，海拔雖不高，但瀑布水量大、氣勢強，陣陣山風吹拂，瀑下水氣翻騰
直襲旅人，清涼無比、令人暑氣全消。

1230元/人
含：車資、午餐
　　、保險

【南投縣】

5/23(日)
彰化花壇金針花海

ZUCWH210523A 集合出發→虎山巖金針花→順達磚窯廠文化園區→快樂賦歸 
花壇虎山巖旁，不用去台東就能賞滿山坡金針花 
虎山巖其山形恰似臥虎，因而得名。此地的風水據傳為虎穴，前溪若龍，後山如虎，四周茂林
修竹，竹影參差、禽聲嚶鳴、風光秀麗，置身其間彷彿神仙境界，故「虎巖聽竹」，早在清朝
時期即成為彰化八景之一。

1300元/人
含：車資、午餐、

保險、門票
【彰化縣】

5/29(六)

★周末就醬玩苗栗★ 
全台最美夢幻七彩隧道 
貓狸山功維敘步道

ZTMAL210529A 集合出發→功維敘隧道→卓也小屋(午餐自理)→綠意山莊(2021最新景點！浪漫童話小鎮！好拍
又好玩！)→快樂賦歸 
苗栗隧道位於苗栗市貓裏山公園旁，全長有460公尺，於西元1903年完工，因北口有兒玉源太郎
所提寫「功維敘」，也被稱為功維敘隧道。功維敘隧道建築保存良好，特別是隧道北口為紅磚堆
砌，造型相當優雅，兒玉源太郎字仍雋刻在上方歷久彌新。隧道內設置有五彩繽紛的燈光，於一
段時間內進行變換，閃爍在隧道，同時也照亮過往的歷史軌跡，成為苗栗新的熱門景點。 
苗栗新景點漫遊童話小鎮綠意山莊，除了原本歐洲童話小屋，以及非常有日本氛圍的鳥居神
社，現在加入了有九間哈比屋組成的夏爾村，與Ｕ字型的玻璃天空步道，讓您彷彿置身國外童
話世界裡！

1180元/人
含：車資、午餐
　　、門票、保險

(午餐敬請自理)
【苗栗縣】

5/30(日)

★偽出國景點★ 
【台版兼六園】 
愛心動物大集合 
※特惠團恕不優惠

ZTYUN210530A
集合出發→澄霖沉香味道森林館→雲林故事館→虎尾老街(午餐自理)→鵝媽媽鵝童樂園→三隻
小豬觀光農場→快樂賦歸 
澄霖沉香味道森林館為國內第一座最大的沉香味道森林館園區有兼六園般日式禪風及生態景觀
池的簡約風格，庭園中覆含八十多種樹種可觀賞。場館內有專業級導覽介紹及許多千年檜木藝
術品以及澄霖獨家收藏世界上最大的阿里三千年神木和高達兩層樓的千年沉香木。可愛的鵝童
樂園，這裡有寬廣的草原，溜滑梯、旋轉木鵝等等設施，餓了有親子餐廳；大片草地嬉戲、藝
術裝置ig拍照打卡；是雲林一日遊好去處！三隻小豬觀光農場，帶你走進童話世界裡，可以玩
水、玩沙親近小動物，還有超大草皮、遊戲區，是嘉義最新新亮點。

950元/人
含：車資、門票
　　、保險

(午餐敬請自理)
【雲林縣】

5/30(日) 美麗秘境南仁湖之約

ZUPCH210530A

南仁山生態保護區是墾丁國家公園最珍貴的所在，必須事先經過申請方可進，為台灣僅存的廣
闊低海拔原始林。【需辦理特種入山證，請於5/20前報名完成，以利申請相關手續，禁止轉梯
隊換人，逾期受理備取。當日入園請攜帶身分證件】

1099元/人
含：車資、導覽解

說、便當
　　、保險費

【屏東縣】

日期 活動
編號

活    動    內    容
每人費用 備註

6/12(六) 
【端午連假】

依山傍水桃花源 
雲的故鄉在武界

ZTNTO210612A
集合出發→埔里換小車(午餐便當)→武界部落→部落小市集→肖楠步道-思源吊橋-英雄好漢波-
拉拉米斯瀑布→摩摩納爾瀑布→→快樂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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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海在晨間的茶園山頂匯集，在溪谷間翻騰流
動瞬時變化，猶如人間淨土。  
【本行程會溯溪需帶溯溪鞋/拖鞋/涼鞋】 
【本活動健行時間約3小時、本活動回程時間較晚、敬請評估自身身心狀況】

1450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便當
　　、接駁車資

【南投縣】

6/12(六) 
【端午連假】

【樂活島嶼】 
小琉球就要醬玩！

ZTPCH210612A
集合出發→搭船前往小琉球→環島車(美人洞)→美味午餐→環島車(山豬溝、烏鬼洞)→搭乘藍鯨
玻璃船(欣賞海底珊瑚礁)→返回東港→華僑市場美食巡禮→快樂賦歸 
小琉球位於南台灣屏東縣東港西南方，自東港搭船只需半小時即可到達，是台灣唯一的珊瑚礁
島。島上觀光資源豐富，隨處可見的奇岩怪石、生態豐富的潮間帶，本活動為三合一套裝行
程：含：來回船票、風景區門票(美人洞、山豬溝、烏鬼洞)、環島專車、藍鯨玻璃船等必玩行
程！現在出發不用人擠人也不用怕曬傷！ 
【本活動門票為套裝行程，特殊身份不另退差額】 
【本行程含：屏東、高雄→東港來回接駁車資】

1900元/人
含：車資、船票
　　、保險、門

票、環島車
票、午餐、

      領隊費 
【屏東縣】

6/12-13 
(六-日) 

【端午連假】

【台版侏儸紀公園】 
澀水森林步道

ZUNTO210612A
D1集合出發→紫南宮→美味午餐→澀水森林步道→日月潭、伊達邵老街(晚餐自理)宿:日月潭青
年活動中心 
D2早餐→文武廟→年梯步道→車埕小鎮(午餐自理)→雅聞峇里海岸→快樂賦歸 
澀水森林步道位於中潭公路西南側大雁隧道旁澀水社區內，全長約4公里，循著環村步道可以造
訪森林步道、水上步道、烏雞母林步道、田頂步道、柴崁坪步道等，沿途可見各式經濟作物、
蓊鬱森林、天然溼地及瀑布溪流等棲地環境。因有桃米坑溪上游及澀水溪貫穿，所以擁有豐富
多樣的蛙類、鳥類、哺乳類及昆蟲。

3200元/人
含：車資、保險
      一泊二食

【南投縣】

6/13(日) 
【端午連假】

快樂A出航 
移動的國土
【外傘頂洲】

ZTCHY210613A
集合出發→品皇咖啡觀光工廠→用九柑仔店→外傘頂洲(美味午餐/生態導覽/養蚵景觀/沙洲生態
體驗/耙蛤蜊)→東石漁人碼頭→快樂賦歸 
嘉義六腳景點推薦，從電視劇用九柑仔店開播以來，就吸引了不少人前來朝聖，也讓嘉義六腳
這個小鄉鎮，瞬間熱鬧了起來。一起來尋找兒時的回憶，來用九柑仔店走一回。 
外傘頂洲位於雲林、嘉義外海約10多公里處，現存面積約100餘公頃，因形狀似傘得名，是臺
灣最大的沙洲。外傘頂洲受到波浪、沿岸流及東北季風影響，平均每年往西南方向漂移60至70
公尺，被稱為「移動的國土」。乘坐觀光漁筏帶您體驗生態、耙蛤蜊、追沙蟹，同時也可在船
上享用現煮大餐、歡唱卡拉OK。

1450元/人
含：車資、保險
　　、船票、午餐

【嘉義縣】

★第二梯★ 
6/13(日) 

【端午連假】

ZTKHH0210613A★久等了★南台灣小溪頭~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特惠團恕不優惠【行程與費用同5/22，敬請參考】

6/13(日) 
【端午連假】

★偽出國景點★ 
【台版亞馬遜河】 
漁光島湛藍月牙灣 
台版亞馬遜綠色隧道 
※特惠價恕不優惠

ZTTNN210613A

集合出發→四草綠色隧道(搭竹筏遊綠色隧道)→夕遊出張所→安平老街(午餐自理)→漁光島→快
樂賦歸 
四草綠隧最鮮明的形象就是兩旁的紅樹林有如隧道一般的延伸，平靜的水面倒映著翠綠的樹
葉，形成一條如夢似幻的水道，也因為茂密的林相而有小亞馬遜之稱。坐在竹筏前方緩緩向前
移動，陽光穿透林間，四周傳來蟲鳴鳥叫，水邊有著招潮蟹向你揮手，彈塗魚也冒出來張著大
大眼睛對你張望。

888元/人
含：車資、保險
　　、船票、門票

(午餐敬請自理)
【台南市】

6/13(日) 
【端午連假】

【新手百岳】 
勇登石壁山 

※特惠價恕不優惠

ZUYUN210613A

集合出發→勇登石壁山→快樂賦歸 
石壁山位於台灣雲林縣古坑鄉草嶺村與嘉義縣阿里山鄉豐山村交界處，峰頂海拔1,754公尺，為
台灣小百岳之一。石壁山登山路徑全長4公里來回約4小時，林木茂盛，全區屬樟櫟群叢之植物
林相、樟科植物及孟宗竹林相當多，是體驗自然生態的最佳步道。※初級健行請配戴護膝及登
山杖

999元/人
含：車資、保險
　　、便當

【雲林縣】

6/14(一)  
【端午連假】

渾然天成的森林浴 
【惠蓀林場】

ZTNTO210614A

集合出發→惠蓀林場森林浴→美味午餐→快樂賦歸 
位於南投縣仁愛鄉的惠蓀林場，為中興大學所屬四大林場之一，面積廣達七千公頃，海拔從
450公尺至2,420公尺，綿延不斷的森林兼具溫、暖溫、亞熱三帶的不同特色，其間蘊藏豐富多
元的動植物生態，北港溪及其支流縱橫交錯，造就了峽谷、瀑布、激流等天然景觀，高山深
谷、林木蓊鬱，風景十分秀麗，是森林浴、健行等絕佳景點。

1450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門票

【南投縣】

6/14(一) 
【端午連假】

★偽出國景點★ 
台版吳哥窟+台版荷蘭村 

※特惠價恕不優惠

ZTTNN210614A
集合出發→楠西萬佛寺(台版吳哥窟)→善化糖廠(深緣及水善糖文化園區)(知名台劇我的婆婆真
可愛拍攝地)→麻豆碗粿蘭(午餐自理)→總爺藝文中心(三級古蹟日式建築群)→德元埤荷蘭村(台
版荷蘭村)→快樂賦歸 
偽出國新景點！南部出現台版吳哥窟！「楠西萬佛寺」鐘乳石、頹圮古城、樹抱城牆等奇景！
位在台南楠西區的「楠西萬佛寺」最近好熱門，超夯的小普陀禪修公園據報導指出封園了近十
多年，近日廟方覺得時機得宜可以開放參觀，園中有洞穴鐘乳石、樹抱城牆、頹圮古城、金龍
大船等造景，萬佛寺也有日本寺廟的感覺，好美又很壯觀，吸引不少人在廟前拍攝~

750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敬請自理)
【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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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辦單位：

中國青年旅行社南部分公司（交觀甲5759-04；品保北0704）

地址：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20號4樓　電話：07-2727229

◎專業服務人員：高雄／陳小姐、邱小姐 07-2727229 

　　　　　　　　屏東／邱小姐 08-7361084#24 

二、簡章索取地點：

高雄學苑（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89號）

裕誠終身學習中心（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48號）

瑞隆終身學習中心（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76號地下室一樓）

鳳山終身學習中心（鳳山區維新路122號6F C棟）

岡山終身學習中心（岡山區溪西路26號）

三民終身學習中心（三民區大昌二路270-2號）

楠梓終身學習中心（楠梓區慶昌街2-1號1樓）

屏東終身學習中心（屏東市中華路80之1號）

三、參加對象：一般民眾、班社學員暨眷屬、退休公教人員暨眷屬  

四、繳費方式：

(1)現金繳費 (詳請洽各中心櫃台)

(2)網路線上報名繳費：http://cyta.travel.net.tw/（可享網路優惠價）

(3)信用卡刷卡或傳真授權單刷卡服務

(4)ATM轉帳：702-10-009-3512

　戶名：中國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南部分公司

　華南銀行新興分行【銀行代碼：008】

　完成轉帳手續，請務必將報名表及收據傳真至(07)282-7300

五、上車地點：

北上行程：屏東縣救國團(06:30)→技擊館捷運站4號出口(07:10)→美

麗島捷運站6號出口(07:20)→楠梓交流道少年法院(07:50)

南下與東部行程：楠梓交流道少年法院(06:30)→技擊館捷運站4號出

口(06:50)→美麗島捷運站6號出口(07:00)→屏東縣救國團(07:40)

【優先報名，可優先劃位(聯誼活動除外)】請提前10分鐘報到，逾

時不候，如有例外將另行通知。

※遊覽車座位採先報名先劃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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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檯報名則不選位以由前往後

方式排序劃位，網路報名則開放自行選位，請多加利用網路報名。

六、注意事項：       

⑴報名人數不足25人或遇颱風非人力抗拒之情形將於活動前四日以

電話通知取消，需要再憑收據辦理退費。

⑵參加人員請著便裝、平底鞋、攜帶身份證、健保卡、雨具、個人

隨身用品等。

⑶參加活動應特別注意健康情況，如有心臟病、高血壓、氣喘及其

他身體不適者請斟酌參加，擅自離隊者，一切責任請自行負責。

⑷本公司旅遊活動依交通部觀光局規定投保責任保險每人500萬

元，含20萬醫療險。

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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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未滿2歲嬰兒價一日遊300元、二日遊500元、三日遊800元。2

歲以上-未滿13學童價9折優惠。13歲以上為成人價格(含13歲)。

【此為一般價格，如有特殊價格以該行程為價格為主】

⑺報名後不克參加者，請於活動出發前七日（上班日）辦理轉隊，

七日內如欲轉隊依照退費事項國內旅遊化契約辦理再行轉隊（飛

機行程禁止轉隊換人）

七、退費事項：       

依據交部觀業89第09801號函修正發佈（國內旅遊契約書）條款辦

理。

若取消訂購，應繳交證照費用，並將依觀光局之《國內旅遊定型化

契約》規定，收取手續費如下：

◎旅遊開始前第41日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5%

◎旅遊開始前第31至40日期間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10%

◎旅遊開始前第21至30日期間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20%

◎出發日前第2日至20日以內取消者，收取手續費為旅遊費用30%

◎出發日前1日取消者，收取手續費為旅遊費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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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

◎請於報名表填寫您的E-MAIL，以便日後寄發新的旅遊資訊給您。

◎團體報名（6人以上），歡迎來電洽詢優惠。

◎本公司代訂國內（外）機票、代辦簽證、遊覽車車輛租用、飯店

（活動中心)住宿服務。

◎本公司代辦團體休閒旅遊及員工自強活動，歡迎來電洽詢(07-

2727229)。

◎班社學友憑卡(請出示卡片，否則恕不折扣)一日遊活動折50元，

二日遊活動折100元【單身聯誼活動恕不打折】。※報名優惠擇

一使用，恕不重複折扣。

◎前排2個座位為博愛座車位不開放劃位，請記得維護您的權利，

報名時立即劃位。

中國青年旅行社

6  月份6  月份

7、8月搶先看

7、8月搶先看

日期 活動
編號

活    動    內    容
每人費用 備註

7/3-7/4 
(六日)

★追球日誌★ 
熱氣球光雕音樂會

ZTTTT210703A

第一天：集合出發→多良車站→美味午餐→池上伯朗大道(自行車悠遊)→美味晚餐(便當)→鹿野
高台(19:00熱氣球光雕音樂會)→飯店【宿：台東東新大飯店或同級飯店】 
第二天：活力早餐→小野柳→加路蘭海岸→小魚兒的家(午餐自理)→富山護漁區→號滿載而歸 
在伯朗大道旁的一棵茄冬樹，高聳茂密的樹冠，搭配遠方的稻田風景，成為金城武拍攝廣告其中
奉茶片段的場景，而被稱為「金城武樹」，吸引許多追星族或遊客前來拜訪。『光雕音樂會』每
一顆熱氣球搭配主題音樂奮力噴火演出，周邊的投射燈與雷射掃射天際、多變的熱氣球、加壓火
焰、音樂的節奏，一起明滅伴奏，形成璀璨的色彩變化，譜成夏夜裡最震撼的熱氣球響宴。今天
夏天，帶著孩子全家一起完成一趟追球日誌吧！

兩人房3200元／人 
四人房3000元／人
含：車資、保險、

一宿二餐一便
當、門票、自
行車費

【台東縣】

7/10-11 
(六日)

甜蜜『桃』氣~ 
悠遊拉拉山神木群 
探訪後慈湖神秘面紗

ZTTYU210710A
一年一度水蜜桃季又開始了，跟著我們腳步一起進入桃園來場甜蜜的旅程吧! 
第一天：高雄出發→美味午餐→換小車→走訪拉拉山→美味晚餐→進入飯店分房一夜好眠【　
　　　　宿：雲莊山莊或同級飯店】 
第二天：美味早餐→後慈湖秘境幽訪→大溪老街(午餐自理)→快樂賦歸 
達觀山原名拉拉山，位於桃園縣復興鄉與台北縣烏來鄉的交界，這裡的林相富豐，遊客來此可
以欣賞這些巨大的神木林立，其紅檜具木樹齡約在500年至3000年左右，除此，每逢深秋，園
內變色植物由綠轉紅，詩情畫意的氛圍，更令人沉醉其中。有著神秘面紗的後慈湖，因為軍事
單位的解禁，讓這處世外桃源開放參觀。後慈湖原為蔣公與夫人散步、划船的小湖，園區步道
由慈湖側門進入後，越過小丘陵，約兩公里路程，沿途景觀迷人，還有戒嚴管制時期所留下來
的指揮所、碉堡、管制鐵門、辦公室等，相當值得來訪。

雙人房4300/人 
三人房4100/人 
四人房3900/人
含：車資、保險、

接駁車資、一
宿三餐

【桃園市】

7/3(六)

墾丁避暑祕境 
欖仁溪秘境溯溪 
※特惠價恕不優惠

ZTPCH210703A

集合出發→車城龜山步道→特色風味午餐→欖仁溪生態之旅→車城福安宮→快樂賦歸 
「欖仁溪瀑布」位於滿州鄉、墾丁國家公園南仁山保護區的邊緣，因自然環境原始，必須要溯溪
才能抵達瀑布景點，短短的一百多公尺路程讓人回味無窮。欖仁溪瀑布分成內外兩層，雨季水量
豐沛、壯闊奔放，周邊峽谷有如鬼斧神工，嚴峻蒼毅，相當特別。

1499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導覽解
說費

【屏東縣】

7/4(日)

★快樂親子遊★ 
蝦爆了！ 

桃米生態+妮娜巧克力 
※特惠價恕不優惠

ZTNTO210704A
集合出發→桃米生態村-魚蝦生態體驗→午餐→嘉寶果採果DIY→返程 
【桃米生態村-魚蝦生態體驗】在921地震後，寫下台灣山村轉型的動人篇章。生態資源豐沛；走
進小溪，溪水冰涼消暑氣，玩心按耐不住就潑起水來；導覽老師伸手進溪，拿起捕捉籠，只見好
多魚蝦在裡面亂跳。倒入小盒中，一一解說著魚類的特徵和名字，認識大自然的奧妙，體驗生命
在手心脈動的感覺。【百香果採果體驗】位在南投埔里桃米的埔里妮娜巧克力夢想城堡，讓人有
如置身在歐洲西班牙建築獨特風格的感覺，結合了巧克力夢想和品牌創意的一間觀工廠，像似難
格華茲魔法學院的歐式城堡建築，內部設有主頭特色餐廳、精緻而美味多元的冰淇淋與巧克力產
品，以及DIY手作體驗等空間。

1500元/人
含：車資、保險、

門票、午餐、
活動導覽費

【南投縣】

7/10(六)
★快樂親子遊★ 
清境農場追羊趣 

青青草原+高空步道

ZTNTO210710A
06:00屏東火車站→07:00彩虹市集一樓廣場集合出發→擺夷風味午餐→清境高空景觀步道→青青
草原→快樂賦歸 
「腳下綠草如茵，身前深谷千米，放眼群山如帶，舉頭晴空蔚藍。」這是清境高空觀景步道的印
象寫照，親臨其境用2000步走在海拔1700公尺的觀景步道又是另種風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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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群不時穿梭其
中，恍如北國風光，享有「霧上桃源」之稱，徜徉其中，亦不快活？當然來到清境一定要享受獨
特的擺夷風味午餐，為這趟旅程留下完美的回憶！

1500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門票
【南投縣】

7/24(六)

【眠月線強勢回歸】 
消失在雲霧中的森林鐵道 

眠月線 
(初級健行)

ZTCHY210724A
06:00屏東火車站→07:00彩虹市集一樓廣場集合出發→阿里山森林遊樂區→走入失落的森林鐵路
「眠月線」(經第一明隧道、第二明隧道、塔山車站)→快樂賦歸 
【阿里山眠月線】鐵路指石猴車站線，自阿里山車站起登，全長來回約18公里，沿路可看到森
林、鐵道、車站等具特色的景觀，原本是民國60～70年間救國團 ［溪阿縱走］活動中的一段行
程，1999年因921大地震，整條路線坍方崩壞，眠月線鐵路嚴重毀損而暫停行駛。數年前在 MIT 
台灣誌播出報導及報紙披露後，又讓這條這條台灣最美麗的森林鐵路步道重現江湖。近年來行走
這條路線的遊人相當熱絡，讓阿里山遊樂區的盛業又添了一頁新局面。 
【單程約4公里，來回約8公里，總共約需4小時(含休息)，請評估自身身體狀況再報名】

1400元/人
含：車資、保險、

門票
【嘉義縣】

【火車之旅】
清新『森』呼吸 
錐麓古道探險趣

活動代號：ZTHWA210814A

活動日期：8/14-15(六日)            

活動費用：雙人房5400元/人　四人房5000元/人
第一天：集合出發→高雄火車站搭乘火車→抵達花蓮→美味午餐→搭乘遊覽車前往太魯閣

→太魯閣白楊步道→美味晚餐【宿：天祥青年活動中心或同等級飯店】
第二天：早安→活力早餐→錐麓古道健行趣→美味午餐(便當) →搭乘遊覽車前往花蓮火車

站→搭乘火車回程→美味晚餐(便當)→抵達高雄車站
【錐麓古道】太魯閣國家公園境內惟一的史蹟保存區K－錐麓古道為合歡越嶺古道殘存遺
跡。錐麓與福磯斷崖隔溪對峙，長約1.2公里，高約600公尺，幾乎全由大理岩構成，是太
魯閣峽谷最壯麗的景觀。 
★此活動9折優待人員：12歲以下小孩、65歲以上銀髮族。(不另退其餘差價，敬請見諒)  
　【此活動集合地點：屏東火車站、鳳山火車站、高雄火車站。若成團，火車班次及集合
　時間會另以簡訊通知】 
★因搭乘火車有許多不確定因素，故本公司保有火車班次、行程更改及調度之權利，請貴
　賓諒查，並不退任何票價差額，若遲到無法搭乘火車恕無法退費。 
★請提前40天前報名,錐麓古道入園申請,若無申請到名額,全額退費或協助轉下一梯, ( 若已
　申請到錐麓古道名額後,禁止轉隊換人 ) 
網路下單報名者,請在""備註欄""填入  
太魯閣管理處要求(必填資料不可重覆) : 
1.緊急聯絡人姓名和手機 (不可共用同一位緊急聯絡人) 
2.參加者之電子信箱(不可共用同一個信箱) 
3.參加者通訊地址(不同住者請提供不同住址)
費用含：火車票、遊覽車接駁、一宿五餐(含2便當)、保險、、領隊費【花蓮縣】

王者之路〜
南橫中之關天池輕健行

活動代號：NNE2107A 

活動日期：(1)7/10-7/12  (2)7/20-7/22   (3)8/06-8/08   (4)8/13-8/15            

活動費用：單人6,000元/人、二人團報價5,600元/人 (住宿4人房)
第一天：台鐵新左營站集合出發→旗山老街輕旅行(午餐自理)→浦來溪頭社戰道輕健行→

寶來溫泉足浴體驗→美味晚餐→梅山青年活動中心【宿：梅山青年活動中心】
第二天：早安您好美味早餐→中之關古道、天池高山湖泊(步道長約3.5km)→美味午餐→南

橫巡禮(中之關-禮觀健行約10km)→探訪馬舒霍爾部落→美味晚餐→【宿：梅山青
年活動中心】

第三天：早安您好美味早餐→梅山口至桃源區健行(約16km)→頒發活動證書→美味午餐→
甲仙芋城貓巷輕旅行、吃芋冰→難忘回憶在心頭→抵達台鐵新左營站

蜿蜒迷人的南橫有高落差海拔景緻，莫拉克風災後艱辛修復10年，去年初終於重新開通至
天池。重返南橫，越往山裡走，高山景色越發壯麗，呼吸山間清新空氣，眼望青山與藍
天，在這裡，快樂可以很純粹，很自然。們如鮭魚洄游般，輕踏山林步道，健行中之關古
道，大家背起行囊，跟著我們瀟灑走一回，重拾年輕的心，南橫，Let's Go 。
費用含：車資、二宿五餐一便當、保險、導覽解說、接駁車【高雄市】

揭開基隆嶼神秘面紗
【週五出發不用人擠人】

活動代號：ZTKLU210723A

活動日期：7/23-24(五六)           

活動費用：雙人房4700元/人   四人房4300元/人
第一天：集合出發→美味午餐→基隆嶼登島三合一套裝行程(繞島、登島、登塔)→基隆廟

口小吃大集合(晚餐自理)→飯店【宿：基隆萊茵商旅或同級飯店】
第二天：早安您好！美味早餐→深澳鐵道自行車→深澳漁港海天觀光步道→深澳岬角-象鼻

岩→仁愛市場在地人隱藏版美食(午餐自理)→基隆小敦煌仙洞巖地下洞穴→快樂
賦歸

睽違五年開放的絕美海上地標「基隆嶼登島」，擁有獨特又豐富的特殊生態！搭上舒適的
遊艇，跟著最專業又貼心的船隊，360度全視野欣賞基隆嶼這塊海上自然遺產。再登上基
隆嶼，透過專業人員的解說導覽，認識這片獨特的生態島嶼秘境。沿著步道兩旁的原生植
物令人十分驚艷！每年7-9月的金花石蒜花季，滿山金黃的美景更是不能錯過。基隆嶼最
高點是基隆嶼燈塔，爬山1000階梯，享受這居高臨下的俯瞰環景，還可遠眺基隆港、和平
島的風光！ 
1.因每日登島人數限量管制，已成團不代表可登島，旅客需提供名單資料(全名、ID、生日)
　，待審核通過成功後才可入園。
2.申請成功者視同參與此行程，不得更換旅客參團名單，旅客取消視同放棄本行程。
3.心臟病、高血壓患者、年紀過大老人、嬰兒、行動不便之殘障者（有同伴照顧者除外）

、懷孕26週以上之孕婦請勿登船。
費用含：車資、保險、一宿二餐、鐵道自行車單趟費、三合一船資【基隆市】

重點推薦行程    

日期 活動
編號

活    動    內    容
每人費用 備註

6/27(日)
【涼夏靚點】 

台版九寨溝珍珠灘 
《中巴出發》

ZUCHY210627A

集合出發→太興飛瀑步道→太平老街(午餐自理)→仙人堀步道→快樂賦歸 
嘉義涼夏新亮點！『太興飛瀑步道』阿里山管理處全新得獎力作，步道蜿蜒於阿葉溪畔，清新
迷人，步道坡緩，老少咸宜，來回約2公里。以及絕美秘境『仙人堀步道』藏在山林間的五星級
杉林步道，絕對是夏日消暑，家庭旅遊絕佳去處。

1200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敬請自理)
【嘉義縣】

日期 活動
編號

活    動    內    容
每人費用 備註

8/28(六) 
9/5(日)

《火車之旅》 
~夢幻金色地毯~ 
六十石山金針花季

ZTHWA210828A
ZTHWA210905A 六十石山、赤柯山、太麻里山為花東縱谷三大金針栽植區，也是每年8月至9月賞金針花海的好

去處。六十石山位在富里鄉竹田村東側海拔約800公尺的海岸山脈上，經過一段蜿蜒的山路後，
眼前出現無邊無際的田野景致，幾座農舍、涼亭散落在金黃色的金針花田間，形成一幅樸質的田
園畫作。其中六十石山開闊的台地，每一年夏天金針花開時節，一片花海呈現美麗的山區風貌，
猶如歐洲的瑞士一般，不但風景十分迷人，中海拔的氣候亦舒適涼爽。 
【因搭乘火車有許多不確定因素，故本公司保有火車班次、行程更改及調度之權利，請貴賓諒
查，並不退任何票價差額，若遲到無法搭乘火車恕無法退費】 
【賞花屬季節性活動，如遇其他天候因素淍謝或未盛開，請深呼吸感受大自然的美景吧！】

2150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火車票
【花蓮縣】

日期 活動
編號

活    動    內    容
每人費用 備註

★第一梯★ 
6/5(六)

絕美海岸線古道 
~阿朗壹秘境~

ZTTTT2010605A 被譽為台灣最後一段淨土的海岸線古道，您絕不能錯過! 
●辦理特種入山證，報名資料須填寫齊全，以利申請相關手續，禁止轉梯隊換人，逾期恕不受
　理報名。當日入園請攜帶身分證件。 
●阿朗壹古道須於1個月前申請入園，通過申請方得成行並成立旅遊契約；報名本活動係屬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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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需健行約4-5小時，請評估身心狀況，12歲以下孩童恕不接受報名。 
【請於5/3前報名並繳費完成，以利申請名額】

1350元/人
含：車資、保險
　　、解說費

(午餐敬請自理)
【台東縣/屏東縣】

★第二梯★ 
6/27(日)

ZTTTT2010627A絕美海岸線古道~阿朗壹秘境~【行程與費用同6/5，敬請參考】 【請於5/21前報名並繳費完成，以利申請名額】

6/6(日)
★偽出國景點★ 
【台版合掌村】 

十字路-得恩亞納O形環走

ZTCHY210606A
集合出發→奮起湖老街悠遊→奮起湖搭乘火車前往多林火車站→健走約50分抵達得恩亞納部落(
享用鄒族私房菜)→得恩亞納健走約90分→前往十字路火車站→搭乘大巴快樂賦歸 
莫拉克颱風襲台對台灣造成重創，嘉義縣阿里山鄉的鄒族來吉部落也包括在內。於是部分來吉
原住民透過政府安排遷村到阿里山152林班地，重建後的新部落命名為得恩亞納，意思是可以
安居樂業的淨土。也因為得恩亞納部落在103年重建完成，一般人才有機會走進這片十分優美
的152林班地，而目前最好的親近方式，就是由阿里山公路十字路--多林--得恩亞納的森林O形環走。

1350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火車

票
【嘉義縣】

6/6(日)
【仲夏蓮花海】 
2021白河蓮花季 
※特惠價恕不優惠

ZUTNN210606A
集合出發→賞蓮大道、蓮花資訊館、蓮花公園、阿勃勒大道、小南海風景區、九曲橋→快樂賦歸 
擁有蓮鄉之稱的白河，在暑氣逼人的盛夏時節，卻有著沁入心脾的陣陣涼意與清香，一望無際
的蓮田間，粉色的蓮花隨著迎面而來的微風曼妙起舞，那撩人的姿態，有如花仙子一般動人，
白河蓮花季也讓蓮鄉洋溢著青春芬芳的氣息。

999元/人
含：車資、午餐
　　、保險

【台南市】

6/19(六)
菁英野溪溫泉 

葛拉嚕瀑布探險趣

ZTNTO210619A
06:00屏東火車站→07:00彩虹市集一樓廣場集合出發→霧社換小車→美味午餐(便當)→菁英野溪
溫泉區(可攜帶泳裝泡湯)→葛拉嚕瀑布→雲龍橋→霧社拉日英雄紀念碑→快樂賦歸 
坐臥在山林溪谷間，享受著天然野溪溫泉的洗禮，可謂人生一大享受！宛如人間仙境的秘境，
就在南投仁愛鄉精英部落的精英溫泉，位於塔羅灣溪上、廬山溫泉的上游源頭，泉質屬弱鹼性
碳酸泉，從河床底冒出，水溫約55~75度，泡完皮膚滑嫩，又稱美人湯，是野溪溫泉的熱門景
點。 
瀑布是一座地勢奇特美麗的秘境瀑布，水落高度約達 10 公 尺以上，周圍峽谷高聳卻稜角方
正，感覺地形年齡頗為年 輕，似乎是地層直接裂開而非河流長年侵蝕所致。瀑布水 潭匯入地
層特徵明顯的封閉峽谷之中，加上溫泉水刻畫彩 色岩壁，形成一幅美麗獨特的秘境樣貌。亮橘
色的岩壁一面彩色岩壁,更高聳 更斑斕 更令人讚嘆。

1550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便當
　　、接駁車資

【南投縣】

6/20(日)

★偽出國景點★ 
【台版萬里長城】 

東高慢食旅 
※特惠價恕不優惠

ZTKHH210620A
集合出發→情人谷吊橋→情人谷瀑布→多納吊橋→龍頭山遊憩區(龍頭山小長城木棧步道、望夫
崖步道)→多納部落(午餐自理)→旗山糖廠→旗山老街→快樂賦歸 
高山峻嶺的山景精采絕倫，獨特的環流丘、峽谷飛瀑切割地形成為本區之特殊景觀，且動植物
資源豐富多元，可以欣賞數十萬隻的紫斑蝶棲息於茂林山谷的奇景，悠遊於生態步道間，欣賞
翩翩飛舞的世界級越冬型蝶谷奇觀，由於茂林主要為魯凱族部落之一，原民的神話傳說、特有
的石板建築、精緻的傳統工藝、高大壯觀的吊橋、各式熱鬧的祭典、在地的傳統美食以及近年
大力推廣的三黑特色產業，更增添區內文化旅遊的豐富度，種種茂林風情等您來親身體驗。

750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敬請自理)
【高雄市】

★第二梯★ 
6/20(日)

ZTKHH210620B《7人成團》重返南橫之美※特惠價恕不優惠【行程與費用同5/15，敬請參考】   

6/20(日)
尋找周子瑜的足跡 
-前進寒溪呢- 
《中巴出發》

ZUCHY210620A
集合出發→萬年峽谷→草嶺商店街(享用午餐)→寒溪呢森林人文叡地→快樂賦歸 
寒溪呢森林人文叡地，穿過梅山八卦巨石陣，漫步在福爾摩沙櫻花林之中。 
寒溪呢園區內海拔高度1166公尺的「盟山」，環繞周身的是三百六十度全無遮蔽的自然美景。
從眼前雄偉的聖塔山群、阿里山、大凍山到樟樹湖，再遠眺阿里山溪、油車寮以及太和本村。
繼續看到的是清水溪和雲林大尖山、草嶺、石壁、石鼓盤溪和豐山、雌嶽及石夢谷。

1600元/人
含：車資、門票
　　、午餐、保險

【嘉義縣】

★第二梯★ 
6/26(六) ZTMAL210626A火炎山惡地奇景~大峽谷視覺震撼【行程與費用同5/8，敬請參考】

6/26(六)
南投夢幻秘境探訪 
帖比倫峽谷瀑布

ZTNTO210626A
集合出發→南投換搭小車→美味午餐(便當)→帖比倫瀑布(約2.5小時)→紅香吊橋+紅香溫泉→快
樂賦歸 
帖比倫峽谷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北港溪支流帖比倫溪中游，地理位置接近於合歡山西方的紅香部
落，由香溪畔產業道路前，稜線頂端下行到平台高地，則可到達。帖比倫峽谷地形奇特，擁有
全台灣唯一水平角迴旋沖出瀑布，景像壯觀，造型絕無僅有，宛如一處世外桃源。位於南投縣
仁愛鄉的紅香部落海拔1200M，溫泉水量豐富，水溫約40~60度左右，屬於弱鹼性的碳酸泉，可
以盡情的享受在原野溪谷裡泡天然「湯」的滋味。 
【本活動健行時間約2.5-3小時、本活動回程時間較晚、敬請評估自身身心狀況】

1730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便當、小
車接駁車資

【南投縣】

6/27(日)

台中小百岳 
大坑四號步道挑戰 
※特惠價恕不優惠

ZTTXG210627A
07:00彩虹市集一樓廣場集合出發→小百岳挑戰(大坑4號步道健走)→美味午餐→彩虹眷村→快
樂賦歸 
地處海拔470至850公尺之間的大坑4號步道，由於坡度落差極大，其中一段長約300公尺的垂直
陡坡，考驗遊客的體力及耐力，被稱為「軟腳坡」。踩著圓木步道登上稜線，不僅考驗著登山
客的體力、平衡感、還有協調性，4號步道終點即抵達頭嵙山三角點，山頂極佳的視野，可俯瞰
台中市區、太平區、新社區、東勢區一帶，秀麗風光是最好的報酬。 
【由4號步道進入→5號步道→2號步道出口，總共約需3小時，請評估自身身體狀況再報名】

950元/人
含：車資、保險

(午餐敬請自理)
【台中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