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樂不思【鼠】春節遊，早鳥優惠搶先看

廣告

中國青年旅行社主辦高雄市救國團、屏東縣救國團 ( 協辦 )
2020 年樂不思『鼠』春節遊活動行程
歡迎各位學員加入中國青年旅行社南部分公司 line@，即時為您解答所有資訊 !：@sqw0142t   ★行程保證全程不另收司領小費，物超所值 !
上班時間洽詢電話：07-2727229 非上班時間洽詢電話：0900-637114
更多活動內容請上網：http://cyta.travel.net.tw/ ※ 還有許多行程歡迎索取完整版簡章 !! ~ 行程如有變更以網路公告為主 ~

單日旅遊

★春節一日遊已是優惠價，恕不折扣(春節一日遊活動，不與學習卡、網路報名優惠併用，亦無2-12歲優待價)

工藝九九 健康長久 1/23(三)
毓繡美術館 / 九九峰森林步道 /

五星級步道之旅
~漫遊頂石棹~

1/24(四)

$1480元/人

蒜頭糖廠五分車
故宮南院藝文之旅

1/25(六)

雲茶霞櫻步道健走

緞帶王觀光工廠

ZTCHY200124A
含：車資、保險、午餐
便當

$1050元/人

雲林輕旅行
虎尾好好玩

1/26(日)

千巧島樂園牧場 / 虎尾老街 /
故宮南院 / 蒜頭糖廠五分車體驗
ZTCHY200125A
含：車資、保險、午
餐、門票、五分車資

$1450元/人

溪頭尋妖趣
幸福〝心〞景點

1/27(一)

虎尾糖廠 / 五年千歲公園
ZTYUN200126A
含：車資、保險
(午餐敬請自理)

綠野仙蹤360°
雲嶺之丘

$1450元/人

1/27(一)

草嶺養生風味餐 ( 換小車 )/ 五元二角

愛情故事館 / 大黑松小倆口元首館

生態綠廊 / 杉林步道 / 雲嶺之丘

$980元/人

走進童話海盜村
車埕老街好好玩

1/28(二)

車埕小鎮 / 午餐便當 ( 車埕特色木桶便當，
每人可帶回一個烙印木桶喔！ )/ 海盜村景
觀彩繪園區

ZTNTO200128B
含：車資、保險、
木桶便當、門票

$1450元/人

$1650元/人

阿里山鄒族文化之美
1/29(三)
【達娜伊谷】
達娜伊谷生態保育公園 / 達娜伊谷生
態保育公園 ( 原民歌舞表演、達娜伊 /
旺萊山愛情大草原
ZTCHY200129A
含：車資、保險、
午餐、門票

$1400元/人

新春好運來

新春納福【森】呼吸
1/25-26(六日)

八仙賞櫻趣

梧棲漁港呷海鮮
高美濕地天空之鏡

彩虹眷村/石岡情人橋/谷關捎來步道/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

(龍鳳瀑布、風動石、天空步道)/大溪老街

區/東勢客家文物館【宿:谷關地區飯店】

【宿：雲莊山莊或同級飯店】

雙人房5200元/人
三人房4900元/人
四人房4600元/人

修生養息、靜碧山林

ZTTXG200128A
含：車資、保險、門票、
一宿四餐

ZTTXG200126A
含：車資、保險
(午餐敬請自理)

$1020元/人

~花開富貴好運到~
杉林溪賞花遊

1/28(二)

杉林溪森林渡假園區賞花遊
ZTNTO200128A
含：車資、保險、門
票、午餐、單趟遊園
車資

高雄好好玩
寶來溫泉泡腳趣

1/29(三)

浦來溪頭社戰道 / 寶來花賞溫泉公園 /
六龜大佛
ZTKHH200129A
含：車資、保險、午
餐、門票

雙人房6500元/人
四人房5500元/人

1/26-28(日一二)

宜蘭傳藝中心/羅東文化園區/羅東夜市/太平山翠峰湖/台灣
三十六秘境-深澳岬角象鼻岩/師大夜市/
貓貍山彩虹隧道
【宿 : 幸福星空精品旅店及謙商旅或同級飯店】

雙人房10000元/人
三人房9300元/人
四人房8700元/人

富源森林遊樂區/東大門美食饗宴/雲山水/花蓮石雕博物館/

奇麗灣珍奶文化館/五峰旗瀑布/梅花湖單車漫遊/天送埤車

十分驚奇大瀑布/平溪老街放天燈(/猴硐貓趣村/師大夜士逛

吉安慶修院/松園別館/七星潭/馬太鞍溼地生態

站/清水地熱/林美石磐步道

透透/野柳驚奇海洋公園/野柳熱門風景區-女王頭、鬼斧神

【宿：花蓮富野渡假酒店或同級飯店】

【宿：礁溪美嘉美大飯店或同等級飯店】

工海蝕洞、蜂窩石等地質超景/九份老街/台灣三十六秘

雙人房11000元/人
四人房9800元/人

境-日本小千島湖【宿：謙商旅或同級飯店】

雙人房10800元/人
四人房9600元/人

ZTTPE200127A
含：車資、保險、
二宿四餐、門票

協辦單位：中國青年旅行社南部分公司

FB:@khmtc.vacation

線上簡章
http://khmtc.cyc.org.tw/camp

LINE:@ona3766n

線上報名：http://www.beclass.com/

（有關旅遊性質部份委由中國青年旅行社南部分公司辦理）

活動專線 :07-2727229

KH01

機智生活趣
達成目標成就快樂
【小小機長】
無人機 - 職業體驗營

KH02

【新年新希望★天燈許願望】
北台灣-瑰麗奇境聯盟 1/27-29(一二三)

ZTHWA200126A
含：車資、保險、
門票、二宿三餐

主辦單位：高雄市救國團

$1150元/人

Fun樂北台灣—北宜三日遊

ZTTPE200126A
含：車資、保險、
二宿五餐、門票


● 108/12/15 前報名繳費
一日營 享折價 200 元
二日營以上 享折價 500 元
【不折扣營隊除外】
● 108/12/16~12/31 報名繳費
一日營 享折價 100 元
二日營以上 享折價 200 元
【不折扣營隊除外】
● 109/1/1~1/17 報名繳費
2 人同時報名皆享折價 100 元

Winter holiday

$1700元/人

蘭陽迎春「鼠」來寶
1/27-29(一二三)
休【礁】來泡湯

ZTILN200127A
含：車資、保險、二
宿七餐、單車費用、
接駁車資

童年趣味樂淘淘

活動優惠

1/26(日)

1/26-28(日一二)

洄瀾花蓮三日遊

接受不可能任務

07:00 高鐵左營站集合出發 / 清水鬼洞
/ 梧棲漁港 ( 午餐自理 )/ 高美濕地

【玩轉二零】
1/28-29(二三)

走訪拉拉山/小烏來風景區

ZTTYC200125A
含：車資、保險、
接駁車資、一宿三餐

$999元/人

11/30 前報名享9折優惠
12/31 前報名享95折優惠(春節活動僅適用此優惠，不與學習卡、網路報名優惠併用，亦無2-12歲優待價)

多日旅遊
拉拉山神木群巡禮

ZTNTO200127A
含：車資、保險、午
餐、接駁車資

ZTCWH200125A
含：車資、保險
(午餐敬請自理)

冬集合

n
令fu

【高美濕地依當日公告海水潮汐時間做行程調整】

妖怪村探索趣 ( 午餐自理 )/ 月老教堂
ZTNTO200127A
含：車資、保險
(午餐敬請自理)

1/25(六)

桂花巷藝術村 / 鹿港老街 ( 午餐自理 )/

台灣工藝文化園區 /
ZTNTO200123A
含：車資、保險、午餐

媽祖娘娘來保祐
漫步鹿港老街

高雄市救國團 2020 年冬令營戶外休閒活動簡章

雙人房9500元/人
三人房8800元/人
四人房820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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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行號、團體報名另有優惠，請來電洽詢 (07-2727229)。
地址：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 20 號 4 樓 電話：07-2727229
◎本公司代訂遊覽車輛租用、飯店 ( 活動中心 ) 住宿，代辦護照、台胞證之服務，歡迎多加利用。
二、協辦單位：高雄市救國團各終身學習中心、屏東縣救國團終身學習中心
◎本公司專業代辦團體休閒活動、員工自強活動及企業未婚聯誼活動，歡迎來電洽詢 (07-2727229)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報名額滿為止

活動日期：3 天 2 夜 1/21-23( 二三四 )
報到地點 : 高雄學苑 / 大東捷運站
參加對象 : 國小 3~6 年級 / 國中 1-3 年級
承辦人 : 李汶軒 07-2727229
活動地點：仕隆國小 ( 過夜 )
活動內容 :
航空主題冬令營，在冷冽的寒假，駕駛飛
機翱翔在天際是多麼酷炫的事情！！結合
無人機實作飛行及空服員職業體驗，打造
有趣的模擬體驗；在外面貴得嚇死人的體
驗活動，來救國團讓你的孩子輕鬆體驗，
但是完整學習！名額有限！快點來報名 ~~~~~~
( 參加贈送酷炫遙控飛行器唷 ~~)
接送地點 :( 高雄學苑 / 大東捷運站 )
名額有限！快點來報名 ~~~~~~

冒險的孩子 ~
魔戒生活體驗營

活動日期：2 天 1 夜 1/21-22( 二三 )
報到地點 : 高雄學苑
費用
參加對象 : 國小 3~6 年級
承辦人 : 陳宗智 07-2727229
3300
元/人
活動地點：那瑪夏地區
活動內容 :
魔戒有一句名言：A New Day Will Come. 這次要帶領大家
去冒險的地方就是高雄市的那瑪夏區。這裡可以說是高雄
市的後花園，我們將運用多種不同的挑戰方式，如：探索
教育、running man、定向定位、密室闖關、攀樹等方式，
融入在營隊中，帶領大家好好的走出戶外完成任務。在這
兒還會體驗當地部落生活，跟著老師一起體驗精靈人射
箭、彈弓、矮人族親手搗麻糬、甘道夫夜觀星象、哈比舞
蹈教學等，這麼多超級有趣的活動，立馬手刀報名 !
※ 本活動住宿採露營搭帳篷方式，請家長評估
小朋友自身狀況
適合後再報名。

費用

3800
元/人

KH03

【報告小小兵】冒險王生活體驗營

團戰冒險互助
合作力量大

KH04

活動日期：3 天 2 夜 1/30-2/1( 四五六 )
費用
報到地點 : 高雄學苑 參加對象 : 國小 3~6 年級
3400
承辦人 : 李汶軒 07-2727229
元/人
活動地點：曾文青年活動中心
活動內容 : 軍中生活三日體驗，想讓小朋友體驗軍中生活又
怕太兇嗎？照過來照過來！攀岩挑戰賽、刺激驚險的雙三
索體驗、自製水榴彈、低拌網通行、漆彈射擊比賽、多元
化的分站課程、DIY 動手煮飯燒菜、冒險犯難競賽、追蹤旅
行定向方位辨別、high 翻天營火
晚會，在活動中建立獨立思考、
團默契、互助合作
的精神。

小精兵野戰漆彈營

活動日期：1/22( 三 ) 2/8( 六 )
報到地點 : 劉教官漆彈場
參加對象 : 國小 3~6 年級
承辦人 : 陳玉茹 07-2727229
活動地點：劉教官漆彈場

KH06

祕境尋幽 ~
探訪月世界

活動日期：2/5( 三 )
報到地點 : 高雄學苑
參加對象 : 國小 3~6 年級 / 國中 1-3 年級 費用
承辦人 : 葉昇融 07-2727229
1500
活動地點：田寮區
元/人
活動內容 :
高雄月世界為泥岩惡地地質，探訪大崗山著名祕
境景點～一線天及石母乳，並參訪當地以竹子產
業為主的特產品，製作竹藝 DIY，讓體驗竹藝藝
術的樂趣，並走訪宛如月球「惡地地形」的月世
界，走往增設的天空步道一步一步登陸月球
，俯瞰氣勢磅礡的月面地質景觀，一起來登
陸月世界吧！！

親親
自然

KH08

生活小事 樂趣多

【蟲蟲樂園】
快樂昆蟲營

活動日期：2/2( 日 )
費用
報到地點 : 澄清湖水漾會館
參加對象 : 國小 3~6 年級
1600
承辦人 : 陳玉茹 07-2727229
元/人
KH07
活動地點：澄清湖水漾會館
活動內容 : 這是一個令孩子畢生難忘的專業課程！
活動日期：2/4( 二 )
教導孩子關於生態、飼養、特徵、產地等介
報到地點 : 高雄學苑
費用
紹，課堂中以昆蟲實物 ( 寄居蟹、守宮、
參加對象 : 國小 3~6 年級 / 國中 1-3 年級
烏龜、蜜袋鼬、蛇 ) 互動，讓小朋友可以
1680
承辦人 : 蔡孟璇 07-2727229
元/人
實際體會，並實際觀察昆蟲。課程結束前
活動地點：旗山台青蕉香蕉創意工坊
的有獎問答活動可加強互動性及記憶，還
活動內容 : 蕉農 STYLE 香蕉農事體驗，進入蕉園的浪
有小朋友又驚又喜的蛇蛇第一次接觸！
花中，體驗農民農事，認識香蕉一生的環境及生長變
【課程結束後每人都可帶回一組價值
化，直接感受自然農法香蕉農事體驗，感受旗山香蕉
350 元的飼養組 ( 含：寄居蟹 *3+
農事及農具文化，品嘗台青蕉自然農法栽種出的香
水盤 + 貝殼沙 + 飼料 )】
蕉，與青年創意的發想結合出的創意料理。並且能將
旗山的感受、回憶、美景透過敲拓方式製成帶回家。
還能將香蕉做成果醋 !! 想了解詳情嗎 ?
請盡早報名來體驗 ~~

KH07

費用

950
元/人

★ ( 不折扣 / 不適用任何優惠 )

活動內容 :
活動中藉著專業的漆彈課程更可以提高小
朋友個人反應、速度、自信、士氣，同時
團隊在比賽與練習的過程中，更能培養團
隊默契與榮譽感，活動中並安排了小朋友
親手體驗 BBQ 的樂趣，趁著暑假快來場緊
張又刺激的漆彈的活動！

高雄玩很大
義大 Running man

KH05

活動日期：2/1( 六 )
報到地點 : 高雄學苑
參加對象 : 國小 3~6 年級
承辦人 : 陳玉茹 07-2727229
活動地點：義大遊樂世界

費用

1600
元/人

活動內容 :
你可能去過義大，但是！義大 Running man 你
一定沒玩過！透過分組競賽讓小朋友從地圖尋
找解題方法，精彩刺激的闖關活動，培養孩子
解決問題及溝通合作的能力！不僅僅是玩而
己！「運動＋尋寶＋遊戲」一次滿足！
( 報名費含 200 元餐券 )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
Step1: 進入 Beclass 報名系統 搜尋 [ 高雄市救國團 ]
Step2: 選取欲報名營隊後詳閱注意事項並填寫報名表完成
Step3: 請於活動報名後五日內完成繳費，並將收據
ATM 轉帳 :702—009-3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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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務必將報名資訊及收據傳真至 (07)282-7300
●現場報名繳費 :
請至各學習中心或本會活動組填寫報名表後 , 繳交現金 , 即完成報名
高雄市活動組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89 號
(07)272-7229
高雄學苑學習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89 號
(07)201-3141
裕誠終身學習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448 號
(07)557-5800
瑞隆終身學習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 476 號 B1
(07)717-1689
楠梓終身學習中心 高雄市楠梓區慶昌街 2-1 號 1 樓
(07)262-0991
三民終身學習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路二路 270-2 號
(07)262-0993
鳳山終身學習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 122 號 6 樓 C 棟 (07)262-1126
岡山終身學習中心 高雄市岡山區溪西路 26 號
(07)626-8118

★活動報名注意事項★
1. 凡患有心臟病、氣喘病、高血壓、癲癇症、糖尿病、或
其他慢性病不適合參加團體活動者，請勿報名參加，如違
規定發生事故應自行負責。
2. 參加人員報到通知，於活動前一週另行寄發通知。活動
期間如遇身體不適或特殊狀況時，應立即告知工作人員，
勉強參加，發生事故請自行負責。
3. 營隊活動皆向南山產物保險公司辦理 200 萬元活動舉行
期間責任保險，意外醫療理賠將依保險商品相關規定辦理。
4. 如因故不克參加，請於報到前三天以書面說明或傳真證
明文件，連同報到通知單及收據至原報名地點辦理退費手
續，退費將扣除其他支出無法退回之款項及行政作業費
350 元。
5. 最低成團人數：「各項活動如遇天災意外事故或人數不
足 25 人，得以停辦，並於活動前 7 日通知退費或改期，請
勿異議」。
★退費規定★依據交部觀業字第 1050922838 號函修正發
佈 ( 國內旅遊契約書 ) 條款辦理
◎活動開始前第 31 天取消參加者 , 將收取 10% 活動費用
◎活動開始前第 21 至 30 天取消參加者 , 將收取 20% 活動
費用
◎活動開始前 2 至 20 天取消參加者 , 將收取 30% 活動費用
◎活動開始前 1 天取消參加者 , 將收取 50% 活動費用
◎活動開始當天取消者，將收取全額費用，恕無法退費
★轉梯隊辦法★
◎轉梯隊請持原名收據、報到通知單、個人證件至報名地
點辦理，各活動僅限轉隊一次，費用多退少補

農夫體驗營
" 蕉 " 農氏

KH10

那些年，
我們最美的童年
活動日期：2/3-5( 一二三 )
報到地點 : 高雄學苑
費用
參加對象 : 國小 3~6 年級
承辦人 : 蔡孟璇 07-2727229
3000
元/人
活動地點：童年渡假村
活動內容 :
" 回饋鄉親 ~ 超級大減價
古早農村體驗、大自然的生態探索、以及趣味童玩及
DIY，使得長期在都市生活的孩童們能夠回歸大自然，觀
察大自然生態的變遷，進一步放鬆在城市生活的壓力，
並且在活動的最後一天，加入熱血有趣的漆彈對抗，
跟自己的好朋友創造美好的假日回憶！

KH09

Rambo 澄清湖
蟲林野外特攻隊

費用
活動日期：1/31-2/1( 五六 )
報到地點 : 澄清湖水漾會館
2500
參加對象 : 國小 3~6 年級
元/人
承辦人 : 蔡孟璇 07-2727229
活動地點：澄清湖水漾會館
活動內容 :
參觀海洋奇珍園，一探動態海水珍稀
海洋動物，觀看鯊魚餵魚秀；另外提
供多種ＤＩＹ活動讓小朋友親手做出
專屬自己的生態瓶以花草飾品；晚上
身處澄清湖內，夜間生態體驗及觀星
地點；最後則是刺激的水彈射擊，在
專業教官的帶領，安全又刺激的競賽，
讓小朋友渡過一個難忘又收獲滿滿的
營隊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