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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國外旅遊 

手機就可以報名刷卡了

http://www.familytour.tw 

家樂福旅行社  
07-8150600 

 

裕峰遊覽車   
租車專線 07-8213226 

 
 

  

  

  愛愛~~ii 屏屏東東  

          溫溫情情巴巴士士  
                旅旅遊遊手手冊冊  

  

  

              環環保保問問券券 QQRR  CCOODDEE  填填問問券券..抽抽大大獎獎  

 

旅遊溫馨提醒 

參加旅遊記得索取「代收轉付收據」 

搭乘遊覽車記得繫上安全帶喔 

為配合『環保概念』與安全衛生個人盥洗用品 

請盡量自帶（如牙刷、牙膏、毛巾、洗面乳、碗筷等） 

手冊為繁體版.如需英、日、簡或多元語言報名時請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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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大家好! 

晨曦出現的第一縷陽光是~對您的深深祝福，夕陽

收起的最後一抹嫣紅是我對您衷心的問候! 

感謝您的參與與支持，家樂福旅行社需要您的鼓勵

及繼續愛護 

讓我們一次比一次辦得更精彩更豐富 

此次承蒙惠顧希望大家能 

  1盡情放鬆心境，渡過愉快沒有負擔的慢遊之旅 

  2藉此機會來調適平常工作的壓力 

  3團隊用心規劃，有服務不周敬請不吝惜指教 

送您一份好心情，願你出行皆順心； 

送您一包開心豆，一路開心伴左右； 

送您一株幸運草，幸運在身旁圍繞； 

送您一條短消息，一路萬事皆順意！ 

祝您旅途開心！ 

 

家樂福旅遊 

                   董事長顏靜華暨 
                         全體員工  敬上 

 

 

 

 

事件的處理程序 SOP  

緊急事件發生請先連絡導遊或總領隊 

家樂福旅行社 24小時緊急聯絡專線 

白天--公司電話:07-8150600 

24小時 Line ID : @kh8150600 

負責人:顏靜華 0905-728-583 

晚上--飯店及導遊人員協助 

緊急救護醫院聯絡資訊 Hospital(列舉參考)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08-7363011屏東市 

屏東基督教醫院 08-7368686屏東市 

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08-7704115內埔鄉 

屏安醫院麟洛院區 08-7211777麟洛鄉 

衛福部恆春旅遊醫院 08-8892704恆春鎮 

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08-8329666東港鎮 

依觀光局規定投保:履約+旅責 

(本活動追加:旅行平安保險) 

(意外險 200萬+意外醫療險 20萬+善後處理費 5萬等) 

承包:中倫集團-中倫保險代理人郭慶麟經理&朱嬿蓉小姐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98號 3樓之 5電話 07-9507556 
本保險資料均於出團前三天投保、如有異動以告知回復為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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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路線為依季節天候、在地文化社區而安排的專業探索行

程不定期推出.請隨時留意家樂福旅行社網路上架行程 
 

路線 G1：墾丁的祕密花園(申請)一日(南仁湖 x 芒果様或果農商家) 

   推廣特色:滿州社區+ :  

   主要特色及南仁湖入園規定：南仁山生態保護區每天限額 400

人. 為強化生態保護區環境教育之功能，進入環境教育場所，需由

本處所培訓之自然生態保育解說員(以下簡稱解說員)帶領始得進

入。為有效達到環境教育之目的，以及遊客之安全，每位解說員限

以帶領 15 人為限，每 15人(及以下)，至少需配置 1位解說員解說

員 NT$2200 元，以此類推。為顧及幼童安全 7歲以下兒童進入，必

須由家長陪同並至管理站說明後出具切結書。資料來自:墾丁國家

公園管理處 Kenting National Park Headquarters 南仁山管理站 

交通準則:符合遊覽車勞基規範 10小時駕駛工時 

    路線 8:30左營高鐵站(文化中心)->屏東火車站->中途休息(枋

山)->墾丁國家公園南仁湖(導覽+活動)->午餐:野餐餐盒(或另安

排)->南仁山->車城福安宮(伴手禮選購)->枋山芒果様或果農商家

(台灣最早熟芒果)->回程屏東/高雄 

路線 G2：李安的榕情蜜意(申請)一日(滿州港口 x佳樂水) 

    推廣特色:滿州社區+ : 

要特色入園規定：榕情蜜意品茗趣-白榕園環境教育、港口吊橋，

低海拔的手摘茶與手做茶點外。解說員帶您一窺少年 PI場景的奧

秘喔！每年九月至次年三月有強勁的落山風，作物無法收成，所以

都改植牧草，也有農民種植港口茶。全村被規劃在墾丁國家公園範

圍內，每年 7~10月為陸蟹活動的高峰期。※入園年齡為 12歲以下

必須由家長陪同並至管理站說明後出具切結書。活動須配合社區導

覽等收費  交通準則:符合遊覽車勞基規範 10-11 小時駕駛工時 

   路線:左營高鐵站(文化中心)->屏東火車站->中途休息->榕情

蜜意.品茗(黑豆)趣白榕園環境教育(導覽+活動)->午餐:野餐餐盒

(或另安排)->佳樂水->車城福安宮(伴手禮選購)回程屏東/高雄 

旅遊告知注意事項 

1.請記得公佈的集合時間及地點、車牌號碼。 

2.請自備個人習慣用藥、感冒藥、暈車藥.等。 

3.請記得隨身攜帶身份證、健保卡、防曬物品、 

帽子、相機、輕便小雨衣及雨具、個人藥品。 

4.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切勿離手。 

5. 為配合『環保概念』與安全衛生個人盥洗用品盡量 

能自帶（如牙刷、牙膏、毛巾、洗面乳、碗筷等）。 

6. 旅遊活動建議穿著輕便褲布鞋。 

7.住宿飯店請隨時加扣安全鎖，勿將衣物披掛 

  在燈上或在床上抽煙。 

8.單獨外出或脫隊請務必告知領隊或導遊。 

9.身體若有不適請即刻告知領隊導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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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旅遊資料(請隨車紀錄) 
遊覽車:車牌號碼 

 ______-_________ 

遊覽車公司: 

導遊/領隊名          

行動電話: 

重要資料: 

起床時間: 

用餐時間:早     午     晚 

房間號碼: 

旅遊紀錄 

 

 
 
 
 
 

 

 

 

 

路線 E：藍衫四炆四炒、美食傳承一日 

      (客家文化園區+萬金教堂) 

推廣特色:內埔鄉+萬巒鄉(客家委員會/屏北旅遊) 

主要特色：客屬文化及各宗教教義深入人心.了解

不同群族信仰精神.三級古蹟的建築之美及一嚐客

家地方美食.精神文化.交通準則:符合遊覽車勞基

規範 10-11小時駕駛工時 

 

時刻表(時間僅供參考以導遊安排為主) 

8:30 左營高站上車(下一站 40 分鐘/25公里)  

9:10 屏東火車站上車/(下一站 50分 20公里) 

10:00 .三級古蹟(停留時間

1 小時)(下一站 30分鐘/15公里) 

11:30 區導覽(停留 3小時

含用餐時間)午餐:客家食堂(發餐飲券:自由美食

或合菜) (下一站 30分鐘/12 公里) 

15:00 竹田車站:1940至今.池上一郎博士文庫、李

秀雲先生攝影紀念館.伴手禮推薦豆油伯醬油~(下

一站 20分鐘/6公里) 

16:00可茵山可可莊園(觀光工廠導覽解說.屏東新

農) (停留時間 40分)  

16:40 回程約 18:00(時間約 1 小時 4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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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D：山橋一「聲」、文化景觀一日橋 

        (涼山瀑布+琉璃吊橋) 

 

推廣特色:瑪家鄉+三地門鄉(茂林國家風景區/屏

北)主要特色：山麓自然資源、生態原民文化體驗。

認識南島族群婚禮及原鄉豐年祭(布農族、拉阿魯

哇族、魯凱族及排灣族等四大群組)交通準則:符合

遊覽車勞基規範 10-11小時駕駛工時 

 

時刻表(時間僅供參考以導遊安排為主) 

8:30高雄左營高站上車(下一站 40 分鐘/25公里)  

9:10屏東火車站上車/中途視況休息(下一站 40分

/22公里) 

10:00

葉村的吊橋.(停留時間 2小時) 

12:00午餐:富谷灣景觀休閒餐廳或其他餐廳(下一

站 20分鐘/6公里) 

13:30涼山遊憩區(涼山瀑布有三層)(停留時間 2

小時) (下一站 30分鐘/20公里) 

16:00天明製藥農科觀光工廠.預約導覽解說認識

屏東農科生技(停留時間約 40分鐘) 

17:00回程屏東高雄約 17:45(行車時間約 45分鐘

/38公里) 

振 興 觀 光 文 化 補 助 案  

適用公司勞教訓練.員工旅遊. 

里民活動.家族旅遊同學校友會社團活動 

A  499 

雙「後」傳奇、環保生態一日  

(墾丁新景點 :後灣部落 +後壁湖 ) 

B 499 

「出湯」薑花物語、養身部落一日  

(四重溪溫泉 +東源國家森林 +哭泣湖含門

票 .請攜帶換洗衣褲 ) 

C 

898 

起 

雙后湯品二日物語  (路線 A+路線 B) 

住宿 :可代為訂房或旅展住宿券 . 

建議墾丁區  

D 499 

山橋高「璃」、文化景觀一日  

(涼山瀑布 :免門票 +琉璃吊橋 :門票自理 ) 

E 499 

藍衫四炆四炒、美食傳承一日  

(六堆客家文化館 :免門票 +萬金教堂 ) 

F 

898 

起 

山橋藍衫二日體感  (路線 D+路線 E) 

住宿 :可代為訂房或旅展住宿券 . 

建議屏北區  

G 

499 

起 

秘境探索愛屏一日或其他自排路線  

(保護區申請 :龍磐、南仁湖、阿朗壹或其他 )

因需求條件不同費用不同  
以文化知性 生態休閒。結合聚落學習、環保愛台灣主題 規劃命名 

1060704屏東縣政府勞務採購 D106-0428-174-1<圖自屏縣府觀傳處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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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A：雙「後」傳奇、環保生態一日 

(後灣+後壁湖) 

推廣特色:後灣社區+  

分布範圍:

識及愛上墾丁新景區、融合社區觀光嗎發展及台灣

傳統鹽滷豆腐食安文化、科技展現環保小小兵知識

傳遞.交通準則:符合遊覽車勞基規範 10小時駕駛

工時 

 

時刻表(時間僅供參考以導遊安排為主) 

8:30高雄左營高站上車(下一站 40 分鐘/25公里) 

9:10屏東火車站上車/中途視況休息(下一站 1小

時 30分/83公里) 

10:40 +海灣戲水

活動.環保解說+淨灘比賽+獨木舟等自費活動。   

12:00鹽滷豆腐教學+豆腐輕食宴(或其他餐飲) 

13:30後壁湖生態導覽(車上解說)(下一站 30分/16

公里) 

14:00核三廠南展館(3D.4D電影+體驗地震屋)

約參觀時段導覽員 (停留時間:1小時 20分鐘) 

16:00福安宮(地方特產鹹鴨蛋洋蔥農產品選

購)(停留 30分鐘) 

16:30回程屏東高雄約 18:30(行車時間約 2小時

/100公里) 

路線 B：湯品薑花物語、感性休閒一日 

(四重溪溫泉+東源森林+哭泣湖) 

推廣特色:車城鄉+  

主要特色：生態原民文化、定點特色體驗。部落

風味餐。石門山谷  咽喉點認識古戰場紀念碑。

四重溪溫泉公園養身體驗社區特產商圈。交通準

則:符合遊覽車勞基規範 10-11 小時駕駛工時 

 

時刻表(時間僅供參考以導遊安排為主) 

8:30 高雄左營高站上車(下一站 40分鐘/25公里) 

9:10 屏東火車站上車/中途視況休息(下一站 2小

時/125公里) 

11:00 +哭泣湖+牡丹社區巡

禮+野薑花濕地生態導覽(花期約 7-9月) 

12:00 午餐:馨香森林林蔭下享用原民野餐(餐後

活動依現況安排) 

13:30 石門古戰場:緬懷歷史、認識峽灣地渠、看

見台灣 

13:45 四重溪溫泉:公園處泡腳天然池+自由選購

合格溫泉湯屋.附:泡湯者請先讀閱泡湯須知(停

留時間:2小時上下依照現況而定) 

16:00 回程屏東高雄約 18:15(行車時間約 2小時

15 分/102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