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空中大學 輔導處&校友總會 98 年五月春遊聯誼活動 行程表 

五月十六日(六) 
1.高雄遊覽車：9：00 高雄火車站，10：10 北上仁德交流道處，10：50 北上嘉義交流道處

請高雄、台東、台南、嘉義師生校友就近準時集合。 

2.台北遊覽車：7：20 台北火車站東一門，8：20 南崁交流道長榮大樓，9：10 新竹交流道

光復路南下入口處，10：30 台中中清路與中彰快速道之台塑加油站，請台

北、北縣、基隆、宜蘭、花蓮、桃園、新竹、台中師生校友就近準時集合。 

3.自 行 開 車：11：40 竹山丸滿餐廳(竹山鎮集山路一段 2121 號)南北大會師。 

12：00－13：00 遊覽車會合於竹山丸滿餐廳午餐，南北相見歡，互訴離情！ 

13：00－18：00 換搭九人座小巴士展開驚嘆的天梯之旅！ 

18：00－18：30 進住新溪頭初陽會館分配房間，茶湯浴池洗凝脂(請帶泳衣、帽)

18：30－20：00 佳餚美酒，吆喝聲中，杯筷交錯，校友情誼相見濃！ 

20：00－22：00 醇酒未盡，茶香四溢，K 歌不斷，舊情重回，歡樂滿人間！ 

22：00－z.z.z 帶著嘴角的淺笑，進入夢鄉！ 

五月十七日（日） 

 6：00－ 6：30 晨鳥叫起，稍整儀容，又是精力充沛的一天！ 

 6：30－ 7：00 精緻早餐，讓您有充足的森林漫步體力！ 

 7：00－ 7：30 帶著昨夜的甜蜜，裝進歡欣的行李，上車準備出發囉！ 

 7：30－ 8：00 前往今天旅程的第一站！ 

 8：00－ 8：30 內湖國小優美的校舍和風景，讓您好想人生重新來過！ 

 8：30－ 9：00 收拾感嘆的心情，朝向今天主要目的地前進！。 

 9：00－11：30 杉林溪溫煦的春陽灑在美麗的容顏，歡迎您的光臨！ 

11：30－12：00 走了一些景觀步道，肚子有些餓，該是去紫林莊午餐了！ 

12：00－13：00 趕快上菜呀！談笑間我們又聊了好多，離情像是有一些了！ 

13：00－13：30 肚子不餓了，上車再去吹風賞景吧！ 

13：30－14：30 麒麟潭環湖一圈，那湖光水影，景緻也不錯看！ 

14：30－15：00 上了竹山交流道，各奔南北，相聚終需一別，祝福您了！ 

   各方朋友請帶著愉快的心情出門，在盡興後回到溫暖可愛的家之火車資訊： 

去程： 2052 次台東-高雄（ 6：18- 8：53）  2509 次基隆-台北（ 6：30- 7：16） 

      2706 次宜蘭-台北（ 5：08- 7：11） 

  回程：  95 次高雄-台東（18：43-21：48）  97 次高雄-台東（21：45-23：40） 

         1073 次台北-花蓮（20：15-22：23）  1067 次台北-花蓮（21：45- 0：46） 

註：1.天梯景點全程含小巴士車程約 4.5 小時，其中停留賞景來回估計約 3小時。 

2.水哮天梯登山口→40 分→大石鐘→15 分→梯子嶺土地公→15 分→青龍瀑布→15 分

→玉福吊橋、一線天、飛來石→10 分→萬坪台  來回估計 3小時。 

3.杉林溪遊覽車下車後換乘遊園車至瀧岩瀑布，回程下坡輕鬆步行至玻璃花坊，賞花

一小時後或搭遊園車〈票價 20 元〉或步行回遊覽車上車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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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程費用： 
遊覽車資 24000 元/40 人 600 初陽會館 4 人房 700 保險 120

第一天中餐 150 聊天茶點 30 回程車上點心 70

九人座小巴 2600/8 350 第二天早餐 60 雜費 

天梯風景區門票  杉林溪門票 180  

第一天晚餐含酒 300 杉林溪遊園車 40  

初陽會館 2 人房 800 第二天中餐 200  

大人 2 人房：2,900 元/人  ；  大人 4 人房：2,800 元/人 

小孩佔床：  2,800 元/人  ；  小孩不佔床：1,900 元/人 

自行開車師生及校友請自行減扣遊覽車資 600 元/人 

保險：意外險 200 萬元+醫療險 20 萬元 

第一天 中餐：竹山丸滿餐廳    晚餐、第二天早餐：新溪頭初陽會館 

第二天 中餐：紫林莊餐廳      晚餐：遊覽車上吃點心或便當 

 其他資訊： 

1.杉林溪五月花種：杜鵑花、金鐘花、海芋、紫藤、鼠尾草 

2.竹山丸滿餐廳：竹山鎮集山路一段 2121 號   TEL：049-262-3937 

  初陽會館：南投縣鹿谷鄉中正路三段 576 號  TEL：049-275-5669 

3.員林客運  員林-竹山  6：15  6：50   8：50  13：00  15：00  票價 120 元 

4.統聯客運  台北-竹山 6：30 8：30  10：30  14：30  16：30  18：30 

               票價：原價時段 440 元  優惠時段 380 元  行車時間約 4 小時 

            TEL：0800-241-560      竹山站 TEL：049-2655-180 

5.總達客運  高雄-竹山-埔里  首班 7：30 每小時一班  高雄-竹山 332 元 

        TEL：04-2223-966                                

6.台鐵票價  花蓮-台北 445 元  宜蘭-台北 223 元  基隆-台北 66 元 台東-高雄 364 元     

7.遊覽車公司：政豐旅遊通運公司  02-2230-9327 台北市文山區萬利街 30 巷 14 號 1 樓 

  ○○遊覽車公司（安排中）      高雄......................... 

 注意事項： 

 1.山區氣溫較低、多雨請攜帶禦寒衣物、雨具並穿著防滑、輕便球鞋。 

2.個人需用藥品勿忘攜帶。 

3.為便於連繫，手機務必充飽電池，並開機，尤其在出發集合上車時。 

4.初陽會館有大眾茶湯浴池，請攜帶泳衣、泳帽。 

5.台東宜蘭花蓮師生及校友需訂購火車票者請於 5/1  6：00 開始網路或電話預約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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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空大師生與校友春季聯誼旅遊  報名表 

南投隨行二日遊 5/16(六) ~ 5/17(日) 
挑戰天梯、暢遊杉林溪…等你哦! 

集合地點：南北遊覽車會合於竹山丸滿餐廳(餘詳行程表) 

集合時間：五月十六日(六)中午 12：00 會合 
旅遊費用：大人 2人房$2900 元/人  大人 4人房$2800 元/人 
          小孩佔床  $2800 元/人  小孩不佔床$1900 元/人 

          全程自行開車酌減 600 元/人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98.4.25 

 姓  名 出生日期 身份証字號 電    話 費    用 

1      

2      

3      

4      

5      

                                               費 用 總 計:           

姓名         等，共   人，中心別：        口師長 口同學 口校友 
口 四人房___間 口 二人房___間 口 房間空位可安排與他人併房  
口 素食      人 

上車處： 
口 自行開車 口 台北火車站東一門 口 南崁交流道  口 新竹交流道 
口 台中台塑加油站  口 高雄火車站 口 仁德交流道  口 嘉義交流道 

口 旅遊費用已於        劃撥或無摺存款（請務必填寫方便對帳，謝謝！）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若有疑問，歡迎來電洽詢！ 
報 名 處：校友總會秘書長 詹秋逢 0937194134  Fax: 02- 28356304  
          E-mail：judy.chancf@msa.hinet.net 
回函地址： 111 台北市士林區福華路 147 巷 14 號 3 樓  詹秋逢小姐收 
劃撥帳號： 22118852   戶名：中華民國國立空中大學校友總會 
無摺存款： 郵局帳號：板橋文化路郵局 局號 0311004 帳號 2141403  

           戶名：中華民國國立空中大學校友總會 朱瑩琦 

本次活動由母校輔導處及校友總會聯合舉辦，歡迎大家攜家帶眷共襄盛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