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九九九 龍龍龍龍 彌彌彌彌 敦敦敦敦 道道道道 522 號號號號 金金金金 龍龍龍龍 商商商商 業業業業 大大大大 廈廈廈廈 5/F 全層全層全層全層 (油油油油 麻麻麻麻 地地地地 地地地地 鐵鐵鐵鐵 站站站站 D 出出出出 口口口口)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2781 6287 

5/F, Golden Dragon Commercial Building, 522 Nathan Road, Kowloon               
Licence No：350183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 費用已包括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膳食、住宿、所有部份景點入場門票及團體人身意外保險，機場稅、航空保險附加費、燃油附加費及其他稅項。 
� 自費節目以台幣收費及按當地為準。 
� 行程、膳食及住宿次序如有改動，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 須持有六個月或以上有效期之BNO及HKSAR，並需辦理台灣簽證方可入境。 
� 所有詳情請參閱報名需知、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條款及各項收費一覽表。 
� 每團均會安排專業團長， 及具備專業外遊領隊隨團資格。 
� 以上細則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每團均可自定行程、住宿、參觀之學校等，根據是次遊學目的及需要而作出不同的安排。 

 

 

 

 

遊學行程遊學行程遊學行程遊學行程：：：： 天數天數天數天數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早早早早 午午午午 晚晚晚晚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 第一天 香港 ���� 高雄 - 雄中山大學 - 高雄市區遊(高雄 85大樓、城市光廊、愛河) 
� � � 高雄 第二天 墾丁國家公園 - 船帆石 - 瓊麻工業歷史展館 - 龍鑾潭 - 貓鼻頭公園 - 六合夜市 
� � � 高雄 第三天 學校交流活動 - 佛光山 � � � 高雄 第四天 大坑休閒農場 - 赤崁樓 - 孔廟 - 安平港歷史風景區 - 花園夜市 � � � 台南 第五天 台南市成功大學 - 台南中山公園 - 巿立美術館 - 高雄 ����    香港 � � �  

 

 

 

 

 

 

 

 

 

 

 

 

 

 

 

遊學專題遊學專題遊學專題遊學專題: (依據學校舉辦本項遊學活動議定主題依據學校舉辦本項遊學活動議定主題依據學校舉辦本項遊學活動議定主題依據學校舉辦本項遊學活動議定主題) 

� 本機構承辦各大專、中學和小學境外遊學團，透過不同設計遊學行程，讓師生在外界環境中學習，在通識教育、地理歷史、文化藝術、環保生態等各個領域中提升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使新一代在遊學過程中，活學活用各類知識、創新思維，發展潛能。 



 

九九九九 龍龍龍龍 彌彌彌彌 敦敦敦敦 道道道道 522 號號號號 金金金金 龍龍龍龍 商商商商 業業業業 大大大大 廈廈廈廈 5/F 全層全層全層全層 (油油油油 麻麻麻麻 地地地地 地地地地 鐵鐵鐵鐵 站站站站 D 出出出出 口口口口)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2781 6287 

5/F, Golden Dragon Commercial Building, 522 Nathan Road, Kowloon               
Licence No：350183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00009999::::33330000    13:0013:0013:0013:00    11113:303:303:303:30                15:3015:3015:3015:30            11116666::::33330000            17:3017:3017:3017:30            19191919::::33330000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 於機場集合。乘飛機前往高雄 抵高雄辦理過關手續 前往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參觀，國立中山大學知名度享譽全台，不僅與國立台灣大學、清華大學和成功大學成為教育部研究型重點大學，更是亞洲第一個通過 ISO9002 認證、全世界第一個通過 ISO14001認證的大學。校區擁有十分完善的硬體設施和其他設備；『活動中心』位於資圖大樓後方，樓高六層是學生課餘主要的活動場所。 再前往愛河愛河愛河愛河遊覽，愛河源於高雄縣仁武鄉的八卦寮埤潭，是農田灌溉渠道；愛河流經左營、三民、鼓山、鹽埕、前金、苓雅等區而注入高雄港第一港口，為高雄市的生命之河。愛河的支流有三：『寶珠溝』、『三塊厝溪』、『大港溪運河』 前往高雄高雄高雄高雄 85858585 大樓大樓大樓大樓參觀，高雄 85 大樓位於高雄市苓雅區東側為自強路，南側為新光路，北側為三多路，西邊只隔半條街與成功路相毗鄰，與高雄港、高雄市小港機場、高雄市火車站和新光碼頭距離相近，又稱東帝士 85 國際廣場或東帝士建臺大樓。 再前往城市光廊城市光廊城市光廊城市光廊參觀，城市光廊位於高雄市中山路和中華路之間的五福路，英文名為 Urban Spotlight 的城市光廊全長約 150 公尺，由林熹俊、蘇志徹、林麗華、陳明輝、黃文勇、潘大謙、劉素幸、王國益、陳建明等九位高雄在地藝術家合作規劃，以『光』為主題。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膳食膳食膳食膳食: : : :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 : : :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00007777::::45454545    00008888::::30303030                        11:3011:3011:3011:30            11112222::::33330000    13:3013:3013:3013:30            15151515::::00000000        16:3016:3016:3016:30            19:3019:3019:3019:30    20:3020:3020:3020:30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        早早早早餐餐餐餐    前往墾丁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遊覽，是台灣第一座公告成立的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三面環海，東鄰太平洋、西鄰台灣海峽、南瀕巴士海峽，是台灣唯一熱帶區域的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分為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存區、遊憩區、一般管制區等五種管理分區。墾丁國家公園境內每年還有大批候鳥自北方飛來過冬，數量之多蔚為奇觀；墾丁國家公園海底的珊瑚景觀更是繽紛絢麗，墾丁國家公園還有許多特殊景觀例如茄冬巨木、人工湖、石筍寶穴、銀葉板根、觀海樓、仙洞、一線天、垂榕谷、棲猿崖等旅遊景點非常值得遊客一遊。 前往船帆石船帆石船帆石船帆石參觀，船帆石位於墾丁與鵝鑾鼻之間，由於其形狀似一艘進港的船隻，故而得名。船帆石高約 50 公尺，周圍 40 公尺，是一座隆起的珊瑚礁岩，石頭上長滿了野草花卉與灌木，成為鳥群棲息的窩巢。 午午午午餐餐餐餐 前往瓊麻工業歷史展館瓊麻工業歷史展館瓊麻工業歷史展館瓊麻工業歷史展館參觀，園區內展示的包括有日據時期瓊麻廠房舍、 水池、拉麻台、還設有簡介室做介紹等等，以及現今之自動採纖機、辦公廳舍，輕便軌道，台車、曬麻場、瓊麻園、地磅等，並且陳列瓊麻實品，可讓遊客對瓊麻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再前往龍鑾潭龍鑾潭龍鑾潭龍鑾潭參觀，為恆春半島的重要水利設施；龍鑾潭自然中心內設有室內觀察室，並提供 10餘部望遠鏡和 2套播放監視系統，並有 4處自然鳥類展示區，是目前台灣設備最佳的鳥類觀察站。 前往貓鼻頭公園貓鼻頭公園貓鼻頭公園貓鼻頭公園遊覽，貓鼻頭半島地勢西高而東低，受海蝕、鹽漬及風化影響特別強烈，以隆起的珊瑚礁海岸為主，有海蝕溝、海蝕壺穴、海蝕礁柱等造就當地鬼斧神工的自然地形，也成為看海觀石的好去處。傍晚時刻，夕陽染紅了整個海面，景致十分狀麗，早為恆春八景之一。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前往六合夜市六合夜市六合夜市六合夜市參觀，六合夜市距高雄火車站約十幾分鐘路程，沿中山路直行後右轉至六合路即可到達。白天這裡是筆直的大馬路，入夜後車水馬龍熱鬧非凡，各種本地可口美食琳琅滿目，經濟實惠國內外觀光客均慕名而來，知名度頗高，已被列為觀光夜市。 膳食膳食膳食膳食: : : : 早早早早、、、、午午午午、、、、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 : : :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天天天天::::            00007777::::45454545    08:08:08:08:33330000    12:3012:3012:3012:30                    19:3019:3019:3019:30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        早早早早餐餐餐餐    前往當地學校進行交流活動交流活動交流活動交流活動 午午午午餐餐餐餐    再前往佛光山佛光山佛光山佛光山參觀，佛光山位於高雄縣大樹鄉東北區，高屏溪的西側，由星雲法師帶領弟子披荊斬棘，一沙一石、一磚一瓦歷經艱辛所建設起來的，是一座大乘佛教的寺廟；目前佛光山不僅是著名的佛教聖地，也是南台灣的佛教重心，寺廟建築，格局恢宏，並且創立佛教大學，推廣佛法不餘遺力。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膳食膳食膳食膳食: : : : 早早早早、、、、午午午午、、、、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 : : :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    



 

九九九九 龍龍龍龍 彌彌彌彌 敦敦敦敦 道道道道 522 號號號號 金金金金 龍龍龍龍 商商商商 業業業業 大大大大 廈廈廈廈 5/F 全層全層全層全層 (油油油油 麻麻麻麻 地地地地 地地地地 鐵鐵鐵鐵 站站站站 D 出出出出 口口口口)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2781 6287 

5/F, Golden Dragon Commercial Building, 522 Nathan Road, Kowloon               
Licence No：350183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天天天天::::            00007777::::45454545    08:08:08:08:33330000            12:3012:3012:3012:30    13:3013:3013:3013:30            14141414:30:30:30:30            16161616::::33330000                19:319:319:319:30000    20:3020:3020:3020:30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    早早早早餐餐餐餐    前往大坑休閒農場大坑休閒農場大坑休閒農場大坑休閒農場參觀，大坑休閒農場除了保留原有自然景觀的風貌，並依場內的山形地勢，很有創意地構築各式各樣的休閒旅遊設施，況且大量遍植花草林木，整個場區美化得如詩如畫，場內散發著清新自然的花草香，及原味十足的田園風情。 午午午午餐餐餐餐    前往赤崁樓赤崁樓赤崁樓赤崁樓參觀，赤崁樓，原為荷蘭人所建。早期的漢人稱荷蘭人為紅毛，所以也把赤崁樓叫做紅毛樓，或稱番仔樓；目前赤崁樓列為國家一級古蹟，也是台南代表性的名勝，赤崁樓的文物與建築歷經荷蘭、明鄭及滿清時代。 再前往台南孔廟台南孔廟台南孔廟台南孔廟遊覽，台南孔廟為全台最早的文廟，一度是全台童生入學之所，號稱『全臺首學』。孔廟建築莊嚴宏偉，氣氛肅穆，格局完整，列屬國家一級古蹟。廟旁蒼鬱的古樹，越發引人思古之幽情。 再前往安平港歷史風景區安平港歷史風景區安平港歷史風景區安平港歷史風景區遊覽，安平港歷史風景區位於台南市安平區，將台南市安平區內從荷據時代遺留下來的古蹟規劃成為一個連貫的歷史風景區，並與各地廟宇、自然生態、特產小吃、休閒遊憩、主題娛樂等等台南特色做結合，內有一級古蹟、三級古蹟和市定古蹟，景點相當豐富，讓您暢遊台南，享受台南在地昔日與今日的風土民情。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前往台南花園夜市台南花園夜市台南花園夜市台南花園夜市遊覽，台南花園夜市是台南最大的夜市，佔地七、八千坪，夜市每個禮拜四、六、日開市，約有 400 多個攤位。來花園夜市，因為場地廣，進入賣區，光是攤販就幾百個了，比士林夜市還大好多，夜市內所販賣的東西琳琅滿目，什麼樣的東西都有，雖是夜市，但賣的品質跟一般店家相同，讓您愛不釋手。 膳食膳食膳食膳食: : : : 早早早早、、、、午午午午、、、、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 : : : 台南台南台南台南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天天天天::::        07:07:07:07:45454545    00008888::::30303030            11111111::::33330000        12:3012:3012:3012:30    13131313:30:30:30:30            17171717::::00000000    20202020::::30303030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    ����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前往成功大學成功大學成功大學成功大學參觀，成功大學以優美的校園聞名，該校側重科學研究，是南部重要的學術研究中心。校園分光復、成功、勝利、建國、自強、敬業及仁德七區，以光復校園風景最為美麗，著名的成功湖及榕園。 前往台南中山公園台南中山公園台南中山公園台南中山公園遊覽，台南公園位於北門路與公園路之間，佔地四萬餘坪，園內濃蔭處處，靜謐的荷花池，早晚各呈現出不同的優美風采，池畔垂柳依依，更為公園憑添無限韻味。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前往高雄巿立美術館高雄巿立美術館高雄巿立美術館高雄巿立美術館參觀，高雄巿立美術館是南台灣唯一的大型公立美術館，於民國八十三年六月開館，台灣三大都會美術館中最晚成立的，肩負著南台灣民眾美學社會教育的重任，揉合了當代的重要思潮與精神，包括關注本土歷史、融入社區意識、強調環境景觀。 抵高雄機場辦理過關手續返港 安抵指定地點解散 膳食膳食膳食膳食: : : : 早早早早、、、、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