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雲林縣社區深度文化之旅 

~轉吧轉吧！雲林社造大時代~ 

【報名簡章】 

今年由雲林縣政府輔導9個社區營造單位，共同推出「2021雲林縣社區深度

文化之旅」11條在地特色路線，走訪雲林13個鄉鎮市，帶領遊客邊玩邊認識雲

林社區巷仔內豐富的文化歷史、農漁產業、生態景觀等，同時感受最樸實道地的

人情味。 

誠摯邀請朋友們一同走訪雲林、體驗後疫情時代下雲林的精彩魅力。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承辦單位：雲林縣古坑鄉大埔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虎尾鎮北溪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虎尾鎮建國眷村再造協會 

台灣雲林縣樟湖藍染人文協會 

雲林縣華武壟觀光導覽協會 

雲林縣友善農業推展協會 

雲林縣湖山水庫人文生態保護協會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 

林家良 

 



✽✽✽活動報名辦法✽✽✽ 

（一）報名日期：110年11月5日（五）上午10點起受理報名，額滿為止。 

（二）對象：一般民眾（適合親子家庭參加） 

（三）費用：依每條路線公告價錢為主，並於各條路線報名表匯款資訊繳納（各

路線匯款方式及帳戶，請洽報名網址） 

（四）繳費及退費機制【攸關個人權益，請務必詳閱】： 

1. 線上報名後，請主動致電各路線承辦單位聯絡人確認報名，並於3日內付清款

項並再次致電告知帳號後5碼以利確認，各路線承辦單位聯絡人確認入帳後將

回覆參加者報名成功。未於指定日內完成繳款者視同放棄，逕刪除正取資格

由備取名單依序遞補。 

2. 因天災、雲林境內達停班停課標準、不可抗力等因素，致無法出團者，得視

公告全額退費或保留延期擇日辦理。 

3. 報名繳款後，因故無法前來參與活動者，退費機制或退費規定如下： 

（1）活動出發日前7個工作日內（不含當日），以「電子郵件或電話方式」通達

承辦單位，扣除行政費用（自付額10%），其餘全數退費。 

（2）活動出發日前3~7個工作日內（不含當日），以「電子郵件或電話方式」通

達承辦單位，扣除行政費用（自付額10%），其餘退費50%。  

（3）活動出發日前3個工作日（不含當日），以「電子郵件或電話方式」通達承

辦單位，恕不退費。 

（4）因謊報基本資料者，如經查證屬實，則不退回報名費用。  

（5）活動當天進行中，無故未報到者或於中途離隊、脫隊者、均不予退費。但

遊程當天若身體不適（如體溫超過37.5度）或呼吸道症狀者，恕不得參加

遊程，可退還部分費用。 

4. 遊程辦理當天須簽繳參與身分資格切結書，敬請旅客配合。 

（五）注意事項： 

1. 各條路線行程視實際情況調整，惟活動日期若遇不可抗力因素如颱風、地震

等，主辦單位將有權決定活動是否取消或延期；而活動當天，若因天候不佳

等突發狀況，在安全為考量下，主辦單位會視情況調整行程。 

2. 參加者請著簡便服裝、舒適的休閒鞋，請隨身攜帶防曬用具、雨具、防蚊液

等；因應環保樂活概念，請自行攜帶環保碗筷、環保杯等。另，須配合各路

線防疫相關規定（如噴酒精、戴口罩、公筷母匙等），不同意者請勿報名。 

3. 深度文化之旅活動所安排之行程，在社區中皆以遊覽車或步行體驗活動，較

年長者或體力上較孱弱者，建議要有親友陪同。 

4. 各路線報名請逕洽各路線聯絡人，為確保服務品質，請遊客儘量於上班時間

（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電話報名或詢問相關事項。 

5. 遊程最新訊息以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網站

https://content.yunlin.gov.tw/統一公告為準，亦可致電雲林縣政府文化觀

光處（05）552-3410 黃小姐。 



■路線一：藍海品茗香深度文化體驗（一日遊） 

辦理時間：110年11月20日（六）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43N1gK 

時間 地點 介紹 備註 

09：00前 有間靛 09：00前集合完畢 
遊客自行駕車 

地址：古坑鄉28號 

09：10-10：00 樟湖社區 

野生大菁藍染情 

賴家古厝保正居 

千山萬水黃頭鷺 

珍重來年再相聚 

海拔400的社區深度

導覽 

10：00-12：00 樟湖國小舊校 慢活藍染時光 （染布3次） 

12：00-13：00 樟湖國小舊校 
山嵐間的茶油雞饗

宴 
在地風味餐 

13：10-14：10 樟湖國小舊校 
喝茶品茶賞茶大學

問 
茶席體驗 

14：10-16：00 樟湖國小舊校 慢活藍染時光 （再染布3次） 

16：00-16：30 樟湖國小舊校 告訴我你的想法 
阿卿好禮：有機檸檬

醋 

16：40- 賦歸 珍重再見 不想回家可去住華山 

（以上遊程時間視實際情況調整） 

備註：請遊客自行確認到場，領隊會拿標示牌與大家會合。 

=========================== 

阿卿好禮：遊客自染180cm×90cm大圍巾、植物染手機充電袋 

費用含導覽解說、DIY體驗、在地風味餐、農特產品嚐、保險及伴手禮等。 

聯絡方式：樟湖藍染人文協會黃小姐 0919-304-707 

名額限制：12 名，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原價一人 2000 元，特價一人 1200 元。 

============================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承辦單位：台灣雲林縣樟湖藍染人文協會 

 

 



■路線二：大埔橙橙好咖（一日遊） 

辦理時間：110年11月21日（六）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pxYx04 

時間 地點 介紹 備註 

08：50前 雲林高鐵站 
8：50前集合完

畢前往台鐵 

參考到站時間： 

南下8：40、北上8：

11 

09：20 前 斗南火車站 
9：20集合完畢

前往古坑 

班次非常多請自行確

認 

10：00-11：10 
古坑滿地富有機柳

橙果園 

全台第一家有機

柳橙認證果園 

自己的柳丁自己採 

橙橙好禮：3斤柳丁 

11：10-12：20 大埔社區手作工坊 揪橙心體驗 
橙橙好禮：有機柳橙

醬 

12：20-13：20 大埔社區手作工坊 
在地食材燴製筍

香大餐 
在地風味餐 

13：30-14：40 

菸樓和筍寮婆婆的

家 

一甲子青春歲月

傳承故事 

團員分2組，採先後

人文、生態態導覽 

松柏坑溪森呼吸 
鐵馬道清肺健體，打卡秘境落羽松。 

樹蛙陸蟹五色鳥，共享自然好風情。 

14：50-15：50 TGC莊園Tea time 
邀您品嚐大尖山

御用咖啡 
精品咖啡深度體驗 

16：30 前 斗六火車站（後站） 賦歸 
班次非常多請自行確

認 

17：00 前 雲林高鐵站 賦歸 
參考離站時間：南下

17：41、北上 17：12 

（以上遊程時間視實際情況調整） 

備註：請遊客自行確認上、下車時間，領隊會拿標示牌與大家會合。 

=========================== 

橙橙好禮：有機柳丁、有機柳橙醬、TGC精品咖啡 

費用含車資、導覽解說、DIY體驗、在地風味餐、農特產品嚐、保險及伴手禮

等。 

聯絡方式：大埔社區劉小姐 0935-318-390 

名額限制：30 名，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一人原價 1800 元，特惠只收 800 元，兩人同行再優惠為 1500 元。

另，七歲以下幼童一人 500 元。 

============================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承辦單位：雲林縣古坑鄉大埔社區發展協會 



■路線三：甜心蜜情深度之旅（一日遊） 

辦理時間：110年11月27日（六）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aNxn7l 

時間 地點 介紹 備註 

08：20前 雲林高鐵站 08：20前集合完畢

前往虎尾 

參考到站時間： 

南下7：55、北上8：

11 

08：50 前 斗六火車站（後

站） 

08：50集合完畢前

往高鐵 

班次非常多請自行確

認 

09：10-10：30 古坑桂啡農場 
桂花配咖啡 

不只喝一杯 
深度導覽 

11：10-12：00 虎尾興中果園 
走訪巷弄裡的果樹

幼稚園 
深度導覽 

12：00-13：30 興中果園 果樹下的美味饗宴 在地風味餐 

13：50-14：30 
二崙吉品生技農

場 
前進杏鮑菇太空艙 友善好禮：杏鮑菇 

14：50-16：30 
大埤育成水耕農

場 
一日優雅農夫體驗 友善好禮：水耕蔬菜 

17：00前 
斗六火車站（後

站） 

賦歸 班次非常多請自行確

認 

17：30前 雲林高鐵站 

賦歸 參考離站時間：北上

南下 17：41、18：

12 

（以上遊程時間視實際情況調整） 

備註：請遊客自行確認上、下車時間，領隊會拿標示牌與大家會合。 

=========================== 

友善好禮：杏鮑菇、水耕蔬菜 

費用含車資、導覽解說、DIY體驗、在地風味餐、農特產品嚐、保險及

伴手禮等。 

聯絡方式：友善農業倪小姐0928-367-903 

名額限制：30名，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一人原價1800元，優惠價1000元，兩人同行1800元。 

============================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承辦單位：雲林縣友善農業推展協會 



■路線四：冬遊虎眷的「洞齡時光」（一日遊） 

辦理時間：110年11月28日（日）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vgQYMl 

時間 地點 介紹 備註 

09：30前 
虎尾眷村文化駐

地工作站 
09：30前集合完畢 

遊客自行駕車 

虎尾鎮1號 

09：30-10：00 駐地工作站 消失的舊時光1943 深度導覽 

10：00-12：00 虎尾建國一村 
走進二戰防空洞 

體驗一日飛行員 
AR、VR體驗 

12：00-13：30 虎尾建國一村 眷村媳婦上菜秀 在地風味餐 

13：40-16：00 明和醬園 

黑豆陳甕無添加 

玻璃屋中釀好醬 

相約半年返明和 

免費熟成味飄香 

眷村好禮：黑豆純釀

醬油 

16：10-17：00 
駐地工作站 包住虎尾老麵空氣

餅 
眷村好禮：空氣餅 

17：00- 駐地工作站 賦歸 珍重再見 

（以上遊程時間視實際情況調整） 

備註：請遊客自行確認上、下車時間，領隊會拿標示牌與大家會合。 

=========================== 

眷村好禮：空氣餅、黑豆純釀醬油 

費用含導覽解說、DIY體驗、在地風味餐、農特產品嚐、保險及伴手禮

等。 

聯絡方式：建國眷村魯小姐0938-645756、李小姐0905-631669 

名額限制：30名，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一人原價1500元，優惠價700元，兩人同行1200元。 

============================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承辦單位：雲林縣虎尾鎮建國眷村再造協會 

 



■路線五：糖都虎尾 工藝巡禮（一日遊） 

辦理時間：110年12月11日（六）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gzRby7 

時間 地點 介紹 備註 

08：50前 斗六火車站（後

站） 

08：50集合完畢

前往高鐵 

班次非常多請自行確

認 

09：20 前 雲林高鐵站 09：20前集合完

畢前往虎尾 

參考到站時間： 

南下8：39、北上9：

11 

09：20-10：40 很難形容的地點 
我們一起追的火

車 
雙鐵世紀交會點 

11：00-12：00 虎尾堀頭社區 
轉角遇見古亭畚 

深訪園冶獎秘境 
深度導覽 

12：00-13：00 堀頭 28 落羽松 田園餐桌饗宴 在地風味餐 

13：30-15：10 

1. 虎尾糖廠周邊散冊：虎尾糖廠冰品

部、同心公園、虎尾鐵橋、第一公差宿

舍。 

幸福好禮：糖廠枝仔

冰 

 

分成 2組進行深度導 

覽，每組預計進行 1

小時後換場。 

2. 幸福工藝巡禮：深訪 110 年文化部

台灣工藝之家「瑩的幸福工坊」，感受

傳統工藝－春仔花之美 

15：20-16：30 虎尾驛 
自己纏一隻貓虎

文鎮 

幸福小禮：蔗香蛋捲、

春仔花髮簪 

17：00 前 雲林高鐵站 

賦歸 參考離站時間：南下

17：41、北上 17：

12 

17：40 前 
斗六火車站（後

站） 

賦歸 班次非常多請自行確

認 

（以上遊程時間視實際情況調整） 

備註：請遊客自行確認上、下車時間，領隊會拿標示牌與大家會合。 

=========================== 

幸福好禮：虎尾驛蔗香蛋捲、糖廠枝仔冰、春仔花髮簪、貓虎文鎮 

費用含車資、導覽解說、DIY體驗、在地風味餐、農特產品嚐、保險及伴手禮

等。 

聯絡方式：華武壟協會陳先生 0937-671-127 

名額限制：40 名，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原價一人 1500 元，特價一人 800 元，兩人同行 1500 元。 

============================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承辦單位：雲林縣華武壟觀光導覽協會 



■路線六：放心療癒in雲林（一日遊） 

辦理時間：110年12月11日（六）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jg94op 

時間 地點 介紹 備註 

08：20前 
斗六火車 站

（後站） 

8：20集合完畢前往

高鐵 

班次非常多請自行

確認 

08：50 前 雲林高鐵站 
8：50前集合完畢前

往北溪 

參考到站時間： 

南下8：40、北上8：

11 

09：00-10：30 北溪社區 社區放心導覽 北溪好禮：米胖吐司 

10：30-11：00 好厝米 光影療玉手比賽 
北溪好禮：香噴噴玉

米 

11：00-12：30 北溪社區 玉米花不是爆米花 北溪好禮：玉米籜 

12：30-14：00 
北溪社區活動

中心 
就是農村這一味 在地風味餐 

14：20-15：30 
土庫驛可可莊

園 

沒來過別說你吃過巧

克力 
深度導覽 

15：30-16：40 鵝寶手作坊 黃金鵝油香皂自己做 北溪好禮：鵝油皂 

16：40-16：50 北溪社區 賦歸 珍重再見 

17：00 前 雲林高鐵站 賦歸 
參考離站時間：南下

17：41、北上 17：12 

17：30 前 
斗六火車 站

（後站） 
賦歸 

班次非常多請自行

確認 

（以上遊程時間視實際情況調整） 

備註：請遊客自行確認上、下車時間，領隊會拿標示牌與大家會合。 

=========================== 

北溪好禮：祈福狀元組、尚青玉米、世界唯一玉米籜、禪屋米胖吐司 

聯絡方式：北溪社區陳小姐 0978-973-360、江先生 0925-395-039 

名額限制：30 名，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原價一人 1800 元，特價一人 999 元，兩人同行 1600 元。 

費用含車資、導覽解說、DIY體驗、在地風味餐、農特產品嚐、保險及伴手禮

等。 

============================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承辦單位：雲林縣虎尾鎮北溪社區發展協會 



■路線七：土庫鎮款款行（一日遊） 

辦理時間：110年12月12日（日）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q1Gb1p 

時間 地點 介紹 備註 

08：20前 斗六火車站（後

站） 

8：20集合完畢前往

高鐵 

班次非常多請自行確

認 

08：50前 雲林高鐵站 8：50前集合完畢前

往土庫 

參考到站時間： 

南下8：40、北上8：

11 

09：20前 土庫庄役場 全員集合 土庫鎮中山路252號 

09：20-12：00 老街巡禮 深度導覽五感體驗 塗褲好禮：金琴蛋糕 

12：00-13：00 土庫老街 發現土庫好味道 提供100元現金券 

13：10-13：50 女王手作 有故事的甜品店 
塗褲好禮：檸檬蜜地

瓜 

14：00-15：30 南平社區 親子愛~捏捏秀 塗褲好禮：地瓜酥 

15：40-16：40 回鄉米農田 
牛牛小學堂 

田野衝浪 
塗褲好禮：玫瑰米果 

17：00前 土庫庄役場 賦歸 珍重再見 

17：30前 雲林高鐵站 賦歸 
參考離站時間：南下

17：41、北上18：12 

18：00前 
斗六火車站（後

站） 
賦歸 

班次非常多請自行確

認 

（以上遊程時間視實際情況調整） 

備註：請遊客自行確認上、下車時間，領隊會拿標示牌與大家會合。 

=========================== 

北溪好禮：金琴蛋糕、檸檬蜜地瓜、地瓜酥、玫瑰米果 

費用含車資、導覽解說、DIY體驗、在地風味餐、農特產品嚐、保險及伴手禮

等。 

聯絡方式：回鄉米林家良 0934-302-602 

名額限制：30 名，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原價一人 1800 元，特價一人 800 元，兩人同行 1500 元。 

============================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承辦單位：回鄉米林家良 

 

 



■路線八：優古情懷深度體驗之旅（二日遊） 

辦理時間：110年12月12-13日（日、一）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oxYe1g 

時間 地點 介紹 備註 

第一天 

08：00前 
斗六火車站 

（後站） 

8：00集合完畢前

往高鐵 

台鐵北上火車到斗

六站AM：7：44 

台鐵南下勿搭

（時間趕不

上，建議搭高

鐵至雲林站） 

08：50前 雲林高鐵站 
8：50 前集合完畢

前往土庫 

參考到站時

間： 

南下8：40、

北上8：11 

08：50-10：00 土庫順成油廠 
返鄉青年三代傳承

的芝麻油故事 
深度導覽 

10：25-11：25 二崙麻茴子農場 
無患子手工皂一條

龍體驗 

友善好禮：手

工皂 

12：00-13：30 四湖古厝食堂 
來自大海的鮮甜美

味 
午餐 

13：30-14：50 喔熊藝術村 深訪 3D彩繪村 深度導覽 

14：50-16：30 黑森林濕地秘境 

向大海學習˙看見

烏倉寮˙旅人驛站

遊 

友善好禮：一

口吃烏魚子 

17：00-18：00 北港廟宇觀光大橋 
在聖光中欣賞北港

落日餘暉 
深度導覽 

18：00-18：30 北港朝聖高悅酒店 卸放行李 分配住宿 

18：30-20：30 吉輝海鮮餐館 道地的北港佳餚 晚餐 

20：00- 朝聖高悅酒店 
早睡早有眠（夜

宿） 
星級飯店 

第二天 

06：00-07：30 朝聖高悅酒店 在地人的小吃 早餐 



07：30-10：30 三六九牛墟 
什麼都賣什麼都不

奇怪 
深度導覽 

10：30-12：00 北港老街弄巷 
老街弄巷茶室賣春、

你不知道的報馬仔 
深度導覽 

12：00-13：30 青松餐廳 
傳統道地辦桌小吃

宴 
午餐 

13：30-14：50 台西汯蒝有機農場 
七彩胡蘿蔔農事體

驗 
深度導覽 

15：00-16：30 褒忠馬鳴山鎮安宮 五年千歲迷宮 自由行 

17：00 前 雲林高鐵站 賦歸 

參考離站時間：

南下 17：41、

北上 17：12 

17：30 前 斗六火車站（後站） 賦歸 
班次非常多請

自行確認 

（以上遊程時間視實際情況調整） 

備註：請遊客自行確認上、下車時間，領隊會拿標示牌與大家會合。 

=========================== 

友善好禮：一口吃烏魚子、無患子手工皂 

聯絡方式：友善農業倪小姐 0928-367-903 

名額限制：30 名，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原價一人 5300 元，超值特惠價一人 3600 元，兩人同行只要 7000

元。 

費用含車資、導覽解說、DIY體驗、在地風味餐、農特產品嚐、保險、住宿費

及伴手禮等。 

============================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承辦單位：雲林縣友善農業推展協會 

 

 



■路線九：湖山賓哥777（一日遊） 

辦理時間：110年12月19日（日）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ZjN4LA 

時間 地點 介紹 備註 

08：30前 
玉當山廟前停

車場 

8：30集合完畢前

往賓哥室 
斗六市欉林路47號 

08：30-09：00 
斗六湖山檨仔

坑 
巧巧拼圖相見歡 上午活動採分組進行 

09：00-10：30 賓哥室 
攀樹體驗：與樹木

對話 

（攀樹體驗為專業教

練引導） 

分為 2 組體驗，每組

約 1.5 小時，完畢後

換場。 

10：30-12：00 賓哥室 
葉拓體驗：葉子的

表情 

12：00-13：30 賓哥室 湖山抓么時光 在地風味餐 

13：30-15：00 湖山水庫 走訪雲東後花園 深度導覽解說 

15：00-16：00 水庫周邊 涼風下的低碳生態之旅 

16：00-16：30 賓哥室 下午茶時光 賓哥好禮：破布子醬 

16：30- 
玉當山廟前停

車場 
賦歸 珍重再見 

（以上遊程時間視實際情況調整） 

備註：請遊客自行確認上、下車時間，領隊會拿標示牌與大家會合。 

=========================== 

賓哥好禮：葉拓飲料袋、破布子醬 

費用含導覽解說、DIY體驗、在地風味餐、農特產品嚐、保險及伴手禮等。 

聯絡方式：湖山協會蘋果姐姐0910-572-040、蔡哥0921-014-723 

名額限制：30名，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一人原價1600元，優惠價777元（當天若攜帶振興五倍券600元更換，

可退還現金777元）。 

============================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承辦單位：雲林縣湖山水庫人文生態保護協會 



■路線十：雲林上場－農來深度之旅（二日遊） 

辦理時間：110年12月31日-111年1月1日（五、六）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jgrkn2 

時間 地點 介紹 備註 

第一天 

08：50前 雲林高鐵站 
8：50前集合完畢前

往台鐵 

參考到站時間： 

南下8：40、北上

8：11 

09：20 前 斗六火車站（後站） 
9：20集合完畢前往

弘久 

班次非常多請

自行確認 

09：30-10：40 弘久愛玉園區 
玉子與小蜂愛的邂

逅 
深度導覽 

11：00-12：00 西螺老街 西螺東市場走一回 深度導覽 

12：20-13：30 麥寮晁陽綠能園區 低碳鄉村風味餐 在地風味餐 

13：30-15：30 晁陽綠能園區 種一包菇帶回家 
友善好禮：珊瑚

菇 

15：40-17：00 月光下友善農場 
尋找麥仔寮在地小

麥 

友善好禮：台灣

小麥方塊酥 

17：10-17：40 雲都商務商旅 卸放行李 分配住宿 

17：50-19：10 大王餐廳 
來自大海的風味晚

餐 
在地風味餐 

19：10-21：00 雲都商務旅店 夜遊拱範宮 自由參加 

21：00- 雲都商務旅店 就寢 
早睡早起身體

好 

第二天 

07：30-08：00 雲都商務飯店 早餐後前往台西 旅店早點 

08：30-10：00 口湖海中寶 
誰能抵擋高粱焗烏

魚子 
烏魚子自己切 



10：30-12：00 馬蹄蛤主題館 
認識馬蹄蛤成長過

程 
深度導覽 

12：00-14：00 馬蹄蛤主題館 
來自大海的風味午

餐 

馬蹄蛤湯或烤

蚵 

14：20-16：20 佶蜂園 
與海口蜂近距離接

觸 
品嘗百花蜜 

17：10前 雲林高鐵站 賦歸 

參考離站時間：

南下 17：41、北

上 18：12 

17：40前 斗六火車站（後站） 賦歸 
班次非常多請

自行確認 

（以上遊程時間視實際情況調整） 

備註：請遊客自行確認上、下車時間，領隊會拿標示牌與大家會合。 

=========================== 

友善好禮：珊瑚菇、台灣小麥方塊酥 

聯絡方式：友善農業倪小姐 0928-367-903 

名額限制：30 名，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原價一人 5300 元，超值特惠價一人 3600 元，兩人同行只要 7000

元。 

費用含車資、導覽解說、DIY體驗、在地風味餐、農特產品嚐、保險、住宿費

及伴手禮等。 

============================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承辦單位：雲林縣友善農業推展協會 

 

 

 



■路線十一：雲東步道森呼吸（二日遊） 

辦理時間：111年1月10-11日（一、二）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2oQK94 

時間 地點 介紹 備註 

第一天 

08：00前 雲林高鐵站 
8：00集合完畢前往

斗六 

參 考 到 站 時

間：南下7：55、

北上7：30 

08：30前 
斗 六 火 車 站

（後站） 

8：30集合完畢前往

草嶺 

班次非常多請

自行確認 

10：30-12：00 古坑草嶺 五元兩角、雲嶺之丘 深度導覽 

12：00-13：30 糧倉6號 苦茶油PK鱘龍魚 在地風味餐 

13：30-14：00 蓬萊瀑布 喝愛玉佐絕美風景 深度導覽 

15：30-17：30 桂林社區 筍仔寮抓竹青蛙 
休閒好禮：黃

金山魷魚 

17：30-19：00 
維野納景觀餐

廳 

視覺與味覺交織的饗

宴 
欣賞百萬美景 

19：00-20：30 華山教育農園 你所不知道的華山 生態夜觀體驗 

21：00- 禾園親子民宿 休息 卡晚睏哩 

第二天 

07：30-08：30 禾園親子民宿 深山裡的早食 中西式都有 

09：00-10：30 華山咖啡大街 
小天梯情人橋當獨角

仙 
深度導覽 

10：30-12：00 
華山遊客服務

中心 
自己的咖啡自己烘 

休閒小禮：耳

掛咖啡 

12：00-13：30 華山小吃部 華山六寶特色餐 在地風味餐 

13：30-14：30 古坑社區 探訪哈比人祕密基地 深度導覽 

14：30-16：30 創樂子 這輩子沒見過這麼多 盆栽體驗 



肉 

17：00前 
斗 六 火 車 站

（後站） 
賦歸 

班次非常多請

自行確認 

17：30前 雲林高鐵站 賦歸 

參 考 離 站 時

間：南下17：

41、北上18：

12 

            （以上遊程時間視實際情況調整） 

備註：請遊客自行確認上、下車時間，領隊會拿標示牌與大家會合。 

=========================== 

休閒好禮：黃金山魷魚、耳掛式咖啡、多肉盆栽 

聯絡方式：華山休閒農業區徐小姐 0981-659-027 或 0983-163717、廖先生

0988-738937 

名額限制：20 名，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原價一人 5300 元，超值特惠價一人 3500 元，兩人同行只要 6600

元。 

費用含車資、導覽解說、DIY體驗、在地風味餐、農特產品嚐、保險、住宿費

及伴手禮等。 

============================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承辦單位：雲林縣古坑鄉華山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