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雲林縣社區深度文化之旅
深遊雲林~烏魚˙咖啡˙採果香
第二波強力主打，現正火熱報名！
【新聞參考資料】
巷好吃、巷好玩、巷鮮美、巷澎湃的「2019 雲林縣社區深度文化之旅」
，帶您從 12
月 01 日一直玩到跨年，錯過只能等明年啦！
今年由雲林縣政府輔導 5 個社區營造單位，共同推出「2019 雲林縣社區深度文化之
旅」6 條在地特色路線，帶您徜徉田間悠閒、駐足聆聽溪水潺潺、喝一杯再忙都要享受的
總統級國宴咖啡、體驗有機道地的農事感受、參與一年一度的蔗糖製程及海口夢幻烏魚
季、在可愛的尖山腳下贏一輪五營攻略，還有好多豐盛的在地伴手禮，讓您從體驗玩樂認
識雲林豐富的物產，同時感受最樸實道地的人情味。
目前已有多條路線額滿，其他路線持續熱賣，誠摯邀請各位朋友把握機會，一起來走訪
雲林，感受最豐富的雲林之美，走訪農業首都的精采魅力！
活動簡章及相關報名資訊請洽「雲林縣政府文化處」官網、FB，每梯次名額所剩無
幾，報名從速以免向隅！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網站：https://content.yunlin.gov.tw/?ccms_cs=1
一、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承辦單位：雲林縣友善農業推展協會、雲林縣四湖鄉萡東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古坑鄉大埔社區發展協會、雲林縣水林鄉尖山腳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虎尾鎮北溪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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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路線說明與行程內容
（一）「嚮往的農村生活假期
~一輩子，至少要當一次筍友~」一日遊
第一梯次：額滿
第二梯次：108 年 12 月 07 日（六）
古坑以咖啡享譽國際，秋冬時節與圓圓咖
啡豆相映成趣的，是各式的竹筍與金黃的柳
橙。跟著我們的腳步，來一趟嚮往的農村生活
假期吧！
本路線特別適合需要補充維他命 C 和多種微量元素的上班族或親子家庭，邀請您
以輕鬆自在的心情一起走訪黃金柳丁園區，和渾圓美麗的柳丁小姐們一同合影，在果
香中修整身心靈，在果樹下享用最溫暖道地的割稻子飯。下午帶您尋訪社區秘境，轉
個彎遇到菸樓與筍寮，由「筍友俱樂部」的「筍公」、
「筍婆」發揮他們畢生私房祕訣，帶您一手製作傳
統美味最好佐餐的醬筍！
報名網址：
12/01：額滿
12/07：https://reurl.cc/Naypxm
聯絡方式：大埔社區張小姐 0978-231350
電子郵件信箱：l5828868@gmail.com
名額限制：40 名，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一人原價 1400 元，超值優惠只收 800 元。
遊程介紹：
時間
08:00-08:30

08:30-09:00

地點

介紹

備註

高鐵雲林站集合

高鐵南下到站時間：AM7:55

請遊客自行至高鐵

高鐵北上到站時間：AM8:11

領隊拿標示牌與大家會合

台鐵火車到站時間：AM9:16

請遊客自行至台鐵

斗六火車站集合
(後站)

AM8:36

領隊拿標示牌與大家會合

10:00-11:00

古坑柳丁果園

變身：果園採柳丁與享用傳統割稻飯

筍友禮：柳丁 3 斤

11:00-12:30

社區烘焙教室

魔術時間：柳丁變果醬

筍友禮：DIY 香橙果醬 1 瓶

12:30-13:30

社區烘焙教室

超美味筍香大餐

五菜一湯社區風味餐

13:30-15:00

筍友部落

筍友大集合一起來做醬筍

筍友禮：DIY 手工醬筍 1 瓶

15:00-16:00

大埔社區巡禮

看見傳奇筍寮與菸樓婆婆的家

16:00-17:00

松柏溪鐵馬道

漫遊健行步道享受天然芬多精

17:00-

賦歸

依序至台鐵（17:47、17:19）
、

建議遊客自行確認班次後先

高鐵（18:41、18:12）停靠下車

行訂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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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夢幻漁村」再現：萡子寮生態文化之旅一日遊
第一梯次：額滿
第二梯次：108 年 12 月 21 日（六）
繼去年推出「世紀交會的夢幻漁村」深度之旅大獲好評
後，今年萡子寮城鄉發展協會與萡東社區聯手推出一日遊精
華遊程！適合全家一同出遊，感受自然隱藏的裝置藝術與悠
靜樂活村的風情，也帶您看烏魚子如何在層層壓力中成為烏
金，大啖尚青、尚大盤的野生烏魚子和鮮蚵大餐，踩上鐵馬，
踏訪夢幻黑森林秘境，走入時光隧道看見過去的「烏倉寮」，
在防風林中品嚐當地特有的浪花咖啡與鮮肉餅，更透過近距離接觸蚵農們的生活，還
有剝蚵和串蚵貝體驗大賽喔！當然，也有一口吃烏魚子作為伴手，陪您迎接新的一
年，還等什麼~快報名吧！
報名網址：
12/14：額滿
12/21：https://reurl.cc/4gQk9V
聯絡方式：萡東社區蔡先生 0910-950-731
電子郵件信箱：a0910950731@gmail.com
名額限制：40 名，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一人原價 1600 元，超值優惠只收 1000 元。
遊程介紹：

時間

地點

介紹

備註

08:00-08:30

斗六火車站（後站）集

請遊客自行至台鐵

領隊拿 標示牌 與大

合

台鐵火車到站時間：AM7:38

家會合

AM7:46
08:30-09:00

雲林高鐵站集合

請遊客自行至高鐵

領隊拿 標示牌 與大

高鐵南下到站時間：AM8:39

家會合

高鐵北上到站時間：AM8:11
09:00-09:50

喔熊藝術村

漁村風情巡禮

09:50-11:30

喔熊藝術村

巷弄客廳串蚵貝 DIY

11:30-13:00

超海味午餐

澎湃烏魚饗宴

13:15-14:30

萡子寮海岸

夢幻漁村生態漫遊

14:30-15:30

萡子寮海岸

品味浪花咖啡、聽防風林訴說烏倉寮記憶

15:30-16:30

海村落小舖

剝蚵體驗、品嚐青蚵與特產美食

16:30-

賦歸

海線禮：烏魚子

依序至高鐵（17:41、18:12）
、台鐵（18:12、 建議遊 客自行 確認
18：23）停靠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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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次後先行訂票

（三）「食農穗悅應潮農」一日遊－108 年 12 月 15 日（日）
本路線已辦理多年，每每推陳出
新，都有極佳風評，今年持續以「農業
之都˙友善土地」為主題，深入愛玉園
區、乾淨無毒水耕蔬菜及有機認證農
場，推薦給想要親近土地、認識農地資
源的親子家庭。
您知道怎麼分辨真假愛玉嗎？您
知道還沒洗的愛玉有多療癒嗎？我們
帶您走訪全台唯一平地愛玉園區，徜徉水耕蔬菜農場扮演一日優雅農夫、學習認識無
患子的珍貴，告訴您讓家中植栽長得健康ㄅㄧㄤˋㄅㄧㄤˋ的秘訣，呼吸來自大地的
香氣並從內心享受餐桌上的食物，然後在花樣胡蘿蔔田中流連忘返。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k5l4RK
聯絡方式：友善農業洪小姐 0933-478-386
電子郵件信箱：100ylg0115@gmail.com
名額限制：30 名，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一人原價 1300 元，年度壓軸優惠
只收 900 元，二人團報只收 1700 元。
遊程介紹：

時間

地點

介紹

備註

08：00-08：30

雲林高鐵站集合

高鐵南下到站時間：AM7:55

請遊客自行至高鐵

高鐵北上到站時間：AM8:11

領隊拿標示牌與大家會合

台鐵火車到站時間：AM8:27

請遊客自行至台鐵

08：30-09：00

斗六火車站集合
（後站）

AM8:36

領隊拿標示牌與大家會合

09：15-10：30

弘久愛玉園區

與愛玉親密接觸、現搓小小愛玉子

伴手禮：有機愛玉

10：30-12：00

育成水耕農場

最優雅的城市農夫體驗

伴手禮：水耕蔬菜一大包

品嚐尚天然手工麥芽膏
12：30-13：30

二崙田尾頂庄社區

農村五行風味餐

13：30-14：30

麻茴子農場

認識無患子手工皂及有機液肥製程

14：30-17：00

汯蒝有機農場

採摘花樣胡蘿蔔農事體驗

17：00-

賦歸

友善禮：液肥、手工皂

依序至高鐵（17:41、18:12）
、台鐵

建議遊客自行確認班次後先

（18:12、18：23）停靠下車

行訂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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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好膽哩丟「麥」來－北溪文化小旅行」一日遊－108 年 12 月 22 日（日）
有人說：
「虎尾的空氣是甜的！」12 月初，
整個虎尾歡天喜地迎接一年一度的製糖季！
糖廠周圍的風，吹送著濃郁的蔗糖香氣，聞著
聞著，幸福甜蜜湧現，飽足大人孩子的心靈，
本路線特別推薦喜歡追火車、愛呷甜、需要加
加油的您，由虎尾糖廠員工擔任深度導覽
員，帶您沉浸在濃厚溫暖的製糖香氣中，然後
到北溪洗去一身煩憂，品嚐老嬤嬤思鄉情切的無菜單料理，然後動動手指、轉轉生肖
撲滿，聽聽來自田中央綠色飛魚的故事，哇！這是什麼啊~噓~不能再說了~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LKEkyaMFLMzjFFaC7
聯絡方式：北溪社區姚小姐（05）636-6197、
0911-399092
電子郵件信箱：a0925395039@gmail.com
名額限制：35 名，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一人原價 1300 元，年度最殺只收 800 元，二人團報只收 1500 元。
遊程介紹：
時間

地點

09：00-09：30

斗六火車站（後站） 請遊客自行至台鐵
集合

介紹

備註
領隊拿標示牌與大家會合

台鐵火車到站時間：09:16
08:34

09：30-10：00

集合地點:高鐵雲

請遊客自行至高鐵

林站

高鐵南下到站時間：AM8:39

領隊拿標示牌與大家會合

高鐵北上到站時間：AM9:11
10：00-11：30

虎尾糖廠

深訪虎尾糖廠製糖文化

甜心冰 1 支

11：30-13：00

北溪社區活動中心

玉見北溪神秘佳餚

社區風味餐

歡樂熱鬧剪紙 DIY

伴手禮：禪屋米胖

走訪剪紙大道、公雞水撲滿、12 生

伴手禮：北溪狀元筆

13：00-13：30
13：30-14：30

北溪社區巡禮

肖合八字我這邊 OK
14：30-15：00

玉米田

誰能抓住綠色飛魚

北溪有禮：新鮮玉米 5 支

15：00-17：00

馬光農田

牛牛小學堂來去撿地瓜

北溪有禮：地瓜 1 公斤

17：00-

賦歸

依序至高鐵（17:41、18:12）
、台鐵

建議遊客自行確認班次後先

（18:12、18：23）停靠下車

行訂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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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雲遊山海~國宴咖啡烏魚子有機趣」二日遊－108 年 12 月 28-29 日（六-日）
本次唯一一條二日遊，一定手刀秒殺！需要
深呼吸、重新充電的上班族與喜愛咖啡與烏魚子
絕對不能錯過！行程超值豐富！集合雲林山海平
原風光的精華，慢來一定向隅。帶您潛進土庫百
年老芝麻油廠，學習怎麼把自己的油加好加滿，
由榮獲國宴飲品的重點咖啡職人一步步深入解說
咖啡豆的成長與磨難，最後幻化優秀香氣的過程，徜徉於華山小天梯與情人橋的鳥語詩
情，在飽餐一頓、漫步隨心、聆聽潺潺流水進入夢
鄉；第二天帶您走進全台唯一平地愛玉園區，並親
身體驗有機農場的無毒農事，在口湖捕捉上百片烏
魚子環繞的壯觀情景，在現烤烏魚子的齒頰留香中
徜徉成龍溼地與藝術的海口夕陽之美。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72RZ2D
聯絡方式：友善農業洪小姐 0933-478-386
電子郵件信箱：100ylg0115@gmail.com
名額限制：30 名，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一人原價 3200 元，優惠為 2800 元，二人同行團報大特價 5200 元。
遊程介紹：

時間

地點

介紹

備註

第一天
08:00-08:30

斗六火車站（後 請遊客自行至台鐵

領隊拿標示牌與

站）集合

大家會合

台鐵火車到站時間：AM7:41
AM8:02

08:30-09:00

雲林高鐵站集

請遊客自行至高鐵

領隊拿標示牌與

合

高鐵南下到站時間：AM8:41

大家會合

高鐵北上到站時間：AM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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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百大美食，三代傳承

09:20-10:30

土庫順成油廠

10:30-11:00

車程

11:00-13:00

華 山 重 點 國 宴 來一客山嵐間的熱騰騰火鍋

伴手禮：麻油一瓶

咖啡
13:00-16:00

華 山 重 點 國 宴 咖啡烘焙教學、自己的咖啡自己磨 極深度咖啡體驗
咖啡

16:00-17:00

華山秘境

小天梯、情人橋、土石流教學園區

17:00-17:30

華山街景

自由活動

17:30-18:00

天秀山莊

入住夜宿

18:00-19:00

天秀山莊

在地食材山產晚餐

17:00-21:00

觀賞華山

自由活動

21:00-

天秀山莊

就寢

07:30-08:30

天秀山莊

台式早餐

08:50-09:40

弘久愛玉園區

與愛玉親密接觸、現搓小小愛玉子 友善禮：有機愛玉

09:40-10:20

車程

10:20-11:50

汯蒝有機農場

有機農事體驗

12:20-13:30

口湖遊客中心

在地食材燴製媽媽風味的料理

13:30-14:00

沐 藝 家 休 閒 觀 參訪沐藝家 DIY 休閒觀光工廠

基本房型：4 人房

第二天

友善禮：好吃玉米

光工廠
14:00-15:30

海中寶

烏魚子導覽參訪及品嚐

友善禮：好吃烏魚
子

15:40-16:30
16:30-

成龍溼地

賞夕陽觀飛鳥築一個夢

賦 歸

依序至高鐵（17:41、18:12）、台 建 議 遊 客 自 行 確
鐵（18:12、18：23）停靠下車

認班次後先行訂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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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辦法✽✽✽
（一）報名日期：108 年 10 月 25 日（五）上午 10 點起受理報名，額滿為止。
（二）對象及報名費用：一般民眾（親子家庭建議七歲以上兒童參加）
活動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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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各
路線匯款方式及帳戶請洽相關報名網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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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視為自願放棄，不予退
費。
三、 注意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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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深度文化之旅活動所安排之行程，在社區中皆以自行車或步行體驗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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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關可至雲林縣政府文化處網站查詢
http://www.ylccb.gov.tw/，有任何疑問可致電雲林縣政府文化處（05）552-3410，
由專人為您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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