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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6 日 
發文字號：（111）中彰投律字第 1110009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存期限： 
附件：行程表二份 
 
主旨：關於「111 年中、彰、投聯合一日遊」活動，敬請 會員踴躍攜眷參加，

請 查照。 

說明： 

  一、旨揭活動係由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下稱彰化  

      公會)、社團法人南投律師公會等共同合辦，並由彰化公會承辦。 

  二、活動相關細節臚列於下： 

(一) 時間：民國 111 年 10 月 23 日(星期日) 

(二) 行程(請擇一行程參加請擇一行程參加請擇一行程參加請擇一行程參加)： 

(1)嘉義山林遊～二延平看山走山之旅 

            (2)桃園童趣雙樂園～Xpark、綠世界生態農場 

(三) 名額：上列活動各各各各有有有有 80808080 個個個個名額名額名額名額，，，，如額滿如額滿如額滿如額滿，，，，依依依依所屬公會會籍數所屬公會會籍數所屬公會會籍數所屬公會會籍數及及及及報報報報

名名名名先後先後先後先後，，，，定報名順位定報名順位定報名順位定報名順位；；；；各團各團各團各團人數人數人數人數如如如如未達未達未達未達 44440000 人人人人，，，，則不予出團則不予出團則不予出團則不予出團。。。。    

(四) 參加資格： 

(1)三公會之會員本人本人本人本人、、、、配偶配偶配偶配偶、、、、直系親屬直系親屬直系親屬直系親屬，，，，及及及及 1111 位位位位親友親友親友親友（（（（會員本人會員本人會員本人會員本人    

            須參加須參加須參加須參加））））。 

(2)三公會之會務人員比照上開會員規定。 

(五) 費用(請按報名表單請按報名表單請按報名表單請按報名表單勾選之勾選之勾選之勾選之金額金額金額金額繳費繳費繳費繳費)：    

(1)會員本人免費(僅本人僅本人僅本人僅本人參加參加參加參加，，，，須須須須收取收取收取收取 800800800800 元元元元保證金保證金保證金保證金)。    

(2)會員之眷屬 3名以內(限配偶、佔位直系親屬及 1位親友)， 

   每人酌收團費 800 元。 

(3)會員之直系親屬(3333 歲以下歲以下歲以下歲以下不不不不佔位佔位佔位佔位)，每人酌收團費 300 元。 

(4)除上開免費或酌收者外，需自行負擔費用，每人團費 2,000 元。 

(六) 報名程序：請於自自自自 111111111111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2229999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10101010 時起至同時起至同時起至同時起至同年年年年 11110000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中中中中午午午午 12121212 時止時止時止時止，，，，逕連結至逕連結至逕連結至逕連結至以下網址以下網址以下網址以下網址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le4n46 

              

 



報名 QR-code： 

                            
(七) 團費補助: 

(1)彰化公會會員積欠會費超過半年者，依會員福利實施辦法規 

   定，不予補助。 

(2)臺中律師公會依會員福利辦法之規定，會員未結清到期會費  

   者，不予補助。 

            (3)南投律師公會會員欠繳月費者，依會員福利實施辦法規定， 

               將不予補助，敬請見諒。 

(八) 集合時間、地點：請詳附件行程表。 

(九) 繳費：請請請請待待待待彰化公彰化公彰化公彰化公會通知會通知會通知會通知後後後後，，，，於於於於通知通知通知通知後後後後 2222 日內繳款完畢日內繳款完畢日內繳款完畢日內繳款完畢，逾期將

視為放棄報名次序，並依序通知候補；請請請請親至親至親至親至彰化公會彰化公會彰化公會彰化公會繳納繳納繳納繳納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或匯款或匯款或匯款或匯款繳納繳納繳納繳納((((請請請請報名時報名時報名時報名時，，，，填寫填寫填寫填寫匯款帳戶末五碼匯款帳戶末五碼匯款帳戶末五碼匯款帳戶末五碼供對供對供對供對帳帳帳帳))))；匯款戶名-

合作金庫銀行員林分行，戶名：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 帳號：

0240-717-115091。 

(十) 活動行程表如附件，請 卓参；其他活動相關訊息，將另公告彰化

公會網站/最新消息：http://www.chbar.org.tw/。 

(十一) 如於報名、繳費後因故須取消者，退費標準依與旅行社簽訂之契

約辦理。 

(十二) 如有未盡事宜或報名相關問題，請洽彰化公會張紜禎小姐，電話

04-8346627 轉分機 13。 

  三、敬請 踴躍攜眷參與，以收聯絡會員情誼之效，並促進身心康樂。 
   

正本：臺中、彰化、南投三公會會員 

副本： 

                 楊楊楊楊    大大大大    德德德德    

             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            劉劉劉劉    雅雅雅雅    榛榛榛榛    

                 張張張張    右右右右    人人人人    
 
 
 
 
 



嘉 義嘉 義嘉 義嘉 義 山 林 遊山 林 遊山 林 遊山 林 遊 ～～～～ 二 延 平 看 山 走 山 之 旅二 延 平 看 山 走 山 之 旅二 延 平 看 山 走 山 之 旅二 延 平 看 山 走 山 之 旅 

 出發日期：10 月 23 日 

行程說明行程說明行程說明行程說明 集合出發集合出發集合出發集合出發→→→→佐登妮絲城堡生技園區佐登妮絲城堡生技園區佐登妮絲城堡生技園區佐登妮絲城堡生技園區→→→→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阿里山二延平山步道阿里山二延平山步道阿里山二延平山步道阿里山二延平山步道→→→→晚餐晚餐晚餐晚餐→→→→賦歸賦歸賦歸賦歸 

 
08:00 集合出發～台中地方法院 
08:00 集合出發～南投地方法院～台中地方法 
08:40 集合出發～彰化地方法院 
      今日備有活力早餐於車上享用。 
10:00~11:30 佐登妮絲城堡生技園區   
10 月試營運，是目前全台最大的歐風城堡，佔地 1.5 萬
坪，斥資 30 億打造而成，集智慧工廠、研發中心、綠建
築、商場、歐式莊園的園區。目前展間規劃有精油、家
居、藥妝及餐廳，而戶外還有宮廷花園，將來還有更多
的規劃可以展示更多的產品及建築。 

※每車一位專人導覽解說，約 20~30 分鐘。 

 
12:00~13:00 午餐於寶島饗宴會館享用。 
 
14:00~16:00 阿里山二延平山步道   
二延平步道的入口位於台 18 線 52.8K 公路旁，入口即有觀景平台，
步道約 1150 公尺，單程約 60 分鐘，步道路徑是早年山上居民開墾
時，從隙頂山與二延平山間的空隙通過，沿途有竹林、奇石、茶園等

不同的風光，並可俯瞰嘉南平原、仁義潭及蘭潭水庫等風景，天氣晴
朗時，還可遙望東石與布袋外港，往東可眺望玉山群峰山景。步道的
視野展望絕佳，夕陽、雲海的氣勢十足，更是攝影取景秘境。 

※單程 60 分鐘，原路回程，途中有兩座休息亭可供休息。  

※因應政府規定，回程時將乘坐不同車輛。 

18:00~19:00 晚餐於桃花源餐廳享用。 
20:00 抵達彰化地方法院 
20:40 抵達南投地方法院 
20:40 抵達台中地方法院 
 
 

✖以上時間為預估時間，實際時間以當日狀況公告為準✖ 



桃桃桃桃園園園園童童童童趣趣趣趣雙樂園雙樂園雙樂園雙樂園～～～～ X p a r k、、、、綠世界生態農場綠世界生態農場綠世界生態農場綠世界生態農場 
 出發日期：10月 23日 

行程說明行程說明行程說明行程說明 集合出發集合出發集合出發集合出發→→→→綠世界生態農場綠世界生態農場綠世界生態農場綠世界生態農場(園內午餐園內午餐園內午餐園內午餐)→→→→XPARK→→→→賦歸賦歸賦歸賦歸(車上晚餐車上晚餐車上晚餐車上晚餐) 
 
06:40 集合出發～南投地方法院 
07:20 集合出發～彰化地方法院 
08:00 集合出發～台中地方法院 
      今日備有活力早餐於車上享用。 
10:00 綠世界生態農場   
綠世界生態農場，占地 75 公頃，為亞洲最大的亞熱帶雨林生態園區。 
綠世界共有六大主題公園： 
1.天鵝湖  2.大探奇區  3.水生植物公園 
4.鳥園   5.蝴蝶園   6.生物多樣性探索區 
還有最受小朋友歡迎的「草泥馬の家」、鸚鵡劇場、可愛動物區、落羽
松夢幻步道、仙人掌公園、百年古厝、雨林空中步道、蘭花香草植物
區等共 46 個觀賞景點。 

※動物互動時間歡迎大家前往(時間地點依照簡介內說明)。 

11:30~12:30 午餐於園區內客家百年古厝餐廳享用。 
※園區各區稍有距離，請大家預留 10 分鐘步行至餐廳。 

14:00~16:00 Ｘｐａｒｋ 
為台灣首座新都會型水生公園。將生活在地球上各種地域的生物們的環
境，透過空間演出與科技的融合，加以忠實的重現。在連氣溫、濕度、
味道及聲音都經過縝密計算的空間裡，從天花板到地坪、延伸至水槽的
影像演出呈現出 360° 具魄力的沉浸式空間。來訪旅客彷彿真的身歷

其境，使用五感體驗各真實場景。主角，是生活在那裡的生物們，隨環
境變遷而演變進化的生物們的不思議，從各種角度將其魅力性襯托出來
的環境演出也是一大特徵。Xpark 是一個滿足人們無止盡的「對於求

知的慾望和獲知的喜悅」，並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寓教於樂設施。 
※與眾同樂區於 15:00 有小動物見面會，歡迎前往觀賞。(每日動物於當日安排) 

※館內有介紹高緯度海洋生物之區域較為寒冷，建議攜帶薄外套禦寒。 

17:00 晚餐於車上享用餐盒。 
18:00 抵達台中地方法院 
18:40 抵達彰化地方法院 
19:20 抵達南投地方法院 

 
✖以上時間為預估時間，實際時間以當日狀況公告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