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縣市政府提供國旅卡套裝旅遊行程表(II.5)

1 

2 

3 

4 

5 

A B C D E 

編號 單位名稱 行程名稱 行程簡介 旅行社/聯絡電話

1 新竹縣政府 百年書院柿染手作文創輕旅行

07:30台北車站出發→08:50-09:00新竹高鐵站集

合出發→09:30-10:10金漢柿餅園區→10:30-

11:30柿染工坊→12:00-13:00照門休閒農業園區

九芎湖(午餐自理)→13:20-14:20福祥仙人掌植物

園→14:50-15:50石店子老街漫步→16:00-17:00

百年羅屋書院特色下午茶套餐→17:00珍重再見

雄獅旅行社：03-5268868/

02-87939611

原森旅行社：02-26029569

2 新竹縣政府 晨光美人湯採果樂活輕旅行一日遊

台北車站or新竹高鐵站集合出發→尋訪尖石美人

湯，在晨光中體驗秘境泡湯的樂趣→大山北月森

林小學堂 (午餐自理)→大山背鄰家農園柑橘採果

趣→橫山客家媽媽米食料理→珍重再見

雄獅旅行社：03-5268868/

02-87939611

原森旅行社：02-26029569

3 新竹縣政府 浪漫茶花茶園地景藝術輕旅行一日遊

台北車站or新竹高鐵站集合出發→尋訪台三線百

年私房茶園採茶趣 富興老茶廠參觀製茶過程→峨

眉天主堂油桐仔茶屋→北埔客家醋活文化體驗→

北埔老街客家美食 (午餐自理)→水井茶堂擂茶體

驗→途經寶山橄欖生產合作社→深入寶山賞茶花

茶花盆栽DIY體驗→珍重再見

雄獅旅行社：03-5268868/

02-87939611

原森旅行社：02-26029569

4 雲林縣政府
【酷玩台灣‧春節旅行】2017台灣燈

會‧魔幻旅程1日遊(雲林)

台北車站→北港武德宮→北港老街→虎尾驛-糖廠

→雲林故事館-合同廳舍→快樂返程 可樂旅行社：02-2531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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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5 雲林縣政府
【酷玩台灣‧春節旅行】尋味的街角

。一起蜂痛快2日

第1天 台北車站→北門幸福教堂→北門水晶禮堂

→鹽水蜂炮趣>宿:嘉義商旅

第2天 飯店→熊大莊→西螺大橋→西螺老街→貓

米小學堂→蛋糕毛巾咖啡館→台灣燈會(虎尾)→

搭乘高鐵快樂返程

可樂旅行社：02-25315518

6 彰化縣政府 進昌咖啡．愛荔枝一日遊

集合地點→就是愛荔枝樂園(1小時)→襪仔王觀光

工廠(1小時)→田尾公路花園(1.5小時)→北斗美

食巡禮→大村進昌咖啡烘焙館(1小時)→回程
華府旅行社:04-35027888

7 彰化縣政府 鹿港風華再現 王功潮間探索一日遊

集合地點→臺灣十大觀光小城~鹿港小鎮（龍山寺

(60分)／鹿港老街(60分)／三輪車體驗(40分)→

午餐→王功蚵藝文化館(30分)→蚵田風光潮間探

索(30分)→台灣玻璃館(30分)→回程

元帥旅行社:04-23015590

8 新北市政府
【主題旅遊】沿著濱海趣旅行-北海

岸、東北角2日遊

第1天 台北車站出發→三生步道→蕃婆林農務體

驗(挖地瓜)→蕃婆林食樂(山藥湯圓DIY)→風箏藝

術園區(風箏彩繪DIY+施放風箏)→富貴角燈塔步

道

早餐自理／午餐(蕃婆林桌餐)／晚餐(飯店晚餐)

→飯店CHECK IN

第2天 朱銘美術館→金山老街→野柳地質公園→

野柳漁港(萬里蟹)晚餐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在老街自理)／晚餐(野柳

漁港)

雄獅旅行社:02-8793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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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9 新北市政府 【主題旅遊】東北角1日遊
阿先小農田→草嶺遊憩區→三貂角燈塔→卯澳漁

村→南雅奇岩→回程 中國時報旅行社:02-66083106

10 新北市政府 【主題旅遊】秘境雙溪1日遊

台北車站出發→雙溪早安(俞家早餐)→早市體驗

→雙溪生活體驗→吳家兄弟農場→厚雨農莊→回

程

原森旅行社:02-26029569

11 新北市政府
【主題旅遊】泰雅部落深度體驗2日

遊

第1天 獵人學校(給樹營地)體驗→烏來瀑布、第

二遊客中心→泰雅博物館參觀導覽，烏來老街巡

禮/泰雅主題歌舞劇場→泡湯→飯店CHECK IN

早餐自理／午餐(獵人學校)／晚餐(飯店晚餐)

第2天 葛思悠生態農場→桂山冰廠→碧潭風景區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葛思悠生態農場)／晚餐

自理

中國時報旅行社:02-6608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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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2 嘉義縣政府 嘉義故宮南院‧文化夜市一日遊
高鐵嘉義站→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板陶窯

交趾陶剪黏工藝館→森林之歌→北門驛→檜意森

活村→文化夜市→高鐵嘉義站

高鐵特約旅行社：

易遊網 02-4128001

雄獅旅行社 02-87939611

燦星旅行社 02-81783000

可樂旅行社 02-25316966

東南旅行社 02-25639989

易飛網 02-77250900

山富旅行社 02-25612999

鳳凰旅行社 02-25378202

麗寶旅行社 02-77366991

鋼友旅行社 07-2158999

飛行家旅行社 02-25623919

環島聯 02-25185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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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3 嘉義縣政府 嘉義阿里山小火車‧祝山觀日二日遊

第1天 高鐵嘉義站→阿里山森林遊樂區森林遊樂

區→飯店

第2天 飯店→祝山觀日→奮起湖老街→奮起湖小

火車到北門車站→嘉義檜意森活村→高鐵嘉義站

高鐵特約旅行社：

易遊網 02-4128001

雄獅旅行社 02-87939611

燦星旅行社 02-81783000

可樂旅行社 02-25316966

東南旅行社 02-25639989

易飛網 02-77250900

山富旅行社 02-25612999

鳳凰旅行社 02-25378202

麗寶旅行社 02-77366991

鋼友旅行社 07-2158999

飛行家旅行社 02-25623919

環島聯 02-25185780

14 嘉義縣政府
阿里山看星空、追曙光商務豪華之旅

2天1夜

第1天 台北捷運忠孝復興站2號出口→嘉義高鐵站

→笑瞇瞇懸絲偶樂團表演→棕櫚湖渡假村→奮起

湖老街→阿里山賓館

第2天 阿里山賓館→阿里山火車站→祝山看日出

→神木區、姐妹潭→優遊吧斯(瑪翡餐廳、鄒族文

史導覽、鄒族文化表演)→下午茶：阿將的家(平

日)/山門咖啡(假日)→返回台北

希羅亞旅行社:02-2721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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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5 嘉義縣政府
《鰲鼓濕地生態》健走2日遊 候鳥的

季節：23.5°N的鄉野傳奇

第1天 台北車站→笨港口港口宮導覽→東石鄉社

區【鄉野文化傳奇】→鰲鼓濕地森林園區：觀海

樓、鷹揚鰲鼓木棧道【人工濕地賞鳥趣】、濕地

及汐湖景觀【鷺鷥林、空軍標靶】→23.5°N最美

日落【千島湖】→飯店

第2天 飯店→方舟休閒魚塭【魚塭休閒體驗】→

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蔡老師ㄟ厝【古早漁民生

活解說】→東石漁港【港邊市集自由逛街】→歡

樂賦歸

那米哥國際旅行社:02-25015288

第 6 頁



各縣市政府提供國旅卡套裝旅遊行程表(II.5)

1 

A B C D E 

編號 單位名稱 行程名稱 行程簡介 旅行社/聯絡電話

17 

16 南投縣政府 溪頭芬多精二日遊

第1天 台中火車站集合出發→溪頭自然教育園區

→晚餐→飯店CHECK IN（夜宿妖怪村或同等級飯

店）

早餐自理／午餐自理／晚餐飯店晚餐

第2天 飯店早餐→竹山觀光工廠→午餐→車埕車

站→返程賦歸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當地風味餐／晚餐自理

巨弘旅行社02-25017066

安得旅行社02-27546761

歐巴馬旅行社02-32342234

國揚旅行社02-89923355

僑益旅行社02-25152488

華督旅行社02-89613838

良友旅行社02-25075151

可樂旅遊02-25312218

雄獅旅遊02-87932934

宏吉旅行社02-29612094

惠康旅行社07-3321383

一信國際旅行社07-2157592

舞馬旅行社07-2693008

柏欣旅行社07-9727007

非凡國際旅行社07-2812600

遨遊假期旅行社07-3966069

鴻翊假期旅行社07-3385166

家樂福旅行社07-8150600

菳華旅行社07-5370026

百樂旅行社07-330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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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17 台南市政府 黑水溝文化二日遊

第1天 台南出發(台南地區飯店.台南火車站.台南

高鐵)->10:00-11:30井仔腳生態村->11:40-12:30

鹽鄉料理-午餐->13:00-14:30鹿耳門天后宮+府城

天險->15:00-16:30四草綠色隧道+大眾廟-

>17:00-18:30主題特色餐廳-晚餐->19:00宿-民宿

或飯店

第2天 05:40民宿或飯店出發->06:00-07:00安平

港報到->搭船->07:00-09:30跨越黑水溝.遠眺藍

洞->09:30-12:00東吉燈塔.遊客中心.氣象觀測中

心->12:00-13:30午餐->14:00-16:00菜宅.島上自

由活動->16:00-18:30報到.搭船回航->19:00-

20:00晚餐20:30返回下車地(台南地區飯店.台南

火車站.台南高鐵)

天晟國際旅行社:06-3367858

18 台南市政府 與泥同遊。西拉雅二日遊

第1天 車遊相見歡-水火同源-碧雲寺-善知院-關

子嶺溫泉

第2天 紅葉公園-大鋤花間-八田與一紀念園區-回

程

歐哈納旅行社:06-2797530

19 台南市政府 愛暮西濱。生態遊一日遊

車遊相見歡-四草綠色隧道-台江鹽田生態區-七股

潟湖-回程 歐哈納旅行社:06-2797530

20 台南市政府 詩情話藝。品府城一日遊

車遊相見歡-赤嵌老城區散步-台南好味道-林百

貨-十鼓文創園區-回程 歐哈納旅行社:06-2797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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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1 台南市政府
奇美博物館  府城美食，食在幸福一

日遊

台南市區或高鐵08：30/車程20分☆奇美博物館

(1.5小時)/ ☆藍晒圖/車程10分☆赤嵌樓(1小

時)/ 車程10分☆祀典武廟(45分)/ ☆大天后宮(1

小時)/車程30分☆台南孔廟(1小時)/午餐 車程10

分☆台南虱目魚、碗粿 (50分)/ 車程10分(☆福

記肉圓、莉莉或奇異果冰果室)(2.5小時)/回程

翔麟旅行社:06-2656699

22 台南市政府 台南奇特十足、文藝巷弄樂活二日遊

第1天 08：30高鐵台南站集合/（車30分）☆奇美

博物館（含門票）（停2H）/（車30分）享用午餐

（停50分）/（車20分）☆十鼓文創園區（含門

票）（停2H）/（車40分）☆藍晒圖文創園區（停

50分）/（車15分）享用晚餐（停50分）/（車10

分）◎府城巷弄—國華街（停30分）/（徒步10

分）◎海安藝術街（停30分）/（徒步20分）◎神

農街（停30分）/（徒步10分）◎西門淺草藝文巡

禮（停30分）/（車10分）入住飯店(日升大飯店

或富驛時尚酒店)

第2天 08：30飯店出發/（車30分）☆安平古堡（

含門票）（停1H）/（徒步20分）☆安平樹屋（停

40分）/（徒步5分）☆德記洋行（停40分）/（徒

步5分）☆朱玖瑩故居（停30分）/（徒步15分）

享用午餐（停50分）/（徒步20分）◎劍獅爺安平

巷弄（停2H）/（車30分）☆觀光工廠知性之旅（

停1H）/（車30分）臺南火車站，返回可愛的家（

贈送沙崙線火車票，返回高鐵台南站）

翔麟旅行社:06-265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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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3 台南市政府 台南月津、無米樂+關仔嶺二日遊

第1天 08：30高鐵台南站集合/（車1.2H）☆洪通

畫家故居（停40分）/（車20分）◎北門水晶教堂

（停1.5H）/（車10分）享用午餐（停50分）/（

車40分）☆頑皮世界動物園（含門票）（停2H）/

（車30分）◎鹽水橋南老街（停50分）/（徒步10

分）◎月津港文化園區（停50分）/（徒步10分）

享用晚餐（停50分）/（車1H）☆關仔嶺溫泉（停

50分）/（車10分）入住會館(關仔嶺長紅山莊(湯

泉美地溫泉會館)、關子嶺統茂溫泉會館)

第2天 08：30會館出發/（車10分）◎關仔嶺（好

漢坡眺望嘉南平原）（停40分）/（車20分）☆水

火同源奇景（停50分）/（車1H）享用午餐（停50

分）/（車10分）◎菁寮無米樂老街（停1H）/（

車30分）◎白河—林初埤木棉花道(每年3月底盛

開)（停1.5H）/（車30分）☆觀光工廠知性之旅

（停1H）/（車20分）嘉義太保高鐵站，返回可愛

的家

翔麟旅行社:06-2656699

24 台南市政府
來府城吃小吃 精彩府城文藝二日旅

遊

第1天 台南高鐵出發→十鼓文化園區→午餐→奇

美博物館→安平古堡→安平老街→夜訪海安路+神

農街→榮美金鬱金香飯店CHECK IN

第2天 飯店早餐→赤嵌樓→永樂市場小吃大總匯

→林百貨→虱目魚主題館虱目魚丸手作→返程

雄獅旅行社:06-275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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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提供國旅卡套裝旅遊行程表(II.5)

1 

A B C D E 

編號 單位名稱 行程名稱 行程簡介 旅行社/聯絡電話

26 

27 

28 

25 台南市政府

『雲嘉南』異國情迷～日村荷風凡爾

賽、歐堡雨林地中海～台南桂田峇里

風2日

第1天 台北火車站集合出發-日式小村～檜意森活

村-風味合菜-荷蘭風車～德元埤-法國凡爾賽～奇

美博物館-悠閒峇里風～台南桂田酒店Check in

第2天 飯店早餐-歐式城堡～台南移民署-南美亞

馬遜～四草水上綠色隧道-台式漁村料理-地中海

藍白印象～iicake毛巾咖啡館返回出發地

雄獅旅行社:06-2756006

26 台南市政府
府城團團轉～飛過凡爾賽跨過亞馬遜

玩1日(台中出發)

台中新光三越西側烏日高鐵站台灣亞馬遜隧道～

四草生態遊藍晒圖文創園區國華街永樂市場(在此

自理午餐)奇美博物館返程 雄獅旅行社:06-2756006

27 苗栗縣政府 舊山線-休閒溫泉之旅

第1天:

三義木雕博物館→魚藤坪斷橋→勝興車站→三義

丫箱寶→卓也小屋→（夜宿）

第2天

薑麻園休閒農業區（出關步道）→大湖（巧克力

雲莊/大湖酒莊）→泰安溫泉（泡湯）

→客家大院（桐花公園）

喜鴻旅行社: 02-25712233

尊凰旅行社: 02-27118155

萬商旅行社: 02-25064372

僑益旅行社: 02-25152488

中國時報旅行社: 02-6608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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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提供國旅卡套裝旅遊行程表(II.5)

1 

A B C D E 

編號 單位名稱 行程名稱 行程簡介 旅行社/聯絡電話

29 

28 台東縣政府 台東縱谷熱氣球二天美食經典遊

106.第一日     午餐：米巴奈  晚餐：三葉

全省各地集合於   火車站搭    車次 自強號直

達

台東→  抵達台東火車站換乘豪華巴士→品嚐米

巴奈風味午餐→太麻里曙光園區→灌籃高手平交

道→太麻里部落導覽新興部落木(布)工坊→399公

里海灣風光→三葉餐廳晚餐→入住台東市中華典

藏商旅或峇里酒店或星光凱旋→閒逛台東鐵花村

→晚安。

106.第二日   午餐：愛嬌姨茶餐 晚餐：市區小

吃

05：00飯店出發花東縱谷風光→熱氣球體驗、龍

田移民村千人躺綠色隧道、高台(飛行傘場地)→

10：30布農八部合音→12：30原生藥草植物園藥

膳養生火鍋午餐參觀園區→卑南文化公園(全台唯

一開放為考古現場)→17：00台東火車站搭自強號

返各地可愛的家。

★以上行程景點停留時間可依天候做調整。

君太旅行社:089-36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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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提供國旅卡套裝旅遊行程表(II.5)

1 

A B C D E 

編號 單位名稱 行程名稱 行程簡介 旅行社/聯絡電話

30 

29 台東縣政府 台東縱谷熱氣球三天美食經典遊

106.第一日     午餐：米巴奈  晚餐：三葉

全省各地集合於火車站搭 車次自強號直達

台東→抵達台東火車站換乘豪華巴士→品嚐米巴

奈風味午餐→太麻里曙光園區→灌籃高手平交道

→太麻里部落導覽新興部落木(布)工坊→399公里

海灣風光→三葉餐廳晚餐→入住台東市中華典藏

商旅或峇里酒店或星光凱旋→閒逛台東鐵花村→

晚安。

106.第二日午餐：愛嬌姨茶餐 晚餐：天龍飯店

05：00飯店出發花東縱谷風光→熱氣球體驗、龍

田移民村千人躺綠色隧道、高台(飛行傘場地)→

12：00愛嬌姨風味茶餐→鹿野永安社區(全國十大

農村)→池上花海→大坡池林懷民稻禾發表地→伯

朗大道天堂路、金城武樹奉茶→南橫天龍橋風光

→入住天龍溫泉飯店晚餐、享用飯店設施溫泉浴

SPA→晚安106.第三日午餐：藥膳火鍋  晚餐：池

上便當

06：00霧鹿漫步導覽→07：30飯店早餐→08：30

花東縱谷風光→武陵綠色隧道市集→10：30布農

部落聆聽八部合音→12：00原生藥草植物園藥膳

養生火鍋午餐參觀園區→卑南文化公園(全台唯一

開放為考古現場)→17：00台東火車站搭自強號返

回台中可愛的家。

★以上行程景點停留時間可依天候做調整。

君太旅行社:089-36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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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提供國旅卡套裝旅遊行程表(II.5)

1 

A B C D E 

編號 單位名稱 行程名稱 行程簡介 旅行社/聯絡電話

31 

30 台東縣政府 台東縱谷熱氣球三天美食經典遊

東海岸賞鯨豚原民文化兩天經典遊

106.第一日午餐：米巴奈  晚餐：三葉

集合於   火車站搭    車次     自強號直達

台東→抵達台東站換乘豪華巴士→品嚐米巴奈風

味午餐→東海岸風光→富山保育區太平洋餵魚體

驗→成功漁港搭賞經鯨豚→金樽眺望陸連島(成龍

導演十二生肖拍攝地) →東管處欣賞旮亙樂團演

出或參觀阿美村→新蘭漁港小憩→三葉餐廳晚餐

→入住台東市中華典藏商旅或峇里酒店或星光凱

旋→自由活動閒逛台東鐵花村→晚安。

106.第二日午餐：太麻里風味餐晚餐：池上便當

08：30飯店出發南迴公路風光→太麻里曙光園區

→灌籃高手平交道→太麻里部落導覽新興部落木

(布)工坊→399公里海灣風光→太麻里風味餐→參

觀史前文化博物館 →台東海國際地標琵琶湖海濱

公園→17：00台東火車站搭自強號返回各地可愛

的家。

★以上行程景點停留時間可依天候做調整。

君太旅行社:089-36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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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提供國旅卡套裝旅遊行程表(II.5)

1 

A B C D E 

編號 單位名稱 行程名稱 行程簡介 旅行社/聯絡電話

32 

31 台東縣政府  台東綠島三天經典遊

106.第一日午餐：米巴奈  晚餐：三葉餐廳

集合於火車站搭車次自強號直達

台東→抵達台東站換乘豪華巴士→品嚐米巴奈風

味午餐→太麻里曙光園區→灌籃高手平交道→太

麻里部落導覽新興部落木(布)工坊→399公里海灣

風光→三葉餐廳晚餐→入住台東市中華典藏商旅

或峇里酒店或星光凱旋→自由活動閒逛台東鐵花

村→晚安。

106.第二日午餐：中寮餐廳  晚餐：時常有漁

飯店早餐後出發前往富岡→09：00富岡港船公司

櫃檯報到搭09：30→抵達綠島南寮港(綠島酒店在

下船處有迎接牌)換乘機車(兩人一部)置好行李→

參觀人權碑 牛頭山 綠洲山莊→午餐→飯店小憩

環島尋幽攬勝 綠島燈塔 將軍岩 觀音洞 柚子湖

哈巴狗與睡美人 龍蝦洞 白沙灣→牛頭山看落日

→阿剛BBQ晚餐→朝日泡海底溫泉SPA→數星星道

晚安→宿綠島峇里酒店或凱薪飯店。

106.第三日午餐：南寮風味餐 晚餐：池上便當

07：00晨喚→07：30飯店早餐→08：30飯店出發

→閒逛南寮鬧街品海藻冰、選購紀念品→10：00

南寮港候船→10：30南寮港口搭船回富岡港→富

山保育區太平洋餵魚體驗→富岡海鮮午餐→台東

海國際地標琵琶湖海濱公園→17：00台東火車站

搭自強號返回各地可愛的家。

★以上行程景點停留時間可依天候做調整。

君太旅行社:089-36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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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提供國旅卡套裝旅遊行程表(I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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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編號 單位名稱 行程名稱 行程簡介 旅行社/聯絡電話

33 

32 花蓮縣政府 泡溫泉&品美饌 花東三日遊

第一日：

慶修院(入內參觀30分)（週一休館，改東華大

學）➜松園別館(入內參觀40分)➜家咖哩午餐(1

小時)➜鯉魚潭風景區(下車參觀30分)➜夢幻湖

(下車參觀30分)➜晚餐➜回程

第二日：

石梯坪海蝕台地(下車參觀30分)➜新澎湖海鮮餐

廳(1小時) ➜長虹橋(下車參觀20分)➜八仙洞(下

車參觀40分)➜東管處阿美文族文化中心(入內參

觀40分)➜贈送品嚐東河包子(30分)➜都蘭水往上

流奇觀(下車參觀30分)➜加路蘭遊憩區(下車參觀

30分)➜小野柳(下車參觀30分)➜飯店

第三日：

布農部落(入內參觀30分)➜鹿野高台(下車參觀45

分)➜午餐(1小時)➜池上伯朗大道(下車參觀35

分)➜自費品嚐火山豆腐(20分)➜富興森林社區

(入內參觀20分)➜台開開心農場(入內參觀30

分)➜花蓮文創園區(入內參觀20分)➜花蓮車站

金廷旅行社:03-846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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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提供國旅卡套裝旅遊行程表(I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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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編號 單位名稱 行程名稱 行程簡介 旅行社/聯絡電話

34 

35 

36 

33 花蓮縣政府  花蓮舒活體驗~精選遊程任你選

第一日：

慶修院(入內參觀30分)（週一休館，改東華大

學）➜松園別館(入內參觀40分)➜午餐➜鯉魚潭

風景區(下車參觀30分)➜夢幻湖(下車參觀30

分)➜晚餐➜回程

第二日(下列9種行程擇一參加)：

1.太魯閣鬼斧神工峽谷風情

2.花東縱谷悠活漫遊

3.東海岸眺望碧海藍天

4.暢遊遠雄海洋公園

5.悠遊兆豐農場生態之旅

6.鯨生有約賞鯨豚(6~10月限定)

7.秀姑巒溪泛舟消暑之旅(6~10月限定)

8.白鮑溪溯溪探險(6~10月限定)

9.刺激亞熱帶雨林冒險

金廷旅行社:03-8466999

34 屏東縣政府
樂活好屏遊～涼山瀑布‧大鵬灣遊船

‧水陸醬玩1日

第一天:

高雄－涼山瀑布－龍泉啤酒廠－大鵬灣遊船－華

僑市場－高雄
雄獅旅行社:08-7345735

35 屏東縣政府
深入部落～東源哭泣湖‧水上草原輕

功飄‧牡丹水庫1日

第一天:

高雄－牡丹水庫－東源馨香森林－哭泣湖－水上

草原－高雄
雄獅旅行社:08-734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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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提供國旅卡套裝旅遊行程表(II.5)

1 

A B C D E 

編號 單位名稱 行程名稱 行程簡介 旅行社/聯絡電話

37 

38 

39 

36 屏東縣政府
大手牽小手~海生館海底尋奇‧車城

福安宮1日

第一天:

高鐵左營站－車城福安宮－海生館－高雄
雄獅旅行社:08-7345735

37 屏東縣政府
【二人成行】蔚藍海岸‧南島風情‧

小琉球漫遊1日

第一天:

高雄－東港碼頭－小琉球－小琉球自由行～海島

景觀風情－東港碼頭－高雄
雄獅旅行社:08-7345735

38 屏東縣政府
【二人成行】藍白世界小琉球‧夏一

站杉板灣2日

第一天:

高雄－東港碼頭－小琉球自由行～海島景觀風情

－小琉球杉板灣民宿

第二天:

小琉球自由行－華僑市場－高雄

雄獅旅行社:08-734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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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編號 單位名稱 行程名稱 行程簡介 旅行社/聯絡電話

40 

41 

42 

39 屏東縣政府

墾丁冒煙的喬住宿兩晚．梅花鹿園區

．高鐵來回．海生館．鵝鑾鼻燈塔．

墾丁渡假３日

第一天:

台北車站→搭乘高鐵→高鐵左營站→車城福安宮

→墾丁風味餐→墾丁海生館尋覓海底世界 →墾丁

風味餐→冒煙的喬雅客旅店住宿→墾丁大街趴趴

GO

第二天:

飯店早餐→恆春半島古鎮一日遊(船帆石→台灣最

南點→鵝鑾鼻燈塔公園→恆春老街午餐自理．恆

春古城門．阿嘉的家)→續住冒煙的喬雅客旅店→

墾丁大街趴趴GO(晚餐於大街自理)

第三天:

飯店早餐→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墾丁風味餐→

駁二藝術特區→左營高鐵站→搭乘高鐵返回台北

雄獅旅行社:08-7345735

40 屏東縣政府 恆春半島東海岸線半日遊
各飯店接駁-->港口吊橋-->龍磐公園-->最南點--

>鵝鑾鼻公園-->貝殼砂島-->船帆石風景區
屏東旅行社:08-7221292

41 屏東縣政府 恆春半島西海岸線半日遊

參觀台灣最具規模海洋生物館，導覽人員帶您賞

玩恆春半島西岸景色，並欣賞南台灣最美的關山

夕照之浪漫景緻。

各飯店接駁-->海生館-->貓鼻頭風景區-->關山夕

照

屏東旅行社:08-722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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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編號 單位名稱 行程名稱 行程簡介 旅行社/聯絡電話

43 

44 

45 

46 

42 屏東縣政府 恆春半島全島旅遊線

各飯店接駁-->港口吊橋-->龍磐公園-->最南點--

>鵝鑾鼻公園-->貝殼砂島-->船帆石風景區-->享

用午餐-->海生館-->貓鼻頭風景區

屏東旅行社:08-7221292

43 屏東縣政府 恆春古城溫泉巡禮
各飯店接駁-->古城東門-->車城福安宮-->四重溪

溫泉
屏東旅行社:08-7221292

44 屏東縣政府 墾丁海陸體驗線

集合地點➜後壁湖水上活動三合一(快艇、香蕉

船、浮潛)(2小時20分) ➜貓鼻頭(20分)➜關山

(20分)➜回程

屏東旅行社:08-7221292

45 宜蘭縣政府 三星 行建 有機小旅行一日

09:00宜蘭火車站集合→行健村有機夢想村導覽→

農事體驗→自助午餐享用時間→點心時間（視當

日現場食材安排擇其一樣體驗）→幸福轉運站→

17:00返回宜蘭火車站

尚海旅行社:03-995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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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46 宜蘭縣政府
太平山國家步道深度三日遊(4人成

行)

第一天：玉蘭休閒農業體驗之旅

09:00宜蘭出發(車站或飯店)→泰雅文物生活館→

九寮溪鯝魚生態保護區→玉蘭休閒農業園區→

1400前往太平國家森林遊樂區→16:00抵太平山莊

CHECK IN→18:00山莊晚餐→森林之夜

第二天： 太平山森呼吸之旅

07：00山莊早餐→太平山鐵杉林步道→11:00返回

太平山莊小憩→12:00太平山莊午餐→13:30自由

活動(享受高山森林新鮮空氣或於雲海咖啡廳喝咖

啡聊天、望山，享受一下午的悠閒)→18:00太平

山莊晚餐→森林之夜

第三天：翠峰湖＋鳩之澤溫泉之旅

約05:30翠峰湖觀日出→07:00翠峰湖國家步道→

10:30山毛櫸國家步道→12:30太平山莊午餐→約

14：30前往鳩之澤溫泉(舊仁澤溫泉)→專車返回

宜蘭(約17:00返抵宜蘭平原)

尚海旅行社:03-9954800

47 宜蘭縣政府 宜蘭樂活一日遊(4人成行)

宜蘭羅東轉運站或飯店→清水地熱煮蛋煮玉米泡

腳趣→長埤湖風景區→玉蘭茶園、泡茶+品嘗風味

餐→蔥仔寮生態農場DIY→梅花湖風景區

樂群旅行社：03-9549400

48 宜蘭縣政府 宜蘭好吃好玩一日遊(4人成行)

轉運站或飯店→豆香(DIY) →冬山火車站(瓜棚越

台)→午餐(宜蘭在地小吃)→冬山河生態綠洲→泡

湯→車站

樂群旅行社：03-954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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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4 

49 宜蘭縣政府 自然農場體驗之旅一日遊

台北/宜蘭出發->新寮瀑布->中山休閒農業園區

(活動五選一)->梅花湖風景區->宜蘭特產品嘗->

台北/宜蘭

鈞和國際旅行社：03-9550633

50 宜蘭縣政府 宜蘭樂活遊

台北/宜蘭集合出發->礁溪溫泉公園免費足湯->幾

米公園(午餐小吃自理)->博士鴨觀光工廠->生態

綠舟冬山河森林公園->回程

鈞和國際旅行社：03-9550633

51 宜蘭縣政府

宜蘭馬告國家公園 棲蘭森林遊樂

區、歷代神木園區生態之旅 (4人成

行)

07：30台北火車站→國道風光→09：00棲蘭森林

遊樂區→10：00馬告生態公園→16：30回程
健群國際旅行社：03-9283996

52 宜蘭縣政府

宜蘭賞鯨一日遊~宜蘭賞鯨繞龜山島

八景‧宜蘭傳藝中心知性之旅(4人成

行)

08：00頭城火車站→09：00賞鯨之旅→13：00傳

統藝術中心→16：00回程
健群國際旅行社：03-9283996

53 宜蘭縣政府 福山植物園+花田村下一站幸福一日遊

08:00台北／09:30羅東／途經雙連埤生態保護區

／福山管制站(核對證件)／福山植物園巡禮／

14:00中餐(鱒魚風味餐或餐盒)／望龍埤-花田村

／17:00羅東／台北

台灣之美旅行社：03-953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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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57 

58 

54 宜蘭縣政府 福山植物園+太平山莊森林二日遊

D1 09:30羅東／途經雙連埤生態保護區／福山植

物園巡禮／太平山森林遊樂區／宿：太平山莊

(晚餐.宿)

D2 早餐／翠峰湖生態保護區／鳩之澤溫泉山莊-

中餐／蜂采館／羅東林業文化園區／17:00羅東

台灣之美旅行社：03-9533300

55 高雄市政府 龍盤狹谷知性遊(1日遊)

美麗島1號出口→左營高鐵彩虹市集→馬家公園→

燕巢 (採番石榴)→陳家古厝－午餐(社區風味餐)

→龍磐峽谷→阿公店水庫→左營高鐵→美麗島

德川國際旅行社：07-5375908

家樂福旅行社：07-8150600

燦星旅遊：07-3387228

九和旅行社：07-3338013

56 高雄市政府 林園濕地知性遊(1日遊)

美麗島1號出口→左營高鐵彩虹市集→林園濕地→

林園老街→頂林仔邊警察派出所→林園(午餐)/糠

榔掃把→林園綠色隧道→林園區漁會→左營高鐵

→美麗島

德川國際旅行社：07-5375908

家樂福旅行社：07-8150600

燦星旅遊：07-3387228

九和旅行社：07-3338013

57 高雄市政府
二仁溪漁筏生態體驗文化之旅(1日

遊)

捷運美麗島站－高鐵左營站－二仁溪漁筏生態體

驗－茄萣濕地－午餐－漯底山自然公園－戀戀蚵

仔寮門市－高鐵左營站－捷運美麗島站

德川國際旅行社：07-5375908

家樂福旅行社：07-8150600

燦星旅遊：07-3387228

九和旅行社：07-333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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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61 

62 

63 

58 高雄市政府 琉璃吊橋原民文化旅遊(1日遊)

捷運美麗島站－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造訪琉

璃吊橋－富谷灣(午餐)－茂林紫蝶步道─烏巴克

藝術工坊－捷運美麗島站

德川國際旅行社：07-5375908

家樂福旅行社：07-8150600

燦星旅遊：07-3387228

九和旅行社：07-3338013

59 高雄市政府
圓潭驛站 甲仙 天壇 貓巷 竹鼓表演

芋仔冰(1日遊)

捷運美麗島站－高鐵左營站－大田社區竹鼓表演

－甲仙商區-－午餐－甲仙貓巷－蓮花座天壇－圓

潭驛站－高鐵左營站－捷運美麗島站

德川國際旅行社：07-5375908

家樂福旅行社：07-8150600

燦星旅遊：07-3387228

九和旅行社：07-3338013

60 高雄市政府 海洋首都知性(1日遊)

美麗島站－高鐵左營站－前鎮漁港－海洋文化局

鮪魚魷魚笧業文物館－午餐－海洋探索館－旗津

天后宮－駁二藝術特區－高雄總圖書館－美麗島

德川國際旅行社：07-5375908

九和旅行社：07-3338013

61 高雄市政府 戀戀蚵仔寮‧漁村趣(一日遊)

（高雄市各飯店）→彌陀區漯底山自然公園→台

灣檜木生活館→午餐(當地海產大餐) →烏魚文化

館→援中港溼地公園→蚵仔寮漁港→梓官區漁會

(梓官漁會體驗：需付費/蚵仔寮現撈海鮮＋代

煮：需付費)

家樂福旅行社：07-8150600

燦星旅遊：07-3387228

九和旅行社：07-3338013

62 高雄市政府 燕巢棗樂趣(一日遊)

（高雄市各飯店）→阿公店水庫(大世界國際村、

大、小崗山、超峰寺)→金山社區→安招社區→安

(午餐：可在社區用餐) →太陽谷→養女湖→雞冠

山(又稱金山) →石頭廟(又稱「泰勞廟」) →大崗

山風景區→田寮月世界地景公園

家樂福旅行社：07-8150600

燦星旅遊：07-3387228

九和旅行社：07-333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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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63 高雄市政府 美濃‧原鄉體驗(二日遊)

Day 1：高鐵左營站→美濃原鄉緣→午餐(美濃地

方特產-如板條麵) →茂林‧烏巴克創意工坊→紫

斑蝶步道→六龜→十八羅漢山→夜宿溫泉旅館(溫

泉泡湯)

Day 2：浦來溪頭社戰道→寶來大橋檨仔林邊-體

驗農家趣(植物染、溫泉陶DIY、吃大灶飯、麵包

窯，美味Pizza和麵包、大灶生火等) →午餐→六

龜貓巷彩繪‧傘傘動人→逛甲仙老街→頂崁Q版神

明彩繪村→甲仙化石館

家樂福旅行社：07-8150600

燦星旅遊：07-3387228

九和旅行社：07-3338013

64 高雄市政府 蕉城‧田寮(二日遊)

Day 1：捷運左營站(搭高雄捷運到高雄火車站) →

旗山生活文化園區→「聖若瑟天主堂」、武德殿

→夜宿旗山

Day 2：田寮月世界→惡地步道→環湖步道→【泥

火山】咕嚕咕嚕冒著泥漿的泡泡→【五里坑】→

【石母乳、一線天、減肥洞】→【大南天福德

祠】→【大崗山夜景】(午/晚餐：田寮土雞城)

家樂福旅行社：07-8150600

燦星旅遊：07-3387228

九和旅行社：07-3338013

65 高雄市政府 蕉城．內門(二日遊)

Day 1：捷運左營站(搭高雄捷運到高雄火車站) →

旗山生活文化園區、「聖若瑟天主堂」、武德殿

→夜宿旗山

Day 2：內門紫竹寺→七星塔→內門紫雲宮吳公真

仙→雁門煙雨→木柵教會西拉雅文物館→308高地

→參觀真美火鶴花園→南海紫竹寺→內門順賢宮

→田寮月世界地景公園

家樂福旅行社：07-8150600

燦星旅遊：07-3387228

九和旅行社：07-333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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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8 

66 高雄市政府 輕軌輕旅‧浪漫愛河(一日遊)

捷運鹽埕埔站(o2)出口→鹽埕新樂街→午餐→(鹽

埕美味小吃)→駁二藝術特區→高雄展覽館→輕軌

輕體驗→愛河→MLD台鋁

九和旅行社：07-3338013

67 高雄市政府 海陸體驗‧雙層之愛(二日遊)

Day 1：捷運左營站(紅線)→捷運美麗島站→光之

穹頂→捷運鹽埕埔站(橘線)→駁二藝術特區→中

餐→打狗鐵道故事館→紅毛港文化園區→夜宿愛

河邊飯店

Day 2：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駁二藝術特區購票

搭乘雙層巴士→夢時代/草衙道

九和旅行社：07-333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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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70 

68 高雄市政府 旗津踩風(二日遊)

Day 1：捷運美麗島站(R10) →光之穹頂→捷運大

東站2號出口→大東文化藝術中心→鳳儀書院→鳳

山城隍廟→捷運鹽埕埔站→駁二藝術特區→鼓山

渡輪站→旗津渡輪站→夜宿旗津道酒店(或旗津公

園露營區)

Day 2：

行程(一)：旗津天后宮→旗后觀光市場→旗后砲

台→旗后燈塔→星光隧道→旗津海水浴場→貝殼

博物館→彩虹教堂→黃金海韻海珍珠→三烊窯(體

驗手拉胚捏陶DIY)→旗津渡輪站→鼓山渡輪站→

(紅9A公車至R4A捷運草衙站)大魯閣草衙道

行程(二)：旗津-新光碼頭（新旗航線）→新光碼

頭→高雄展覽館→高雄市立圖書總館→輕軌(可至

夢時代→捷運凱旋站)

九和旅行社：07-3338013

69 澎湖縣政府 探索七美、望安南海之美

桶盤嶼巡航：觀賞世界奇景–六角形柱狀玄武

岩、蓮花座。【望安嶼】素有蜜月島之美名～天

台山、仙人足跡、中社古厝。【七美嶼】有人說

七美是攝影者的獵影天堂-望夫石傳說、七美人

塚、鬼斧神工的巨獅、唯妙唯肖的小台灣岩脈、

雙心石滬。

123旅行社：06-927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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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2 

73 

70 澎湖縣政府 東海親水之旅

遨遊東海：員貝後山三大景點會移動的小島小富

士山。浮潛餵魚秀、低竿圍網、抱墩、野饅遊

戲、海膽區、野生海瓜子地區、體驗潮間帶的驚

奇。八合一水上活動V.S海釣，例：【香蕉船】

【拖曳圈】【海戰車】【超級曼波】【大力水

手】【搖擺飛船】【水上摩托車】【浮潛】；

【海釣】船讓您享受釣紅新娘、小石班、小河魨

…的快感，請試試您的好手氣囉！

123旅行社：06-9274456

71 澎湖縣政府 海洋牧埸歡樂遊

發現馬公港景之美：菊島之星、彩繪油桶、海洋

之母、港務大樓、媽宮古城、金龍頭、蛇頭山、

測天島。登平台親體驗：鬥海鱺、蹓花枝、炭烤

鮮蚵、卡拉OK無限歡唱~~

123旅行社：06-9274456

72 澎湖縣政府
菊島輕鬆GO 浪漫七美看海趣三天二

夜

店-勁爆北海之旅-吉貝新樂園水上活動園區（全

國最大吉貝黃金貝殼沙灘～七合一水上活動設施

不限次主題玩法

第２天：機車環島自由輕鬆遊

第３天：南海觀光碼頭-南海瑰麗二島（望安嶼、

七美嶼）+拜訪外婆的澎湖灣-潘安邦舊厝、市區

古蹟巡禮（開台首府天后宮．施公祠．萬軍井．

佳期旅行社：06-926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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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75 

76 

77 

73 澎湖縣政府 東海休閒一日遊

第一天 本島北環騎車自由行+觀音亭彩虹橋(陸上

花火秀)

第二天 東海潮間帶休閒一日遊+馬公古蹟之旅+中

正商圈

第三天 南海三島七美、望安、(桶盤)巡航

卡膜脈旅行社：06-9269030

74 澎湖縣政府 南海七美深度之旅

第一天 海洋牧場+南環(沙灘之旅)+露天BBQ炭烤

第二天 本島北環騎車自由行+觀音亭彩虹橋(陸上

花火秀)

第三天 南海七美深度之旅、藍洞巡航+中正商圈

卡膜脈旅行社：06-9269030

75 澎湖縣政府 吉貝水上歡樂行

第一天 海洋牧場(看海底珊瑚)+夜釣小管(海上花

火秀)

第二天 吉貝水上活動(八合一送浮潛)+本島北環

騎車自由行

第三天 馬公古蹟之旅+中正商圈(購物、小吃、伴

手禮 )

卡膜脈旅行社：06-9269030

76 澎湖縣政府 愛在吉貝

吉貝嶼是澎湖北方島嶼中最大的一個，地形兩大

特徵是平坦的玄武岩方山和大片的沙灘。尤其西

南方的白沙尾沙灘，柔白細緻，適合潛水、游

泳。吉貝嶼的沙尾海灣尤是名聞遐邇，一道長達

數千公尺的金黃色海灘，使人不禁有欲一親芳澤

的衝動。

俊鑫旅行社：06-927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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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提供國旅卡套裝旅遊行程表(I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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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編號 單位名稱 行程名稱 行程簡介 旅行社/聯絡電話

78 

79 

80 

81 

77 澎湖縣政府 愛在七美

【南海】由北往南航行，桶盤、虎井、望安、七

美等共四座較著名的島嶼，活動大部份以靜態的

風景參訪為主 ，譬如說桶盤有世界著名的玄武岩

景觀步道；虎井有二次世界大戰日軍將領山本五

十六偷襲珍珠港的前進指揮所與虎井沉城傳說；

望安有天台山的呂洞濱足跡與還有一處全世界保

持完整的三百年聚落古厝與漂亮的網垵口沙灘；

而七美有舉世聞名的雙心石滬，淒美愛情故事的

望夫石與鬼斧神工的大獅風景區....等美景。

俊鑫旅行社：06-9274666

78 澎湖縣政府 潮間帶海底尋寶趣

專業本地潮間帶探索專家，帶您探訪沈睡中的

魚、各式貝類、海參(膽)、海星、魚類、海葵，

以及每年都會出現的章魚哥、沙蝦、螃蟹、螺類

等海底生物可看可玩，只有在澎湖才能見到的

日、夜間奇景，一個美的令你讚歎的地方、純白

寧靜沙灘和無數美艷動人的小貝殼、等著您來發

掘探索。

俊鑫旅行社：06-9274666

79 澎湖縣政府 澎湖逍遙3日遊

吉貝水上活動、海洋牧場

七美專業浮潛

北環島
立行旅行社：06-9273427

80 澎湖縣政府 澎湖歡樂3日遊

東海休閒漁業

南海七美、望安二島

夜釣小管、北環島 立行旅行社：06-927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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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83 

81 澎湖縣政府 澎湖逍遙4日遊
吉貝水上活動、愛在七美專業浮潛、獨木舟跨

島、海洋牧場、南北環島
立行旅行社：06-9273427

82 澎湖縣政府 幸福漫活假期

第一天:本島北環+逛馬公市區

第二天:可自由選擇以下活動內容

1.海洋牧場+夜釣小管+隘門水上活動無限玩/2.七

美望安跳島看風景+吉貝來回船票/3.海底漫步+跳

水+浮潛/4.休閒漁業+水上活動/5.七美+藍洞

第三天:本島東、南環

幸福福爾摩沙旅行社：06-

9215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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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83 澎湖縣政府 設計旅行澎湖創意遊三日行

第一天:至漁市場體驗新鮮搶魚，買魚樂趣，活魚

隨船入港 →體驗魚拓製作，可書寫代客郵寄→快

樂品嚐新鮮活魚料理，至少四至五道新鮮澎湖海

鮮菜色第二天:登目斗嶼體驗碧海藍天黑石沙灘，

近距離接觸燈塔→登險礁，賞鳥，可踏水享受澎

湖唯二沙灘島→蟹籠捕魚去，體驗東海放置蟹籠

收捕海鮮驚喜→登澎澎灘欣賞燕鷗故鄉的島嶼→

澎澎灘手工麵包點心時刻，隱藏版手工麵包點心

品嚐→澎澎灘活魚蟹湯，辛苦的蟹籠體驗後，來

品嚐新鮮北海魚貨的魚湯料理吧→澎澎灘無人島

夕陽新體驗

第三天: 快樂出航前進花嶼(花嶼散步，制高點花

嶼燈塔攬勝，夫妻石，從花嶼寄明信片給自己)

→海鳥保護區大小貓嶼巡航萬年海蝕洞，海蝕平

台，萬隻燕鷗，玄武岩地景導覽→前進南方四島

東嶼坪(吃在地海鮮粥，海鮮麵，綠豆湯) →東嶼

坪巡禮，閩南式建築，石塔信仰，澎湖最美菜宅

梯田，東西嶼坪海灣美景→桶盤玄武岩

沿著菊島旅行社：06-926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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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84 澎湖縣政府

海豚灣假期

夏艷澎湖逍遙游

三天二夜

第１天：台灣本島機場→馬公機場→遊西嶼線北

環島之旅【跨海大橋、通樑古榕、風力大風車、

螃蟹博物館、大義宮、二崁古厝、大菓葉柱狀玄

武岩】~~夜釣小管~~

第２天：展開吉貝島2選1活動  A.【黃金沙灘水

上活動】：旋轉飛碟、海上戰車、搖擺快艇、衝

浪飛船、水上摩托車、拖曳圈、香蕉船、水上超

人、左右為難、滑水漢堡、不限次數無限暢玩。

獨家活動﹕動力浮潛（不用會游泳者皆可參加.安

全不費力）浮潛與魚共遊，放鬆你的身體與澎湖

淡藍的海水一起共遊。B.船遊北海之旅【目斗嶼

燈搭或姑婆&鐵砧嶼】 →澎湖特有名產品嚐參

觀、澎坊免稅商店、、馬公夜未眠~~

第３天：半潛艇遊青灣+海上浮台海洋牧場【趣味

釣海鱺餵食秀、碳烤鮮蚵、海鮮粥】→馬公市區

觀光巡禮.拜訪外婆的澎湖灣-潘安邦舊厝、開台

首府天后宮．施公祠．萬軍井．中央古街．四眼

井Q回程賦歸

海豚灣旅行社：06-922-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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