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縣市別 路線名稱 旅行社/電話 出發地
天數

 (小時)

最低

 出團人

數

集合地點 出發時間 行經路線

1
基隆市

新北市

基隆港、野柳、北海

岸半日遊

宏祥/02-25635313

東南/02-25713001

利代/02-25515805

臺北市 4小時 1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旅

遊服務中心、臺北松山機場
08:30 集合地點➜基隆市區(10分)➜中正公園➜觀音菩薩像(15分)➜野柳風景區（女王頭）(1小時)➜回程

2 新北市
三峽、鶯歌民俗藝術

觀光半日遊

宏祥/02-25635313

東南/02-25713001

利代/02-25515805

臺北市 4小時 1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旅

遊服務中心、臺北松山機場
13:00~14:00 集合地點➜三峽祖師廟(20分)➜三峽老街(40分)➜鶯歌陶瓷器工廠和展示中心(30分)➜鶯歌陶瓷街(30分)➜回程

3 新北市
烏來原住民部落巡禮

半日遊

宏祥/02-25635313

東南/02-25713001

利代/02-25515805

臺北市 4小時 1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

臺北松山機場
13:00~14:00 集合地點➜烏來搭乘台車(10分)➜烏來瀑布(30分)➜原住民舞蹈(1小時)➜經燕子湖➜酋長雕像(15分)➜回程

4 新北市
九份、東北角海岸觀

光半日遊

宏祥/02-25635313

東南/02-25713001

利代/02-25515805

臺北市 4小時 1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旅

遊服務中心、臺北松山機場
13:00~14:00 集合地點➜鼻頭角(20分)➜南雅風化石(20分)➜陰陽海➜經金瓜石➜九份老街(1.5小時)➜回程

臺北市內觀光半日遊

(上午出發)

宏祥/02-25635313

東南/02-25713001

利代/02-25515805

臺北市 3小時 1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旅

遊服務中心、臺北松山機場
08:00~09:00 集合地點➜忠烈祠(25分)➜故宮博物院(1小時)➜中正紀念堂(30分) ➜中國寺廟(20分)➜經總統府➜手工藝品中心(20分)➜回程

臺北市內觀光半日遊

(下午出發)

宏祥/02-25635313

東南/02-25713001

利代/02-25515805

臺北市 3小時 1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旅

遊服務中心、臺北松山機場
13：00~14：00 集合地點➜忠烈祠(25分)➜故宮博物院(1小時)➜中正紀念堂(30分)➜中國寺廟(20分)➜經總統府➜手工藝品中心(20分)➜回程

6 臺北市 臺北夜景觀光半日遊

宏祥/02-25635313

東南/02-25713001

利代/02-25515805

臺北市 3.5小時 1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旅

遊服務中心、臺北松山機場
18:00~18:30 集合地點➜蒙古烤肉(40分)➜龍山寺(30分)➜華西街觀光夜市(30分)➜臺北101大樓(40分)➜回程

7 臺北市
陽明山國家公園及溫

泉浴半日遊

宏祥/02-25635313

東南/02-25713001

利代/02-25515805

臺北市 4小時 1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旅

遊服務中心、臺北松山機場
13:00~14:00 集合地點➜陽明山國家公園(40分)➜北投溫泉浴(1小時)➜回程

8 臺北市
臺北古玩文藝巷弄漫

步一日遊
佳瑛/02-25016000 臺北市 8小時 2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高鐵臺北站、

臺北火車站
08:30

集合地點➜十分老街放天燈(40分)➜九份老街(1.5小時)➜光華玉市(週一至週五)或建國假日玉市(週六、日)(1小時)➜康青龍文藝街區商圈(1.5

小時)➜松山文創園區(1小時20分)➜回程

9 新北市
藍色水上．淡古情深

懷舊之旅
嘉華/02-22085577 新北市 9-10小時 2人成行

台北車站東三門、旅客住宿飯店

大廳
08:00~08:30

台北市區各飯店/北車東三門→淡水紅毛城(1小時)→漁人碼頭(1小時)→世界巧克力夢公園(1小時)→淡水老街(3小時)(可自由參加自費搭船或

單車)→回程

10 新北市
北海岸、野柳（朱銘

美術館）1日遊
怡容/02-89732973 臺北市 8小時 2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

高鐵臺北站、臺北松山機場
09:10

集合地點➜野柳風景區(1小時)➜朱銘美術館(1.5小時)〔星期一休館改走金山（金包里）老街巡禮〕➜富貴角燈塔公園➜三芝遊客服務中心暨

名人物館(40分)➜紅毛城/淡水老街(1小時)➜回程

11 新北市
金山溫泉養生樂活1日

遊
怡容/02-89732973 臺北市 8小時 2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

高鐵臺北站、臺北松山機場
09:10 集合地點➜獅頭山公園、燭臺雙峙(1小時)➜金山（金包里）老街(1小時)➜金山溫泉(2小時)➜回程

12 新北市
戀戀平溪十分幸福1日

遊
怡容/02-89732973 臺北市 8小時 2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

高鐵臺北站、臺北松山機場
09:10 集合地點➜菁桐老街(1小時)➜十分老街(40分)➜平溪老街(2小時)➜回程

13
新北市

宜蘭縣

東北角黃金海岸線1日

遊
怡容/02-89732973 臺北市 8小時 2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

高鐵臺北站、臺北松山機場
09:10

集合地點➜南雅奇岩(30分)➜鼻頭角遊憩區(30分)➜福隆遊客中心(1小時)➜三貂角燈塔(20分)➜北關觀潮(40分)➜外澳遊客中心(1小時)➜雪

山隧道➜回程

14
新北市

宜蘭縣

東北角海岸、金瓜

石、九份1日遊
怡容/02-89732973 臺北市 8小時 2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旅

遊服務中心、高鐵臺北站、臺北

松山機場

09:15
集合地點➜鼻頭角(20分)➜南雅風化石(20分)➜陰陽海➜黃金瀑布(30分)➜金瓜石、黃金博物館(1小時)（每月第一個星期一休館,適逢假日照

常開放,改星期二休館）➜九份老街(2小時)➜回程

宜蘭冬山河知性之旅1

日遊(臺北出發)
怡容/02-89732973 臺北市 8小時 4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

臺北松山機場
07:00~07:30 集合地點➜冬山河(2小時)➜鴨母船➜國立臺灣傳統藝術中心(1.5小時)➜回程

宜蘭冬山河知性之旅1

日遊(宜蘭出發)
怡容/02-89732973 宜蘭縣 8小時 4人成行

礁溪、宜蘭、羅東市區各飯店，

宜蘭火車站
08:00~08:30 集合地點➜冬山河(2小時)➜鴨母船➜國立臺灣傳統藝術中心(1.5小時)➜回程

宜蘭太平山自然之旅1

日遊(臺北出發)
怡容/02-89732973 臺北市 8小時 4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

臺北松山機場
07:00~07:30

集合地點➜中間解說站（昔日太平山索道的中點）➜白嶺巨木➜見晴雲海➜翠峰湖(1小時)➜太平山莊午餐(2小時)➜太平山蹦蹦車之旅（自

費）➜回程

宜蘭太平山自然之旅1

日遊(宜蘭出發)
怡容/02-89732973 宜蘭縣 8小時 4人成行

礁溪、宜蘭、羅東市區各飯店，

宜蘭火車站
08:00~08:30

集合地點➜中間解說站（昔日太平山索道的中點）➜白嶺巨木➜見晴雲海➜翠峰湖(1小時)➜太平山莊午餐(2小時)➜太平山蹦蹦車之旅（自

費）➜回程

17 宜蘭縣
龜山島賞豚啖海鮮1日

遊
喬登/02-27965696 臺北市 8小時 4人成行 臺北火車站東三門 08:20

集合地點➜蘭陽博物館（週三休館，改呂美麗精雕藝術館）(40分)➜烏石港海鮮料理（含午餐及自由活動）(1小時20分)➜頭城區漁會搭船賞

豚繞島(3小時)➜阿宗芋冰城(20分)➜宜蘭餅礁溪店(30分)➜回程

如遇船班停航時，則賞豚行程改泡湯：集合地點➜蘭陽博物館（週三休館，改呂美麗精雕藝術館）40分➜東森海洋溫泉泡湯＋海鮮美食午餐

（或森林風呂秘境裸湯＋烏石港海鮮料理午餐）3小時➜伯朗咖啡館外澳店（遠眺龜山島）40分➜阿宗芋冰城20分➜宜蘭餅礁溪店30分➜回

程

18 宜蘭縣
宜蘭文藝風情豐富行

二日遊

飛行家/02-

25623919
臺北市 2日 2人成行

1.台北車站西三門 2.台北市區飯店

大廳
08:30~09:00

第一天：台北車站西三門->清水地熱(1H)->天送埤車站(20分鐘)-> ->午餐【味珍香卜肉店】 ->三星蔥文化館(30分鐘)->羅東運動公園

(1H)->梅花湖(1.5H)->羅東夜市(1.5H)

住宿飯店：宜泰大飯店

第二天：羅東林業文化園區(1.5H)->宜蘭積木博學館 (3H)->午餐->宜蘭設治紀念館(20分鐘)->幾米公園(20分鐘)-> 湯圍溝溫泉公園(1H) ->

台北車站車站

*宜蘭設治紀念館每週一及每月最後一天休館

第二天：羅東林業文化園區(1.5H)->傳統藝術中心【威浪原味屋套餐】 (3H)->宜蘭設治紀念館(20分鐘)->幾米公園(20分鐘)-> 湯圍溝溫泉

公園(1H) ->台北車站車站

*宜蘭設治紀念館每週一及每月最後一天休館

19 宜蘭縣

探訪蘭陽田園、礁溪

溫泉、烏石港外澳一

日遊

佳瑛/02-25016000 臺北市 10小時 4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 08:00

集合地點➜三星蔥油餅DIY(50分)➜宜蘭幾米公園(40分)➜丟丟噹森林公園(30分)➜宜蘭文學館(10分)➜宜蘭風味餐(50分)➜烏石港魚貨中心

(30分)➜蘭陽博物館(50分)（每週三休館，改外觀拍照）(10分)➜外澳(30分)➜金車伯朗咖啡城堡下午茶自費(1小時) ➜礁溪湯圍溝公園足泡

(20分)➜礁溪形象商圈(50分)➜回程

20 宜蘭縣
蘇澳、南方澳文化美

食一日遊
健群/03-9283996 臺北市 8小時 4人成行

臺北火車站東三門、宜蘭市區各

飯店，羅東轉運站

臺北07:00~07:30

，宜蘭

08:00~08:30

集合地點➜白米木屐文化館約(2小時)➜南天宮（金媽祖）(30分)➜蘇澳冷泉(1小時)➜內埤海灘約(1小時)➜回程

21 桃園縣
開心農場 發現嘎色鬧

部落一日遊
雄獅/02-87939611 臺北市 8小時 4人成行

台北市區各飯店、台北火車站東

三門
08:30

集合地點➜大溪原住民文化會館(30分)➜嘎色鬧部落開心農場(3小時20分)➜復興吊橋(30分)➜基國派教堂文化館(30分)➜大溪老茶廠(50

分)➜回程

兩蔣主題遊程(臺北出

發)
漢星/03-4923025 臺北市 8小時 4人成行

臺北火車站東三門、臺北松山機

場
09:00 集合地點➜大溪陵寢(30分)➜慈湖陵寢(1小時)➜慈湖紀念雕塑公園(1小時)➜天御農場觀光花園(1小時)➜大溪老街(1小時)➜回程

兩蔣主題遊程(桃園出

發)
漢星/03-4923025 桃園縣 8小時 4人成行

中壢火車站、高鐵桃園站、桃園

國際機場
09:00

集合地點➜大溪陵寢(30分)➜慈湖陵寢(1小時)➜慈湖紀念雕塑公園(1小時)➜天御農場觀光花園(1小時)➜大溪老街(1小時)➜回程

六福村.小人國歡樂任

意遊-台北出發
漢星/03-4923025 臺北市 9小時 4人成行 台北火車站東三門 09:00 集合地點⇒六福村or小人國(二選一)(5小時)⇒大溪老街(1小時)⇒回程

六福村.小人國歡樂任

意遊-桃園出發
漢星/03-4923025 桃園縣 9小時 4人成行 桃園高鐵站8號門 09:00

集合地點⇒六福村or小人國(二選一)(5小時)⇒大溪老街(1小時)⇒回程

24 新竹縣
新竹內灣、全國義民

祭一日遊
新銳/02-21001986 臺北市

10~11小

時
4人成行 台北車站東三門 08:30

A. 行程：集合地點➜峇里會館尖石森林溫泉（泡湯自費）(4小時)➜數碼天空(2小時)➜內灣老街形象商圈(1.5小時)➜回程

B. 行程：集合地點➜峇里會館尖石森林溫泉（泡湯自費）(4小時)➜內灣老街(1.5小時)➜全國義民祭(1.5小時)➜回程

25 新竹縣

新竹風城人文采風1日

遊(平日成人1,000元，

假日成人1,200元，未

滿3歲兒童不佔位200

元)

怡容/02-89732973 臺北市 8小時 2人成行

臺北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台北

火車站、高鐵台北站、臺北松山

機場、新竹市區各飯店、高鐵新

竹站

09:10
集合地點→新竹玻璃工藝博物館1小時20分→新竹火車站、東門圓環1小時→世博臺灣館1小時20分→回程（新竹玻璃工藝博物館每週一及民

俗節日休館，改安排湖口老街）

26 苗栗縣
苗栗南庄客家風情1日

遊
怡容/02-89732973 臺北市 8小時 4人成行

臺北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臺北

松山機場、高鐵新竹站
07:30 集合地點➜高鐵新竹站➜蓬萊生態園區護魚步道(1小時)➜南庄老街巡禮(1小時)➜南庄午後悠閒巡禮(1小時)➜回程

27 苗栗縣
雪霸國家公園觀霧自

然風情二日遊
怡容/02-89732973 臺北市 2日 2人成行

臺北車站、台北市中心區飯店大

廳、高鐵台北站、高鐵新竹站
07:30

第1天

行程名稱：雪霸國家公園觀霧自然風情

行程內容：集合地點→新竹高鐵站→竹東小憩(20分鐘)→雪霸休閒農場午餐(1小時)→雪霸國家公園觀霧遊憩區(2小時)→雲海咖啡廳下午茶(1

小時)→晚餐時間(1小時)→農場簡介(1小時)→星光之夜(視當天氣候)→夜宿雪霸休閒農場

第2天

行程名稱：雪霸國家公園觀霧自然風情

行程內容： 晨喚→早餐(60分鐘)→野馬瞰山森林步道導覽(1.5小時)→農場午餐(60分鐘)→清泉張學良故居(40分鐘)→新竹高鐵站→台北火車

站

28 苗栗縣
花果香草．大湖一日

遊
華府/04-35027888 臺中市 10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飯店、高鐵臺中站、

臺中火車站
08：00~08：40

集合地點➜大湖酒莊＋草莓文化館(1小時)➜湖畔花時間(1.5小時)➜花露休閒農場＋精油防蚊液DIY(1.5小時)➜享用下午茶(30分)➜江記永安

囍餅店(30分)➜回程

29 苗栗縣
泰安泡湯、採果、

「客」美食之旅1日遊
喬登/02-27965696 台北市 8小時 4人成行 臺北火車站東三門 07:50

集合地點➜大湖採草莓（自費）（5-12非產季，非產季時改為大湖酒莊草莓文化館遊覽）(40分)➜雪霸國家公園汶水遊客中心(50分)➜泰安

錦水溫泉飯店（含午餐、泡湯及自由活動）(2小時50分)➜汶水老街(50分)➜回程

30 苗栗縣
穆斯林鄉野苗栗客家

風情
聯陽/02-25683456 台北市 8小時 4人成行

台北市中心各飯店大廳台北火車

站東三門、高鐵新竹站飯店大廳

08：00（台北)，

09：00（高鐵新

竹站）

集合地點➜苗栗客家圓樓(1小時) ➜苗栗城市規劃館(1小時)➜A.卓也小屋(午餐)；B.西湖渡假村享用午餐(1.5小時)➜苗栗客家文化園區(1.5小

時)➜回程

31 苗栗縣
香格里拉樂園．苗栗

一日遊
翰翔/04-35000888 臺中市 8-9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飯店、臺中火車站、

高鐵臺中站
08:00~08:40  集合出發➜客家圓樓(1小時) ➜明德水庫(水榭樓臺或薰衣草森林)(1小時)➜香格里拉樂園(3.5小時)➜好望角瞭望臺(30分)➜回程

武陵農場舒壓之旅(臺

北出發)
健群/03-9283996 臺北市 9-11小時 4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 07:00

集合地點（臺北）➜經宜蘭➜南山休息➜武陵農場➜午餐(30分)➜農莊文物館(1小時)➜茶莊(1小時)➜櫻花鉤吻鮭生態館(30分)➜醒獅園(1小

時)➜回程

武陵農場舒壓之旅(宜

蘭出發)
健群/03-9283996 宜蘭出發 9-11小時 4人成行

礁溪、宜蘭各飯店、宜蘭後火車

站、宜蘭轉運站
08:00 集合地點(宜蘭)➜南山休息➜武陵農場➜午餐(30分)➜農莊文物館(1小時)➜茶莊(1小時)➜櫻花鉤吻鮭生態館(30分)➜醒獅園(1小時)➜回程

33 臺中市
福壽山花果雲霧之旅

二日遊
喬登/02-27965696 臺北市 2日 2人成行 臺北火車站東三門 07:30

第1天

行程名稱：福壽山花果雲霧之旅

行程內容：集合地點→礁溪老爺酒店/礁溪天隆飯店(上車點)→宜蘭火車站(上車點)→茶之鄉(20分)→新南山商號(15分)→武陵富野渡假村自費

午餐(80分)→桃山瀑布步道【或可漫步台灣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週一休館)、茶莊、兆豐橋、觀魚台】(120分鐘)→入住福壽山農場(或梨山賓

館) 享用晚餐(晚餐後自由活動)

第2天

行程名稱：福壽山花果雲霧之旅

行程內容： 飯店早餐→後花園採果賞楓(季節性)(60分鐘)→漫步「天池區」(60分鐘)→飯店午餐→礁溪火車站(下車點)/品嚐宜蘭特色小吃、

採購伴手禮(20分)→回程

34 臺中市
麗寶樂園．后里一日

遊
翰翔/04-35000888 臺中市 8-9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飯店、臺中火車站、

高鐵臺中站
08:00~08:40 集合出發➜麗寶樂園-探索世界/馬拉灣水上樂園(二擇一)(4小時)➜后里馬場(1小時)➜月眉觀光糖廠(1小時)➜ 回程

35 臺中市 林家花園．臺中 華府/04-35027888 臺中市 3.5小時 2人成行
台中火車站、台中飯店大廳、高

鐵台中站
08:00~08:40 集合地點➜霧峰林家花園(40分)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30分) ➜臺中大都會歌劇院（戶外參觀）(10分) ➜國立臺灣美術館(40分) ➜回程

36 臺中市
高美濕地．台中一日

遊
華府/04-35027888 臺中市 9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大飯店、臺中火車

站、高鐵臺中站
13：00~13：40

集合地點➜大甲文化美食之旅(30分)➜芋頭酥DIY (1小時)➜高美濕地(30分)➜梧棲漁港(30分)➜望高寮夜景(30分)➜逢甲夜市(1.5小時)➜秋紅

谷(20分)➜回程

37 臺中市
客家酒莊．谷關一日

遊
華府/04-35027888 臺中市 10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飯店、高鐵臺中站、

臺中火車站
08：00~08：40

集合地點➜土牛客家文化館(1小時)➜石圍牆酒莊品酒及養生健康醋(40分)➜午餐(1小時)➜谷關泡湯(2小時)➜谷關溫泉文化館、溫泉公園(30

分)➜品嚐心型太陽餅(10分)➜回程

38 臺中市
東勢林場．新社一日

遊
華府/04-35027888 臺中市 9-10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飯店、臺中火車站、

高鐵臺中站
08:00~08:40 集合地點➜東勢林場(2小時)➜午餐(1小時)➜新社農場參觀(30分)➜安妮公主花園(1.5小時)➜白冷圳➜馬力埔彩繪小徑(30分)➜回程

39 臺中市
清境、梨山風華二日

遊
元帥/04-23015590 臺中市 2日 4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飯店、臺中火車站、

高鐵臺中站、清泉崗機場
08:00~08:40

第一天：集合地點➜埔里酒廠(20分鐘)➜清境農場、青青草原(1.5小時)➜午餐(1小時)➜武嶺眺望群山盡覽(30分)➜梨山賓館、1956祕密花園

導覽(1.5小時)➜晚餐➜欣賞樂團表演➜梨山賓館

第二天：福壽山天池、農場導覽(2小時)➜午餐(1小時)➜梨山文物陳列館(30分)➜合歡尖山風情、松雪樓眺望奇萊連峰(1小時) ➜清境國民賓

館觀景臺悠閒慢活賞景(30分)➜回程

40 臺中市
雙城傳奇 三義木雕 大

甲媽祖一日遊
元帥/04-23015590 臺中市 9-10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飯店、臺中火車站、高

鐵苗栗站、高鐵臺中站、清泉崗

機場旅服中心（清泉崗需加價150

元/位）

08:00~08:40
集合地點➜龍騰斷橋(20分)➜勝興車站(30分)➜臺灣十大觀光小城~三義〔木雕博物館(40分)/木雕老街(40分)/參觀鴨箱寶（木鴨DIY）(40分)

〕➜午餐➜觀賞油桐花(油桐花季)➜臺灣十大觀光小城~大甲（大甲鎮瀾宮(1小時)/大甲三寶巡禮(1小時)）➜台中港區藝術中心(30分)➜回程

41 臺中市
后豐鐵馬道、美術大

臺中1日遊
元帥/04-23015590 臺中市 10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大飯店、臺中火車

站、高鐵臺中站、清泉崗機場旅

服中心、臺中港（清泉崗需加價

150元/位、臺中港需加價250元/

位）

08:00~08:40
集合地點➜后豐鐵馬道單車行（花樑鋼橋、九號隧道）(1小時20分)➜泰安鐵道文化園區(30分)➜張連昌薩克斯風博物館(30分)➜中餐➜國立

臺灣美術館（美術園道）(30分)➜草悟廣場下午茶(50分)➜太陽餅DIY(50分)➜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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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南投縣
集集鐵道風情 天空之

橋一日遊
元帥/04-23015590 臺中市 9-10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大飯店、臺中火車

站、高鐵臺中站、清泉崗機場旅

服中心（清泉崗需加價150元/

位）

08:00~08:40
集合地點➜臺灣十大觀光小城~集集(1小時)➜集集鐵道風情➜祕密花園車埕(1.5小時)➜午餐➜水里蛇窯(1小時)➜天空之橋(30分)➜微熱山丘

(30分)➜南投觀光工廠(30分)➜回程

43 南投縣
溪頭妖怪森呼吸、小

半天遊憩一日遊
元帥/04-23015590 臺中市 9-10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大飯店、臺中火車

站、高鐵臺中站、清泉崗機場旅

服中心（清泉崗需加價150元/

位）

08:00-08:40 集合地點➜溪頭森林遊樂區(1.5小時)➜午餐➜松林町妖怪村(30分)➜小半天茶園(孟宗竹海、銀杏森林風光(50分)➜紫南宮(30分)➜回程

44 南投縣 潭情說畫映日月1日遊 元帥/04-23015590 臺中市 10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大飯店、臺中火車

站、高鐵臺中站、日月潭各飯

店、清泉崗機場旅服中心（清泉

崗需加價150元/位）

08:00~08:40
集合地點➜九蛙頭(九蛙疊像)(30分)➜向山遊客中心(40分)➜船遊日月潭（水社➜玄光寺➜伊達邵）(1小時)➜午餐➜伊達邵商圈巡禮(30分)➜

慈恩塔(30分)➜步道漫遊(20分)➜文武廟(1小時)➜回程

45
南投縣

嘉義縣

日月潭、阿里山、東

埔溫泉1日遊
元帥/04-23015590 南投縣 8小時 2人成行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7-11前停車

場、日月潭各飯店
09:00~09:30

A行程（雙數出團）：阿里山森林遊樂區➜玉山塔塔加鞍部(30分)➜夫妻樹(10分)➜午餐➜東埔溫泉泡湯(1小時)➜梅子夢工場(30分)➜向山遊

客中心(1小時)➜日月潭➜臺中

B行程（單數出團）：臺中➜向山遊客中心(1小時)➜梅子夢工場(30分)➜午餐➜東埔溫泉泡湯(1小時)➜夫妻樹(10分)➜玉山塔塔加鞍部(30

分)➜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入口

46 南投縣 霧上桃源、清境農場漫活1日遊元帥/04-23015590 臺中市 10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大飯店、臺中火車

站、高鐵臺中站、清泉崗機場旅

服中心（清泉崗需加價150元/

位）

08:00~08:40
集合地點➜埔里酒廠(30分)➜中台禪寺(30分)➜風味午餐➜清境農場（青青草原、觀山步道）(1小時40分)➜18度C巧克力工房(40分)➜鯉魚

潭風光(30分)➜回程

47 南投縣
水里蛇窯．埔里一日

遊
華府/04-35027888 臺中市 9-10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飯店、高鐵臺中站、

臺中火車站
08:00~08:40

集合地點➜水里蛇窯文化園區(1.5小時)➜午餐(1小時)➜車埕（木業展示館、林班道、車埕火車站）(1小時)➜桃米紙教堂(40分)➜中台禪寺

(40分)➜回程

48 南投縣
九族文化村．日月潭

一日遊
華府/04-35027888 臺中市 8-9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飯店、臺中火車站、

高鐵臺中站
08:00~08:40 集合出發➜九族文化村（午餐自理）(3.5小時) ➜日月潭纜車(20分)➜水蛙頭步道(30分)➜文武廟(1小時)➜回程

49 南投縣
日月潭‧布邵原鄉一日

遊
華府/04-35027888 臺中市 9-10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飯店、臺中火車站、

高鐵臺中站、日月潭地區各飯店
08:00~08:40

集合地點→雙龍部落(布農故事牆、原住民工藝DIY)(1.5小時)→部落原味午餐(1小時)→潭南部落(潭南森林小學、潭南天主堂、獵人之家)(1.5

小時)→伊達邵商圈(30分)→台中

50 南投縣
泰雅渡假村．埔里中

台一日遊
華府/04-35027888 臺中市 9-10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飯店、臺中火車站、

高鐵臺中站
08:00~08:40 集合出發➜廣興紙寮(40分)➜中臺禪寺(1小時)➜泰雅渡假村(午餐於園內)(3小時)➜國姓驛站(30分)➜回程

51 南投縣
牡丹幽境‧杉林溪一日

遊
華府/04-35027888 臺中市 9-10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飯店、臺中火車站、

高鐵臺中站
08:00~08:40

集合地點➜松林町妖怪村(30分)➜十二生肖彎(車上參觀)➜忘憂森林(1小時)➜午餐(1小時)➜杉林溪森林生態園區(2小時)➜回程 ※【忘憂森

林】若遇枯水期或接駁車停駛，則改至竹山觀光工廠參觀。 ※【杉林溪森林生態園區】3-4月可於杉林溪園區內觀賞牡丹花、水晶蘭、紫滕

，5月可觀賞杜鵑花。

52 南投縣
南投懷舊人文之旅1日

遊
嘉華/02-22085577 南投縣 12小時 4人成行 臺北火車站東一門、臺中朝馬站 07:00-07:30 集合地點➜集集車站(1小時)➜車埕車站(1小時)➜竹山天梯(1.5小時)➜竹山紫南宮(30分)➜寶島時代村(1.5小時)➜回程

53 彰化縣
鹿港風華再現、王功

潮間探索
元帥/04-23015590 臺中市 10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大飯店、臺中火車

站、高鐵臺中站、高鐵彰化站、

彰化市區各飯店、彰化火車站、

清泉崗機場旅服中心(清泉崗需加

價150元/位）

08:00~08:40
集合地點➜臺灣十大觀光小城~鹿港小鎮（龍山寺(1小時)／鹿港老街(1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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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彰化縣
進昌咖啡．愛荔枝一

日遊
華府/04-35027888 臺中市 9小時 2 人

1.台中火車站旅遊服務中心 2.高鐵

台中站6號出口旅遊服務中心 3.台

中市區各大飯店

1.08：00 2.08：

40 3.08：

00~08：40 (出發

時間對應集合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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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彰化縣

探索彰化-王功搭蚵

車、潮間帶生態、觀

光工廠

中盟/04-35007453 台北市 9-10小時 2人成行
台中火車站、台中飯店大廳、高

鐵台中站
08:00~08:40

集合出發→白蘭氏健康博物館／台灣玻璃館／緞帶王織帶文化園區(2小時)→午餐(1小時)→王功故事館(20分)→蚵藝文化館(20分)→潮間帶探

索(1.5小時)→回程

56 雲林縣
雲林文化薈萃、傳統

藝術精華 一日遊
元帥/04-23015590 臺中市 10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大飯店、臺中火車

站、高鐵臺中站、高鐵雲林站、

斗六火車站、清泉崗機場旅服中

心（清泉崗需加價150元/位）

08:00~08:40
集合地點➜板頭交趾剪粘藝術村(40分)➜北港朝天宮(40分)➜北港春生活博物館(60分)➜午餐➜雲林布袋戲文化館(30分)➜毛巾工廠參觀(30

分)➜頂溪里屋頂上的貓(30分)➜回程

57 雲林縣
探訪雲林生態濕地樂

園一日遊
翔麟/06-2656699 台南市 9小時 4人成行 雲林高鐵站、台南高鐵站 08:00-08:30

集合地點➜口湖遊客中心(45分)➜成龍濕地(40分)➜海口故事園區(1小時)➜馬蹄蛤主題館（午餐）(1小時40分)➜滯洪池(55分)➜鄭豐喜故居

(40分)➜北港朝天宮商圈(40分)➜回程

58 雲林縣
華山咖啡．劍湖山一

日遊
翰翔/04-35000888 臺中市 9小時 2人成行

台中火車站、高鐵台中站、台中

市區各大飯店

台中火車站08：

00、高鐵台中站

08：40、台中市

區各大飯店08：

00~08：40

集合地點➜蜜蜂故事館(40分)➜劍湖山世界（奔浪水樂園、小威海盜村、兒童樂園、摩天廣場）(4小時)➜華山咖啡廊道(1小時)➜回程

阿里山人文生態1日

遊-A行程
金建/07-2693678 嘉義市 9小時 2人成行

高雄/臺南/臺中/嘉義市區飯店、

火車站、高鐵站

高雄/臺南/臺中

07:00，嘉義09:00
集合出發→途經中埔.龍美→悠遊巴斯原住民風味餐→鄒族歌舞表演(120分鐘)→阿里山森林遊樂區(120分鐘)→返回

阿里山人文生態1日

遊-B行程
金建/07-2693678 嘉義縣 9小時 2人成行  阿里山遊客中心

AM04：

00/06:00~17：00

[視日出調整時間]

坐小火車看阿里山日出（自行活動）➜阿里山遊客中心，集合出發➜奮起湖老街(1小時)➜鐵支路便當➜隙頂二延平山賞雲瀑步道觀景平台

(40分)➜觸口（天長地久）(50分)➜回程

60 嘉義縣
故宮南院．嘉義一日

遊
華府/04-35027888 臺中市 9-10小時 2人成行

臺中市區各飯店、臺中火車站、

高鐵臺中站、高鐵嘉義站
08:00~08:40 集合出發➜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2小時)➜午餐(40分)➜檜意森活村(1小時)➜北門驛(30分)➜玉山旅舍咖啡(30分)➜回程

61 臺南市 南瀛人文生態1日遊 金建/07-2693678 臺南市 8小時 4人成行

臺南或高雄市區各大飯店、臺南

或高雄火車站、臺南或左營高鐵

站、高雄國際機場

AM09:00
集合地點➜鹽山(1小時)➜七股-黑面琵鷺生態中心（賞鳥季節為秋天到三月）/七股瀉湖(1小時)➜府城小吃/七股海鮮(自理)(1小時50分)➜康

那香不織布創意王國(2小時)➜北門.水晶教堂(20分)➜回程

62 臺南市
臺南古都、烏山頭1日

遊
金建/07-2693678 臺南市 8小時 4人成行

臺南或高雄市區各大飯店、臺南

或高雄火車站、臺南或左營高鐵

站

AM09:00
集合地點➜億載金城(1小時)➜德記洋行(30分)、安平樹屋(30分)➜府城小吃（自理）(2小時)➜烏山頭水庫、八田與一紀念館(1.5小時)➜新化

老街(1小時)➜立康中藥產業文化館(30分)➜回程

63 臺南市
關仔嶺溫泉美食、土

溝藝術村1日遊
金建/07-2693678 臺南市 8小時 4人成行

臺南市區各大飯店、臺南火車

站、高鐵臺南站
AM09：00

集合地點➜碧雲寺(1小時)➜水火同源奇景(1小時)➜關子嶺.享受溫泉美食(自費)(1.5小時)➜世界唯二的泥漿溫泉(2小時)➜後壁土溝藝術村(30

分)➜小南海(1小時)➜回程

64 臺南市
奇美博物館‧府城美食

，食在幸福一日遊
翔麟/06-2656699 台南市 10小時 4人成行 台南火車站.臺南巿區各飯店 08:00-08:30

9/9更新  集合地點➜延平郡王祠40分➜祀典武廟、大天后宮1小時➜虱目魚粥＋油條粥（午餐）40分➜奇美博物館2小時➜孔廟魅力商圈+美

食小吃點心（米糕、肉圓、蕃茄盤或牛奶紅豆冰）1小時➜臺南孔廟、武德殿50分➜赤崁樓50分➜回程

9/9前的行程(舊官網)集合地點→奇美博物館或四草綠色隧道或十鼓文化園區(1.5小時)→延平郡王祠(1小時)→午餐 台南虱目魚(30分)→赤崁

樓(1小時)→祀典武廟 (45分)→大天后宮(1小時)→台南孔廟(米糕專門、福記肉圓、莉莉或奇異果冰果室)(2.5小時)→回程

65 臺南市 臺南漫遊鹽鄉幸福999 翔麟/06-2656699 台南市 9小時 2人成行 臺南市區各飯店/臺南火車站 08:10

集合地點→四草紅樹林綠色隧道(1小時)→北門水晶教堂(40分)→錢來也雜貨舖(40分)→北門遊客中心(40分)→北門餐廳午餐(50

分)→井仔腳瓦盤鹽田(50分)→洪通故居或畫廊(40分)→七股鹽山(40分)→黑面琵鷺展示館(夏季版)或黑面琵鷺賞鳥亭(冬季版)(50

分)→ 回程。

66 臺南市
臺南西拉雅採果樂一

日遊
翔麟/06-2656699 台南市 9小時 2人成行 臺南市區各飯店、臺南火車站 08:00-08:30

集合地點➜江南渡假村午餐(2.5小時)➜玄空法寺(1小時)➜江家古厝(30分鐘)➜龜丹溫泉體驗泡腳區(30分)➜西拉雅採果樂(依季節不同)(1小

時)➜回程 *會依季節性的採果去做前後的行程調整。

67 臺南市
探索水晶、頑皮IN台

南1日遊
翔麟/06-2656699 台南市 7小時 4人成行 台南火車站.臺南巿區各飯店 08:00-08:30

集合地點➜臺灣鹽樂活村(30分)➜北門水晶教堂、北門遊客中心(1小時)➜洪通畫家畫展(35分)➜虱目魚粥（午餐）(45分)➜學甲慈濟宮商圈

陶瓷燒(55分)➜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2小時)➜鹽水橋南老街(30分)➜月津港文化園區(30分)➜八角樓(30分)➜品嚐鹽水意麵(40分)➜回程

68 高雄市 港都山海精華之旅 金建/07-2693678 高雄市 8小時 2人成行
高雄市區各大飯店、高雄火車

站、高鐵左營站、高雄國際機場
PM14:00

集合地點➜沿路簡介市政建設景觀➜搭渡輪前往旗津（旗后燈塔、旗后炮台、星空隧道）(2小時)➜牛樟芝農創館➜漁人碼頭/駁二藝術特區

(1小時)➜高雄小吃(自理)(20分)➜愛河(50分)➜六合夜市(50分)➜回程

69 高雄市
原住民文化、山川琉

璃吊橋1日遊
金建/07-2693678 高雄市 8小時 4人成行

高雄市區各大飯店、高雄火車

站、高鐵左營站、高雄國際機場
AM08：40 集合地點➜山川琉璃吊橋(2小時)➜享用原住民風味午餐(自費)(1.5小時)➜普羅旺斯-禮納里部落(2小時)➜六堆客家文化園區(1小時)➜回程

70 高雄市 夜遊國際港都半日遊 金建/07-2693678 高雄市 4小時 2人成行
高雄市區各大飯店、高雄火車

站、高鐵左營站、高雄國際機場
PM19:00 集合地點➜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30分)➜愛河搭乘愛之船(1小時)➜維格黃金菠蘿城堡(30分)➜六合夜市(30分)➜回程

71 高雄市
左營蓮池潭、佛光山

朝聖1日遊
金建/07-2693678 高雄市 8小時 2人成行

高雄市區各大飯店、高雄火車

站、高鐵左營站、高雄國際機場
AM09：00

集合地點➜沿路簡介市政建設地標景觀➜左營舊城(50分)➜蓮池潭（春秋閣、龍虎塔、孔廟）(1.5小時)➜體驗特色左營小吃（自費）(1小

時)➜佛光山(1小時)➜佛陀紀念館(2小時)➜回程

72 高雄市 左營蓮池潭半日遊 金建/07-2693678 高雄市 4小時 2人成行
高雄市區各大飯店、高雄火車

站、高鐵左營站、高雄國際機場
AM09:00 集合地點➜國家體育場(世運主場館)(10分)➜左營舊城(30分)➜蓮池潭（春秋閣、龍虎塔、孔廟(1小時)➜維格黃金菠蘿城堡(1小時)➜回程

73 高雄市
佛光山、澄清湖一日

遊
金建/07-2693678 高雄市 8小時 2人成行

高雄市區各大飯店、高雄火車

站、高鐵左營站、高雄國際機場
AM09:00

集合地點➜沿路簡介市政建設地標景觀➜佛光山佛陀紀念館(1.5小時)➜佛光山滴水坊（午餐）(1.5小時)➜澄清湖(2.5小時)➜維格黃金菠蘿城

堡➜回程

74 屏東縣
珊瑚礁島~小琉球1日

遊
金建/07-2693678 高雄市 10小時 4人成行

高雄市區各大飯店、高雄火車

站、高鐵左營站、高雄國際機場
AM09:00

集合出發➜專車送至東港碼頭搭乘快艇前往小琉球(30分)➜午餐海鮮小吃➜小琉球環島之旅(3小時)➜搭乘半潛水艇欣賞海底世界風光(30

分)➜返回東港碼頭(30分)➜回程

75 高雄市
私藏高雄山城最美一

日遊
今喜/07-3135687 高雄市 9小時 2人成行

高雄市區各大飯店、高雄火車

站、高鐵左營站
08:20~09:10

集合地點➜美濃文創中心(1小時)➜東門樓(20分)➜李家油紙傘DIY(1小時)➜美濃客家小吃餐(1小時)➜美濃民俗村(1小時)➜杉林大愛園區(貓

頭鷹村)(1小時)➜旗山老街(2小時)➜回程

76 高雄市 鳳山義大趣味一日遊 大樂/072418585 高雄市 8-9小時 4人成行
高雄市區各大飯店、高雄火車

站、高鐵左營站
AM09:00

A行程：集合地點➜鳳山知性半日遊（衛武營文化藝術中心、鳳儀書院、大東文化藝術中心）(2.5小時)➜義大遊樂世界（不含門票）(4.5小

時)➜回程

　

B行程：集合地點➜鳳山知性半日遊（衛武營文化藝術中心、鳳儀書院、大東文化藝術中心）(2.5小時)➜義大購物中心(2.5小時)➜大樹舊鐵

橋溼地公園、三和瓦窯(1.5小時)➜回程

77
高雄市

屏東縣

三地門藝術部落探

尋、內門宋江民俗藝

術文化采風1日遊

大樂/072418585 高雄市 7-8小時 4人成行
高雄市區各大飯店、高雄火車

站、高鐵左營站

08：30高雄市區

飯店，08：40高

雄火車站，09：

00高鐵左營站

集合地點➜地磨兒部落藝術村(2小時)➜午餐(50分)➜內門－全國大專創意宋江陣頭大賽(2小時)〔若無活動時則改去內門紫竹寺、旗山老街（

旗山－香蕉的故鄉）〕➜回程(行程結束送高雄市區飯店或左營高鐵站，搭高鐵請訂18:30以後的車票)

78 高雄市 茂林舞蝶一日遊 大樂/072418585 高雄市 8-9小時 4人成行
高雄市區各大飯店、高雄火車

站、高鐵左營站
09:00

11~3月 :

集合地點➜茂林紫斑蝶季與3D動畫蝴蝶館(1小時40分)➜午餐(1小時)➜多納高吊橋(45分)➜龍頭山遊憩區(45分)➜蛇頭山觀景臺(30分)➜多那

部落遊(1.5小時)➜美濃市區觀光(1.5小時)➜回程

4~10月 :

集合地點➜美濃市區觀光(1.5小時)➜神威天台山(30分)➜午餐(1小時)➜多納高吊橋(45分)➜龍頭山遊憩區(45分)➜蛇頭山觀景臺(30分)➜多那

部落遊(1.5小時)➜回程

79
高雄市

屏東縣

佛陀紀念館、大鵬灣

國家風景區、東港迎

王祭典繽紛故事1日遊

大樂/072418585 高雄市 8~9小時 4人成行
高雄市區各大飯店、高雄火車

站、高鐵左營站
AM09:00

集合地點➜佛光山佛陀紀念館(1小時40分)➜廟口小吃午餐(50分)➜東隆宮尋訪迎王祭活動準備（東港迎王祭體驗民俗信仰文化每三年一科舉

辦）(1小時)➜大鵬灣國家風景區：鵬灣大橋、軍事基地、崎峰濕地(2小時)（亦可自費搭乘環湖船或參與小型賽車體驗）➜林邊鄉苦伕寮社區

(1小時)→回程

80 屏東縣
恆春半島東海岸線半

日遊
屏東/08-8882900 屏東縣 4小時 1人成行

墾丁地區各飯店、屏東客運恆春

轉運站
08：00-08：30 集合地點➜港口吊橋(20分)➜龍磐公園(20分) ➜台灣最南點(40分)➜鵝鑾鼻(1小時)➜貝殼砂島(20分)➜船帆石(20分)➜回程

81 屏東縣
恆春半島西海岸線半

日遊
屏東/08-8882900 屏東縣 4.5小時 1人成行

墾丁地區各飯店、屏東客運恆春

轉運站
13：30-14：00

集合地點➜﹝A.海生館(2.5小時)﹞或﹝B.紅柴坑半潛艇(1小時)➜ 白沙(1小時)﹞➜貓鼻頭(20分)➜關山(20分)➜回程（回程依冬令、夏令日落

時間不同有所調整）

註：旅客可 (A.海生館)或(B.紅柴坑及白沙) 擇一參加。半潛艇航行30分。

82 屏東縣
恆春半島全島旅遊線

一日遊
屏東/08-8882900 屏東縣 8.5小時 1人成行

墾丁地區各飯店、屏東客運恆春

轉運站
08:00

集合地點➜港口吊橋(20分)➜龍磐公園(20分)➜ 最南點(40分)➜鵝鑾鼻(1小時)➜貝殼砂島(20分)➜船帆石(20分)➜午餐(1.5小時)➜﹝A.海生館

(2小時30分)﹞或﹝B.紅柴坑半潛艇(1小時)➜ 白沙(1小時)﹞➜貓鼻頭(20分)➜關山(20分)➜回程（回程依冬令、夏令日落時間不同有所調整）

註：旅客可 (A.海生館)或(B.紅柴坑及白沙) 擇一參加。半潛艇航行30分。

83 屏東縣
恆春古城溫泉巡禮半

日遊
屏東/08-8882900 屏東縣 4.5小時

2人成行

105.10.2

6改(原4

人成行)

屏東客運恆春轉運站／墾丁地區

各飯店
16:00-16:30 集合地點➜古城東門(10分)➜福安宮(40分)➜四重溪溫泉（茴香戀戀溫泉會館） (2小時40分)➜回程

84 屏東縣
墾丁海陸體驗線半日

遊
屏東/08-8882900 屏東縣 4小時 1人成行

墾丁地區各飯店、屏東客運恆春

轉運站
13：3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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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沙(45分)➜貓鼻頭(20分)➜關山(20分)➜回程

85 屏東縣 愛上屏東一日遊 今喜/07-3135687 高雄市 9~10小時 2人成行
高雄火車站、左營高鐵站、市區

飯店大廳
08:20~09:10

集合地點➜六堆客家文化園區(1小時)➜八大森林樂園(1小時)➜古樓部落廚房午餐(1小時)➜林後四林平地森林園區(1小時)➜萬金聖母聖殿(30

分)➜萬巒豬腳街(30分)➜回程

86 屏東縣
玩樂東墾丁一日遊(高

雄出發)
今喜/07-3135687 高雄市 9-10小時 4人成行

高雄市區飯店、高雄火車站、高

雄左營高鐵
08:20~09:10

集合地點➜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1.5小時)➜小墾丁渡假村午餐(1小時)➜樂遊渡假村(1小時)➜佳樂水風景區(50分)➜風吹沙觀海景(30分)➜臺

灣最南端(40分)➜回程

87 花蓮縣
花蓮太魯閣峽谷觀光1

日遊

宏祥/02-25635313

東南/02-25713001

利代/02-25515805

臺北市 11小時 1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松山機場 06:00~07:00
集合地點➜專車送往臺北松山機場➜搭機前往花蓮➜乘車參觀太魯閣國家公園（長春祠(10分)、燕子口(10分)、九曲洞途經、大理石橋、天

祥(15分)）大理石工廠(30分)➜七星潭➜石雕公園(20分)➜花蓮火車站➜回程

88 花蓮縣
太魯閣峽谷景觀半日

遊

明利/02-

25602780/03-

8466898

花蓮縣 6小時

1人成行

(外語4人

成行)

花蓮市區各飯店、花蓮火車站旅

遊服務中心、花蓮機場旅遊服務

中心

10:30
集合地點➜燕子口步道(30分)➜天祥午餐自理(50分)➜慈母橋(20分)➜長春祠(30分)➜名產巡禮(20分)➜七星潭風景區(30分)➜回程（以上景

點會依管制狀況，略為變動）

嘉義縣59



89 花蓮縣
太魯閣峽谷景觀1日遊

(花蓮出發)

明利/02-

25602780/03-

8466898

花蓮縣 8小時

1人成行

(外語4人

成行)

花蓮市區各飯店、花蓮火車站旅

遊服務中心
08:00

集合地點➜崇德遊憩區眺望清水斷崖(40分)➜布洛灣臺地(30分)➜燕子口步道(30分)➜天祥午餐(1小時)➜長春祠(30分)➜名產巡禮(20分)➜七

星潭風景區(30分)➜回程（以上景點會依管制狀況，略為變動)

90 花蓮縣
太魯閣峽谷景觀1日遊

(臺北出發)

明利/02-

25602780/03-

8466898

臺北市 14小時

1人成行

(外語4人

成行)

臺北火車站 07:00
自行從台北搭台鐵出發➜欣賞北迴鐵路風光➜花蓮火車站➜集合地點－花蓮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燕子口步道(30分)➜天祥午餐(50分)➜慈

母橋(20分)➜經九曲洞➜長春祠(30分)➜七星潭風景區(30分)➜回程

91 花蓮縣
陽光綠意迎風趣半日

遊

明利/02-

25602780/03-

8466898

花蓮縣 6小時 4人成行 花蓮火車站、市區飯店大廳 12:30
集合地點➜樹皮貓頭鷹DIY（自費，每週二公休）或漫遊鯉魚潭(50分)➜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公園騎鐵馬(1小時)➜花蓮糖廠(20分)➜馬太鞍濕地

(20分)➜回程

92 花蓮縣 知性之旅半日遊

明利/02-

25602780/03-

8466898

花蓮縣 4小時 2人成行
花蓮市區各飯店、花蓮火車站旅

遊服務中心

8:00 / 13:00 兩班

次
集合地點➜慶修院(20分)（週一休館，改東華大學）➜鯉魚潭風景區(30分)➜夢幻湖(30分)➜舊酒廠創意文化園區(30分)➜回程

93 花蓮縣
海洋公園主題樂園1日

遊

明利/02-

25602780/03-

8466898

花蓮縣 8小時 1人成行
花蓮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花蓮市

區各飯店
08:00 集合地點➜海洋公園園區內暢遊、午餐（自理）(7小時30分)➜回程

94 花蓮縣
兆豐農場生態之旅1日

遊

明利/02-

25602780/03-

8466898

花蓮縣 9小時 2人成行
花蓮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花蓮市

區各飯店
08:00 集合地點➜鯉魚潭30分鐘➜新光兆豐休閒農場（午餐自理）(6小時)➜回程

95 花蓮縣 花東縱谷漫遊1日遊

明利/02-

25602780/03-

8466898

花蓮縣 9小時 2人成行

花蓮市區各飯店、花蓮火車站旅

遊服務中心、花蓮機場旅遊服務

中心

08:00
集合地點➜經兆豐農場➜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40分)（週一部份休館）➜富源蝴蝶谷森林遊樂區(1.5小時)➜午餐（附贈便當）、瑞穗牧場(50

分)➜花蓮觀光糖廠(30分)➜經兆豐農場➜回程

96 花蓮縣 六十石山縱谷美之旅 喬登/02-27965696 花蓮縣 9小時 2人成行
花蓮火車站前曾記米麻糬(國聯一

路79號)
08:30

集合地點➜鯉魚潭(40分)➜瑞穗牧場(30分)➜六十石山（百年茄苳樹、黃花亭、臺灣小瑞士、鐵掌櫃金針花特色午餐）(2小時)➜光復糖廠(30

分)➜雲山水(20分)➜回程

97 臺東縣
臺東玉長公路南環線

一日遊
翔天/089-355439 臺東縣 8小時 2人成行

臺東新站出口、豐年機場出口、

臺東市區飯店、知本區飯店
08:00

集合地點➜卑南文化公園(30分)➜高臺茶園(40分)➜富里百年教堂(10分)➜羅山有機村（羅山瀑布、大魚池、泥火山、有機豆漿）(50分)➜玉

長隧道➜烏石鼻漁港(1小時)➜東管處(20分)➜泰源幽谷賞彌猴(30分)➜東河橋（肉包一顆）(30分)➜水往上流(20分)➜加路蘭遊憩區(20分)➜

回程

98 臺東縣 臺東市區1日遊 翔天/089-355439 臺東縣 8小時 2人成行
臺東新站出口、豐年機場出口、

臺東市區飯店、知本區飯店
08:00

集合地點➜臺東海濱公園（戶外藝術空間+鐵馬）(1小時)➜鐵道藝術村(50分)➜杉原護漁區(50分)➜加路蘭遊憩區(30分)➜卑南大圳水利公園

(30分)➜卑南文化公園(30分)➜回程

99 臺東縣 縱谷龍田單車1日遊 翔天/089-355439 臺東縣 8小時 2人成行
臺東新站出口、豐年機場出口、

臺東市區飯店、知本區飯店
08:00

集合地點➜卑南文化公園(20分鐘)➜冰鳩冰品（國宴冰品）(15分鐘)➜山豬園牧場品咖啡(50分鐘)➜土地公廟、百年榕樹(10分鐘)➜台9線綠

色隧道(15分鐘)➜二層坪水橋(20分鐘)➜鹿野午餐（自理）➜布農部落(1小時)➜高臺茶園(30分鐘)➜單車遊日本移民村~龍田村(1小時)➜阿

美麻糬(30分鐘)➜回程

100 澎湖縣 澎湖悠閒之旅半日遊 鄉村/06-9263186 澎湖縣 5.5小時 2人成行 馬公各飯店、馬公機場 12:00
集合地點(12:00)➜馬公午餐(60分)➜澎湖國家風景管理區(40分))➜二崁古厝(50分)➜大菓葉玄武岩(30分)➜跨海大橋(20分)➜通梁古榕(20

分)➜風櫃宮廟祈福-山水沙灘(30分)➜風櫃聽濤(30分)➜蛇頭山風雲(50分)➜回程

101 金門縣
金門-小金門生態采風

半日遊
鄉村/06-9263186 金門縣 4小時 2人成行 尚義機場、金城車站、水頭碼頭 08:00

集合地點(08:00)➜水頭碼頭搭船(15分)➜九宮碼頭-風雞的故鄉小金門列嶼采風（麒麟山公園、鐵漢堡、蓮湖、紅土溝、湖井頭、西口風雞北

風爺、列嶼文化館、八達樓子、竹葉貢糖、陽山公園毋忘在莒）(3小時)➜風味午餐(40分)➜九宮碼頭搭船(15分)➜水頭碼頭➜回程

102 連江縣
海上桃花源-閩東風情

北竿1日遊
怡容/02-89732973 連江縣 8小時 4人成行

北竿碼頭/北竿機場/北竿飯店、民

宿
09:00 集合地點→橋仔漁村(漁業展示館) (40分鐘)→芹壁閩東古厝(60分鐘)→壁山觀景(30分鐘)→大后山戰爭和平紀念館(60分鐘)→回程

103 環島
環島深度自由行~遊你

的精采5日遊
創新/02-77298897 環島 5日 2 人

台北火車站東三門口、台北市區

特約飯店門口
AM08:00~08:30

第一天：集合地點➜九份老街(1.5小時)➜野柳地質公園午餐(2小時)➜淡水漁人碼頭(1小時)➜淡水紅毛城(1小時)➜台北。

第二天：日月潭午餐➜搭船遊湖（水社、玄光寺）(2小時)➜向山自行車（同心橋、天空步道）(2小時)➜日月潭。

第三天：墾丁國家公園午餐➜船帆石(20分)➜砂島(30分)➜鵝鑾鼻燈塔(1.5小時)➜墾丁。

第四天：卑南文化公園(1小時)➜小野柳午餐➜水往上流(20分)➜東河肉包➜東管處（阿美族民俗中心) (30分)➜花蓮。

第五天：太魯閣國家公園（牌樓．太管處）(40分)➜燕子口(1小時)➜布洛灣(1小時)➜台灣牛牛肉麵午餐➜長春祠(1小時)➜清水斷崖(20分)➜

轉乘區間火車（和平站至蘇澳新站）(37分)➜台北➜回程。

104 環島 五天四夜5星環島遊
宏祥/02-25635313

環島 五日 1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

臺北松山機場
08:00~09:00

第一天：集合地點➜文武廟35分➜伊達邵1小時➜慈恩塔1小時➜玄奘寺35分➜日月潭

飯店：日月潭 雲品酒店(山景房) (五星級)

第二天：佛光山佛陀紀念館2小時➜六合夜市1小時➜愛河夜景20分➜高雄

飯店：高雄 漢來大飯店 (五星級)

第三天：貓鼻頭40分➜鵝鑾鼻燈塔50分➜臺東知本

飯店：台東知本老爺大酒店 (五星級)

第四天：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2小時10分➜水往上流15分➜花蓮

飯店：太魯閣 晶英酒店 (五星級)

第五天：太魯閣國家公園➜慈母橋20分➜燕子口30分➜長春祠30分➜砂卡礑步道45分➜大理石工廠1小時➜清水斷崖20分➜回程

105 環島
一點一線．自在環島8

日遊
喬登/02-27965696 環島 八日 2人成行

臺北市區各飯店、臺北火車站、

高鐵臺北站、臺北松山機場
依各行程不同

第一天(一點)：北海岸、野柳(朱銘美術館)一日遊

09:10集合地點➜野柳風景區(1小時)➜朱銘美術館(1.5小時)〔星期一休館改走金山（金包里）老街巡禮〕➜富貴角燈塔公園➜三芝遊客服務

中心暨名人物館(40分)➜紅毛城/淡水老街(1小時)➜回程

住宿：1.福泰桔子(西門館) 2.西悠飯店(台北館) 3.台北樂客商旅 或同等級

第二天(一線)：06：45集合地點➜09：40台中高鐵烏日站*(無旅客時不停靠)➜集合後發車前往南投日月潭➜:日月潭水社碼頭商圈(大約11:30

左右抵達)旅客自行遊湖用餐(2.5小時)14：00日月潭水社碼➜發車前往埔裡酒廠(30分)➜15:40台中高鐵烏日站 (含單程高鐵票)➜抵達高雄左

營高鐵站

住宿：1.捷絲旅高雄中正館 2.康橋商旅 六合夜市中正館 或其他同等級

第三天(一點)：港都山海精華之旅一日遊

14:00集合地點➜沿路簡介市政景觀➜過港隧道➜旗津（旗后燈塔、旗后炮台、星空隧道）(2小時)➜高捷美麗島站(20分)➜駁二藝術特區/漁

人碼頭(1小時)➜婆婆冰（自理）(20分)➜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西子灣(50分)➜愛河(50分)➜凱旋夜市(50分)➜回程

住宿：1.捷絲旅高雄中正館 2.康橋商旅 六合夜市中正館 或其他同等級

 

第四天(一線)：09:30集合地點➜竹田美崙村彩繪老街（或萬金聖母教堂）(30分)➜東港東隆宮(1小時)➜大鵬灣(40分)➜車城福安宮(20

分)➜15:00墾丁（南灣／墾丁大街／小灣／船帆石）

住宿：1.福賓別館 2.匠棧旅店 3.春品渡假民宿或其他同等合法民宿

第五天(一點)：恆春半島全島旅遊線1日遊（屏東）

08:00集合地點➜港口吊橋(20分)➜龍磐公園(20分)➜鵝鑾鼻(1小時含門票)➜貝殼砂島(20分)➜船帆石(20分)➜供午餐(1.5小時)➜海生館(2小

時10分含門票)➜貓鼻頭(20分)➜關山(20分)➜回程（回程依冬令、夏令日落時間不同有所調整）

第六天(一線)：08:30~09:00集合後發車前往花蓮➜卑南文化公園(或多良車站)(20~30分)➜午餐池上飯包文化故事館(贈送池上飯包) (40~60

分)➜伯朗大道(或高臺茶園)(40~60分)➜北回歸線標誌(瑞穗)(10分)➜瑞穗牧場(或花蓮糖廠)(30~40分)➜雲山水(或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週一

休館)(30~40分)➜花蓮火車站(大約19:00左右抵達)

以上行程景點視季節天氣及當日交通會略為變動，以當天實際行駛及狀況為準
*內容如有變動請查詢「台灣觀巴」網站 http://www.taiwantourbus.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