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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簡介： 

第一天 台中→崎頂子母隧道→享用午餐→鶯歌老街→士林夜市(晚餐自理)→入住成旅晶贊 蘆

洲館 

0900 台中出發 

 國道沿途風光(中途休息站小憩) 

1030-1130 ．崎頂子母隧道 

崎頂一、二號隧道是苗栗縣唯一兩座相連雙軌鐵路隧道，採用洋灰磚

（水泥磚）砌成的洞門設計，造型簡單、氣派；隧道內襯上半部的圓

拱採用紅磚襯砌，下半部的側壁則延續運用水泥磚襯砌。坑內牆壁可

見油煤灰的痕跡；一號隧道南口牆面上更零亂散布的著許多不平整的

小坑洞，據傳為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盟軍飛機追擊火車留下的痕跡。

依遺跡保留完整，民國 94 年公告登錄為苗栗縣歷史建築。隧道及周邊環境經整理後，

重新打造成崎頂隧道文化公園。 

1200-1300 預計於 大楊梅鵝莊用餐 (3,100/桌) 

1330-1700 ．鶯歌老街玩陶趣 ※導覽+手拉坏 DIY(燒窯、寄送運費另計) 

陶瓷藝術，是東方人的文化瑰寶。從中國到日本、台灣，而鶯歌正是台灣的景德鎮，我

們的陶都。這條古街道，早在 200 年前，就因為尖山埔一帶居民，以具有黏性的田土，

加上容易取得的柴薪雜草、煤礦資源，還有不斷發展的水路交通，與日據時期的設窯生

產，使得鶯歌窯業從此註定為台灣的陶藝文化，帶來恆遠的影響。鶯歌尖山埔街、育英

街與重慶街所形成的街廓，不僅成了名符其實的老街，也曾是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設

定的三大產業商圈之中，最為成功的一個代表。 

1800-1930 ．士林夜市 ※晚餐於此自理 

士林夜市為臺北市最具規模的夜市之一，以陽明戲院及慈誠

宮為中心，包含了文林路、大東路、大南路等熱鬧街市集結

而成，其中士林市場早在民國前二年即已興建，以各種傳統

小吃聞名國內外，許多觀光客皆慕名而來，像是大餅包小餅、

石頭火鍋或是士林大香腸等，更是已經成為美食地標，無人

不曉。 

2000 ．Check in～成旅晶贊 蘆洲館 

 晚間自由活動時間，可使用飯店內設施，準備明日出遊~。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敬請自理   宿：成旅晶贊 蘆洲館 

 

《◎行程上時間僅供參考，會因路況或車潮等因素略為調整，敬請見諒》 

《飯店餐廳以確認當時的預約狀況為主，如遇預約客滿，將進行溝通協調或更換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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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飯店→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 101 商圈(特別安排於鼎泰豐享用午餐)→返回台中 

 悠閒享用美味早餐或使用飯店設施 

0900 辦理 check-out 

0930-1130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宮收藏的文物珍寶，是舉世聞名的文化資產，從帝王收藏

到全民共有，傳承有序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其收藏品的

年代幾乎囊括了整個中華文化五千餘年未曾中斷的歷史，在

世界文明史上獨一無二。博物院內 60 多萬件收藏品中，大

多數是昔日中國皇室的收集品，皇室的收藏則始自 1000 多

年前的宋朝。 

※週一公休。 

1200-1330 預計於台北 101 鼎泰豐享用晚餐 (500 元套餐/人) 

1330-1530 ．台北 101 商圈 ※含觀景台門票 

TAIPEI 101 座落於台北最菁華地段，是國內建築界有史以來最

大的工程專案。該專案主要由國內十四家企業共同組成的台北

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與國內外專業團隊聯手規劃，並由國

際級建築大師李祖原精心設計，超越單一量體的設計觀，以中

國人的吉祥數字「八」（「發」的諧音），作為設計單元。每八層

樓為一個結構單元，彼此接續、層層相疊，構築整體。在外觀

上形成有節奏的律動美感，開創國際摩天大樓新風格。 

1800 帶著滿滿的回憶，返回台中～ 

 

早餐：飯店提供 午餐：鼎泰豐 晚餐：敬請自理 

《◎行程上時間僅供參考，會因路況或車潮等因素略為調整，敬請見諒》 

《餐廳以確認當時的預約狀況為主，如遇預約客滿，將進行溝通協調或更換同級》 

※【每人團費】  

★每車滿 18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16 人) 

▶平假日(週一不適用) 

每人團費 佔床 

 

 不佔床 

雙人房 NT6,594/US220 滿 6 歲~未滿 12 歲 NT5,694/US190 

三人房 NT6,594/US220 滿 3 歲~未滿 6 歲 NT5,094/US170 

四人房 NT6,394/US213 
未滿 3 歲 

(僅保險+車資) 
NT2,800/US93 

※滿 6 歲以上建議佔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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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說明】： 

1.全程遊覽車 2 天車資（含司機小費、過路費、停車費、稅金）（依最終成團人數指派遊覽車型）。 

2.領團費。  

3.餐費（1 早 2 午 0 晚）。 

※若不滿 10 人要開 1 桌請補足開桌的差價，素食報價另計。 

4.門票（鶯歌陶瓷 DIY＋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 101 觀景台）。 

5.住宿（成旅晶贊 蘆洲館）。 

6. 200 萬履約責任險(附加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此價格以明年 3 月(非連續假日，3/1 不適用)出發為報價，並以每車 16 人估價，如遇人數不足需補足車資

差額，其實際旅遊總費用依甲方實際參團人數、用車數、餐食人數、景點行程門票張數為計算(實支實付)。 

 

 

 

 

 

 

 

 

 

 

 

 

 

 

 

 

 

 

 

 



 

 

 

雄獅旅遊 www.liontravel.com 團體旅遊、機票、航空自由行、環遊世界、旅館、國內旅遊、訂房 
雄獅旅遊 寶獅旅行社-林宗翰 服務專線 TEL：06-2092022‧   FAX：06-209-4766 台南市林森路一段 395 號 10F 

 

◎行程簡介： 

第一天 台中→卓也小屋 DIY&午餐→勝興車站→三義木雕博物館→入住 泰安觀止→享用晚餐 

0830 於指定點集合準時出發！記得帶著你的相機拍下美美照片喔~ 

 國道風光（中途休息站小憩） 

0930-1300 ．卓也小屋  

※體驗植物染－手帕 DIY+蔬食養生鍋 

來到三義卓也小屋，彷彿走進了古典書畫中的小橋流水庭園，園內供應半自助式美食、

養生藥膳或香草鍋新鮮的有機蔬菜現摘現煮，選單極為豐富且養生；另有竹林小屋及圓

肚型古亭畚（穀倉）是旅遊休憩的好地方。 

※週一公休。 

1330-1430 ．勝興車站 

勝興火車站是西部縱貫鐵路的最高點，站內月台有一座紀念

碑，標高 402.326 公尺，為西部縱貫鐵路中最險峻、自然景

觀最特殊的一段。勝興車站整棟建築係以木頭為建材，為一

日式虎牙式木造建築，虎牙式設計據說有避邪祈福的作用。 

1500-1600 ．三義木雕博物館 

三義木雕是苗栗縣三義鄉的重要產業和觀光資源，四周群山環

繞，但有縱貫鐵路、縱貫公路與各地聯絡，交通非常方便，三

義鄉幾乎有 50%的鄉民以木雕為業，主要木材取自大雪山、阿

里山、豐原、竹山、竹東等地，以樟木為主，也用檜木、檀香

木等，三義雕刻最特殊的地方，是師傅擅於因材施雕，常利用

巨根原型雕成許多生動自然的作品，經過師傅的巧手往往能化

腐朽為神奇，被賦予了新生命，成為三義木雕最迷人的所在。 

※週一公休。 

1700 ．Check in～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1730-1900 享用飯店晚餐 

 晚間自由活動時間，可使用飯店內設施，準備明日出遊~。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飯店晚餐  宿：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行程上時間僅供參考，會因路況或車潮等因素略為調整，敬請見諒》 

《飯店餐廳以確認當時的預約狀況為主，如遇預約客滿，將進行溝通協調或更換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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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飯店→蓬萊溪自然生態園區→南庄老街(午餐於此自理)→後龍鎮半天寮休閒文化園區

－好望角→高美濕地→賦歸~返回台中 

 晨喚~享用美味早餐 

0900 Check-out 

1000-1130 ．蓬萊溪自然生態園區 

蓬萊溪的生態資源十分珍貴，而一群熱愛家鄉的人士組成了巡

守隊，不但維護蓬萊溪的清潔，更禁止毒魚、電魚等破壞生態

的舉動。賞魚步道全長約 1.6 公里，在溪畔鋪設石塊、木棧橋

供遊客行走，在林蔭的遮蔽和溪水的消暑下，非常適合散步；

而夏天夜晚，無光害的地方更可發現螢火蟲的蹤跡。 

1200-1330 ．南庄老街 (中餐於此自理) 

南庄鄉位於苗栗縣東北，早期為煤礦產地，因此曾繁榮一時。

南庄老街景點多集中在永昌宮附近的中正路及旁邊的小巷

中，濃厚的客家懷舊風格，是其魅力所在。 

桂花巷，其原由即是巷口裡這家歷史悠久叫「桂花巷」的麵店

聞名遐邇，後來為了維護這附近的傳統文化，即把這些老街規

劃成桂花巷社區。除手工麵之外，桂花冰鎮湯圓及客家美食亦

值得品嚐。 

1430-1530 ．後龍鎮半天寮休閒文化園區－好望角 

苗栗後龍鎮中和里灣瓦之間的丘陵有一處好望角，沿途有著

白色巨大的風力機組，是西濱沿海的景點之一。站在好望角

往下俯瞰，可望見港灣海浪潮汐與一望無際的湛藍海洋，日

出和日落更是好望角的著名景致。除了美景之外，好望角還

有已經歷數百年的平埔族傳統捕魚石滬，相當具有歷史文化

價值與教育意義。 

1630-1730 ．高美濕地 

高美濕地（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位於清水大甲溪出海口南

側，面積廣達 701.3 公頃，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是國內少

數幾處雁鴨集體繁殖區之一。曾在高美濕地棲息的鳥類有多

達 120 餘種，為重要之生態保育區。目前已逐漸取代大肚溪

口，成為喜好賞鳥人士的新興賞線。 

1830 帶著滿滿的回憶，返回台中～ 

 

早餐：飯店提供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行程上時間僅供參考，會因路況或車潮等因素略為調整，敬請見諒》 

《餐廳以確認當時的預約狀況為主，如遇預約客滿，將進行溝通協調或更換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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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團費】 

 

★每車滿 18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16 人) (須滿 8 間房成團) 

▶平日(週日~五出發，週一無出團) 

每人團費 佔床 

 

 不佔床 

雙人房 NT 7,651/US 255 滿 6 歲~未滿 12 歲 NT 5,651/US 188 

三人房 NT 7,551/US 252 滿 3 歲~未滿 6 歲 NT 4,151/US 138 

四人房 NT 6,901/US 230 
未滿 3 歲 

(保險+車資) 
NT 2,602/US 86 

※滿 6 歲以上建議佔床。 

 

▶假日(週六出發，連續假日另計) 

每人團費 佔床 

 

 不佔床 

雙人房 NT 8,351/US 278 滿 6 歲~未滿 12 歲 NT 5,651/US 188 

三人房 NT 8,151/US 272 滿 3 歲~未滿 6 歲 NT 4,151/US 138 

四人房 NT 7,351/US 245 
未滿 3 歲 

(保險+車資) 
NT 2,602/US 86 

※滿 6 歲以上建議佔床。 

 

【費用說明】： 

1.全程遊覽車 2 天車資（含司機小費、過路費、停車費、稅金）（依最終成團人數指派遊覽車型）。 

2.領團費。  

3.餐費（1 早 1 午 1 晚）。 

※若不滿 10 人要開 1 桌請補足開桌的差價，素食、特殊餐食報價另計。 

4. 門票（卓也小屋植物染 DIY+三義木雕博物館）。 

5. 住宿（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6. 200 萬履約責任險（附加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以上為滿 8 間團體優惠房價。 

※此價格以明年 3 月(週一、連續假期不適用)出發為報價，並以每車 20 人估價，如遇人數不足需補足車資差

額，其實際旅遊總費用依甲方實際參團人數、用車數、餐食人數、景點行程門票張數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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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簡介： 

第一天 台中→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享用午餐→向山行政暨遊客中心→日月潭遊湖→入住 日

月潭雲品溫泉酒店→享用晚餐 

0900 於指定點集合準時出發！記得帶著你的相機拍下美美照片喔~ 

 國道風光（中途休息站小憩） 

0930-1100 ．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 

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開放區域是下厝所屬之宮保第及大花廳

兩個建築群落，霧峰林家『宮保第』是清朝水陸提督林文察

一族的宅邸，自 1858 年開始興建成為當時臺灣地區閩南建

築官宅的代表。而『大花廳』則是臺灣唯一的福州式戲臺建

築，堪稱臺灣的經典建築，廣受社會大眾關心與矚目，雖然

經過九二一地震的破壞，但在政府文化部門與霧峰林家家族

共同的努力，下厝除了草厝之外皆已經復建完成。 

1200-1300 享用午餐－牛相觸花園餐坊 (3,100/桌、每桌 2 瓶飲料) 

1330-1430 ．向山行政暨遊客中心 

向山行政暨遊客中心位處台 21 線水社隧道附近，鳥瞰建築

物，猶如雙手環抱整個日月潭的湖光山色，其中兩個長度達

三十四公尺高八公尺的超大跨度之頂版結構；日月潭的湖光

山色穿過寬闊的跨距空間，直接映入遊客眼中，創造了人與

自然間發展對話的舞台，雖為建築物，但若說它是一件藝術

品也不為過。 

1500-1630 ．日月潭遊湖 

於水社碼頭參加日月潭遊湖，搭乘遊艇遊湖→拉魯島登上四周的浮橋，欣賞有關邵族文

化和歷史發展的展示→玄光寺散步土仔亭自然步道→日月湧泉→回水社碼頭~~~眺望

日月潭，水面如鏡，倒映矇矓山色，風光旖旎。 

日月潭之美在環湖重巒疊峰、在湖面遼闊、在潭水澄澈、在潑墨般的山水霧；一年四季

晨昏景色呈現不同的景致，如傳說中的仙境。(一般乘船時間全程約 1.5~2 小時) 

1700 ．Check in～日月潭 雲品溫泉酒店 

1730-2100 享用飯店美味晚餐。(預計預約第一餐期：1730-2100) 

 晚間自由活動時間，可使用飯店內設施，準備明日出遊~。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飯店晚餐 

宿：日月潭 雲品溫泉酒店 

《◎行程上時間僅供參考，會因路況或車潮等因素略為調整，敬請見諒》 

《飯店餐廳以確認當時的預約狀況為主，如遇預約客滿，將進行溝通協調或更換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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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飯店→享用午餐→清境農場~青青草原＆天空步道→賦歸~返回台中 

 晨喚~享用美味早餐 

1000 Check-out 

1130-1230 享用午餐－雲舞樓 大理段家私房菜 (3,100/桌、每桌 2 瓶飲料) 

1300-1630 ．清境農場－青青草原 

清境農場內空氣清新、視野遼闊、景色宜人，有「霧上桃源」

之稱，眺望群山，盡入眼簾的是那高山雄偉的氣勢，峰峰相

連到天際的深遠；在大自然中，忙碌、焦慮的心情都被回歸

到原點。  

您可悠閒的在大草原上嬉戲，無垠的綠野、果園，牧場的綿

羊、牛群，加上藍天、白雲，充滿清新和自然的氣氛，享受難得的悠閒時間，也可在最

高海拔的 STARBUCKS 啜飲一杯香濃的咖啡，空氣中滿溢著自在悠閒的氣味。 

※清境農場平假日不定時會有交通管制，將改以搭乘公車方式上青青草原。 

<綿羊秀表演時間為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 09:30 及 14:30 於青青草原表演台，平日無演出> 

<馬術秀每日 10:45 am、15:45 pm 於觀山牧區 馬術秀場表演，約 30~40 分> 

※以上表演時間以現場公告為主。 

．清境農場－天空步道 

清境農場最新打卡地點，斥資了 4400 萬打造全長 1.2 公

里，寬 2.5 公尺，中間還有 6 座景觀平台，是全台最長的

高架景觀步道，來往遊客行走起來也非常寬敞，使用水泥地

面，不用擔心會走光，對於親子遊或是行動不便之旅客也有

無障礙空間設計，可以推著嬰兒推車、輪椅等一同欣賞奇萊

山陵風光，用不同視野再次造訪清境農場。 

1830 帶著滿滿的回憶，返回台中～ 

 

早餐：飯店提供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敬請自理 

《◎行程上時間僅供參考，會因路況或車潮等因素略為調整，敬請見諒》 

《餐廳以確認當時的預約狀況為主，如遇預約客滿，將進行溝通協調或更換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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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團費】  

 

★每車滿 18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16 人) (須滿 8 間房成團) 

目前以經典山景家庭房為報價 

每人團費 佔床 

 

 不佔床 

雙人房 NT 8,311/US 277 滿 3 歲~未滿 6 歲 NT 3,811/US 127 

三人房 NT 7,811/US 260 
未滿 3 歲 

(保險+車資) 
NT 2,552/US 85 

四人房 NT 7,561/US 252   

※飯店規定，滿 6 歲以上須佔床。 

※房型以成人入住為計價，孩童佔床另計。 

【升等房型，依不同房型每房加價，依成人人數相對均分】 

a. 經典湖景雙人房 一大床/兩中床每間房加價 1,200 元(US 40)。 

b. 尊榮湖景家庭/和式房 兩中床每間房加價 2,400 元(US 80)。 

註： 

大床：182*200~203CM，中床：152*200~203CM。 

和式房：日式榻榻米房間，使用和式專用軟墊 90*190CM(非一般硬式或彈簧床墊)。 

※旺日出發(週五、週日)每間房加價 2000 元(US 65)。 

※假日出發(週六)每間房加價 4000 元(US 135)。 

 

【費用說明】： 

1.全程遊覽車 2 天車資（含司機小費、過路費、停車費、稅金）（依最終成團人數指派遊覽車型）。 

2.領團費。  

3.餐費（1 早 2 午 1 晚）。 

※若不滿 10 人要開 1 桌請補足開桌的差價，素食報價另計。 

4. 門票(霧峰林家＋日月潭遊湖＋清境農場）。 

※清境農場含單程公車費用、青青草原、天空步道 

5. 住宿(日月潭 雲品溫泉飯店)。 

6. 200 萬履約責任險(附加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以上為滿 8 間團體優惠房價。 

※此價格以明年 3 月(非連續假日)出發為報價，並以每車 20 人估價，如遇人數不足需補足車資差額，其實際

旅遊總費用依甲方實際參團人數、用車數、餐食人數、景點行程門票張數為計算。 

 

 

◎行程簡介： 

第一天 台中→原鄉緣紙傘文化村→享用午餐→財團法人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入住 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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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爺行旅→晚餐自理(南紡購物中心) 

0800 於指定點集合準時出發！記得帶著你的相機拍下美美照片喔~ 

 國道風光（中途休息站小憩） 

1100-1300 ．原鄉緣紙傘文化村 ※直徑 30cm 棉紙傘彩繪 DIY 

油紙傘是美濃最負盛名的手工藝品，因起源於廣東原鄉，早

期美濃紙傘廠都以「廣」字命名，為了原鄉的傳承與文化，

「原鄉緣紙傘文化村」以油紙傘為幅奏，融合陶藝、文物、

民俗、美食五大主軸，將美濃風情發揚光大。在此除可購買

各式美麗的客家產品、瑰麗紙傘，更可參觀製作過程或親手

DIY 製做獨一無二的專屬工藝品，尋訪客家風情、體驗文物

之美，原鄉緣紙傘文化村將不虛此行。 

※於園區享用午餐 (400/人) 

1330-1630 ．財團法人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 

保種中心的使命為保育全世界熱帶及亞熱帶植物，以永續地

球上最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它以異地活體保存，學術研究為

本，透過國際學術交流，參與世界熱帶植物保育計劃，期能

晉升為世界級的植物保種基地。中心裡收藏各式原生物種，

以留存植物的原始基因；對於某些漸無市場價值瀕臨淘汰的

栽培品種，亦會考量其潛力而收藏，特別是其雜交親本也面

臨生存危機的品種。  

1800 ．Check in～台南 老爺行旅 

 晚餐：南紡購物中心用餐自理 

 晚間自由活動時間，可使用飯店內設施，準備明日出遊~。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客家料理 晚餐：敬請自理 

宿：台南 老爺行旅 

《◎行程上時間僅供參考，會因路況或車潮等因素略為調整，敬請見諒》 

《飯店餐廳以確認當時的預約狀況為主，如遇預約客滿，將進行溝通協調或更換同級》 

 

第二天 飯店→十鼓仁糖文創園區(午餐自理)→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賦歸~返回台中 

 晨喚~享用美味早餐 

0900 Check-out 

0930-1230 ．十鼓仁糖文創園區 ※午餐於園區餐廳自理。 

前身是仁德糖廠，傳創本土擊樂，廣納世界文化，「十」代表兩支鼓棒的交疊，對於台

灣鼓樂藝術盡一份心力。園區規劃成靜態與動態兩部份，包含歷史簡介館、世界鼓博館、

動畫館、十鼓蔬苑、拱月池、橙橋劇場、小劇場、擊鼓體驗教室，是個結合鼓術運動、

休閒娛樂、自然生態的鼓樂藝術村。 

1330-1630 ．國際蘭展~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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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然景觀環境多樣化，蘊藏豐富的蘭科植物資源，種植蘭花已有 100 年歷史，產

業發展也超過 20 年，臺灣蘭花品種豐富且多元，因此發展出外銷為導向的蘭花產業，

成為供應全世界蘭花市場的重要產地。 

藉由持續舉辦「臺灣國際蘭展」，取得同業及異業的合作，帶動產業群聚效應，提昇國

際競爭力及知名度，展現臺灣蘭花產業軟實力，行銷臺灣並促進國際觀光發展，展現臺

灣「蘭花王國」之美譽。 

1830 帶著滿滿的回憶，返回台中～ 

 

早餐：飯店提供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行程上時間僅供參考，會因路況或車潮等因素略為調整，敬請見諒》 

《餐廳以確認當時的預約狀況為主，如遇預約客滿，將進行溝通協調或更換同級》 

 

※【個人團費】  

 

★每車滿 18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16 人) 

▶平日出發(3/13 和 3/15) 

每人團費 佔床 

 

 不佔床 

雙人房 NT 5,644/US 188 滿 6 歲~未滿 12 歲 NT 4,154/US 138 

三人房 NT 5,594/US 186 滿 3 歲~未滿 6 歲 NT 3,894/US 130 

四人房 NT 5,394/US 180 
未滿 3 歲 

(保險+車資) 
NT 3,000/US 100 

※滿 6 歲以上建議佔床。 

 

▶假日出發(3/14) 

每人團費 佔床 

 

 不佔床 

雙人房 NT 6,144/US 205 滿 6 歲~未滿 12 歲 NT 4,154/US 138 

三人房 NT 6,128/US 204 滿 3 歲~未滿 6 歲 NT 3,894/US 130 

四人房 NT 5,644/US 188 
未滿 3 歲 

(保險+車資) 
NT 3,000/US 100 

※滿 6 歲以上建議佔床。 

 

【費用說明】： 

1.全程遊覽車 2 天車資（含司機小費、過路費、停車費、稅金）（依最終成團人數指派遊覽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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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領團費。  

3.餐費（1 早 1 午 0 晚）。 

※若不滿 10 人要開 1 桌請補足開桌的差價，素食報價另計。 

4. 門票（原鄉緣紙傘 DIY＋十鼓仁糖文創園區+蘭展）。 

5. 住宿（台南 老爺行旅）。 

6. 200 萬履約責任險（附加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以上為滿 8 間團體優惠房價。 

※此價格以明年 3 月(非連續假日, 3/1 不適用)出發為報價，並以每車 18 人估價，如遇人數不足需補足車資差

額，其實際旅遊總費用依甲方實際參團人數、用車數、餐食人數、景點行程門票張數為計算。 

 

 

 

 

 

 

 

 

 

 

 

 

 

 

 

 

 

 

 

 

◎行程簡介： 

第一天 台中→享用午餐→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蓮池潭風景園區→入住 台南老爺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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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自理(南紡購物中心) 

0900 台中出發！記得帶著你的相機拍下美美照片喔~ 

 國道風光（中途休息站小憩） 

1130-1230 預計於美濃客家菜享用午餐 (4000 元/桌) 

1300-1500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含導覽) 

衛武營這塊土地曾是軍事培育中心、公園，到現在成為臺灣近 40 年來最巨大的文化建

設，蘊含南臺灣對表演藝術的渴望與想像，流線型的建築外觀，這裡每一個工項都是臺

灣史無前例的挑戰，更是全世界最大單一屋頂劇院建築體。以榕樹意象打造的榕樹廣

場，呈現高雄特有的生活文化精神，邀請您一同走進眾人的藝術中心，探索各種藝術形

式的無限可能。  

1530-1630 ．蓮池潭風景園區 

蓮池潭是高雄市最具傳統色彩的風景區之一，清時稱為「鳳

山八景」之一。因種滿荷花，素有「泮水荷香」美譽。蓮池

潭畔的亭台樓閣、巨大神像和城牆環繞的「舊城」，有古蹟名

勝、古厝、眷村等生活聚落，還可以在老街和傳統市集間品

嚐到左營豐富多元的美食滋味。現在的蓮池潭乾淨清爽，湖

畔的環潭步道不但適合散步及騎單車，遊客可更舒適地欣賞

潭面風光。 

1800 ．Check in～台南 老爺行旅 

 晚餐：南紡購物中心用餐自理 

 晚間自由活動時間，可使用飯店內設施，準備明日出遊~。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敬請自理 

宿：台南 老爺行旅 

《◎行程上時間僅供參考，會因路況或車潮等因素略為調整，敬請見諒》 

《飯店餐廳以確認當時的預約狀況為主，如遇預約客滿，將進行溝通協調或更換同級》 

 

第二天 飯店→安平古堡→享用午餐→北門遊客中心、水晶教堂、井仔腳瓦盤鹽田→賦歸~返回

台中 

 晨喚~享用美味早餐 

1000 Check-out 

1030-1200 ．安平古堡 

17 世紀初荷蘭人以軍商結合的隊伍，於 1624 年占領今日安

平，並建熱蘭遮城為其防禦要塞，全部工程完成於 1634 年。

1662 年鄭成功取荷蘭城後，改稱安平鎮，改內城為內府，臺

人因此稱其為王城。清領時代，因台江陸浮失卻其重要性，

加上清兵破壞熱蘭遮城建億載金城，故日漸荒廢。日治後重

建，二戰後乃稱「安平古堡」。目前真正的荷蘭時期遺跡僅存古堡前方外城南城垣的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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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老榕盤根，無限滄桑，見證著盡 400 年來的台江的歷史。 

1230-1330 暫定周氏蝦捲國宴餐 (4000 元/桌) 

1430-1630 ．北門遊客中心、水晶教堂 

由北門洗滌鹽工廠改建的遊客中心，讓您了解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的「鹽業歷史」、「濕

地生態」、「宗教人文」、「地方產業」、「文學藝術」。在附近的北門教堂，是參考雪梨歌

劇院、關島海之教會的建築，採半開放式白色的鋼骨建築，鑲上水晶窗而成，透過光影

的折射倒影在地面上，白色水晶教堂彷彿成了鹽晶教堂，此外還有愛情冰館造景設施，

增添異國情調，是美不勝收的夢幻外拍景點。 

．井仔腳瓦盤鹽田 

「井仔腳瓦盤鹽田」是北門的第一座鹽田，也是現存最古老

的瓦盤鹽田遺址，原為清領時期的瀨東鹽場，1818 年遷此

至今未再移位，而且清一色為瓦盤鹽田，呈現出馬賽克拼貼

般的美麗藝術，後因人工成本過高的原因，於 2002 年結束

了長達 338 年的曬鹽業，使原來遍布此處的鹽田荒廢了一段時間，後來為延續鹽業文

化而將鹽場復育，現已成為台南濱海最具特色的景點，每年年末在此舉辦的跨年三部曲

-首部曲送夕陽活動總是塞滿人潮。 

1830 帶著滿滿的回憶，返回台中～ 

 

早餐：飯店提供 午餐：特色小吃宴 晚餐：敬請自理 

《◎行程上時間僅供參考，會因路況或車潮等因素略為調整，敬請見諒》 

《餐廳以確認當時的預約狀況為主，如遇預約客滿，將進行溝通協調或更換同級》 

 

※【個人團費】  

 

★每車滿 18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16 人) 

▶平日出發(週日~五) 

每人團費 佔床 

 

 不佔床 

雙人房 NT 5,589/US 186 滿 6 歲~未滿 12 歲 NT 4,099/US 137 

三人房 NT 5,539/US 185 滿 3 歲~未滿 6 歲 NT 3,839/US 128 

四人房 NT 5,339/US 178 
未滿 3 歲 

(保險+車資) 
NT 2,800/US 93 

※滿 6 歲以上建議佔床。 

 

▶假日出發(週六，非連續假日) 

每人團費 佔床   不佔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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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人房 NT 6,089/US 203 滿 6 歲~未滿 12 歲 NT 4,099/US 137 

三人房 NT 6,072/US 202 滿 3 歲~未滿 6 歲 NT 3,839/US 128 

四人房 NT 5,589/US 186 
未滿 3 歲 

(保險+車資) 
NT 2,800/US 93 

※滿 6 歲以上建議佔床。 

 

【費用說明】： 

1.全程遊覽車 2 天車資（含司機小費、過路費、停車費、稅金）（依最終成團人數指派遊覽車型）。 

2.領團費。  

3.餐費（1 早 2 午 0 晚）。 

※若不滿 10 人要開 1 桌請補足開桌的差價，素食報價另計。 

4. 門票（衛武營導覽＋安平古堡）。 

5. 住宿（台南 老爺行旅）。 

6. 200 萬履約責任險（附加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以上為滿 8 間團體優惠房價。 

※此價格以明年 3 月(非連續假日, 3/1 不適用)出發為報價，並以每車 18 人估價，如遇人數不足需補足車資差

額，其實際旅遊總費用依甲方實際參團人數、用車數、餐食人數、景點行程門票張數為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