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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簡介： 

第一天 台中出發→三義木雕博物館→勝興車站→卓也小屋(午餐)→臺灣客家文化館→返回飯

店 

0900 台中飯店出發 

 路途風光 

093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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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休館。 

11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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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1440 預計於苗栗 卓也小屋用餐～創意料理 ft.蔬食養生鍋 (499 元/人，不含個人加點費用) 

1510-1640 ．臺灣客家文化館 

臺灣客家文化館位於苗栗銅鑼科學園區內，提供全球客家文

化產業之交流平台與研究發展中心，園區規劃包括客家文化

主題調查與研究、客家文化產業扶植、客家文化內涵推廣、

客家文化資產典藏及客庄在地資源整合等功能，為國家級客

家文化設施，也是苗栗新興熱門景點。 

※週二休館。 

1730 返回飯店。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養生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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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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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團費】 

 

★每車滿 7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5 人) 

 

每人費用 NT 3,379/US 110 

 

★每車滿 16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15 人) 

 

每人費用 NT 1,973/US 65 

 

【費用說明】： 

1.全程遊覽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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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導遊)。  

3.餐費(1 午：卓也小屋)。 

4.門票(三義木雕博物館)。 

5.200 萬履約責任險(附加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6.每人一瓶礦泉水。 

※平/假日出發，週一、二不適用。 

※固定費用車資、過路費等皆以每車 7 or 16 人估價，如遇人數不足需補足車資差額，實際旅遊費用依旅客實

際參團人數、用車數、保險人數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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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簡介： 

第一天 台中出發→八卦山大佛風景區＋天空步道＋扇形車庫→MITSUI OUTLET PARK 台中

港(中餐自理)→高美濕地→返回飯店 

0800 台中飯店出發 

 路途風光 

0830-1000 ．八卦山大佛風景區＋天空步道 

八卦山風景區位於彰化縣彰化市，屬於參山國家風景區，範

圍北起大肚溪南岸，南至濁水溪北岸，東接台中盆地，西臨

彰化平原，八卦山風景區面積約為 22000 公頃，環境十分優

雅，視野也非常遼闊，為台灣八大名勝之一。 

八卦山天空步道 

從八卦山大佛風景區到生活美學館的天空步道全長大約

1000 公尺，以輕型鋼架組成，最高高度達 16 公尺，沿途經

過荷花生態區、忠烈祠、棒球場等景點，不僅可欣賞古蹟生

態，還可體驗漫步森林的樂趣。 

1030-1120 ．扇形車庫 

彰化扇形車庫除了是維修火車機車頭的地方，日治時期稱「火

車頭機關庫」，更經歷了早期燃煤的蒸汽火車、柴油車到電聯

車等整體性的台鐵發展史，扇形車庫由 12 個軌道及 1 個轉

向盤所構成的，可同時停放 12 輛火車頭並藉由 360 度選轉

的轉向盤，主要用途是能在最快的時間內調動車頭方向，不

僅對於班次調度上相當有幫助，對於機件維修的便利度也提

高許多，雖然在科技的發展和社會快速的進步下彰化扇形車站的功能已經逐漸消失，但

它的歷史價值與意義則永保人們心中。 

※週一公休。 

1200-1500 ．MITSUI OUTLET PARK 台中港 

全台灣首座海港型 OUTLET。 

以海洋為概念，結合航海旅遊、時尚生活、娛樂體驗，在此

您可盡情享受台中港一日生活新體驗。 

※中餐於此自理 

15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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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返回飯店。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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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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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團費】 

 

★每車滿 7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5 人) 

 

每人費用 NT 2,800/US 90 

 

★每車滿 16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15 人) 

 

每人費用 NT 1,394/US 45 

 

【費用說明】： 

1.全程遊覽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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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導遊)。  

3.餐費(無)。 

4.門票(無)。 

5.200 萬履約責任險(附加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6.每人一瓶礦泉水。 

※平/假日出發(週一不適用)。 

※固定費用車資、過路費等皆以每車 7 or 16 人估價，如遇人數不足需補足車資差額，實際旅遊費用依旅客實

際參團人數、用車數、保險人數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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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簡介： 

第一天 台中出發→東豐自行車綠廊→春水堂(中餐自理)→張連昌薩克斯風博物館→審計新村

→返回飯店 

0900 台中飯店出發 

 路途風光 

0930-1100 ．東豐自行車綠廊 

東豐自行車綠廊是全國第一條由廢棄鐵道改建的自行車專

用道，全長約 12 公里，沿途風光明媚，景色宜人，車道兩

旁更有種植綠美化，沿線綠意昂然，宛如是一條「綠色的大

甲溪」，而與鄰近的藍色大甲溪相互輝映。 

1130-1300 預計於春水堂 豐原店用餐 

※餐費自理。 

1330-1430 ．張連昌薩克斯風博物館 

進入張連昌薩克斯風博物館，彷彿進入一座美麗又有著動人

故事的音樂殿堂，宛如一間奇觀房，穿流著張連昌先生從古

至今製作樂器的心路歷程。 

1500-1630 ．審計新村 

園區雖然僅有 0.52 公頃，但在政府重新規劃後吸引許多文化

創意產業入駐，成功轉型為充滿活力與創造力的文化園區，

是台中新興的熱門景點之一。在審計新村散步之餘，也可一

併走訪周邊勤美術館、綠園道、國立科博館、國立台灣美術

館等人文景點。 

1700 返回飯店。 

早餐：敬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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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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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團費】 

 

★每車滿 7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5 人) 

 

每人費用 NT 3,010/US 100 

 

★每車滿 16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15 人) 

 

每人費用 NT 1,604/US 55 

 

【費用說明】： 

1.全程遊覽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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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導遊)。  

3.餐費(無)。 

4.門票(腳踏車+薩克斯風博物館)。 

5.200 萬履約責任險(附加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6.每人一瓶礦泉水。 

※平/假日出發。 

※固定費用車資、過路費等皆以每車 7 or 16 人估價，如遇人數不足需補足車資差額，實際旅遊費用依旅客實

際參團人數、用車數、保險人數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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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簡介： 

第一天 台中出發→路思義教堂→勤美誠品綠園道(中餐自理)→道禾六藝文化館→新盛綠川水

岸廊道小吃巡禮→返回飯店 

0900 台中飯店出發 

 路途風光 

0930-1100 ．路思義教堂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為東海人的信仰象徵，位於整個校園的中心，西接

教學區，東接宿舍區，東海大學早期樹木尚未繁密之前，校園內任何一

處地方都可看到路思義教堂，正因如此，它變成為東海人最重要的精神

指標，為著名華裔美國建築師貝聿銘先生的傑作。 

1130-1330 ．勤美誠品綠園道 

這棟建築物本是半廢棄的停車場大樓，在勤美與誠品團隊接

手之後，為了讓這棟建物能與週遭的綠意融合，堅守尊重自

然的理念，在結合數百位專家克服萬難之後，決定讓四週的

綠意往牆面上延伸，打造一座讓植栽與建築共生的都市立體

花園。 

※午餐與此自理。 

1400-1500 ．道禾六藝文化館－台中刑務所演武場 

台中刑務所演武場，位於台中市西區林森路 33 號，興建於

日治時期昭和 12 年(西元 1937 年)，為司獄官、警察日常練

武之武道館舍，屬本市僅存之演武場，歷史原貌保存完整， 極

具保存、再利用及建築研究價值。 

1530-1730 ．新盛綠川水岸廊道、台中火車站前週邊小吃景點巡禮 

綠川原名「新盛溪」，於 1912 年更名，是日據時期臺中「小京都」計畫中的亮點河川，

繼柳川藍帶水岸整治後，綠川新盛橋以水質及防洪為優先考量，打破傳統水岸景觀整治

方式，企圖營造為生態棲地、結合低衝擊開發的環境，以自然及藝文展現為主題，導入

公共藝術並運用水元素，創造多元創意藝術舞動空間，並結合宮原眼科及中山綠橋、櫻

橋遺跡等歷史建築，營造具人文氣息的景觀河岸，形塑人文水岸空間氛圍。 

※特色小吃：宮原眼科、第四信用合作社、盛橋刈包等。 

1800 返回飯店。 

 

早餐：敬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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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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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車滿 7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5 人) 

 

每人費用 NT 2,800/US 90 

 

★每車滿 16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15 人) 

 

每人費用 NT 1,394/US 45 

 

【費用說明】： 

1.全程遊覽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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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導遊)。  

3.餐費(無)。 

4.門票(無)。 

5.200 萬履約責任險(附加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6.每人一瓶礦泉水。 

※平/假日出發。 

※固定費用車資、過路費等皆以每車 7 or 16 人估價，如遇人數不足需補足車資差額，實際旅遊費用依旅客實

際參團人數、用車數、保險人數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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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簡介： 

第一天 台中出發→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Dali Art藝術廣場(午餐自理)→道禾六藝文化館→台

中歌劇院→返回飯店 

0900 台中飯店出發 

 路途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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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330 ．Dali Art 藝術廣場 

「Dali Art 藝術廣場」位於「臺中軟體園區」內，為經濟部之

國家級重大建設，規劃以「文化創意」、「文化藝術」作為園

區之核心產業，配合國家「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

畫，藉以提昇台灣藝術文創產業之國際競爭力，更希望讓「臺

中軟體園區」成為亞太地區藝術及文創產業之匯流中心！ 

※午餐於此自理。 

1400-1450 ．道禾六藝文化館 

園區內充滿日式典雅的氣息，大致分為主體建築惟和館，附體

建築心行館、傳習館，以及供團體展演的中庭。基金會將古代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分別賦予新意：茶道、古琴、

弓道、劍道、書法、圍棋，結合這六藝在各展館舉辦豐富的課

程、講座，例如花藝、茶食、劍道教學、弓箭製作與射擊課程

等，將昔日演武場轉化為古色古香的學習園區。 

1530-1730 ．臺中國家歌劇院 (含子母機導覽, 導覽機須換證) 

位於臺中市西屯區七期重劃區，是一大型公有展演空間，由

曾獲普立茲克獎的日本建築師伊東豊雄設計。 

臺中國家歌劇院得天獨厚，在這完美建築之內，有三座專業

劇場以及一個多功能空間「角落沙龍」；如果再加上藍天白雲

下的廣場、戶外劇場、與屋頂的空中花園，歌劇院可說從裡

到外、從地面到屋頂，都是魅力的舞台。 

1800 返回飯店。 

早餐：敬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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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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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團費】 

 

★每車滿 7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5 人) 

 

每人費用 NT 3,150/US 105 

 

★每車滿 16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15 人) 

 

每人費用 NT 1,744/US 60 

 

【費用說明】： 

1.全程遊覽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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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導遊)。  

3.餐費(無)。 

4.門票(霧峰林家+歌劇院導覽)。 

5.200 萬履約責任險(附加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6.每人一瓶礦泉水。 

※平/假日出發。 

※固定費用車資、過路費等皆以每車 7 or 16 人估價，如遇人數不足需補足車資差額，實際旅遊費用依旅客實

際參團人數、用車數、保險人數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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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簡介： 

第一天 台中出發→路思義教堂→菇菇部屋(午餐自理)→東勢林場→返回飯店 

0900 台中飯店出發 

 路途風光 

0930-1030 ．路思義教堂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為東海人的信仰象徵，位於整個校園的中心，西接

教學區，東接宿舍區，東海大學早期樹木尚未繁密之前，校園內任何一

處地方都可看到路思義教堂，正因如此，它變成為東海人最重要的精神

指標，為著名華裔美國建築師貝聿銘先生的傑作。 

1130-1300 ．菇菇部屋 

台中市新社區風光明媚，氣候溫和，培植出來的香菇，又香又美，是全台最大的香菇產

地。香菇營養豐富，味道香郁，取名【菇菇部屋】是希望能將"菇類"發揚光大，為了讓

到客人能實際體會，我們有新鮮美味的菇類大餐”菇菇風味東方美食料理餐廳”；陳列

各種伴手禮和自創菇類商品的”伴手禮中心”；以及富教育及娛樂功能的”香菇生態

園”。 

※用餐自理。 

1340-1630 ．東勢林場 

東勢林場，台灣最美的森林生態花園，土地面積 212 公頃，在彰

化縣農會精心擘劃下，秉持「親切、自然」的理念，採森林多角

化經營，將東勢林場建設成自然生態的遊憩重鎮。 

東勢林場一年四季有看不完的花卉：春櫻、夏油桐、秋楓、冬梅，

舉凡梅花、櫻花、杜鵑花、油桐花、紫薇、聖誕紅、楓葉…等，

多采多姿的花花世界，值得大家欣賞。還有豐富的生態，螢火蟲、獨角仙、鍬形蟲、蛙

類、鳥類…等，相當有看頭。 森林浴場是林場的主題特色，SPA 健康步道讓你恣意徜

佯於山林芳香中，沿途並有各種植物解說牌，提供遊客享受知性與感性的森林之旅。 

1730 返回飯店。 

早餐：敬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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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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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團費】 

 

★每車滿 7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5 人) 

 

每人費用 NT 3,050/US 100 

 

★每車滿 16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15 人) 

 

每人費用 NT 1,644/US 55 

 

【費用說明】： 

1.全程遊覽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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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導遊)。  

3.餐費(無)。 

4.門票(東勢林場)。 

5.200 萬履約責任險(附加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6.每人一瓶礦泉水。 

※平/假日出發。 

※固定費用車資、過路費等皆以每車 7 or 16 人估價，如遇人數不足需補足車資差額，實際旅遊費用依旅客實

際參團人數、用車數、保險人數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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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簡介： 

第一天 台中出發→台中國際高爾夫俱樂部(園區午餐)→高美濕地→清新溫泉→返回飯店 

0800 台中飯店出發 

 路途風光 

0830-1330 ．台中國際高爾夫俱樂部~高爾夫球盃比賽 

※午餐園區自理 

143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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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1730 ．清新溫泉~泡湯趣 (露天溫泉 SPA/男女三溫暖；個人湯屋另計) 

大度山上有溫泉，這可是件新鮮事，清新溫泉飯店座落於大度山，是距離台中市區最近

的觀光溫泉度假飯店；白天可遠眺中央山脈、台中港區，入夜後可一覽燦爛夜景，盡收

萬家燈火。 

※現場提供毛巾乙條、洗衣袋、浴帽。 

※露天設施需著泳裝、泳帽使用。 

※室內三溫暖為裸湯，請勿著泳裝使用，入池請著泳帽或浴帽。 

1730-1900 預計於飯店內使用晚餐 

1930 返回出發地。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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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費】滿 30 人刷卡優惠價 

 每人費用 

滿 12 歲以上 NT 4,583/US 150 

【費用說明】： 

1.全程五內 41~43 人座遊覽車 1 天車資（含司機小費、過路費、停車費、稅金）。 

2.領團費(英文導遊)。  

3.餐費(晚)。 

※若不滿 10 人要開 1 桌請補足開桌的差價，素食報價另計。 

※清新溫泉晚餐為自助式西餐廳 or 中日式餐廳吃到飽的模式，須滿 32 人成團。 

4.門票(台中國際高爾夫俱樂部+清新溫泉)。 

※台中國際高爾夫俱樂部：20 人球隊(2,500 元)。 

5.200 萬履約責任險(附加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平日出發。※固定費用車資、過路費等皆以每車 30 人估價，如遇人數不足需補足車資差額，實際旅遊費用

依旅客實際參團人數、用車數、保險人數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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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簡介： 

第一天 台中出發→溪頭森林遊樂區→享用午餐→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彩虹眷村→返回飯店 

0800 台中飯店出發 

 路途風光 

0930-1200 ．森呼吸|溪頭森林遊樂區 

溪頭森林遊樂區位於南投縣鹿谷鄉鳳凰谷山麓，因位於北勢溪

源頭而得名，海拔 1,150 公尺，面積約 2,500 公頃屬於台大實

驗林場，種植紅檜、銀杏、扁柏等珍貴樹種，是一處理想的森

林浴場。 

三面環山，經年氣候涼爽，如人間仙境般的氤氳竹林，搏得眾

人鍾愛，一年四季遊客絡繹不絕，主要景觀有大學池、銀杏林、

青年活動中心、竹廬、溪頭神木、孟宗竹林、紅檜林等。 

1230-1330 享用午餐－紫林莊 野菜料理 (350 元/人) 

1400-1530 ．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 

地質科學館為兩層式的展示館區，一樓為

常設展區「地質科學廳」，主要展示涵括了

地質科學教育的各種主題，擁有豐富多元

的科學教育資訊，使人們能以宏觀的角度

體會地質的奧秘，並省思人類的定位與作

為；二樓為特展區，目前的展示主題為「電磁視界」， 電與磁深深影響近代人類文明，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規劃本次「電磁視界」展覽，目的要

展示平時肉眼看不到的電磁波，帶大眾探索電力、電磁及能源的奧秘。 

1700-1800 ．孤獨星球：世界的祕密奇跡～彩虹眷村 

彩虹眷村位於臺中市南屯區春安路 56 巷，鄰近嶺東科技大

學，是條色彩繽紛、充滿童趣彩繪的巷道；這些色彩繽紛的

人像、動物與色塊，因其擁有令人感動的在地元素，讓許多

遊客特地前往觀賞，也讓這個孤寂的眷村熱鬧起來。 

1830 返回飯店。 

早餐：敬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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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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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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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團費】 

 

★每車滿 7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5 人) 

 

每人費用 NT 3,543/US 115 

 

★每車滿 16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15 人) 

 

每人費用 NT 2,056/US 70 

 

【費用說明】： 

1.全程遊覽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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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導遊)。  

3.餐費(1 午：紫林莊 野菜料理)。 

4.門票(溪頭+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 

5.200 萬履約責任險(附加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6.每人一瓶礦泉水。 

※平/假日出發。 

※固定費用車資、過路費等皆以每車 7 or 16 人估價，如遇人數不足需補足車資差額，實際旅遊費用依旅客實

際參團人數、用車數、保險人數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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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簡介： 

第一天 台中出發→日月潭遊湖→享用午餐→文武廟年梯步道→和菓森林紅茶莊園→返回飯店 

0800 台中飯店出發 

 國道風光 

0930-1130 ．日月潭遊湖 

於伊達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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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伊達邵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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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小時) 

 

 

1130-1230 預計於瑪蓋旦原住民風味餐廳享用午餐 (中式合菜 3,100/桌) 

1300-1430 ．文武廟年梯步道 

年梯步道是日月潭周遭的步道中極具人文特色的一條步道，

又因其險峻的高度而被誇稱為「通天梯」，全長 150 公尺共

366 階。通天梯的名稱由來乃是因為以前尚未闢建環潭公

路，信眾必須經由水路搭船抵達文武廟，再由文武廟下方的

碼頭徒步拾階而上，因此有通天梯的稱號。 

1500-1600 ．和菓森林紅茶莊園~品茶饗宴 (品茶及附贈簡易茶點) 

創辦人的父親種茶、製茶一甲子，堅持以傳統方式烘培出香

醇好茶，並提供體驗營讓遊客更了解紅茶文化、認識茶樹、

親自作茶並且學會泡壺好茶；並藉著體驗讓遊客更了解紅茶

文化、認識茶樹、親自作茶並且學會泡壺好茶，希望紅茶文

化能繼續深植台灣，更讓全世界都知道魚池日月潭紅茶。 

1730 返回飯店。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原民風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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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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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團費】 

 

★每車滿 16 人刷卡優惠價 (每車最少成行人數 15 人) 

 

每人費用 NT 2,281/US 75 

 

【費用說明】： 

1.全程遊覽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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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導遊)。  

3.餐費(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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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遊湖＋和菓森林)。 

5.200 萬履約責任險(附加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6.每人一瓶礦泉水。 

※平/假日出發。 

※固定費用車資、過路費等皆以每車 16 人估價，如遇人數不足需補足車資差額，實際旅遊費用依旅客實際參

團人數、用車數、保險人數為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