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唯一>認可於疫情期間航行的國際豪華郵輪 

也是<台灣唯一>100%Fresh全船新風系統空調 

<美的旅遊>敬邀<美的貴賓>共享海上極緻饗宴 

✈⛴離島遊✈⛴ 
請上官網了解詳情！ 

*欲索取詳細行程請洽*  
       0903-422611 李小姐 
(Line ID 同) 
    機場或碼頭出發，
在抵達當地後合團或
合車 
    此為現金特惠價(
不分老小身障 )+團
體行(不含小費)(連假不適用) 
    離島二人房=１大床居多(2 小
床加價也不一定有, 如能接受再報
名繳費) 
    報名需附名單/身份證影本及三
日內繳交訂金$3000/人 

澎湖/絶美花火澎湖三日(吉貝+七美+望安)【豪華團體行】110.0401~0630 松山出發  
現金特惠價: $11580/人(二人房) 煙火必放日+不騎車 

金門/埃居玩金門三日(趴兔-送小金門)【團體行】110.0401~0630 松山出發 
現金特惠價: 一二三$6600/人; 四日出發$6800/人；五六出發$7400/人(二人房) 
(無領隊)(合團) 

馬祖/遇見夢幻藍眼淚-馬祖三日(南北竿+獨贈大坵巡禮)【豪華團體行】110.0401-0930 
現金特惠價: 日一二三四出發$12480/人；五六出發$13280/人(二人房)松山出發 

蘭嶼/1. Cool 藍美的蘭嶼深度放鬆之旅三日【團體行】(巴士來回) (全年度) 
現金特惠價: 不分平假日$11650/人(二~三人房)$10750/人(四人房) 
2. 又藍又美的蘭嶼達悟部落之旅三日~【自由行】(2 人成行) 天天出發 

現金特惠價: 不分平假日$7599/人(二~三人房) $6999/人(四人房) 

綠島/1. 壯麗太平洋~伯朗大道~花東+綠島三日【團體行】(巴士來回)(全年度) 
現金特惠價: 一二三四日出發$11800/人；五六出發$12800/人(二人房) 
2. 美的綠島深度探索之旅三日~【自由行】(2 人成行) 天天出發 

現金特惠價: 日一二三四出發$4299/人；五六出發$4699/人(二人房) 
日一二三四出發$3999/人；五六出發$4399/人(四人房) 

  

時間 預約接駁站 請提前 10分鐘等候，如公車站有車就上 回程以併車動線調度為主，如無法送回敬請見諒 
6:30 新埔站３號出口（全家文興店）民生路二段 230號 6:30 汐止站（寶島鐘錶）大同路二段 537號 

6:40 萬華站（全家康華店）康定路 229號（和平西路口） 6:50 南港展覽館站（２號出口前方）經貿二路 1號 

7:00 三重中正堂（萊爾檳榔攤）自強路一段 164號 7:30 台北發車站 （本公司一樓）承德路 3段 40號 

發車站位於： 淡水信義線     中和新蘆線  民權西路站１號出口（左轉過天橋/路口再右轉）往士林(北邊)方向 150公尺（三德飯店對面） 

● 天天遊第一品牌，遵照觀光局規範、交通運輸法規、安全第一權益有保障，以客為尊服務至上，備有 VIP 休息區＆洗手間       

● 《美的旅遊》提供刷卡服務💳（國民旅遊卡）轉帳匯款：合作金庫（006）大同分行 0430-717-138028 戶名 美的旅行社有限公司  

● ★10 位同行優惠 1 位大巴車資★(20 人成團)一日遊團體每 10 位須預付定金 1000 元。特殊行程及多日遊成團時須付【全額】團費。 
 

● 出團前取消規則： 出團【當天】恕不退團費。出團前(1 天)扣 40%團費。出團前(2-20 天)扣 20%團費。出團前(21-40)天扣 10%團費。 

● 美的旅遊契約依觀光局「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規範，訂購產品即使無立紙本契約得規則於此契約內容。詳情請參閱〈美的旅行社〉官網！ 關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40號５樓（三德飯店對面） 

自營甲種旅行社 
交觀甲字 3922 
品保北字 2320 

訂位專線：02-2585-9151 
傳  真：02-2585-9152 
行動電話：0978-230-333 

線上訂位 www.mideatour.com 

境外旅遊 郵輪 護照 簽證 機票 票券 餐宿 客製行程 團體包車：４、８、１６、２０、３４、４２人座 

△敬告△自 5 月 1 日起調整（訂位服務）上班時間：＜09:00～18:00＞全年無休！！ 



【豪華三排椅】 
5/03～04（一二） 

6/03～04（四五） 

★阿里山五奇～鄒族文化～水山神木秘境（經典二日遊） 
D1：探訪久違卻又非常經典的水山線神木步道，（來回 3.6 公里/約 1.5 小時）沿途柳杉～台灣扁柏～檜木林立芳
香宜人懷古詩路。阿里山森林遊樂區～晚霞美景夜賞星星～銀河，森活漫遊放空聆聽大自然樂章伴您一夜好眠。 
宿：阿里山櫻山大飯店或同等級。早餐：自理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D2：04:00 出發前往(自由參加)阿里山火車站搭乘小火車～祝山日出～雲海，08:30 悠遊神木群步道～沼平公園～
姊妹潭～受鎮宮。12:00 優遊吧斯 鄒族原民文化部落五星級原民風味餐～13:30 鄒族文史生動導覽～14:00 原民
文化歌舞表演。漫遊天長地久橋。早餐：阿里山自理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自理：阿里山森林遊樂區門票 200 元、祝山線來回火車票 300 元、優遊吧斯門票 200 元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 每人：兩人房 5200 元、三人房 5000 元、四人房 4800 元、獨房 6200 元 
【中午 12點公司出

發，無接駁站】 

【大中巴 16席】 

5/03～04（一二） 

5/12～13（三四） 

★梅嶺螢河星海～東勢林場桐花季（螢光尋蹤二日遊） 
D1：夜訪梅峰星光大道梅嶺螢火蟲季～漫遊梅嶺桐花步道。古都文化赤崁樓商圈。 
宿：台南★★★新朝代飯店或同等級。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赤崁樓商圈自理。 
D2：東勢林場漫活步道春風徐徐油桐花隨風翩翩飄落，宛如雪花飄飄～讓人忘卻世俗煩憂！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東勢林場餐廳 3000 元/桌。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東勢林場門票 

每人：兩人房 5500 元、三人房 5300 元、四人房 5200元、獨房 6500 元 

【大中巴 16席】 

5/04～06（二三四） 

6/01～03（二三四） 

★嘉義奮瑞古道～青年嶺步道（探秘三日遊） 
D1：三義雅聞香草植物工坊。台灣省議會紀念園區。昭和十八-嘉義市史蹟資料館知性感性在地人文風采的記憶! 
宿：嘉義★★★仁義湖岸景觀大酒店或同等級。早餐：自理 午餐：餐廳 2500 元/桌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D2：奮起湖懷古老街。奮瑞古道（A 放 B 接 7 公里/約 4 小時）銜接奮起湖～瑞里思古幽情～魂牽夢縈原始林與孟
宗竹林間穿梭，丰姿互異、參天聳立櫧櫟巨木群。 
宿：嘉義瑞里青葉山莊。早餐：飯店早餐、午餐：奮起湖自理、晚餐：餐廳 3000元/桌。 
D3：青年嶺步道（A 放 B 接 2.8 公里/約 3 小時）沿途風光明媚～燕子崖～千年蝙蝠洞。文峰遊客中心。 
早餐：山莊早餐、午餐：餐廳 3000 元/桌。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門票 

每人：兩人房 7800 元、三人房 7600 元、四人房 7400元、獨房 9500 元 

【7:00公司出發，
無接駁】 

【豪華三排椅】 

5/05～07（三四五） 

5/18～20（二三四） 

★阿朗壹文史古道～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健行三日遊） 
D1：雙流瀑布國家森林遊樂區亞熱帶森林～小河灣灣，瀑布涓流，蟲鳥爭鳴豐富生態系且多樣性大自然系。 
早餐：自理 午餐：便當 100 元/個 晚餐：海鮮餐廳 3000 元/桌。 
D2：阿朗壹古道由旭海～南田端全程 8.4 公里/約 5.5小時，特聘在地導覽老師帶你走～充滿傳奇故事說給你聽。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南田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海鮮餐廳 3000 元/桌。 
D3：蕭隴文化園區。雅聞七里香玫瑰森林。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3 天 2 夜宿：恆春佳適墾丁度假酒店。團費內含：【阿塱壹導覽；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 
★搶手！阿朗壹古道名額有限，請盡早報名！並提供：姓名、身分證號、出生年月日，以利阿朗壹造冊申請。【辦
證名額有限，不保證入園，若名額已滿，將全額退費】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門票+導覽 

每人：兩人房 6100 元、三人房 5800 元、四人房 5700元、獨房 7500 元 

【豪華三排椅】 

5/08～09（六日） 

★鄒族部落文化～德恩亞納魅力原鄉（蘭后民宿二日遊） 
D1：塔山下部落～知性～生態～探索山豬的故鄉之旅～來吉部落迎賓祈福巡禮：石頭教會、湯蘭花的家、天水木
雕工作室、鄒族文物館。咖啡採收烘焙 DIY、營火晚會～當一天原住民穿原民服拍照～勇士舞～讓您 High 一整夜。 
宿：嘉義蘭后民宿。早餐：自理 午餐：竹山紫南宮自理 晚餐：民宿餐廳。 
D2：多林車站、得恩亞納～歐洲建築風格有阿里山小瑞士之稱。多來古道～昔日十字村～來吉村古意幽情文史古
道。南非姑娘部落餐廳麵包工坊。體驗原民文化為旅程增添色彩，刻入永恆的記憶！ 
早餐：民宿餐廳 午餐：民宿餐廳 晚餐：餐廳 3000元/桌。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蘭后民宿套裝行程 

每人：兩人房 5400 元、三人房 5300 元、四人房 5200元、獨房 6000 元 

【7:00公司出發，

無接駁】 

【豪華三排椅】 

5/09～11（日一二） 

5/27～29（四五六） 

★風和日麗花東賞鯨．羅山泥火山豆腐（精緻三日遊） 
D1：★新亮點★八十五度 C 咖啡海岸店蔚藍海岸洋溢希臘風情。搭遊艇賞鯨。揚帆太平洋近距離觀賞座頭鯨、虎
鯨、抹香鯨、偽虎鯨與小虎鯨～歡樂無限！賞鯨請提供姓名、身分證號、出生年月日，以利造冊申請！ 
宿：花蓮富野渡假酒店。早餐：自理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飯店餐廳一泊二食。 
D2：吉利潭。★全新整修★北迴歸線標誌公園。羅山村泥火山豆腐 DIY 體驗全台唯一泥火山豆腐～著名有機村。
池上大坡池。 
宿：台東池上牧野渡假村（入住豪華房型）。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餐廳 3000元/桌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D3：花蓮靜浦北迴歸線界標。星巴克洄瀾門市+台開心農場。花蓮麻糬伴手禮。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洋基牧場 6000 元/桌。【辦證名額有限，不保證入園，若名額已滿，將全額退費】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賞鯨船+泥火山豆腐 DIY 套裝行程 

每人：兩人房 7600 元、三人房 7400 元、四人房 7300元、獨房 9600 元 

【大中巴 16席】 

5/10～11（一二） 

6/16～17（三四） 

7/21～22（三四） 

9/08～09（三四） 

★合歡越嶺錐麓古道秘境．太魯閣砂卡噹～小錐麓步道（健行二日遊） 
D1：小錐麓步道+砂卡噹步道。（來回 9 公里/約 4 小時）倚山傍水，風景秀麗。台泥 DAKA 新創園區。 
宿：太魯閣立霧客棧旅館。早餐：自理 午餐：台泥 DAKA 園區自理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D2：即將消失的秘境<台灣最高雲端古道>合歡越嶺錐麓古道，目前僅開放申請殘存（來回 6.2 公里/約 7 小時）俯
瞰太魯閣鬼斧神工！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自備乾糧 晚餐：宜蘭餐廳 3000 元/桌。 
★搶手！名額有限每天僅 96 名額，敬請於出團前 40 天完成報名，以利造冊申請通行證！並提供姓名、身分證號、
出生年月日★【辦證名額有限，不保證入園，若名額已滿，將全額退費】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錐麓申請費用+登山嚮導 

每人：兩人房 4800 元、三人房 4700 元、四人房 4600元、獨房 5700 元 

【豪華三排椅】 

5/12～13（三四） 

6/15～16（二三） 

★台南鹽水小鎮．星月大地景觀餐廳（尊爵二日遊） 
D1：鹽水小鎮風華深度導覽（月津港、南橋老街、鹽水徒步區..）。老塘藝術村。漁光島日落霞光美景。 
宿：台南★★★★★香格里拉飯店。（請自備泳衣） 
早餐：自理 午餐：鹽水老街自理 晚餐：餐廳 3000元/桌。 
D2：★新亮點★昭和十八嘉義史蹟資料館。星月大地景觀餐廳視野所及一片遼闊風景如畫。雅聞七里香玫瑰森林。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星月大地景觀餐廳 3000 元/桌。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門票+導覽 

每人：兩人房 5800 元、三人房 5600 元、四人房 5200元、獨房 7400 元 



【大中巴 16席】 

5/14～15（五六） 

5/30～31（日一） 

★坐看起雲時～春遊太平山紫葉槭～北橫之星明池之旅（經典二日遊）  
D1：林美石磐步道。（全程 1.7 公里/約 2 小時）風景秀麗有小太魯閣之稱。世外桃源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 
宿：宜蘭英仕山莊或同等級。早餐：自理 午餐：大同鄉原民餐 2500 元/桌 晚餐：山莊餐廳 3000 元/桌。 
D2：太平山森林遊樂區～太平山莊。全球最美 28 條小徑～見晴古道（來回 1.8 公里/約 1.5 小時）雲霧繚繞意亂
情迷。★紫葉槭彩繪森林★檜木原始林步道台灣林業史詩路～鎮安宮（來回 1.2 公里/約 1 小時）。鳩之澤溫泉。 
早餐：山莊早餐 午餐：太平山莊自理或自備乾糧 晚餐：宜蘭餐廳 3000 元/桌。 
自理：明池森林平日全票 95 元，假日全票 120 元；太平山森林平日全票 150 元，假日全票 200 元；其餘票種請參
考官網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 每人：兩人房 4400 元、三人房 4300 元、四人房 4200 元、獨房 5300 元 

【豪華三排椅】 

5/14～16（五六日） 

6/12～14（六日一） 

★鸞山部落原民文化～原始森林博物館～池上伯朗大道（繽紛三日遊） 
D1：懸崖絕壁清水斷崖山海絕景。池上伯朗大道視野所及一片遼闊，風景宛如一幅山水畫，療癒之旅！ 
宿：台東池上牧野渡假村（入住豪華房型）。早餐：自理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飯店餐廳 3000 元/桌。 
D2：鸞山部落森林博物館（會走路的樹！烤山豬肉、喝小米酒、拜祖靈、布農族傳統家屋、攀爬樹牆、一線天步
道、布農族風味餐、同心搗麻糬、植樹、原汁原味八部合音）。光復糖廠。 
宿：花蓮富野渡假酒店。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鸞山部落風味餐 晚餐：花蓮東大門夜市自理。 
D3：吉安慶修院。七星柴魚博物館。最美海灣粉鳥林。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小車+鸞山部落套裝行程 

(假日)每人：兩人房 7400元、三人房 7000 元、四人房 6800 元、獨房 9700 元 

【四排椅】 

5/16～17（日一） 

★拾遺百里山～瓦拉米文史古道（健行二日遊） 
D1：花蓮雲山水漫步山水間瀑布雪白洩玉散珠，細霧迷濛城市忘憂森林（全票 120 元自理）北迴歸線標誌公園。 
宿：花蓮瓦拉米客棧。早餐：自理 午餐：餐廳 2000元/桌 晚餐：餐廳 2500 元/桌。 
D2：瓦拉米古道－為登山健行探索未知不可或缺秘境步道，每一步都是雀躍（精華段南安～佳心來回 9.8 公里/約
4 小時）。早餐：玉里飯店附近自理 午餐：餐廳 3000元/桌 晚餐：餐廳 4000 元/桌。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 每人：兩人房 3400 元、三人房 3300 元、四人房 3200 元、獨房 4000 元 

【7:00公司出發，

無接駁】 

【豪華三排椅】 

5/16～22（日～六） 

6/20～26（日～六） 

7/18～24（日～六） 

★美的環島之星～台灣秘境山水（尊榮七日遊） 
D1：太魯閣風景區～砂卡噹步道。九曲洞、天祥風景區、長春祠。清水斷崖。蘇澳服務區。 
宿：花蓮★★★星空海藍飯店或同等級。早餐：自理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東大門夜市自理。 
D2：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鳳林蜜蜂生態教育館。北回歸線標誌公園。關山親水公園。二層坪水橋。 
宿：台東★★★知本 F Hotel。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餐廳 3500 元/桌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D3：知本森林遊樂區。最美的南迴公路～多良車站。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小河灣灣，瀑布涓流，蟲鳴鳥叫等多樣
性生態系！宿：恆春悠活度假村。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飯店一泊二食。 
D4：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一線天、社頂自然公園。鵝鑾鼻公園。坊山南洋風情愛琴海岸。西子灣品味詩意霞光。 
宿：高雄★★★★翰品酒店或同等級。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自備乾糧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D5：台南古都人文古蹟：安平德陽艦園區。安平老街（安平古堡、安平樹屋、安平開台天后宮、海山館、夕遊出
張所、德記洋行、盧經堂厝）。嘉義天長地久橋。 
宿：阿里山櫻山大飯店或同等級。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安平老街自理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D6：阿里山森林遊樂區～祝山日出、神木群步道。最遙遠的美麗～新中橫神秘塔塔加。鹿林神木。夫妻樹。 
宿：日月潭映涵渡假飯店。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阿里山商圈自理 晚餐：飯店餐廳 3000 元/桌。 
D7：日月潭晨霧～全台最美自行車道。光復新村。垂坤食品。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行程中盡可能增加私密景點、門票、接駁船、小車車資、導覽費均自理（請參考官網）全程不車購、不進館！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 每人：兩人房 21200 元、三人房 20200 元、四人房 20000 元、獨房 30200元 

【大中巴 16席】 

5/17～18（一二） 

5/27～28（四五） 

6/11～12（五六） 

★夢幻明池繡球花季．英仕山莊泰雅風情（經典二日遊） 
D1：張美阿嬤農場體驗竹筒飯 DIY+喝有機紅茶+田園趣+鹿寶餵食趣。英仕山莊套裝行程（全程導覽解說）（360 度
水力旋轉慵懶下午茶、蘭陽溪茅草車之旅、皮革 DIY、槌麻糬、歡唱卡拉 OK）。 
宿：宜蘭英仕山莊。早餐：自理 午餐：田媽媽蔥蒜美食館 2500 元/桌 晚餐：民宿餐廳 2500 元/桌。 
D2：世外桃源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萬千紫紅繡球花海，春遊明池最夢幻的季節。金車威士忌酒廠。幾米公園。 
早餐：山莊早餐 晚餐：明池山莊 3300 元/桌。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英仕山莊套裝+張美阿嬤農場套裝+明池門票 

每人：兩人房 7200 元、三人房 7000 元、四人房 6800元、獨房 8300 元 

【豪華三排椅】 

5/21～23（五六日） 

★希臘風格小琉球～高雄港都風采～南都文化之旅（歡樂三日遊） 
D1：海上明珠小琉球～至飯店換裝～探索繽紛海底世界浮潛（全程教練伴潛）或玻璃船（2 擇一）（費用 380 元自
理）～16:30 潮間帶生態保育歡樂趣尋寶（生動導覽）。如不會騎機車者，請斟酌報名。 
宿：小琉球琉夏萊旅店。早餐：自理 午餐：餐廳 2500 元/桌 晚餐：BBQ 歡樂餐。 
D2：小琉球（機車/公車）環島之旅～美人洞～山豬溝廊道～烏鬼洞…等環礁美景。爭鮮華僑市場。哈瑪星鐵道文
化園區。★新亮點★全新完工大港橋+駁二塔。駁二藝術特區悠遊。 
宿：高雄★★★康橋商旅三多商圈館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興中夜市自理或飯店免費宵夜。 
D3：全台首學台南孔廟。台南市立美術館 2 館（全票 200 元自理）。安平老街。建築美學台江學園水上屋。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安平老街自理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費用內含：小琉球來回船票+風景區門票+２人
一部機車+【潮間帶+環島+夜間三大導覽】小琉球需乘船，報名時須提供每位姓名、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 每人：兩人房 6600 元、三人房 6300 元、四人房 6000 元、獨房 8600 元 

【豪華三排椅】 

5/25～26（二三） 

6/28～29（一二） 

★澀水社區秘境．集集小鎮漫遊．日月潭湖光山色（經典小鎮二日遊） 
D1：集集小鎮漫遊（集集火車站、軍史公園、明新書院）。日月潭最美自行車道。 
宿：南投范特奇堡。早餐：自理 午餐：集集老街自理 晚餐：飯店餐廳 3000 元/桌。 
D2：★新亮點★澀水社區體驗趣（經典小鎮人文風情～文青深度導覽森林步道約 2.5 小時、揉紅茶、玩陶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遊湖+導覽 

每人：兩人房 4500 元、三人房 4300 元、四人房 4000元、獨房 5600 元 

【四排椅】 

5/29～30（六日） 

★花蓮溯溪趣～極速快感沙灘車～Pony咖啡（歡樂二日遊） 
D1：砂婆礑溯溪渡溪縱情秘境讚山水～攀瀑登峰造極，專業嚮導沿途生動風趣生態導覽解說～探秘尋幽之旅。 
宿：花蓮★★★星空海藍飯店。早餐：自理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東大門夜市自理。 
D2：歡樂無限！沙灘車。海天一色沙灘上享受奔馳的快感。Pony 天梯咖啡廳漫活午餐～融合自然元素景緻，盡情
享受這份獨特的幸福。懸崖絕壁清水斷崖山海絕景。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Pony 咖啡自理。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沙灘車+溯溪套裝+Pony 門票 100 元（可全額折抵消費） 

每人：兩人房 6400 元、三人房 6000 元、四人房 5800元、獨房 7800 元 



【7:00 公司出發，無

接駁】 

【豪華三排椅】 

5/30～6/01（日一二） 

7/13～15（二三四） 

8/11～13（三四五） 

★藤枝森林遊樂區．新化林場森呼吸（探秘三日遊） 
3 天 2 夜宿：高雄不老溫泉渡假村。（溫泉 SPA 水療館、冷泉、烤箱、檜木水療池，請自備泳衣褲） 
D1：新化林場臺灣唯一低海拔亞熱帶台大實驗林場，全臺最大桃花心木林。映入眼簾的無盡碧綠讓人心曠神怡！ 
早餐：自理 午餐：新化林場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D2：塵封十年重新開放藤枝森林遊樂區遠眺玉山、大武山、卑南山及大小關山等山巒連綿一望無際山水景色盡收
眼底，是登山、健行、賞花、觀蟲、賞鳥～豐富生態系最佳去處。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飯店餐廳 2500 元/桌。 
D3：玉井芒果季。德元埤荷蘭村。彰化溪州公園。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小車+門票 

每人：兩人房小床 7000 元、三人房 6900 元、四人房 6600 元、獨房 8600 元 
【四排椅】 

5/18～19（二三） 

6/16～17（三四） 

7/22～23（四五） 

8/01～02（日一） 

★縱情秘境山水武界部落魅力原鄉（探秘二日遊） 
D1：武界部落溯溪～魚頭石、青蛙石、一線天瀑布、龍紋石、欣賞鐘乳石、引水道、武界大壩外庫。 
宿：南投武界休閒民宿或同等級。早餐：自理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民宿餐廳。 
D2：武界部落多采多姿日出絕景～奔騰壯闊行雲流水浩浩蕩蕩，翻滾起伏就在眼前，山在虛無飄緲間！武界茶園
風光俯瞰埔里美景如畫。武界吊橋。思源吊橋。武界水壩。溢洪道。早餐：民宿早餐 午餐：民宿餐廳。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武界部落套裝行程+武界部落接駁小車 

每人：兩人房 6300 元、四人房 6100 元（無獨房、三人房） 

【7:00公司出發，

無接駁】 

【豪華三排椅】 

Ａ6/05～06（六日） 

Ｂ6/20～21（日一） 

Ｃ7/09～10（五六） 

Ｄ7/31～8/01（六日） 

★仙境杉林溪繡球花季．溪頭森呼吸（賞花二日遊） 
D1：杉林溪森林遊樂區～絹絲松瀧岩瀑布、繽紛花卉中心繡球花海～遠離塵囂放空沐浴在森林的芬多精裡。 
宿：溪頭★★★孟宗山莊大飯店。早餐：自理 午餐：杉林溪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飯店餐廳 3000 元/桌。 
D2：晨遊溪頭自然教育園區～如詩似畫大學池～飛越樹冠層天空步道～銀杏森林。歡樂溪頭妖怪村。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費用內含：【杉林溪森林遊樂區+溪頭自然教育園區】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  

Ａ（假日）每人：兩人房 5800 元、三人房 5500 元、四人房 5300 元、獨房 7300 元 
Ｂ（平日）每人：兩人房 5400 元、三人房 5100 元、四人房 5000 元、獨房 6500 元 

Ｃ（暑假平日）每人：兩人房 5600 元、三人房 5300 元、四人房 5200 元、獨房 6800 元 
Ｄ（暑假假日）每人：兩人房 6200 元、三人房 5800 元、四人房 5600 元、獨房 8000 元 

【四排椅】 

6/05～06（六日） 

★台版吳哥窟～萬佛寺～柴山阿朗壹秘境（尋幽二日遊） 

D1：探秘尋幽之旅，一窺沉睡中的秘境～台版吳哥窟萬佛寺。讓您不用飛柬埔寨就能欣賞令人嘖嘖稱奇美景。 
宿：高雄★★★康橋商旅三多商圈館或同等級。早餐：自理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飯店宵夜。 
D2：柴山阿朗壹秘境（A 放 B 接約 4 小時）台灣西部唯一沿岸依山傍海步道～一窺未揭神秘面下的美麗！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請自備乾糧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 每人：兩人房 4800 元、三人房 4700 元、四人房 4600 元、獨房 6200 元 

【7:00公司出發，

無接駁】 

【豪華三排椅】 

6/07～11（一～五） 

7/26～30（一～五） 

★美的環島之星～悠遊漫旅（超值五日遊） 
D1：雅聞香草植物工坊。鹿港老街人文風情。嘉義鰲鼓溼地生態。井仔腳鹽田。 
宿：台南★★★新朝代飯店或同等級。早餐：自理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赤崁樓商圈自理。 
D2：★新亮點★歸仁裝置藝術。橋頭糖廠。駁二藝術特區。大港橋開橋秀。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 
宿：高雄★★★康橋商旅三多商圈館或同等級。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飯店免費宵夜。 
D3：林後四林平地森林園區。最美的南迴公路車窗風情台九線遇到愛。台東森林公園。利吉惡地。 
宿：台東福康大飯店或同等級。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D4：魅力原鄉布農部落休閒農場。池上大坡池。瑞穗牧場悠遊漫活。 
宿：花蓮★★★洄瀾客棧或同等級。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池上便當 100 元/個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D5：七星潭。七星潭柴魚博物館。台泥 DAKA 園區。宜蘭九芎埕。宜蘭設治紀念館。宜蘭文學館。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餐廳 6000 元/桌。 
行程中盡可能增加私密景點、門票、接駁船、小車車資、導覽費均自理（請參考官網）全程不車購、不進館！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 每人：兩人房 15600 元、三人房 14800 元、四人房 14600 元、獨房 20000元 

【豪華三排椅】 
Ａ6/17～18（四五） 
Ｂ6/29～30（二三） 
Ｃ7/17～18（六日） 
Ｄ7/28～29（三四） 
Ｅ8/07～08（六日） 

★戀戀白河蓮花季．故宮南院文化之旅（賞花二日遊） 
D1：故宮南院古今中外現代美學藝文博物館。新港奉天宮～新港文史老街。雅聞香草植物工坊。 
宿：嘉義嘉楠風華酒店或同等級。早餐：自理 午餐：新港老街自理 晚餐：飯店餐廳 5000 元/桌。 
D2：白河蓮花季早蓮在水一方隨風搖曳，宛如婷婷玉立一佳人出淤泥而不染。烏樹林糖廠。垂坤食品。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白河蓮子大餐 3000 元/桌。門票自理：故宮南院全票 150 元，65 歲以上 75 元。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 

ＡＢＤ（平日） 每人：兩人房 4700 元、三人房 4500元、四人房 4400 元、獨房 5900 元 
ＣＥ（假日） 每人：兩人房 5000 元、三人房 4800 元、四人房 4600 元、獨房 6400 元 

【7:00公司出發，

無接駁】 

【豪華三排椅】 

6/19～21（六日一） 

★阿塱貳溪仔口．鼻頭山草原（探秘三日遊）3 天 2 夜宿：恆春佳適墾丁渡假飯店或同等級。 
D1：全台唯一巧克力莊園～阿信巧克力農場。 
早餐：自理 午餐：便當 80 元/個 晚餐：海鮮餐廳 3000 元/桌。 
D2：阿塱貳之溪仔口秘境探索（全程生動導覽 3hr）。鵝鑾鼻風景區。瓊麻工業歷史展示區。船帆石。墾丁大街。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墾丁大街自理。 
D3：被遺忘的部落～★灣島秘境巡禮★天涯海角鼻頭山大草原（全程生動導覽 3hr）。尋找失落的灣島漁村秘境。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小墾丁渡假村 3000 元/桌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費用內含：【溪仔口接駁導覽+鼻頭草原導覽+阿信巧克力農場+鵝鑾鼻公園】 
★搶手！名額有限，敬請於出團前 40 天完成報名，以利造冊申請通行證！並提供姓名、身分證號、出生年月日★
【辦證名額有限，不保證入園，若名額已滿，將全額退費】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導覽費+門票 

（假日）每人：兩人房 7800 元、三人房 7200 元、四人房 7000 元、獨房 10200 元 

【豪華三排椅】 
6/22～23（二三） 

7/08～09（四五） 

8/04～05（三四） 

★阿里山詩路～神木群森林浴～二延平步道（漫活二日遊） 
D1：二延平步道（來回 2 公里/約 3 小時）。日落霞光、茶園風采。阿里山森林遊樂區～晚霞美景夜賞星星～銀河，
森活漫遊放空聆聽大自然的樂章伴您一夜好眠。請早睡明天早起！ 
宿：阿里山高山青大飯店或同等級。早餐：自理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D2：04:00 出發前往(自由參加)阿里山火車站搭乘小火車～祝山日出～雲海，08:30 放空享受芬多精森林浴漫步在
世界級的阿里山詩路：神木群步道～沼平公園～姊妹潭～受鎮宮。漫遊天長地久橋。 
早餐：阿里山商圈自理 午餐：阿里山商圈自理、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自理：阿里山森林遊樂區門票 200 元、祝山線來回火車票 300 元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 每人：兩人房 4500 元、三人房 4300 元、四人房 4200 元、獨房 5600 元 



【7:00公司出發，
無接駁】  
【四排椅】 

6/24～25（四五） 
7/27～28（二三） 
8/30～31（一二） 

★武陵農場～桃山瀑布．合歡溪秘境山水（健行二日遊） 
D1：武陵桃山瀑布（來回 8.6 公里/約 4.5 小時）。步道平緩易行，沿途散發松香芬多精～綠意蒼翠林蔭幽幽。 
宿：梨山梨都大飯店或同等級。早餐：自理 午餐：便當 80 元/個 晚餐：餐廳 2500 元/桌。 
D2：梨山晨囂～群燕飛舞。賽德克巴萊經典場景～合歡溪原始幽林沁涼步道（來回 7 公里/約 3.5 小時）。 
早餐：梨山早餐 午餐：餐廳 2500 元/桌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武陵門票+合歡溪接駁小車 

每人：兩人房 5000 元、三人房 4900 元、四人房 4800元、獨房 5800 元 
【中午 12點公司出

發，無接駁站】 

【豪華三排椅】 

Ａ6/26～27（六日） 

Ｂ7/06～07（二三）

Ｃ7/16～17（五六） 

★月津港燈節．玉井芒果季（繽紛二日遊） 
D1：月津港燈節～魔幻時光～藝術創作～聲光劇場～魅力光影璀璨照耀月津港。鹽水小鎮尋回失落的風華古韻（深
度導覽）（月津港、南橋老街、鹽水徒步區..踩街漫遊）。 
宿：台南★★★新朝代飯店或同等級。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鹽水小鎮自理。 
D2：甜蜜蜜玉井芒果季。玉井白色教堂襯托古樸小鎮迷人的景緻。大內龍貓彩繪村 IG 美拍。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玉井白色教堂餐廳自理 晚餐：風城之月懷舊餐廳 4400元/桌。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導覽        自理：玉井白色教堂門票 150 元，可折抵 100 元消費。 

ＢＣ(平日) 每人：兩人房 4200 元、三人房 4000 元、四人房 3800 元、獨房 5300 元 
Ａ(假日) 每人：兩人房 4500 元、三人房 4300 元、四人房 4100 元、獨房 5800 元 

【豪華三排椅】 

Ａ6/28～29（一二） 

Ｂ8/06～07（五六） 

Ｃ9/07～08（二三） 

★夏之戀～小琉球深度漫旅（浪漫二日遊） 
D1：海上明珠小琉球～至飯店換裝～探索繽紛海底世界浮潛（全程教練伴潛）或玻璃船（2 擇一）（費用 380 元自
理）～16:30 浪花～霞光伴我行潮間帶生態保育歡樂趣尋寶（生動導覽）。如不會騎機車者，請斟酌報名。 
宿：小琉球琉夏萊旅店。早餐：自理 午餐：便當 80 元/個 晚餐：ＢＢＱ歡樂大餐。 
D2：小琉球（機車/公車）環島之旅～美人洞～山豬溝廊道～烏鬼洞…等環礁美景。爭鮮華僑市場。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東港華僑市場自理 晚餐：餐廳 3000 元/桌。 
費用內含：小琉球來回船票+風景區門票+２人一部機車+【潮間帶+環島+夜間三大導覽】小琉球需乘船，報名時須
提供每位姓名、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小琉球套裝行程 

ＡＣ（非暑假）每人：兩人房 5300 元、三人房 5100 元、四人房 5000 元、獨房 6200 元 
Ｂ（暑假）每人：兩人房 5600 元、三人房 5400 元、四人房 5200 元、獨房 6800 元 

【豪華三排椅】 

7/03～05（六日一） 

7/10～12（六日一） 

7/17～19（六日一） 

7/24～26（六日一） 

7/30～8/1（五六日） 

8/07～09（六日一） 

★鹿野熱氣球嘉年華．花東山海戀（繽紛二日遊） 
D1：Pony 咖啡廳花東蔚藍海岸風情～獨享美食～浪漫下午茶。曼波神秘海灘～龍貓隧道。知卡宣森林親水公園。 
宿：花蓮富野渡假酒店。早餐：自理 午餐：Pony 咖啡自理 晚餐：飯店一泊二食。 
D2：東台灣一年一度盛會～繽紛鹿野高台熱氣球璀璨嘉年華 High 翻天。新社梯田。豐濱天空步道。石門麻糬洞。 
宿：台東★★★綺麗渡假村（戶外溫泉戲水池、房間溫泉、室內外遊樂區）。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晚餐：飯店小火鍋。 
D3：光復糖廠。清水斷崖。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餐廳 6000 元/桌。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門票每人：兩人房 8200 元、三人房 7600 元、四人房 7300 元、獨房 11700 元 

【中午 12點公司出

發，無接駁站】 

【四排椅】 

7/31～8/01（六日） 

★王功漁火節．大坑步道健行（繽紛二日遊）【僅此一梯，錯過等明年！！】 
D1：王功漁火節。熱鬧滾滾嘉年華祈福踩街～海洋音樂會～絢麗煙火秀～地方美食饗宴等。雅聞香草植物工坊。
漫步經典鹿港古鎮文史古蹟老街。鹿港天后宮。桂花巷藝術村。鹿港公會堂。鹿港藝文館。 
宿：台中★★★★兆品酒店或同等級。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王功漁港特色小吃自理。 
D2：大坑 9-1 號+10 號步道（環狀 2.9 公里/約 2 小時）遠眺北屯～潭子地區風光明媚一覽無遺。大坑地震公園假
日市集台中特產採買。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餐廳 3000 元/桌。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餐宿 每人：兩人房 4500 元、三人房 4200 元、四人房 4100 元、獨房 6100 元 
<賀>美的旅行社榮獲林務局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森林生態旅遊策略聯盟）系列行程精彩可期！ 

太平山森林遊樂區平日全票 150元，假日全票 200元，20人以上 150元，65歲以上 10元自理，身心障礙及陪同一人免費 
蹦蹦車全票 180元，65歲以上 120元自理，身心障礙及陪同一人免費（成團請預繳全額）【請自備雨鞋、雨衣、登山杖】 

★環山步道★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翠峰湖（夢幻之旅）台灣最大高山湖泊～夢幻翠峰湖【東口進東口出】 
（來回 5.7 公里/約 3.5-4小時）沿途風光明媚，古木參天羅列兩旁，縱翠疊碧宛如世外桃源。（請自備午餐） 
梯次 05/22(六)、06/12(六)、07/18(日)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晚餐廳 2500 元/桌+翠峰湖環山步道小車 500 元=$1250 元/人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見晴古道（生態之旅）～太平山莊。全球最美 28 條小徑～見晴古道（來回 1.8 公里/約 1.5 小時）雲霧繚繞意

亂情迷。台灣林業史風華檜木原始林步道（來回 1.2 公里/1 小時）梯次 5/09(日)、6/24(四)、7/11(日)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山莊午餐 310 元=平日$800 元／假日$850 元/人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茂興步道（漫活之旅）～太平山莊。懷念彼時故事未竟～蹦蹦車再現風華。雲海咖啡屋下午茶小憩。訪古尋幽
之路～茂興懷舊步道（來回 3 公里/約 2.5 小時），蘊含豐厚歷史人文。【如沒搶到蹦蹦車門票，將改前往見晴古道】 
梯次 5/12(三)、6/21(一)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午便當 80 元=$550 元/人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鐵杉林步道（健行之旅）～太平山莊。台灣林業史詩路～鎮安宮～檜木原始林步道（來回 1.2 公里/約 1 小時）

～鐵杉林步道（來回 2.6 公里/約 2 小時）。沿途風景秀麗，古木成林，踏破空山細慢體會土地賜予的能量享受森林浴。 
梯次 5/25(二)、6/12(六)、7/20(二)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山莊午餐 310 元=平日$800 元／假日$850 元/人
【7 點公司出發，無接駁站】★新亮點★太平山森林遊樂區望洋山步道（健行之旅）～（來回 2.4 公里/約 2.5 小時），海拔 2050M，遠

眺蘭陽平原～太平洋～龜山島一覽無遺！。翠峰湖觀景平台。梯次 5/7(五)、6/25(五)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望洋山步道小車 500 元+午便當 80 元=$1250 元/人

 
宜蘭◎山林秘境生態寶庫◎ 福山植物園 【假日請提前 45 天報名】【申請完成後無法到場，園方將黑名單２個月】 

 梯次 5/02(日)、5/28(五)、6/12(六)、6/30(三) 北台灣嚴格管制的植物園，原生植物 and 野生動物的寶庫。望龍埤。員山忠烈祠。
員山公園。亞典蛋糕密碼館。窯烤山寨村。（午代訂便當自理）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小車=平日$800 元／假日$850 元/人 
宜蘭◎山林秘境◎馬告生態園區（棲蘭神木園）。梯次 06/14(一) 

 專業導覽 90 分鐘、闖進迷霧森林，（亞洲最大）神木園區，上百株千年紅檜、台灣扁柏高聳入雲，躍走霧上桃源，遠離塵囂森呼吸。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神木園區門票+小車專業導覽 780 元+便當 160 元）=假日$1400 元/人

宜蘭★深度生態導覽★登陸龜山島。梯次 05/16(日)、06/12(六)、07/04(日)、7/20(二)、07/31(六)、08/07(六) 
 一生必須踏上一次的國土～原是神秘軍事管制重地，龜山八景一覽無疑。礁溪商圈漫活（奕順軒、滷之鄉、辣椒文創館、 
 湯圍溝溫泉公園）～午餐自理。烏石港。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船資+登島二合一+清潔費+導覽=$1150 元/人



基隆★深度生態導覽★登陸基隆嶼【登頂版本】。梯次 05/19(三)、05/29(六)、06/13(日)、6/28(一)、7/7(三)、07/18(日)、7/23(五
)、08/01(日)【請提前 60天報名】豐富植物生態、全台次高的燈塔、專業導覽解說帶您探索一生必遊神秘島嶼（登島導覽）。廟口市場
～午餐自理。正濱彩色漁港。遠眺十三層遺址。陰陽海觀景台。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船資+登頂導覽+門票)=$1000 元/人
陽明山+北海岸★新亮點★草山水道～陽明山藍寶石泉秘境。深入探索陽明山上的湧泉秘境。金山老街～午餐自理。小油坑。 

 台電北部展示館。維納斯海岸。梯次 6/18(五)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陽明山藍寶石泉 250 元=$700 元/人
【大中巴 16 席】陽明山+內湖★新亮點★草山水道～陽明山藍寶石泉秘境。深入探索陽明山上的湧泉秘境。汐止五指山觀景台。 

 內湖大溝溪親水步道。大湖公園。梯次 5/07(五)、6/11(五)、7/16(五)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陽明山藍寶石泉 250 元+午土雞城餐廳 3000 元/桌=$1600 元/人

【８人座 7:30 公司出發，無接駁點】陽明山+天母★新亮點★草山水道～陽明山藍寶石泉秘境。深入探索陽明山上的湧泉秘境。 
 天母水管路古道。（A 放 B 接 2.8 公里/約 2 小時）。文化大學～周圍午餐自理。小隱潭瀑布。陽明山花卉中心。 
梯次 5/14(五)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陽明山藍寶石泉 250 元=$1700 元/人
【7:00 公司出發，無接駁站】【８人座公司出發】新竹◎上帝的部落◎司馬庫斯。（來回 4-5 小時）雲霧飄渺山林秘境，遠離都市喧囂

聲，取而代之的是靜謐，一株株巨大神木，探訪最遙遠的美麗大自然奧秘壯麗山水。夢幻竹林。巨木群步道。 
梯次 5/08(六)、6/18(五)、7/22(四)（溫差大請帶外套）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導覽+午便當 80 元+晚餐廳 2000 元/桌=$1500 元/人
【大中巴 16 席】新竹◎縱情秘境山水◎霞喀羅國家步道。Syakaro 霞喀羅為泰雅族語的烏心石，因山區盛產此樹而得名。（養老段走

到馬鞍駐在所來回 7.8 公里/約 4.5 小時）。梯次 5/11(二)、6/27(日)、7/31(六) 
（溫差大請帶外套）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午便當 80 元+晚餐廳 2000 元/桌=$1550 元/人

【7:00 公司出發，無接駁站】【８人座公司出發】新竹◎樹人的家◎魔戒森林～鎮西堡Ｂ區神木步道。（全程 7.5 公里/約 4.5 小時
）陽光終年照射，全台最大檜木原始林。國王＆皇后、綠巨人、亞當＆夏娃神木…樹人群，令人肅然起敬油然而生。宇老觀景台。 
梯次 5/17(一)、6/14(一)、7/18(日)（溫差大請帶外套）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導覽+午便當 80 元+晚餐廳 2000 元/桌=$1500 元/人

宜蘭★泛舟趣★安農溪泛舟。全程約 2.5 小時，河道窄而寬，溪流湍急、刺激驚險，緩流礫灘、阡陌綠野，山花密道、鄉間人家等因
季節而呈現多樣化的特色。新月廣場～午餐自理。甲子蘭酒文物館（宜蘭酒廠、紅麴小吃街）。（安農溪泛舟名額有限，請提早報名，未
滿 10 歲及 65 歲以上及患有心血管疾病、癲癇症、孕婦不宜參加，10～18 歲需監護人簽章始可參加） 

梯次 5/22(六)、6/20(日)、7/17(六)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安農溪泛舟=$1200 元/人
‧ ５ 月 份 一 日 遊 總 匯 ‧ 如 無 特 別 標 示 皆 為 0 7 : 3 0 出 發 🚌 💨 💨  🚌 💨 💨  🚌 

5/01 
(六) 

Ａ.桃園★親子遊★小人國。一票玩到底的大型遊樂園，特色表演、擬真迷你世界、遊樂設施，適合大朋友帶著小朋友一起來遊玩
的好去處。（門票 550 元，65 歲以上 420 元自理）。午餐於小人國自理。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400 元/人 
Ｂ.宜蘭★世外桃源★聖母登山步道（抹茶山）。（來回 10.6 公里/約 7 小時）沿途林木蓊鬱、潺潺流水聲，登頂欣賞傳說中的抹茶
山，眺望蘭陽平原及龜山島。聖母山莊。五峰旗聖母朝聖地。為旅遊安全及其他團員權益考量：年齡過小、65 歲以上及行動不便
者需有家人或同行者，方可報名，不便之處敬請見諒。（午自備乾糧）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雙領隊=$600 元/人 
Ｃ.【中午 12 點公司出發，晚上 10 點回公司】台中★日賞桐花夜賞螢★東勢林場。油桐花隨風翩翩落下，草地、樹梢滿佈雪白花
朵，讓人忘卻世俗煩憂，夜賞漫妙螢火蟲。（全票 250元，團體票 200 元，晚餐於此自理）（賞螢請自備手電筒、紅色玻璃紙）。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550 元/人 
Ｄ.【大中巴 16 席】新竹山上人家。雲端上歐式莊園，群山環繞，雲霧飄渺，濃情密意叫人流連忘返。福祥仙人掌園藝中心。竹
東美食排骨酥麵～午餐自理。       （成團請預繳全額）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山上人家門票 200 元=$1200 元/人 

5/02 
(日) 

Ａ.宜蘭◎山林秘境生態寶庫◎ 福山植物園《請看封面詳細介紹》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850 元/人 
Ｂ.新竹★親子遊★綠世界生態農場。占地約 70 公頃的大型農場，擁有六大主題特色，『天鵝湖』、『蝴蝶生態』、『大探奇』、『鳥類
生態』、『神秘小徑』、『水生植物』。（全票 380 元，65 歲以上 320 元，身心障礙及陪同一人 190 元自理）。北埔老街～午餐自理。向
陽農場。種子星球來作客。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向陽農場門票=$400 元/人 
Ｃ.台中心之芳庭。小南法餐廳建築風格，很有普羅旺斯鄉村風情，戶外用餐區，欣賞遼闊風景品嘗美食。（全票 200 元，可折抵
150 元消費自理。午餐於此自理）。潭雅神綠園道騎鐵馬兜風（租鐵馬費用自理）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500 元/人 
Ｄ.彰化鹿港經典小鎮巡禮。鹿港天后宮。主祀湄州媽祖開基聖母神像。鹿港古蹟街巡禮。細細品味小鎮特色美食，午餐自理。鹿
港玻璃廟（台灣玻璃館、鹿港宇宙塔）唯一玻璃工藝美學打造的廟宇。桂花巷藝術村。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500 元/人 
Ｅ.【大中巴 16 席】宜蘭★森林浴★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終年煙嵐繚繞。山色湖景，神木衫林。（假日全票 120 元，65 歲以上 60
元，身心障礙及陪同一人 10 元自理）玉蘭茶之鄉。 （成團請預繳全額）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午便當 80 元=$1100 元/人 

5/03 
(一) 

Ａ.【中午 12 點公司出發，晚上 10 點回公司】新北★螢火蟲季★平溪小鎮賞螢。夜晚的火金姑一閃一亮地發光。（賞螢請自備手
電筒、紅色玻璃紙）。被遺忘在過去的石底大斜坑。廢墟風格+螢火蟲譜出了一副美麗畫作。十分瀑布。有台灣尼加拉瓜瀑布之美
譽。十分老街。菁桐老街。天燈派出所。晚餐於菁桐老街或十分老街自理。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400 元/人 
Ｂ.彰化★金針花季★花壇金針花。將近 3 萬朵的金針花，壯觀的花海。彰化肉圓～午餐自理。虎山巖觀音佛祖。八卦山大佛。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450 元/人 

5/04 
(二) 

Ａ.宜蘭★新亮點★2021 宜蘭綠色博覽會規劃 14 個陸域展區、2 個水域遊戲體驗區、11 處裝置藝術以及豐富互動式娛樂體驗（平
日全票 150 元自理）。仁山植物園桐花季。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午便當 80 元=$500 元/人 
Ｂ.【中午 12 點公司出發，晚上 10 點回公司】新竹內灣閃螢趣。成群結隊螢火蟲驚艷連連。金獅古道+仁和步道。（全長 2 公里/
約 1.5 小時）步道下起桐花雪。內灣老街～晚餐自理。湖口老街。北角吊橋。 

（賞螢請自備手電筒、紅色玻璃紙）。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350 元/人 

5/05 
(三) 

Ａ.【中午 12 點公司出發，晚上 10 點回公司】新竹★桐花季+賞螢★獅頭山風景區。白色油桐花隨風翩翩飄落，夜賞曼妙螢火蟲
。（賞螢請自備手電筒、紅色玻璃紙）。北埔老街～晚餐自理。歇心茶樓。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350 元/人 
Ｂ.台中★桐花季★水流東桐花步道。水圳兩邊種滿了桐花，山水美景綠色林蔭大道。大甲鎮瀾宮（大甲老街）。擁有兩百多年人
文歷史～午餐自理。外埔三清宮。高鐵觀景台。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450 元/人 

5/06 
(四) 

Ａ.新北★桐花季★翠湖步道。（來回 6 公里/約 2.5 小時），浪漫四月雪。和平島公園。（全票 80 元自理）。七堵市場～午餐自理。
翠湖。金龍湖。北峰寺。八斗子車站。正濱彩色漁港。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350 元/人 
Ｂ.苗栗★繡球花季+桐花季★花露休閒農場。萬紫千紅繡球花海，譜出了一幅美麗的交響曲。四月雪小徑。（來回 2.6 公里/約 1.5
小時），白雪靄靄，落英繽紛四月雪。三義木雕博物館。（門票 80 元自理，65 歲以上免費）。 

（成團請預繳全額）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花露休閒農場午餐 3500 元/桌=$750 元/人 

5/07 
(五) 

Ａ.【7 點公司出發，無接駁站】宜蘭★新亮點★太平山森林遊樂區望洋山步道（健行之旅）《請看封面詳細介紹》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望洋山步道小車 500 元+午便當 80 元=$1250 元/人 

Ｂ.【大中巴 16 席】陽明山+內湖★新亮點★草山水道～陽明山藍寶石泉秘境《請看封面詳細介紹》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陽明山藍寶石泉 250 元+午土雞城餐廳 3000 元/桌=$1600 元/人 

5/08 
(六) 

Ａ.宜蘭★新亮點★2021 宜蘭綠色博覽會規劃 14 個陸域展區、2 個水域遊戲體驗區、11 處裝置藝術以及豐富互動式娛樂體驗（假
日全票 250 元自理）。仁山植物園桐花季。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午便當 80 元=$550 元/人 
Ｂ.【7:00 公司出發，無接駁站】【８人座公司出發】新竹◎上帝的部落◎司馬庫斯《請看封面詳細介紹》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導覽+午便當 80 元+晚餐廳 2000 元/桌=$1500 元/人 
Ｃ.彰化★金針花季★花壇金針花。將近 3 萬朵的金針花，壯觀的花海。彰化肉圓～午餐自理。虎山巖觀音佛祖。八卦山大佛。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500 元/人 
Ｄ.苗栗【大中巴 16 席】新竹◎小百岳◎李棟山步道。小百岳第 28 號（來回 3 公里/約 2.5 小時），李棟山莊、李棟山古堡，眺望
大霸尖山、雪山、聖稜線、南湖大山壯麗山河。風起雲湧宇老觀景台。內灣老街。 

（成團請預繳全額，溫差大請帶外套）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午便當 80 元+李棟山清潔費 20 元=$1400 元/人 



5/09 
(日) 

Ａ.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見晴古道（生態之旅）《請看封面詳細介紹》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山莊午餐 310 元=$800 元/人 
Ｂ.苗栗★桐花季★四月雪小徑。（來回約 2.6 公里/約 1.5 小時），白雪靄靄，落英繽紛四月雪。後龍好望角。慈濟山茶園。通霄
精鹽廠。                      （成團請預繳全額）車資+旅責險+午客家餐廳 3000 元/桌=$750 元/人 
Ｃ.彰化王功鐵牛車採蛤蠣、吃海鮮、烤蚵鐵牛車悠遊潮間帶，樂遊趣任由燦爛餘暉灑落滿身。鹿港天后宮美食街～午餐自理。古
鎮老街。百年古蹟區巡禮。（需自備海灘褲、拖鞋）（成團請預繳全額）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鐵牛車+烤蚵=$800 元/人 
Ｄ.【大中巴 16 席】台中★健行美食★大坑休閒 1 號步道。（來回 3.2 公里/約 3 小時）宛如熱帶雨林，林蔭茂密、自然原始，生
態資源豐富，涼爽宜人。遠離都市喧囂澄石享自在景觀餐廳～午餐自理。（成團請預繳全額）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1300 元/人 

5/10 
(一) 

Ａ.桃園★桐花季★十一指古道。（來回 1.8 公里/約 2 小時）昔日大溪山區往來大溪老街的主要幹道，古道保存良好，百年茄冬樹
～湖泊組成交響樂。大溪老街（透明電梯、觀光橋）～午餐自理。前慈湖。前慈湖雕塑公園。蓮座山觀音寺。八德埤塘生態公園。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350 元/人 
Ｂ.苗栗★桐花季+薰衣草季★鳴鳳山古道。（A 放 B 接 3.5 公里/約 2.5 小時）隱藏林間夢幻桐花步道，雪花飄落散滿古道。日新
島水榭樓台。明德水庫最大島嶼，全台唯一島上咖啡館，享受專屬午餐。（門票 100 元可折抵消費，午餐於此自理）。葛瑞絲香草
田。雲洞宮。獅潭義民廟。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450 元/人 

5/11 
(二) 

Ａ.桃園★桐花季+藍花楹★大溪龍山寺後花園桐花步道。齋明寺古道（來回 2 公里/約 1.5 小時）有著滿開純潔桐花。廣豐公園。
有多株藍花楹，藍紫色的花朵。大溪老街（大溪觀光橋、大溪透明電梯）～午餐自理。齋明寺。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350 元/人 
Ｂ.【大中巴 16 席】新竹◎健行◎霞喀羅國家步道《請看封面詳細介紹》 

（溫差大請帶外套）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午便當 80 元+晚餐廳 2000 元/桌=$1550 元/人 

5/12 
(三) 

Ａ.新北★桐花季★三生桐花步道。（來回 4 公里/約 2.5 小時）步道兩旁桐花盛開美景。老梅綠石槽。季節限定美景，特殊綠色海
藻景緻。劉家肉粽～午餐自理。石門婚紗廣場。金山老街（金包里慈護宮）。金山獅頭山公園（燭台雙嶼、神秘海岸）。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350 元/人 
Ｂ.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茂興步道（漫活之旅）《請看封面詳細介紹》【如沒搶到蹦蹦車門票，將改前往見晴古道】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午便當 80 元=$550 元/人 

5/13 
(四) 

Ａ.桃園★登山健行★東滿步道。（A 放 B 接 7.36 公里/約 6 小時）往來於東眼山與滿月圓兩處國家森林遊樂區之間的健行路徑，
自海拔 870 公尺東眼山林道緩緩而下，屬中低海拔常綠闊葉林楠櫧林帶，沿途針、闊葉樹林交錯，孕育豐富多樣系。 

（午餐請自備乾糧）（滿月圓門票自理、東眼山門票自理）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雙領隊=$550 元/人 
Ｂ.新竹★桐花季★峨眉湖。平靜湖面藍天白雲投射倒影，環山雪白桐花與綠葉相互輝映，宛如一幅完美山水畫。北埔老街純樸客
家經典小鎮～午餐自理。十二寮休閒農業園區。十二寮休閒步道。峨眉湖 3D 彩繪步道。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350 元/人 

5/14 
(五) 

Ａ.【８人座 7:30 公司出發，無接駁點】陽明山★新亮點★草山水道～陽明山藍寶石泉秘境《請看封面詳細介紹》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陽明山藍寶石泉 250 元=$1700 元/人 

Ｂ.台中★桐花季★潭雅神綠園道。全長約 12 公里，原是台鐵神岡支線鐵路，主打在林蔭下騎車的風情。（租鐵馬費用自理）。水
流東桐花步道。水圳兩邊種滿了桐花，步道宛如綠色林蔭大道。廟東商圈～午餐自理。豐原慈濟宮。高鐵觀景台。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450 元/人 

5/15 
(六) 

Ａ.宜蘭★新亮點★宜蘭忍者村。體驗日式忍者武道精神。礁溪商圈漫活（奕順軒、滷之鄉、辣椒文創館、湯圍溝溫泉公園）～午
餐自理。龍潭湖。頭城文史老街。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忍者村門票 220 元=$700 元/人 
Ｂ.宜蘭★浪漫毛地黃★太平山森林遊樂區～翠峰湖。毛地黃花朵像小風鈴，有紅色、粉紅色、白色等多種色彩。鳩之澤溫泉。（
假日全票 200 元，20 人以上 150 元，65 歲以上 10 元自理，身心障礙及陪同一人免費，翠峰山屋午餐自理） 

（成團請預繳全額）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翠峰湖小車 450 元=$950 元/人 
Ｃ.新竹峨眉湖。大自然文化世界～亞洲第一高～天恩彌勒佛。北埔老街～午餐自理。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400 元/人 
Ｄ.【大中巴 16 席】新竹清泉風景特定區。張學良文化園區。清泉觀光吊橋。清泉藝術之森。原住民族館。清泉溫泉將軍湯（可
自費泡溫泉）。清泉頭目廣場～午餐自理。（成團請預繳全額，溫差大請攜帶外套）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1200 元/人 

5/16 
(日) 

Ａ.宜蘭★深度生態導覽★登陸龜山島。《請看封面詳細介紹》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船資+登島二合一+清潔費+導覽=$1150 元/人 

Ｂ.桃園★新亮點★XPARK 水族館。來自日本的水族館，必逛展區有福爾摩沙、珊瑚潛行、雨林探險、癒見水母等特色展區，讓你
大飽眼福。華泰名品城或新光影城～午餐自理。大竹觀光休閒公園。蛋寶生技不老村。青塘園。【當天需持證件入館，如未持證件
無法入館請自行負責，如有優惠資格報名同時請告知，當天車上憑證件退票差】（成團請預繳全額，敬請提早兩星期報名）【匯
款後取消門票不退，團費扣除門票費用後取消規則】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門票 550 元=$950 元/人 
Ｃ.苗栗★挑戰小百岳★火炎山。小百岳第 35 號，（來回 13 公里/約 4 小時）台灣版美國大峽谷之美譽，IG 美拍！（午餐自備乾
糧）。為旅遊安全及其他團員之權益考量：年齡過小、65 歲以上及行動不便者，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可報名，不便之處敬請見
諒。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雙領隊=$550 元/人 
Ｄ.【大中巴 16 席】新北★漫步淡蘭古道★拾遺百里山乘載幽幽台灣近代史，探索先民生存耕山開闢，族群械鬥，和解交通要道
，充滿人文色彩精華段（中坑古道）訪古尋幽穿越時空之旅（環狀 6.8 公里/約 3.5 小時）全程生動導覽。品嘗當地有機食材風味
午餐，文青手沖咖啡、仙草、飲品、戚風蛋糕下午茶。體驗烘焙，絹印淡蘭，有機田園，炭窯，農莊風情綠草如茵，宛若世外桃源
。       【報名時告知葷素】（成團請預繳全額）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導覽+午餐+下午茶 1200 元)=$2000 元/人 

5/17 
(一) 

Ａ.【7:00 公司出發，無接駁站】【８人座公司出發】新竹◎樹人的家◎魔戒森林～鎮西堡Ｂ區神木森林步道 
《請看封面詳細介紹》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導覽+午便當 80 元+晚餐廳 2000 元/桌=$1500 元/人 

Ｂ.苗栗★繡球花季★碧絡角咖啡。美麗的山林莊園，花團景簇繡球花，萬紫千紅爭奇鬥艷。（門票 150 元，可折抵 100 元消費自
理）。向天湖人間仙境般的美麗湖泊，賽夏族部落守護聖地。南庄老街～午餐自理。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450 元/人 

5/18 
(二) 

Ａ.桃園★健行★拉拉山森林遊樂區（神木區）。樹齡在 500～3000 年，高聳入雲，神木圍繞，遠離塵囂流連忘返。北橫之星。 
（午代訂便當自理）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小車 300 元=$750 元/人 

Ｂ.苗栗★賞桐花★劍潭古道。步道全程約 2.8 公里，步道兩側落雪紛飛桐花，沿途伴隨桂花香，稜線上設有 3 處涼亭，遠眺造橋
、竹南、頭份等地的風景。龍鳳宮～午餐自理。崎頂子母隧道。老衢觀海。劍潭水庫。竹南啤酒廠。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400 元/人 

5/19 
(三) 

Ａ.基隆★深度生態導覽★登陸基隆嶼【登頂版本】。《請看封面詳細介紹》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船資+登頂導覽+門票)=$1000 元/人 

Ｂ.苗栗★健行★苗栗仙山步道。小百岳第 33 號，（來回 1.6 公里/2 小時）步道綠意盎然，百年石砌步道透出濃濃古意。南庄老街
～午餐自理。仙山靈洞宮。四十二份湧泉自然生態步道。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450 元/人 

5/20 
(四) 

Ａ.新北★健行★陽明山～金包里大路（魚路古道）。（A 放 B 接 6 公里/約 4.5 小時）陽明山～金山最有文化氣息的休閒古道。擎
天崗風吹草低見牛群。金山老街～午餐自理。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400 元/人 
Ｂ.【大中巴 16 席】新竹數碼天空。位於 1200 公尺雲端，享受群山環繞風景秀麗，山間玻璃屋蒼鬱樹群景觀餐廳一片綠意盎然靜
謐城堡，享受專屬午餐～盡情享受這份遙遠清新怡人的下午茶（午餐於此自理）。內灣老街。內灣吊橋。合興愛情火車站。 

（成團請預繳全額）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數碼天空門票 200 元=$1200 元/人 

5/21 
(五) 

Ａ.宜蘭★浪漫毛地黃★太平山森林遊樂區～翠峰湖。毛地黃花朵像小風鈴，有紅色、粉紅色、白色等多種色彩。鳩之澤溫泉。（
平日全票 150 元，65 歲以上 10 元自理，身心障礙及陪同一人免費，翠峰山屋午餐自理）（成團請預繳全額）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翠峰湖小車 450 元=$900元/人 
Ｂ.宜蘭★健行★松羅國家步道。（來回 7 公里/約 3 小時）林木遮蔭，漫步於小徑欣賞豐富原生植物，大量悠遊苦花魚，是封溪護
魚多年的成果。玉蘭茶之鄉+粿琴茶粿。金車威士忌酒廠。幾米公園。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午便當 80 元=$500 元/人 



5/22 
(六) 

Ａ.宜蘭★泛舟趣★安農溪泛舟。《請看封面詳細介紹》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安農溪泛舟=$1200 元/人 
Ｂ.宜蘭★環山步道★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翠峰湖（夢幻之旅）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晚餐廳 2500 元/桌+翠峰湖環山步道小車 500 元=$1250 元/人 
Ｃ.台中★瘋台鐵木造建築★海線木造車站巡禮。日治時期所建立：追分車站。新埔車站。日南車站。談文車站。大山車站。新埔
海堤。白沙屯拱天宮～午餐自理。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500 元/人 
Ｄ. 彰化海牛驛站採蚵、吃海鮮。全台唯一海牛耕蚵田景象，搭鐵牛車探索潮間帶、蚵田洗蚵烤蚵樂。鹿港玻璃廟。唯一玻璃工
藝美學打造的廟宇。埔鹽順澤宮。（午代訂便當自理）（需自備海灘褲、拖鞋） 

（成團請預繳全額）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海牛車+烤蚵=$850 元/人 

5/23 
(日) 

Ａ.新北★繡球花季★萬里高家第三繡球花田。8000 坪的繡球花海，讓你一拍再拍。青山瀑布。（全程 4 公里/約 3 小時）「尖山湖
瀑布」，氣勢磅礡，溪水清澈、蟲鳥爭鳴，聆聽大自然浪漫樂章。劉家肉粽～午餐自理。石門婚紗廣場。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高家繡球花門票 100 元=$500 元/人 
Ｂ.台中大坑紙箱王。園區內展示各式各樣的紙藝品，連餐廳桌椅都是紙箱製作。（門票 200 元可折抵 100 元消費，午餐於此自理
）。台中九天黑森林熱門外拍景點。磐頂教會。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500 元/人 
Ｃ.【7:00 公司出發，無接駁】南投惠蓀林場（專人導覽）。（能高林場），為中興大學實驗林場。園內有多條悠遊步道。（門票 200
元，65 歲以上 10 元自理）（午代訂便當自理）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導覽=$600 元/人 
Ｄ.【7:00 公司出發，無接駁】【大中巴 16 席】新竹★賞繡球花★雪霸休閒農場。海拔 1913m 的世外桃源，雲霧繚繞如置身仙境。
雲霧步道。「榛檜樂」輕鬆易行木棧道，雲海飄渺，遠眺著名「雪霸聖陵線」。山椒魚生態中心。張學良文化園區。 

（成團請預繳全額，僅限１車，溫差大請攜帶外套）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午便當+導覽=$1300 元/人 

5/24 
(一) 

Ａ.新北★健行★三貂嶺瀑布群。（來回 5.4 公里/約 3.5 小時）探秘尋幽合谷瀑布、摩天瀑布、枇杷瀑布。侯硐小鎮漫遊（煤礦園
區、街貓故事館、貓村、神社、隧道、車站，午餐於侯硐自理）（需搭乘火車侯硐～三貂嶺，自備電子票證搭乘）。三貂嶺火車站。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350 元/人 
Ｂ.【7:00 公司出發，無接駁】花蓮★一濂幽夢★白楊步道。（來回 4.2 公里/約 3 小時），山泉從隧道頂岩壁含水層頃洩而下，形
成特殊水簾景觀，為太魯閣經典必遊！（請自備輕便雨衣）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午便當 80 元=$800 元/人 

5/25 
(二) 

Ａ.苗栗★健行★法雲寺古道。全程約 3 公里，昔日是出磺坑古道一部分為公館～大湖重要古道，人文氣息綠色景觀步道。台灣油
礦陳列館。是台灣最早發現石油的地方，內部有陳列油礦歷史。清安豆腐街～午餐自理。法雲寺。雪霸國家公園汶水遊客中心。
雪霸生態池。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400 元/人 
Ｂ.南投★荷花季+阿勃勒季★中興新村。台灣最大眷村，漫步欣賞荷花、黃金阿勃勒。中興會堂。台灣麻糬主題館。中興新村牌
樓。台灣歷史文化園區。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午便當=$550 元/人 

5/26 
(三) 

Ａ.新北★健行★南子吝山。IG 打卡熱點，沿途飽覽南雅漁港、鼻頭角、基隆嶼，擁有美麗山海景緻。鼻頭角步道（環狀 3.5 公里
/2.5 小時），台版萬里長城。福隆遊客中心～午餐自理。南雅奇岩。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350 元/人 
Ｂ.台中★高山避暑★八仙山森林遊樂區。日治時期台灣三大林場之一，森林蒼翠，處處潺流。（平日全票 100 元，65 歲以上 10 元
自理，身心障礙及陪同一人免費）。谷關風景區。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午便當+晚餐廳 3000 元/桌=$850 元/人 

5/27 
(四) 

Ａ.新北★繡球花季★萬里高家第三繡球花田。8000 坪繡球花海，讓你一拍再拍。金山老街～午餐自理。金山清水濕地。石門洞。
淺水灣。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高家繡球花門票 100 元=$450 元/人 
Ｂ.南投★金針花季★日月潭金針花季。全台獨見的七彩金針花。向山遊客中心（永結橋、同心橋、懸臂觀景台）。 

（午代訂便當自理）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門票=$650 元/人 

5/28 
(五) 

Ａ.宜蘭◎山林秘境生態寶庫◎福山植物園《請看封面詳細介紹》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800 元/人 

Ｂ.苗栗★繡球花季★高山青農場。花團景簇的繡球花，爭奇鬥艷美不勝收。（若須門票請自理）南庄老街～午餐自理。品園。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小車=$600 元/人 

5/29 
(六) 

Ａ.基隆★深度生態導覽★登陸基隆嶼【登頂版本】。《請看封面詳細介紹》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船資+登頂導覽+門票)=$1000 元/人 

Ｂ.新北★繡球花季★萬里高家第三繡球花田。8000 坪繡球花海，讓你一拍再拍。青山瀑布。（全程 4 公里/約 3 小時）「尖山湖瀑
布」，氣勢磅礡，溪水清澈、蟲鳥爭鳴，聆聽大自然浪漫樂章。劉家肉粽～午餐自理。石門婚紗廣場。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高家繡球花門票 100 元=$500 元/人 
Ｃ.台中★阿勃勒季★亞洲大學。阿勃勒黃金雨夢幻景色，羅馬競技場、古歐洲建築大樓。光復新村。霧峰林家萊園。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午便當=$600 元/人 
Ｄ.【大中巴 16 席】新北虎豹潭。湖光山色令人驚豔。龍洞灣岬步道（A 放 B 接 3 公里/約 1.5 小時）穿越 3500 萬年不同時空的
地質年代。雙溪車站靜謐的小車站。福隆遊客中心～午餐自理。陰陽海觀景台。十三層遺址。 

（成團請預繳全額）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1100 元/人 

5/30 
(日) 

Ａ.宜蘭★新亮點★宜蘭忍者村。體驗日式忍者武道精神。礁溪商圈漫活（奕順軒、滷之鄉、辣椒文創館、湯圍溝溫泉公園）～午
餐自理。龍潭湖。頭城文史老街。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忍者村門票 220 元=$700 元/人 
Ｂ.新竹馬武督探索森林。充滿綠意盎然夢幻森林，綠光小學、楊梅阿公、楊梅阿嬤，馬武督瀑布、芬多精、負離子，沁涼森呼吸
。（假日門票 130 元，30 人以上 110 元自理）。新瓦屋客家文化保護區。新竹阿勃勒大道。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午水汴頭客家菜 2500 元/桌=$700 元/人 
Ｃ.台中★新社最美城堡★新社古堡莊園。夢幻歐式莊園，享用專屬午餐。（全票 250 元可折抵 100 元消費，午餐於此自理）。新社
香菇街。情人木橋。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500 元/人 
Ｄ.【大中巴 16 席】桃園綠光森林。歐式建築，媲美清境農場的美景。（假日門票 150 元可折抵 100 元消費，午餐於此自理）。角
板山風景區。三民蝙蝠洞。                 （成團請預繳全額）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1000 元/人 

5/31 
(一) 

Ａ.新北★繡球花季★萬里高家第三繡球花田。8000 坪繡球花海，讓你一拍再拍。金山老街～午餐自理。金山清水濕地。石門洞。
淺水灣。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高家繡球花門票 100 元=$450 元/人 
Ｂ.南投★揭開神秘面紗★瑪璘窟-神祕湖。埔里版天池之美譽。日治時期小火車隧道。參訪百年榕樹。能高瀑布。虎頭山眺望埔
里全景。（午代訂便當自理）（成團請預繳全額）      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小車+晚餐廳 2000元/桌=$1150 元/人 

 
6/01 
(二) 

Ｂ.【大中巴 16 席】新竹★健行★大山背騎龍古道。（環狀步道 2 公里/約 1.5 小時），曾經的小事，因為時間醞釀為今日的故事！
探索青山疊翠風景秀麗百年石屋古厝～柳杉林～糯米橋～石板路～思古幽情孟宗竹林～百年山澗小學。內灣老街客家經典小鎮巡
禮～午餐自理。竹東大市集。            （僅限１車，成團請預繳全額）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900 元/人 

6/02 
(三) 

Ａ.苗栗★阿勃勒季★公館黃金小鎮。黃金阿勃勒隨風搖曳、花瓣隨風飄落。雪霸國家公園汶水遊客中心（雪霸生態池）。大湖酒
莊。苗栗特色館。          （成團請預繳全額）團費含：車資+旅責險+服務費+午紅棗特色餐 3000 元/桌=$700 元/人 

△敬告△自 6 月 1 日（接駁站）調整 
07:00 台北車站/東 3 門 

其他各接駁站恕無法接送 
07:30 公司發車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