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位酒店即時確認 
◆ 香港至台中經濟客艙來回位機票 
◆ 2 晚西雅圖住宿連每天早餐及晚餐 
◆ 1 晚台中酒店住宿連每天早餐*夢樓除外* 

◆ 台中機場至西雅圖單程接送*共乘車* 

◆ 西雅圖至台中酒店單程接送*共乘車* 

◆ 包廬山名廬溫泉大眾泡湯*需穿泳衣* 

◆ 採時令蘋果*包門票及NTD300抵用卷* 

◆  青青草原及小小瑞士花園半天遊*0820開始* 

◆  高空景觀步道*包門票* 

◆  專業旅遊顧問提供行程安排建議 

◆ 0.15% 旅遊業協會賠償基金 
◆ 所有格價均以現金為準 
◆ 套票價格不包括任何稅項 

悠遊南投賞紅楓 
抓住最佳季節 

清境     西雅圖             兩晚 
www.seatte.com.tw 

小瑞士花園  及  青青草原  

機場-西雅圖＊車程約150分鐘 

第一天: 機場-西雅圖 *共乘車*  
                 

               小瑞士花園 *包門票+共乘車*  

第二天: 0820 青青草原 *包門票+共乘車*  

              1400 奧萬大 *包門票+共乘車*             
              1700  →清境西雅圖 *包精緻晚餐* 

第三天: 1200  回台中飯店 *共乘車* 

*行程次序有可能因應實際情況而變動, 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任何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 擁有『楓葉故鄉』之美稱  
是全台名氣最響亮的賞楓勝 
楓紅時節遊人如織 

最佳賞楓 

11月-2月 

PKG CODE: CINGJING_SET2_1/29/2018 
Copyright©2023-2024 Muse Travel Ltd. -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彷彿置身西班牙的清境城堡,鮮黃色的塞爾維亞風建築，遠遠地就吸引眾人的目光, 超級夢幻.藍色的屋頂是城堡的
特色之一. 夜晚的城堡被山裡的霧氣包圍著, 感覺格外的浪漫. 

2人同行 
西雅圖 – 湖景VIP 

53行館 - 精緻雙人/夢館 - 標準雙人 
鳥日子-二人房/KUN – 經典雙人  

3人同行 
西雅圖 – 景觀四人房 

53行館 - 精緻家庭/夢館-家庭房 
鳥日子-三人房/KUN-家庭房 

4人同行 
西雅圖- 景觀四人房 

53行館 - 精緻家庭/夢館-家庭房 
鳥日子-四人房/KUN-家庭房 

  妙の選 每位 $3999 每位 $3599 每位 $3299 
  型の選 每位 $4299 每位 $3899 每位 $3599 

奧萬大 例年賞楓時期：11月下旬〜1月下旬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出發時間: UO 172 1050-1235 
回程時間: UO 182 1320-1505 

妙の選                型の選                

台中市 寶島53行館           一晚   台中市 夢樓                       一晚   台中市 鳥日子                    一晚   台中市 KUN                      一晚  
www.53hotel.com.tw                                              https://hoteldream.com.tw                                    www.hotelday.com.tw                                             www.kun-taichung.com.tw 

逢甲夜市 車程20分鐘                                逢甲夜市 步行10分鐘                              逢甲夜市 車程10分鐘                             逢甲夜市 步行10分鐘 

廬山溫泉 福壽山採果 人氣天空步道  
感受三重獨特享受 

包機場至酒店來回接送 

包廬山名廬溫泉大眾泡湯 

包青青草原及小瑞士花園及高空步道 

包清境兩晚精緻晚餐 

包福壽山採時令蘋果 

◆全程最少兩位成人同行必須共同辦理登機手續及同一航班往返◆機位及酒店房間之訂位情況需按報名當天為準,價格會因不同機位,出發日期,同行人數及酒店房間種類等而有所差別◆圖片僅供參考◆價錢及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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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票附加費用 (每位)                   酒店附加費用 (每位每晚) 

10Jul-29Aug +600 18-20Dec, 27-31Dec +1000 西雅圖 
五,六,日 
21-29Dec 
30Dec-1Jan 

+350 
+350 
+450 

30Apr-1May, 24-27May 
17-23, 27-30Jun 
27Sep-2Oct, 21-23Oct 

+800 
1-10Apr 
21-26Dec 

+1200 
寶島53 
夢館 
鳥日子KUN 

五,六,日 
21-29Dec 
30Dec-1Jan 

+150 
+150 
+250 

清境+台中4天自遊行 出發日期: NOW - 31 DEC 23   

https://goo.gl/5dtsXW
https://goo.gl/9fkhGZ


【0820 青青草原】清境農場人氣最旺的景點，其中以「羊咩咩脫衣秀」最富盛名。綿延不盡的青青草原， 
牛羊群不時穿梭其中，恍如北國風光，享有「霧上桃源」之稱，是中部地區最熱門的觀光景點 
【高空景觀步道】海拔約1700～2000公尺, 沿途並設有6座景觀平台，方便旅客駐足迎涼風，遠眺中央山脈、 
濁水溪河谷，也看見比平地清澈許多的蔚藍天空 
【小瑞士花園】因具北歐風光之美素有「台灣小瑞士」、「霧上桃園」之美名，故而取名為「清境小瑞士花園」。破曉的清境雲霧，像幅畫中飄
逸的潑墨山水，極目遠眺，山嵐正以漸進的方式瀰漫開來，與遠山雲影合而回一，此時的山林田野純淨之美，令人心曠神怡 
【1800 台中市酒店】CHECK IN  

清境青青草原 → 小瑞士花園 → 高空景觀步道 → 台中市酒店 

台中市區自由行，盡情購物逛街，品嚐在地美食 

台中市區自由觀光→清泉岡機場          香港 

彩虹眷村                                            大里龍貓車站                                麗寶OUTLET MALL                                               鼎王麻辣鍋 

包青青草原 
包高空景觀步道 

包小瑞士花園 

提供您最貼心的 模範路線規劃建議 

機場集合-清境 (約100分鐘) 展開愉快旅程 
【1500 清境西雅圖】CHECK IN 西班牙最具代表性的城堡建築, 擁有絕佳的視野, 藍色的屋頂是城堡的特色之一 
【1530 廬山名廬溫泉】廬山1的溫泉源自於塔羅灣溪與馬海僕溪會流口，泉質屬鹼性碳酸氫鈉泉， 
原泉自然湧出，泉水清澈，無色無味，可飲可浴，為台灣最優質溫泉之一，並享有天下第一泉之美譽 
【1800 清境西雅圖】安排精緻火鍋或風味晚餐 

香港           台中 → (共乘車) → 清境西雅圖  → 廬山名廬溫泉 包廬山溫泉門票 
包西雅圖晚餐 

 

【0800 清境西雅圖】準時出發 
【1000 福壽山】位於合歡山與雪山群峰間，群山環抱，視野遼闊。福壽山農場佔地八百餘公頃，雲霧變化萬千，加上擁有獨特的田園景觀，由
本場制高點遠瞰農場全景美不勝收，加上四季氣候分明，晨昏雲彩變化萬千，孕育出四時迥然不同美麗景色！隨著四季更替，春季櫻花、李花、
桃花、蘋果花相繼含苞綻放，為農場歡迎春日的到來；緊接著夏日金黃貓耳葉菊點綴青山中，黃綠相間在陽光照射之下更顯光耀奪目；接踵而來
的則是豐收的季節，桃、梨、蘋果等結實纍纍，甜美飽實，嬌豔欲滴 
【1800 清境西雅圖】安排精緻火鍋或風味晚餐 

清境 → 福壽山採時令蘋果 
包福壽山採果 
包西雅圖晚餐 

◆全程最少兩位成人同行必須共同辦理登機手續及同一航班往返◆機位及酒店房間之訂位情況需按報名當天為準,價格會因不同機位,出發日期,同行人數及酒店房間種類等而有所差別◆圖片僅供參考◆價錢及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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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5dtsXW
https://goo.gl/9fkhGZ


奧萬大國家森林公園 
目前要前往賞鳥平台、奧萬大吊橋、松林區、及眺望楓林區美景，從遊客中心出發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從櫻花園方向，春天可以看到繽紛的櫻花，沿著好漢坡步道、經楓林
步道、森林公園步道、賞鳥步道、賞鳥平台、奧萬大吊橋抵松林區. 擁有『楓葉故鄉』之美稱 是全台名氣最響亮的賞楓勝楓紅時節遊人如織 

合歡山日出 
海拔高2,300~3,400公尺，面積457.61公頃，是全臺最高之國家森林遊樂區. 合歡山觀星、看雲海、欣賞日出，帶您一趟體驗清境與合歡山各種風貌 

青青草原 
清境農場人氣最旺的景點，其中以「羊咩咩脫衣秀」最富盛名。綿延不盡的青青草原，牛羊群不時穿梭其中，恍如北國風光，享有「霧上桃源」之稱，是中部地區最熱門的
觀光景點 
 

小瑞士花園 
因具北歐風光之美素有「台灣小瑞士」、「霧上桃園」之美名，故而取名為「清境小瑞士花園」。破曉的清境雲霧，像幅畫中飄逸的潑墨山水，極目遠眺，山嵐正以漸進的
方式瀰漫開來，與遠山雲影合而回一，此時的山林田野純淨之美，令人心曠神怡 

廬山名廬溫泉 
台灣負有「天下第一泉」之稱的廬山溫泉，廬山泉水屬於無色無味的鹼性碳酸泉，品質良好，具有養顏美容的療效，是純天然的因素，來放鬆、保養一下吧 

*行程次序有可能因應實際情況而變動, 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任何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全程最少兩位成人同行必須共同辦理登機手續及同一航班往返◆機位及酒店房間之訂位情況需按報名當天為準,價格會因不同機位,出發日期,同行人數及酒店房間種類等而有所差別◆圖片僅供參考◆價錢及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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