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位酒店即時確認 
◆ 香港至台中經濟客艙來回位機票 
◆ 1 晚泰安觀止住宿連早餐及晚餐 
◆ 2 晚台中酒店住宿連每天早餐*夢樓除外* 

◆ 台中機場至泰安觀止單程接送 
◆ 泰安觀止露天泳池露天風呂 

◆ 包一天專車全天景點遊*八小時專車* 

◆ 無線寬頻上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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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    泰安觀止            一晚 
www.papawaqa.com.tw 

2人同行 
泰安觀止 - 觀星情房 

53行館 - 精緻雙人/夢樓 - 標準雙人 
鳥日子-二人房/KUN-經典  

3人同行 
泰安觀止 - 觀星情房加床 

53行館 - 精緻家庭/夢樓 – 家庭房 
鳥日子-三人房/KUN-家庭房 

4人同行 
泰安觀止 - 觀止套房 

53行館 - 精緻家庭/夢樓 – 家庭房 
鳥日子-四人房/KUN-家庭房 

  妙の選 每位 $3899 每位 $3699 每位 $3399 
  型の選 每位 $4199 每位 $3999 每位 $3699 

以下日子需享用酒店 BUFFET / 風味餐 
週六 / 2-3APR / 

28-29MAY / 8 -9OCT 

酒店進房時間: 1500  
        退房時間: 1100 
如有任何更改，一切以酒店安排為準                 

是台灣首座房型最多, 露天浴池最多的溫泉會館. 現代人越來越注重休閒生活品質，從前被視為
「偏僻」、「原始」的泰安鄉，保存了真實的自然風情…鄰近景點包括大湖水果、酒莊、南庄
鄉的山水咖啡、三義的木雕、雪霸國家公園、勝興火車站等，是適合享受夏天戲水、冬天泡湯、
四季採果的休閒避暑聖地… 

慢活新天堂 原始自然風情 
馬那邦山登山賞楓 

包機場至酒店單程接送 

包泰安觀止晚餐*風味晚餐/Buffet* 

包泰安觀止露天泳池露天風呂 

第二天全天遊 (八小時專車) 

大湖酒莊 → 馬那邦山 

PKG CODE: RMQ_ONSEN_2/22/2023 
Copyright©2023-2024 Muse Travel Ltd. -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馬那邦山 例年賞楓時期：11月下旬〜12月中旬 

妙の選                型の選                

台中市 寶島53行館           兩晚   台中市 夢樓                       兩晚   台中市 鳥日子                    兩晚   台中市 KUN                      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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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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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 角 9299 0108 
9010 2698 

                  電話: 2388 5222                                                                                                                   : 853-6310 2857 
彌敦道582-592號信和中心2105室                                                                                                    : 86-155 075 66892 

musetravel                                    www.musetravel.com                               info@musetravel.com 

澳門熱線 

國內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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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安觀止 
五,六,日 
16-20Feb 
30Dec-1Jan 

+300 
+3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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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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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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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薰衣草森林】在薰衣草的山谷裡，微風緩緩吹過樹梢，暖和的陽光灑落薰衣草田，喜樂的鳥兒在歌唱! ... 探索薰衣草森林 

【新社古堡】台中著名景點之一，擁有佔地廣泛的自然景觀，可說是台中最大的秘密花園，海拔500公尺到860公尺，四季氣候宜人 

【東東芋圓】向來就是台中著名的甜品，芋仔蕃薯的彈牙Q勁,真是美味，滿足每個挑剔的食尚味蕾 

【高美溼地】居於清水鎮的最西北之區域，包括大甲溪出海口，綜合淡水注水與潮汐交替所構成的海岸濕地，緊鄰大甲溪與台灣海峽，高美古早叫做
高密，依據清朝道光十二年（1832）彰化縣志的記載，高美原稱高密，因為這一地區的海灘深度能將撐船的竹竿整支吞沒下去 

薰衣草森林 → 新社古堡 → 東東芋圓 → 高美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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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您最貼心的 模範路線規劃建議 

機場集合搭乘專車出發，展開愉快旅程 
【泰安觀止】泰安觀止的戶外泳池及戶外湯區，形狀、大小、景觀都不盡相同，連溫度都各有不同，裸湯區隱密幽靜，連馬主席與各縣市長泡湯坦裎
相見的畫面，狗仔隊都不得其門而入偷拍不著。 戶外湯區的鏡面溢水泳池、倒映著燈光及大自然山水景觀，岩石、樹木、水幕、水瀑、燈光、火把，
豐富了湯區的視線。湯區設有泡腳池，讓不便泡湯或等待聊天的遊客使用。泡湯池池底有SPA、燈光、躺椅、沖水柱，水域中有天然大岩石，有如溪
中戲水泡湯，享受自然山水，聽水聲、看飛泉、觀山林、賞星空，夏天戲水，冬天泡湯，泳裝或袒裎相見都可以 

香港           台中 → (乘專車) → 泰安觀止 → 泡湯 → 晚餐 (品嚐酒店風味晚餐/自助餐) 

包泰安觀止晚餐 

【1100 泰安觀止】專車接 
【1130 大湖酒莊】第一家生產草莓水果酒的酒莊，也是亞洲唯一的草莓酒製酒產地. 推出6種酒品：『湖莓戀』草莓酒；『陶然紅』李子酒；『真愛
99』草莓酒；『典藏真愛』是2003草莓紀念酒；『典藏情莓』是2004草莓紀念酒；『醉佳情李』是2004李子紀念酒；以上都是優質的台產酒品 
【1500 馬那邦山】風景優美、山勢雄偉，滿山的楓樹是國內著名國家森林步道秋冬賞楓景點之一及喜愛登山郊遊之一: 最佳賞楓時間: 11月下旬~12
月中旬. 山區原始森林叢生，林相濃密，而且天然景觀奇特，天吊、天然潭、古老穿心木等，西側緩坡，三面環山、氣候宜人、終年雲霧迷繞日照充足 
【1900 台中市酒店】解散 

大湖酒莊 (午餐自費) → 馬那邦山 
包全天遊 隨國語司機 

*景點遊行程次序有可能因應實際情況而變動, 取消或縮短參觀時間,  
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任何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敬請理解 

彩虹眷村                                            大里龍貓車站                                 麗寶 OUTLET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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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 角 9299 0108 
9010 2698 

                  電話: 2388 5222                                                                                                                   : 853-6310 2857 
彌敦道582-592號信和中心2105室                                                                                                    : 86-155 075 66892 

musetravel                                    www.musetravel.com                               info@musetravel.com 

澳門熱線 

國內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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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