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位酒店即時確認
◆ 香港至台南經濟客艙單程機票
◆ 台中至香港經濟客艙單程機票
◆ 1 晚嘉義/台南酒店住宿連早餐
◆ 1 晚日月潭住宿連早餐
◆ 1 晚清境住宿連早餐及晚餐
◆ 台南機場至嘉義/台南單程接送*專車*

◆ 嘉義/台南至阿里山單程接送*共乘車*

◆ 阿里山至日月潭單程接送*共乘車*

◆ 日月潭至清境單程接送*共乘車*

◆ 清境至台中機場單程接送*共乘車*

◆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包門票*

◆ 日月潭遊湖*包船票*

◆ 九族文化村+纜車*包門票*

◆ 青青草原*0820開始/包門票*

◆ 高空景觀步道*包門票*

◆ 小瑞士花園半天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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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一天遊 清境 西雅圖 一晚
www.seatte.com.tw

在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內以吉野櫻數量
最為龐大，多達一千九百多株。第二
名則是台灣山櫻花，株數有一千七百
八十多株，重瓣的八重櫻也有上千株
之多；若論賞櫻花，在台灣地區，阿
里山是首選之地

嘉義/台南+日月潭+清境4天自遊行 出發日期: NOW – 30 MAR 21

2人同行
晶澤別館/水沙連/休閒 – 晶緻二人房/街景二人

西雅圖 – 湖景VIP 
蘭桂坊-標準雙人/樹說-百合雙人房
耐斯王子-高級客房/和逸-經典雙 人

3人同行
晶澤別館/水沙連/休閒 – 和緻四人房/街景四人

西雅圖 – 景觀四人房
蘭桂坊-標準三人/樹說-木棉四人房
耐斯王子-精緻四人/和逸-四人房

4人同行
晶澤別館/水沙連/休閒 – 和緻四人房/街景四人

西雅圖- 景觀四人房
蘭桂坊-標準四人/樹說-木棉四人房
耐斯王子-精緻四人/和逸-四人房

妙の選 每位 $4399 每位 $4099 每位 $3799
型の選 每位 $4599 每位 $4299 每位 $3999

魅力阿里山 探索日月潭
輕鬆遊清境 慢步迷人城鎮

妙の選

嘉義 蘭桂坊花園 一晚 台南 樹說民宿 一晚 嘉義 耐斯王子 一晚 台南 和逸 一晚
www.lankwaifonghotel.com.tw                             www.tainanwuhouse.com                       www.niceprincehotel.com.tw                                  www.hotelcozzi.com/zh-tw/store/index/xm

型の選

＊山茶花面膜每房兩片

日月潭 晶澤別館
一晚 碼頭水沙連/碼頭休閒

www.thecrystal.com.tw

www.sunmoonhote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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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 日月潭
清境 嘉義/台南

3日 全天 拼車 自遊團

免小費

合作伙伴合作伙伴

出發時間: CI 7854 1340-1515 
回程時間: AE 1831 1820-1950

包機場至嘉義/台南-日月潭-清境-台中市接送

包阿里山森林遊樂區門票

包日月潭遊湖

包九族文化村+纜車

包清境西雅圖精緻晚餐

包青青草原+高空景觀步道+小瑞士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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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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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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8Aug +200 23-26Dec +1200
晶澤/水沙連
休閒/西雅圖

五,六,日
30Sep-3Oct, 8-10Oct
21-29Dec, 16-20,26-28Feb
30Dec-1Jan, 9-15Feb

+350
+350
+350
+450

10Jul-22Aug, 27Dec-1Jan, 6-8Feb +400

9-15Feb +1500
立多/富驛/
和逸/U.I.J

五,六
30Sep-3Oct, 8-10Oct
21-29Dec, 16-20,26-28Feb
30Dec-1Jan, 9-15Feb

+100
+100
+150
+250

30Sep-2Oct, 22-25Oct, 16-19Feb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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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機場-嘉義酒店/台南 展開愉快旅程
【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原本是嘉義酒廠, 1983年酒廠遷建到區內, 2003年酒廠被打造成時下的文創園區. 園區內新舊混合的建築坐落於基地兩側, 除
規劃藝文展演、文創品牌進駐等區域, 更提供親子體驗DIY、青年創意群聚、跨界媒合等平台，塑做嘉義文創園區之專屬特色
【嘉義文化路夜市】林聰明砂鍋魚頭、阿來碗粿、阿娥豆花、方櫃仔滷味, 都是不少人熟知的美食名店
【台南筑馨居】清朝百年老房中式無菜單料理餐廳, 傳統與現代手法交融的家常菜. 這棟建築興建於1876年, 在屋主的維護下, 能保持原屋風貌,古意呈現
【四草綠色隧道】紅樹林保護區所形成綠蔭成林的景觀，被譽為「台灣袖珍版亞馬遜河」

香港 台南 (乘專車) → 嘉義酒店/台南民宿

提供您最貼心的模範路線規劃建議

【0900 嘉義/台南酒店】準時出發
【1200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阿里山的日出、雲海、晚霞、森林鐵路、巨木合稱阿里山五奇；阿里山新八景：塔山奇岩、28號巨木、小笠原山、水山
巨木、香林拱橋、慈雲觀景、神怡流瀑、阿里山神木遺跡等，皆已聞名遐邇，每年三、四月的阿里山花季更是遊人如織
【1600 離開阿里山】前往日月潭臺灣八大景點之一
【1800 日月潭酒店】CHECK IN

享用豐富早餐 →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共乘車) → 日月潭酒店

包阿里山森林遊樂區門票

包日月潭遊湖船票
包九族樂園門票

包纜車車票
包西雅圖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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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境青青草原 → 小瑞士花園 → 台中機場

包青青草原
包高空景觀步道

包小瑞士花園

【0900 日月潭遊湖】是臺灣第二大湖泊及第一大天然湖泊兼發電水庫. 潭景色優美「雙潭秋月」為臺灣八景之一
【1100 日月潭纜車】全線長1877公尺，共設16支柱，連結日月潭與九族文化村. 由晶澤別館步行至日月潭纜車約 15分鐘
【九族文化村】以原住民文化、歐洲花園、頂尖的遊樂設施聞名台灣，最熱門的設施包括：「加勒比海探險」水上雲霄飛車、自由落體UFO…
【1700 九族文化村】樂園門口集合 1700
【1800 清境西雅圖】CHECK IN 及晚餐

日月潭遊湖 →日月潭纜車 → 九族文化村 → 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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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