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人同行
出霧-松霧客房 (大床)

享樂-豪華雙人房/清翼居-時尚套房
台糖-豪華套房/大師-花園/白宮

3人同行
出霧-松霧客房 (兩中床)

享樂-豪華三人房/清翼居-家庭房
台糖-經典三人房/大師-翠波三人

4人同行
出霧-松霧客房 (兩中床)

享樂-豪華四人房/清翼居-家庭房
台糖-溫馨家庭四人房/大師-樂活四人

妙の選 每位 $3299 每位 $2999 每位 $2799

型の選 每位 $3599 每位 $3299 每位 $3099

金山 出霧溫泉 一晚
www.tsuwu.com.tw

酒店進房時間: 1500 
退房時間: 1200

如有任何更改，一切以酒店安排為準

以木z頭、石材等自然元素作為建築基調, 順河谷地勢而建, 展現山與霧的壯麗和飄渺.「出霧
大眾風呂」與「凱竹SPA」則演繹陽明山流傳百年的泡湯傳統. 出霧原湯為「弱鹼性硫磺泉」
是世界中少見的泉質

出發時間: BR 852 1110-1250
回程時間: BR 857 1810-1950

合作伙伴合作伙伴機位酒店即時確認
◆ 香港至台北經濟客艙來回機票
◆ 機場至金山溫泉會館單程接送*專車*

◆ 1晚溫泉會館住宿連早餐
◆ 2晚台北市酒店住宿連早餐 (大師除外)

◆ 包出霧書房無菜單創作料理
◆ 包二天專車半天景點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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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台北4天自遊行

PKG CODE: BEITOU_G_BR_5/28/2020
Copyright©2020-2021 Muse Travel Ltd. -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出發日期: NOW – 30 MAR 21

輕鬆享受百分百原湯
深度遊覽寶島獨特美景

包機場至酒店單程接送
機場-金山＊車程約80分鐘＊

包出霧書房無菜單創作料理
午餐或晚餐二選一

第二天半天遊 (五小時專車)

擎天崗大草原 →小油坑火山口→竹子湖 (午餐自費)

金山 陽明山 台北
1日 半天 專車 自遊團

免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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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 享樂文旅開封館 兩晚 台北 清翼居 I/II館 兩晚 台北 台糖 兩晚 台北 大師會館 兩晚
http://kf.hedohotel.com/                                      www.morwinghotel.com                                         www.taipeihotel-tsc.com.tw                                   www.master2011.com.tw

型の選

台北車站步行約8分鐘 府中站步行約5-10分鐘 西門站步行約3分鐘 台北車站步行1分鐘

妙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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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8Aug +200 23-26Dec +1200

出霧

五,六
1Oct-31Mar (日至四)
1Oct-31Mar (五至六)
21-29Dec, 16-20Feb
30Dec-1Jan, 9-15Feb

+250
+200
+250
+300
+400

享樂開封館

五,六
1-10Oct, 23-26,28-30Dec
1-2Jan, 9-20,26-28Feb
31Dec

+100
+100
+100
+200

清翼居

五,六
1-10Oct, 16-20,26-28Feb
23-26,28-30Dec, 1-2Jan, 9-15Feb
31Dec

+50
+50
+1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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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Feb +1500

台糖會館
五,六
1-10Oct, 23Dec-2Jan
9-20,26-28Feb

+100

30Sep-2Oct, 22-25Oct, 16-19Feb +600 大師會館
五,六
1-10Oct, 21Dec-2Jan
9-20,26-28Feb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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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頭角 南雅風化石 黄金瀑布】大自然美景，聞名的自然奇觀

【金瓜石黃金博物館】由過去的金礦礦區轉型而成的博物館區！

【陰陽海】水湳洞陰陽海，簡稱陰陽海。水湳洞陰陽海因海灣中的海水顏色呈黃褐色，與外海方向正常海水的藍顏色形成鮮明對比

鼻頭角 → 南雅風化石 → 黄金瀑布 → 金瓜石黃金博物館 → 陰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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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霧溫泉】坐落在傍海依山，擁有豐足大自然資源和大屯山火山地熱優質泉湯. 獨家30℃原湯冷泡的白磺泉
讓愛泡湯的您，能隨著季節溫度的變化，感受不同的泡湯
【出霧書房】享受午餐或晚餐. 像是走進了玻璃盒子, 擁覽270度的山林綠意, 無論日出日落、晴風雨霧都美, 這一定是陽明山裡景致最好的餐廳之一. 出
霧書房裡, 座落滿牆的書櫃, 為空間添增靜謐的人文氣息, 沿著書牆挑上一本書, 就可以兀自享受在另一個時空. 午/晚餐在出霧書房享用, 每一道都是融合
在地食材的創意料理, 出場最頻繁的就是金山番薯和海鮮, 將在地風情展現到淋漓盡致

香港 台北 → (乘專車) → 泡湯 → 午/晚餐 (無菜單創作料理)包出霧書房 無菜單創作料理

午餐或晚餐二選一

【1100 出霧溫泉】專車接

【1130 擎天崗大草原】四周山巒皆在800公尺以上，讓擎天崗顯得更為低平，太陽谷是由擎天崗向東延伸的山稜，放眼連綿數公里的草皮

【1230 小油坑火山口】位於七星山西北麓，海拔約805公尺，是大屯火山群中，最能感受到火山氣息

【1330 竹子湖】竹子湖原是火山熔岩噴發形成的堰塞湖，因湖水逐漸流失形成一片濕地. 

海芋花期 : 每年2月下旬-4月中旬.  繡球花花期: 每年5月上旬-7月中旬

【1500 回台北市】酒店 CHECK IN後自由活動

擎天崗大草原 → 小油坑火山口 → 竹子湖 (午餐自費) 包半天遊 隨國語司機

自由廣場 西門紅樓 上引水產 永康街

台北市區自由行，盡情購物逛街，品嚐在地美食

台北市區自由觀光→桃園機場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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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