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位酒店即時確認  
◆ 香港至高雄經濟客艙來回位機票 

◆ 2 晚墾丁民宿住宿連早餐 

◆  1 晚高雄市飯店住宿連早餐 

◆ 高雄機場至民宿單程接送 *共乘車* 

◆  墾丁民宿至高雄市飯店單程接送 *共乘車* 

◆ 包二天專車半天景點遊 *四小時專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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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同行 
大阪六 – 3F 面海二人/ 2F精緻二人 

樹屋-雙人/金石明星/薇肯- 雙人 
翰品-雅緻一中床/國賓-精緻客房 

3人同行 
大阪六 – 四人房 

樹屋–三人/金石明星/薇肯-四人 
翰品-雅緻三小床/國賓-豪華客房+床 

4人同行 
大阪六 – 四人房 

樹屋–四人/金石明星/薇肯-四人 
翰品-雅緻家庭兩中床/國賓-尊榮港景客房兩床 

  妙の選 每位 $3099 每位 $2899 每位 $2699 

  型の選 每位 $3399 每位 $3199 每位 $2999 

墾丁 大阪六                 兩晚 
http://daban6.kenting-minsu.tw/ 

墾丁南灣海岸線, 擁有600公尺的潔白沙灘, 是全台灣最長、最美的海岸,  
也是旅人造訪墾丁時戲水的首選.民宿距墾丁大街約10分鐘車程 

機場-墾丁民宿＊車程約120分鐘＊ 
包機場至墾丁民宿來回接送 
 
包墾丁半天景點行程 (四小時專車) 

包高雄半天景點行程 (四小時專車) 

包鼓山至旗津船票 

包機場至墾丁民宿來回接送 
機場-墾丁民宿＊車程約120分鐘＊ 

包墾丁半天景點行程 (四小時專車)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 船帆石 → 砂島保護區 → 鵝鑾鼻
燈塔 → 台灣最南點碑 → 龍磐草原 → 風吹沙 

包高雄半天景點行程 (四小時專車) 

駁二藝術特區→大魯閣草衙道 
出發時間: CI 934 1020-1150 
回程時間: CI 935 1700-1845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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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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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熱線 

國內熱線 

六合夜市 步行 4分鐘 
瑞豐夜市 車程 15分鐘
青年夜市 車程 25分鐘 

型の選                妙の選                

    市議會站 5 分鐘                                              美麗島站 4分鐘                                                     鹽埕埔站 3 分鐘                                               市議會站 6 分鐘 

高雄 樹屋旅店                一晚     高雄 金石 明星/薇肯館           一晚   高雄 翰品                         一晚       高雄 國賓                        一晚 
www.designhotels.com.tw                                    www.milord-hotel.com                                         http://kaohsiung.chateaudechine.com/tw/index     www.ambassador-hot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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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六 

五, 六 
15Jun-15Sep 日至四 
15Jun-15Sep 五至六 
21-29Dec 
30Dec-1Jan 

+300 
+200 
+300 
+300 
+400 

樹屋/金石 
翰品/國賓 

五,六 
21-29Dec 
30Dec-1Jan 

+150 
+1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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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1-10Apr 
21-26Dec 

+1200 

國境之南體驗最美海岸線
獨特文化自遊團之旅 

PKG CODE: KEN_DA_3/1/2023 
Copyright©2023-2026 Muse Travel Ltd. -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墾丁+高雄4天自遊行 出發日期: NOW - 31 DEC 23   
墾丁 高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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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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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大阪六】專車接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南灣和大灣之間的小山坡上，具備許多世界上獨有的海洋及地質環境，並有豐富的人文、生態 

【船帆石】知名的地標景點之一，它是由附近台地所滾落的珊瑚礁，高約18公尺，非常巨大，狀似一艘即將揚起的帆船，故以此命名 

【砂島保護區】保護區面積約3 公頃，砂灘是由海洋生物殼體所組成的貝殼砂灘 

【鵝鑾鼻燈塔】位於屏東縣鵝鑾鼻岬角，塔身為白色鐵造圓塔，是臺灣島最南的燈塔。燈樓面向西南方，背山臨海，並構築成砲壘形式，圍牆有射擊
的槍眼，四周並築壕溝，是清廷防範原住民滋擾的防禦工事，也使得鵝鑾鼻燈塔成為全球獨一無二的武裝燈塔 

【最南點碑】台灣的最南點，左邊屬太平洋，右邊巴士海峽，聽說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看見七星岩 

【龍磐草原】著名的景點，風景很好視野很遼闊, 眼前是一望無際的大海.龍磐草原地形特殊，由於地層隆起，部分珊瑚礁岩層崩落，型成居高臨下的崩
崖地形, 全區都是上升的石灰岩台地，不時看到高高低低的凹凸地型, 石灰岩容易被水溶蝕，因此區內崩崖、滲穴、石灰岩洞、紅土等地形景觀豐富 

【風吹沙】墾丁的特殊景觀，每年東北季風吹起時，海岸的沙子就會被吹上路面，可看見路面三分之一會堆滿細砂。居高臨下，可以觀賞壯闊的海景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 船帆石 → 砂島保護區 → 鵝鑾鼻燈塔 → 台灣最南點碑 → 龍磐草原 → 風吹沙  

包墾丁半天遊 隨國語司機 

美麗島站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                                    瑞豐夜市                                          天府宮                                           愛河 

高雄市區自由行，盡情購物逛街，品嚐在地美食 
高雄市區自由觀光→高雄國際機場          香港 

展開愉快旅程 
【大阪六】位於墾丁南灣路上，民宿門口即是南灣沙灘 
【墾丁大街】大街位於恆春鎮上，白天的墾丁街充滿了海島的南洋風情，每一個人都會很自然的換上鮮明花俏的海灘裝，夜晚更是豐富，除了街上的
個性紀念商品店多達30多間，也有許多美味的小吃攤位，尤其是假日夜晚，既美麗又熱鬧 
【墾丁南灣】又稱藍灣，也就是墾丁遊客最多的一片沙灘. 白沙、碧海、藍天，彷彿置身於地中海，又像在黃金海岸，充滿著濃濃的南國風味！來墾丁
的人們，一定要親身來感受這兒的熱情！ 

香港           高雄 → (共乘車) → 墾丁 

提供您最貼心的 模範路線規劃建議 

【1100 蝴蝶旅館】共乘車接 → 高雄市酒店 Check In 

【1500 高雄市酒店】專車接 

【駁二藝術特區】鹽埕區的藝術園區，以前衛、實驗、創新為理念來打造國際藝術平台 

【大魯閣草衙道】2016年5月9日開幕, 位於高雄前鎮區, 捷運草衙站 2 號出口, 鄰近機場. 號稱全亞洲最好玩的購物中心，引入全球唯一日本鈴鹿賽道官
方授權的國際級卡丁賽車場. 遊樂園、購物中心, 超過220家品牌進駐, 有多項親子型態遊樂設施，絕對是親子旅遊的好去處 

【1900 酒店】解散 

包高雄半天遊 隨國語司機 駁二藝術特區 →大魯閣草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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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