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人同行 
陽明山-景觀雙人房 
九重町-雙人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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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山-景觀雙人房+床 
九重町-家庭四人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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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山-景觀四人房 

九重町-家庭四人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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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9 每位$3599 每位$3399 

  型の選 每位$4199 每位$3899 每位$3699 

陽明山 陽明山水渡假會館 一晚 
www.yangmingshanshui.com 

九份 九重町                  一晚 
http://9cd.com.tw/index.html 

結合自然景觀、人文、藝術空間，並兼具渡假、住宿、休憩功能，
提供精緻的生活、時尚經驗，與美食的心靈饗宴 

一家追尋七○年代記憶的食宿客棧，透過民歌時代的老歌放送與
電影片段追尋，喚起舊日九份歌舞昇平的歡樂情境回味幸福年代 

PKG CODE: YMS_9CD_2/22/2023 
Copyright©2023-2024 Muse Travel Ltd. -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陽明山 九份 台北 
2日 半天 專車 自遊團 

免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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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位酒店即時確認 
◆ 香港至台北經濟客艙來回機票 
◆ 機場至陽明山溫泉會館單程接送  

◆ 1 晚溫泉會館住宿連早餐及晚餐 
◆ 1 晚九份民宿住宿連早餐 
◆ 1 晚台北住宿連每天早餐 (大師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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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場-陽明山＊車程約80分鐘＊ 

包機場至酒店單程接送        
 
包陽明山水台式料理晚餐 
 
第二天半天遊 (五小時專車) 

擎天崗大草原 → 小油坑火山口 → 陽明山公園花鐘 
→ 龍鳳谷景點 → 九份老街  

第三天半天遊 (四小時專車) 

鼻頭角 → 南雅風化石 → 黄金瀑布 →  
金瓜石黃金博物館 → 陰陽海 

探索寶島最美 
人情 風景 獨特文化自遊團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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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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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山水 
五,六 
21-29Dec 
30Dec-1Jan 

+250 
+250 
+300 

享樂開封館 
五,六 
20Dec-2Jan 

+100 

清翼居 
五,六 
20Dec-2Jan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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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1-10Apr 
21-26Dec 

+1200 九重町 
五,六 
21-29Dec 
30Dec-1Jan 

+100 
+150 
+250 

台糖會館 
五,六 
20Dec-2Jan 

+100 

大師會館 
五,六 
20Dec-2Jan 

+100 

出發時間: CI 904 1105-1250 
回程時間: CI 915 1450-1645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陽明山+台北4天自遊行 出發日期: NOW - 31 DEC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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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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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九重町】專車接 

【1200 三峽祖師廟 】供奉的祖師乃源於福建省泉州府安溪鎮清水巖的清水祖師，清水祖師法號普足，北宋年代在安溪清水巖修道，以道行精 

嚴聞名閩南，是三峽三角湧，樹林石頭溪，鶯歌二甲九，大溪中庄，鶯歌石，地方七股的信仰中心 

【1230 三峽老街 】為全國172條老街中最長且保存最完整的歷史街區 復古講究的巴洛克式建築,融合獨特的閔南風格,在這裡古厝風貌應有盡有   

【1330鶯歌陶瓷街】花一天的時間就可以讓你看透陶瓷的前世今生，從陶瓷博物館、老街到陶瓷工廠一次玩透透，甚至還可親自下海玩陶去，製作屬
於自己的 

【1430 回台北市】酒店 CHECK IN後自由活動 

三峽祖師廟 → 三峽老街 → 鶯歌陶瓷廠及展示中心 → 鶯歌陶瓷街 

包半天遊 隨國語司機 

【1100 九重町】專車接 

【1200 鼻頭角 南雅風化石 黄金瀑布】大自然美景，聞名的自然奇觀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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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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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 回台北市】酒店 CHECK IN後自由活動 

 

鼻頭角 → 南雅風化石 → 黄金瀑布 → 金瓜石黃金博物館 → 陰陽海 

包半天遊 隨國語司機 

自由廣場                                                      西門紅樓                                                  台北101                                                     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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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山水溫泉會館 】坐落於金山地區，一個精緻的新湯文化，傾聽名湯物語的自然驛站 寧靜舒適是『陽明山水會館』渾然天成的內涵 
泡湯——傳說中令人神往的 陽明山野泉 您再也不用費心尋找 陽明山水以最自然的手法引入陽明山野泉 去除擾人的氣味 不論您在套房湯池 私秘湯屋 大
眾泉池或是戶外泉池 都能在泉質溫潤 養生極品的泉水中得到全然的釋放 
晚餐——陽明山的豐富野菜 現捕游水海鮮 在這裡擁有大自然最珍貴的新鮮食材 陽明山水追求美食也可以很有機 健康 養生 主廚融入當令食材獨創無國
界精品料理 讓您在泡湯享受之餘 也能品嚐自然四季的絕佳美饌 

香港           台北 → (乘專車) → 泡湯 → 晚餐 (品嚐酒店創意料理) 

【1100 陽明山水溫泉會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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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山公園花鐘】公園廣場邊有一直徑達22呎的巨型「花鐘」，鐘面以綠草為底，其間栽植五彩繽紛的花卉，整點播放悅耳音樂，為陽明山
最知名的地標之一 

【1400 龍鳳谷景點】設有龍鳳谷臨時 性農產品展售區，旁邊還有一座生態豐富的山頭公園。婚紗照取景的好場所 

【1430 回九重町】酒店 CHECK IN後自由活動 

【九份老街】自由活動: 酒店步行1分鐘至九份老街 - 環山面海，擁有變化多端的山海美景，為一座小小的山城，保有著純樸的舊日生活風貌最熱鬧的
街道，也是聚集最多小吃的地方。包括來九份必嚐的九份芋圓、草仔粿、芋粿巧、魚丸、魚羹、雞捲……，數不完的美食，讓人只怨嘆沒有再多個胃！ 

擎天崗大草原 → 小油坑火山口 → 陽明山公園花鐘 → 龍鳳谷景點 → 九份老街  

包半天遊 隨國語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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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