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位酒店即時確認 
◆ 香港至台中經濟客艙來回位機票 
◆ 1 晚台中酒店住宿連每天早餐*夢樓除外* 

◆ 1 晚晶澤別館住宿連早餐 
◆ 1 晚西雅圖住宿連早餐及晚餐 
◆ 台中酒店至台南仙湖農場單程接送 *共乘車* 

◆ 台南仙湖農場至日月潭單程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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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仙湖農場採水果及及紅龜粿DIY*無水果改採野菜* 

◆ 仙湖農場野菜養身鍋午餐 
◆ 九族文化村門票+纜車門票 

◆ 日月潭遊湖門票 

◆  青青草原遊覽 *0820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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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闔家同遊 
慢活農莊 原住民文化主題樂園 翠綠大草原 

2人同行 
西雅圖 – 湖景VIP / 晶澤別館 – 晶緻二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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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圖 – 景觀四人房 / 晶澤別館– 和緻四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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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圖- 景觀四人房 / 晶澤別館– 和緻四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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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9 每位 $3999 每位 $3599 
  型の選 每位 $4699 每位 $4299 每位 $3899 

清境   西雅圖               一晚 
www.seatte.com.tw 

日月潭     晶澤別館        一晚 
www.thecrystal.com.tw/inn 

PKG CODE: CINGJING_SET_VEG_2/23/2023 
Copyright©2023-2024 Muse Travel Ltd. -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台南 日月潭 清境 台中 
3日 全天 拼車 自遊團 

免小費 

包台中市酒店-台南-日月潭-清境-機場接送 

包清境西雅圖精緻晚餐 

包仙湖野菜養身鍋午餐 

包台南仙湖農場採水果*無水果改採野菜* 

包紅龜粿DIY 

包日月潭遊湖 

包九族文化村門票+纜車門票 

包青青草原 

妙の選                型の選                

台中市 寶島53行館           一晚   台中市 夢樓                       一晚   台中市 鳥日子                    一晚   台中市 KUN                      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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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澤 
西雅圖 
 

五,六,日 
21-29Dec 
30Dec-1Jan 

+200 
+200 
+300 

寶島53 
夢館 
鳥日子 
KUN 

五,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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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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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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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您最貼心的 模範路線規劃建議 

香港           台中 → 酒店 (自行安排)→台中市區自由觀光,品嚐在地美食 

享用豐富早餐 → 台南仙湖農場 (共乘車) → 採水果/蔬菜 → 紅龜粿 DIY → 仙湖野菜養身鍋 (含午餐) → 日月潭晶澤別館

【0900 台南仙湖農場】今日仙湖的獨立山頭，是農場中的休閒區， 獨棟木屋環山而建，咖啡樹生在屋旁，山頂是一片草原，座落著景觀餐廳、露天
吧檯、無邊際山泉戲水池，小動物在其中四處漫遊，，山頂的微風中偶而飄著咖啡香氣，水池邊的孩童嬉笑聲，夕陽光輝照在嘉南平原，我們在這舉
辦各種延續在地文化、自然生態的體驗活動 
【紅龜粿 DIY 】紅龜粿是台灣傳統米食之一,常用於節慶、拜拜或祝壽場面,取龜壽綿延之意.糕粿形狀多以「圓」為主,取團圓和諧之意 
【1300 仙湖野菜養身鍋午餐】最著名的野菜養生料理 
【1600日月潭晶澤別館】離開台南前往日月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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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潭纜車 → 九族文化村 → 清境 

包纜車車票 
九族文化村樂園門票 

包仙湖農場全天遊 
採果 紅龜粿 DIY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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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回機場】 

清境青青草原 → 小瑞士花園 → 台中機場          香港   
包青青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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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