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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中機場至日光單程包車接送 

◆ 包日光溫泉大眾湯 
◆ 包第二天專車全天景點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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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湯泉湧現於40℃，浸浴
100%原湯宛如沐浴於天造美妝水
，悄然間角質軟化，湯泉釋放鈉
、鎂、鈣、鉀、碳酸離子，淡化
肌膚歲月刻痕，湯泉值PH 7.6溫
柔呵護，天然的美人湯，給您身
體深層的舒緩，身‧心‧靈回歸
最初純淨，身體自然綻放原有光
采，吐露晶亮面容 

日光溫泉會館 C/I 1900 - C/O 1100   一晚 
www.thesun-resort.com.tw/index.aspx 

＊贈送Buddy Butty甜點一客   

2人同行 
日光–豪華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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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豪華客房(兩大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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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豪華客房(兩大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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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9 每位 $2999 每位 $2699 

  型の選 每位 $3699 每位 $3299 每位 $2999 

日光慢遊放下生活瑣碎 
獨特文化自遊團之旅 

PKG CODE: RMQ_TSFA_2/22/2023 
Copyright©2020-2021 Muse Travel Ltd. -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包機場至溫泉單程包車接 
機場-日光＊車程約35分鐘＊ 

包日光大眾湯 

第二天景點行程 (專車) 
薰衣草森林 → 新社古堡 → 東東芋圓 → 高美溼地 

     新社 台中 
1日 全天 專車 自遊團 

免小費 

妙の選                型の選                

台中市 寶島53行館           兩晚   台中市 夢樓                       兩晚   台中市 鳥日子                    兩晚   台中市 KUN                      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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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 
五,六,日 
21-29Dec 
30Dec-1Jan 

+250 
+3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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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1-10Apr 
21-26Dec 

+1200 
寶島53/夢館 
鳥日子/KUN 

五,六,日 
21-29Dec 
30Dec-1Jan 

+150 
+150 
+250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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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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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場集合搭乘專車出發，展開愉快旅程 
【日光溫泉會館】日光湯泉 ─美人湯 湧現於40℃，浸浴100%原湯宛如沐浴於天造美妝水，悄然間角質軟化，湯泉釋放鈉、鎂、鈣、鉀、碳酸離子，淡
化肌膚歲月刻痕，湯泉值PH 7.6溫柔呵護，天然的美人湯，給您身體深層的舒緩，身‧心‧靈回歸最初純淨，身體自然綻放原有光采，吐露晶亮面容。在
這裡， 憩息是為了下一個美好啟程。 

香港           台中 → (乘專車) → 泡湯 

【1100 日光溫泉會館】專車接 

【1140 薰衣草森林】在薰衣草的山谷裡，微風緩緩吹過樹梢，暖和的陽光灑落薰衣草田，喜樂的鳥兒在歌唱! ... 探索薰衣草森林 

【1400 新社古堡】台中著名景點之一，擁有佔地廣泛的自然景觀，可說是台中最大的秘密花園，海拔500公尺到860公尺，四季氣候宜人 

【1530 東東芋圓】向來就是台中著名的甜品，芋仔蕃薯的彈牙Q勁,真是美味，滿足每個挑剔的食尚味蕾 

【1700 高美溼地】居於清水鎮的最西北之區域，包括大甲溪出海口，綜合淡水注水與潮汐交替所構成的海岸濕地，緊鄰大甲溪與台灣海峽，高美古早
叫做高密，依據清朝道光十二年（1832）彰化縣志的記載，高美原稱高密，因為這一地區的海灘深度能將撐船的竹竿整支吞沒下去 

【1800 回台中市酒店】酒店 CHECK IN後自由活動 

薰衣草森林 → 新社古堡 → 東東芋圓 → 高美溼地 包全天遊 隨國語司機 

【信義玻璃吊橋】吊橋上鋪設透明玻璃橋面，高度約莫十層樓高，由上往下透視雙足之下的五十公尺河床，克服心理對高度的恐懼，走上琉璃光之橋
眺望信義山谷美景吧… ※請注意：進入園區需預約，可使用網路預約申請應至(http://ruri.shini.gov.tw) 

【集集小鎮】集集是一個依山傍水，風光綺麗，擁有濃厚地方特色的小鎮，走在集集小鎮可以聽到小火車的汽笛聲，在山中、在風中迴蕩，在集集老
街可感受昔日風情 

【竹山天梯】天梯，又稱梯子吊橋或竹山天梯，是臺灣一座階梯式索橋，為南投縣竹山鎮一處旅遊景點，位於該鎮的大鞍里太極峽谷，與周邊景點劃
為「梯子吊橋風景區」 

【竹山桃太郎村】桃太郎村熊本城與彷江戶時代日本街,南投竹山桃太郎村,走進桃太郎主題公園 

信義玻璃吊橋 → 集集小鎮 → 竹山天梯 → 竹山桃太郎村 

彩虹眷村                                            大里龍貓車站 

台中市區自由行，盡情購物逛街，品嚐在地美食 
台中市區自由觀光→清泉岡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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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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