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人同行 
南方莊園-豪華客房/六福莊-剛果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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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莊園-家庭客房/六福莊-剛果藍天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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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莊園-家庭客房/六福莊-剛果藍天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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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9 每位 $3599 每位 $3399 

  型の選 每位$4299 每位$3899 每位$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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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中壢 南方莊園    一晚 
www.southgarden.com.tw 

關西  六福莊        一晚 
www.leofooresort.com.tw 

房間裡面就有浴缸可以泡湯另外飯店也有提供溫水游泳池有戶外
草地讓小朋友奔跑嬉戲還有親子DIY課程共享親子時光 

是亞洲唯一以自然生態與草食性動物為景觀設計的渡假飯店. 客房
擁有大片觀景落地窗, 讓住宿貴賓零距離和動物親密相遇 

酒店進房時間: 1600  
        退房時間: 1100 
如有任何更改，一切以酒店安排為準                 

酒店進房時間: 1500  
        退房時間: 1100 
如有任何更改，一切以酒店安排為準                 

親子遊多重樂 
溫泉 風箏 DIY活動 動物 主題樂園 

PKG CODE: SOU_LEO_2/15/2023 
Copyright©2023-2024 Muse Travel Ltd. -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景點遊行程次序有可能因應實際情況而變動, 取消或縮短參觀時間,  
   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任何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敬請理解* 

   中壢 關西 台北 
2日 主題公園 專車 自遊團 

免小費 

新春福袋乙份/房  館內現金抵用券NT$100/每房 
六福莊樂園兩天券 風味晚餐 

*4-9 FEB : 2人+1400/位 3人+1100/位 4人+900/位 

      機位酒店即時確認 
◆ 香港至台北經濟客艙來回機票 
◆ 機場至中歷至關西至台北市單程接送  

◆ 1 晚南方莊園住宿連早餐 
◆ 1 晚六福莊住宿連早餐 
◆ 1 晚台北住宿連每天早餐 (大師除外) 

◆ 包南方莊園水療SPA區*請自備泳衣泳帽* 

◆ 包六福莊主題樂園一天入場門票*水樂園只適用夏季* 

◆  包小人國主題樂園2小時體驗 *逾時:每小時NT$800直付給司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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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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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莊園 
五,六 
21-29Dec 
30Dec-1Jan 

+350 
+35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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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福莊 
五,六 
21-29Dec 
30Dec-1Jan 

+250 
+250 
+300 

台糖會館 
五,六 
20Dec-2Jan 

+100 

大師會館 
五,六 
20Dec-2Jan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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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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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中壢+關西+台北4天自遊行 出發日期: NOW - 31 DEC 23   

包機場至中壢至關西酒店單程專車接送 
機場-中壢 ＊車程約20分鐘＊ 

中壢-關西 ＊車程約40分鐘＊ 

包南方莊園水療SPA區/室內游泳池 
亞式裸湯/歐式裸湯池 (16 歲以上) 請自備泳衣泳帽 

包六福莊水陸樂園一天門票*水樂園只適用夏季* 

包2小時體驗小人國主題樂園 
關西-小人國＊車程約5分鐘 
小人國-台北市 ＊車程約60分鐘 

主題樂園-愛護
地球響應環保生
活請自行準備牙
刷,牙膏,盥洗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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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南方莊園】專車接 
【1200 六福莊】Check In 後自由活動 
【非洲生態探險趣】環尾狐猴互動體驗, 蘇卡達象龜刷背體驗, 羊駝互動體驗, 草原歷險, 勇闖猛獸島… 
【DIY 奇思妙玩藝】貼心為親子提供各種不同的DIY活動，如植栽、彩繪、組裝、塗鴉等各種不同體驗，讓不同年齡層的小朋友都能自行做出獨特的
紀念品，充分享受非洲風、彩繪手作的樂趣 
【獅子王遊戲間】適合全家大小一起活動的親子遊戲間，室內設有親子共同娛樂場地，也能在此從事DIY藝品製作像是面具彩繪、及重溫兒時童玩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亞洲第一座結合動物園與大型遊樂園的夢幻國度，園內擁有四大異國風情主題村.有『中央魔術噴泉』、『阿拉伯皇宮』、『美
國大西部』、『南太平洋』以及『非洲部落』等5個主題村，是一個趣味活潑的適合全家旅遊遊玩. 3隻吉祥物更是招牌，哈比、哈維以及瑪希薩兩隻
猴子和一隻白老虎的可愛模樣 
【六福水樂園】每年6月中-9月中才開放. 全台唯一希臘主題水上樂園, 清涼刺激, 水樂園占地約3公頃，裡面有適合小朋友玩的水迷宮，裡面有四組兒
童滑水道，水深僅30公分。另外還有人造海浪，長達180公尺的漂漂河等… 

三井 Out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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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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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莊園】戶外草皮BBQ, 超大SPA兒童泳池, 全新兒童電動跑車主題樂園. 溫泉-碳酸氫鈉泉特色：碳酸氫鈉泉的 PH 值為弱鹼性， 
對關節炎、神經痛、降低血糖、清潔皮膚、軟化老廢角質與促進皮膚新成代謝有良好的效果，其中軟化老廢角質的功效， 
對女性來說，泡此湯彷彿浸在天然化妝水裡一般，讓皮膚有滋潤以及漂白之感，因而有「美人湯」之稱 

香港           台北 → (乘專車) → 泡湯 → 南方莊園 

包南方莊園 水療SPA區 

室內游泳池 
亞式裸湯 

歐式裸湯池 

包六福村一天門票 南方莊園 → 六福莊 

包小人國 兩小時慢遊 
與窗外的動物道早安→享用高級自助式早餐→六福村享用遊樂設施→2小時體驗小人國樂園 
*逾時:每小時NT$800直付給司機→台北市酒店 

【1100 六福莊】專車接 

【小人國主題樂園－迷你世界】以台灣、中國大陸和世界各國的著名景觀建築模型為主題 

【小人國主題樂園－遊樂設施、主題表演】遊樂設施有『環球號小火車』、『摩天草苺』、『跳星星』、『搖滾船』、『飛飛機』、『荷蘭風琴馬車
』、『維京船』、『狂飆幽浮』、『碰碰車』以及『兒童碰碰車』，適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享樂 

【小人國主題樂園－轟浪水樂園】 7,8月暑假開放!!『火箭親水城堡』－有溜滑梯等等水上遊樂設施，讓親子在此盡情悠遊，享受消暑的快感；此外
在小人國戲水樂園內還有『大雷雨』、『尼羅灘』、『寶貝船長』等等設施，讓您消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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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