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人同行 
南方莊園-豪華客房 (大床/兩小床) 

山那村-2人草地帳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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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莊園-家庭客房 (兩中床) 

山那村-3人草地帳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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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莊園-家庭客房 (兩中床) 

山那村-4人草地帳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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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9 每位 $5099 每位 $4999 

  型の選 每位 $5499 每位 $5399 每位 $5299 

苗栗  勤美學 山那村    一晚 
https://cmpvillag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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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位酒店即時確認 
◆ 香港至台北/台中至香港經濟客艙機票 
◆ 機場至林家古厝至南方莊園單程接送  

◆ 1 晚南方莊園住宿連早餐 
◆ 1 晚勤美學山那村草地帳篷連早餐及晚餐 
◆ 1 晚台中住宿連每天早餐*夢樓除外* 

◆ 包南方莊園水療SPA區及溫泉區 
◆ 包第二天專車全天景點遊 
*金勇門票+導覽+DIY+餐飲* 

◆ 包第三天專車全天景點遊 
*巧克力雲莊DIY門票+舊山線鐵道車票/吃茶三千概念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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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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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進房時間: 1400  
        退房時間: 1100 
如有任何更改，一切以酒店安排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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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出發時間: CI 602     1030-1215 
回程時間: AE 1831 1810-1950 

山那村草地帳篷-共用男女分開的浴室設備 
請自行準備牙刷牙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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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機場-林家古厝*自費午餐*-南方莊園接送 
機場-南方莊園＊車程約30分鐘＊ 

包水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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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山那村一泊兩食 
包兩天體驗行程*夜遊山那+職人手作*  

包金勇番茄農場門票*導覽+DIY+餐飲*  

包巧克力雲莊DIY門票 

包舊山線鐵道車票/吃茶三千概念店*二選一*  

 

第二天全天遊  
金勇DIY番茄農場 → 山那村 

第三天半天遊  
巧克力雲莊*自費午餐*→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吃茶三千概念店→ 台中市 

回歸大自然秘境-山那村帳篷 
輕鬆享受南方美人湯 

PKG CODE: CI_TPERMQ_2/21/2023 

Copyright©2023-2024 Muse Travel Ltd. -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中壢 苗栗 台中 
2日 半天 專車 自遊團 

免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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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莊園 
五,六 
21-29Dec 
30Dec-1Jan 

+350 
+350 
+400 寶島53 

夢館 
鳥日子KUN 

五,六,日 
21-29Dec, 16-20 
30Dec-1Jan 

+150 
+150 
+250 30Apr-1May, 24-27May 

17-23, 27-30Jun 
27Sep-2Oct, 21-23Oct 

+800 
1-10Apr 
21-26Dec 

+1200 
勤美學  
山那村 

五,六 
21-29Dec 
30Dec-1Jan 

+350 
+350 
+400 

台北中壢+台中苗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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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家古厝】是棟紅磚堆砌的三合院建築，原建築本為一正身及內側左右護龍之三合院. 古厝有一百二十一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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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家古厝(自費) → 泡湯 → 南方莊園 

【1000 南方莊園】專車接 

【1100 金勇DIY番茄農場】停留約60分鐘,  來自世界各國三十餘種番茄， 

不同形狀、不同顏色、不同營養價值之DIY採果及八彩甜椒園、溫室立體準有機草莓園、花卉展售區、 

葫蘆彩繪、客家米食DIY、擂茶、花卉DIY…等，提供豐富且多樣化田園採果樂，保証讓您大開眼界 

【1400 山那村】報到集合 CHECK IN 

【1430】迎賓山那,自由探險時刻. 佔地約56個足球場大, 國際藝術家以三大核心理念「職人精神」「自然永續」「生活哲學」與來訪的旅客一超創造出
人與土地的美學生活實驗平台, 拉近人與人的關係 

【1800 晚餐】草地餐桌, 在遼闊草原上, 大家圍在一起細細品嚐村子裡客家媽媽們以在地食材, 透過傳統料理手法呈現食材最佳風味.鮮現做的 

【1930】夜遊山那 

南方莊園 → 金勇DIY番茄農場 → 山那村 包金勇番茄農場 導覽解說 

DIY彩繪活動 美味番茄套餐四選一 

包山那村 一泊兩食 

【0730-0830 山那村】元氣早餐 【0900-1100 山那村】職人手作, DIY體驗活動 

【1100 山那村】專車接 CHECK OUT 

【1145 巧克力雲莊】停留約90分鐘, 巧克力DIY+午餐(自費). 體驗自已動手製作巧克力的夢想館、 

提供各式巧克力伴手禮的巧克力旗艦店、提供手工精釀啤酒及異國料理的啤酒餐廳 

【1350 舊山道鐵道】苗栗的鐵道自行車為全台首創，起點為勝興車站，沿途經過二號隧道、 

魚藤坪斷橋至6號隧道北口折返，來回全程約12公里，時間約1.5小時. 可以在沿途欣賞勝興車站、魚藤坪斷橋等景點，享受不一樣的苗栗風光 

【或 1430 吃茶三千概念店】第一間藏茶體驗 、台灣茶概念店，選擇落點在有逾四十年歷史的老屋建築，不是一味地將老屋拆除，選擇與老屋相處，
留住原味. 傳遞專業品茶概念給更多人，訂製了專屬試茶桌，採用國際標準組織（通稱 ISO）所制訂的標準，詳細說明了一種標準化的泡茶方法 

【1730 台中市酒店】解散 

山那村 → 巧克力雲莊 (停1.5小時) →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 →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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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眷村                                     吃茶三千大英概念店                                        麗寶 OUTLET                                                   空也蔬食 

包南方莊園 水療SPA區 

室內游泳池 
亞式裸湯 

歐式裸湯池 

包巧克力雲莊 DIY 

包舊山道鐵道 自行車票 或 
包吃茶三千 茶師沖茶展演 

*如遇上舊山道鐵道停駛或滿座, 便改為吃茶三千 茶師沖茶展演* 
   任何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及退款,敬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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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