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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4天自遊行

免小費
出發日期: NOW – 30 MAR 21

機位酒店即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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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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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1日

愛玩童樂遊
多項親子共學體驗DIY

香港至台中經濟客艙來回機票
機場-飛牛牧場-巧克力雲莊單程接送
1 晚飛牛牧場住宿連早餐及晚餐
1 晚巧克力湯屋住連早餐及晚餐
1 晚台中住宿連每天早餐*夢樓除外*
包飛牛牧場門票、體驗活動及DIY*固定時段*
包巧克力導覽及DIY*固定時段*
包舊山線鐵道車票*第三天專車遊使用*
包第三天專車全天景點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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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Jul-22Aug, 27Dec-1Jan, 6-8Feb

+400

30Sep-2Oct, 22-25Oct, 16-19Feb

+600

機場-飛牛＊車程約45分鐘＊
飛牛-巧克力＊車程約50分鐘＊

包巧克力溫泉湯屋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包飛牛及巧克力一泊兩食
包飛牛動物近距離體驗行程及DIY*固定時段*
*彩繪肥牛及擠牛奶/餵食小牛/鴨鴨大遊行*

包巧克力導覽及DIY*固定時段*
包舊山線鐵道車票 *A21130/B21120/C21130*

出發時間:
回程時間:

第三天半天遊

23-26Dec

+1200

飛牛牧場

9-15Feb

+1500

巧克力雲莊

五,六,日
30Sep-3Oct, 8-10Oct
21-29Dec, 16-20,26-28Feb
30Dec-1Jan, 9-15Feb

3人同行

五,六,日
30Sep-3Oct, 8-10Oct
21-29Dec, 16-20,26-28Feb
30Dec-1Jan, 9-15Feb

寶島53
夢館
鳥日子
KUN

+200
+200
+200
+300

飛牛-牧場原憩-庭園木屋三人房 (一大床+一小床)
巧克力-空間密碼田野四人
53行館 - 精緻家庭/夢樓 – 家庭房
鳥日子-三人房/KUN-家庭房

飛牛-牧場原憩-標準雙床四人房 (兩大床)
巧克力-空間密碼田野四人
53行館 - 精緻家庭/夢樓 – 家庭房
鳥日子-四人房/KUN-家庭房

$3599
每位 $3799

$3399
每位 $3599

$3299
每位 $3499

每位

型の選

飛牛牧場

一晚

www.flyingcow.com.tw

寶島53行館

每位

苗栗

酒店進房時間: 1500
退房時間: 1100

一晚 台中市

www.53hotel.com.tw

夢樓

一晚 台中市

https://hoteldream.com.tw

巧克力雲莊

一晚

鳥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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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晚 台中市

www.hotelday.com.tw

一晚

KUN

www.kun-taichung.com.tw

型の選

妙の選
逢甲夜市 車程20分鐘

每位

www.schokolake.com

如有任何更改，一切以酒店安排為準

+150
+150
+150
+250

4人同行

飛牛-豪牧場原憩-豪華大床二人房
巧克力-空間密碼二人
53行館 - 精緻雙人/夢樓 - 標準雙人
鳥日子-二人房/KUN-經典

妙の選

台中市

AE 1820 1010-1145
AE 1831 1820-1950

酒店附加費用 (每位每晚)

2人同行

苗栗

自遊團

飛牛牧場 苗栗 台中

包機場-飛牛牧場-巧克力雲莊單程接送

機票附加費用 (每位)
+200

專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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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雲莊→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高美濕地→台中市

23-28Aug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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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2388 5222
彌敦道582-592號信和中心2105室
musetravel

9299 0108
9010 2698
www.musetravel.com

澳門熱線
國內熱線

: 853-6310 2857
: 86-155 075 66892

info@musetravel.com

提供您最貼心的 模範路線規劃建議

香港

台中 → (乘專車) → 飛牛牧場

【飛牛牧場】是台灣數一數二的大牧場, 可以享受遼闊的大草原, 我們在草地上到處奔跑、
玩風箏、吹泡泡, 享受大自然的空間, 又可與動物近距離接觸. 很適合親子一同來玩樂,
牧場可安排餵小牛喝奶,擠牛奶,DIY…

包飛牛牧場 一泊兩食
牧場門票、體驗活動及DIY

包巧克力雲莊 一泊兩食

飛牛牧場 → 巧克力雲莊
【1100 飛牛牧場】專車接
【1200 巧克力雲莊】2009年正式落成後名為”巧克力雲莊”台灣唯一專業的巧克力製造生產工廠.
主人拜訪過世界各地無數個巧克力工廠, 深入研究, 並已取得ISO認證, 邁向國際化. 住宿方面, 每一個小別墅均擁有景泡湯池, 陽台/小花園, 在滿山綠意中
享受碳酸溫泉, 滋潤了肌膚, 卸下繁雜的思緒、放慢生活的腳步, 享受真正的溫泉樂

朱古力導覽及DIY

包舊山道鐵道 自行車票
包高美濕地景點遊

巧克力雲莊 →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 → 高美濕地 → 台中市
【1030 巧克力雲莊】專車接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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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 高美濕地】有「台版天空之鏡」的美譽. 全因高美濕地風景優美，濕地折射天空的景象，與玻利維亞的天空之鏡有點相似，所以人們又稱其為
台灣的天空之鏡
【1730 台中市酒店】解散
彩虹眷村

台中市區自由觀光→清泉岡機場
台中市區自由行，盡情購物逛街，品嚐在地美食

吃茶三千大英概念店

麗寶 OUTLET

空也蔬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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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