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內國外觀光旅行．專業商展參團旅行．大陸商務來台代辦．國內外機票訂房  

<< 另有中國/港澳/日本/韓國/島嶼系列/泰國/馬來西亞等各國行程~家庭/員工旅遊~歡迎來電洽詢 >> 

業務承辦人：(02)7728-8688 李宜勳 (分機：13)      

跟著松愛旅遊一起暢遊台灣 

❤ 揉眼!希臘城堡在台南~府城美食巡禮+安平劍獅御守 DIY ❤ 
2015/10/31-12/31 每周六出團 

  承辦人：李宜勳 / Kelly               TEL：(02)7728-8688#13              FAX：(02)2847-3656 

參考行程                                                                                          

第 一 天 

10月/11月/12月(六) 
地          點 說          明 

07:50 集合  08:00 準時發車 。 

台北→三義 

車程約 1 小時 30 分鐘 

(約 135公里) 

 

雅聞香草觀光工廠/雅聞峇里海岸觀光工廠 
雅聞香草植物工廠位於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村，園區面積

廣達 2 公頃，規劃有香草植物區、香草茶園區、精油萃

取區、後山香草園、品種玫瑰園、薰衣草園、DIY 體驗館

及植物工廠等，是一個兼具觀光、教育與休閒多元化經

營的園區。 

12:30-13:30 海之味無菜單料理餐廳 午餐 
餐廳→夕遊出張所 

車程約 10 分鐘 

(約 1.8 公里) 

 

夕遊出張所 
目前幾乎已被排入到台南必遊的景點之 1 ~佔地約百坪

的空間充滿著質樸的日式建築情調，訴說過往安平的鹽

業興盛風華；至今仍然保存相當完整。這裡有個手水舍，

日本傳統中鹽可以除晦氣，所以在這邊用鹽洗手可以洗

去晦氣帶來好運，結合一年 366天的色彩能量，形成全

國獨具特色的生日彩鹽，令參觀民眾留下深刻印象。 

夕遊出張所→台南移民署 

車程約 15 分鐘 

(約 4.1 公里) 

 

台南移民署 
全台最美最夢幻的公家機關，一座隱身在市區的希臘巴

洛克城堡建築，移民署位於鳥橋公園內，旁邊就是很悠

閒的親子公園。 

 

16:30 Check in 台南市區旅店/飯店 

18:10-19:30 阿美飯店 晚餐 

第 二 天 

10月/11月/12月(日) 
地          點 說          明 

07:30 
08:30 

晨喚 

準時發車 

享受飯店準備的活力早餐 

   

老爺飯店→奇美博物館 

車程約30分 (約8.6公里) 

台邦商旅→奇美博物館 

車程約30分 (約9.9公里) 

立多文旅→奇美博物館 

車程約30分 (約9.1公里) 

 

奇美博物館 
奇美博物館的建築形式及館藏都緊扣希臘神話故事，戶

外園區最受民眾歡迎的「阿波羅噴泉」廣場，呈現太陽

神阿波羅駕馬車從海面躍出的情景，大理石群雕以等比

例複製法國凡爾賽宮的阿波羅噴泉，氣勢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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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辦人：(02)7728-8688 李宜勳 (分機：13)      

12:00-13:00 周氏蝦捲國宴餐廳 午餐 

餐廳→安平樹屋 

約 10 分鐘 

(約 1.7 公里) 

 

劍獅祈願卡 DIY 
走完一趟台南故事之旅，是否更認識了這塊土地？有了

一趟知性之旅，免不了要帶個紀念品回去，台南吉祥物

劍獅讓你親手 DIY，帶走獨一無二的特色回憶。 

安平樹屋→安平古堡 
 穿梭古厝小巷 

尋找失落的 23劍獅 

台南府城巡禮/劍獅故事導覽 
安平樹屋/德國領事館舊址/日式校長宿舍  

開台天后宮/義豐冬瓜茶/安平古堡 

16:30-17:30 府城食府 晚餐 

賦歸 17:30 發車 帶著滿滿的回憶返回台北結束愉快假期 

※表中所列各景點停站時間僅供參考，出發後可能依實際交通狀況略作調整；本公司保留變更、修改行程之權利，感謝您的體諒。 

出發當天請保持旅客聯絡手機暢通，以免因手機號碼錯誤或無法接通導致行程延誤。 

 
 

自選飯店 

 

老 爺 行 旅 福斯九人座車 (含二日車導) 

(6-8人) 

20人中巴 

(10~19 人) 

43人座遊覽車 

(30 人以上) 

團費(二人房) 特價 NT$8,900 特價 NT$7,700 特價 NT$7,000 

團費(四人房) 特價 NT$8,400 特價 NT$7,200 特價 NT$6,500 

＊ 90cm 以下孩童選擇不佔床 NT$ 1,800 元 / 人，每房限一人（不佔床亦不含佔床所含餐食，亦不含門票） 

＊ 四人房型(二大床)若僅三人入住，則每人需補 NT$800房價差額(二人房若指定兩單床之房型每人需另+200) 

 

台 邦 商 旅 福斯九人座車 (含二日車導) 

(6-8人) 

20人中巴 

(10~19 人) 

43 人座遊覽車 

(30 人以上) 

團費(二人房) 特價 NT$8,300 特價 NT$7,100 特價 NT$6,380 
團費(四人房) 特價 NT$7,700 特價 NT$6,600 特價 NT$5,880 

＊ 90cm 以下孩童選擇不佔床 NT$ 1,800 元 / 人，每房限一人（不佔床亦不含佔床所含餐食，亦不含門票） 

＊ 四人房型(二大床)若僅三人入住，則每人需補 NT$800房價差額 

 

立 多 文 旅 福斯九人座車 (含二日車導) 

(6-8人) 

20人中巴 

(10~19 人) 

43 人座遊覽車 

(30 人以上) 

團費(二人房) 特價 NT$7,700 特價 NT$6,600 特價 NT$6,000 
團費(四人房) 特價 NT$7,300 特價 NT$6,200 特價 NT$5,600 

＊ 90cm 以下孩童選擇不佔床 NT$ 1,800 元 / 人，每房限一人（不佔床亦不含佔床所含餐食，亦不含門票） 

＊ 四人房型(二大床)若僅三人入住，則每人需補 NT$600房價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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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辦人：(02)7728-8688 李宜勳 (分機：13)      

行程包含                   行程的時間、行程內容順序及餐食、住宿飯店，以最後通知的資料為準 

1. 8 人以下(福斯 T5)合格司機(車導)/19 人以下(20 人座中巴)合格司機派領隊/20 人以上(43 人座大型遊覽車)派領隊(台北出發) 

2. 餐：1早餐、2午餐、2 晚餐 (午晚餐皆不含酒水費用) -素食者請事前告知 

3. 住宿 

4. 二日領隊/司機(出差+住宿+餐食+過路費+停車費) 

5. 門票費/DIY 費用 

6. 旅行業責任保險 200萬暨 20 萬意外險 

7. 以上報價均為現金匯款價。 

 

匯款資訊： 

戶名：松愛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北蘆洲分行 

帳戶：259-54003725-8 

 

 

＊注意事項  

(1)本行程需滿 6 人以上方可成行，其他消費請旅客自理 

(2)本行程為二天一夜套裝行程，敬請參團旅客於預定時間內準時集合，行程中如因個人因素私自脫隊或集合不到本公司恕不退費。 

(3)以上行程所載明之行車時間僅供參考，因路況或假日車流量過大時，行程順序將視實際情況有所調動。 

(4)行前遇颱風、地震…等人力不可抗力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延期出發或扣除已支付費用後再退費之權利。 

(5)其他未盡事宜，將遵照觀光局之《國內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規定。 

＊安全守則 

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身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是保障您的權益。 

(1)團體活動，請務必準時集合，當日遲到或不到視同放棄，並且無法退款。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2)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請隨時注意安全。如有身體不適或其他症狀，請立刻通知服務人員。請自行備足暈車藥與個人藥品！ 

(3)請勿攜帶寵物同行(飯店、餐廳均會拒絕寵物進入，導盲犬除外)為了您與其他旅客的健康，若有感冒咳嗽等症狀請戴上口罩。 

(4)請攜帶：換洗衣物、遮陽傘帽、禦寒外套(預防車上冷氣太冷、山區氣溫較低)、相機、電池、充電器、個人醫藥(暈車船藥、感

冒藥)等。並建議穿著輕裝便鞋，方便旅遊活動進行。 

(5)外出旅遊請隨時補充水分，我們特別在遊覽車上準備礦泉水。 

(6)連續假期旅遊人數眾多，旅途中難免有服務不週之處，例如用餐時補菜速度一定比不上夾菜速度，如果飯店上菜太慢，您可直

接向領隊反映，千萬不要生氣而影響旅遊興致。其他像是飯店分配鑰匙、入園購票、換搭其他交通工具時經常會有等待時間，也

請事先諒解！ 

(7)出門旅遊請務必攜帶身份證、健保卡。 

(8)如有發放票劵，請一一檢查各種票劵（如門票等）是否齊全，若有不齊請通知領隊。 

(9)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如需自行活動，請告知領隊及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在公共場合財不露白。 

(10)遵守領隊所宣布的觀光區、飯店、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敬請與領隊合作、並祝旅途愉快 ! 

 

http://www.myfavoritetravel.com.tw/upload/2013/05/2013052412003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