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重聚花東墾丁四日(A) 2020/04/21~2020/04/24 
       一人一室 $23,820 / 人 

       二人一室 $14,720 / 人 

       三人一室 $14,520 / 人 

       四人一室 $12,320 / 人 

行程內容 

每日行程  
 

第1天 台北車站東三門相見歡-->國道風光-->午餐-->太魯閣國家公園-->飯店 

0700-0730 台北車站東三門相見歡 

0730-1200 國道風光 

1200-1300 午餐時光 

1330-1700 太魯閣國家公園 

1830 入住飯店 

第2天 晨喚-->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午餐-->龍田單車-->飯店 

080-0900 飯店早餐 

0950-1130 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 

1230-1400 午餐 

1600-1700 龍田單車 

1830 入住日暉國際度假村 

第3天 晨喚-->伯朗大道-->午餐-->小野柳風景區-->飯店 

0800-0930 飯店早餐 

1000-1130 伯朗大道 

1130-1300 午餐時光 

1400-1530 小野柳風景區 

1800- 入住飯店 

第4天 晨喚-->鵝鑾鼻燈塔公園-->社頂公園-->午餐-->賦歸 

0800-0900 晨喚 

0940-1030 鵝鑾鼻燈塔公園 

1100-1200 社頂公園 

1230-1400 午餐 

1400-1859 賦歸 

  

 

 

 



 

     50 重聚高雄台南三日(B) 2020/04/25~2020/04/27 

      一人一室 $14,050 / 人 

      二人一室 $9,100 / 人 

      三人一室 $8,700 / 人 

      四人一室 $8,000 / 人 

行程內容 

每日行程  
 

第1天 左營高鐵集合 美味午餐 駁二藝術特區 衛武營 入住高雄君鴻酒店 

0730-0830 享用飯店早餐 

"第二梯參加旅客，於北車集合，建 議搭乘:台北-左營 高鐵車次" 

1100-1200 旗津老街 

1230-1400 享用美味午餐 (中式合菜/ 10人一桌) 

1440-1600 駁二藝術特區 

1620-1740 衛武營 

1800 入住高雄君鴻酒店【住宿+自助晚餐】 

 

第2天 享用飯店早餐 奇美博物館 美味午餐 安平老街+安平樹屋+德記洋行 台南晶英酒店 

0730-0830 享用飯店早餐 

0900-1100 奇美博物館 

1130-1300 享用美味午餐 (中式合菜/ 10人一桌) 

1330-1630 安平老街+安平樹屋+德記洋行 

1700 入住台南晶英酒店 【住宿+晚餐】 

第3天 享用飯店早餐 田尾公路花園 享用美味午餐 鹿港老街 

0800-0900 享用飯店早餐 

1000-1130 田尾公路花園 

1200-1330 享用美味午餐 (中式合菜/ 10人一桌) 

1430-1600 鹿港老街 "第二梯離開旅客 
中午用餐後離開，彰化-台中，高鐵建議搭乘:台中-台北 高鐵車次" 
1730 入住台中金典酒店 【住宿+自助晚餐】 

 

  



 

 

50重聚南投台中二日-日月潭新社(C) 2020/04/28~2020/04/29 

   一人一室 $12,400 / 人 

  二人一室 $8,200 / 人 

  三人一室 $7,800 / 人 

  四人一室 $7,600 / 人 

行程內容 

每日行程 

 

第1天 相見歡-->午餐-->日月潭國家風景區-->飯店 

0800 台北車站東三門 

1200 台中烏日高鐵站 

1230-1400 團體享用午餐 

1430-1700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1800 飯店 

第2天 晨喚-->新社古堡-->午餐-->客家大院-->賦歸 

0800-0900 飯店早餐 

1030-1130 新社古堡 

1200-1300 午餐 

1420-1530 客家大院 

1800- 賦歸 

 



 

50重聚環島七日(A+B)  2020/04/21~2020/04/27 

一人一室 $42,270 / 人 

二人一室 $26,220/ 人 

三人一室 $25,520 / 人 

四人一室 $22,200 / 人 

 

行程內容  

每日行程 
 

第1天 台北車站東三門相見歡-->國道風光-->午餐-->太魯閣國家公園-->飯店 

0700-0730 台北車站東三門相見歡 

0730-1200 國道風光 

1200-1300 午餐時光 

1330-1700 太魯閣國家公園 

1830 入住飯店 

第2天 晨喚-->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午餐-->龍田單車-->飯店 

080-0900 飯店早餐 

0950-1130 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 

1230-1400 午餐 

1600-1700 龍田單車 

1830 入住日暉國際度假村 

第3天 晨喚-->伯朗大道-->午餐-->小野柳風景區-->飯店 

0800-0930 飯店早餐 

1000-1130 伯朗大道 

1130-1300 午餐時光 

1400-1530 小野柳風景區 

1800- 入住飯店 

第4天 晨喚-->鵝鑾鼻燈塔公園-->社頂公園-->午餐-->白砂/關山日落-->飯店 

0800-0900 晨喚 

0940-1030 鵝鑾鼻燈塔公園 

1100-1200 社頂公園 

1230-1400 午餐 

1430-1630 關山日落/白砂 

1730- 飯店 



第5天 晨喚-->旗津老街-->午餐-->駁二藝文特區-->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飯店 

0730-0830飯店早餐 

1100-1200 旗津老街 

1230-1400午餐 

1440-1600駁二藝文特區 

1620-1740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1800-飯店 

第6天 晨喚-->奇美博物館-->午餐-->安平老街-->飯店 

0730-0830 飯店早餐 

0900-1100 奇美博物館 

1130-1300 午餐 

1330-1630 安平老街+安平樹屋+德記洋行 

1700-飯店 

第7天 晨喚-->田尾公路花園-->午餐-->鹿港老街-->飯店 

0800-0900-飯店早餐 

1000-1130 田尾公路花園 

1200-1330 午 餐 

1330-1700 賦 歸 

 

 

 

 

  



 
 

 

50重聚環島五日(B+C) 2020/04/25~2020/04/29 

   一人一室 $31,050 / 人 

   二人一室 $19,800 / 人 

   三人一室 $18,700 / 人 

   四人一室 $17,400 / 人 

行程內容 

每日行程  
 

第1天 相見歡-->快樂出發-->午餐-->駁二藝文特區-->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飯店 

0900-0930相見歡 

0930-1130 沿途風光 

1230-1400午餐 

1440-1600駁二藝文特區 

1620-1740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1800-飯店 

第2天 晨喚-->奇美博物館-->午餐-->安平老街-->飯店 

0730-0830 飯店早餐 

0900-1100 奇美博物館 

1130-1300 午餐 

1330-1630 安平老街+安平樹屋+德記洋行 

1700-飯店 

第3天 晨喚-->田尾公路花園-->午餐-->鹿港老街-->飯店 

0800-0900-飯店早餐 

1000-1130 田尾公路花園 

1200-1330 午餐 

1430-1600 鹿港老街 

1730- 飯店 

第4天 晨喚-->霧峰林家宮保地園區-->午餐-->日月潭風景區-->飯店 

0800-0900 飯店早餐 

0930-1130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 

1230-1400午餐 

1430-1700日月潭風景區 

1800-入住飯店 



第5天 晨喚-->新社古堡-->午餐-->客家大院-->賦歸 

0800-0900 飯店早餐 

1030-1130 新社古堡 

1200-1300 午餐 

1420-1530 客家大院 

1800 賦歸 

            
 

 
  



 

 

50重聚環島九日(A+B+C) 2020/04/21~2020/04/29 

一人一室 $59,270 / 人 

二人一室 $36,920 / 人 

三人一室 $35,520 / 人 

四人一室 $31,620 / 人 

行程特色  

 

行程內容 

每日行程 (2019/04/30 18:37更新) 
 

第1天 台北車站東三門相見歡-->國道風光-->午餐-->太魯閣國家公園-->飯店 

0700-0730 台北車站東三門相見歡 

0730-1200 國道風光 

1200-1300 午餐時光 

1330-1700 太魯閣國家公園 

1830 入住飯店 

第2天 晨喚-->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午餐-->龍田單車-->飯店 

080-0900 飯店早餐 

0950-1130 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 

1230-1400 午餐 

1600-1700 龍田單車 

1830 入住日暉國際度假村 

第3天 晨喚-->伯朗大道-->午餐-->小野柳風景區-->飯店 

0800-0930 飯店早餐 

1000-1130 伯朗大道 

1130-1300 午餐時光 

1400-1530 小野柳風景區 

1800- 入住飯店 

第4天 晨喚-->鵝鑾鼻燈塔公園-->社頂公園-->午餐-->白砂/關山日落-->飯店 



0800-0900 晨喚 

0940-1030 鵝鑾鼻燈塔公園 

1100-1200 社頂公園 

1230-1400 午餐 

1430-1630 關山日落/白砂 

1730- 飯店 
 
 

 
 

 
 

 

 
 

 

        第5天  

晨喚-->旗津老街-->午餐-->駁二藝文特區-->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飯店 

0730-0830飯店早餐 

1100-1200 旗津老街 

1230-1400午餐 

1440-1600駁二藝文特區 

1620-1740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1800-飯店 

 

 第6天  

晨喚-->奇美博物館-->午餐-->安平老街-->飯店 

0730-0830 飯店早餐 

0900-1100 奇美博物館 

1130-1300 午餐 

1330-1630 安平老街+安平樹屋+德記洋行 

1700-飯店 

   

  第7天 
晨喚-->田尾公路花園-->午餐-->鹿港老街-->飯店 

0800-0900-飯店早餐 

1000-1130 田尾公路花園 

1200-1330 午餐 

1430-1600 鹿港老街 

1730- 飯店 

第8天 晨喚-->霧峰林家宮保地園區-->午餐-->日月潭風景區-->飯店 

0800-0900 飯店早餐 

0930-1130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 

1230-1400午餐 

1430-1700日月潭風景區 

1800-入住飯店 

 

第9天 晨喚-->新社古堡-->午餐-->客家大院-->賦歸 

0800-0900 飯店早餐 

1030-1130 新社古堡 

1200-1300 午餐 

1420-1530 客家大院 

180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