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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灣類出國 浪漫滿分 熊熊愛火【全年度適用‧週六出發】 

海島渡假風、暢遊小琉球、異國料理餐酒饗宴、甜蜜浪漫 
 甜蜜情人異國風半自助行程 情熱 3天 2夜 

 

   

 
 
行程特色 
-小琉球尊順祿藝術旅店(土耳其風)、墾丁亞曼達會館(摩洛哥風) 

-小琉球五點燒烤(當日新鮮海產吃到飽)、喔吼 Bar&鈕扣倉庫贈酒水、Thomas Chien 臺灣知名法式餐廳 

-小琉球當地採半自助行程 自由度高 甜蜜升溫 

-卡啡那文化探索館(歐風 café)、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奈良東大寺)、VR體驗館、遊船愛河之心(塞納河畔) 

-體驗熱帶異國風情，在臺灣本島享受出國體驗 

行程售價(十人即可成行, 十人以下價格另洽) 

房型 價格 

雙人房 1/16、1/30、2/20、3/13、3/27、4/10、4/24、5/8、5/22、6/5、6/26 週六出發 17,900/每人 

孩童價格(與二位大人同住) X 

6歲-11歲孩童(佔床、含飯店早餐、午晚餐、交通、門票、保險、小費)  9,900/每人 

6歲以下孩童(不佔床、不含午晚餐；含飯店早餐、交通、門票、保險、小費) 4,900/每人 

※訂金 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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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門票入內參觀    ▼ 表示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DAY1 高鐵左營站→ 東港~        ~小琉球 
09:15 高鐵左營站集合，並搭客運至東港碼頭 

10:15 抵達東港碼頭 

10:45 ★搭船前往抵達小琉球白沙碼頭 

12:00 午餐自理─領取★電動機車(二人一車)，島嶼介紹並附美食地圖、景點攻略 

 托運行李至民宿 

 貴賓可選擇自費參加下午梯次浮潛活動(13:00-17:00)，或自行騎乘機車環島 

 推薦行程：漂流浮木、龍蝦洞、白燈塔、百年老榕樹秘境、中澳沙灘、花瓶岩、杉福漁港沙灘、瑚岩美術舘 

17:00 晚餐，餐後前往旅館 check in 

20:00 前往★小琉球喔吼 Bar(附贈一杯酒水) 或 自由活動 (退費 200/人)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自理 

晚餐：小琉球五點燒烤 

住宿：特色異國風旅宿  小琉球尊順祿藝術旅店 (濃濃土耳其風格) 或 特區營地 (類北歐玻璃屋感的帳篷) 或 小琉球南

洋渡假海景莊園 Villa或同級 

門票：東港至小琉球船票、電動機車、小琉球喔吼 Bar(附贈一杯酒水)(自由活動者退費 200/人) 

【小琉球】 

小琉球是台灣唯一的一座珊瑚礁島嶼，位於台灣屏東縣西南方大海上。 

每天有固定船班行駛，搭船時間單程約 25 分鐘。除了可租借摩托車、腳踏車環島，島上也有公車可搭。 

推薦景點:白沙觀光港看夜景、中澳沙灘玩水上活動、龍蝦洞拍照、旭日亭觀海看日出、觀海漂流木秘境（網美老木）打

卡、白燈塔拍照、厚石澳神秘沙灘浮潛、落日亭看落日、烏鬼洞風景區、蛤板灣（威尼斯海灘，此處危險，不能游泳，

每年五月至十月夜間管制，擅入沙灘違者受罰）、山豬溝、杉福漁港拍照、肚仔坪潮間帶（多仔坪，小琉球潮間帶屬管制

區，須有領證解說員帶領才能進入）、美人洞風景區、花瓶岩留影紀念、碧雲寺。 

【小琉球尊順祿藝術旅店】 (客房照片僅供參考，旅宿業者依當天狀況會安排房間給貴賓) 

尊順祿藝術民宿利用大量馬賽克色塊拼裝出獨特的民宿外觀，展現充滿熱情小島的設計。 

以抽象理念、童趣、曲線作為建築風格，彷彿是奧地利百水公寓的翻版。 

每間房型特色不同，帶給房客多重視覺感受，在細節處用心，處處給貴賓驚喜。 

適合家族出遊、情侶出遊、親子同樂或獨自前往，來一場不同以往的旅行吧。 

 
(圖片出處: http://www.wvilla.com.tw/room/及 https://reurl.cc/b5Mxkr ) 

 

https://www.picuki.com/tag/%E5%B0%8F%E7%90%89%E7%90%83%E5%96%94%E5%90%BCbar
https://www.facebook.com/pg/%E5%B0%8F%E7%90%89%E7%90%83%E4%BA%94%E9%BB%9E%E7%87%92%E7%83%A4-2099645633629020/photos/?ref=page_internal
http://www.wvilla.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pg/campzone/photos/?ref=page_internal
http://www.southpacificvilla.com/room/
http://www.southpacificvilla.com/room/
http://www.wvilla.com.tw/room/
https://reurl.cc/b5Mx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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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小琉球~       ~東港→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國境之南 

08:00 今日不晨喚，貴賓可選擇自費參加早上梯次浮潛活動(07:00-11:00)，或自行騎乘機車環島，或睡至自然醒 

12:00 午餐自理 

13:00 ★搭船前往抵達東港碼頭 

14:00 抵達東港碼頭 

15:00 ★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 

17:30 前往臺灣最南點▼鵝鑾鼻燈塔，若氣候允許，將有機會欣賞日落 

19:00 晚餐，餐後前往旅館 check in 

早餐：旅館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夜市發餐費 300/人+★鈕扣倉庫加贈一杯酒水 

住宿：特色異國風旅宿  墾丁亞曼達會館  或 迷路為了看花   或同級 

門票：小琉球至東港船票、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鈕扣倉庫 

註：夕照依日落時間調整，冬季日落時間約 17:15；夏季日落時間約 18:40 

若遇天氣不佳，則提前享用晚餐 

註：晚餐將發餐費至鄰近恆春夜市自理，再到鈕扣倉庫享用附贈酒水。 
  

http://www.amanda-hotel.com/
https://www.facebook.com/pg/casaaperta2010/photos/?ref=page_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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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 

有「台版小奈良」之稱的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有吸睛的梅花鹿，館內也有裝置藝術與梅花鹿相關裝飾可供拍攝。 

可購買牧草餵食鹿隻。若天氣炎熱，還可至園區內的咖啡館休憩，也能至入口商品處購買梅花周邊商品。 

 

 

 

 

 

 

 

 

(圖片出處: 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FaceBook、Klook) 

【鈕扣倉庫】 

位於恆春週日夜市旁的鈕扣倉庫是個創業平台，也是個實驗室，利用藝術創作「推廣回收再利用」的理念。 

偶爾會碰到現場演唱表演。此處無法攜帶外食，唯有星期日為了鼓勵大家逛夜市少用塑膠袋，只開放帶鍋碗瓢盆逛夜市

者，可以攜帶入內食用！ 

 

 

 

 

 

 

 

 

 

 

(圖片出處: https://reurl.cc/0oLnpk 及 https://reurl.cc/xZdX1N) 

【墾丁亞曼達會館】 (客房照片僅供參考，旅宿業者依當天狀況會安排房間給貴賓) 

位於墾丁灣的亞曼達會館以古帝國宮廷為原型。磚紅色的沙岩外牆顯現了摩洛哥風情。 

亞曼達緣於拉丁語「值得愛」，入住此館，感受墾丁的熱情結合北非的美。 

2019 年 TripAdvisor「旅行者之選」獲選全球第四名，台灣區「最佳飯店」第一名 

 

 

 

 

 

 

 

 

 

 

(圖片出處: http://www.amanda-hotel.com/room/及 https://reurl.cc/4RE8oj) 

https://www.facebook.com/hoteldedeer/
https://reurl.cc/0oLnpk
https://reurl.cc/xZdX1N
http://www.amanda-hotel.com/room/
https://reurl.cc/4RE8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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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國境之南→駁二藝術特區→衛武營都會公園→卡啡那文化探索館→愛河之心→高鐵左營站 

08:30 前往高雄 

11:00 駁二藝術特區★VR 體驗館 

12:00 午餐 

14:30 ▼衛武營都會公園 

15:30 抵達★卡啡那文化探索館，品嚐南臺灣唯一鐵鍋舒芙蕾 

17:00 搭乘★遊船愛河之心 (每趟約 25 分鐘) 

19:30 前往高鐵左營站，返家 

早餐：旅館早餐 

午餐：Thomas Chien 法式餐廳 或 17 號西班牙餐酒館 

晚餐：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門票:VR 體驗館(兩款遊戲)、卡啡那文化探索館(鐵鍋舒芙蕾)、遊船愛河之心 

【VR 體驗館】 

「VR 體感劇院」的成立源於 2017 年高雄市電影館自製 VR 電影計畫，是全台唯一播放立體 8K 技術規格的 VR 場館。 

依據 VR 作品放映方式不同，觀影區分為「360 影廳」和「互動展演區」兩種放映空間。 

 

 

 

 

 

 

 

 

(圖片出處: https://reurl.cc/4RE8jv) 

【Thomas Chien 法式餐廳】（每月最末週一公休） 

料理生涯近 40 年都待在南台灣的簡天才主廚，曾待過墾丁凱撒、環球經貿聯誼會、台南那個時代法式餐廳、台南泰瑞莎

餐廳、…最廣為人知的就是曾任高雄帕莎蒂娜餐飲集團的廚藝總監。曾於法國 Ecole Lenotre 廚藝學校進修，並多次與

世界星級名廚合作，甚至邀請到歐洲米其林名廚來台客座。尤其是在帕莎蒂那西餐廳擔任主廚的那段時間，不僅和當時

負責西點的吳寶春主廚並稱瑜亮之外，不時與外國名廚交流心得更是開風氣之先。2016 年 3 月獲法國外交部認證台灣最

道地法菜餐廳，三家「頂級餐廳」之一，2017 月 3 月再獲法國外交部認證，名列台灣最道地法菜餐廳，4 家「頂級餐廳」

之一，也是台北以外縣市，唯一連續二年入選「頂級餐廳」。 

 

 

 

 

 

 

 

 

 

 

https://reurl.cc/4RE8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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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出處: TASTER、姐妺淘) 

【簡天才】 

和其他擁有知名廚藝學校出身，與米其林名廚背書下開創事業的名廚不同，從美工科畢業的簡天才憑著對法式料理的熱

愛，自己摸索出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 

簡師傅每年都繪製歐洲進修學習最新的料理方式，增進自身之事；每年會邀請一位米其林大廚到自家餐廳客座，彼此交

流廚藝。這樣大手筆的邀請名廚到餐廳，在南部首開先例。 

在各家名餐廳如帕沙蒂娜磨練而創業後，受到貴人相助，先後開了 THOMAS CHIEN、LAONE Café. 因精湛的廚藝，一

位難求。簡師傅更以支持台灣小農聞名，許多台灣在地食材在他巧手之下，征服了許多老饕味蕾。 

 

 

 

 

 

 

 

 

 

 

(圖片出處: 姐妹淘甜美食光、) 

【17 號西班牙餐酒館】(周二公休) 

每次來到 17 號這個以溫度，放鬆、人文氛圍構成的餐酒館。來到這裡，釋放積累已久的壓力，重新充電。 

離開時又是嶄新的自己。和朋友在這吃吃喝喝，談談心。卸下疲憊，感受有溫度的氛圍。 

【衛武營都會公園】 

被稱為「綠色之夢」的衛武營都會公園，讓情侶在樹蔭前依偎、花草間倘佯；使老人能在那運動、休息、社交；孩子在

公園與花、草、樹一同成長。 

早期衛武營是一沼澤地，日治時期是日本陸軍基地，因長期管制，在都會區留下一處未被破壞的生態環境。 

 

 

 

 

 

 

 

 

 

 

 

 

 

 

(圖片出處: https://reurl.cc/3DGmMj) 

【卡啡那文化探索館】 

https://reurl.cc/3DGm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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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那之集團旗下的卡啡那創立於 2012 年，位於高雄市文化中心的分店『文化探索館』開幕於 2018 年，有『全台最美公

園咖啡館』的美稱。 

館內天花板用書籍壁貼，增添層次感。館外有精心設計的網美牆可供拍照打卡。 

卡啡那必嚐的招牌銅鍋舒芙蕾，現點現做，美味值得耐心等待。 

 
(圖片出處: https://reurl.cc/3DGmMj及 https://reurl.cc/9EMybY) 

【遊船愛河之心】 

愛河之心由東湖、西湖所構成，兩湖中間貫通了一座橋，好似一個心型。 

東湖比較淺，是生態池，供魚蝦等生物棲息；西湖除了有滯洪及生態作用，還可提供愛河遊船行駛。因其浪漫的名字，

總是吸引無數情侶在這漫遊，不捨離去。是個體驗高雄之美的好去處。 

 
 (圖片出處: https://reurl.cc/vDrXKy及 https://khh.travel/zh-tw/attractions/detail/19) 

（航班、行程、飯店，安排均為暫訂，視實際安排情況調整 2020/12/10修正） 

 
 

 

  

https://reurl.cc/3DGmMj
https://reurl.cc/9EMybY
https://reurl.cc/vDrXKy
https://khh.travel/zh-tw/attractions/detail/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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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包含 : 

1. 交通：專車 

2. 門票：行程表內有標示★符號即內含參觀門票 

3. 保險：旅遊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4. 小費：全程司機及導遊小費 

     ※  請留意 : 費用不包含行程表上自理餐、私人消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費及私人交通費等。 

●注意事項:  

1. 行程景點安排會因住宿地點調整、潮汐、車船調度、天候、風浪，而有前後順序對調，若有調整之處，敬請見諒及配合。 

2. 如遇颱風、地震等大自然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延期出發或全額退費之權利。 

3. 部分天然景色受各景點當日氣候影響，屬不可抗力之因素，如未如預期欣賞到，請見諒。 

4.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必須團進團出 (特殊個別行程請報名時告知) 

5. 單人房加價費用，請洽詢業務專員。 

6. 如有特殊餐食需求，請於報名時事先向業務員通知。 

7. 離島民宿住宿品質以乾淨整潔為主，恕無法指定房型。 

8. 搭機/船時，請務必攜帶身份證正本或護照、駕照正本，若因未依規定攜帶證件而無法登機時，依「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

團費需扣 100％。請貴賓自行負擔所有損失（敬請見諒）。 

 

《詳情請洽》 

太一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One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Web: www.t1tour.com.tw  10448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號 16樓 

電話：02-2567-3822  傳真：02-2567-3820 

Email : info@t1tour.com.tw 

http://www.t1tour.com.tw/
mailto:info@t1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