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特色＆售價 
【極上旅宿】宜蘭威斯汀酒店、花蓮秧悅美地酒店、池上日暉度假酒店、台東潮渡 GAYA、知本老爺溫泉酒店 

【老饕嚴選】國宴主廚料理、花蓮原住民特色餐、池上創意無菜單美食、東海岸海景餐廳 

【絕佳打卡】宜蘭張美阿嬤農場、明池神木、雲山水、池上伯朗大道、多良車站 

【多元交通】大 T5保母車、東部列車、回程飛機 

【尊榮體驗】小團包車舒適輕鬆、專業導遊帶領講解、專業頂級大 T5保母接送 

出發日期 : 5/26(三)、6/9(三)，如有其他日期歡迎電洽 

規格：大 T5 專車接送、蜜月級別住宿飯店、精選特色餐食、派遣專業導遊高品質服務 

四人即可成團-方案 價錢  

雙人房 82,800 元(每位售價) 

六人即可成團-方案 價錢  

雙人房 72,800 元(每位售價) 

說明 
 四人成行(不接受 12歲以下孩童參團，請知悉)，六人以上價格另洽，可適用太一老客人九五折專屬優惠 

 房間皆可升級需額外補差價，詳細請電洽業務人員 

 房型部分為一大床如需調整請提早告知 

 

 

 

   
蜜月旅行八天七夜 

宜蘭、花蓮、台東、深度玩東台灣、連泊頂級星級酒店、東部特色美饌、輕鬆移動無負擔 



【 行程內容】 
★ 含門票入內參觀  ▼ 表示徒步遊覽 

 

DAY1   台北車站－宜蘭張美阿嬤農場－金車噶瑪蘭酒廠－宜蘭力麗威斯丁酒店 
09:00 台北車站東三門出發 

10:30 ★張美阿嬤農場~餵鹿體驗~可視現場狀況加價穿著浴衣  

12:00 午餐~手作無菜單料理 

14:00 ★金車噶瑪蘭酒廠 

★酒廠專人導覽(約 1 小時導覽時間，包含金車企業簡介，Whisky 酒廠生產線參觀，酒堡試飲當日酒款) 

16:00 飯店辦理入住手續~享受員山特色溫泉 

 

早餐：X 

午餐：渡小月宜蘭創意手作料理 (600元+10% / 每人) 

晚餐：飯店內享用自助餐 

住宿：★宜蘭力麗威斯丁酒店  精選客房 (保證入住) 

門票：張美阿嬤農場餵鹿體驗、金車噶瑪蘭酒廠 

【張美阿嬤農場】 

張美阿嬤農場有著輕鬆友善的環境，擁有 400 坪日式庭院，適合在假期時帶著家人造訪，園內有著親切可愛的小鹿，適

合親子活動可親自體驗餵食小鹿並與小鹿互動，還可在園內租借和服，在園內放鬆遊玩拍照 

   
 

【渡小月台菜餐廳】 

宜蘭渡小月是一家很有特色的餐廳，不但是當地老字號，傳承數 代的精緻台菜餐廳，也是宜蘭之光，更是國宴指定廚師

與料理。渡小月以辦桌菜外燴起家，創店幾十年，傳承了數代，不但把宜蘭在地本土料理發揚光大，還把質感提 升並發

展到國際，第二代主廚陳兆麟在台灣更是國寶級的存在，不但出書還常上各大媒體，名氣很響亮亮，但他沒有離開過宜

蘭，一直堅持使用宜蘭本土食材，發揮 創意把宜蘭菜繼續推廣國際，陳兆麟先生不管是對料理的態度還是對傳承宜蘭菜

的堅持，都很讓人感動。渡小月，創立於 1968 年傳承三代的堅持，創造了不少知名的料理，這些歷史的痕跡都寫在門口

的牌子上。由於渡小月是無菜單料理，所以完全就是看當天魚獲或當天採買到的食材來決定當日料理，聽說就連採買也都

是陳兆麟主廚親自去挑選的，從不假手他人，因為他對食材的品質特別堅持與要求。 

   
 

【金車噶瑪蘭威士忌酒廠】 

噶瑪蘭是宜蘭的舊稱，最早的原住民族以踏實辛勤，將此地耕耘成一塊瑰寶，冀望回饋土地賦予的恩賜，噶瑪蘭威士忌以



此為名，讓金黃酒液的醇香映出這片寶地的美麗風情，金車集團創辦人李添財董事長，源自嚮往一座百年酒廠的起點，夢

想一個威士忌的新故鄉，噶瑪蘭巡訪踏遍蘇格蘭與日本知名的威士忌酒廠，以信念完成挑戰，用毅力克服萬難，終而創建

台灣唯一自行磨碎、糖化、發酵、蒸餾、熟成、調配的威士忌酒廠。 

   
 

【宜蘭力麗威斯汀度假酒店】 

宜蘭員山溫泉開發史可追溯自兩百多年前清朝時期的宜蘭「員山溫泉」(又稱宜蘭溫泉)，為蘭陽平原沈積岩區溫泉，水質

清澈透明，水溫約 37-45℃，酸鹼值約為 pH 8.5，屬於碳酸氫鈉氯化物泉，客房備有個人湯池，是您感受幸福時光應有

的極致享受。旅客進入酒店的入口小屋以紙飛機為設計概念，重簷及揚角的建築型態表現出早期建設三座機場的宜蘭歷史

意涵。屋頂採用斜面設計藉由量體的錯落與屋脊高低錯位變化展現日式禪風的建築意象，並兼具防雨隔熱的功能。 

   
 

 

 

DAY2  酒店－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馬告神木園區－宜蘭力麗威斯汀 
08:30 專車前往★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 

10:30 抵達並漫步於『台北最美後花園』★明池湖畔 

12:00 午餐 

13:00 搭乘接駁車前往『電影賽德克巴萊拍攝地』★馬告神木園區園區專人導覽 

18:00 專車返回飯店 

19:30 享用飯店晚餐 

 

早餐：酒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餐：明池山莊(480 元 / 每人) 

晚餐：威斯汀酒店 “舞”日式料理晚間套餐(NTD1280+10% / 每人) 

住宿：★宜蘭力麗威斯丁酒店  精選客房 (保證入住) 

門票：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園、馬告神木園區 (明池山莊到神木園區接駁車、園區專人導覽) 

【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 

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屬於馬告生態公園的一部分。馬告，是泰雅族語 Maqao，原意是醫囑野生山胡椒，泰雅族人常用來

作為調味料或是拿來提補元氣。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明池山莊)、棲蘭森林遊樂區(棲蘭山莊)和百年神木區合稱為馬告生

態公園。明池山莊，介於宜蘭縣與桃園縣交界處，海拔高度約 1150 公尺。由於位處霧林帶，每天中午過後便雲霧渺

渺，彷如人間仙境。這裡不僅擁有豐富的林木景觀，還有黑天鵝、鳥類、蝶類、松鼠、鴛鴦、綠頭鴨等，不時在林間穿

梭，每每帶給旅客意外的驚喜與感動！利用原地貌特色造景的富春庭、提供遊客冥想的靜石園、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為紀



念慈母而建的慈孝亭、紀念國父百歲冥誕而命名的國父百歲紀念林、設有林間教室的蕨園、人工林矩陣排列植樹的森林

童話步道、遍植季節花卉的明池苗圃等，都為旅客增添旅遊樂趣！ 

  
 

【馬告神木園區】 

神木園是亞洲最大檜木神木園！近百棵千年以上的紅檜與台灣扁柏矗立園區，令人讚嘆；園區內的神木，皆以歷代古聖

先賢之名命名，用樹齡與歷史人物朝代結合，充滿巧思創意，令人印象「森」刻；其中古老的檜木林區還貼心設有長、

短程環行步道及休憩設施，提供遊客從事 1-2 小時的神木園生態之旅。神木園位於臺 7 線(北橫公路)約 75 公里處轉 100

線林道 12 公里處，西距明池森林遊樂區 21 公里，東離棲蘭森林遊樂區 25 公里。 

   
 

【“舞”日式料理】 

舞 日本料理為來訪酒店不可錯過的日式主題餐廳，餐飲走向為會席料理。內部設計選用台灣檜木及原柚木素材打造，以

具有空間穿透性的日式酒牆間隔出 6-8 人和式包廂及 8-10 人的獨立包廂，非常適合小型餐會及商務會餐。 

   
 

 

DAY3 酒店－花蓮－台泥 DAKA 園區－匯德景觀步道－太魯閣砂卡礑步道－秧悅美地度假酒店 
09:30 專車出發前往花蓮  

11:00 ▼台泥 DAKA 園區，全台唯一用水泥廠改造的玻璃星巴克逛街拍照打卡休息 

11:40 ▼匯德景觀步道~欣賞清水斷崖絕佳地點 

12:30 午餐 

14:00 ▼太魯閣砂卡礑步道 

16:00 香草飯店園區設施導覽介紹~香草飯店的故事以及充滿大自然的園區~辦理入住手續~享受香草飯店設施 

17:00 大廳集合~自由參加，與導遊一同搭車前往東大門夜市 

東大門夜市參加者可自行搭乘計程車回飯店(計程車費每人 200 元代金)，如在飯店用餐者可退 200 元 

 

★秧悅美地度假酒店活動設施 



SPA 水療池、游泳池、兒童戲水池   使用時間：08:30-21:30 

※需著泳衣、泳褲、泳帽，禁止飲食，現場有提供泳衣租借及販售 

慢活香草迷宮慢走吐納健身氣功       活動時間：09:00-10:00 

※集合地點：大廳，需前一天 18 點前報名完成，當天需著拖鞋 

腳踏車租借       使用時間：08:30-18:00 

※一小時內免費，超時每半小時加收 50 元 

※集合地點：休閒育樂中心 

※適用身高 145 公分以上 

※須填寫活動免責聲明書 

 

早餐：酒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餐：達基力原住民餐廳  (400元+10% / 每人)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可與導遊一同前往東大門夜市，如不參加者可在飯店內餐廳用餐 

住宿：★秧悅美地度假酒店  

門票：東大門回飯店計程車費(200 元 / 每人) 

【台泥 DAKA 園區】 

「台泥」在蘇花改和平路段間設置了休息站「台泥 DAKA 園區」，集結了便利商店、書店、伴手禮特產店、美食街、生

態博物館及星巴克(全台唯一設置水泥廠的玻璃屋星巴克)，讓開車往返蘇花改的旅客，都能在這裡休息片刻、整頓精神再

出發。台泥 DAKA 園區園區簡約的建築以及清水建築，使得許多年輕人 IG 朝聖打卡的花蓮景點，園區內也有許多裝置藝

術可以供大家拍照打卡。 

   
 

【匯德景觀步道~絕佳欣賞清水斷崖地點】 

匯德步道入口，位於匯德隧道北端出口約 100 公尺處，沿著蘇花公路北行，出匯德隧道後靠右即可到達。這原是蘇花公

路舊道，匯德隧道完工通車後，擷取一段舊道改為人車共用的景觀道路。道路寬闊平緩，可以細細欣賞清水斷崖美景，享

受太平洋海風吹拂的暢快，目前已規劃為步道。 

   
 

【達基力原民餐廳】 

達基力部落屋，是一間半戶外式的景觀餐廳，具備太魯閣族的風味以及人文藝術餐廳，是由太魯閣族藝術家郭文貴老師賢

伉儷攜手建立的圓夢園區，20 年來憑著一股堅持，在小部落裡，編織起這塊夢想園區工作。 



   
 

【太魯閣砂卡礑步道】 

砂卡礑步道從入口處到三間屋全長約 4.1 公里，倚傍著砂卡礑溪而行。砂卡礑溪 16 公里的流路中，形成峻秀的峽谷，清

澈的溪水、美麗的岩石褶皺及蓊鬱的森林；步道沿途過去曾有多個原住民聚落，讓砂卡礑步道兼具景觀生態與人文之美。

砂卡礑溪溪床上鋪滿大大小小的壘石，以大理石與片麻岩最多，湛藍湍急的溪水滑過溪床，與溪石合奏出清亮的自然樂

音，而溪水也將岩石琢磨得圓滑柔美。褶皺在兩岸山壁和溪中岩石上形成一幅幅抽象壁畫，任人欣賞想像。 

   
 

【香草七感療癒花園度假之最~秧悅美地度假酒店】 

《秧悦美地度假酒店 Gaeavilla Resort》於 2019 年 5 月 16 日開幕，讓來訪花蓮的客人感受有機香草的真、善、美，並

且能獲得更全面、貼心且完善的度假體驗。來到這裡，可以恣意嗅聞微風中的香草芬芳，在廣達兩萬坪的無毒土地上，遇

見純淨的自然生態。尊重環境的綠建築，高度私密的空間，讓身心於山海天地間得以歇息，悠然自在的放逐自我， 

深沉融入萬物與之對話，沉浸於內心的寧靜平和。另外太一選擇入住薰衣草與迷迭香兩種房型，每間房間皆有設置香草蒸

氣浴室、浴缸，搭配在地新鮮有機無毒的多功能香草療癒薰蒸，放大每一個毛孔讓每一寸肌膚通透舒暢，並可直接摘取浴

池邊的香草浸浴，滴入萃取的有機香草精油，讓每位客人有極致的放鬆體驗。 

   
 

 

 

DAY4 酒店－七星潭－山度空間－花蓮雲山水－Mr. Sam山姆先生咖啡館－酒店 
10:00 專車出發前往七星潭 

10:30 ▼七星潭 

11:30 ★山度空間~熱門打卡景點，海天一線 

12:40 午餐 

14:30 ★雲山水夢幻湖~推薦高人氣景點彷彿來到歐洲~藍色夢幻湖及最美絹絲小瀑布 

16:00 回到飯店休息 



17:30 晚餐 

 

早餐：酒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餐：望海巴耐~崖邊海景合菜餐廳 (500 元+10% / 每人) 

晚餐：秧悅美地香草花園餐廳自助餐 

住宿： ★秧悅美地度假酒店 

門票：山度空間、夢幻湖雲山水植物園 

【七星潭】 

位在花蓮市區東北方，位於花蓮市新城鄉的北埔村，可取道美崙工業區，由花蓮師院（現為「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

前指標前行即可到達。此地海灘呈一優美的弧形海灣，海水潔淨湛藍，黑石晶瑩剔透，在此可遠眺青山蒼鬱，公路綿延。

七星潭富有詩意的名稱，據說是位於花蓮師範學院和花蓮機場一帶，早年有零星湖泊散佈，後來因建設需要而填實。現在

一般稱七星潭，是指美崙工業區和花蓮機場以北的地區，有斷層形成的海峽與優美的弧形海灣，具有豐富的自然人文景

觀。在七星潭，可以遠眺清水斷崖，夜間還可以欣賞新城和崇德地區的燈火，區內更有許多景點，提供休憩和知性之旅。 

   
 

【雲山水】 

自從黑松汽水來這拍攝廣告後一炮而紅的雲山水，有著絕美宛如歐洲明信片上的風景，翠綠的落羽松林倒映在水中，隨著

陽光灑落而呈現夢幻的光影變化，加上附近充滿童趣、像城堡般的民宿，讓人彷彿置身於國外，在一旁遼闊廣大的青青草

地，更是能讓小朋友盡情奔跑，享受快樂的親子時光。 

   
 

【Mr. Sam 山姆先生咖啡館】 

位於花蓮台九線上樹湖村內的歐式造型建築。起初是三間平凡不過的老式建築，經過一系列的老屋重建及設計，改造出了

如電影場景般的童話世界。 

   
 

 



 

DAY5 酒店－花蓮車站－池上－池上伯朗大道－池上日暉度假酒店 
10:00 專車出發前往花蓮車站 

10:30 搭乘列車前往池上 自強號 410 或 普悠瑪 412 ※如未搭乘火車將改車子移動 

12:30 抵達池上 

12:40 午餐 

14:30 飯店寄放行李 

15:00 ★池上伯朗大道單車遊 

16:30 飯店辦理入住手續~享受泡湯設施 

 

 

早餐：酒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餐：池上無菜單私廚料理 (1000元+10% / 每人) 

晚餐：飯店內享用自助餐 

住宿：池上日暉度假酒店 

門票：自行車租借(100 元) 

 

【池上伯朗大道】 

筆直的伯朗大道正式名稱為錦新三號道路，全長約 2.2 公里，由於兩旁毫無電線桿，加上逢稻穗成熟時，道路兩旁無邊無

際的金色稻穗隨風搖曳，寧靜的田園景緻，被伯朗咖啡選中拍攝廣告，之後金城武代言的長榮航空亦來此取景，自此聲名

大噪，將這條道路暱稱為「伯朗大道」。 

   
 

【池上無菜單私廚料理】 

台東池上台菜私廚無菜單料理，嚴選在地時令鮮蔬、東海岸海鮮、縱谷跑山雞，搭配池上香米，看著窗外稻田的風光搭配

著碗中的池上米，讓人每一口吃起來充滿活力。 

    
 

【池上日暉度假酒店】 

佔地萬坪的的日暉國際渡假村台東池上，低密度低樓層的建築保留池上最珍貴的山水美景，將這片獨家的藍天碧地引入渡

假村，融為一景，每個轉角都能發現驚喜景緻，廣闊天地間大口深呼吸，與心靈對話，原來～旅遊可這麼原味滿足，簡單

而美好！ 



   
 

 

DAY6 酒店－鹿野採茶趣－太麻里車站－多良車站－台東市區 GAYA 酒店 
08:30 專車出發前往鹿野高台 

09:30 ★鹿野採茶趣~與農有約/介紹/換裝/採茶體驗/茶園生態導覽 

10:30 製茶體驗/解說 

11:00 茶席體驗(約一小時) 

12:00 離開茶園 

12:30  午餐 

14:30  ▼太麻里車站~灌籃高手片頭曲場景 

15:30  抵達台灣最美麗車站▼「多良車站」及「向陽薪傳木工坊」網美秘境「天使之翼」打卡點 

17:30  飯店辦理入住 

18:00  飯店大廳集合~導遊帶路前往鐵花村(自由參加) 

 

 

早餐：酒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餐：愛嬌姨茶餐廳~鹿野茶餐廳合菜 (500元+10% / 每人)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導遊帶路夜遊鐵花村 

住宿：The GAYA Hotel 潮渡假酒店 

門票：採茶體驗 

【鹿野採茶】 

舊名鹿寮的鹿野，以生產烏龍茶系的「福鹿茶」聞名，是臺東最知名的產茶區，一排排茁壯的茶樹，與遠方層巒疊翠的山

脈交織成一幅迷人的景象，不時可見飛行傘劃過天際，這番寧靜的平疇田野美景，深深吸引旅人相繼拜訪，想要體驗茶園

農家生活的樂趣，可以選擇入住茶園民宿，與民宿主人泡茶聊天，夜晚伴著星光及蛙叫蟲鳴入眠，享受清早在茶園附近散

步的悠然步調。 

   
 

【愛嬌姨茶餐廳 鹿野茶餐廳】 

愛嬌姨茶餐是鹿野高臺上高人氣的風味餐廳，女主人愛嬌姨原本是一個不曾下廚的女孩，由於夫家種茶，為了讓辛苦的探

茶工人有熱騰騰的飯菜，愛嬌旗開始下廚，最後練就一身好手藝。愛嬌姨茶餐憑著自產、自製、自銷茶葉的豐富經驗，不

斷大膽嘗試細心研究，融入自家種的各種茶葉，還搭配當地的新鮮食材做料理變化，目前已研發出數十種口味獨特的風味

茶餐，例如紅烏龍茶飯、綠茶炒麵、綠茶炸豆腐等，都是店裡的經典菜色，必點菜紅茶滷肉，由紅茶去腥、去脂潤色，讓



滷肉清爽不膩口，還帶有淡香。源源不斷的創意，加上對茶的專精，愛嬌姨研發的茶餐極獲好評，值得一嚐。 

   
 

【太麻里車站】 

太麻里車站位於臺東縣太麻里鄉，為臺灣鐵路管理局南迴線的鐵路車站；在「迎接千禧年第一道曙光」活動中聲名大噪，

號稱台灣最早看見日出的車站。 本站配合「台鐵南迴鐵路車站風貌改造計畫」進行車站外觀設施及周邊景觀改造，預計

2024 年底前完工。 

 

【多良車站】 

站址原為山坡地，南迴鐵路工程處特別將車站以高架設計，一樓為候車室與售票處，二樓為月台，月台上的紅色欄杆為明

顯特色，站在此處可鳥瞰太平洋，被譽為全臺灣最美的車站，吸引許多鐵道迷前來朝聖。 

   
 

【鐵花村】 

臺東市的夜晚不寂寞，來到由臺鐵貨倉宿舍改造的鐵花村音樂聚落，聽著原民歌手高亢清亮的創作，享受山海文化孕育出

澎湃的歌聲，喝上一杯鐵花吧的臺東特調，偷得浮生半日閒。而一旁的假日慢市集，販售著獨特的手作小物、農特產品，

不妨與創作者、小農們聊聊天，感受臺東人的熱情與樂活自在的氛圍。 

   
 

【The GAYA Hotel 潮渡假酒店】 

「GAYA」為原住民泰雅族語，意指「 傳承祖靈的生活智慧，豐富現代生活內涵」。飯店 LOGO 以 GAYA 四個字母組成

象形文字「潮」，藍色的 G 代表大海、黃色的 A 代表土地、紅色的 Y 代表人文、綠色的 A 代表山，象徵 THE GAYA 

HOTEL 與台東風土人文結合的核心理念。乘載歷史的老磚，訴說著洞洞館的故事，以舊稅捐處的記憶、復刻的新磚，傳

承著熟悉又特殊的情感，任重道遠，歲月流轉，GAYA 勾串起洞洞館的前世與今生，用文化堆疊出新建築、老靈魂的深厚

底蘊，洞洞館的前世台東舊稅捐處，洞洞館的今生 THE GAYA HOTEL 渡假酒店 2017 年風華再現，精彩呈現我們用心準

備了融合節慶、結合在地、細數歷史、品味文化的各種活動。 



   
 

 

DAY7 酒店－富山護漁區－加路蘭海岸－小野柳－知本老爺溫泉酒店 
09:00 專車出發前往加路蘭海岸 

09:30 ★▼富山護漁區~東海岸潮間帶生態豐富的海岸景點~海景咖啡廳 

11:10 ▼加路蘭海岸~台東看海秘境 

12:30 午餐 

13:40 ▼小野柳~天然石雕公園 

15:00 飯店辦理入住手續~享受泡湯設施 

 

 

早餐：酒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餐：特選海鮮餐廳~台東知名海港餐廳 (400元+10% / 每人)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 

住宿：知本老爺溫泉酒店 ★精緻套房 

門票：富山護漁區 

【富山護漁區】 

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位於臺東杉原，大略分為南邊的沙灘區與北邊的珊瑚礁潮間帶區。富山海域早期漁類資源豐富，但因

先前過度捕撈，海域生態破壞殆盡。2005 年富山公告為禁漁區後，成為東海岸潮間帶生態豐富的海岸景點，禁漁區外海

的漁業資源也漸漸復甦。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北邊是型態完整瑚礁潮間帶，在復育魚類有成的狀態之下也成為新興的觀光

景點。 

  
 

【加路蘭海岸】 

加路蘭，它是東河鄉的阿美族部落，阿美族語稱為「kararuan」，意指洗頭髮的地方，因為附近小溪富含黏地礦物質，

洗髮後自然潤濕亮麗而得名。加路蘭遊憩區原本為空軍建設志航基地時的廢棄土置放場所，經東管處數次以生態工法整建

後，新增停車場、觀景台及裝置藝術，將廢棄區域整理成一個富有風情的遊憩區域與休息站。加路蘭遊憩區也是手創市場



的新據點，一群東海岸藝術創作愛好者，以趕集的方式聚集在這裡，分享他們的夢想與生活方式，展售屬於他們的創意。

加路蘭手創市集固定每年都會舉行，找個時間來這裡逛逛市集，親身體驗結合自然、簡單、創意與原味的海洋風情。 

   
 

【小野柳】 

小野柳位於富岡漁港北方的海域，是東部海岸最南端的風景據點，因地形和岩石在種類上，與北關的野柳外貌相似，因此

被稱為「小野柳」。園區內設有遊客中心、賣店、露營區與海邊步道等，來到這裡除了欣賞不同類型的奇岩怪石、觀海聽

浪、賞魚戲水之外，天氣晴朗時更能眺望約 33 公里外的綠島，在此露營體驗在夜色下聽著海聲入睡的新奇感受。 

   
 

【知本老爺溫泉酒店】 

位於台東知本溫泉區內，鄰近知本森林遊樂園區，擁有青翠山林環繞、自然生態豐富多樣優勢，建築融合原民文化和現代

簡約風格，為東台灣第一家國際級的溫泉渡假休閒旅館。酒店各式客房共計 183 間，均有大型景觀窗面向綠意盎然的山

林景觀，飯店內亦有多項的休閒設施、室內外各型的溫泉浴場、專業的 spa 服務、精心料理的餐飲服務及完善的會議設

備，能使前來休閒渡假的客人真正的體驗知本老爺貼心真誠、以客為尊的優質感受!觀光局評鑑五星級休閒飯店，以貼心

尊榮的服務邀請旅人體驗優質假期。 

  
 

 

DAY8 酒店－享受早晨－台東機場－台北松山機場 
10:00 酒店大廳集合 

10:20 搭乘飯店接駁車前往機場 

10:50 抵達台東機場 

11:45 台東飛往松山機場班機 B7-8722 

12:45 抵達松山機場~賦歸 

 



早餐：酒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餐：X 

晚餐：X 

住宿：X 

門票：X 
 
(※上述為預定時間，領隊可於實際行程操作中，以實際狀況適時調整之) 

 

 

 

 

 

●費用包含 : 

1. 交通：行程全程派專車接送 

2. 住宿：七晚星級酒店 

3. 門票：行程表內有標示即內含參觀門票 

4. 餐食：行程所標記之餐食 

5. 保險：旅遊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6. 小費：導遊司機服務小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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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內安排參觀之季節性景點(如賞櫻、賞花、賞楓、賞雪等)，會因當時現場實際狀況或天氣等不可抗力之因

素等影響 

7. 如有特殊餐食需求，請於報名時事先向業務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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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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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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