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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住宿阿里山上，感受原生態氛圍，方便搭乘小火車往祝山 

 保證入住日月潭馥麗溫泉酒店，享受房內私人溫泉 

 細心安排：於溫泉酒店內享用自助晚餐 

 台中、台北入住市區優質酒店 

台灣 TAIWAN 
阿里山鐵道奇觀‧保證入住日月潭馥麗私人溫泉‧ 

10月 1日至 2021年 1月 31日生效 

優質航班 

 

嚴選宿泊 

 

精彩瞬間 

更多體驗 

【國泰航空】或【國泰港龍航空】 

 

TPG5TR 天 

鐵道自行車‧茶園步道‧米芝蓮必比登限量牛肉麵 
【環島】 

   

   

 乘世界 3 大高山鐵道【阿里山森林小火車】並於祝山觀【日出、雲海】 

 專人導覽於阿里山森林區，探索【神木】、呼吸更多芬多精 

 【日月潭包乘船遊湖】輕鬆瀏覽台灣八大景之一 

 米芝蓮必比登推介：Gubami 牛肉麵(每天限量 20 碗)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漫遊中部自然美景 

 日月潭【HOHOCHA 喝喝茶】嘆阿薩姆紅茶及 4 天才做好的茶葉蛋 

 【貓囒山茶園+步道】專人導覽漫步茶園、呼吸最清新的大自然空氣 

  



   

 

   

 

  

 

   

TPG5TR：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生效 

人氣行程 
米芝蓮必比登推介 
Gubami牛肉麵(每天限量 20碗) 

 
 
Gubami其實是台語「牛肉麵」的諧音。每天限售 20碗紅燒牛肉麵及

清燉牛肉麵兩種，單是湯底便需花 8 小時熬製而成。清燉牛肉麵選

用日本和牛，一次能吃到牛腱肉及牛大腿內側兩種不同部位的口

感；紅燒牛肉麵則選用加拿大帶骨牛小排，油脂豐富。麵條也十分

講究，清燉會用細麵，寬度 1.81mm；紅燒則會選用較寬厚的麵條，

其相對較掛湯。 

「日月潭風景區」 
用遊船的方式駛入台灣八大景 

日月潭是台灣最大的天然湖泊，以拉魯島為界，東、西兩側因形似

「日輪」和「月鉤」因而得名。湖色澄澈，山景變化有序，百年來

享有「台灣八景」的美譽。如果步行環湖一周可能花一整天時間也

走不完，因而乘船以不同角度欣賞日月潭的湖光山色是最舒適悠閒

選擇。 

風景區以「高山湖泊」、「原住民文化」、「自然生態」等觀光遊憩特

色，每年吸引超過六百萬各地遊客到訪。不妨在環潭步道上漫步，

以湖光山色作背景，拍下美麗回憶。 

 

阿里山森林小火車 
開啟意想不到的漫妙奇觀之旅 
 全長 71.4 公里，自海拔 30 米的嘉義，一路爬升至 2216 米高的阿

里山。昔日為了集運木材、運輸生活物資而興建，如今已演變成觀

光鐵路列車。分為平地與山地兩個線段，前者指嘉義至竹崎，後者

為竹崎至阿里山。搭乘阿里山森林小火車可欣賞各種天然美景，包

括日出、雲海、晚霞、神木或是季節限定的櫻花。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4人 1 車) 
出少少力換多多美景的輕運動 
 
 
全線有 3座鐵橋、4個車站、8座隧道，堪稱「近代鐵道工藝極至美

學」。沿途景觀豐富，更可遠眺龍騰斷橋。駕駛方法與電動腳踏車類

近，主要控制油門與剎車，車卡設有多項貼心及安全設計，讓你能

以低碳、環保、健康的方式欣賞舊山線之美。 

HOHOCHA 喝喝茶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 

阿里山森林小火車 

Gubami 牛肉麵 

貓囒山茶園步道 

讓您絕不後悔早起的清晨秘境 
專人導覽「貓囒山茶園步道」 

位於日月潭馥麗溫泉大飯店旁的 4.6 公里步道，由專人導覽，可欣賞

滿山遍谷的阿薩姆紅茶園、台灣杉林及日月潭全景。清晨時分是漫

步貓囒山的最佳時段，由 1020 公尺的山上遠眺層層山巒與雲海，被

譽為欣賞日月潭日出最美的地方。 

日月潭 HOHOCHA喝喝茶 
請你飲最地道紅茶．食熬製 4日的茶葉蛋 

南投「台灣香日月潭紅茶廠」也是日月潭紅茶主題的觀光工廠。外

觀充滿日式風味的建築，高三層樓，設有茶葉製作參觀區、紅茶手

搖飲料專賣區、品茶體驗活動等。我們特別安排大家試食需花費 4

天時間才能熬製完成「茶葉蛋」、以及當地出產的阿薩姆紅茶，品味

慢活心情，在園林山居中釋放更多正能量。 



   

 

   

  

 

 

 

【台北】 
希爾頓逸林酒店 

 

http://doubletree.hilton.com 或 

阿樹國際酒店 
 

https://artreehotel.com.tw/ 或 

花園大酒店 
 

www.taipeigarden.com.tw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小籠包 晚餐   

午餐  中式料理 早餐  酒店內 晚餐  ~ 

 

ITINERARY 

(備註 2,3) 
(備註 2,4,5) 

酒店 

香港     高雄 ~ (車程約 2.5 小時) 奮起湖老街 依山坡而建，是台灣海拔最高的老街之一，商店林立，有專賣特

產的小吃店，如小米麻糬、黑糖蒟蒻涼糕等，絕對是手信好選擇 ~ ＊阿里山 欣賞綿延不斷的瑰麗山景 

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乘小火車往祝山觀日出、雲海 (全程約 2.5 小時)乘小火車前往，車程來回約 50 分鐘) (預定 04:30 酒店集合，

如不前往觀日出之客人，可自行選擇留在酒店) (備註 10) ~ 阿里山森林風景區 (11月至 12 月賞楓)由 18

座高山組成，日出、雲海、晚霞、森林與高山鐵路，合稱「阿里山五奇」 ~ 姐妹潭 ~ 體驗芬多精森林漫步 (全
程約 2 小時) ~ 日月潭馥麗溫泉大飯店享用酒店設施 

專人導覽貓囒山茶園+步道 (可自由選擇參加或留在酒店享用設施)(06:50 於酒店大廳集合，並於約 08:00 結束行程)  

~ ＊日月潭【包乘船遊湖】 天水一色，一景一物皆渾然天成，是自然界交織而成的畫卷，百年來享有「台灣八景」

的美譽(備註 8) ~ 原住民土產中心 店內有售台灣高山野生赤靈芝，透過高倍濃縮製成赤靈芝丸，還有售賣蜂王漿原料

製成保養品，當地以無污染環境養蜂 ~ ＊HOHOCHA 喝喝茶【包品嚐阿薩姆紅茶+熬製 4 天茶葉蛋】以

日月潭紅茶為主題的觀光工廠，還可品嚐紅茶和茶香濃郁的紅茶蛋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4人 1車，可觀賞勝興車站、龍騰斷橋) 乘坐自行車慢慢悠閒地欣賞沿途豐富自

然美景，更可從不同角度欣賞百年歷史的龍騰斷橋 ~ 珍珠養殖中心 認識珍珠的養殖環境，參觀珍珠從採摘至打光的處

理過程 ~ 伴手禮專門店 選購台灣著名的手信，如：鳳梨酥、豬肉紙、太陽餅、牛肉乾等 ~ 饒河街夜市 匯聚了

很多小吃攤檔、咖啡店和快餐店，可品嚐知名小食如胡椒餅、藥燉排骨、炸雞扒等(備註 7) 

松菸文創園區 園區不時舉辦展覽，還有美食餐廳、多樣的文創小店、電影院、生態景觀池等，絕對是新興的旅遊熱點 ~ 
茶藝中心 介紹台灣最著名的數種茶葉並即場品嚐，認識凍頂烏龍茶、東方美人茶、阿里山高山茶等 ~  
林口三井 OUTLET 有 200 多間的國內外知名品牌進駐，例如 Tommy Hilfiger、Convers 等 ~ 台北    香港 

【日月潭】 
馥麗溫泉大飯店 
(房內設私人溫泉) 

 

www.fuli-resort.com 

免費大堂及房間 

牌照號碼:350217 TPG5TR(OCT)-ITX2020 製表日期:25 AUG 2020 

備註 
1) 有關旅行團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2) 行程安排及航班資料以旅團集合資料確認為準。 

航空公司由 10 月下旬起採用冬令時間，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終確認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行程、膳食內容及住宿次序如有改動，以旅團集合資料/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3) 餐廳及膳食菜式偶會因應食材之供應或當地節慶而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遇個別餐廳休息，將另行安排同類型餐廳，敬請留意。 

4) 如未能入住行程表上之酒店，將會安排同級或提升更好之酒店。 

5) 酒店 WIFI 上網服務及收費由酒店提供及公佈為準，請退房時支付有關上網費用。 

6) 自費活動內容詳情，請參考自費活動一覽表。客人可自行決定是否參與各項自費活動。 

7) 於夜市一般停留 1.5 小時，可自由延長逗留時間，唯需自行返回酒店，敬請留意。 

8) 如因天氣未能遊湖，將會改為前往【文武廟觀景平台遠眺日月潭及咖啡一杯】，敬請留意。 

9) 實際出發時間導遊會於前一天確認，敬請留意。 

10) 觀賞日出或雲海因天氣及環境有所差異，若未能滿足閣下期望，敬請見諒。 

11) 如因宗教或個人原因不進食牛肉，請在報名時通知本社職員，以便安排，敬請見諒。 

12) 行程上的一切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實物/實況為準，敬請見諒。 

縱橫旅安心就是不一樣的旅遊保障，讓您玩得更稱心! 
為了令您享有更完善的旅遊保障，報名時須購買「縱橫旅安心保險」[基本計劃] (出示有效全年旅遊保險證明除外) 

為您獻上不一樣的旅遊保障，包括：(細則受條款約束) 

．特設「家庭計劃」，受保子女數目不限 

．受保人因患病而須取消行程，都可以得到保障(上限 30000 元) 

．延長保障最長至離港前 3 小時及回港後 3 小時止 

．保障旅程中之消閒活動，包括熱氣球、跳傘、滑雪、水肺潛水等 

．保障因恐怖襲擊而引致之「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等索償 

如投保【環球尊尚計劃】更能獨享專有「更改姓名、改期、轉團或保留團費三個月」額外保障；而於紅色旅遊警示下，更可獲取消或縮短行程之額外保障。 

(指定團隊除外，請瀏覽 https://wwpkg.com.hk/tch/services/travel-insurance.jsp)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有限公司               承保 

自費活動項目表，詳情請瀏覽：https://bit.ly/2JUl4qh 

  簽證簡介 

1) 香港及澳門出生居民：網上自行辦理台證(免費)/  

落地簽證(當地支付證件費 NT300)/ 本公司代辦網上入台證(台

證手續費 HKD300)； 

2) 其他香港及澳門居民：本公司代辦(台證費+手續費=HKD450) 

3) 持外國護照：自行辦理  

★辦理簽證所需之申請資格、文件、費用及批證期詳情，可瀏覽

「台灣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www.immigration.gov.tw」或致電

本公司電話中心查詢 3443 0880。 

午餐   早餐  酒店內 晚餐  酒店內自助餐 中式料理 

早餐   午餐  客家料理 晚餐  阿里山風味餐 

【阿里山】 
阿里山閣大酒店 

 

www.agh.com.tw 或 

高山青大飯店 
 

www.33333.com.tw 

免費大堂及房間 

免費大堂及房間 

【台中】 
老爺行旅 

 

www.hotelroyal.com.tw 或 

長榮桂冠酒店 
 

www.evergreen-hotels.com 

免費大堂及房間 

免費大堂及房間 

免費大堂及房間 

免費大堂及房間 

免費大堂及房間 

  行程更精彩‧精選自費活動推介(備註 6) 

1) 玄奘寺+耶穌堂+水社步道+向山遊客中心+特色午餐 

  ※合共：台幣 1300/位 

TPG5TR：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生效 

【高雄入・台北走】(備註 2) 

去程起飛約 07:00至 12:30 

回程起飛約 16:00至 22:40 

午餐   晚餐   早餐  酒店內 ~ 
米芝蓮必比登推介 

Gubami牛肉麵(備註 11) 

https://wwpkg.com.hk/tch/services/travel-insurance.jsp
http://www.agh.com.tw/
http://www.33333.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