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職來台旅客組(溫泉與美食) 

第二名 

山城花語 香芬四藝/恆春工商 

遊程內容 
第一天 

時間 景點照片 景點介紹 

10:30~11:00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南台灣唯一一座國際機

場，並成為台灣第二大國際機場。 

11:15~11:55 

 

旗津風車公園：全國第一座兼具休閒、觀光

與環保風力發電休閒公園，園區內有許多來

自紅毛港，造型獨特又可愛的海洋生物拼貼

創作，造型生動有趣，此外，另設置觀海看

台及表演廣場，黃昏時是觀賞日落的好地點。 

12:00~12:40 

 

萬三海產店：旗津最耳聞能祥的喊海產店，

亦是旗津頂頂有名的海產店，店內海產皆為

現撈海鮮，物美價廉。 

12:50~14:50 

 

旗津渡輪站：連接高雄市最早開發的哈瑪星

與質樸的旗津，旗鼓航線渡輪不僅是旗津居

民的公共交通渡輪，現在也開放遊客搭乘，

變成觀光渡輪，讓遊客感受旗津大海的魅力。 

15:00~16:30 

 

香蕉棚：香蕉棚位居高雄第一、第二港口直

線交匯處，可眺望港區船舶進出動態，遊客

可坐於碼頭的露天咖啡座，享受慵懶浪漫的

下午茶時間。 

18:20~ 

 

不老溫泉會館：1975 年由於慕名遊客增多，

為了讓遊客有住處，故以木板搭蓋幾間房

間，因此，命名「不老溫泉渡假村」為高雄

市第一家溫泉旅館。 

   



 

   

第二天 

時間 景點照片 景點介紹 

09:10~11:40 

 

原鄉緣紙傘文化村：具有現代感的客家建

築，色彩鮮豔高大的牌樓、高聳的紙傘造型

招牌、中國古典風味的外牆以及牛車輪造型

的裝飾，本行程會安排遊客 DIY 擂茶和紙傘

繪畫，讓遊客體驗在地的客家文化。 

11:50~12:30 

 

美濃古老客家菜：集結各式客家小炒的名

店。 

13:50~1450 

 

夕遊出張所：以「鹽」為主題，本館展示創

新鹽雕及世界各地具特色的鹽以外，結合一

年 365 天的色彩能量，形成全國獨具特色的

365 色，本行程讓遊客 DIY 屬於自己的生日

彩鹽。 

15:00~17:30 

 

安平運河沿岸自行車道：沿著自行車道騎，

從安億橋往右騎，這一帶集結了台南許多小

吃、歷史老街，以及各級古蹟，行程安排以

腳踏車代步起點安平運河沿岸自行車道（望

月橋）至安平老街。 

17:50~18:30 

 

度小月擔仔麵：集結各式台南小吃的名店，

並曾登上台灣國宴的寶座。 

19:40~ 

 

溫泉美地飯店：關子嶺特有泥漿溫泉為台灣

四大溫泉之一，全世界亦僅義大利「西西里

島」、日本「鹿耳島」擁有，素有「天下第

一靈湯」之美譽。樸實建築略帶歐式建築外

觀與綠意盎然大凍山相互輝映，在夜晚燈火

襯托下，更顯氣派高雅；館內建材與裝潢更

是用心營造獨特的休閒品味。 

 

 

 

 

 



 

   

第三天 

時間 景點照片 景點介紹 

09:00~11:00 

 

無米樂：崑濱伯栽種的「益全香米」榮獲「全

國總冠軍」頭銜，無米樂內有歷史濃厚的菁

寮老街和百年古厝建築，並可購買當地店家

伴手禮。 

11:50~12:30 

 

新港交趾陶文化區內(合菜) 

12:30~14:00 新港交趾陶文化區：結合附近嘉南平原的田

野風光，打造交趾剪黏的工藝殿堂。亦設

DIY 陶盤彩繪、剪黏馬賽克拼貼、陶板彩繪、

陶偶彩繪。本行程讓遊客製作剪黏馬賽克拼

貼。 

15:00~16:00 

 

大同觀光醬油：大同醬油創立於 1911 年，

距今已超過 100 年，亦設 DIY 館，本行程選

擇讓遊客親手做手工醬油膏。 

17:05~18:00 

 

紙箱故事館：以「紙」為主題，創造出不同

藝術品，讓人嘆為觀止。 

18:00~18:40 紙箱王主題餐廳：餐廳依照季節的不同推出

嶄新的菜色，並嚴選當季蔬果將食物的美味

烹調出來。 

19:50~ 

 

惠來谷關溫泉會館：五星級的設施標準規劃

設計，本館建築設計採峇里島式自然風格，

全區配置熱帶南洋植栽景觀，木瓦白牆、茅

草涼亭，呈現濃厚浪漫休閒風，融入峇里島

及原住民風格的人文氣息。 

 

 

 

 

 

 

 

 

 

 

 



 

   

第四天 

時間 景點照片 景點介紹 

09:00~10:30 

 

新社莊園：以渾然天成的姿態，巧妙地融入

山林之中，反璞歸真的精神在建築中處處可

見，利用舊材砌起的一磚一瓦，均展現化腐

朽為神奇的巧思，看似無心，卻是有意盡在

無意中。 

11:20~12:00 

 

棗莊古藝庭園膳坊： 道地客家菜依季節時令

變換食材加入全國獨樹一格的養生紅棗。 

12:30~14:00 

 

三義ㄚ箱寶：觀光彩繪 DIY 工廠，能讓旅客

彩繪出自己喜歡的色彩，成品完成後，亦可

變成裝飾品，本行程安排木鴨水鳥彩繪 DIY

讓遊客體驗。 

15:00~16:30 

 

新竹玻璃工藝博物館：結合文化與觀光資

源，館內除了陳設玻璃作品外，還積極

推動工房教學，讓旅客在視覺欣賞外，

還能進一步觸摸，以貼近玻璃創作所帶

來的另一種震撼。  

17:40~18:30 

 

牛樟芝主題餐廳：以養生為主，食材為台灣

最珍貴的特有菌種—牛樟芝作為餐底，料理

套餐的餐點隨季節、隨月份變動，讓顧客有

驚喜的感覺。 

19:00~20:30 

 

士林夜市：台北市大規模的觀光夜市，士林

夜市裡含有眾多小吃美食，像是士林大香

腸、蚵仔煎、臭豆腐、冰品及大餅包小餅等。 

http://tp.okgo.tw/


 

   

20:30~ 

 

北投荷豐溫泉會館：會館外觀古色古香，充

滿濃濃日式風味，一房一湯屋的設計，讓旅

客保有絕對的隱私及尊榮感，客房分為日式

及歐式，每房皆有寬敞的超大型石岩片浴

池，注滿北投白磺泉，讓旅客身心都舒暢，

重現出北投日據時代的風華歲月。 

 

第五天 

時間 景點照片 景點介紹 

09:00~11:00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國內第一座以原住

民為主題的博物館，館內除了大量蒐藏及保

存台灣原住民文物外，透過參與後，旅客能

更融入台灣原住民文化。 

11:30~12:10 

 

漂流木原住民餐廳：以原住民菜為主的合

菜，讓旅客能品嚐到原住民風味的菜餚。 

12:30~14:30 

 

維格餅家鳳梨酥：台灣最具特色伴手禮鳳梨

酥為觀光工廠展覽主題，維格餅家無疑是開

創先例的第一家，本行程亦有 DIY 鳳梨酥讓

旅客體驗。 

15:05~17:00 

 

桃園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的跨境客流量

排名全球第 16 名，為臺北首要聯外國際機

場與臺灣主要國際客運出入吞吐地，是臺灣

最大與最繁忙的機場 

17:00~ 

 

搭乘飛機，返回可愛的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6%A9%9F%E5%A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6%A9%9F%E5%A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6%A9%9F%E5%A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9%9F%E5%A0%B4


 

   

 

費用分析 

表 1  遊程規劃經費預算表 

團體：大陸旅客 地址：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 38 號 

旅行社：恆春工商觀光科旅行社有限公司 電話：08-8892010 

類別 項目 個人小計 備註 

交 

通 

費 

機票：上海浦東 PVG 到高雄小港 KHH(去程) 

      台北桃園 TPE 到上海浦東 PVG(回程) 
22,000 元 

 

大型遊覽車(含司機小費與過路停車費)： 

    $12,000 元×5 天/30 人=2,000 元 
2,000 元 

 

住 

宿 

費 

不老溫泉度假村： 

$3,200 元/兩人房×1 晚/2 人=1,600 元 

$4,800 元/四人房×1 晚/4 人=1,200 元 

溫泉美地： 

$2,280 元/兩人房×1 晚/2 人=1,140 元 

$3,800 元/四人房×1 晚/4 人=950 元 

惠來谷關溫泉會館： 

$5,400 元/兩人房×1 晚/2 人=2,700 元 

$6,800 元/四人房×1 晚/4 人=1,700 元 

北投荷豐溫泉會館： 

淡季：$3,720 元/兩人房×1 晚/2 人=1,860 元 

$4,800 元/四人房×1 晚/4 人=1,200 元 

旺季：$4,340 元/兩人房×1 晚/2 人=2,170 元 

$5,600 元/四人房×1 晚/4 人=1,400 元 

兩人房淡季:  

7,300 元 

兩人房旺季: 

7,610 元 

 

四人房淡季: 

5,050 元 

四人房旺季: 

5,250 元 

 

膳 

食 

費 

◎早餐：飯店供應 

◎午餐： 

第一天：萬三海產店 

$3,000 元/桌/10 人=300 元/人 

第二天：美濃古老客家菜 

        $3,000 元/桌/10 人=300 元/人 

第三天：新港交址陶文化區 

        $3,000 元/桌/10 人=300 元/人 

第四天：棗莊古藝庭園膳坊 

        $3,000 元/桌/10 人=300 元/人 

第五天：牛樟芝主題餐廳紅璽套餐 1,200 元/人 

◎晚餐： 

第一天：不老溫泉(合菜) 

        $3,000 元/桌/10 人=300 元/人 

第二天：台南度小月擔仔麵 

        $5,000 元/桌/10 人=500 元/人 

第三天：紙箱王主題餐廳 

        $3,000 元/桌/10 人=300 元/人 

第四天：漂流木原住民餐廳 

        $3,000 元/桌/10 人=300 元/人 

3,800 元 

◎旅館費

用含早餐 

◎午、晚

餐含稅價 

表 6  遊程規劃經費預算表(續) 



 

   

團體：大陸旅客 地址：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 38 號 

旅行社：恆春工商觀光科旅行社有限公司 電話：08-8892010 

類別 項目 個人小計 備註 

門 

票 

◎票價： 

旗津渡輪：$40 元/人 

紙箱王主題餐廳：$100 元/人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150 元/人 

安平自行車道：$100 元/人 

新竹玻璃工藝博物館：$10 元/人 

維格餅家鳳梨酥：$50 元/人 

◎DIY 體驗活動： 

原鄉緣紙傘文化村：擂茶：$100 元/人 

紙傘繪畫：$100 元/人 

夕遊出張所：$100 元/人 

新港交址陶文化區：200 元/人 

大同觀光醬油：$200 元/人(兩瓶) 

三義ㄚ箱寶：$300 元/人 

維格餅家鳳梨酥：$200 元/人 

1650 元 

 

保 

險 

◎保險費:60 元/人×5 天=300 元 

每人投保 500萬元旅遊平安險 20萬元醫療險(加

10 萬海外突發疾病醫療險)。(海外急難救助眷屬

前往新台幣十萬元，旅遊證件遺失之損害賠償新

台幣 2,000 元，旅遊不便險，如行程延遲賠償新

台幣 3,000 元行李遺失賠償新台幣 7,000 元等。) 
300 元 

◎依觀光

局規定承

保甲種旅

行社履約

保證保險

及貳百萬

元旅行業

責任保險

附加三萬

元醫療險 

◎15 歲以下孩童依保險法規定辦理：投保 200 萬元旅遊平安險

(旅遊意外殘廢險)，附加 20 萬元意外傷害醫療險及 10 萬元海

外突發疾病住院醫療險。 

◎65~70 歲：最高 500 萬元旅遊平安險附加 20 萬元意外傷害醫

療險及 10 萬元海外疾病住院醫療險。 

◎71~79 歲：最高 200 萬元旅遊平安險附加 20 萬元意外傷害醫

療險及 10 萬元海外疾病住院醫療險。 

◎80 歲以上：旅遊平安險需經保險公司同意方可承保(最高保

額 200 萬元)。 

 

個

人

總

計 

住兩人房(淡季) 每人新台幣 37,050 元 

住兩人房(旺季) 每人新台幣 37,360 元 

住四人房(淡季) 每人新台幣 34,800 元 

住四人房(旺季) 每人新台幣 35,000 元 

◎ 每 車 至

少 30 人以

上 

以上報價為含：請按照國際禮儀附與小費共計 RMB 50 元/人×5 天=RMB 25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