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TWN-H105 

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 號 10 樓 

角板山公園賞梅季、經典台北都會三日遊 

《角板山賞梅季 1/12~1/30》 

【行程特色】 

◎豪華巴士~中央空調、點唱卡拉 OK，雙避震懸吊系統，電子煞車系統，快捷舒適。  

◎每日車上供應足量礦泉水、咖啡、果汁、茶享用。  

◎車上備有濕紙巾及溫馨小毛毯以備天冷使用。 

◎全程使用觀光級大飯店，以二~四人房安排，住的舒適、安心。 

◎午晚餐中式八菜一湯附水果每桌二瓶飲料，菜色豐富，天天變化。 

◎每車安排專業領團人員，隨車全程熱誠、親切服務。 

◎全程含 200 萬責任險，20 萬元醫療險。 

●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 

台北君悅酒店★★★★★ 

台北君悅五星級飯店座落於熱鬧繁華的台北市信義區，桃園國際機場至台北市中心僅

46 公里，與台北 101 購物金融大樓、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及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比鄰而處。

各位賓客可透過酒店禮車、計程車與機場巴士等不同種類的交通運輸工具抵達，讓您

輕鬆探索台北城市之美。除了親子設施，台北君悅五星級飯店也提供寵物友善服務，

可供一家大小好好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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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月日‧星期 

出發~出發~經中山高.苗栗交流道→虎頭山公園~通宵神社→頭份午餐→、

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艋舺～剝皮寮歷史街區、龍山寺、華西街觀

光夜市→夜宿台北市國際五星級台北君悅酒店~信義商圈自由活動，或享受

飯店設施：露天泳池、三溫暖泡湯、健身房 

行       

程         

內

容 

【通宵神社、虎頭山公園】通霄虎頭山海拔僅有 93 公尺，鄰近於通霄火車站，虎頭

山腳下為通霄神社，因日治時期皇民化運動，台灣各地廣設神社，但在國民政府接

收台灣之後各地的日本神社大都遭到拆毀，目前北台灣保存最完整的是桃園神社，

其次便是這座通霄神社。通霄神社內的格局依舊，拜殿修改為「通霄忠烈祠」。 

【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華山從 2007 年篳路藍縷，到 2015 年轉虧為盈，經

營時間、經營空間、經營創意、經營故事、經營感動、成就品牌，揮灑血汗，摸索

試誤；日見清晰，日益茁壯，園區前身為「台北酒廠」，為臺灣台北市市定古蹟。

在 1999 年後，成為提供給藝文界、非營利組織及個人使用的藝術展覽、音樂表演等

文化活動場地。此外，園區內也有多間餐廳、咖啡館、店舖、藝廊等商業設施。 

【剝皮寮歷史街區】2009 年，整修竣工，佇立於今日臺北市萬華區巷弄中，延續著

百餘年的歷史軌跡：拱型亭仔腳紅褐古樸磚牆，縈繞著古意盎然的氛圍。這群見證

了艋舺市街發展的舊建築，現今更融入教育與文化意涵，成為鄉土歷史教育及藝文

展演的重要場域，剝皮寮聚落成形於清代早期．橫跨清代、日治、民國三個時代，

混合了不同時期的建築風格與人文風貌，成為一條足以代表艋舺特色的市街。 

【龍山寺】初創之龍山寺，規模雄偉，雕塑精緻，歷經嘉慶二十年（西元 1815 年）

大地震重修，同治六年（西元 1867 年）暴風雨侵襲再行修築，至民國八年棟樑遭白

蟻蛀蝕，當時住持福智大師率先捐出一生積蓄七千餘元，集資修復，奠定今日龍山

寺之規模。民國卅四年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受空襲摧殘，中殿全毀，惟觀世音菩

薩聖像仍端坐蓮臺，寶相莊嚴；以往遇有空襲，居民皆以觀世音菩薩蓮座下為避難

所，然此次空襲前夕，避難居民因不堪兇蚊肆虐紛紛返家，以致中殿受毀時無人受

難，居民相信是觀世音菩薩庇護而奔相走告，此一神蹟更使得觀世音菩薩成為艋舺

居民一大精神支柱。 

【華西街觀光夜市】夜市入口處的中國傳統牌樓建築、沿途的紅色宮燈，極具特色，

店家皆為老字號，超過 30 年的老店比比皆是，口碑與品質兼顧。北港甜湯的燒麻

糬、勇伯的米苔目湯、漢記的剝骨鵝肉、阿義的滷肉飯、阿娥的古早味什錦麵…...

眾多美食不勝枚舉，這些彷彿是鄰家阿嬤拿手菜的傳統小吃，樣樣都是令人懷念的

好滋味，歡迎親自來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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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贈送活力早餐+咖啡或豆漿 午餐：中式合菜 2600  

晚餐：華西街觀光夜市自理  

/住宿飯店：台北君悅酒店★★★★★ 

第二天  月 日‧星期 

飯店出發~八斗子療癒的濱海步道～忘幽谷→汐止午餐→Ｅver Rich 昇恆

昌免稅旗艦店→陽明山～冷水坑（冷擎步道）擎天岡大草原→夜宿台北、夜

晚飯店自行前往 101 大樓、微風廣場、新光三越、香堤大道廣場自由逛街、

欣賞都會區浪漫的夜晚 

行       

程         

內

容 

【忘幽谷】八斗子海濱公園觀景台下方綠油油的青翠谷地，春夏之際綠草如茵，秋

冬歲末則變成了一片奶油色的大地。望幽谷是一個Ｖ字型的山谷，除了翠綠的草地，

還有八斗子漁港來往的漁船，以及可遠眺海另一端的基隆嶼，夜晚時分海面上漁火

點點與九份山城的燈火形成一齣唯美的山海之戀。 

【昇恆昌免稅店】是由國人百分之百投資經營的免稅店，創辦人江松樺先生號召多

位觀光、旅遊界人士，在 1995 年 9 月 27 日成立 Ever Rich D.F.S. Corporation《昇恆昌

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進軍免稅零售服務業，以「經營國際化、服務在地化」的精

神，把台灣免稅產業推向國際為職志。特別在市區開設旗艦館，沒有出國也可以享

受免稅商品的購買優惠。 

【冷水坑】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冷水坑遊憩區，除了豐富而特殊的火山、溫泉

及湖泊景觀外，更是今日陽明山區高冷蔬菜、樹苗及花卉的生產地，擁有美麗的田

園景觀，自然清新的景點特色，常為國人週末假日旅遊的熱門景點之一。 

【擎天崗大草原】又名太陽谷，俗名大嶺峙，植被為類地毯草和假柃木，可作牧草，

衍然成為牧野風光、牛羊成群，甚至只為雅興遠程來賞牛，讓心底保留一點天真、

心動的空間，晴天在連綿遼闊的青青草原，緩慢掠過的雲影，雨天時煙嵐四起，水

墨暈深的濕意，閑散得近乎放縱，『芳草碧連天』構築出現代高頻波都會人，衷心

嚮往的伊甸園。由於擎天崗的視野開闊，綠草如茵，到擎天崗旅遊，秋季賞芒，與

遍野的五節芒接受山風的吹拂，更是輕鬆舒暢。擎天崗最佳時節為春秋兩季，夏天

則要避開豔陽高照時刻，清晨或黃昏別有一番意境。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2600  

晚餐：101 大樓、微風廣場、新光三越美食廣場自理 

/住宿飯店：台北君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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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月 日‧星期 

飯店出發~經北二高、大溪交流道→角板山公園(梅花季 1/12~1/30，全台

最大賞梅園區~300 多棵老梅樹)→大溪午餐→經北二高、中山高、頭份交

流道→雅聞七里香玫瑰森林→經中山高、一福堂(太陽餅)、嘉義或台南晚餐，

返回出發地結束這愉快的假期 

行       

程         

內

容 

 【角板山公園】公園一隅有石階可抵大漢溪畔，並有吊橋聯繫對岸的溪口臺地。臺

地外觀為四層臺階式的地形，四周陜谷高峰林立，大漢溪蜿蜒在側，自石階處遠眺，

山光水色，盡收眼底。公園右側即是先總統 蔣公行館，其陳設維持原貌，左側松下

可遠眺峽谷風光、溪口谷地，賓館內有一條神秘的隧道是當年位於山洞中之作戰指

揮所，開放供民眾參觀，喜歡冒險的民眾不妨前去一遊。 

【雅聞七里香玫瑰森林】為雅聞集團在苗栗縣頭屋鄉新興的一座觀光景點，座落於

明德水庫風景區旁，七里香玫瑰森林園區內規劃出以七里香與玫瑰園區，玫瑰園區

共分有迎風、迎曦、迎賓、經典、世界、英國、品種玫瑰園趣等，七里香林區內保

留著頭屋當地原生七里香，更有一棵百年七里香王於此處生長，除此之外裡頭更規 

劃出玻璃屋、秘密花園、愛情永駐區、掌上明珠瀑布、新心邱比特區、玫瑰綠廊、

雲海、故事館等不同設施，讓不論是大人小孩到此都能夠盡情遊玩，適合情侶、家

庭出遊。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3300 晚餐：中式合菜 3300 /溫暖的家 

【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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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110 年 

1/7、10、14、17、21、24、28、31 

1/9、16、23、30 

人 數 房  型 平日出發 假日出發(五、六) 

25 

二人房 

每人費用 
現金優惠價 6,700 元 現金優惠價 7,000 元 

四人房 

每人費用 
現金優惠價 6,700 元 現金優惠價 7,000 元 

◎3-12 歲以下不佔床每人費用 3,200 元(含車資、午晚餐、保險、服務費)。 

◎3 歲以下 2,000 元(含車資、保險、服務費)。 

■備註說明： 

1.行程飯店如遇客滿改住其它飯店，以實際房價補差額，多退少補。 

2.報名人數依 25 人以上成團，人數低於 21 人安排搭乘 22 座三排椅中型巴士。 

3.飯店依房型附贈早餐券，不佔床小孩請貴賓現場自費處理。 

4.報價二人房為二人一室為主，飯店全程二人房為主，遇空床費需補房價。 

5.午餐膳食安排每 10 人一桌。 

6.此團報名滿 30 人以上另有優惠，歡迎來電洽詢。 

◎費用包含： 

1.三天二夜遊覽車車資，含過路、停車費。 

2.含司機、隨車服務人員服務費。 

3.膳食：早餐二餐，午餐三餐，晚餐一餐，第一天出發車上供應活力早餐。 

4.全程 200 萬旅遊責任險，20 萬元醫療險。 

5.門票： 

▲注意事項： 

◎行程順序將依實際交通情況，彈性更動。 

◎若遇天氣不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取消或變更行程的權利。 

◎正確出發(班機/上車)時間地點及住宿飯店，以双海旅遊回覆為主。 

◎30 人以上即可出團，未達出團人數則可選擇安排自由行行程。 

◎報名請繳交作業金每人 3,000 元，通知成團轉換為訂金，未成團則無息退還作業金。 

◎出發前 7 天之前通知成團再通知補收團費尾款。 

◎平假日定義依飯店規定辦理，團體訂房未滿八間以上依飯店散客價收費。 

◎以上價格如有異動，以双海旅遊人員報價為。 

◎公司、機關、學生團體預約訂團另有優惠，歡迎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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