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TWN-I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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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萬大楓紅季、台中新社花海節三日遊 
《奧萬大楓紅 11月中旬~12月中旬，新社花海節 11/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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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六人房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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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拓埕商旅 

鄰近逢甲商圈，鬧中取靜的絕佳地理位置,兼具生活機能與旅遊便利性,步行到逢甲夜市

入口僅 8 分鐘，館內溫水 SPA 池與烤箱,紓解您一整天的疲憊，健身房與元氣早餐，帶

給您一天滿滿的活力，頂樓自助式洗衣坊,旅遊多天永遠給您乾淨的衣服，5 分鐘上國

道或中彰快速道路,輕鬆走訪中部各縣市,是您商務出差或休閒旅行最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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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月日‧星期 

出發~經南二高、經南二高、國道六號、愛蘭交流道→大黑松小倆口元首館

→埔里午餐→經埔霧公路~霧社換搭小車→奧萬大森林遊樂區(楓紅季 11月

中旬~12月中旬)→夜宿台中都會區 

行       

程         

內

容 

【大黑松小倆口元首館】全台灣第一家以「元首為主題」的休閒館大黑松小倆口-埔
里元首館，將在 22 日開幕，斥資數億元打造歐式城堡建築為特色，有西洋棋迎賓廣
場矗立氣勢磅礡，並有全台唯一以象棋（男）、西洋棋（女）為概念主題廁所耗資
500 萬元，其中女化妝室每間更以台灣 6 位歷任元首共 13 位老婆的特點為其裝潢風
格，例如國父 3 位老婆分別以南洋風、上海風、澳門風呈現，獨具特色。 
【奧萬大森林遊樂區】位於海拔高度位在一千一百至兩千六百公尺之間，佔地面積

達 2787 公頃，園區中種植許多的楓香樹與青楓樹，每到秋季整座園區便被染上豔麗

的色彩，因此奧萬大森林遊樂區也有「台灣楓葉故鄉」的美稱。園區中有賞鳥平台、

楓林步道、奧萬大吊橋與壯觀的瀑布，以及豐富的動植物生態，並設置有楓紅山莊、

綠野山莊及小木屋等住宿場所，相當適合假日時與家人好友休閒踏青。 

    
早餐：活力早餐+咖啡或豆漿 午餐：中式合菜 2600 晚餐：中式合菜 3100 

/住宿飯店：拓埕商旅(都會精緻商旅) 

第二天 月 日‧星期 

飯店出發~經中山高、東西向、豐原交流道→東豐鐵路綠色走廊~后豐鐵馬道

騎乘單車欣賞大甲溪畔的風光→菇菇部屋~採香菇體驗(園區午餐)→2020

台中新社花海節(活動時間 11/14~12/6)→G 熱門打打景點~台中審計新村

(台中文創熱門景點~新村美食、咖啡、甜點、小蝸牛市集)、逢甲觀光夜市

→夜宿台中 

行

程

內

容 

【后豐鐵馬道】路段由原來的臺鐵舊山線整建，沿途景觀多樣化，除了青翠田園與

寧靜的鄉村景緻外，還有雄偉壯觀的花樑鋼橋，横跨在大甲溪寬廣的溪谷上。「后豐

鐵馬道」另一個熱門景點——「9 號隧道」，則建於西元 1908 年，全長 1.2 公里，是

臺鐵舊山線最長的一座隧道，隧道南口由日治時代第 5 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題字

『氣象雄深』，隧道北口為民政長官後藤新平題字『潛行不窒』。除了可欣賞大甲溪

沿岸風光，景色絕佳，以及特殊的隧道穿越經驗，一個接一個的景觀盛宴，讓這趟

悠閒的單車之旅，既豐富又令人驚豔。 

【新社菇菇部屋】台中市新社區風光明媚，氣候溫和，培植出來的香菇，又香又美，

是全台最大的香菇產地。香菇營養豐富，味道香郁，取名【菇菇部屋】是希望能將

"菇類"發揚光大，為了讓到客人能實際體會，我們有新鮮美味的菇類大餐.菇菇風味

東方美食料理餐廳；陳列各種伴手禮和自創菇類商品的伴手禮中心；以及富教育及

娛樂功能的”香菇生態園”。 

★現採香菇每斤依莊園現場計價，無農藥栽培，請安心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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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2020 台中新社花海節】位於台中新社運用花海與造景舉辦的大型花卉花季盛會，

寬廣達 30 公頃的大片花海，每一年也會推出不同主題，所以總能吸引海內外大量

的參觀人潮。2020 年新社花海也宣佈將於 11/14~12/6 與大家見面，今年打算共襄盛

舉的朋友們可以開始安排賞花之旅囉！ 

【台中審計新村】鄰近馬路卻獨出一格的審計新村，便是在這片將近半世紀歷史的

老宿舍，審計新村是臺中市第三批臺灣省政府宿舍群之一省府時期審計處的員工眷

舍，凍省之後成了閒置空間荒廢多年，所處地點就在臺中勤美綠園道附近，因此更

是顯示出審計新村的獨特性，老舊的建築充滿了時代痕跡如今經由政府再規劃，成

功轉型為青年創業基地，透過青年活力與創造力，激盪出令人目不暇給的空間韻味

與獨特氛圍。 

【逢甲觀光夜市】讓您從夜市頭吃到夜市尾，美味小吃相當多樣，每個攤子都吃保

證讓你有滿足感又不會讓你吃不飽，是全台灣最大且著名的觀光夜市，逢甲夜市的

消費以『俗擱大碗』為最吸引各路愛好夜市的民眾，若遇假日其人潮更是讓逢甲夜

市主幹道塞得水泄不通；逢甲夜市以新奇又有趣的小吃聞名，成為創新小吃的原始

地，可麗餅、胡椒餅、日船章魚小丸子、起士洋芋、阿伯特製冰淇淋、、現壓金桔

檸檬以檸檬、愛玉、山粉圓、仙草四合一的口味，擄獲民眾的心，在夏日來上一杯

更是享受，有口皆碑且不可錯過的美食哦！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2600 晚餐：逢甲夜市自理~現金券 300 

/住宿飯店：拓埕商旅(都會精緻商旅) 

第三天 月 日‧星期 

飯店出發~台中一福堂(太陽餅)、經中山高、國道四號、清水交流道→高美

濕地→全台首座海港型購物商城~三井 MITSUI OUTLET PARK 台中港→購物

商城午餐→經南二高、斗六交流道→雅聞峇里海岸觀光工廠→經南二高、嘉

義或台南晚餐、返回出發地結束這愉快的假期。 

行

程

內

容 

【高美濕地】乾濕混合的河口生態讓這裡聚集了許多鳥類、魚類、蟹類和其他無脊

椎類等生物，高美濕地「潮溪區」提供迴遊魚類生育孵化、「緩流區」讓魚苗平安長

大、「泥灘地」是彈塗魚和大眼蟹的共處之地、「沙地」讓和尚蟹在這裡暢行無阻、

「河口地」則有許多清白招潮蟹和網紋招潮蟹在這裡悠閒度日；高美濕地除了是豐

富的寶地以外，也是調節水量的所在，能將洪水先吸收後再緩慢釋出，不僅保護沿

岸居民的安全，更降低了地下水和土壤鹽化、洪災和土壤流失等災害，可說是珍貴

的大自然資源。 

註：高美濕地參觀須配合潮汐時間，有所調整或原點參觀。 

【三井 MITSUI OUTLET PARK 台中港】以 enjoy the voyage of style 為設計理念，打

造台灣首座海港型購物商城，總面積高達 54,000 坪。園區內以開放式的一層樓建築

為主，面向港灣的區塊則規劃為二層樓式的海景餐廳與景觀摩天輪等娛樂設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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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施內的景物設計大量採用海洋相關元素與環保綠能導入，像是利用貨櫃裝置打造的

戶外型簡易餐飲區，可一邊悠閒用餐、一邊眺望海景。成功招攬 170 間國內外店鋪

進駐，物販品牌約七成，其中有 19 個品牌為首次在台灣的 Outlet 開設門市，其中包

括來自英國的 LULU GUINNESS，可愛俏皮又時髦的設計，絕對要列入女孩們的逛

街清單；另外像是 COACH、Polo Ralph Lauren、Shiatzy Chen、 Max&Co.也是十分受

到消費者喜愛的國際精品。三井 outlet 的日系血統，理所當然導入了更多日本品牌，

像是 Urban Research、United Arrows Ltd.，集結 Global Work、 JEANASIS、niko and...

等許多日系服飾的 [.st]、Oriental Traffic、Samantha Thavasa 都能滿足女孩們的購物慾

望！ 

【雅聞峇里海岸觀光工廠】佔地約五公頃，是國內最大南洋風情景觀、舒壓、藝術、

美學、購物的觀光工廠，擁有大規模的茅草屋群、棕櫚樹、迎賓瀑布、鏡面水池、

藝廊空間及明媚的海岸沙灘風景，兼具休閒與滿溢的巴里島色彩園區，讓您探索香

氛肥皂製造過程，同時徜徉於南洋風情，享受漫活的惬意，是一處充滿美學、舒壓、

藝術、感性，知性兼具的觀光工廠。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購物商城自理~現金券 250 晚餐：中式合菜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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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11/17、11/19、11/22、11/24、11/26、11/29 

12/01、12/3 

人   數 
二人房 

每人現金優惠價 

二人房 

4-12 歲以下佔床 

30 人 5,900 元 5,800 元 

◎3-12 歲以下不佔床每人費用 4,000 元(含車資、小車、門票、午晚餐、保險、服務費)。 

◎3 歲以下 2,300 元(含車資、小車、保險、服務費)。 

◎遇週六每人加 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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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人以上成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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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晚餐膳食安排每 10 人一桌。 

6.此團報名滿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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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社→奧萬大森林遊樂區九座小車接駁。 

4.膳食：早餐二餐，午餐三餐、晚餐三餐，第一天出發早餐遊旅行社供應活力早餐。 

5.全程 200 萬旅遊責任險，20 萬元醫療險。 

6.門票：后豐鐵馬道單車、奧萬大森林遊樂區 

       (65 歲以上及榮譽志工證門票可再退每人 150 元，全台森林遊樂區國人可免費 

       入園一次，未使用者可再退門票 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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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飯店散客價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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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