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愛相親(四人一室)～繽紛盛會、海洋公園、迪士尼樂園三日 

出發日：6 月、7 月   天天出發      團費/每人 NT16888 元起 歡迎來電洽詢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及 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1.

全日暢遊香港迪士尼樂園：先體驗搭乘一段迪士尼專屬列車，前往令亞洲人滿心期待的迪士尼樂園暢

遊。在這世界知名的遊樂王國裡您可造訪二十世紀初美國小鎮的懷舊之旅，大街不但佈滿各式的店舖及

餐廳，更是銀樂隊表演及巡遊匯演的集中地。 

2.香港海洋公園：名列富比士雜誌世界十大最受歡迎的主題公園。 

海洋伴我心：乘搭登山纜車或海洋列車到海洋劇場欣賞海豚及海獅演出。 

動感天地：全新機動遊戲區，開創最激最澎湃的感官體驗！五款刺激好玩機動遊戲等你挑戰 

★動感快車：雙腳懸空的過山車帶你極速俯衝。 

★超速旋風：仿滑翔機設計，讓你翱翔天際。 

★翻天覆地：用瘋狂臂彎把你搖到半空。 

★橫衝直撞：來一場碰碰車大激鬥。 

★雷霆節拍：玩盡旋轉飛船。 

香港老大街：將 50 至 70 年代的絕跡風貌呈現眼前，讓您猶如回到過去，重遊舊香港。 



冰極天地：讓你一次過盡覽南北兩極珍貴動物，加上精彩好玩的夏水禮活動，更激、更爽！ 

3.陸海空大進擊、香港真有趣：古董登山纜車、1881。     

4.香港必遊景點：黃大仙、太平山百萬夜景。 

5.風味餐食：港式飲茶+鮑魚粥／橋底特製蝦風味餐 

★★★鮑魚龍躉宴風味餐：金皇片皮鴨／咕嚕大蝦球／果皮蒸鮑魚／清蒸龍躉件／花膠響螺燉老雞／ 

野菌浸菜苗／七彩炒鴨絲／翡翠炒蚌仁／如意上素／燒汁野菌駝鳥柳／白飯／季節水果 

(每桌一瓶紅酒，每人一瓶汽水) 

6. 貼心備水：於抵達時貼心的在車上為您準備一瓶水，雖然只是一瓶水，但是讓您行程中不需再準備水

壺，並於行程結束後丟棄，既貼心又環保。 

 

荃灣如心酒店 

酒店內有 1589 間設計華麗的五星級房間，兩棟大樓用玻璃製造的橋樑連接。所有房間均擁有令人滿意的

景觀：藍天白雲的海景或繁華城市及翠綠山景。房內的設計均為名師製作，混合時尚及實用，精心設計。

再加上酒店員工的誠懇服務，健身及桑拿設備及室內外泳池，務求令客人感到賓至如歸。 

註:全程住宿如心酒店：本酒店房型皆為兩大床型酒店，可入住四人，親子同住最適合，房型皆為兩大床；您也可以選擇 3

人 1 室或 2 人 1 室，售價不同，請與客服人員確認，請務必考慮清楚。 

★兩張大床：約 5 尺寬  X 6.3 尺長；約 150 公分寬 X 192 公分長。  

★若報名選擇四人一室同住時，第 3.4 人入住者，請自帶牙膏及牙刷等盥洗用具。 

 

 

 

航   班 地   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中華航空 CI933 高雄/香港 07:40  09:10  

中華航空 CI938 香港/高雄 21:35  22:55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語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 01 天 高雄／香港～青馬大橋～灣仔玩具街～和昌大押～中環都爹利街～黃大仙～鮑魚龍躉宴風味餐

～太平山百萬夜景(單程古董纜車)～1881～星光大道～香港  

今日集合於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有《東方之珠》之稱的香港。抵達後，專車經過青馬大橋，橋

長 2.2 公里，是全球最長的行車及鐵路吊橋，壯觀的大橋景色讓所有造訪香江的遊客印象深刻。 

灣仔玩具街：體驗香港典型檔式市場的熱鬧情況，這裡約有 200 個小販攤檔，販售各式各樣的玩具、



衣物、家庭用品，種類繁多。這一帶匯集了古舊的樓房與新式大廈，相映成趣。感受傳統購物模式的樂

趣。 

和昌大押：1888 年建造，位於莊士敦道，原持有人為香港當舖大王羅肇。因外牆掛有《押》字牌匾十

分搶眼，故已成為灣仔區內地標，是香港現存罕有的中式古舊設計建築。目前已修復完成，並作為餐廳

使用。 

中環都爹利街：香港最浪漫的地方，無數電視電影的愛情故事，都曾到此取景拍攝，都爹利街內有一

條花崗岩石階，石階上四盞僅存的煤氣街燈每晚 6 點準時亮起，為這條小接寧靜小街輕輕的抹上一層柔

和的淡黃。 

中環復古星巴克：全球首間設有冰室角落的分店，裡面充滿 50~70 年代的香港冰室懷舊色彩，你可以

在此盡情拍攝，留下最特別的回憶。 

黃大仙原名《嗇色園》，崇奉儒．釋．道三教，因據說黃大仙有求必應，籤文尤其靈驗，故吸引無數

善信到此膜拜，常年香火鼎盛。 

《1881》英文名為 1881 HERITAGE，項目前身是前香港水警總部，位於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於 1884

年至 1996 年曾是香港警察水警的總部，並於 1994 年成為香港法定古蹟。目前該建築物由長江實業改建

成酒店，並設有小型商場，命名為 1881 HERITAGE，於 2009 年 10 月 15 日正式開幕。 

星光大道：位於香港九龍尖沙咀東的海濱長廊，位於尖沙咀海濱花園，沿新世界中心對出的維多利亞

港東西連接尖沙咀東及香港藝術館。為表揚香港電影界的傑出人士的特色景點，仿效好萊塢星光大道，

傑出電影工作者的芳名與手掌印鑲嵌在特製的紀念牌匾，以年代依次排列在星光大道上。 

晚餐安排享用：鮑魚龍躉宴風味餐：金皇片皮鴨／咕嚕大蝦球／果皮蒸鮑魚／清蒸龍躉件／花膠響螺

燉老雞／野菌浸菜苗／七彩炒鴨絲／翡翠炒蚌仁／如意上素／燒汁野菌駝鳥柳／白飯／季節水果(每桌

一瓶紅酒，每人一瓶汽水) 

晚餐後安排登上太平山，欣賞燦爛輝煌的燈火及名列《世界三大夜景》之首的香江花月夜；後續安排

搭乘百年古董纜車下山(或上山)。山頂纜車於 1888 年啟用，是香港第一種交通工具，主要是讓住在太平

山的港督及外國富商上下太平山而建的，當時纜車前排的座位還刻有標示，指示座位是港督專屬，其他

人不可佔用，就算港督沒有搭乘該班纜車，一般乘客在開車前兩分鐘也不准乘坐，以顯示對港督的尊敬。 

註 1：纜車的坡度相當陡峭，約 4 至 27 度，搭乘時請小心。 

註 2：若遇人多而座位不足時，請一定要緊抓扶手，以策安全。 

  

餐 食：（早餐）自理  （午餐）橋底風味餐  （晚餐）鮑魚龍躉宴風味餐  

住 宿：荃灣如心酒店(4 人 1 室)  或  第 3.4 人入住者，請自帶牙膏及牙刷等盥洗用具  或同級旅館  

  

第 02 天 香港～搭港鐵迪士尼線列車～香港迪士尼樂園～香港  

今日暢遊香港迪士尼樂園。先體驗搭乘一段港鐵迪士尼線列車，前往令亞洲人滿心期待的迪士尼樂

園暢遊。在這世界知名的遊樂王國裡您可造訪二十世紀初美國小鎮的懷舊之旅，大街不但佈滿各式的店

舖及餐廳，更是銀樂隊表演及巡遊匯演的集中地。 

明日世界：是一個充滿富奇思妙的世界，讓我們踏進未來空間。無論在科學、探險或新奇意念方面，

明日世界都有新的創見：包括飛越太空山、巴斯光年星際歷險、太空飛碟等。 

幻想世界：是一個充滿歡樂、超越時空想像及令人著迷的主題區。童話城堡的圍牆內，有著一個奇妙

的天地：包含睡公主城堡、小熊維尼歷險之旅、米奇幻想曲、灰姑娘旋轉木馬及白雪公主許願洞等帶您

進入奇妙的世界。 

探險世界：喚起每個人心中的勇敢精神，激發我們去探索荒蕪的地域，滿載刺激及驚喜的探險旅程～

森林河流之旅、泰山樹屋、獅子王慶典、前往泰山樹屋之木筏及歷奇噴水池等延著曲折隱閉的河道進入

森林、處處可見神秘、奇妙和意料之外的事物。 



反斗奇兵大本營：三個全新的機動遊戲～玩具兵團跳降傘、轉轉彈弓狗、沖天遙控車。以迪士尼、皮

克斯全球賣座動畫系列《玩貝總動員》為主題，讓大人小朋友盡情投入電影中的玩具世界。趁著小主人

安仔一不在家，所有玩具隨即起動，您也來展開這玩具世界的反斗歷險之旅吧！ 

灰熊山谷：充滿西部風情，是香港迪士尼樂園第二個最新擴建的主題園區！走進這個在擴建計劃中佔

地最大的、香港獨有的全新主題區，你將經歷最瘋狂刺激的西部旅程。登上車道最長、最瘋狂的灰熊山

極速礦車，深入山谷探索黃金寶藏，發掘更多鮮為人知的驚險歷程！礦車一時急衝下坡，一時突然倒行

急墜，一時失控急轉彎，甚至在你毫無防備之下衝越爆炸礦洞，俯衝越過噴泉區。當你以為危機已過，

另一列礦車卻隨時從縱橫交錯的車道中擦身而過，嚇你一跳！ 

★行程售價內含香港迪士尼樂園門票，如貴賓選擇不入園，則每人可退費 NT1,200。 

註 1：遇雨天園區煙火表演將會取消，敬請原諒。 

註 2：進入香港迪士尼樂園不能攜帶外食或危險物品， 樂園人員會於門口檢查，敬請原諒。 

註 3：園區內有些遊樂設施有年齡、身高限制才可參加.請遊玩前須再次確認是否符核如有身體不適、高

血壓、心臟衰弱、癲癇、剛動完手術、酒醉、孕婦等恕不適合參加。 

註 4：遇樂園之部分遊樂設施或展覽區域或表演場次與時間，因維修或其因素而關閉之情形，依當天園

區內所公佈之場次與時間為準，不得對於該關閉之遊樂設施或展覽項目請求權利。  

   

餐 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 宿：荃灣如心酒店(4 人 1 室)  或  第 3.4 人入住者，請自帶牙膏及牙刷等盥洗用具  或同級旅館  

  

第 03 天 香港～海洋公園～機場／高雄  

早餐安排享用道地的港式飲茶及鮑魚粥早餐，續展開今日的參觀行程。 

香港海洋公園：名列富比士雜誌世界十大最受歡迎的主題公園。 

海洋伴我心：乘搭登山纜車或海洋列車到海洋劇場欣賞海豚及海獅演出。 

動感天地：全新機動遊戲區，開創最激最澎湃的感官體驗！五款刺激好玩機動遊戲等你挑戰 

★動感快車：雙腳懸空的過山車帶你極速俯衝。 

★超速旋風：仿滑翔機設計，讓你翱翔天際。 

★翻天覆地：用瘋狂臂彎把你搖到半空。 

★橫衝直撞：來一場碰碰車大激鬥。 

★雷霆節拍：玩盡旋轉飛船。 

香港老大街：將 50 至 70 年代的絕跡風貌呈現眼前，讓您猶如回到過去，重遊舊香港。 

冰極天地：讓你一次過盡覽南北兩極珍貴動物，加上精彩好玩的夏水禮活動，更激、更爽！ 

註 1：本日午餐，敬請自理。 

註 2：園區內有些遊樂設施有年齡、身高限制才可參加，請遊玩前須再次確認，如有身體不適、高血壓、

心臟衰弱、癲癇、剛動完手術、酒醉、孕婦等恕不適合參加。 

註 3：遇樂園之部分遊樂設施或展覽區域或表演場次與時間，因維修或其因素而關閉之情形，依當天園

區內所公佈之場次與時間為準，不得對於該關閉之遊樂設施或展覽項目請求權利。  

 

帶著愉悅的心情前往機場，就在這極盡享受的歡樂聲中，留下甜蜜的回憶，結束這趟難忘的香江行。 

  

餐 食：（早餐）港式飲茶+鮑魚粥  （午餐）自理  （晚餐）機上輕食  

住 宿：甜蜜的家  

 

注意事項：  



本行程售價系以旅客四人同行報名《不分大人兒童》，住宿荃灣如心酒店兩晚(四人一室)為報價基準。 

旅客三人同行報名，全程三人一室、兩大床，每人需另加收 NTD1,000。 

旅客兩人同行報名，全程兩人一室、兩大床，每人需另加收 NTD2,000。 

★同行 12 歲以下兒童，獨享優惠價：依大人訂價減 NTD1,000。 

註：兒童定義以參團之《團體返國日》計算，未滿 12 歲以下者適用 。 

註：本行程若為單人報名.售價請以兩人一室售價為基準.造成不便敬請原諒  

本行程當團六人以上即可出發《但無法接受指定六人獨立出團》；將以《個人旅遊 MINI TOUR》型態進行，台灣

不派領隊隨行，安排香港當地中文導遊於機場接機並提供全程旅遊服務。於機場內的過海關、辦理入出境等相關

作業均需由旅客自行處理，本公司於兩地機場均有專人協助旅客辦理登機手續。 

註 1：若您的旅遊需求是全程有領隊隨團服務，請勿報名此種團型，請另擇適合之團體旅遊參加。 

註 2：若當團實際報名人數超過 15 位以上，本公司即會加派台灣領隊隨行服務。 

註 3：由於本公司目前於桃園、台中、高雄均有銷售直飛香港航班之本行程，故同日出發可能於香港機場合併成

團體共同進行行程。但因航班抵達時間略有落差，尚需請貴賓於香港機場略作休息稍作等待，不便之處，尚祈見

諒。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 以上出發日期會因客滿或行程變更而有調整，本公司會在出發前 10 天與貴賓確認是否如期出 

   團，屆時再請假。 

※ 團體旅遊價格較便宜，但受限也較多（如限制同進同出、行程需配合多數團員而略作變更），須配合基本成行

出發人數，若未達出團人數將協助變更出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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