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行程結合北投觀光小城及台三線客家鄉鎮，增加了【主題行】
需求，讓國外旅人，在時代潮流的需求與思古溯源的探尋下體驗
生活、享受生活。

歴史風華-
愛戀台三線懷舊之旅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入境旅遊類

東北亞來台

1.在短暫的三天中，全程專人專車帶您由北投觀光小城至浪漫台三線參

觀藍染、三義看木雕、到北埔擂茶DIY，見證台灣的胼手胝足為生活

奮鬥不懈，造就了現在的風華年代，再佐以體驗的設計，如:手作、美

食、文創及温泉等等活動，打造優質且深度的旅遊。另台灣不同風味

的美食，讓你餐餐有驚喜，時時都回味如:南南一村牛肉麵、卓也健康

疏食、北埔老街板條、水井風味餐，加賀屋日式套餐、水美食府道地

酒家菜，絕對回味無窮，意猶未盡。2.全程檢驗合格之車輛，觀光局

核可行程及推薦景點每人均投保200萬意外險，讓您安全無虞。3.全

程住宿均為觀光局核可之旅店、會館，具有當地特色且乾淨舒適且安

全，拂去您在旅塵中一身疲憊，讓您住的安心住的滿意。



傳說中看到極光會幸福一輩子，特別安排三晚住宿在極光圈帶上
的黃刀鎮，增加極光可見率。洛磯山脈行程安排一晚住宿露易絲
湖城堡飯店，一晚住宿班夫鎮，更有充分的時間讓旅客可以體驗
冬季雪國風情。

加拿大黃刀極光10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北美洲地區

1. 特別安排原住民TeePee帳篷極光之旅，在帳篷裡，提供了桌

椅、溫暖爐火、搭配暖暖的熱飲，舒適地等待幸福極光出現，造

型可愛的帳篷，更是增添了極光照片的豐富性。

2. 黃刀鎮行程安排鬆緊得宜，由於夜觀極光行程約半夜

1:30AM~2:00AM方返回飯店，隔日上午均安排自由活動，使

旅客休息時間足夠；午後安排極地活動，體驗北極特有之冰上公

路、狗拉雪橇以及大腳雪鞋、烤棉花糖、冰雪溜滑梯等活動，增

加動態體驗行程及亮點。

3. 特別安排三晚住宿在極光圈帶上的黃刀鎮，並安排三晚前往極光

村守候極光，增加極光可見率。
｜行程詳情｜



行程除了安排一次遊覽四大世界遺產外，也將品嘗最具北京特色
的料理，體驗老北京的文化、新北京的魅力，同時入住國際知名
品牌酒店，一趟用心安排的北京旅行－福氣中國系列。

1. 安排世界文化遺產：【慕田峪長城<含纜車上下>】萬里長城其中

一段，為保留最為完好的部分之一。【故宮紫禁城】安排專家講

解，讓客人對故宮有更深度了解，故宮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最

完整的古代木結構建築。【頤和園】為慈禧太后的御花園，是中

國古典園林之首，頤和園是世界上最廣闊的皇家園林之一。【天

壇】明清兩代皇帝祭祀天地之神和祈禱五穀豐收的地方。

2.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無車購，保證入住國際品牌酒店（連續住四晚

不需每天收行李換酒店）

3. 保證安排【尊榮VIP三排座椅旅遊車】，給客人安全舒適的旅程！

4. 每人贈送【無線導覽器及WIFI分享器（可翻牆，使用LINE或臉

書打卡分享旅遊美景）】

福氣中國~
北京頂級5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華北地區

｜行程詳情｜



「京都不只是京都」年度全新企劃，擺脫一般觀光團與自由
行旅客熟知的觀光景點，首次大膽嘗試將神社寺廟一率全數
撇除，讓京都回歸最原始的純樸與自然。

京都之美融合五感極致，一趟啟發心靈深處的旅程。

●水木美學： 花鳥風月～美庭園／八幡遊船／亮點烘培小屋／六

甲山後花園／佐川美術館

●秘境三湯： 京都隱宿秘湯《龜峰菴》～茅葺屋簷大門迎接來

訪旅客，穿過翠綠環繞的木棧道，享受里山的醍

醐味。

神戶港奢華泉《蓮》～全館皆為50㎡以上270°展望海景客房，

驚艷度破表。

湖畔絕美湯宿《琵琶湖》～全室升等湖景展望客室

●舌尖饗宴： 三大銘牛～近江牛料理／樂遊庭園主廚創作餐／京

風懷石料理

花鳥風月‧秘境三湯
風雅尊饗五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東北亞地區

｜行程詳情｜



嚴選加拿大東西岸最具代表性景點，運用三段國內航班並用心在
住宿地點的安排，在合理順暢的搭配下，令旅客有”加拿大變小
了”的錯覺，給您一次完整輕鬆的美侖美奐加拿大。

加拿大全覽
『洛磯城堡．遊船品瀑』13天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北美洲地區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雷神之水-尼加拉瀑布，沒親眼目

睹，你絕對無法想像，何以每年吸引上百萬觀光客造訪。以此千軍萬

馬之勢，開啟本行程所強調此生必親自走訪加拿大的理由之一。

愛情千島乃至於楓葉詩篇，古城遺跡連結峽谷飛瀑，山頂纜車飽覽絕

美國家公園，更遑論最大冰河、最美高山公路、世界最美之窗。無論

你是追求自然反璞歸真的旅人、加溫愛情的蜜月夫妻，又或是想體會

英式高貴典雅融合法式浪漫天真的城市風情，如此豐富的規劃，絕對

是家族旅遊、闔家歡心的首選行程。世界最宜居的城市就在加拿大溫

哥華，有著壯闊景色的天然環境，以及人類歷史的過往痕跡，自然與

文明在加拿大做了最完美的結合，你還在等什麼？



搭乘阿聯酋航空A380直飛杜拜、入住一晚最奢華的七星帆船飯
店、享用亞特蘭提斯及古堡運河雙飯店豪華自助餐、觀賞阿布達
比羅浮宮、登上世界第一高哈里發塔、體驗四輪傳動沙漠之旅！

杜拜七星帆船賞7天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中東西亞地區

1. 輕鬆直達–五星級阿聯酋航空A380台北直飛杜拜。

2. 最奢華杜拜七星帆船飯店一晚與杜拜五星飯店兩晚、阿布達比五

星飯店一晚。

3. 高檔餐食–亞特蘭提斯及古堡運河雙飯店豪華自助餐。

4. 觀賞世界唯一法國境外羅浮宮博物館–阿布達比羅浮宮。

5. 登世界第一高–哈里發塔。

6. 刺激體驗–四輪傳動沙漠之旅。

7. 豐富文化遊覽–阿聯酋傳統民俗村、伊斯蘭文明博物館、朱美拉古

市集。
杜拜必看、必住、必造訪一次擁有，豐富行程給您深度體驗杜拜最美

好的一面。
｜行程詳情｜



奔向伊斯特利亞半島美麗的風光、亞得里亞海綺麗浪漫的懷抱！
拜訪詩情畫意的布雷德湖、歐洲最大的鐘乳石洞及歐洲的九寨溝
傾聽世界文化遺產、瑰麗的古城向您述說著輝煌的往日情懷

1.搭乘長榮航空新型大客機波音777-300ER飛往音樂之都維也納搭

配內陸線克羅埃西亞航空，海、陸、空三種交通暢遊克斯波黑。2.嚴

選住宿的地點與品質給予高貴不貴的休憩環境且絕不使用『同等級』

模糊消費者。3. 堅持讓消費者品嚐多樣化的當地料理，西式為四道式

高級料理，中式為高級七菜一湯加水果。4.豐富的景點門票，更不惜

花費鉅資聘請當地資深英文導遊做詳細的導覽及解說。5.全程使用49

人座豪華空調巴士，每團出團人數不超過28位，品質與效率兼顧。

6.提供免費WIFI讓消費者在旅行途中網路無國界。7.贈送克羅埃西亞

觀光局獨家贈予之中文解說地圖及行李綁帶，全程每位團員皆配備一

副精巧導覽耳機，在旅途中能隨心所欲聆聽導遊及領隊的專業解說，

不受外界所干擾。

南斯拉夫
克羅埃西亞十三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東歐
俄羅斯地區



A.全國首創根據季節而提供當地特色料理。B.提供旅客中華航空
個人機票直飛法蘭克福。C.搭配一段德國ICE頭等艙高速列車盡
覽全德。D.聘請德國當地華人導遊

(1)報名参加旅遊行程最怕萬一團體不出團，常使得旅客措手不及卻又

無可奈何，我們保證會在出發三星期前告知貴賓，否則將賠償每位貴

賓兩倍訂金，意即旅客繳交新台幣貳萬元訂金給我們，我們若違反上

述原則，則我們會退還新台幣肆萬元給旅客，此條例將會列入雙方的

旅遊契約書中。

(2)搭乘長途飛機旅行最怕親友被安排在不同區域的座位，或是被夾在

座位中間導致飛行途中不方便如廁，我們提供個人機票除了可事先依

照客人的需求安排座位以外，亦可讓旅客按照自己的旅遊計畫提前出

發或往後延回，節省旅客的時間安排與旅費的預算。

(3)我們在所有行程中旅館的部分不使用”同等級”之模糊字眼來混淆客

戶，確保客戶的權益

德國經典全覽十四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中西歐地區



英國愛爾蘭經典之旅，英國國鐵串聯交通，倫敦市區旅館連泊、
特色旅館住宿、米其林星級美食、最多門票景點安排、造訪英國
愛爾蘭最精彩行程。

1. 貼心航班安排，行健精選出發日，享受台灣假期優勢，又能避開

繁忙機場交通，旅遊不塞車。

2. 最多門票景點安排、英國國鐵、湖區遊船、從不同角度觀賞英國

美麗景觀。

3. 特色旅館安排，倫敦兩晚一區四星旅館連泊、愛爾蘭五星旅館、

旅遊也可以很輕鬆。

4. 誰說英國沒有美食，四次米其林等級美食、地獄主廚高登萊姆其

餐廳、除此之外，行健安排深受當地人喜愛餐廳，品嘗道地家常

美食。

沉醉‧英愛之美
英愛15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中西歐地區

｜行程詳情｜



亞馬遜雨林三天兩夜：雨林夜遊、親釣食人魚、探訪亞果部落、
猴子島！無額外自費活動：納斯卡線小飛機、手搖蘆葦船、四驅
車與滑板滑沙、鳥島快艇等全包！

高成本造訪祕魯旅遊局指定雨林首都－伊基托斯，深度體驗當地自然

與人文共存的美景！雨林夜遊、親釣食人魚、亞果部落等多元精彩活

動！

祕魯經典景點盡覽：世界遺產—馬丘比丘、瑪拉斯鹽田、摩瑞圓形梯

田、塞夏瓦曼遺址、的的喀喀湖—蘆葦浮島、西路斯塔尼遺跡。

無額外自費活動：納斯卡線小飛機（12人座）、傳統手搖蘆葦船、四

驅車飆沙與滑板滑沙、鳥島快艇等全部包含，無須另外自費。

四晚五星與精選旅館：首都新城區精選五星三晚、海灣度假五星一晚‧

熱帶雨林頂級度假旅館、的的喀喀湖畔旅館。

五大特色美饌：海上玫瑰景觀餐廳、祕魯民族舞蹈秀自助餐+現烤天

竺鼠、PISCO酒莊餐廳、陶藝博物館風味餐、祕魯農家村風味餐。

古印加帝國．
祕魯經典亞馬遜14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南美洲地區

｜行程詳情｜



3大古城、3大聖城，深厚文化底蘊。璀璨雙宮巡禮，探索歐陸之
遙。特色小鎮，品味歲月痕跡。7項世界文化遺產、葡國6大奇
蹟。知性悠活、美食美景，慢遊節奏，玩味葡萄牙！

最愛雙宮．
璀璨葡萄牙11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南歐地區

★南／北雙點進出，不走回頭路，最順暢！★車程最短，不拉車，最

輕鬆！★雙宮風華：繽紛童話「佩納宮」vs.葡國凡爾賽宮「格魯茲

夏宮」．風格迥異，最精彩！★3大百年歷史電車／纜車：首推「宗

教」、「城市」、「海景」3大主題，體驗式文化風景，最感動！★景

觀雙船遊：波多印象vs.小威尼斯，最愜意！★雙酒莊：百年酒莊，認

識國酒「波特酒」生命歷程，最知性！★古城三角：「波多」、「布拉

加」、「基瑪拉斯」開國重鎮、文化搖籃，最深度！★3大聖城：「托

馬爾」、「巴達哈」、「法蒂瑪」，地位崇高、建築藝術精華，領先入

內，最專業！★小城散策：「阿瑪蘭蒂」、「納薩雷」、「歐比多斯」

漫步山城、海濱小鎮，最自在！★14餐道地美食，最回味！
｜行程詳情｜



我們不一樣！ 做大家不敢保證的 ‧ 給大家沒有的：

我們勇於創新  我們用心發掘  我們真的不一樣

★獨家安排英國皇室新寵兩頂廚師帽餐廳Amisfield酒莊品酒並用餐。

★ 首創安排紐西蘭百大、百年餐廳，不斷創新發掘得獎、獨特風格之

餐廳

★ 獨家帶領私房景點紐西蘭最美健行步道Hooker Valley Track，

在庫克山群峰與穆勒冰河的相伴下抵達穆勒冰河湖，這條步道也是

庫克山國家公園最著名之步道之一。

★ 庫克山塔斯曼冰河船(GLACIER EXPLORER)搭乘特製遊艇讓

您近身靠近紐西蘭第一大冰河，壯麗與震撼絕對讓您畢生難忘。

★保證入住庫克山隱士集團；庫克山國家公園內唯一景觀飯店。

★ 皇后的領地【皇后鎮】連住兩晚；讓您有更充裕的時間感受紐西蘭

第三大湖瓦卡蒂普湖並可享受在皇后鎮上漫遊的閒情逸致。

愛戀南島隱士．紐西蘭
冰河峽灣漫妙風情9+1天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紐澳
大洋洲地區

｜行程詳情｜



精選5星級飯店及各優質度假飯店；安排貴賓前往獵豹保護區觀看
餵食秀；獨家安排搭乘輕型飛機觀看索蘇斯維雷沙漠區；參觀古
老的紅泥人部落更是必到的景點！

納米比亞沙漠嬉戲與
野獸共舞文化瑰寶12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非洲地區

參訪至今都還保留著原始生活的紅泥人部落，看到傳統的生活習慣、

文化及畜牧生活情形，貴賓在此可以輕鬆的和紅泥人合照；住宿2晚

於遊獵物種豐富的埃頭莎國家公園；在瓦維斯灣出海領略海洋生態之

旅，並於遊艇上享用生蠔和香檳、與海豹及鵜鶘同樂；獨家安排貴賓

搭乘輕型飛機經飛往索蘇斯維雷，從飛機上觀看索蘇斯維雷沙漠區，

爬上最古老的納米比沙漠，連綿的紅色沙漠與大西洋波濤起伏的藍色

海水交融碰撞的壯麗奇景是攝影家鏡頭下的天堂！在溫德和克獨家安

排貴賓參訪獵豹保護區及獵豹餵食秀，貴賓可以超近距離拍攝獵豹與

工作人員的互動！

餐食安排三道式套餐或飯店自助餐，精心策劃在溫德和克享用德國風

味料理並佐以德國啤酒。
｜行程詳情｜



田園派對、團隊樂活  柴香美味、古道散策
放肆旅遊、創意玩法  精緻服務、旅遊專家

田園焢窯兒時記趣﹑
愛情火車站追追追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台灣創意旅遊類

國民旅遊

1. 一片田地 創造好玩景點

2. 遺忘鄉村 享受田園派對

3. 創新體驗 田間草根玩法

4. 倘佯山城 綠意古道情懷

5. 人文老街 穿梭巷弄尋寶

6. 生態天地 創意自然體驗



蘭陽之森，鐵馬式的漫遊	 頂級食旅，舌尖上的美味
沐浴森林，輕旅行的幸福	 放肆旅遊，讓足跡說故事
創意玩法、精緻旅遊專家

緩慢。宜居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國民旅遊類

本島旅遊

1. 坐擁湖光山色，鐵馬迎風趣 

2. 戴斗笠捲褲管，半日農夫樂

3. 林美森林步道，沐浴芬多精

4. 口袋裡的景點，十分就醬玩

5. 掌上明珠餐廳，無菜單料理

6. 住宿寒沐酒店，青春住了誰



走訪天門山，乘穿山扶梯體驗全球洞內電梯工程奇跡。探索袁家
界，乘世界奇觀百龍電梯，不能錯過還有中國最美古城～鳳凰，
當然！目前最熱門的大峽谷玻璃橋，絕對要去試試膽量。

乘車享受：升級VIP豪華飛機椅三排座Wi-Fi巴士，座位寬敞！

◆視覺享受：贈張家界世界級豪華雙秀～天門狐仙秀＋煙雨張家

界。◆分享喜悅：贈送每房一張4G網卡，旅途上網不卡卡，隨時

隨地分享美景。◆美好回憶：贈送每人一本張家界個人專屬旅遊相

冊。◆提升尊榮服務：包含景區內交通車，提升VIP服務。◆傳統

服務接機：導遊著土家族傳統服飾接機，從抵達的那一刻起，即享

有獨特尊悅。◆每日貼心贈送：每人每天一份一次性溼紙巾、每人

每天一瓶礦泉水。◆美食饗宴：全程餐標RMB50~150/人，並儘

量安排於包廂內用餐。◆嚴選住宿：精選特色酒店，提升國際品牌

或當地最好住宿條件。

【皇品神州‧張家界】
鳳凰古城雙秀饗宴8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華中地區

｜行程詳情｜



在臺灣，除了日月潭、阿里山、墾丁、故宮等令人耳熟能詳的景
點，其實也有很多在地的城鄉小鎮，本行程即帶領到基隆、北
投、宜蘭及九份等台灣東北角，美麗且浪漫之小城鎮，體驗不一
樣的特色風情。

1.酒店升級--特色民宿、觀景海邊酒店通通住的到。2.美食升級--寧夏

千歲宴、漁港海鮮餐、蘭陽風味餐、臺式風味餐、貓空茶葉風味餐、

小火鍋、夜市等，餐餐不重覆。3.知識升級—全程由國家認可之導遊

帶領，另和平島公園界級地質岩導覽解說，及勝洋水草休閒農場知性

導覽。4.安全升級—全程檢驗合格之車輛，觀光局核可行程及推薦景

點每人均投保200萬意外險，讓您安全無虞。5.知名打卡熱點正濱彩

色漁港、潮境公園、深澳岬角、幾米車站等讓輕鬆打卡，分享親友。

IG東北角~~
浪漫小鎮五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入境旅遊類

東南亞來台



山國瑞士，群峰縱走，交織綿密的交通令人安心自在。此行程搭
配全程鐵道頭等艙，行李則由專車運送，讓您旅程中的遷徙奔波
降到最小。在鐵道上，您一邊享受自助旅遊的愜意感，卻又同時
有熟門熟路的領隊引領著您，是相當舒服的旅遊節奏。

‧經典的【少女峰】、【馬特洪峰】、【皮拉圖斯峰登山齒軌列車】

‧�更安排【冰河三千一覽諸峰、高峰雪霄飛車體驗】、【琉森湖遊船

午餐】、【the Chedi廚師帽饗宴】、【日內瓦湖百年客船】

‧�瑞士觀光局精選的【黃金列車】、【少女峰鐵道】、【冰河列車】

全程頭等艙的舒適班安排，也是再再豐富了行程的精采度

‧�少女峰腳下小山城【溫根】、眺望馬特洪峰最佳角度【策馬特】、

瑞士中部最大中歐城市【琉森】連續入住兩晚，行程寫意不奔波！

‧熟稔瑞士鐵道體系的專業領隊帶路，讓您的假期很放鬆！

《全程瑞士鐵道頭等艙》～
5大景觀列車4座瑞士名峰3趟遊湖
2間米推/高帽餐～鐵道11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中西歐地區

｜行程詳情｜



集結中亞絲綢之路五國精華：千年來融合東西方歷史文化，
踏上古今時空重疊的悠久商道，超乎想像的彩色國度由近代
精心呈現！

中亞古國絲路尋奇

【囊括中亞五國】一次收藏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

克和土庫曼五國。【地獄之門】科學家意外發現天然氣洞穴，見

證燃燒多年不止息的神祕之火。【伊塞克湖】白雪靄靄的山巒及

澄淨湖泊絕景，昔日李白故鄉恍若人間仙境。【汗血寶馬】土庫

曼國寶亦是古代名馬，名駒血統流傳千古。【M34公路】追尋玄

奘足跡穿越帕米爾高原關隘，領略沿途山色壯觀連綿。【天山群

峰】深入阿拉阿查國家公園，灑脫壯闊獨一無二。【八大遺址】

安排聯合國世界遺產景點，親臨古老城鎮窺見歷史秘密。【住宿

安排】享受世界頂級品牌旅館，體驗絲路古城驛站萬千風采。

中亞外絲路
深度全覽18天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中亞南亞地區

｜行程詳情｜



結合堪察加半島的冰火地形、一年一度生態奇景棕熊捕鮭、親臨
世界最大淡水湖貝加爾湖，行遍俄羅斯遠東行省及蒙古共和國，
捕捉多變的自然地貌，帶給您最細緻的旅遊饗宴！

【堪察加半島】人煙稀少，一年之間有八個月被冰雪覆蓋，超過160座

的火山中，29座位列世界自然遺產，為全球之冠。

【阿瓦洽灣河】乘坐釣船於阿瓦洽灣海釣；阿瓦洽河橡皮艇精彩漂流。

【現捕帝王蟹】大啖新鮮的帝王蟹及海膽，為旅途增添美味記憶。

【MI-8直升機】飛越哥謝爾斯峽谷及庫里爾斯寇耶湖泊，擁有絕佳視野

飽覽自然奇景。

【大輪6X6傳動越野卡車】沿著乾枯的河谷行駛，體驗火山崎嶇地貌。

【貝加爾湖環湖火車】在西伯利亞布里亞特文的意思是「天然之海」，

即為蘇武牧羊的北海。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也是地球上最大最深的

淡水湖。

【蒙古國】體驗大草原牧民的生活場景。

【住宿安排】入住精選特色品牌旅館，體驗北國獨特的舒適條件。

堪察加棕熊捕鮭、
貝加爾湖、蒙古國20天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東歐
俄羅斯地區

｜行程詳情｜



住宿兩種特殊的極光玻璃屋，輕鬆守候極光！享用一星米其林評
鑑料理、冰雪城堡饗宴，斯德哥爾摩與赫爾辛基入住豪華五星旅
館；兩段國內班機縮短拉車距離！

舞動的精靈．
瑞典芬蘭玻璃屋十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北歐地區

市場首創：住宿兩晚不同特色的極光屋，一次擁有兩種非同凡響的特

殊體驗！

全面提升北歐行程餐食水平：

首創享用一星級米其林餐廳高檔美食

特別安排冰雪城堡午餐超體驗

破冰船上用餐

斯德哥爾摩與赫爾辛基精選豪華五星旅館，共三晚五星，住宿品質再

升級

兩段國內班機縮短車程，免於長途拉車辛勞

拉普蘭極光活躍地區住宿四晚，有更高機率賞極光，不虛此行



輕奢精品為主軸，全程入住五星飯店，涵蓋美食、文化、大自
然、生活方式等旅遊方向，讓旅人「開啟全新視野」（Open to 
the New Shades），從不同角度深度體驗華欣及曼谷的美好。

全程五星華欣
皇室風情5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東南亞地區

HUAHIN漫遊華欣特別企劃．每個字母都有意義

Hotel精選飯店：全程入住五星飯店，華欣海濱兩晚、曼谷市區兩晚，

有度假風情，有時尚購物，旅行慾望一次滿足。Unprecedented史

無前例：市場唯一安排拷龍穴（秘境石窟）、摩艾咖啡（網紅愛店），

更新當地熱門景點並納入行程，重遊也有新樂趣。Airline優質航班：

本行程搭乘五星長榮航空直飛，安全與尊榮兼具。Historical歷史文

化：華欣是泰國皇室避暑勝地，充滿歷史風情，火車站、愛與希望之宮

都是百年古蹟，值得走訪。Intoxicate悠閒放鬆：景點距離近，拉車

時間短，旅客悠閒參觀，無購物無自費，挪出時間在飯店充份享受度假

時光。Nightlife夜晚活動：華欣越夜越美麗，安排造訪創意市集及特

色夜市，深度體驗當地人的日常生活及風味小吃。
｜行程詳情｜



安排較寬敞的三排座椅‧內陸段多安排一段庫爾勒飛往烏魯木齊
的飛機‧入住攝影家取景天堂禾木山莊‧賽里木湖入內環湖‧享
用當地特色佳餚

醉愛北疆喀納斯湖、禾木村、賽里木
湖、魔鬼城小火車、伊黎河谷、巴音
布魯克12日(三排椅座車/單飛)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西北地區

1. 嚴選全程住宿與安排三排座椅，重視旅遊最佳體驗為行銷目標，

無論是住宿的選擇或用車的安排，能讓貴賓除了世界遺產與自然

風光外的旅程記憶外，也有美好住宿體驗與交通用車的舒適。

2. 內陸段特別多安排一段庫爾勒飛往烏魯木齊的飛機，整整省去7個

小時的車程時間免去拉車之遠。

3. 行銷部分除了以透明化(住宿飯店、風味美食、交通安排、有料景

點...)，完全充分的揭露於網站上，讓貴賓於網站行程中所見即所

得，確保旅遊品質的穩定性。為旅客打造更為優質的新疆行程。

4. 堅持全程不進購物站無自費活動，不用讓貴賓必須強迫購物和自

費而來補團費，更可節省時間避免耽誤既定行程，讓貴賓可以更

舒適的享受旅程。



帶領旅客體驗世界獨特的宗教慶典、聞名世界的台灣的宗教百景
與月津港的風華痕跡並且走訪市集，深度走訪台南府城，同時以
歐美人士的輕旅行步調去享受饗宴台南特色美食及地方小吃。

此生必遊 鹽水蜂炮老故事．
府城文創新靈魂．享饗美食慢食光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台灣創意旅遊類

入境旅遊

第一天(特色:由專業攝影師陪遊客以五感旅遊方式看聽鹽水蜂炮月津

港老故事)

指定高鐵班次●台北南港高鐵出發(南行) ■高雄高鐵出發(北行)

☆尋找73年前【永成戲院】的老故事與藝術裝置新靈魂

☆午餐:美食探索尋寶 ☆武廟巡禮&美食上桌

☆宗教人文巡禮-遙想395年前的【護庇宮】

☆建築美學之旅-凝視171年前的葉家風華歲月【八角樓】

☆【犁蜂炮】的心情營造-炮城製作手做體驗全紀錄

☆起轎預備儀式..【犁蜂炮】→繞境活動(民俗陣頭表演)→蜂炮輦轎

☆行腳走訪府城各文創園區．並且享受周氏蝦捲&阿霞餐廳地方美食)



後山花蓮山海戀、解密海洋狩獵技、舞動原鄉樹林梢
精緻的旅遊專家、  放肆／創意玩法

開放原始碼｜
森林食堂、文化獵人、花蓮效應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國民旅遊類

本島旅遊

1. 地質寶庫、生態藍帶

2. 蕩漾舞動山中森林間

3. 再現秘境海洋獵人技

4. 幸福農夫生活輕旅行

5. 越夜越美麗After Party 



繽紛畫布生態藍島 復育珊瑚創造生機
即將失傳的捕魚技 咾咕石內的鮮食材
放肆旅遊創意玩法 精緻服務翻轉旅遊

忘憂的島嶼｜
Discovering藍色珊瑚花園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國民旅遊類

離島旅遊

1. 時間靜止的島嶼│忘憂島

2. Discovering台版大堡礁，藍色珊瑚礁

3. 頭巾嶼│無人島上的上百個潮池，摀嘴驚呼天然水族館

4. 即將消失的抱礅產業，傳承阿英阿姨的百年捕魚技

5. 感動到掉淚，浮潛驚見美麗珊瑚花園

6. 旅遊兼環保，動手珊瑚苗復育，再造美麗海洋花園



特殊的地理位置、歷史沿革和不同氣候，讓摩洛哥形成多樣的生
活方式和習俗，交匯出璀璨文化。讓我們以從容交通、尊榮旅宿
的旅遊方式，一起揭開北非『花園之國』的神秘面紗吧！

摩洛哥13天
雙四季飯店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非洲地區

在這趟13天摩洛哥行旅中，您將享受雙四季飯店為首的全五星級頂尖

旅宿，以及貼心從容的交通安排，讓您在愉快輕鬆氛圍中，深遊這北

非秘境的嚴選景點。(1)兩段國內線，較一般市場行程節省逾千里車程

/新穎49人座寬敞巴士，乘車更舒適。(2)全程入住五星級旅宿，馬拉

喀什+卡薩布蘭加雙四季飯店共5晚。(3)撒哈拉沙漠騎乘駱駝/乘坐四

輪傳動車/夜宿豪華沙漠帳篷+星空晚宴。(4)四大皇城，精華全覽：

馬拉喀什(3晚)/菲斯(2晚)/拉巴特/梅克內斯。(5)六大世界遺產：拉

巴特/菲斯/梅克內斯/沃呂比里斯/馬拉喀什/埃本哈杜。(6)『北非諜

影』卡薩布蘭加2晚/『藍色美城』雪芙曉安/『綠洲城鎮』札哥拉。

(7)多樣化餐食：法式/義式/西班牙式/東亞洲式/摩洛哥各地/柏柏爾

風味餐。
｜行程詳情｜



主題串聯「玩味風格、品味台南、領味生活」，讓愛玩旅遊帶您品嘗
台南府城的獨到美味、走訪巷弄之外的世外桃源，在古色古香的老城
市中，搭乘遊艇尋一段西拉雅傳說，用慢步調體驗全新的度假氛圍。

【玩味 ●  新府城】
慢步調 ●  尋一段西拉雅傳說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國民旅遊類

本島旅遊

慢步調告別繁忙生活，『以人為本，在地品味』，是你不得不嘗試的

新台南風味。
█ 玩家秘境： 船遊台灣第一大壩，享用愜意午茶時光。『西拉雅的傳

奇尋航三部曲』，感受一趟不同以往的嘉南風情。
█ 翻轉景點： 浪漫北門三重奏『牽牽手夕陽井仔腳』、『我與你的水

晶浪漫』、『北門交響情人夢』，串聯在地特色，讓景

點不再只是景點。
█ 多元活動： 精彩同樂晚會、浪漫北門三重奏創意自拍與闖關任務，

驚喜創意玩不完。
█ 尊爵服務： 安全又舒適的遊覽車X尊榮級車上服務X入住國際5星文

化殿堂，國內旅遊也能擁有的全「心」感受。
｜行程詳情｜



2015的浪漫喜劇「落跑吧！愛情」，讓澎湖有了愛情的溫度，擁
有「被海洋擁抱的自然奇蹟」美名的菊島，由90座大小島嶼組成
的奧秘，身為大海孩子的我們，一生一定要來一次海洋尋寶！

夏戀 ●  澎湖 ●  島嶼島
海洋尋寶之旅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國民旅遊類

離島旅遊

【樂‧悠】獨家自由選：七美島的三種深度玩法，你也能成為菊島旅遊

達人。

【美‧育】海中種樹：珊瑚礁復育DIY，結合環境保育及生態的獨家特點。

【慢‧活】『啤酒風-沙灘Bar一夏』：酒Bar微醺與金黃沙灘的浪漫結

合，難以忘懷的戀夏創意活動。『市區古蹟巡禮x舊城老街尋寶』：串

聯周邊景點的老街闖關任務，享受最悠閒又有深度的探訪樂趣；花園

酒店同樂活動。

【好‧行】優質航班：早出晚歸班機，完整遊玩整個行程。

‧本行程特點為行程彈性、深度旅遊體驗，結合島嶼島間的尋寶樂趣與

多元活動，讓景點不只是景點。最適合注重旅遊品質的3-5好友，家

族及企業旅遊。
｜行程詳情｜



一睹福爾摩沙之美、盡情揮灑擊球的樂趣：提供高品質五星級飯
店、專業高級高爾夫球場地、精選精緻美饌，在溫暖的寶島一邊
享受揮桿的樂趣一邊觀賞寶島之美。

福爾摩沙高桿之旅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入境旅遊類

東北亞來台

【台北】台灣-福爾摩沙之首都，景點林立，九份古典之美、十分天燈

之美、故宮蘊藏百年歷史文物之美、龍山寺寺廟建築之美、台灣道地

小吃之饗宴等，各個季節都非常適合貴賓遊玩體驗。

【優質高爾夫球場】台北周邊許多高爾夫球場，擁有先天地形優勢，

並經由專業設計師設計出挑戰及趣味皆俱之高爾夫路線，讓海外貴賓

們可以盡情地享受揮桿之樂趣。

【北部必遊觀光聖地】專屬專車接送，享受VIP級貴賓禮遇，安排台

北最具代表性的觀光聖地，一睹福爾摩沙的景致。

【五星級國際飯店】特別嚴選台北設施優良、品質精緻五星級飯店。

【嚴選高品質美饌】精選五星級飯店自助餐，台灣代表性美食-火鍋燒

烤、道地台式料理，遠道而來的貴賓可以盡情享受。



串連不丹、錫金、大吉嶺、喀什米爾，領先市場大滿貫路線！特
別安排內陸段飛進不丹，省一天半山路車程。全程五星或當地最
佳飯店，堅持於飯店內用早晚餐，安全又健康。

1.內陸儘量使用飛機，直接由大吉嶺飛不丹，減少長途汽車行駛曲

折盤旋的山路。2.使用五星及高檔酒店，降低感染不明疾病的風

險。3.了解佛教不同的宗派，培養寬宏大量的包容心。4.朝聖淨

心：不丹虎穴寺登山朝聖，洗滌身心。5.工藝：不丹藝術學唐卡編

織及雕刻的傳統技藝。6.探索獨具風格的宗建築：政教合一的堡

壘。7.搭乘古典登山火車：名列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登山玩具火

車，仍是1881年來的登山工具，遠早於1912年完工的台灣阿里山登

山火車。8.生活的體驗：(1) 「世界最幸福國家」的心靈定義與實

地的體驗、(2) 大吉嶺英國上流紳士俱樂部的生活形態、(3) 印度

王宮貴族喀什米爾的花園宮殿

失落的香格里拉．不丹、
錫金、大吉嶺、喀什米爾15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中亞南亞地區



突破市面一般極光狩獵皆在天寒地凍中等待的傳統作法，安排特
殊旅店享受「躺著看極光」的體驗，創造既溫暖又獨特的回憶，
更將最精彩的拉普蘭活動一網打盡！幸福極光~Let's Go

‧「4」必幸福：極圈區5天4夜，給您4夜守候極光的機會。

‧�透明極光小屋(Igloo)賞極光：屋頂自動除霜設計且屋內恆溫攝氏

20℃度，確保屋頂不會有積雪阻擋視線。

‧�芬蘭樹屋賞極光：在聖誕老人故鄉──羅凡尼美體驗與眾不同的樹

屋旅宿，每間樹屋都有一面窗，您不用走出房間也能欣賞極光。

‧�凱米濱海極光玻璃屋Villa：2017最新北歐風設計款，面向波羅的

海以三面玻璃景觀窗全方位catch幸福極光。

‧�追著極光跑：夜晚搭乘追光專車前往無雲霧遮蓋地區守候極光，增

加欣賞極光機會。

幸福極光~瑞典﹑芬蘭10日
(極光屋1晚﹑雪堡節﹑破冰船)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北歐地區



名旅館多隱身山水名湯秘境，遠離塵囂，加上房間數極少，僅接
待高端個人旅客，難以接待旅行團訂房。我們有實力保證入住！
讓您完美體驗秘湯隱宿的無限魅力，全新感受不一樣的日本。

南九州秘湯隱宿
名旅館悠遊5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東北亞地區

1.直飛鹿兒島機場。2.人數限制最嚴小團體：10人成團，最多只收12

人，使用27座中型巴士。3.堅持不安排過多景點：有充裕時間遊賞最

經典。4.保證入住三晚名旅館、一晚百選旅館：妙見石原莊，天降絕

景野溪露天秘湯，僅15間幽靜典雅客房，實現隱逸山林秘境的夢想。

北鄉溫泉合歡之花，與世隔絕的深山桃花源，僅10間現代和風Villa

客房，皆有專屬露天風呂，隱密性極高的極上享受。宮崎GARDEN 

TERRACE，名建築家隈研吾以竹林、水、玻璃為主題，打造僅12

間現代極簡風客房。指宿溫泉白水館，最高等級離宮84平方米海景客

房。5.每日嚴選饗宴：宮崎第一握壽司、宮崎牛鐵板燒、特選鹿兒島

黑豬肉涮涮鍋、飯店創意會席料理。｜行程詳情｜



紐西蘭鯨探號~給您驚嘆號！
傳說中毛利人的祖先乘著鯨魚來到紐西蘭正式在這片土地上定
居，大航海時期塔斯曼船長→庫克船長相繼發現紐西蘭帶來了歐
洲殖民，掏金熱時期大量的亞洲掏金客湧入，現今的紐西蘭已是
西方、東方文化交匯密切的地區，多元的移民文化與文化體驗均
有安排於產品中。

紐西蘭鯨探號！
南北島五大國家公園
隱士冰河船峽灣13天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紐澳
大洋洲地區

豐富紐西蘭 三 五 七

紐西蘭攻略乘船遊覽三大湖泊

探索紐西蘭五大國家公園，這一個擁有獨自生態系的『地球庭園』充

滿著令人著迷的大自然力量。

精挑得獎廚師帽、百年莊園、紐西蘭指標美食雜誌票選百大、在地人

推薦..等七大美食餐廳，用心嚴選讓您看的見。

｜行程詳情｜



關於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因為距離遙遠，我們總是霧裡
看花。跟著晴天旅遊走入以色列和約旦，與這些宗教面對面接
觸：同時探索特殊的地理景觀及東方的失落古城－佩特拉。

以色列、約旦－聖地古文明
佩特拉奇景完整15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中東西亞地區

1.雙死海飯店之旅：有機會欣賞到死海的日出及日落美景。及欣賞

死海岸的特殊地貌景觀。2.佩特拉連泊：擁有一整日的時間參觀世

界七大奇景的佩特拉古城，並有機會登上佩特拉山頂上的「修道

院」。並安排參觀小佩特拉及佩特拉之夜。3.聖城耶路撒冷安排二

天參觀：古城區大多徒步參觀，本行程安排二整天的聖城遊覽，讓

您可以細細體會聖城之美，不至於太過匆忙疲累。4.行程多元豐

富，適合非教徒參加：參觀生動再現中世紀城市規劃的阿克古城，

以及媲美巴比倫空中花園的巴海大同教聖殿。以及搭乘紅海玻璃

船；前往探訪以色列藍洞－藏在一片白色堊岩裡的藍色眼淚。更前

往超過135聯合國會員國承認的巴勒斯坦國，走訪耶律哥、伯利恒

及希伯崙，豐富您的旅行地圖。
｜行程詳情｜



巴勃羅·聶魯達：「我看見石砌的古老建築物鑲嵌在青翠的安地斯
高峰間。激流自風雨侵蝕了幾百年的城堡奔騰下泄。在這崎嶇的
高地與輝煌的廢墟，我尋到續寫詩篇所需的原則信念。」

神鷹飛翔，傲看印加
古文明－祕魯全覽16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南美洲地區

【地表最完整的馬丘比丘之旅】2晚熱水鎮住宿，2次進入馬丘比丘，

有完整一天的參觀時間仔細感受及品嘗這塊藏於高山間的一塊淨土。

【循序漸進，適應高海拔】以高度漸進方式適應高海拔，從阿雷基帕海

拔2335公尺開始陸續到最高點，從這裡開始讓身體慢慢適應高原。

【深度祕魯人文之旅，多處連泊兩晚】參觀利馬、阿雷基帕(兩晚)、普

諾(兩晚)、庫斯科(兩晚)、馬丘比丘(兩晚)及帕拉卡斯(兩晚)，充裕

的參觀時間讓您不僅玩得更完整，住宿兩晚也讓您玩得更輕鬆自在。

【納斯卡線小飛機飛行，保證每人靠窗位】

【班機早抵晚回，旅遊時間充裕】班機於第2天早上抵達利馬，第15天

凌晨離開利馬，16天行程擁有完整13天的時間可進行參觀遊覽。｜行程詳情｜



市場唯一波多三晚+里斯本三晚市區五星飯店連宿！從微醺的波多
港都，走過白色山城、明黃與嫩紅的童話城堡，到里斯本追憶航
海時代英雄，邂逅葡萄牙新舊之美。

歐洲西海岸―
葡萄牙之旅14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南歐地區

1.雙點進出車程最短，更換飯店最少，14天僅住宿6間飯店，免去長途

拉車及打包行李之疲累，景點停留時間最充裕，最體貼客人的行程設

計。2.波多與里斯本兩大城市精華地段五星飯店各連宿三晚，讓您盡

情探索懷舊巷弄，享受雙城日夜不同風貌。3.水、陸、空多角度欣賞

波多風光，步行、搭乘河畔纜車及仿古葡萄酒運輸船，多角度欣賞世

界遺產的波多舊城與酒窖區風光。4.人間伊甸園辛特拉連宿兩晚，全

日導覽。5.葡萄牙威尼斯與大西洋海岸雙遊船，前往歐美人士最愛的

渡假勝地南部海岸，精心安排仿古遊船，帶您穿梭於海蝕洞穴，近距

離欣賞震撼美景。6.不惜成本精選特色美食，佐以葡萄美酒及道地甜

點，搭配無形文化遺產法朵音樂晚餐，滿足味蕾與聽覺體驗！



1.瑞士觀光局推薦：坐火車玩瑞士
2.�以「順時針」的環遊玩法，市場上「轉車最少」、「特色路線
最多」、「流暢」、「景點最豐富且完整」的全覽行程
3.行李不用帶著走，玩得優雅、輕鬆

我們是台灣首創用火車玩瑞士，讓團員更貼近歐洲生活的旅行社；除

了瑞士火車的便利性外，團員在行程交通工具上的舒適度也是我們所

在意的。貼心安排瑞士火車頭等艙的瑞士國鐵券，給團員最舒適的空

間，可在車廂中找到所需要的餐車、洗手間、充電插座...等設備。

多年專業經驗安排之下，將行程的路線作了最佳流暢的設定，走遍瑞

士各大重要景點：6個世界遺產、5條瑞士觀光局所認可的景觀路線精

華路段與許多地區性路線；入住精華景點而非隨意山區小鎮中交通不

便的旅館，避免多次重覆拉車浪費時間。特別提供團體每人一件大件

行李運送服務，免去一般火車行程讓人詬病的行李運送問題。

瑞士鐵路環遊
六大名峰13日

行程特色

｜行程詳情｜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創意旅遊類

出境創意



1.下龍灣入住五星級海上VILLA【天堂遊輪雅儷號PARADISE 
ELEGANCE】，每間艙房皆有頂級的陽台景緻。2.河內國際五星
飯店住宿。3.餐食全面提升，餐餐美味。4.河內/下龍灣來回安排
行走高速公路，節省最多時間。

【華儷越南】頂級天堂
雅儷 海上Villa 5天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東南亞地區

1.【下龍灣】已被聯合國文化組織評為世界八大自然奇觀之一。來到下

龍灣享受慢遊，住宿五星【天堂遊輪雅儷號】，感受早晚不同風貌的風

光，每間艙房皆有頂級的陽台景緻，就算是躺在床上也能看風景。有獨

立碼頭直接上船不必小船換大船。船上每晚備有豐富東、西方美味佳餚

(特別安排紅、白酒，軟性飲料無限暢飲1.5小時)；2.安排住宿河內國際

五星級飯店；3.《特色美食》細心安排~米其林二星主廚PRESS Club

四道式創意西式料理、Home百年古屋精緻越式料理、河內五星飯店

自助晚餐、下龍灣螃蟹火鍋餐…；4.下龍灣皇后雙層纜車+全世界最高

摩天輪、Lotte 65樓河內最高景觀台、河內豪華國寶水上木偶戲…；

5.河內/下龍灣行走高速公路，節省最多時間。6.不進購物站。｜行程詳情｜



烈嶼群島孕育出獨自的文化與生態，這裡沒有喧囂情景，迎接您
的是充滿自然的美麗景觀與悠閒休憩的時光，我們帶您欣賞這島
嶼獨有的絕景與品嚐佳餚，並感受戰地冒險的氣氛吧。

轉動金門
〞烈嶼新魅力〞三日遊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國民旅遊類

離島旅遊

1. 漫遊於烈嶼島周邊景點品味在地人愛的美食、遊逛寺廟、老商店

街，找尋戰地多樣身影。

2. 烈嶼群島藍色公路-大二膽巡航,海上看南山頭玄武岩－復興嶼－猛

虎嶼－大膽島－二膽島全程專人導覽。

3. 放慢腳步，道別忙碌一起到烈嶼民宿家住一晚！掀起窗簾、坐於

坪庭朝滿天的星空以及舒服的寂靜，對來自城市的旅人來說是無

法取代的魅力。

4. 大塊朵頤金門美食如良金三寶套餐、辦桌宴席菜、山西拌麵、金

門風味芋頭餐,並於辦桌喜宴上教玩金門傳統的雞頭魚尾喝酒文

化，一起透過美食領略金門的真正魅力！｜行程詳情｜



五大世界遺產巡禮，帶您暢遊四川文化與自然的美。佛教聖地峨
嵋山、歷史的智慧工程 都江堰，來體驗川菜的美味與川劇變臉的
奧秘。走進四川才知道四川如此的美好。

中國四川省峨眉山市境內，最高峰萬佛頂海拔3099米，於2007

年以前可乘觀光索道到達，後因生態問題停止對外開放，佛教聖地

華藏寺所在地金頂，成為了峨眉山旅遊的最高點。地勢陡峭，風景

秀麗，有「秀甲天下」之美譽。兩千多年前由秦國蜀郡太守李冰修

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全世界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無壩引水

為特徵的水利工程，也是目前中國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工

程位於都江堰市城西的岷江幹流上。

中國道教發源地青城山，屬道教名山之一，古稱「丈人山」自古素

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譽，分前山和後山兩部分，前山是青城山風景

名勝區的主體，道教文化、文物古跡多集中這裡，這裡也是一般遊

客口中的“青城山”。

世界遺產巡禮
『蜀』於您的『希奇』之旅6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西南地區

｜行程詳情｜



尊爵三排椅航空巴士及二晚國際品牌五星級酒店住宿及二晚五星
等級酒店讓旅途備感舒適。瀏覽二處世界文化遺產巡禮:洛陽龍門
石窟、嵩山少林寺。

【全程無安排購物站、無自費】、【安排國際品牌5星鄭州希爾頓酒

店入住1晚】、【安排國際品牌5星洛陽凱悅嘉軒酒店入住1晚】、

【安排雲台山景區內目前當地最好準5星 雲台天階國際酒店入住1

晚】、【安排瀏覽２處世界文化遺產～龍門石窟：2000年列入世

界文化遺產、少林寺:2010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真心推薦景點

【焦作雲台山景區(紅石峽、茱萸峰+玻璃棧道)】

【太行山山系:萬仙山郭亮村＋絕壁長廊＋南坪】

【餐標人民幣安排40~100之間】

特色風味：登封永泰寺素宴50、洛陽特色半水席50、開封包子風

味40、鄭州歡送晚宴100

希奇知性河南6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華中地區

｜行程詳情｜



1、�品味規格保證－精選景點、國際５星品牌酒店、美食饗宴、出
團人數25人內、全程WIFI/耳機導覽、無購物無自費。

2、雲南經典全覽－雙雪山、雙秀、雙古城、雙索道、雙遊船。

【品味雲南】昆明．大理．麗江．
香格里拉．舉世五雙8日
●全程國際５★品牌酒店．無購物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西南地區

‧  雙雪山風光【《麗江．玉龍雪山》＆《中甸香格里拉．石卡雪

山》】盡賞雲南綿延雪山美景！

‧  雙秀豐富行【欣賞世界最高實景演出劇場－張藝謀執導《印象．麗

江》＆《宋城．麗江千古情》】

‧  雙古城巡禮【《中國歷史文化名城．麗江古城》＆《中國最大藏民

族．具有1,300年歷史．獨克宗古城》】

‧  雙索道體驗【《麗江玉龍雪山．萬年冰川大索道》＆《大理．蒼山

纜車》】盡賞雲南北嶽、中嶽綿延山色美景

‧  雙遊船體驗【《中甸香格里拉．普達措國家公園．屬都湖遊船》＆

《 大理．洱海遊船 》】飽覽壯闊高原湖泊風光



五大保證X全程五星飯店 X 歷史巡禮 X 美食佳餚 X 三大好禮

《五大保證》旗艦蘭卡威無購物～
全程五星飯店、巴椰島海洋公園、
彩虹天空步道5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東南亞地區

【檳城】

◆ 殖民文化 X 懷古風情 X 陽光沙灘 X 美食天堂

【蘭卡威】

◆ 陽光沙灘 X 度假天堂 X 免稅島嶼 X 純樸風情 

１全程無購物、無自費行程，遊覽時間很充足，玩得安心又無負擔

２ 全程無自費餐食，品嘗道地風味美食，並秀出餐標，讓旅客吃得清

楚明白

３ 有別於市場，不顧旅遊品質，特別推出一車最多只收25人，並且提

共大巴士或ＶＩＰ三排座車，讓旅客玩得開心又坐的舒服

４全程安排入住五星級飯店
｜行程詳情｜



太陽祭特選祭壇觀禮席★探索世界遺產馬丘比丘★深入亞馬遜雨
林★航行世上最高海拔的的喀喀湖★全程中文導遊+達人領隊帶路
★入住首都五星飯店★嚴選世界50大餐廳、嚐遍道地美食

【主題旅遊】《市場第一，百人壯遊》
失落文明慶典：秘魯印加帝國太陽祭！
馬丘比丘、亞馬遜、的的喀喀、
納斯卡線深度探索14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南美洲地區

雄獅為中南美旅遊市場第一品牌，首創單國深度及節慶行程，並於

2017年獨家首度出團秘魯太陽祭，超過百人報名，成為台灣史上第一

次百人壯遊秘魯太陽祭。

1. 特別安排太陽祭特選祭壇觀禮席，安排價格最高、視野最佳座席，

深刻感受印加帝國的過往輝煌。2. 參觀南美洲最知名的景點之一「馬

丘比丘」，欣賞印加帝國高超的工藝技術。3. 安排三天兩夜入住亞馬

遜雨林飯店，特殊的半開放式房間，與大自然零距離。4. 搭船探訪世

界絕無僅有的的喀喀湖的漂浮蘆葦島，深入了解當地文化。5. 全程安

排中文導遊加上達人領隊帶路，提升服務品質，介紹講解零誤差。6. 

精選四~五星飯店及當地特色飯店，休憩環境讓人備感安心。7. 獨家安

排世界前50大餐廳及當地特色美食，用味蕾記憶南美洲的特殊廚技。



‧�卡帕多奇亞／安塔麗雅／伊斯坦堡三城各連住兩晚，分別在行
程的前中後，我們不趕行程，只給您最佳的體驗。
‧在康雅入住一晚，斷開卡帕多奇亞和康亞之間的車程。

鄂圖曼傳奇
土耳其深度漫遊13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中東西亞地區

1. 跳脫削價競爭的框架，主打愛好舒適慢遊的旅遊族群。

2. 兩段國內班機，一次飽覽土耳其最經典的風光

3. 全程使用三年內豪華舒適真皮座椅新車：含冷氣、個人螢幕、

USB充電孔及Wi-fi無線上網等，腳距加寬長途乘坐最舒服。

4. 不讓土耳其美食成為削價競爭的犧牲品：古驛站餐廳精緻料理、

傳統陶甕料理、山間烤羊排、鄂圖曼式宮廷料理、歷史老城區景

觀餐廳、佩拉皇宮饗宴、傳統鄂圖曼烤肉饗宴。

5. 為滿足愛趴趴走的旅客，全程住宿飯店都以市中心或是濱海區內

為主，在行程結束後客人可以自由在市區或海濱地區逛逛。

6. 全程10晚住宿，9晚國際五星飯店，1晚四星飯店，全程住宿飯店

拿好才銷售，旅客權益有保障。
｜行程詳情｜



從大西洋一路到直布羅陀海峽→來到地中海→接著越過里夫山脈
和亞特拉斯山脈→來到撒哈拉沙漠→再循著千堡之道來到馬拉喀
什→最後搭乘輕鬆便利的高速公路回到卡薩布蘭加。

北非風情 摩洛哥14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非洲地區

新進旅行社給您最精緻、深度的摩洛哥之旅

【兩大皇城連泊】菲斯、馬拉喀什使用國際五星飯店連泊兩晚

→最深度慢遊！

【餐食多變化】不是一昧只安排塔吉鍋，且特別強調餐食精緻度

大西洋海鮮料理、經典Couscous料理、西式料理三道式、傳統柏柏

爾披薩料理、串燒鮮魚料理等等。

【深度撒哈拉沙漠】入住撒哈拉沙漠土堡飯店兩晚，給您最深度完整的

撒哈拉沙漠之旅。

【市場首創】摩洛哥馬賽克拼貼藝術課程、摩洛哥塔吉鍋手做料理課

程、入住2016年開幕的SOFITEL TAMUDA BAY & SPA。

【交通工具體驗】保證3-5年內的歐洲遊覽車、安排駱駝、馬車、吉普

車體驗。
｜行程詳情｜



葳林旅遊，秉持著『承諾予客戶，約束給自己』的精神，堅持旅
遊品質，結合在地文化，回歸旅遊的初衷，無時無刻創造旅行的
感動，因而成為南臺灣『創意鐵道旅遊』領導品牌。

豐洄瀾～原民文化.
賞鯨生態.太魯閣三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台灣創意旅遊類

國民旅遊

1. 搭乘火車可減少舟車勞頓之苦，適合老中青三代之基本旅遊需求。

2. 有別於市場吃便當，嚴選花蓮在地小吃及知名特產，到享受飯店

晚宴，結合在地特色風味，多樣化美食，征服你的味蕾。

3. 深入融合在地原住民文化，感受原住民對於發揚本民族文化的執

著與熱情，重新認識原住民們優美的歷史與文化。

4. 四面環海的台灣擁有非常豐富的海洋生態，欣賞鯨豚在海面上激

情躍動，近距離視覺接觸的震撼，牠就是這麼真實存在，跟隨海

豚，享受乘風破浪的快感。

5. 邀請在地知名樂團演出，享受聽覺與味覺的音樂饗宴，在大快朵

頤、享用佳餚的同時，亦能徜徉在美妙的音符旋律中，跟隨旋律

一同起伏澎湃！
｜行程詳情｜



連泊七晚五星飯店，眺望悠閒寂靜的湖畔，走過鬼斧神工的國家
公園，尋訪歷史悠久的古城，在山與海間享盡特色美食，收穫亞
得里亞海明珠般的風采。

克、斯、蒙
極致精華13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東歐
俄羅斯地區

｜行程詳情｜

1. 樂‧景點的深入感動：最美的布萊德湖 + 杜布羅尼克；一日一景

點，安心收藏美好畫面；安排入住普萊維斯國家公園以及赫瓦爾

島；黑山共和國兩天一夜。

2. 遊‧交通舒適性：採用阿聯酋航空；回程午班機‧多半天旅遊時

間；使用國內段飛機接駁減少長途拉車的疲憊。

3. 食‧飲食多元性，全程當地料理：精選食材、細緻擺盤、美味口

感，透過米其林和高帽子美食推薦的把關，結合當地特色與精緻

美食的絕佳選擇，讓客人在旅途中能嚐盡各式美味，真正融入歐

洲餐食文化。

4. 宿‧飯店一宿一景的搭配：七晚舒適五星飯店‧堅持最佳地點的奢

華五星飯店。



滿天神佛的國度~尼泊爾，盡覽豐富的佛塔與佛寺，並涵蓋雪山、
湖區、小鎮、國家公園，領先安排搭乘兩段內陸飛機、五星級飯
店內享用餐食，大幅提昇尼泊爾旅遊品質！

飛越仙境尼泊爾
費娃湖9天(二段內陸飛機)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中亞南亞地區

1.安排二段內陸飛機(加德滿都/奇旺及波卡拉/加德滿都)。2.入住五

星級或當地高級飯店。3.安排隨團領隊及當地中文導遊導覽及解說。

4.加德滿都：印度教希瓦神聖地-帕蘇帕提那、四眼天神廟(博達塔)。

5.奇旺國家公園：騎乘大象深入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6.欣賞當地塔

魯族民俗舞蹈表演。7.費娃湖遊船：欣賞湖邊美景及遠處魚尾峰雪

山。8.特別安排於波卡拉體驗「日出輕度健行」。9.住宿那加闊山城

一晚，親近喜瑪拉雅群山。10.世界遺產古都巴丹、以及巴卡塔布。

11.波卡拉FISH TAIL湖畔餐廳用餐，湖光山色一級棒！12.安排一餐五

星級酒店義大利餐廳享用義大利料理。13.安排一餐五星級酒店國際自

助餐。14.本公司自行出資在台灣添購救生衣於當地使用，安全加分。｜行程詳情｜



「金鳳凰」優質口碑系列！利用直飛航班及環狀順走路線，充分
體驗麗江香格里拉之美，安排大索道纜車親臨玉龍雪山，並提升
雲南旅遊住宿規格、以及欣賞三大熱門秀。

麗江.香格里拉.
梅里雪山八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西南地區

1. 造訪香格里拉中的仙境，全世界最美的山～梅裡雪山。

2. 雲南省最大、最長和末端海拔最低的山谷冰川～明永冰川。

3. ． 兩晚麗江古城國際五星酒店「麗江古城英迪格酒店」。

． 一晚頂級渡假酒店「悅榕庄」。

4. 中甸最新國際連鎖五星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

5. 安排「大索道纜車(含氧氣瓶+租用雪衣)」親臨玉龍雪山。

6. 世界自然遺產「巴拉格宗香格里拉大峽谷國家景區」。

7. 欣賞《印象.麗江》實景巨秀，以玉龍雪山為場景，場面盛大！

8. 中甸金氏世界紀錄-世界上最高海拔的歌舞劇表演(室內)《遇見香

格里拉》。

9. 麗江大型民族風情夜秀《麗水金沙》。｜行程詳情｜



「金鳳凰」優質口碑系列，首創輕鬆遊黃山！黃山山上住宿3晚，
並安排三趟挑夫，專人運送手提行李至下榻飯店或纜車站，真正
深度輕鬆慢遊黃山。全程無購物站、無自費。

慢遊黃山深度五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華南地區

1. 黃山山上三晚住宿(1晚前山四星酒店、2晚後山五星酒店)，真正

達到黃山深度慢遊。

2. 屯溪一晚五星飯店住宿。

3. 輕鬆玩山！安排手提行李3段挑運。

4. 黃山景區特別安排兩段纜車及西海大峽谷的地軌纜車，節省腳力

外，也能欣賞不同角度的景色。

5. 增加西海大峽谷景區，增加一趟地軌纜車。

6. 徽州「中國畫裡的鄉村」宏村(世界文化遺產)。

7. 每團旅客人數保證不超過25人，全程無購物站、無自費活動。

8. 特別贈送旅客黃山「登山拐杖」(合金材質,可伸縮)。

9. 贈送每位旅客一組特色小禮物：景德鎮骨瓷茶杯(於大陸領取)。｜行程詳情｜



悠遊於希臘大城小鎮及藍白島嶼，走訪四大世界遺產及熱門三島
的跳島之旅，特別安排雙點進出、住宿五星六晚、享用三次米其
林餐，不論遊覽、購物皆享受純正希臘悠閒風情！

希臘天空之城單飛
三米其林愛琴海三島遊11天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南歐地區

1. 全程五星六晚住宿：雅典/聖托里尼島/克里特島，各安排兩晚五

星級旅館。

2. 特別安排三次米其林餐 (米其林推薦餐二次及米其林一星餐一次)。

3. 四大世界遺產：雅典衛城/梅提歐拉/德爾菲/邁錫尼。

4. 嚴選愛琴海三島：搭船前往米克諾斯島、聖托里尼島、克里特島。

5. 聖托里尼島：參觀藝術天堂的伊亞及安排騎乘驢子、搭乘纜車。

6. 克里特島：參觀米諾安文明的代表~克諾索斯宮+伊拉克裡翁歷史

博物館。

7. 希臘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館~雅典國家考古博物館

8. 搭乘土耳其航空，雙點進出，不走回頭路，行程更順暢。 

9. 搭配長段國內班機：克里特島飛雅典。
｜行程詳情｜



六天蒐羅台灣著名#Instagram打卡熱點，一次滿足東南亞遊客
吃喝玩樂+拍照打卡的需求。台味十足的景點及體驗讓遊客能感受
到〝異國風情〞。

IG打卡美拍台灣六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入境旅遊類

東南亞來台

蒐羅台灣著名#Instagram打卡熱點為行程設計核心，置入【中

華文化】、【文創】、【農場】、【美食小吃】等等元素，貼合東

南亞華人市場對台灣的旅遊印象，滿足東南亞遊客吃喝玩樂+拍照

打卡的需求。不走傳統景點，捨棄日月潭、花蓮、阿里山、墾丁等

地區，提供更具台灣文化，台味十足的景點及體驗讓遊客能感受到

〝異國風情〞。



住的有質感，食在有特色，行得最順暢！秉持「慢遊」精神，入
住最能感受江南水鄉特色的飯店，並精心安排「中國四大名店」
其中三家等等的老字號餐館，品味魚米之鄉美食文化。

慢遊江南七日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華南地區

1.江南最值得續住的兩座城市：上海、杭州，各連續住宿2晚。2.上海

安排入住近外灘的和平飯店或金茂君悅。3.杭州入住鄰近西湖畔的飯

店。4.入住唯一有夜景的烏鎮水鄉，最能深度感受江南水鄉。5.品嚐

「中國四大名店」其中三家：北京全聚德(杭州分店)，蘇州松鶴樓，

杭州樓外樓。6.搭乘世界唯一商業用磁浮列車。7.遊輪遊黃埔江，杭

州包船遊西湖並登上三潭印月島。8.欣賞娛樂大秀《ERA時空之旅

(指定A座)》及《最憶是杭州(VIP席) 》。9.上海世博中國館、杭州

名剎靈隱寺、中國四大園林之一拙政園、虎丘塔、寒山寺、無錫梵宮

等。10.直飛航班，且為雙點進出的早去晚回航班，行程不走回頭路。

｜行程詳情｜



無購物、無自費、也是無樂園安排的優質大人旅，全程五星特一
級飯店，餐餐安排當地特色風味，並享用令人垂涎的米其林推薦
餐，行程景點豐富多元，吃喝玩大滿足的饗樂體驗！

1.全程無購物、無自費、無自理餐 2.全程安排入住特一級五星飯店

3.特別安排米其林指南2017推薦：【滿足五香豬腳】、【高峰-藥泉

桑黃蔘雞湯】4.米其林指南推薦韓國必去之地：北村韓屋村、景福宮

5.龍山汗蒸幕DRAGON HILL 6.韓劇場景：冬季戀歌-南怡島、藍色

海洋傳說-抱川藝術谷、她很漂亮-兩水頭 7.時下最流行韓國必玩：鐵

道自行車 8.世界文化遺產-水原華城、南山公園等 9.老少咸宜的《亂

打秀》 10.SBS特別推薦AAA等級餐廳【大蟹國家長腳蟹】、人氣美

食【龍蝦海鮮巨寶盆】、部落客狂推【荒謬的生肉】、SBS特別介紹

【韓式南瓜盅煙燻鴨料理】

饗樂米其林韓國5天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東北亞地區

｜行程詳情｜



保證入住雙極光玻璃屋，美國CNN網站評選賞北極光最佳地點
「拉普蘭區」7天6晚，8大極地戶外活動+帝王蟹特餐。

1. 拉普蘭區(瑞典、挪威和芬蘭三國北極圈附近區域的統稱)7天6晚

探險之旅！

2. 保證入住2晚極光景觀旅宿。

3. 聖誕老人的故鄉『羅宛聶米』，極光熱點旅宿貼心連泊！ 

4. 品味北歐各國當地飲食文化

5. 收集北緯66.5度Lucky8＋1旅遊話題～好好享樂冬季獨有的活

動！破冰船巡航&冰海浮泳、雪上摩托車之旅、極圈紫晶礦山＋洛

斯托樹冰奇景、哈士奇犬拉雪橇、參觀冰雪主題旅館、馴鹿雪橇

郊野遊、極光巴士夜遊、搭乘雪橇車&捕撈帝王蟹、聖誕老人村

6. 使用最佳航空公司「泰國航空」，航程最順暢最省時

冬之芬蘭
（含瑞典、挪威）10天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北歐地區

｜行程詳情｜



真正悠閒慢遊的超值行程~深度探訪紐西蘭南島，瓦納卡、皇后鎮
連住2晚，國寶飯店-庫克山隱士飯店，瓦納卡水岸度假村，獨家
瓦納卡單車之旅，南阿爾卑斯高山景觀火車。

1. 有別於市場上的南島5天行程，特別企劃13天10晚慢遊
2. 全程指定歐洲遊覽巴士，給您更安心的旅遊保障！
3. 最短路線飛行，直飛北島奧克蘭。紐西蘭國內段班機，省時省車
程，舒適便利。

4. 深度探訪南島4大地區：西部海岸區、中部湖區（皇后鎮、瓦納
卡）、峽灣國家公園、庫克山國家公園。

5. 獨家安排：瓦納卡湖畔單車、越野車淘金之旅、來去農莊住一晚
6. 特別企劃：福斯冰河谷輕健行、米佛峽灣巡弋、庫克山冰河船探
險、瓦特峰高原牧場＋古董蒸汽船、包伯峰登高(纜車登高包伯峰
晚餐＋LUGE溜溜車)、 蒂阿瑙夜訪藍光螢火蟲、天空之塔、搭
乘南阿爾卑斯高山景觀火車

7. 嚴選飯店品質與地點，瓦納卡、皇后鎮各安排連住2晚，保證入住
國寶級飯店「隱士飯店」。

紐西蘭南島13天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紐澳
大洋洲地區

｜行程詳情｜



孔子故鄉曲阜、五嶽之首泰山、歐風度假青島、風箏之都濰坊、
泉都古城濟南，深厚文化底蘊，大氣磅礡山水，我們用心安排帶
您【品味山東】。山水聖人，文化聖地，好客山東～歡迎您！

【品味山東】三排商務椅、孔府
鮑魚美食宴、子彈列車、山東全
覽八日遊●全程國際五星酒店

行程特色

金質旅遊
行程得獎精選

出境旅遊類

華北地區

1. 安適交通～使用３年內２５人以上座三排商務椅大車。

2. 嚴選旅宿～全程保證入住國際5星酒店。

3. 精選景點～精心安排當地經典必遊景點，合理安排遊覽時間。

4. 美食饗宴～「香宮─孔府菜」、「濟南泉水宴」、「德式風味餐

+鮮啤酒暢飲」、「鮑魚海鮮蒸鍋+銅盤烤肉+啤酒暢飲」、晚餐

保證人民幣100元

5. 出團保證～出團人數保證不超過25人，保證無購物站、無車購、

無自費。

6. 優質領隊～安排旅客滿意度90分以上的優良領隊

7. 貼心安排～提供耳機導覽、Wi-Fi機、子彈列車一等座(商務席)、

景區電瓶車等。

用心安排，貼心規劃，品味山東，最佳選擇。
｜行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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