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綠島島機機車車環環島島小小夜夜曲曲      ＊＊朝朝日日溫溫泉泉星星空空 ssppaa 樂樂        ＊＊原原生生嚐嚐鮮鮮農農情情綠綠意意趣趣      ＊＊休休閒閒渡渡假假海海島島采采風風  
報報名名網網址址：：hhttttppss::////ddooccss..ggooooggllee..ccoomm//ffoorrmmss//dd//11__BByyqq99ddDDDDFFSSSSJJQQbbssll99ii66__JJDDLL99ggRR77EEffvvwwoo55ccddjjooBBhhww22OOUU//eeddiitt  
報報名名截截止止日日期期：：110066..55..1100((三三))截截止止  
第一天 南迴- 台東午餐- 富崗碼頭- 綠島- 自費體驗趣- 晚餐- 海底溫泉夜遊  宿: 綠島  
◎ 台北出發者:  搭立榮班機~ 松山起飛 10:00 / 到達台東 11:00;  或者火車:  07:40/ 11:24 ; 07:58/ 12:35 

**上列時間謹提供參考，正確班次請以訂到之車次, 班次為準！ 
06:50 集合~  07:00 專車開出~~~欣賞南迴公路沿途的風光！           
11:50 台台東東米米巴巴奈奈餐餐廳廳享享用用原原味味風風味味餐餐！！  餐 標:3200/桌 (含二瓶飲料) *餐後前往碼頭準備搭船。 
13:10 到達富岡碼頭準準備搭船！~~~ 13:30 豪豪華華遊遊艇艇開開出出~~~~~~~~14:20 綠綠島島到到了了::  全島由火山集塊岩

所構成，長年受海水侵蝕風化，而形成多變的海岸景觀。擁有罕見的海底溫泉，美麗的珊瑚及海
濱生物的海底繽紛世界，可謂為世界級的自然景觀~ 到達後前往飯店，宿:  亞亞曼曼尼尼渡渡假假旅旅店店  

15:00 體體驗驗活活動動自自費費時時間間::  浮潛或玻璃船體驗活動二選一:  提供全套浮潛裝備及專業的浮潛教練陪同
您徜徉在擁有世界級的絢麗海底景觀的綠島。…或三五好友可自行騎著摩托車隨意逛逛，體驗在
島上尋寶的樂趣。結束精彩有趣的體驗活動後，您一定累了吧？接往飯店稍做梳洗休息一下哦~~~ 

18:30 享享用用自自助助 BBBBQQ 烤烤肉肉風風味味晚晚餐餐！！    餐 標:260/人 (含飲料)  
20:00 朝朝日日溫溫泉泉泡泡湯湯星星空空 SSPPAA::海底溫泉位於大湖滾水坪海岸之珊瑚礁中，泉源從海邊礁石中溢出， 
     清澈透明，享受在月色星光下泡湯的樂趣！不泡湯者可進行一趟綠島夜探險之旅；尋找椰子蟹、 
     梅花鹿身影….體驗綠島夜的另一個樂趣。 
 
第二天 機車環島采風行- 風味餐- 遊艇- 台東- 大坡池采風- 飯店閒情+晚餐  宿: 同上  
07:30 享用飯店內中式早餐！ * 餐後準備進行一趟精彩的環島之旅。 
08:30 機機車車環環島島逍逍遙遙遊遊尋尋找找星星沙沙::  主要風景據點大多分部在一條長約 16.3 公里的水泥環島公路上，包

括有~南寮灣~ 綠島燈塔:中寮村緊鄰綠島西北岬的鼻頭角，岬上設有高 33m 的白色燈塔一座，此即
著名的綠島燈塔~綠綠島島公公園園~~將將軍軍岩岩~~樓樓門門岩岩~~觀觀音音洞洞--  柚柚子子湖湖、海海參參坪坪，睡睡美美人人、哈哈巴巴狗狗等景觀地
形。綠綠島島溫溫泉泉、、船船帆帆鼻鼻、、馬馬蹄蹄橋橋、、龍龍蝦蝦洞洞、、烏烏鬼鬼洞洞；；；；大家騎著機車迎著徐徐的海風，在專業的
導遊帶領下好好欣賞綠島的美麗吧~ 

12:30 池池上上有有魚魚餐餐廳廳享享用用風風味味午午餐餐！！     餐餐  標標::22660000//桌桌  ((含含二二瓶瓶飲飲料料))     餐後大家可隨意逛逛逛，
順手買點伴手紀念品為精彩的綠島之旅留下美好回憶。 碼頭準備搭船前往台東~~~ 

14:30 豪華遊艇開出~  15:20 台台東東到到了了~~  琵琵琶琶湖湖散散策策~~  知知本本溫溫泉泉區區  
16:30 本日住宿~~知知本本金金聯聯溫溫泉泉飯飯店店::  酒店簡潔洗練的外觀搭配現代化的建築巧思，成為知本溫泉區內

閃耀的一顆星。整棟飯店皆採用天然石材打造，寬廣的空間讓旅客進入酒店就能脫下繁忙的外衣，

放下疲憊的身心，體驗一段美美的渡假心情。 或或宿宿::  鹿鹿鳴鳴溫溫泉泉酒酒店店  
18:30 飯飯店店內內享享用用中中式式風風味味晚晚餐餐！！餐 標:3600/桌(含飲料)餐後自由活動享受飯店內的各項設施 
20:00 自自由由活活動動時時間間:: 放鬆一下好好享受飯店內渡假休閒氣氛；靜賞山林月色、傾聽鳥叫蟲鳴之夜！ 
 
第三天  龍田單車人文高台鹿野行- 茶風味餐- 米國學校 DIY 趣- 東港晚餐- 溫暖的家  
07:30 飯店早餐！ * 餐畢大家自由活動時間！  

10:00 龍龍田田((日日本本遺遺跡跡))單單車車知知性性之之旅旅：：聳立壯觀的吉貝木棉樹；體驗兒時童玩竹筒炮震耳欲聾的爆炸

聲；感受生命與自然相結合的時刻；慈濟人尋根之旅的首站；古老的日式建築 70 多年的老校宿陪

伴著，一點一滴道出鹿野的古樸之美……高高台台茶茶園園及及眺眺望望台台賞賞景景::  錯落有致的茶園加上早期日

人在此開發的遺跡~站在高台上您可一覽無遺，且深深被這美麗的縱谷風光吸引哦~ 
  12:30 愛愛嬌嬌姨姨享享用用茶茶風風味味午午餐餐！！    餐餐  標標::22770000//桌桌  ((含含二二瓶瓶飲飲料料)) 一家專以茶入菜的餐廳，餐廳位於

茶區內四周風景優美，所有的菜一定會加入茶葉或綠茶粉、苦茶油，令料理較不油膩，有益健康哦！  
14:00 米米國國學學校校 DDIIYY 趣趣:: 由舊的碾米廠穀倉改建的米國學校，此處可以參觀各種不同種類的米，還有

從前碾米的器具等等，親手體驗碾製米的過程，不只好玩又有趣哦~ 上上車車準準備備回回程程！！    
18:30  東東港港晚晚餐餐    餐餐  標標::33330000//桌桌  ((含含二二瓶瓶飲飲料料))    台台北北回回程程::  班班機機 1188::1100//1199::1100    火火車車::1166::1155//2211::0000 
◎◎ 溫溫暖暖的的家家到到了了！！    結結束束三三天天愉愉快快的的綠綠島島星星月月之之旅旅！！  祝祝::  平平安安    順順利利！！  

※ 上列時間僅供參考，為操作行程順暢，依現場狀況本公司享有行程調整之權利， 請見諒！※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_Byq9dDDFSSJQbsl9i6_JDL9gR7Efvwo5cdjoBhw2OU/edit�
http://taitung.network.com.tw/1293.html�
http://taitung.network.com.tw/1287.html�
http://taitung.network.com.tw/1294.html�
http://taitung.network.com.tw/1296.html�
http://taitung.network.com.tw/1279.html�
http://taitung.network.com.tw/1284.html�
http://taitung.network.com.tw/1277.html�
http://taitung.network.com.tw/1285.html�


 

東風旅遊 ~ 綠島星月小夜曲 三日遊估價明細 

名稱 2017 校友會聯誼 台東綠島三日 人數 40 人 日期 6/24~ 6/26 

項目 內                     容 單 價 備   註 

交
通 

1. 五年內豪華大巴四排椅 43 人座三天當地用車及過路停車費:＄30000/台 

2. 司機領隊三天隨車服務小費及司領房住宿費:＄10000/台  

** 換搭南迴火車來回時每人補團費: 450/大人;  200/博幼 

＄1000 
40人/車 
估價 

住
宿 

 飯 店 房 型 / 每 間 備  註 四人房 二人房 

第一天 
綠島 (六) 

亞曼尼渡假旅店  

二人房: 3000/ 間 

四人房: 4600/ 間 
 依房型含早餐 

 
＄2600 

 

 
 ＄3450 

第二天 
台東 (日) 

金聯溫泉酒店 

二人房: 3900/ 間 

四人房: 5800/ 間 
依房型含早餐 

膳
食 

 D/1 D/2 D/3 

＄1800 

以 10 人/每

桌含 

飲料二瓶 

早餐 × 飯店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餐標: 3200/桌 餐標: 2600/桌 餐標: 270 

晚餐 餐標: 260/人 餐標: 360/人 餐標: 330 

門票 

綠島來回船票 團體票每人: 750  *小朋友: 460 元  

＄1300 

 

綠島機車(二人一部) 費用每人＄160   *未成年者不含 

  龍田單車+抵用券 費用每人$ 180    *未成年者不含 

    琵琶湖 團體票大人$ 50 ;   小朋友$ 20 

  米國學校 diy 活動費用: 160/人 

◎ 自費項目: 朝日溫泉券、浮潛及玻璃船 

其它 本公司操作服務費+ 200 萬旅行業綜合責任保險+10 萬醫療 ＄150  

每人 

單價 

四人房＄6,850 元 ； 三人房＄7,350 元 ； 二人房＄7,700 元 

※ 台北出發者外加交通: 台北-台東來回機票費: 3800 ; 來回火車票: 1500              

◎ 0~ 3 歲不佔床、不佔餐位、不含門票、有佔車位及機票船票＄1500  ( * 限未滿 110 公分) 

◎ 5~12 歲不佔床、有佔車位、有佔餐位、有含門票、含船票＄5200 

◎ 5~12 歲佔床依大人團費酌扣＄600 人 
◎ 年滿 12 歲者視同大人價！ 

備 

註 

1. 本估價單以每車 40 人；每餐以 10~11 人一桌 估價，人數不足時須補足車資及餐費，謝謝配合！ 

2. 本估價單已含 5 % 營業稅，每人每天贈一瓶礦泉水。 

3. 如有另行約定之事項,於合約書中明文列舉規定實施。 

4. 依觀光局頒佈-觀光法規第 31 條規定，投保旅行業綜合責任保險，保額：200 萬元+20 萬醫療，

已含於代辦服務費 

5. 本公司為提高旅遊品質，精選各地特色餐廳美食，只為給您最佳的風味美食饗晏。也因此針對

各餐廳的不同做了餐標的建議，但僅供參考！請貴單位仍依本身的預算為準做調整，謝謝！ 

 
 
 

東風旅行社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 282 號 12 樓   電 話:215-1885  

  熱氣球 Travel         專案服務人員：張  毓  娟  小姐    手 機:0918-616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