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與湖共眠 三天兩夜【2021 年 週一、三出發】 
日月潭雲品、涵碧樓、霧峰林家、車埕、九族文化村  

行程特色及售價 
- 【宿】二晚尊榮五星住宿 : 日月潭  雲品溫泉酒店 + 涵碧樓酒店 

- 【食】品嚐食材本身的香甜—日式蔬食餐廳「澄石心天畝」、雲品丹彤餐廳 Buffet、涵碧樓特製套餐 

- 【遊】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感受清代官宅、林班道體驗木工 DIY 的樂趣及成就感、於日月潭雲霧山林間慢活 

- 【念】每房贈送一本隨手翻紀念小相冊，為這趟旅程的每個精彩時刻，留下美好的回憶 

- 出發日期: 週一 2/1, 3/8, 3/22, 4/12, 4/26, 5/10, 5/24, 6/7, 6/21   週三 1/13 (若需另外出發日請另洽) 

- 10 人即可成行；10 人以下，售價請另洽； 太一老客人可享有 5%折扣 

- 訂金 NTD 5,000/每人 

 

- 1/13、2/1 出發團,售價加價 NTD300/人，兒童以及幼童不加價  

房型 價格/每人 

雙人房 25,900 元 

單人房 38,000 元 

三人房(三位大人: 雲品房型為兩中床；涵碧樓房型為雙房連通) *報名時請洽業務專員房況 25,300 元 

與兩大人同房之 4~11 歲兒童(兒童不佔床，含飯店早餐、午晚餐、交通、保險以及小費) 9,200 元 

與兩大人同房之未滿 4 歲幼童(幼童不佔床、飯店早餐幼童免費、無午晚餐，含交通、保險、小費及作業費) 2,000 元 



【 行程內容】★ 含門票入內參觀  ▼ 徒步遊覽 
DAY1  高鐵台中站– 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 – 午餐 – 車埕老街 – 雲品溫泉酒店 
09：00 高鐵台中站集合， 前往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 

09：30  抵達★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導覽解說(約 75 分鐘)&自由活動 

11：15  前往車埕享用午餐 

12：15  午餐 

13：15  前往★林班道體驗工廠天車椅 DIY  

13：45  ▼車埕木業展示館導覽 

14：00  自由時間~可深度探索車埕 

15：00  前往雲品溫泉酒店 

15：30  抵達雲品溫泉酒店，Check-in 享用飯店設施 

18：00  晚餐 

早餐：X       午餐：澄石心天畝蔬食餐廳 NTD500    晚餐：雲品丹彤餐廳 Buffet 

門票：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林班道體驗工廠天車椅 DIY 

住宿：5★ 雲品溫泉酒店 (經典湖景房)或同級 

DAY2  雲品溫泉酒店 – 金龍山觀景台 –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 涵碧樓 
10：30  集合前往金龍山觀景台 

10：50  抵達停車場，徒步前往▼金龍山觀景台，觀賞視野最為開闊的風景 

12：00  前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午餐自理後由領隊帶領乘坐★日月潭環潭遊船 

         活動參考: 

              日月潭環潭自行車道 - 曾被 CNN 評選為全球十大最美腳踏車道               

16：00  涵碧樓 Check-in 享用酒店設施 

18：00  晚餐 

早餐：酒店自助式        午餐：自理      晚餐：酒店特製料理 

門票：日月潭全程乘船券 

住宿：5★ 日月潭涵碧樓酒店 或同級 

註：涵碧樓房型以湖畔為主，若需加價升等湖景房，須於報名時詢問業務專員，價差需視實際房況而定。 

https://www.fleurdechinehotel.com/tw/index.php
https://www.thelalu.com.tw/zh-tw


 

DAY3  涵碧樓 – 日月潭纜車站 – 九族文化村(2~3 月賞櫻) –高鐵台中站 

               今日不晨喚，可盡情享受早晨寧靜且明亮的日月潭仙境(早餐供應時間為：07:00-10:30) 

11：00  集合前往日月潭纜車站 

11：15  抵達★日月潭纜車站，乘坐纜車前往九族文化村(約 7 分鐘) 

11：30  抵達★九族文化村，午餐自理，自由活動 

16：45  集合，活動結束，啟程前往高鐵台中站 

18：00  抵達高鐵台中站，快樂賦歸 

早餐：酒店自助式      午餐：自理       晚餐：X 

門票：九族文化村套票(含日月潭纜車券)  

 

 

霧峰林家是台灣五大家族之一，因其發跡於霧峰（古稱阿罩霧，

今台灣臺中市霧峰區）而得名。自 19 世紀中期以來，林家因協

助平定太平天國、戴潮春事件並參與中法戰爭，而掌有數千精

良兵勇，以及樟腦專賣權等特權，掌控了中台灣大量的田地，

進而成為清領時期以降台灣社會最具影響力的家族之一。日本

時期，霧峰林家與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鹿港辜家、高雄陳家

並列為「台灣五大家族」。 

霧峰林家祖籍-閩南漳州平和縣五寨鄉埔坪村，乾隆十一年

(1746)開台祖林石渡台，數十年間開拓有成，卻因林爽文事件

(乾隆五十二年，1787)牽連入獄而病逝。後(乾隆五十三年，

1788)在其子林遜遺孀黃端娘的帶領下，第三代林甲寅從原先大

里杙（今大里區）移居阿罩霧（今霧峰區），重新展開生活而

再次富裕興旺。  現稱霧峰林家係指林定邦、林奠國這兩支脈後代，林定邦後代稱為「下厝」，林奠國後代則為「頂厝」。林家發

展初期主要由下厝體系林文察、林文明、林朝棟、林祖密之軍功發揮其影響力；後期則是由頂厝體系林文欽、林獻堂及其堂兄弟

脫穎而出，擅長經商，並以支持藝文、社會運動聞名。 

 

 

 

車埕火車站建於日治時代，是集集支線鐵路的終點站，集集線

全長 29.7 公里，是台鐵支線中最長的一條鐵路，從二水站上

車，飽覽沿線風光，在穿越第五座隧道後，視野從隧道裡的一

片漆黑，到眼前藍天綠林的豁然開朗，有如進入桃花源般的意

境，因而又有「秘密花園」之稱。現在的車埕站風貌，經歷

921 地震的嚴重毀損後，由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使用原木

重建而成的，連站前的空地也使用原木鋪設，極富特色。現正

積極發展觀光，計劃以鐵道、電力、木材和酒莊產業為推動主

軸，希望再造往日榮景。 

 

 

 



 

 

 

北格頭、南二寮、中五城」素有台灣三大日出觀賞景點，其

中「中五城」指的便是魚池鄉金龍山。坐落於南投縣魚池鄉

大雁村槌子寮山，為現在所稱之金龍山，海拔約 820 公尺，

卻擁有雲海、琉璃光、曙光晨曦等難能可貴的高海拔地區景

色，因而成為臺灣中部首屈一指的低海拔迎曙光勝地，也是

攝影愛好者拍攝日出、雲海的好處所。 

 

 

 

 

 
日月潭位於臺灣南投縣魚池鄉，是一座美麗的高山湖泊。潭面 

以拉魯島為界，東側形如「日」，西側形如「月」，故名日月

潭。日月潭的美是由山與水共同交融而成，宛如圖畫山水，氤

氳水氣及層次分明的山景變化，一景一物渾然天成，詩畫般的

意境，因而享有臺灣八景的美譽。 

日月潭環潭公路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旗下生活旅

遊網站 CNNGO 選為全球十大最美自行車道。連結水社至向

山遊客中心約 400 公尺長的「水上自行車道」騎乘腳踏車行

經於此，更有水上行舟之感。環潭著名景點包含有：文武廟、

龍鳳宮、慈恩塔、永結同心橋、向山等都值得來探訪。 

 

 

九族文化村以日月潭纜車與日月潭緊緊相連，園區原住民文

化、歐洲花園、頂尖的遊樂設施聞名台灣，最熱門的設施包

括：西班牙海岸、「加勒比海探險」水上雲霄飛車、自由落

體 UFO、懸吊式雲霄飛車「馬雅探險」、金礦山、太空山 VR

等遊樂設施，而娜魯灣劇場「原住民歌舞表演」、九族廣場

「祭典會所」的祭典演出，更是遊客絕不能錯過的演出。 

 

 

 

 

照片來源: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官網 https://www.sunmoonlake.gov.tw/zh-tw  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 https://www.wufenglins.com.tw/  

貯木池  https://www.sunmoonlake.gov.tw/zh-tw/attractions/detail/197   雲品溫泉酒店 https://www.fleurdechinehotel.com/tw/index.php  

涵碧樓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thelalusunmoonlake/   九族文化村 https://www.sunmoonlake.gov.tw/zh-tw/attractions/detail/13  

https://www.sunmoonlake.gov.tw/zh-tw
https://www.wufenglins.com.tw/
https://www.sunmoonlake.gov.tw/zh-tw/attractions/detail/197
https://www.fleurdechinehotel.com/tw/index.php
https://www.facebook.com/thelalusunmoonlake/
https://www.sunmoonlake.gov.tw/zh-tw/attractions/detail/13


 

 

●費用包含 :  

1. 交通：專車 

2. 門票：行程表內有標示★符號即內含參觀門票 

3. 保險：旅遊責任險 200 萬意外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4. 小費：全程司機及導遊小費 

※  請留意 : 費用不包含行程表上私人消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費及私人交通費等。 

●注意事項:  

1. 行程景點安排會因住宿地點調整，若遇天候狀況導致景點順序調整之處，敬請見諒及配合。 

2. 如遇颱風、地震等大自然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延期出發或全額退費之權利。 

3. 部分天然景色受各景點當日氣候影響，屬不可抗力之因素，如未如預期欣賞到，請見諒。 

4.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必須團進團出 (特殊個別行程請報名時告知) 

5. 如有特殊餐食需求，請於報名時事先向業務員通知。 

 

 

（行程、飯店，安排均為暫訂，視實際安排情況調整 2020/12/10修正） 

《詳情請洽》 

太一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One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Web: www.t1tour.com.tw         10448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號 16樓 

電話：02-2567-3822  傳真：02-2567-3820  Email : info@t1tour.com.tw 

http://www.t1tour.com.tw/
mailto:info@t1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