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半島悠遊【全年度適用‧週日出發】 
 焢窯、雙手作、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後壁湖半潛艇、關山夕照 

親子闔歡四天 
   

 

 
 
行程特色 
-墾丁華泰瑞苑連泊二晚、高雄時尚旅宿 Hotel dùa一晚 

-傳統焢窯、華泰瑞苑沐餐廳、森食堂新台菜海鮮料理、波波廚房老屋義式風味料理 

-親子手作：潘氏農場鴨蛋、阿信巧克力農場 

-陸海生態認識：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後壁湖半潛艇 

-悠閒樂活享受：華泰瑞苑戶外景觀泳池、後壁湖白砂灣、夜間觀星 

行程售價 (十人即可成行, 十人以下價格另洽) 

房型 價格 

雙人房 1/10、1/17、2/7、3/7、3/21、4/11、4/18、5/16、5/30、6/6、6/27，週日出發 25,900/每人 

孩童價格(與二位大人同住) X 

6歲-11歲孩童(佔床、含飯店早餐、午晚餐、交通、門票、保險、小費)  

(Hotel dùa無法加床；華泰瑞苑可加一床) 

18,900/每人 

6歲以下孩童(不佔床、不含午晚餐；含飯店早餐、交通、門票、保險、小費) 7,900/每人 

※訂金 1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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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門票入內參觀    ▼ 表示徒步遊覽 

當地導遊聘有〜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恆春市鎮 

【行程內容】 

DAY1 高鐵左營站→台糖高雄花卉農園中心→時尚設計旅宿 
09:30 高鐵左營站集合 

10:30 抵達可體驗農村鄉下焢窯，佔地達 15.19 公頃的★台糖高雄花卉中心 

13:00 焢窯午餐 

17:00 前往旅館 check-in 

18:00 晚餐，可自行前往六合夜市享用小吃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傳統手工焢窯 

晚餐：發餐費自理 300 元/人 

住宿：4 ★ 潮流時尚旅宿 Hotel dùa 或 比歐緻居  或同級 
門票：台糖高雄花卉中心焢窯 
※台糖高雄花卉中心亦可自費體驗打漆彈、玩賽車 

【台糖高雄花卉中心】 

園區內分「農業體驗區」有自然生態園區、原生植物園區。「遊憩體驗區」包含烤肉土窯休閒區、Go Kart 小型賽車、

漆彈場、台糖冰品冷飲小舖、草坪遊憩區、五分車花園廣場，綠色隧道，蜜蜂園地（橋頭蜂蜜產銷一班蜂蜜產品），蓮

花池、觀鯉池（內有綠頭鴨、錦鯉群、白鷺鷥。）並設有盆栽區、假日花市（陳列各類花卉、盆栽，庭園景觀設計、造

景等服務，以及花卉園藝 DIY 戶外教學)。 

【Hotel dùa】 

dùa，是以人為主。dùa，是旅人移動中的安穩，是旅行途中的一段開心歲月。 

源自閩南語〝住〞諧音的 dùa，希望將台灣以人為主的居住概念，結合在地人的熱情。在貼心設想的美好空間中，讓旅

客入住之際就感到身心舒暢，隨時都感受到心中 dùa 著一股溫暖。步行至美麗島捷運站只要 5 分鐘 

選用入住 10 坪房, 設備包含一大床(180cm X 200cm) 席夢思獨立筒床、Panasonic LED 42 吋電視、TOTO 免治馬桶、

浴缸、minibar 飲料免費享用、雙人沙發 

 
 
 
 
 
 
 
(圖片出處: https://hoolee.tw/taisugar-flower-center/) 

DAY2 時尚設計旅宿→四重溪→恆春 

09:30 前往屏東四重溪 

11:30 午餐 

13:30 抵達以溫泉土出產各類鴨蛋製品聞名的★潘氏農場，並手作鹹鴨蛋伴手禮 

16:00 參觀★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 

17:30 前往旅館 Check-in，並享用晚餐，餐後可自由參加旅館安排之▼觀星活動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曾家小棧 

https://tsc35.taisugar.com.tw/gallery/Details.aspx?Parser=16,6,85,41,,,,1
https://www.hoteldua.com/pagestyle4a.php?lang=tw&selected=3&id=210&block_id=193
https://www.briohotel.com/
https://hoolee.tw/taisugar-flower-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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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旅館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4 ★ 華泰瑞苑  或 海灣森林  或同級 

門票：潘氏農場、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 
【潘氏農場】 

潘氏農場設於民國 63 年，當時為配合耕稻收成，而開始養鴨子來除掉收成後留在田地裡的害蟲，最早由 80 隻鴨子，面

積 15 坪開始，經 30 年的擴充，為四重溪紅仁鴨蛋的開山始租，目前鴨場有 1500 隻鴨子，農場面積約 4000 坪，月產

合計約四萬多粒紅仁鴨蛋、溫泉皮蛋及溫泉鹹鴨蛋。產出的蛋膽固醇含量比一般市售鴨蛋低４分之１，非常具有健康概

念，而且打出來的蛋非常的飽滿且三色分明，可以清楚的看出蛋黃、濃蛋白和稀蛋白的差異，將打出來的蛋直接拿在手

上也不會散開而是牢固的凝在手上，讓人驚艷。 

【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 

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飼養著親人的梅花鹿，牠們喜歡與遊客互動，你可以隨時擁抱梅花鹿、餵食梅花鹿，享受梅花鹿貼

心的撒嬌。小鹿們用黑曜石一般濕漉漉的大眼睛望向遊客的模樣讓人融化。爸爸媽媽一定要帶小朋友來認識一下超級可

愛又有人氣的梅花鹿，真實地觸摸、餵食體驗，絕對讓小朋友開心之外，還能獲得課本上學不到的知識。 

 

 

 

 

 

 
 

(圖片出處: 高雄市資訊協會、https://nikitarh.pixnet.net/blog/post/5767165) 

【華泰瑞苑】 

因為獨特的山水靈氣，華泰瑞苑當年被總統蔣介石選定為南台灣度假行館之一，然而隨著時光更迭，曾有的耀眼光環逐

漸被其他新興旅遊景點所掩蓋。2012 年，華泰大飯店集團接續經營，重新打造這處秘境，不僅重現當年絕代風華，更讓

華泰瑞苑成為台灣唯一加入 Design Hotels™聯盟的度假設計酒店。豐富的自然生態遊程活動設計之下，更是亞洲唯一入

選全球十大國家公園旅宿的度假飯店，這樣的用心與細緻，吸引了無數旅人留駐，名列 TripAdvisor 屏東區最受歡迎的

度假飯店，也成功讓這顆曾經遺世的珍珠，再度在世界上綻放光芒。 

 

 

 

 

 

 

 

 

https://www.gloriamanor.com/tw/
https://www.bayforesthotel.com/about/
https://nikitarh.pixnet.net/blog/post/5767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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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恆春→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後壁湖→恆春 

08:30 前往★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在導遊帶領下，一訪臺灣獨有的季風雨林及高位珊瑚礁林，欣賞石灰岩溶洞地形 

12:30 午餐 

15:00 ★後壁湖半潛艇 

16:00 墾丁白砂灣海灘自由活動，可沙灘漫步、潮間帶觀察等 

18:00 至關山欣賞經 cnn 票選為全球十二大夕陽之一的★關山夕照 
19:00 晚餐，餐後返回旅館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冒煙的喬美墨風味料理 

晚餐：森食堂新台菜海鮮料理 

住宿：4 ★ 華泰瑞苑  或 海灣森林  或同級 

門票：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後壁湖半潛艇、關山夕照 

註：關山夕照依日落時間調整，冬季日落時間約 17:15；夏季日落時間約 18:40 

若遇天氣不佳，則提前前往餐廳享用晚餐，並退費 60 元/人 

【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 

墾丁森林遊樂區是臺灣第一座熱帶植物林，由林務局經營管理，面積為 75 公頃，海拔高度約 200-300 公尺。 

園區現有植物千餘種，其中外來引進者 325 種，仙人掌則有 70 餘種。另外，在墾丁的海岸林邊還有許多重要的野生植

物，例如素有「墾丁之花」封號的棋盤腳，就是臺灣瀕臨絕種植物之一；它們生長在南臺灣海岸，果實外型有如肉粽、

又像古代棋盤的腳，其花朵只在夜間開放，天一亮即凋謝，非常珍貴。 

遊樂區內遍佈玲瓏怪異的珊瑚礁岩，奇異天成，林相及風景均極優美。遊樂區內景色特多，最著名的有：觀海樓、花榭、

望海台、墾丁海灘、珊瑚礁群、石筍寶穴、仙洞、一線天、棲猿崖、迷宮林、第一峽、垂榕谷、銀龍洞。 

【關山夕照】 

關山又名高山巖，距離蟳廣嘴約 4 公里，海拔高 152 公尺，山頂上視野廣闊，北望可見到大平頂傾斜台地的完整剖面及

沿途漁村的旖旎風光，向東可眺望龍鑾潭及鵝鑾鼻的優美景緻，為本國家公園極佳眺望及觀賞夕陽西下的地點。 

全區為隆起珊瑚礁組成，依據碳同位素定年資料，這些珊瑚礁岩層上升的速率每年大約 5 公厘，換句話說全區為隆起珊

瑚礁組成，依據碳同位素定年資料，這些珊瑚礁岩層上升的速率每年大約 5 公厘。 

山頂上有一依珊瑚礁岩建造的廟宇，為臺灣其它地區所罕見，因奉祀福德正神故又稱福德宮。 

  

 

 

 

 

 

 
 
 
(圖片出處: https://udn.com/news/story/7327/4144888)  

(圖片出處: https://hk.trip.com/travel-guide/pingtung/keng-ting-sea-world-13384520/) 
 

  

https://www.gloriamanor.com/tw/
https://www.bayforesthotel.com/about/
https://udn.com/news/story/7327/4144888
https://hk.trip.com/travel-guide/pingtung/keng-ting-sea-world-1338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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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恆春→萬里桐→高鐵左營站 

09:00 今日不晨喚，您可睡到自然醒，恣意享受旅館設施，包括戶外泳池、親子互動空間等 

11:30 前往恆春市鎮 

12:00 午餐 

13:30 市區觀光，參觀▼老街、▼城門、▼電影拍攝景點 

15:00 前往萬里桐★阿信巧克力農場，了解巧克力的前世今生，並可手作專屬巧克力小點心 
17:00 搭車返回高鐵左營站 

19:00 抵達高鐵左營站，結束四天三夜親子闔歡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波波廚房老屋義式風味料理 

晚餐：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門票：阿信巧克力農場 

【阿信巧克力農場】 

全臺唯一面積萬坪巧克力生態農場，2 萬顆可可苗、300 顆可可樹。從可可種苗到製成巧克力，一站式寓教於樂，同時全

區施行無毒有機農法，培育台灣特有種牛樟、肖楠木，並有巧克力 DIY 體驗活動。 

 

 

 

 

 

 

 

 

 

 

  

https://margaret.tw/post-4455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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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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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理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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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車船調度、天候、風浪，而有前後順序對調，若有調整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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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人房加價費用，請洽詢業務專員。 

6. 如有特殊餐食需求，請於報名時事先向業務員通知。 

 
（航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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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