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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49 

海外臺商旅行社 

9/20-10/20 
（擇期成團） 

宜花原民體驗 3 天 2 夜深度之旅 
10/10 國慶大會（協助僑胞集合參加） 
D1 臺北-宜蘭-/龜山島(賞鯨、登島)/林美石磬步道

/*中冠礁溪溫泉大飯店或同級 
D2 宜蘭火車站(搭乘臺鐵)-花蓮火車站-/小錐麓步

道/燕子口步道/*太魯閣晶英酒店或同級 
D3 綠水合流步道/野猴子探險樂源/花蓮文創園區

/-臺北 

吳翠萍 
電話：02-33224458 分機 31 
Email:caren@otcta.tw 

50 9/20-10/20 
（擇期成團） 

苗栗休閒溫泉三日遊 
10/10 國慶大會（協助僑胞集合參加） 
D1 臺北-南庄老街-獅潭仙三仙草-勝興車站-龍騰

斷橋/*西湖渡假村或同級 
D2 天空步道-苗栗客家文化館/苗栗客家大院/群

山步道/*泰安觀止溫泉會館或同級 
D3 客家圓樓/英才書院-臺北 

51 9/20-10/20 
（擇期成團） 

宜花東原民體驗五天四夜深度之旅 
10/10 國慶大會（協助僑胞集合參加） 
D1 臺北-宜蘭/龜山島(賞鯨、登島)/林美磬石步道/*
中冠礁溪溫泉大飯店或同級 
D2 宜蘭火車站(搭乘臺鐵)-花蓮火車站/小錐麓步

道/燕子口步道/*太魯閣晶英酒店或同級 
D3 綠水合流步道/野猴子探險樂源/花蓮文創園區

/*花蓮福容大飯店或同級 
D4 靜浦部落(搭船竹筏)-臺東史前博物館/*臺東桂

田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D5 鸞山森霖文化博物館-臺東機場(搭機返北) 

十八 52 瑞品旅行社 10/8-10/14 

綠野仙蹤臺灣東部 7 天 6 夜”鯨”喜雙十 
10/8 馬來西亞-桃園機場(航班待告知)-林口三井

OUTLET-中正紀念堂-臺北西門町商圈/*SLV 汽

旅/土城艾蔓汽旅 
10/9  新北/十分車站(天燈自費)-九份山城-採果體

驗趣/-宜蘭/國慶晚會/*宜蘭友愛大飯店 
10/10 宜蘭/蘇澳新搭乘火車至新城/-花蓮/太魯閣

國家風景區(長春祠.牌坊)/花蓮金三角商圈

/*花蓮哲園/碧海藍天飯店 
10/11 花蓮/賞鯨豚(註:遇不可抗拒之自然因素，更

改為海洋公園)/花蓮東大門夜市/*花蓮哲園

/碧海藍天飯店 
10/12 花蓮/搭乘火車至蘇澳/-宜蘭/蘇澳南天宮-金

車威士忌酒廠-宜蘭香格里拉農場(搓湯圓

范姜佩宜 
電話：02-2592-1110 
Email:pan_op1@hotmai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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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打陀螺.民俗活動)/*宜蘭香格里拉農場 
10/13 宜蘭/途徑雪山隧道/-臺北/忠烈祠/101 大樓

(登頂自費)/五分埔/鳳梨酥 DIY/士林夜市/*
臺北富信/白金花園 

10/14 桃園機場(OD633-1245/1730)-馬來西亞 

53 10/8-10/14 

2018 歡慶雙十臺灣 7 天 6 夜樂淘之旅 
10/8  馬來西亞-桃園機場(航班待告知)-飯店自由

活動-*西門星辰/儷萊/華麗/伊樂園 A 館 
10/9  菁桐車站-平溪支線小火車-十分老街-九份-

車遊陰陽海-參加國慶晚會/*礁溪山泉溫泉

飯店 
10/10 金車蘭花園-蔥明玩家 DIY-幾米公園(飛天火

車)-採果體驗-臺中逢甲夜市-*臺中星動銀

河/塔木德-原德館-西悠 
10/11 日月潭風景區(含遊湖)-文武廟-酒甕隧道-入

住休閒農場(含門票/專人導覽/夜間 DIY 活

動)-*臺一休閒農場 
10/12 紙箱王創意園區-大湖草莓酒庄-內灣老街-
新竹城隍廟小吃-*新竹薇閣精品汽旅 
10/13 士林官邸-臺北 101(登頂自費)-國父紀念館-

饒河夜市-*臺北富信二館/洛碁松山/洛碁南

港 
10/14 桃園機場(航班待告知)-馬來西亞 

54 10/8~10/14 

2018 年雙十國慶 臺灣 7 天 6 夜親子樂活之旅 
10/8 馬來西亞-桃園機場(航班待告知)-中正紀念堂

-臺北西門町-*臺北富信二館/洛碁松山/洛碁

南港 
10/9 野柳地質公園-九份老街-參加國慶晚會/-*礁

溪溫泉飯店 
10/10 幾米公園-中社花市-臺中國家劇院(展覽自

費)-*臺中星動銀河/塔木德-原德館 
10/11 義大世界主題遊樂園(午餐園區內自理)-新
崛江商圈-*高雄蒂亞/國際星辰/香富 
10/12 日月潭伊達邵老街-文武廟-彩虹眷村-臺中

逢甲夜市-*臺中拓程商旅/碧根 
10/13 士林官邸-臺北 101(登頂自費)-維格伴手禮-
士林夜市-*大直薇閣/莎多堡汽旅 
10/14 桃園機場(航班待告知)-馬來西亞 

55 10/5~10/11 
2018 歡慶雙十臺灣西線高進北出之旅 
10/5 馬來西亞-小港機場(D7374-0900/1325)-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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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旗津老街-夢時代購物’商城(摩天輪自

理)-*高雄蒂亞/香富飯店 
10/6 蓮池潭風景區:春秋閣/龍虎塔-果園採果趣-走

馬瀨休閒農場(遊園車導覽-體驗碰碰船,射箭,
夜間 DIY 活動)-*走馬瀨休閒農場(蘭花會館) 

10/7 日月潭風景區(含遊湖)-文武廟-彩虹眷村-臺
中逢甲夜市-*臺中拓程/永悅/星動銀河 
10/8 忠烈祠-臺北 101(登頂自費)-漁人碼頭-淡水老

街-士林夜市-*SLV/土城艾蔓精品汽旅 
10/9 十分車站(4-6 人一顆天燈)-九份山城-宜蘭雙

十國慶晚會/-*礁溪山泉溫泉飯店 
10/10 士林官邸-維格餅家(含鳳梨酥 DIY)-中正紀念

堂-臺北西門町商圈-*臺北樂客/富信二館 
10/11 桃園機場(D7373-1555/2030)-馬來西亞 

十九 
 
 

56 

寶鑽旅行社 

10/9-10/11 

臺灣東部花蓮三日自由行 
D1 臺北火車站-雪山隧道-午餐-太魯閣國家公園

(因近期颱風影響,部分路段恐會受損,行程會視

當時安全裝況走之,如:砂卡噹步道、長春祠、布

洛灣遊憩區、九曲洞步道等)-晚餐-*花蓮伊達斯

精品酒店或同級飯店或旅館 
D2 花蓮飯店或旅館-鯨世界賞鯨-午餐-半手禮(花

蓮麻糬)-吉安慶修院-東華大學-晚餐-花蓮國慶

煙火(本行程第二天為 2018 年 10 月 10 日時，

本行程特別安排為晚上參觀國慶煙火)-*花蓮飯

店或旅館 
D3 花蓮飯店或旅館-七星潭-清水斷崖-午餐-南方

澳珊瑚媽祖廟-湯圍溝公園-晚餐-臺北火車站 
承辦人員 

電話：03-2133311；03-2133800 
Email:prediamond032133311@gmail.com 

57 10/8-10/10 

臺灣東部宜蘭三日自由行 
D1 臺北火車站-雪山隧道-湯圍溝公園-午餐-梅花

湖風景區-晚餐-*宜蘭縣飯店或旅館 
D2 馬告生態公園神木區(午餐)-晚餐-宜蘭國慶晚會

(本行程第二天為 2018 年 10 月 9 日時，本行程

特別安排為晚上參觀國慶晚會)-* 宜蘭縣飯店

或旅館/臺北飯店或旅館 
D3 南方澳內碑海灘情人灣、進安宮-午餐-五峰旗

風景區-臺北火車站 
    2.臺北國慶大會-午餐-臺北 101-臺北火車站 

二十 58 臺灣星浩旅行社 10/6-10/10 
雙十國慶臺灣五日行程 
D1 早上臺北集合出發-AM09:00 專車前往市區觀

光/忠烈祠-中正紀念堂-中國寺廟-晚餐-士林夜
蔡念慈 

電話：02-25677056 
Email:love66612366@gmail.com 



旅行
社 

序號 

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市-*松哖酒店/駿宇飯店或同級 
D2 臺北-臺東-*峇里商旅/娜路彎花園酒店或同等

級 
D3 臺東-伯朗大道-金城武樹-花蓮-自強夜市-*洄瀾

客棧/成旅晶贊飯店或同等級 
D4 花蓮-宜蘭-宜蘭傳藝中心-午餐-幾米主題廣場+

丟丟噹森林+幸福轉運站-參加國慶晚會-晚餐-*
德陽川泉旅/麗翔酒店或同等級 

D5 宜蘭-臺北-臺北 101 商圈自由活動-午餐-象山親

山步道-四四南村-西門町商圈-晚餐-行程結束 

廿一 

59 

歡樂佳期旅行社 

10/4-10/10 

臺灣西線七天六夜遊 
10/4 接機-僑胞接待服務處報到-*洛碁松江飯店或

同級 
10/5 臺北-日月潭(含遊湖)-山地農特產-清境青青

草園/紙箱王/*峻悅空中花園或同級 
10/6 臺中-彩虹眷村-高雄-崗山之眼天空步道-佛陀

紀念館-六合夜市-高雄華園飯店或同級 
10/7 高雄-龍虎塔-黃金波羅城-珍珠展示中心-彩虹

眷-臺中-逢甲夜市-*臺中塔木德飯店原德館

或同級 
10/8 臺中-果園採果-臺北-九份-十分老街(含天燈)-
士林夜市-*臺北麗京棧酒店或同級 
10/9 臺北-雪山隧道-葛瑪蘭威士忌酒廠-蘭花園-傳

統藝術中心-出席國慶晚會-*宜蘭山泉飯店或

同級 
10/10 臺北送機 姚智清 

電話：02-29262762 
Email:joytour.anthony@gmail.com 

60 10/4-10/11 

臺灣精緻西線遊八天七夜 
10/4 接機-僑胞接待服務處報到-*洛碁松江飯店或

同級 
10/5 臺北/中社花市/日月潭(含遊湖)/山地農特產/
逢甲夜市/*臺中星動銀河酒店或同級 
10/6 臺中/高雄/崗山之眼天空步道/客家民俗村/佛

陀紀念館/六合夜市/*高雄華園飯店或同級 
10/7 高雄/天長地久橋/茶葉館/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姊妹潭,受鎮宮)/*阿里山閣飯店或同級 
10/8 阿里山/彩虹眷村/金勇番茄園/臺北/忠烈祠/

天祿藝術中心/士林夜市/*臺北麗京棧酒店

或同級 
10/9 臺北/雪山隧道/葛嗎蘭威士忌酒廠/蘭花園/傳

統藝術中心/出席國慶晚會/*宜蘭山泉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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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級 
10/10 宜蘭/臺北/九份/十分老街(含天燈)/臺北

101/西門町/*臺糖臺北會館或同級 
10/11 臺北/送機 

61 10/5-10/12 

臺灣環島八天七夜 
10/5 接機-僑胞接待服務處報到-*中源飯店或同級 
10/6 臺北/中社花市/日月潭(含遊湖)/山地農特產/

彩紅眷村/逢甲夜市/*臺中愛麗絲國際飯店

或同級 
10/7 臺中/天長地久橋/茶葉館/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姊妹潭,受鎮宮)/*嘉義東方明珠飯店或同級 
10/8 嘉義/崗山之眼天空步道/高雄/佛陀紀念館/六

合夜市/*高雄西子彎飯愛河館或同級 
10/9 高雄/龍虎塔/光之穹頂彩繪玻璃/駁二藝術特

區/維格餅家黃金波羅城堡/*臺東 F HOTEL 知

本館或同級 
10/10 臺東/池上飯包文化故事館/花蓮/太魯閣/燕

子口/出席國慶煙火會場/*花蓮藍天麗池酒

店或同級 
10/11 花蓮/靈芝茶藝館/南方澳南天宮/雪山隧道/
臺北 101 購物中心/西門町/*臺北臺糖臺北會館或

同級 
10/12 臺北/野柳/九分/送機 
 

62 10/8-10/14 

臺灣山林之美七天六夜遊 
10/8 接機-僑胞接待服務處報到-*洛碁松江飯店或

同級 
10/9 臺北/雪山隧道/葛嗎蘭威士忌酒廠/蘭花園/傳

統藝術中心/出席國慶晚會/*宜蘭山泉飯店

或同級 
10/10 宜蘭/蘇花公路/清水斷崖/太魯閣牌坊/燕子

口/東大門夜市/*蓮藍天麗池酒店或同級 
10/11 花蓮/大理石廠/阿美歌舞秀/靈芝茶藝館/火

車往宜蘭/臺北/臺北 101 購物中心/饒河夜市

/*中源飯店或同級 
10/12 臺北/日月潭(含遊湖)/山地農特產/九族文化

村(含纜車)/逢甲夜市/臺中塔木德飯店原德

館或同級 
10/13 臺北/中社花市/臺北/淡水漁人碼頭/中正紀

念堂/鳳梨酥伴手禮/西門町/臺北臺糖會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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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級 
10/14 臺北/送機 

廿二 

63 

交通旅行社臺北分
公司 

10/9-10/13 

臺北國慶五天團 
10/9 香港-臺北-機場接機僑委會辦理手續/-宜蘭/
國慶晚會-*有園飯店或同級 
10/10 早餐-國慶大會-西門町/*有園飯店或同級 
10/11 臺北-飯店早餐-雪山隧道-宜蘭/烏石港/搭船

出海賞鯨豚/午餐/羅東林業園區-幾米公園

/*有園飯店或同級 
10/12 臺北-飯店早餐-九份老街-十分(放天燈 4 人

盞)-午餐-101 購物中心-饒河夜市-*有園飯店

或同級 
10/13 臺北-飯店早餐-漁人碼頭-淡水老街-午餐-桃
園-桃園國際機場-香港 

承辦人員 
電話：02-25315580 
傳真：02-25315550 

64 10/6-10/12 

國慶高北七天團 
10/6 香港-小港國際機場接機-午餐-佛光山-佛陀紀

念館-捷運美麗島站-瑞豐夜市-*國際星晨飯

店或同級 
10/7 安平老街-安平古堡-午餐-日月潭(含遊湖)-臺
灣地理中心碑-*泰雅渡假村或同級 
10/8 高美濕地-彩虹眷村-午餐-外觀國家歌劇院-宮

原眼科-柳川綠園道-逢甲夜市-*臺中香富飯

店或同級 
10/9 南庄老街-勝興車站-龍騰斷橋-午餐/-宜蘭/國

慶晚會-西門町-*儷萊飯店或同級 
10/10 參加國慶大會/*儷萊飯店或同級 
10/11 九份老街-野柳-午餐-金山老街-漁人碼頭-北

投地熱谷-士林官邸-士林夜市-*儷萊飯店或

同級 
10/12 早餐後自由活動-送機 

廿三 65 品樂旅行社 10/11-10/13 

清境合歡山日月潭 好山好水游(中部) 
10/9 10/10 10/10 國慶晚會 國慶大會 國慶焰火 
三選一 
D1 臺北火車站-臺灣客家文化館-清境午餐-清境農

場-*佛羅倫斯山莊(或同等級) 
D2 酒店出發-合歡山半日遊(鳶峰、昆陽、武嶺、石

門山步道)-清境雲舞樓餐廳-*日月潭馥麗溫泉

飯店(或同等級) 
D3 酒店-日月潭遊艇遊湖-一味無二綠食坊-和菓森

林-紅茶製茶體驗-溫暖的家 

劉淑美 
電話：02-25415668 
Email:may@pinlatour.com.tw 



旅行
社 

序號 

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66 10/9-10/11 

穆斯林‧溫泉‧美食(東部) 
D1 臺北火車站-鵝山茶園-創意料理午餐-傳藝中心

(傳藝 DIY 活動+園區活動) –*礁溪老爺(或同級

飯店) –國慶晚會 
D2 酒店-宜蘭火車站-花蓮火車站-山月村原住民風

味餐-太魯閣國家公園-*花蓮悅來大飯店(或同

等級) –國慶煙火 
D3 酒店-樹屋原住民體驗-櫻之田野-花蓮十鼓劇場-
阿美小米館-花蓮火車站-台北火車站 

廿四 

67 

宏祥旅行社. 

10/9-10/13 

歐洲梅蘭協會國慶團 
10/9 搭乘早班機抵達桃園機場-專人專車接機-出發

行程-總統府(途徑) –自由廣場-101 大樓(含觀

景台) –饒河夜市-*臺北碧瑤飯店 
10/10 享用早餐-專人專車接駁前往中正紀念堂參

加國慶大典-返回飯店-自由活動-*臺北碧瑤飯

店 
10/11 享用早餐-野柳地質公園-九份老街-黃金博物

館-*臺北碧瑤飯店 
10/12 享用早餐-蘭陽博物館-烏石港-乘船遊龜山島

賞鯨豚-*礁溪中冠大飯店 
10/13 享用早餐-太魯閣國家公園-七星潭風景區-*
花蓮富野度假酒店 

謝易穎 
電話：02-25635313 
Email:edisonts@ms6.hinet.net 

68 10/11-10/13 

大阪中華總會歸國慶賀團 
10/10 大阪中華總會總會長率團參加國慶大會 
10/11 臺北-野柳地質公園-九份老街-十分老街並施

放天燈 4 人一盞-*礁溪老爺酒店 
10/12 宜蘭文學館-設治紀念館-內城社區發展協會/

鐵牛力阿卡-金車威士忌酒廠*礁溪老爺酒

店 
10/13 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蘭陽博物館 

69 10/9-10/11 
10/10-10/12 

四海同心慶雙十(宜蘭、花蓮) 
D1 臺北-宜蘭文學館-設治紀念館-搭乘鐵牛力阿卡

遊內城-金車葛瑪蘭酒廠-*宜蘭香格里拉農場或

同級-國慶晚會 
D2 宜蘭-花蓮-七星潭-花蓮文創園區-鯉魚潭-立川

漁場-*花蓮煙波飯店 4*同級-國慶煙火 
D3 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風景區-經清水斷崖、雪山

隧道返臺北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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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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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廿五 

70 

東風國際旅行社 

10/8-10/15 

歡慶臺灣雙十國慶環島 8 日遊 
D1 抵達臺灣-*桃園翰品酒店或桃花園大飯店或桃

園晶悅大飯店或同級四星 
D2 臺北市區觀光-中正紀念堂-路過總統府-臺北

101 大樓-忠烈祠-西門町商圈-*板橋馥都飯店/
力麗哲園飯店/宜家商旅貨銅及四星 

D3 雙十國慶大典-前進臺中-臺中市政府七七亮點

計畫景點:高美濕地+臺中歌劇院-逢甲夜市-*臺

中威汀城市酒店或成旅晶贊或富信大飯店或臺

中假日飯店或同級四星 
D4 前進南投-日月潭(特別安排遊湖體驗)文武廟-

伊達郡碼頭-前進高雄-愛河-六合夜市-*高雄華

園大飯店或高雄城市商旅真愛館或高雄麗景大

飯店或同級四星 
D5 春秋閣、連池潭-佛陀紀念館-前進臺東-*知本溫

泉酒店/金聯世紀大飯店或鹿鳴溫泉酒店或同

級五星 
D6 臺東出發-馬太鞍生態園區(導覽+巴拉告體驗+

搗嘟侖)-光復糖廠-特別贈送當地伴手禮:花蓮阿

美麻糬一包-阿美舞表演-*藍天麗池大飯店或麗

軒國際飯店或花蓮力麗哲園飯店或同級四星 
D7 太魯閣國家公園巡禮:燕子口-長春祠-大理石工

廠-花蓮-宜蘭搭火車-宜蘭搭乘巴士返回臺北-
士林夜市-*馥都飯店/力麗哲園/宜家商旅或同

級四星 
D8 送機 

吳詩瑀 
電話：04-23591008 分機 202 
Email:djtourid@yahoo.com 

71 10/7-10/11 

歡慶臺灣雙十國慶 6 日遊 
D1 抵達臺灣-*桃園翰品酒店或桃花園大飯店或桃

園晶悅大飯店或同級四星 
D2 桃園飯店-埔里酒廠-日月潭國家風景區，日月

潭游湖體驗;加贈日月潭著名阿婆茶葉蛋每人

一顆-前往臺中逢甲夜市-*臺中威汀城市酒店或

成旅晶贊或富信大飯店或臺中假日飯店或同級

四星 
D3 臺中-前進新竹-客家季節限定:味衛佳柿餅觀光

工廠之美味柿餅 DIY-前進臺北-忠烈祠-臺北 101
大樓-士林夜市-*板橋馥都飯店/力麗哲園飯店/
宜家商旅或同級四星 

D4 中正紀念堂-龍山寺-搭乘火車前往花蓮-國慶煙

火慶典-*藍天麗池大飯店或麗軒國際飯店或花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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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蓮力麗哲園飯店或同級四星 
D5 太魯閣國家公園巡禮-大理石工廠-花蓮-宜蘭搭

乘火車-宜蘭搭乘巴士前往臺北-西門町商圈-*
板橋馥都飯店/力麗哲園飯店/宜家商旅或同級

四星 
D6 送機 

廿六 

72 

友茂國際旅行社 

9/20-10/20 
（擇期成團） 

(豪華團)醉情國之北疆-迷鹿大坵 愛上南北竿+莒

光四日 
10/10 國慶大會（協助僑胞集合參加） 
D1 松山機場-南竿機場-南竿戰爭文化巡禮-*夜宿

南竿地區飯店或民宿 
D2 早安南竿-梅花鹿天堂風光-南竿精彩半日遊-*
夜宿南竿地區飯店或民宿 
D3 早安南竿-南竿酒香之旅-東莒古堡情懷半日遊-

返回南竿-前往北竿-*夜宿北竿地區飯店或民

宿 
D4 早安北竿-北竿漫活之旅-機場松山機場，結束

四天旅遊時光，珍重再見 

連浩盛 

陳玉潔 

電話：02-25313631 
Email:lucy19721125@gmail.com 

73 9/20-10/20 
（擇期成團） 

(豪華團)醉情國之北疆-迷鹿大坵 愛上南竿+北竿

三日 
10/10 國慶大會（協助僑胞集合參加） 
D1 松山機場-南竿機場-南竿戰爭文化巡禮-*夜宿

南竿地區飯店或民宿 
D2 早安南竿-梅花鹿天堂風光-南竿精彩半日遊-*夜

宿南竿地區飯店或民宿 
D3 早安北竿-北竿漫活之旅-機場松山機場，結束

三天旅遊時光，珍重再見 

74 9/20-10/20 
（擇期成團） 

(豪華團)跳島輕旅行-離島風光(金門+澎湖+馬祖)j
五日之旅 
10/10 國慶大會（協助僑胞集合參加） 
D1 松山機場-金門尚義機場-金門輕旅行(金門迎賓

館、八二三戰史館、昇恆昌免稅店、特約茶室

展示館、山後民俗文化之旅、後浦小鎮(金城

模範街、邱良功母節孝坊、金城總比署)-*夜宿

金門恒昌渡假酒店 或同等級飯店 
D2 早安金門-金門輕旅行(葉華成故事館、翟山坑

道、莒光樓) –金門機場-馬公機場-馬公環島(通
樑榕樹、跨海大橋、二崁聚落…)-*夜宿馬公澎

湖-福彭喜來登酒店 或同等級飯店 
D3 早安馬公-馬公環島行(海洋牧場、樂釣海鱺、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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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花枝、魟魚共舞、碳烤牡蠣、海鮮粥品~無限

品嘗) –馬公市區觀光(天后宮、中央街、四眼

井、眷村文化、篤行十村) –馬公機場-松山機場

-馬祖機場-*夜宿南竿地區飯店:超 A 檔-日光海

岸度假村 或特色民宿 
D4 早安馬祖-北竿漫活行楊公八使廟、橋仔漁村+

漁業展示館、漫步芹壁閩東古厝、塘后日月沙

灘、大后山戰爭和和平紀念館) –媽祖文化園區

(天后宮、巨神象、昇天步道、祈願心願牌) -*
夜宿南竿地區飯店:超 A 檔-日光海岸度假村 或

特色民宿 
D5 早安馬祖-南竿戰爭文化行(雲臺山、民俗文物

館、馬祖風景管理處、北海坑道、鐵堡、240
巨砲連隊) –馬祖酒文化趣(馬祖酒廠、八八坑

道) –馬祖機場-松山機場-結束五天跳島輕旅

行，珍重再見期待再相見 

廿七 

75 

靚旅國際旅行社 

10/7-10/12 

臺灣國慶 6 日遊 
10/7 亞庇-桃園機場-大溪老街-臺中國家歌劇院-彩
虹眷村-逢甲夜市-*文華道或同級 
10/8 中社觀光花市-合興車站-內灣老街-淡水老街-
漁人碼頭-士林夜市-*西門星辰或同級 
10/9 幾米車站-金車酒廠-金車蘭花園-奇麗彎/珍奶

文化館-宜蘭國慶晚會-*和風嘉一或同級 
10/10 忠烈祠-士林官邸-天祿藝術中心-臺北 101(觀

景臺自費) –幾米月亮公車-四四南村-西門町-
西門星辰或同級 

10/11 臺北自由活動(不含車，不含導遊)-*西門星辰

或同級 
10/12 桃園機場-亞庇 張令昀 

電話：03-2120287 
Email:apple182530@hotmail.com 

76 10/8-10/14 

臺灣雙十歡樂遊 
10/8 馬來西亞-桃園機場-*麗京棧或同級 
10/9 九份老街-黃金博物館-淡水老街-漁人碼頭-臺

北 101(觀景臺自費)四四南村-西門町-*麗京棧

或同級 
10/10 國慶典禮大會-中社花海-彩虹大會-臺中歌劇

院-逢甲夜市-*中南海或同級 
10/11 佛陀紀念館-駁二藝術特區-哈瑪星鐵道文化

特區-愛河遊船-珍珠展示中心-瑞豐夜市-*
國際星辰或同級 

10/12 日月潭風景區-日月潭遊湖-文楚廟-原住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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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中心-沙巴溫泉-*沙巴或同級 
10/13 忠烈祠-士林官邸-陽明山花鐘-小油坑-天祿

藝術中心-士林夜市-*麗京棧或同級 
10/14 桃園機場-馬來西亞 

77 10/8-10/14 

臺灣雙十逍遙遊 
10/8 馬來西亞-桃園機場-*麗京棧或同級 
10/9 九份老街-黃金博物館-湯圍溝溫泉公園-宜蘭

國慶晚會-*和風嘉一或同級 
10/10 珍奶文化館-傳統藝術中心-中正紀念堂-臺北

101(觀景台自費) –四四南村-五分埔-饒河夜

市-*冠君或同級 
10/11 中社觀光夜市-高美濕地-彩虹眷村-臺中國家

歌劇院-逢甲夜市-*博奇或同級 
10/12 日月潭風景區-日月潭遊湖-文武廟-原住民特

產中心-沙巴溫源-*沙巴或同等級 
10/13 忠烈祠-士林官邸-陽明山花鐘-小油坑-天祿

藝術中心-士林夜市-*麗京棧或同級 
10/14 桃園機場-馬來西亞 

78 10/5-10/11 

臺灣國慶七日遊 
10/5 亞庇-桃園機場-和興車站-內灣老街-內灣百年

戲院-內灣吊橋-新竹城隍廟-*日月光或同級 
10/6 中社觀光夜市-彩虹眷村-臺中國家歌劇院-逢
甲夜市-*中南海或同級 
10/7 日月潭-向山觀景台-文武廟-原住民特產中心-
沙巴溫泉度假村-*沙巴或同級 
10/8 忠烈祠-士林官邸-天祿藝術中心-臺北 101(觀

景台自費) –幾米月亮公車-四四南村-西門町-*
西門星辰或同級 

10/9 幾米車站-金車酒廠-金車蘭花園-奇麗彎-珍奶

文化館-宜蘭國慶晚會-*西門星辰或同級 
10/10 臺北自由活動(不含車、不含導遊) –*西門星

辰或同級 
10/11 桃園機場-亞庇 

廿八 79 佳瑛旅行社 10/9-10/13 

5 天 4 晚臺灣之旅 
D1 接機桃園機場-臺北-故宮博物館-國慶晚會-礁溪

-*冠翔世紀飯店 
D2 礁溪-(火車) –花蓮-太魯閣-七星潭-國慶煙火-*花

蓮成旅晶贊飯店 
D3 花蓮-火車-宜蘭-野柳-九份老街-臺中-逢甲夜市

-*臺中 碧根大飯店 

許小姐 
電話：02-25016000 分機 28 
Email:eagletour01@hotmai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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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臺中-埔里-日月潭遊湖(遊湖) –玄光寺-文武廟-
臺北-士林夜市-*臺北城大飯店或城市商旅南東

館或同級 
D5 臺北-101 大樓(含登樓)-中正紀念堂-西門町-送
機 

80 10/9-10/12 

4 天 3 晚臺灣之旅 
D1 您的國家-桃園國際機場-前往宜蘭-參加國慶四

同心聯歡晚會-*Guan Xiang Century Hotel 
D2 宜蘭國立傳藝中心-專車前往臺北-龍山寺-中正

紀念堂-西門町遊覽購物-*Hotel B or silmilar 
D3 十分放天燈-野柳地質公園-臺北 101 購物大樓

(不含登樓) –饒河夜市-*Hotel B or similar 
D4 早餐後為自由活動時間，導覽及司機會再預訂

時間接待並前往桃園機場 
 

81 10/7-10/10 

4 天 3 晚臺灣之旅 
D1 機接桃園機場-臺中-鎮瀾宮-Milyahara 宮原眼

科-*臺中烏日子飯店 
D2 臺中-埔里-竹山紫南宮南投-日月潭(含遊船) –文

武廟-臺中-彩虹眷村-逢甲夜市-*臺中烏日子飯店 
D3 臺中-臺北-野柳-大龍峒保安宮-臺北漁市-西門

町-*臺北萬恰酒店 
D4 臺北-參加國慶大會-臺北 101 大樓(不含登樓) –
中正紀念堂-龍山寺-Gloria Outlets-送機 

82 10/7-10/11 

5 天 4 晚臺灣之旅 
D1 您的國家-桃園國際機場-前往臺中-彩虹眷村-逢
甲夜市-*City Resort Taichung or similar 
D2 專車前往南投-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含船遊)-文武

廟-專車前往臺中-臺中國家歌劇院(拍照) –一中街

遊覽購物-*City Resort Taichung or similar 
D3 中社觀光花市-專車前往臺北-龍山寺-中正紀念

堂-西門町-*Fullon Hotel Taiper,East or similar 
D4 參加臺灣國慶大會-臺北 101 購物大樓(不含登

樓) –饒河夜市-*Fullon Hotel Taipei,Eastor similar 
D5 早餐後為自由活動時間,導覽及司機會再預訂

的時間接待並前往桃園國際機場 

廿九 83 世邦旅行社花蓮分
公司 10/10-10/12 

國慶焰火晚會暨花東山海風情畫三日遊 
D1 國慶大會-臺北火車站++自強號++花蓮-松園別

館-*花蓮五星級 美侖大飯店或福容大飯店或

同級-國慶繽紛焰火秀 

吳副總 
電話：03-8333181 
Email:spunkhua@gmail.com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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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D2 飯店-林田山文化園區-馬太鞍濕地原住民風味

午餐-舞鶴茶園品嘗蜜香紅茶級咖啡-池上大坡地

接龍拉拉車漫遊-*臺東五星級 娜路彎大飯店或

桂田大飯店或同級-鐵花村趴趴走 
D3 飯店早餐-臺東黑森林及琵琶湖單車之旅-東海

岸風景區管理處-成功漁港午餐-三仙台風景區-
長虹橋-豐濱天空步道-阿美麻糬文化館-花蓮火

車站++自強號++臺北 

邱小姐 

84 10/10-10/12 

國慶焰火晚會暨太魯閣峽谷+花東縱谷三日遊 
D1 國慶大會-臺北火車站++自強號++花蓮-松園別

館-*花蓮五星級 美侖大飯店或福容大飯店或同

級-國慶繽紛焰火秀 
D2 飯店-林田山文化園區-馬太鞍濕地原住民風味

午餐-舞鶴茶園品嘗蜜香紅茶級咖啡-大農大富平

地森林園區-立川休閒漁場參觀及風味晚餐-東大

門夜市-*花蓮五星級 美侖大飯店或福容大飯店

或同級 
D3 飯店早餐-太魯閣國家公園之旅(砂卡噹步道、燕

子口、慈母橋、九曲洞) –太平洋食府午餐-地耕

味伴手禮-七星潭海濱公園-花蓮火車站++自強號

++臺北 

三十 85 原得旅行社高雄分
公司 10/3~10/10 

珍愛寶島國慶之旅-太魯閣菊島 8 天 7 夜 
10/03 桃園國際機場入境-*臺北富信大飯店或同等

級飯店 
10/04 前往臺北車站搭乘火車前往花蓮-太魯閣風

景區(莎卡噹步道) –七星潭風景區-參觀立川

漁場-*入住花蓮理想大地渡假飯店 
10/05 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芳草古樹品嘗客家擂

茶風味餐-親不知子天空步道-洄瀾灣風景區-
阿美麻糬館-*入住花蓮百事達飯店或同等級

飯店 
10/06 特別安排在地原住民幽默風趣地的太魯閣族

文史解說/河床撿玉石體驗-漫步鯉魚潭風景

區-14:30 花蓮航空站搭乘國內班機前往澎湖-
抵達彭湖-*入住百事多麗飯店 

10/07 搭船暢遊南方三島-望安巡禮(特別安排綠蠵

龜培育中心入內參觀) –桶盤及虎井海上巡航

-海洋牧場(點心:無限量船上自助烤蚵+海鮮

粥吃到飽) –*返回飯店 
10/08 北環之旅(西星燈塔/西臺古堡/鯨魚洞/二崁

簡麗芳 
電話：07-3332119 
Email:local.tw@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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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大菓葉岩/跨海大橋/通樑古榕(贈送仙

人掌冰) –奎壁山(摩西分海) –參觀澎湖風景

區管理處-免稅店-*返回飯店 
10/09 澎湖市區觀光(天后宮/四眼井/張雨生及潘安

邦故居/觀音亭)13:00 馬公機場-抵達臺北松

山機場-松山文創園區-饒河夜市-*入住臺北

富信大飯店或同等級飯店 
10/10 前往國慶大會會場報到-參加國慶大會活動-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卅一 

86 

開陽國際旅行社臺
北復興分公司 

10/8-10/11 

臺灣北宜-文化美食四日之旅 
10/8 班機飛抵桃園機場 -野柳地質公園或九份老

街-晚餐-*礁溪寒沐酒店 
10/9 飯店內早餐-蘭陽博物館-甲子蘭文物館(宜蘭

酒廠)-午餐-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三星蔥文化館-
蔥仔寮農場 DIY 蔥油餅-四海同心晚會-*臺北

福華大飯店 
10/10 飯店內早餐-靈鵞山-臺北 101 並登上 89 樓觀

景臺-信義商圈-晚餐-*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酒

店 
10/11 飯店內早餐-桃園機場送機 

鄧先生 
電話：02-27172526 
Email:teng@kaiyang.com.tw 

87 10/7-10/12 

臺灣東海岸-風情文化美食精緻六日遊 
10/7 班機飛抵桃園機場-晚餐-*臺北君品酒店 
10/8 飯店內早餐-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冬山河親水公

園-午餐-甲子蘭文物館(宜蘭酒廠) –橘之鄉蜜

餞形象館-晚餐-*礁溪寒沐酒店 
10/9 飯店內早餐-蘭陽博物館-幾米廣場-幸福轉運

站-午餐-金車葛瑪蘭威士忌酒廠-三星蔥文化

館-蔥仔寮農場 DIY 蔥油餅-四海同心晚會-晚餐

-*礁溪寒沐酒店 
10/10 飯店內早餐-搭火車前往花蓮-七星潭海岸風

景特定區-午餐-太魯閣國家公園-晚餐-餐後前

往觀賞 2018 雙十國慶煙火-*花蓮翰品酒店 
10/11 飯店內早餐-午餐-臺北自遊逛街購物-晚餐-*
臺北君品酒店 
10/12 飯店內早餐-自由活動、訪友、購物-前往桃

園機場送機 

88 10/6-10/11 

臺灣風采‧文化‧美食六日遊 
10/6 班機飛抵桃園機場-晚餐-士林夜市-*北投雅樂

軒酒店 
10/7 飯店內早餐-中正紀念堂-午餐-新社古堡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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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歌劇院-晚餐-一中商圈-*臺中公園智選假

日飯店 
10/8 飯店內早餐-文武廟-午餐-搭乘遊船賞湖-晚餐

-*北投雅樂軒酒店 
10/9 飯店內早餐-蘭陽博物館-午餐-國立傳統藝術

中心-晚餐-四海同心會-*北投雅樂軒酒店 
10/10 飯店內早餐-雙十國慶大典-午餐-昇恆昌 Duty 

Free-龍山寺-西門町-*桃園城市商旅航空館 
10/11-飯店內早餐盒-前往桃園機場送機 

89 10/2-10/11 

臺灣環島*風情‧文化‧美食 10 日之旅 
10/2 班機飛抵桃園機場-晚餐-士林夜市-*趣淘漫旅 
10/3 飯店內早餐-中正紀念堂-午餐-新社古堡莊園-
中臺禪寺-*臺一花泉會館 
10/4 飯店內早餐-九族文化村搭乘纜車鳥瞰日月潭

景致 
10/5 飯店內早餐-嘉義阿里山風景區-午餐-阿里山

森林遊樂區-搭乘小火車參觀神木-專車前往高

雄-愛之船愛河賞夜景-*高雄翰品酒店 
10/6 飯店內早餐-佛教聖地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午

餐-蓮池潭風景區-鳳梨酥 DIY-光之穹頂-六合

夜市-晚餐-*高雄翰品酒店 
10/7 飯店內早餐-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午餐-貓鼻

頭-鵝鑾鼻燈塔-晚餐-*知本老爺酒店 
10/8 飯店內早餐-小野柳-水往上流遊憩區-三仙臺-

午餐-太魯閣國家公園-七星潭風景區-*花蓮翰

品酒店 
10/9 飯店內早餐-蘭陽博物館-午餐-國立傳統藝術

中心-晚餐-四海同心會-*趣淘漫旅 
10/10 飯店內早餐-雙十國慶大典-午餐-昇恆昌 Duty 

Free-龍山寺-西門町-晚餐-*桃園城市商旅航空

館 
10/11 飯店內早餐盒-前往桃園機場送機 

卅二 90 利代旅行社 10/4-10/9 

雙十國慶臺灣六日行程-A 
10/4 臺北-日月潭-逢甲夜市-*富信飯店/天成文旅/
薆悅酒店或同等級 
10/5 臺中-鹿港老街-摸乳巷-天后宮-佛光山-六合夜

市-*華王飯店/華園飯店/捷絲旅飯店或同等級 
10/6 高雄-貓鼻頭-鵝鑾鼻燈塔-墾丁國家公園-*華

王飯店/華園飯店/捷絲旅飯店或同等級 
10/7 高雄-春秋閣-西子彎風景區-英國打狗領事館-

陳俊瑋 
電話：02-25585805 
Email:danisbustour@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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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火車-花蓮-*富野飯店/捷絲旅飯店/成旅

晶贊飯店或同等級 
10/8 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長春祠-燕子口-九曲洞-

大理石橋-天祥-大理石博物館-七星潭-石雕

公園-搭乘火車-宜蘭-*鳳凰德陽川泉旅/麒麟

飯店/川湯春天飯店或同等級 
10/9 宜蘭-宜蘭傳統藝術中心-國慶晚會-臺北-行程

結束 

91 10/4-10/9 

雙十國慶臺灣六日行程 
10/4 臺北-日月潭-逢甲夜市-*碧根飯店/光之旅店/
伯達飯店或同等級 
10/5 臺中-阿里山國家公園-六合夜市-*華王飯店/
華園飯店/捷絲旅飯店或同等級 
10/6 高雄-貓鼻頭-鵝鑾鼻燈塔-墾丁國家公園-*華

王飯店/華園飯店/捷絲旅飯店或同等級 
10/7 高雄-春秋閣-西子灣風景區-英國打狗領事館-

搭乘火車-花蓮-*富野飯店/藍天麗池飯店-成
旅晶贊飯店或同等級 

10/8 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長春祠-燕子口-九曲洞-
大理石橋-天祥-大理石博物館-七星潭-石雕

公園-搭乘火車-宜蘭-*鳳凰德陽川泉旅/麒麟

飯店/川湯春天飯店或同等級 
10/9 宜蘭-宜蘭傳統藝術中心-國慶晚會-臺北-行程

結束 

卅三 92 福瑞旅行社 10/3-10/11 

來臺九天環島行程 
10/3 接機-*桃禧航空飯店或同級 
10/4 埔里久長-日月潭(遊船) –文武廟-毛王爺故居

-*耐斯王子或同級 
10/5 阿里山風景區-六合觀光夜市-*君鴻大飯店或

同級 
10/6 佛陀紀念館-山地門中山公園-墾丁大街-*福容

大飯店或同級 
10/7 八仙洞-水往上流-卑南文化公園-*那魯灣溫泉

大飯店或同級 
10/8 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七星潭-太魯閣國家公園

-夜市-*福容大飯店或同級 
10/9 蘇澳觀景臺-蘇澳漁港-臺北 101 觀景台-士林

夜市-*王朝大飯店或同級 
10/10 國慶大會-故宮博物院-忠烈祠-*王朝大飯店

或同級 

吳雯華 
 
電話：02-25856272 
Email:Dabby9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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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送機 

卅四 93 佳達旅行社 10/7-10/11 

臺灣之旅 5 天(十月慶典越南僑胞回臺旅遊)中進北

出 
10/7 胡志明/臺中-高美濕地-逢甲夜市(晚餐夜市自

理) -*中港大飯店或同級 
10/8 日月潭(遊湖、玄光寺) –文武廟-午餐-臺埔茶葉

(品茶在地好茶) -101 大樓(不登頂) –晚餐-*六福客

棧或同級 
10/9 中正紀念館-手信坊創意和菓子文化館(鳳梨酥

DIY) –午餐-宜蘭幾米公園-參加國慶晚會宜蘭運動

公園(需提早入場) -*礁溪太子大飯店或同級 
10/10 宜蘭傳統藝術中心(半日) –園區午餐(發放每

人代金 200)蘭陽博物館-晚餐-文森保羅-*桃園蜜月

世紀或同級 
10/11 臺北/胡志明 

黃美靜 
電話：07-2167788 
Email:chunyi585858@gmail.com 

卅五 94 威信旅行社 10/10-10/11 

找尋比啞蘇太魯閣山中傳奇‧藍‧綠美學之旅 
D1 臺北車站-魅力漁村-藍色公路-吃心絕對-沒有美

猴王的水濂洞-*山中傳奇布洛灣-國慶煙火/*布

洛灣民宿 
D2 藍&綠的美麗交疊-清水斷崖-綠色飲食文化原住

民風味餐-七星潭-臺北車站 

承辦人員 

電話：02-23051995 
      037-373757 
Email:yoyo365799@gmail.com 
      373757vip@gmail.com 

卅六 

95 

天海旅行社 

10/11-10/13(第
一梯) 
10/14-10/16(第
二梯) 

臺灣故鄉之旅三日遊 
10/9 10/10 10/10 國慶晚會 國慶大會 國慶焰火 
三選一 
D1 臺北-臺中-桃米社區-日月潭遊湖-溪頭妖怪村特

色街-晚餐-*溪頭明山大飯店或同級 
D2 南投-嘉義公園『射日塔』-臺灣特色茶展覽館-

天長地久橋-(大阿里山區)籠頭-*阿里

山高山青飯店或同級 
D3 籠頭(觀日出) –阿里山-阿里山鄒族文化樂野部

落-嘉義-臺北 

林德仁 

林玉慧 

電話：02-25169779 
Email:darrenlin@outlook.com 

96 

10/11-10/15(第
一梯) 
10/14-10/18(第
二梯) 

臺灣環島(雲山水)五日遊 
10/9 10/10 10/10 國慶晚會 國慶大會 國慶焰火 
三選一 
D1 臺北-雪山隧道-宜蘭-蘇花公路-清水斷崖-花蓮-*
麗格大飯店或同級 
D2 花蓮-雲山水-臺東(花東海岸、石梯坪、北迴歸



旅行
社 

序號 

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線、石雨傘、水上流、臺灣珊瑚館、飯店溫泉

需自行準備泳裝及泳帽)-*臺東娜路彎或同級 
D3 臺東-屏東墾丁-高雄(南迴公路、墾丁、貓鼻頭、

船帆石、鵝鑾鼻燈塔、西子灣、打狗英國領事

館、愛河、六合夜市) -*高雄國賓 
D4 高雄-龍隱寺(觸口) –阿里山森林風景區(高山茶

葉店品茗) –嘉義-*竹山或斗六 歐悅同級飯店 
D5 嘉義雲林-南投(日月潭、中臺禪寺) –臺北 

卅七 

97 

北極星國際旅行社 

10/5-10/12 

國慶返臺環島 8 天行程 
10/5 仰光機場/桃園機場-晚餐之後前往臺中-*賀緹

飯店或同等級 
10/6 臺中市-日月潭風景區-搭船遊湖(包船) –文武

廟-玄光寺-高雄-太魯閣草衙道-*宮賞飯店或

同等級 
10/7 高雄-春秋閣-蓮池潭-佛陀紀念館-南迴公路-臺
東-*娜路彎飯店(花園館) 或同等級 
10/8 臺東-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三仙台-八仙洞-花

蓮-太魯閣國家公園-遠眺長春祠-燕子口鯉

躍龍門-*福康飯店或同等級 
10/9 花蓮-清水斷崖-宜蘭-金車葛瑪蘭威士忌酒廠

-107 年國慶四海同心大會-礁溪湯圍溝溫泉

公園(含溫泉魚體驗)臺北-*馥都飯店(南京館) 
或同等級 

10/10 臺北市-08:00 於中正紀念堂集合-前往總統府

南廣場參加國慶慶祝活動-陽明山-小油坑遊

憩區-忠烈祠-圓山風景區-士林官邸-淡水漁

人碼頭-淡水老街-*馥都飯店(南京館)或同

等級 
10/11 臺北市-黃金瀑布-陰陽海-九份老街-野柳地

質公園-國父紀念館-101 大樓(含 89 樓觀景

臺登頂門票) -*馥都飯店(南京館)或同等級 
10/12 臺北-桃園機場/仰光機場 

蕭信忠 
電話：02-25213399 
Email:dennis.hsiao@colatour.com.tw 

98 10/6-10/11 

臺灣西部 6 日行程 
D1 仰光機場/桃園機場-晚餐之後前往臺中-*賀緹

飯店或同等級 
D2 臺中市-日月潭風景區-搭乘遊船遊覽日月潭湖

面風光(包船船程約一小時) –玄光寺-搭乘日月

潭纜車前往九族文化村-高雄-*高雄商旅 
D3 高雄-春秋閣-蓮池潭-佛陀紀念館-搭車返回臺中

-彩虹眷村-宮原眼科-臺中歌劇院(外觀)逢甲夜



旅行
社 

序號 

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市-*臺中碧根商旅 
D4 臺中-921 地震教育園區-鹿港老街-高美濕地-臺

北-中正紀念堂-總統府(外觀) –西門町-*馥都飯

店(南京館) 
D5 臺北市-中正紀念堂集合-前往總統府南廣場參

加國慶慶祝活動-101 大樓觀景臺登頂-信義商

圈-四四南村(信義公民會館暨眷村文化公園) –
臺北-*馥都飯店(南京館) 

D6 早上搭車前往桃園機場返回仰光機場 

卅八 99 長汎旅行社 10/7-10/11 

2018 年國慶盛典 長汎假期精選 臺灣精緻 5 日遊 
10/7 桃園機場接機-臺北辦理領取僑胞證手續-*臺

中長榮桂冠酒店 
10/8 臺中-十二生肖彎(途經) –忘憂森林-午餐-杉林

溪森林生態園區-晚餐(逢甲夜市自理) -*臺中

長榮桂冠酒店 
10/9 臺中歌劇院-維格鳳梨酥(五股店) –中正紀念堂

-101(登樓) –西門町-*臺北長榮桂冠酒店 
10/10 國慶大會-龜吼漁港-九份老街-十分(天燈) –

基隆夜市(晚餐自理) -*基隆長榮桂冠酒店 
10/11Hotel Airpory/Home 

蘇旻蓉 
電話：02-2513-3315 
Email:michelletsai@everfuntravel.com 

卅九 

100 

古晉旅行社 

10/4-10/12 

臺灣雙十 9 日遊 
D1 抵達桃園機場-*桃園地區酒店 
D2 日月潭遊湖-文武廟-伊達郡-嘉義夜市-*嘉義地

區酒店 
D3 阿里山三代木-兄弟樹-姊妹潭-高雄愛河-高雄六

和夜市-*高雄地區酒店 
D4 春秋閣-龍虎塔-佛光山-*臺東地區酒店 
D5 臺東-水往上流-三仙臺-阿美文化村-*花蓮地區

酒店 
D6 太魯閣:牌坊-長春祠-燕子口-花蓮搭火車至宜蘭

-國慶晚會-*新北地區酒店 
D7 自由廣場-故宮博物院-臺北 101 購物中心-士林

夜市-*新北地區酒店 
D8 小人國主題樂園-慈湖-大溪老街-*桃園地區酒店 
D9 送往幾場-搭機離境 

李裕芳 
電話：02-25231750 
Email:vivianle@ms9.hinet.net 

101 10/4-10/11 

臺灣雙十 8 日遊 
D1 抵達桃園機場-*桃園地區酒店 
D2 日月潭遊湖-文武廟-伊達郡-嘉義夜市-*嘉義地

區酒店 
D3 阿里山三代木-兄弟樹-姊妹潭-高雄愛河-高雄六



旅行
社 

序號 

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和夜市-*高雄地區酒店 
D4 春秋閣-龍虎塔-佛光山-*臺東地區酒店 
D5 臺東-水往上流-三仙臺-阿美文化村-*花蓮地區

酒店 
D6 太魯閣:牌坊-長春祠-燕子口-花蓮搭火車至宜蘭

-國慶晚會-*新北地區酒店 
D7 自由廣場-故宮博物院-臺北 101 購物中心-士林

夜市-*新北地區酒店 
D8 送往幾場-搭機離境 

102 10/4-10/10 

臺灣雙十 7 日遊 
D1 接機-臺中-逢甲夜市-*臺中地區酒店 
D2 臺中歌劇院拍照-宮原眼科-鹿港老街-鹿港天后

宮-*彰化地區酒店 
D3 臺南-玉井市集-安平古堡-高雄-駁二特區-美麗

島捷運站-*高雄地區酒店 
D4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臺東-溫泉-*臺東地區酒店 
D5 伯朗大道-花蓮-石梯坪-太魯閣國家公園-長春祠

-燕子口-臺東地區酒店 
D6 蘇花改公路-礁溪-國慶晚會-士林夜市-*新北地

區酒店 
D7 自由廣場-故宮博物院-臺北 101MALL-送往機場-
搭機離境 

103 10/8-10/12 

臺灣雙十 5 日遊 
D1 抵達桃園機場-日月潭遊湖-文武廟-伊達郡-*臺

中地區酒店 
D2 遊九份-野柳-士林夜市-*新北地區酒店 
D3 參加總統府前國慶大典-遊淡水老街-漁人碼頭

等地-*新北地區酒店 
D4 自由廣場-故宮博物院-臺北 101 購物中心-士林

夜市-*新北地區酒店 
D5 送往機場-搭機離境 

四十 104 寶島假期旅行社 10/5-10/11 

7 天精彩西線之旅(一) 
D1 出發地-桃園機場(請告知班機時間) -*PAPA 或同

級 
D2 野柳-九份-高美濕地-溫泉渡假飯店-*沙巴或同

級 
D3 中臺禪寺-酒甕隧道-臺一生態花卉農場-清境農

場-綿羊城堡-*儷景或同級 
D4 原住民特產中新-日月潭-遊艇環湖-文武廟-逢甲

夜市-*拓程或同級 

鄭雅娟 
電話：02-25915985 
Email:m.d@bao-dao.tw 



旅行
社 

序號 

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D5 玻璃廟-九曲巷半邊井-鹿港小鎮-扇形車站-西門

町-*PAPA 或同級 
D6 總統府雙十國慶-天祿藝術中心-臺北 101(觀景

台自費) –饒河夜市-*PAPA 或同級 
D7 桃園機場(請告知班機時間) –馬來西亞 

105 10/9-10/15 

7 天寶島環島之旅(二) 
D1 出發地-桃園機場(請告知班機時間) -*PAPA 或同

級 
D2 平溪十分老街(天燈自費) –九份-花蓮雙十煙火-*
麗力或同級 
D3 太魯閣國家公園-牌坊-長春祠-靈芝特產中心-臺
東溫泉-*高野或同級 
D4 駁二藝術特區-旗津渡輪-旗津老街-六合夜市*香

富或同級 
D5 珍珠特產中心-清境農場-青青草原-清境民宿-*
清境麗景或同級 
D6 臺北 101(觀景台自費) –天祿藝術中心-化妝品免

稅店-西門町-*PAPA 或同級 
D7 桃園機場(請告知班機時間) –出發地 

106 10/8-10/14 

7 天深度之旅(三) 
D1 出發地-桃園機場(請告知班機時間) –漁人碼頭-
淡水老街-西門町-*華麗或同級 3 
D2 猴桐貓村-猴桐小火車-九份山城-黃金瀑布-宜蘭

國慶晚會(時間代告知) -*嘉一或同級 3 
D3 麗寶探險主題樂園&麗寶購物中心-一中商圈-*
米樂或同級 4 
D4 玻璃博物館黃金隧道-玻璃廟-鹿港老街-八卦山

大佛天空步道-檜意森活村-文化路夜市-*嘉義

或同級 4 
D5 北迴歸線-日月潭風景區-文武廟-原住民特產中

新-溫泉渡假村-*沙巴或同級 4 
D6 松山文創園區-天祿展示中心-臺北 101 購物中心

(觀景台自費) –士林官邸-士林夜市-*幸福讚或

同級 3 
D7 桃園機場(請告知班機時間) –出發地 

107 10/5-10/10 

6 天悠遊行(四)  
D1 出發地-桃園機場(請告知班機時間) –北埔老街-
大湖草莓酒庄-溫泉度假村-*沙巴或同級 
D2 日月潭遊船-文武廟-原住民特產中新-一中商圈-
逢甲夜市-*博奇或同級 3 



旅行
社 

序號 

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D3 天祿藝術中心-臺北地下街-體驗單程搭乘捷運

至臺北 101-臺北 101 購物中心(觀景台自費) –五分

埔-饒河夜市-*新仕界或同級 3 
D4 全天自由活動(不含車子及導遊) -*新仕界或同

級 3 
D5 九份老街-陰陽海-十分老街-礁溪商圈-宜蘭國慶

晚會(時間代告知) -*嘉一或同級 3 
D6 桃園機場(請告知班機時間) –出發地 

四十
一 

108 

巨派旅行社 

10/5-10/11 

A 國慶寶島七日遊-環島行程 
D1 臺北出發-苗栗山城(勝興車站&龍騰斷橋) –彩虹

眷村-高美濕地-*(住宿:臺中地區) 
D2 臺中國家歌劇院-中臺禪寺-日月潭(最美自行車

道騎行) -*(住宿:嘉義地區) 
D3 阿里山優遊巴斯-臺南古都(赤崁樓) –高雄愛河

漫步-*(住宿:高雄地區) 
D4 國王城堡 DIY-輕軌體驗遊(凱旋-駁二藝術) –白沙

灣-龍鑿談-墾丁大街-*(住宿:墾丁地區) 
D5 船帆石-砂島-龍磬草原-巷口吊橋-臺東多良車站

-*(住宿:臺東地區) 
D6 臺東-臺東濱海公園-三仙臺-北迴歸線-天空步道

-參加國慶煙火-*(住宿:花蓮地區) 
D7 太魯閣-蘇花公路-南方澳進安宮-珊瑚博物館-雪
山隧道-臺北解散 

鄭遠松 
電話：07-3366737 
Email:e121303770@gmail.com 

109 10/8-10/11 

B 國慶寶島四日遊-花東行程 
D1 臺北出發-蘇花改公路-林田山林場-雲山水-*(住
宿花蓮地區) 
D2 花蓮-瑞穗牧場-伯朗大道-布農部落-臺東濱海公

園-*(住宿臺東地區) 
D3 三仙台-北迴歸線-不知親天空步道-觀賞國慶焰

火-*(住宿花蓮地區) 
D4 太魯閣風景區-南方澳進安宮-珊瑚博物館-菠蘿

夢工廠-臺北解散 

110 10/8-10/10 

C 國慶寶島三日遊-苗栗宜蘭山海溫泉遊 
D1 臺北車站-苗栗山城(勝興車站&龍騰斷橋) –南庄

桂花捲-*(住宿桃園地區) 
D2 桃園-太平洋賞鯨-遠眺龜山島-冬山河風景區-國
慶晚會-*(住宿宜蘭地區) 
D3 宜蘭-蘇澳冷泉-南方澳進安宮-珊瑚博物館-宜蘭

幾米公園-臺北解散 



旅行
社 

序號 

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111 10/7-10/10 

D 國慶寶島四日遊-文化古蹟浪漫臺三線行程 
D1 臺北出發-苗栗山城(勝興車站&龍騰斷橋)-彩虹

眷村-高美濕地-*(住宿臺中地區) 
D2 臺中國家歌劇院-阿里山優遊巴斯-好美寮彩繪

村-*(住宿臺南地區) 
D3 臺南-臺南古蹟(赤崁樓) –北埔金廣福公館-北埔

老街-*(住宿桃園地區) 
D4 桃園-參加國慶大典-臺北解散 

四十
二 

112 

榮華旅行社 

9/20-10/20 
（擇期成團） 

花蓮臺東雙城美食享樂 3 日遊 
10/9 10/10 有專人帶往參加四海同心聯歡大會或

國慶大會 
D1 臺北火車站-花蓮火車站-花東海岸線-石梯坪-三
仙台-白守蓮部落-鐵花村-臺東-*五星級臺東娜路

彎大酒店或同等級 
D2 臺東-布農部落-原生植物應用職務園-伯朗大道-
花東縱谷線風景區-北迴歸線標誌-馬太鞍生態濕地

-光復糖廠-花蓮市-*五興及花蓮美侖大飯店或同等

級 
D3 花蓮市-太魯閣國家公園(太魯閣遊客中心、長春

祠-砂卡噹) –花蓮火車站-玩味蕃樂園-臺北 

彭培興 

林莉英 

電話：02-25080272 
Email:riches.op2@gmail.com 

Peng4737@yahoo.com.tw 113 9/20-10/20 
（擇期成團） 

臺灣金趣味~瘋古城金門 3 日遊 
10/9 10/10 有專人帶往參加四海同心聯歡大會或

國慶大會 
D1 臺北-金門-太湖遊憩區-軍中樂園-民俗文化村-
獅山砲陣地-馬山觀測站-金門貢糖-一條根研發中

心-*金沙大地國際渡假飯店或同等級 
D2 太武山健行-老兵雕堡會館-小金門之旅<地雷主

題館(勇士堡)(鐵漢堡)、湖井頭戰史館、四維坑道

>-大金門-翟山坑道-金合利鋼刀-高梁研發中心-免
稅店-*金沙大帝國際渡假飯店或同等級 
D3 陳景蘭洋樓-莒光樓-雙鯉溼地生態館-古寧頭戰

史館-中山紀念林-馬家麵線-金酒廣場-臺灣 

114 9/20-10/20 
（擇期成團） 

臺灣真美~馬祖 3 日遊 
10/9 10/10 有專人帶往參加四海同心聯歡大會或

國慶大會 
D1 松山機場-北竿環島(坂里/戰爭和平紀念館/壁山

觀景/僑仔/芹壁) –*馬祖各級飯店 
D2 南竿環島(馬祖酒廠/八八坑道/民俗文物館/天
后宮/馬祖巨神象/藍眼淚) –*馬祖各級飯店 
D3 南竿環島(北海坑道/鐵堡/云臺山軍情館) –松山



旅行
社 

序號 

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機場 

115 9/20-10/20 
（擇期成團） 

幾米主題廣場‧鵝鑾鼻燈塔‧鹿境梅花生態園區‧

安平古堡 4 日遊 
10/9 10/10 有專人帶往參加四海同心聯歡大會或

國慶大會 
D1 臺北 101-幾米主題廣場-宜蘭酒廠甲子蘭酒文物

館-宜蘭晚會-*宜泰大飯店 
D2 宜蘭-芭崎眺望臺-三仙臺-(自費東河包) –水往上

流-琵琶湖-*臺東 MATA 家屋或同等級 
D3 臺東-鵝鑾鼻公園(鵝鑾鼻燈塔) –鹿境梅花鹿生

態園區-高雄-西子彎-六合夜市-*高雄城市商旅駁

二館或同等級 
D4 高雄-安平古堡-七股鹽山-桃園機場 

四十
三 116 富元旅行社 10/8—10/12 

中華民國 107 年十月慶典僑胞旅遊活動 
D1 僑委會辦理報到手續-*臺北君悅酒店 or 同級 
D2 蘭陽博物館-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綺麗珊瑚博物

館-國慶晚會-*長榮鳳凰酒店(礁溪)or 同級 
D3 太魯閣國家公園-夜賞國慶煙火-*花蓮理想大地

渡假酒店 or 遠雄悅來大飯店 or 花蓮美侖大飯

店 or 同級 
D4 花蓮土特產-圓山大飯店-昇恆昌免稅店-士林夜

市-*大倉久和大酒店 or 同級 
D5 自由活動 

謝智堯 電話：03-9616980 
Email:fuyuants@gmail.com 

四十
四 

117 

禮達旅行社 

10/10-10/13 

2018 雙十國慶『苗栗懷舊之旅』 
10/10 國慶大典 
10/11 臺北車站-苗栗高鐵站-山水米有機稻場-午餐

-大埔內彈珠汽水觀光工廠-晚餐-*尚順君樂

飯店 
10/12 嘎嘎毆岸賽夏文化部落-午餐-金良興觀光磚

廠-晚餐-*尚順君樂飯店 
10/13 谷巴休閒渡假村-午餐-國泰玻璃觀光工廠-苗
栗高鐵站-結束旅程 

藍心妤 
電話：02-27518282 
Email:tina26077@yahoo.com.tw 

teddy490228@hotmail.com 

118 10/10-10/13 

2018 僑委會雙十國慶『花東綠島總統行』 
10/10 國慶大典 
10/11 臺北車站-花蓮車站-臺東富岡碼頭-綠島碼頭

-綠島環島-朝日溫泉-*綠島-凱薪飯店 
10/12 綠島碼頭-臺東富岡碼頭-知本森林遊樂區-*
知本金聯世紀酒店 



旅行
社 

序號 

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10/13 蝴蝶溫泉度假村-花蓮車站-臺北車站-結束旅

程 

119 10/10-10/13 

2018 僑委會雙十國慶『屏東五星之旅』 
10/10 國慶大典 
10/11 臺北車站-左營高鐵站-薰之園-*屏東-薇米文

旅 
10/12 屏東/鴻旗有機農場-屏東/大茉莉-*東方度假

酒店(大鵬灣) 
10/13 東方度假酒店-美濃-原鄉緣紙傘文化村-美濃

農會-左營高鐵站-臺北車站-結束旅程 

四十
五 

120 

尊凰旅行社 

10/6-10/8 
10/9-10/11 
10/11-10/13 
10/12-10/14 
10/13-10/15 

阿里山‧太平雲梯‧日月潭遊湖 
10/9、10/10 國慶晚會、國慶大會、國慶煙火（協

助僑胞集合參加） 
D1 臺北快樂出發-文武廟-日月潭遊湖-高美濕地-*
臺中港酒店或同級 
D2 太平雲梯或南故宮-阿里山遊客中心-*阿里山櫻

山飯店或同級 
D3 搭小火車賞日出/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奮起湖老

街-臺北 吳昱嫻 電話：02-27118155 
Email:green800219@gmail.com 

121 

10/6-10/8 
10/9-10/11 
10/11-10/13 
10/12-10/14 
10/13-10/15 

到東海岸迎成功曙光‧花蓮太魯閣尋幽 3 日遊 
10/9、10/10 國慶晚會、國慶大會、國慶煙火（協

助僑胞集合參加） 
D1 臺北-小丑魚主題會館-基翬漁港-*東海岸飯店或

同級 
D2 三仙台迎曙光-瓦拉米步道-馬太鞍部落-光復糖

廠-林田山-*遠雄悅來飯店 
D3 太魯閣國家公園-阿美麻糬觀光工廠-臺北 

四十
六 122 迎家旅行社 10/9-10/11 

臺灣東海岸 
D1 臺北集合出發-專車前往宜蘭-蘭陽博物館-礁溪

湯圍溝公園-羅東林場-宜蘭傳統藝術中心-幾米

公園+幸福轉運站-夜遊羅東觀光夜市-*川湯春

天溫泉飯店或同級 
D2 宜蘭出發-專車前往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七星

潭國家風景區-雙十國慶煙火欣賞-*捷絲旅花蓮

中正館或同級 
D3 石梯坪遊憩風景區-馬太鞍濕地公園-花蓮糖廠-
蘇澳冷泉-臺北 

許慧萍 電話：02-66001685 分機 602 
Email:mk2@ilovetravel.com.tw 



旅行
社 

序號 

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123 10/10-10/12 

臺灣南部 
D1 國慶閱兵典禮後臺北集合出發-專車前往臺南-

苗栗客家南庄老街-桂花巷飄香-臺南-*臺南臺

糖長榮酒店 
D2 臺南赤崁樓-安平古堡-安平樹屋-德記洋行-十鼓

仁糖文創園區(十鼓水劇場) –愛河夜景-夜遊六

合夜市-*高雄漢來飯店或同級 
D3 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雄鎮北門砲臺-左營舊城-
蓮池潭+龍虎塔-左營高鐵站-臺北車站 

124 10/7-10/9 

臺灣中部 
D1 臺北集合-驅車前往風光明媚的日月潭-船遊日

月潭(文武廟、伊達邵、玄光寺) –埔里鎮(傳統文

化與藝術中心) 
D2 鹿港古蹟巡禮-八卦山風景區-搭乘巴士前往宜

蘭-夜遊羅東觀光夜市-礁溪溫泉泡湯-*川湯春

天溫泉飯店或同級 
D3 蘭陽博物館-羅東林場-宜蘭傳統藝術中心-幾米

公園+幸福轉運站-參加國慶晚會-返回臺北 

125 10/9-10/16 

臺灣環島+澎湖 
D1 臺北集合-驅車前往蔣介石故居士林官邸-歷史

見證的故宮博物院-最高地標 101 大樓景觀臺-*
臺北柯達飯店-長安旗艦店或同級 

D2 臺北-搭乘巴士沿途欣賞蘇花公路風光-太魯閣

國家公園風景區(燕子口、九曲洞) –參加國慶煙

火-*花蓮捷絲旅飯店中正店或同級 
D3 花蓮-搭乘巴士沿途欣賞花東海岸線公路-花東

海岸風景區(豐濱鄉天空步道、石梯坪、三仙

台、水往上流) –鐵道藝術村-*臺東那魯灣大飯

店或同級 
D4 臺東-南回公路-高雄(西子彎、打狗英國領事館) –
愛河-*高雄漢來大飯店或同級 
D5 高雄-日月潭風景區-九族文化村-臺中逢甲夜市

-*臺中永豐棧酒店或同級 
D6 臺中-澎湖-通樑古榕樹-跨海大橋-鯨魚洞-西臺

古堡-水族館-*澎湖彭澄大飯店或同級 
D7 澎湖-西嶼二崁聚落-馬公市區觀光與古蹟巡禮-

四眼井-施公祠-天后宮-中央古街-*澎湖彭澄大

飯店或同級 
D8 澎湖-返回台北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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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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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七 

126 

福朵旅行社 

10/9-10/11 

東北宜花 海洋‧美食‧農場‧釣蝦之旅 
10/9 蘭陽博物館-呂美麗精雕藝術館-金車水產養殖

場-宜蘭夜市-*宜蘭飯店 
10/10 蘇花公路-花蓮酒廠或神秘谷步道(暫定) –花

蓮臺開心農場-雙十國慶煙火-*花蓮飯店 10/11 海

礦探索館-臺灣釣蝦場(兩人一釣竿) 體驗釣蝦樂趣

-*臺北慶泰飯店 

陳以令 電話：02-25084317 
Email:elaine8815@yahoo.com.tw 

127 9/20-10/20 
（擇期成團） 

北.中臺灣三天兩夜 
10/9、10/10 國慶晚會、國慶大會、國慶煙火（協

助僑胞集合參加 
D1 十分瀑布-十分放天燈-九份老街-南雅奇岩-黃金

瀑布-楊梅雅聞魅力博覽館-*新竹新舍商旅(暫定) 
D2 后豐舊鐵路自行車道逍遙遊-鹿港老街-臺灣玻

璃世界+黃金隧道-緞帶王文化園區-地方特產車上

推廣-逢甲夜市-*臺中嘉豪大飯店(暫定) 
D3 內灣老街-慈湖陵寢-兩蔣文化園區之雕塑公園-
鳳梨酥夢工廠-免稅廣場購物趣-臺北夜市-歸途 

128 9/20-10/20 
（擇期成團） 

東臺灣宜花東深度之旅 
10/9、10/10 國慶晚會、國慶大會、國慶煙火（協

助僑胞集合參加 
D1 宜蘭中山休閒農業園區親近茶香之旅-手工採茶

揉茶 DIY+龍鬚糖 DIY+電動雕刻 DIY 專屬品茗杯-花
蓮太魯閣國家公園-夜市-*花蓮非凡假期飯店(暫
定) 
D2 如豐臺灣豐田玉石 DIY 手作工房-立川漁場-瑞穗

牧場-*臺東池上日輝國際渡假村(暫定) 
D3 享受飯店設施泡湯度假悠閒時光-接龍拉拉車田

野風光-樂遊大坡池風景區-農場採果樂或鹿野高臺 
D4 臺東-水往上流奇觀-泰源幽谷登仙橋-三仙台-石
梯坪-阿美小米麻糬文化館-*花蓮富野度假酒店(暫
定) 
D5 花蓮港海賞鯨趣-崇德斷崖景觀-宜蘭餅觀光工

廠-礁溪湯圍溝公園溫泉魚泡腳趣-臺灣寶島特產伴

手禮巡禮或免稅廣場購物趣-歸途 

129 9/20-10/20 
（擇期成團） 

悠遊 體驗 探訪三天兩夜 
10/9、10/10 國慶晚會、國慶大會、國慶煙火（協

助僑胞集合參加） 
D1 臺北出發-漫遊清境農場-清境農場棉洋秀-清境

農場馬術秀-*清境國民賓館或日月潭飯店(暫定) 
D2 日月潭搭船遊湖-廣興紙寮-逢甲夜市-*臺中通豪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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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大飯店(暫定) 
D3 郭叔叔獼猴生態園區-農場採果樂或后豐舊鐵路

自行車道逍遙遊-臺灣寶島特產伴手禮巡禮或免稅

廣場購物趣-歸途 

四十
八 

130 

康喜旅行社 

9/20-10/20 
（擇期成團） 

花蓮三天行程:B(6 人以上出團) 
10/9、10/10 國慶晚會、國慶大會、國慶煙火（僑

胞須參加） 
D1  東三門出發-火車自強號或普悠瑪-花蓮午餐-

遊覽太魯閣-白楊步道-晚餐-*布洛灣山月村 
D2  酒店出發-鳳林菸樓-光復糖廠-午餐-馬太鞍濕

地-晚餐-*瑞穗溫泉 
D3  出發-出海賞鯨-午餐-靜浦部落遊覽-搭火車-火
車便當-回臺北 

江慧盈 

宋嘉鈴 

電話：02-27219418 
      02-27218715 
Email:yushan116@gmail.com 

131 9/20-10/20 
（擇期成團） 

花蓮三天行程:C(6 人以上出團) 
10/9、10/10 國慶晚會、國慶大會、國慶煙火（僑

胞須參加） 
D1  東三門出發-火車普悠瑪-花蓮午餐-光復糖廠-
大農大富自行車遊-晚餐-*瑞穗溫泉 
D2  酒店出發-秀姑巒溪泛舟-午餐-出海賞鯨-晚餐

-*千禧山莊 
D3  出發-靜浦部落-午餐-太魯閣-搭火車-火車便當

-回臺北 

132 9/20-10/20 
（擇期成團） 

花蓮四天行程(6 人以上出團) 
10/9、10/10 國慶晚會、國慶大會、國慶煙火（僑

胞須參加） 
D1  東三門出發-火車自強號或普悠瑪-花蓮午餐-

遊覽光復糖廠-大農大富騎自行車-晚餐-*蝴蝶

谷溫泉度假村 
D2  酒店出發-午餐-出海賞鯨-午餐-靜浦部落遊覽-
石梯坪-晚餐-*緩慢.石梯坪 
D3  出發-親不知子斷崖-午餐-天祥-白楊步道-晚餐

-*布洛灣 
D4  出發-遊覽太魯閣-午餐-花蓮慈濟精舍-搭火車-
火車便當-回臺北 

133 9/20-10/20 
（擇期成團） 

墾丁、高屏六堆客家文化、臺南、阿里山、日月潭、

苗栗客家文化四日巡禮 
10/9、10/10 國慶晚會、國慶大會、國慶煙火（僑

胞須參加） 
D1  臺北車站-高鐵南下高雄-墾丁-午餐-鵝鑾鼻-貓
鼻頭-晚餐-*墾丁福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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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酒店出發-六推客家文化園區-午餐-臺南安平

古堡-赤崁樓-晚餐-*嘉義雲登 
D3  酒店出發-阿里山-午餐-遊園-晚餐-*日月潭大

飯店 
D4  酒店出發-遊覽日月潭-午餐-苗栗客家文化館-
回臺北參加晚會 

四十
九 

134 

萬客隆旅行社 

10/10-10/12 

北臺灣健康樂活假期 
10/10 國慶大會活動-復興角板山蔣公行館-北橫風

情畫-晚餐-*達關山莊或達關農場 
10/11 早餐的約會-拉拉山森林的約會-大溪老街巡

禮-午餐-雅聞魅力博物館-苗栗采風趣-汶水

遊客中心-雪霸國家公園-前往苗栗泰安溫泉

饗宴-*錦水溫泉飯店或虎山溫泉會館或日

出溫泉渡假飯店或泰安觀止 
10/12 早餐的約會-勝興車站-龍騰斷橋-午餐-卡司

蒂菈樂團與金格蜂蜜蛋糕的約會-鶯歌陶瓷

老街巡禮-珍重再見-平安賦歸 

吳佳怡 
電話：03-3688899 
Email:marktour.line@gmail.com 

135 9/20-10/20 
（擇期成團） 

南臺灣知性巡禮 
10/10 國慶大會活動 
D1 歡樂出發-赤崁樓-安平老街-臺江四草綠色隧道

-*臺南康橋或桂田或老爺行旅 
D2 十鼓仁糖文創園區-奇美博物館-高雄港都-*高雄

翰品或康橋或漢王或哲園等 
D3 佛陀紀念館-蓮池潭風景區(春秋閣) -歡樂返程 

136 10/9-10/11 
 

宜蘭花蓮璀璨之旅 
10/9、10/10 國慶晚會、國慶煙火(配合遊程日程安

排相關活動) 
D1 高速公路國道風光-雪山隧道-宜蘭采風之旅-溫

馨住宿-國慶晚會-*宜泰大飯店或香格里拉渡假

飯店或棲蘭山莊等 
D2 早安晨喚-蘇花公路風光-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

馬太鞍享用原住民風味餐-馬太鞍原住民部落

生態解說-光復糖廠-國慶煙火璀璨之夜-*力麗

哲源或藍天麗池或美崙等 
D3 早安晨喚-太魯閣國家公園享用健康早餐-太魯

閣國家公園巡禮-蘇花公路豐-歡樂返程 

137 9/20-10/20 
（擇期成團） 

馬祖卡溜趴趴走 
10/10 國慶大會活動 
D1 松山機場集合-蔬菜公園-馬祖酒廠-八八坑道-福

山照壁-勝利山莊-馬祖天后宮-*東方明珠網路



旅行
社 

序號 

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民宿 
D2 240 砲陣地-北海坑道-馬祖故事館-虫弟餅 DIY-

雲臺三軍情館-*碧雲天渡假村或芹壁村 25 號民

宿或橋仔民宿 
D3 壁山觀景-橋仔漁村漁業展示館-芹壁閩東古厝-
魚麵 DIY-大后山戰爭和平紀念館 
D4 前往機場搭乘飛機-返回溫暖的家 

五十 

138 

大豐旅行社 

10/11-10/13(第
一梯) 
10/15-10/17(第
二梯) 

戰地風情金門 3 日遊 
10/9 國慶晚會、10/10 國慶大會（協助僑胞前往） 
D1 松山機場集合-金門-八二三戰史館-俞大維紀念

館-獅山砲陣地-山后民俗村-邱良功母貞節牌坊

-金門貢糖-酒鄉金門城-用晚餐-金門風味合菜

-AA 檔/*金沙湖畔渡假會館(宿) 
D2 晨喚(享用早餐) –太武山風景區-漫遊慈湖-古寧

頭戰館-一條根-金門免稅購物商店-北山共軍指

揮所-(乘船)小金門風景區<四維坑道、八達樓

子、湖井頭戰史館、鐵漢堡、勇士堡>-乘船)大
金門-麵線工廠-AA 檔/*金沙湖畔渡假會館 

D3 晨喚(享用早餐) –莒光樓-翟山坑道-高粱屋-金門

製刀場-溫暖的家 

呂孟庭 
電話：07-5523515 
Email:tafengtravel@gmail.com 139 

10/11-10/13(第
一梯) 
10/15-10/17(第
二梯) 

媽祖在馬祖 3 日遊 
10/9 國慶晚會、10/10 國慶大會（協助僑胞前往） 
D1 松山機場-搭乘立榮航空客機-馬祖南竿-雲臺山

觀景-勝利堡(01 據點) –媽祖天后宮-媽祖宗教園

區-媽祖巨神象-/*南竿飯店 
D2 南竿島-蔬菜公園-馬祖酒廠-八八坑道-馬祖民俗

文物館-北海坑道-鐵堡/*南竿飯店 
D3 南竿(乘船) –北竿環島-坂里沙灘-芹壁閩東聚落-

龜島傳奇-橋仔漁村-戰爭和平紀念公園-塘岐街

景-搭乘立榮航空客機-返抵松山機場 

140 

10/11-10/13(第
一梯) 
10/15-10/17(第
二梯) 

高鐵.小琉球慢活 3 日遊 
10/9 國慶晚會、10/10 國慶大會（協助僑胞前往） 
D1 臺北集合-搭乘高速鐵路-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午

餐-搭船-小琉球-<小琉球半日遊/美人洞/山豬溝

/烏鬼洞>-BBQ 吃到飽盛宴-/*黑皮會館 
D2 晨喚(享用早餐) –海底玻璃船-用午餐-乘船返抵

東港-東港華僑市場-大鵬灣風景區-屏東六推客

家文物館-舊鐵橋濕地生態公園-/*4 星高雄國際

星辰飯店 
D3 晨喚(享用早餐) –四草綠色隧道(竹筏體驗) –抹



旅行
社 

序號 

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香鯨博物館-安平老街-享用午餐-七股鹽山- 檜

意生活村-搭乘高速鐵路(1.5 小時)-返回臺北 

141 

10/11-10/13(第
一梯) 
10/15-10/17(第
二梯) 

臺鐵悠閒東部離島輕旅行三日 
10/9 國慶晚會、10/10 國慶大會（協助僑胞前往） 
D1 臺北集合-搭乘臺灣鐵路(太魯閣/普悠瑪) –臺東-

用午餐-富岡碼頭-搭船-最美東部離島/綠島<環

火燒島-綠島監獄、燈塔、觀音董、將軍岩>- BQ
吃到飽盛宴-/*綠島統祥大飯店 

D2 晨喚(享用早餐) -海底玻璃船-乘船返抵富岡碼頭

-午餐-臺東原生應用植物園-鹿野高臺-鐵道藝

術村/*-4 星 Hotel 知本館 
D3 晨喚(享用早餐) –舞鶴石柱-馬太鞍濕地生態館-

林田山文化園區-雲山水-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
伴手禮時間-阿馬麻糬-搭乘臺灣鐵路(太魯閣/
普悠瑪/莒光號) –返回臺北 

五十
一 

142 

臺灣光彩國際旅行
社 

10/9-10/13 

中華客家文化體驗之旅 
10/9  接機-臺北/*臺北天成大飯店（三德大飯店或

豪景大飯店） 
10/10 安排參加慶典活動（國慶大會或晚會或煙

火）/*臺北天成大飯店（三德大飯店或豪景

大飯店） 
10/11 臺北-苗栗/勝興車站/東里家古風厝/龍騰斷

橋/時尚藍染/*桃園福容飯店（翰品飯店或同

等級） 
10/12 桃園-新北/鶯歌陶瓷博物館/三峽老街/茶道

體驗/-臺北/大稻埕/觀光夜市體驗/*臺北天

成大飯店（三德大飯店或豪景大飯店） 
10/13 臺北/桃園-送機 周峽 電話：02-27085100 分機 116 

Email:service@justaiwantour.com 

143 10/9-10/13 

天燈祈福 樂遊蘭陽 古藝之旅 
10/9  接機-臺北/*臺北天成大飯店（三德大飯店或

豪景大飯店） 
10/10 安排參加慶典活動（國慶大會或晚會或煙

火）/*臺北天成大飯店（三德大飯店或豪景

大飯店） 
10/11 臺北-宜蘭/傳藝中心/旺山南瓜園/三富農場

/*礁溪城市商旅溫泉飯店 
10/12 宜蘭/龜山島賞鯨/烏石港/蘭陽博物館/金車

城堡咖啡/外澳海灘/*臺北天成大飯店（三

德大飯店或豪景大飯店） 



旅行
社 

序號 

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10/13 臺北/桃園-送機 

144 10/9-10/14 

國慶南投之旅 
10/9  接機-臺北/*臺北天成大飯店（三德大飯店或

豪景大飯店） 
10/10 安排參加慶典活動（國慶大會或晚會或煙

火）/*臺北天成大飯店（三德大飯店或豪景

大飯店） 
10/11 臺北-南投/青青草原/小瑞士花園/清境高空

觀景步道/*清境國民賓館（清境民宿） 
10/12 南投/中台禪寺/日月老茶廠/車埕車站/日月

潭遊湖/向山行政遊客中心/*南投今埔里大

飯店（映涵大飯店或同等級） 
10/13 南投/鹿港老街/-彰化/遇見幸福/-臺中/臺中

國家歌劇院/-臺北/*臺北天成大飯店（三德

大飯店或豪景大飯店） 
10/14 臺北/桃園-送機 

145 10/9-10/14 

國慶南臺灣之旅 
10/9  接機-臺北/*臺北天成大飯店（三德大飯店或

豪景大飯店） 
10/10 安排參加慶典活動（國慶大會或晚會或煙

火）/*臺北天成大飯店（三德大飯店或豪景

大飯店） 
10/11 臺北-高雄/駁二藝術特區/旗津/打狗英國領

事館/美麗島捷運站/愛河/*高雄福容大飯店 
10/12 高雄-臺南/奇美博物館/安平古堡/安平老街/

夕遊出張所/虱目魚主題館/*臺南富驛時尚

會館或同等級 
10/13 臺南-嘉義/北門譯/檜意森活村/阿里山森林

鐵路車庫園區/KANO 棒球園區/故宮南院/-
臺北/*臺北天成大飯店（三德大飯店或豪景

大飯店） 
10/14 臺北/桃園-送機 

五十
二 146 捷利旅行社 10/9-10/13 

海戀山嵐-國慶大典行程 A 
10/9   接機-臺北/101 商圈/西門町商圈/*臺北西

悠飯店或同等級 
10/10  臺北-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七星潭風景區

/國慶煙火/*花蓮蒂亞飯店或同等級 
10/11  花蓮—新北/野柳地質公園/-苗栗客家文化

阮薰霈 電話：07-3351582 分機 317 
Email:clememtine12200@gmail.com 



旅行
社 

序號 

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園區/*苗栗頭份豪美飯店或同等級 
10/12  苗栗-南投/日月潭遊湖/文武廟/-臺中逢甲

夜市/*臺中西悠飯店或同等級 
10/13  臺中-臺北/總統府外觀/中正紀念堂/龍山

寺/-桃園-送機 

147 10/8-10/12 

海戀山嵐-國慶大典行程 B 
10/8   接機-臺北/101 商圈/西門町商圈/*臺北西

悠飯店或同等級 
10/9   臺北-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幾米公園/

國慶晚會/美嘉美大飯店或同等級 
10/10  宜蘭—新北/野柳地質公園/-苗栗客家文化

園區/*苗栗頭份豪美飯店或同等級 
10/11  苗栗-南投/日月潭遊湖/文武廟/-臺中逢甲

夜市/*臺中西悠飯店或同等級 
10/12  臺中-臺北/總統府外觀/中正紀念堂/龍山

寺/-桃園-送機 

148 10/7-10/11 

海戀山嵐-國慶大典行程 C 
10/7   接機-高雄/佛光山/蓮池潭/六合夜市/*高

雄統茂飯店或同等級 
10/8   高雄-南投/日月潭遊湖/文武廟/-臺中逢甲

夜市/*臺中西悠飯店或同等級 
10/9   臺中-苗栗/苗栗客家文化園區/-臺北/101

商圈/西門町/*臺北西悠飯店或同等級 
10/10  臺北/國慶大會/中正紀念堂/-新北/野柳/*

野柳泊逸渡假酒店或同等級 
10/11  新北/野柳地質公園/十份老街放天燈/十份

瀑布/-桃園-送機 

149 10/9-10/13 

海戀山嵐-國慶大典行程 D 
10/9   接機-臺北/101 商圈/士林官邸/西門町商圈

/*臺北西悠飯店或同等級 
10/10  臺北/國慶大會/中正紀念堂/-新北/野柳/*

野柳泊逸渡假酒店或同等級 
10/11  新北/野柳地質公園/十份老街放天燈/-苗

栗/苗栗客家文化園區/*臺中西悠飯店或

同等級  
10/12  臺中-南投/日月潭遊湖/文武廟/-高雄/佛光

山/六合夜市/*高雄統茂松泊飯店或同等

級 
10/13  高雄/蓮池潭/-小港機場送機 
 



旅行
社 

序號 

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五十
三 

150 

汎洋旅行社 

10/8-10/12 

宜蘭花蓮國慶煙火晚會 5 日遊 
10/8  接機-臺北/自由活動/*德立莊酒店或同等級 
10/9  臺北-宜蘭/望龍埤/金車噶瑪蘭威士忌酒廠/

鐵綷力阿卡/國慶晚會/*冠翔世紀溫泉會館

或同等級 
10/10 宜蘭-花蓮/洄瀾灣白鮑溪深度旅遊/國慶煙

火/*花蓮藍天麗池或同等級 
10/11 花蓮/馬太鞍濕地/七星潭/清水斷崖/-臺北/*

德立莊酒店或同等級 
10/12 臺北-桃園/送機 
 

吳靜怡 
 

電話：04-23205128 
Email:oceania.tour@msa.hinet.net 

151 10/7-10/10 

高鐵小珫球國慶晚會 4 日遊 
10/7  臺北火車站集合/-高鐵-高雄-屏東/東港碼頭

搭船/小琉球/機車環島/潮間帶風光/夜間遊

覽/*小琉球黑皮會館或同等級 
10/8  小琉球/浮潛或半潛艇（二選一）/東港/黃金

菠蘿城鳳梨酥 DIY/-高雄/*康橋大飯店七賢

館或同等級 
10/9  高雄/十鼓文化村/-臺北-宜蘭/國慶晚會/*宜

蘭悅川酒店或同等級 
10/10 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臺北車站 

152 10/5-10/11 

環島國慶煙火晚會 7 日遊 
10/5  臺北集合出發-苗栗/南庄老街/芋樂世界/-臺

中/*天成文旅或同等級 
10/6  臺中-南投/日月潭遊湖/伊達邵部落/-嘉義/

嘉義檜意森活村/*嘉義蘭桂坊或同等級 
10/7  嘉義-臺南/四草湖生態之旅/安平老街/-高雄

/十鼓文化村/高雄夜市/*康橋大飯店七賢館

或同等級 
10/8  高雄-墾丁/貓鼻頭/鵝鑾鼻燈塔/墾丁大街/*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或同等級 
10/9  墾丁-臺東/森林博物館/鸞山部落體驗/*鹿

鳴酒店或同等級 
10/10 臺東-花蓮/馬太鞍濕地/立川魚場/國慶煙火

/*花蓮藍天麗池或同等級 
10/11 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臺北/晚餐後解散 
 



旅行
社 

序號 

路線
序號 廠商名稱 旅遊日期 旅遊路線 聯絡人 聯絡方式 

五十
四 153 中春旅行社 10/9-10/15 

7 天 6 晚臺灣雙十慶典+溫泉+樂園+美食+賞花 
10/9  接機-臺北/西門町/*熱海商旅（統一、新凱

或同等級） 
10/10 臺北/國慶大會/四四南村/國父紀念館/101

大樓/饒河街夜市//*熱海大飯店（統一、新

凱或同等級） 
10/11 臺北-新竹/味衛佳柿餅觀光農場/新埔老街/

百年家廟宗祠/新埔宗祠博物館/泰雅渡假

村（或台一生態休閒農場）/*泰雅皇宮或台

一楓樺卉館（溫泉） 
10/12 新竹-南投/日月潭/文武廟/九族文化村&空

中纜車/-臺中/逢甲夜市/*臺中中旅酒店或

同等級 
10/13 臺中/中社觀光花市/-新北/九份老街/十分

老街（自費放天燈）/-基隆/廟口夜市/**熱

海大飯店（統一、新凱或同等級） 
10/14 臺北-新北/維格鳳梨酥夢工廠（DIY 鳳梨酥

體驗）/八里左岸自行車道/搭乘渡輪/淡水老

街/士林夜市/*熱海大飯店（統一、新凱或

同等級） 
10/15 臺北/自由活動/-送機 

施天韻 電話：02-23415311 
Email:emp9143071@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