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饗食臺灣‧就是現在」
超CP值199元起限量美食主題體驗遊程
「2016食來運轉遊台灣」邀您體驗豐富美食之旅
「食來運轉遊台灣」美食行銷活動期間自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國內外旅客只要出示
本活動海報圖示，即可享 110 家特約商店優惠方案，讓大家玩開心、吃安心!

「食來運轉遊台灣主題館」在台北世貿一館 A 區 8 月 5 日至 8 月 8 日，4 天展期當日購
買總額滿 1000 元即可參加「摸彩」
，獎品總價值新台幣 10 萬元，買愈多，獎愈多，數
量有限，贈完為止！

※配合本活動台灣觀巴推出每日限購排隊商品(美食主題體驗遊程)，超 CP
值 199 元起！
8/5(五)限購：上午 9：30、下午 1：30，各 4 名：
★8/30 出團 東北角海岸、金瓜石、九份一日遊～每人

199 元(含晚餐)原價 1000 元

8/6(六)限購：上午 9：30、下午 1：30，各 4 名：
★9/6 出團 戀戀平溪十分幸福一日遊～每人

199 元(含晚餐)原價 1000 元

8/7(日)限購：上午 9：30、下午 1：30，各 4 名：
★9/13 出團 苗栗南庄客家風情一日遊～每人

199 元(含晚餐)原價 1000 元

8/8(一)限購：上午各 9：30 各 2 名：
★9/20 出團 霧上桃源 清境農場漫活 1 日遊～每人
★9/27 出團
★10/4 出團

999 元(含午、晚餐)原價 1850 元
臺南漫遊鹽鄉幸福 999 一日遊～每人 999 元(含午餐)原價 1700 元
太魯閣峽谷景觀＋花東縱谷二日遊～每人 2999 元(含住宿及餐)原價 3500 元

另台灣觀巴特別推出超 CP 值 199 元起，北區通用預購限量優惠美食主題體
驗遊程！

(附件一)

台灣觀巴限量美食主題體驗遊程
台灣美食展限定好康
※配合本活動台灣觀巴推出每日限購排隊商品，超 CP 值 199 元起
8/5(五)限購：上午 9：30、下午 1：30，各 4 名
8/30 出團 東北角海岸、金瓜石、九份一日遊～每人 199 元 (含晚餐）原價 1000 元
盡覽東北角的奇岩景觀後，再接受金瓜石的黃金傳奇洗禮，最後至九份山城享受美食與悠閒氛圍。
【原
價】平日成人 NT$1,000 元，未滿 3 歲兒童不佔位 NT$200 元。（含臺灣觀巴車資、
保險、導覽解說；不含午餐、門票)
【精彩行程】集合地點➜鼻頭角(20 分)➜南雅風化石(20 分)➜陰陽海➜黃金瀑布(30 分)➜金瓜石、黃
金博物館(1 小時)（每月第一個星期一休館,適逢假日照常開放,改星期二休館）➜九份老
街(2 小時)➜回程
【晚 餐】食來運轉遊台灣特約餐廳～頂廚國宴

8/6(六)限購：上午 9：30、下午 1：30，各 4 名
9/6 出團 戀戀平溪十分幸福一日遊～每人 199 元(含晚餐)原價 1000 元
平溪鐵道是鐵道迷們一定不會錯過的一段鐵路支線，有著古樸的車站與老街，最能感受純真的古早風
情。
【原
價】平日成人 NT$1,000 元，未滿 3 歲兒童不佔位 NT$200 元。（含臺灣觀巴車資、保險、導
覽解說）
【精彩行程】集合地點➜菁桐老街(1 小時)➜十分老街(40 分)➜平溪老街(2 小時)➜回程
【晚 餐】食來運轉遊台灣推薦特約餐廳～暖暖小館

8/7(日)限購：上午 9：30、下午 1：30，各 4 名
9/13 出團 苗栗南庄客家風情一日遊～每人 199 元 (含晚餐)原價 1000 元
悠靜的南庄街巷與沿著蓬萊溪而舖設的觀魚步道，散發出苗栗濃郁的客家小鎮風味，值得慢慢遊賞。
【原
價】平日成人 NT$1,000 元，未滿 3 歲兒童不佔位 NT$200 元。（含臺灣觀巴車資、保險、導
覽解說；不含午餐)
【精彩行程】集合地點➜蓬萊生態園區護魚步道(1 小時)➜南庄老街巡禮(1 小時)➜南庄午後悠閒巡禮
(1 小時)➜回程
【晚 餐】食來運轉遊台灣特約餐廳～飛牛牧場

8/8(一) 限購：上午 9：30 各 2 名

9/20 出團 霧上桃源 清境農場漫活 1 日遊～每人 999 元 (含午、晚餐)原價 1850 元
素有「霧上桃源」之稱的清境，放眼盡是岡巒起伏的草原，望之令人心曠神怡，心情豁然開朗。
【原

價】平日成人 NT$1,850 元，未滿 3 歲兒童不佔位 NT$300 元（含車資、導覽解說、保險、青
青草原門票、慢活下午茶費用）

【精彩行程】集合地點➜埔里酒廠(30 分)➜中台禪寺(30 分)➜風味午餐➜清境農場（青青草原、觀
山步道）(1 小時 40 分)➜榮民文物館(10 分)➜慢活下午茶(40 分)➜鯉魚潭風光(30 分)
➜回程
【午 餐】食來運轉遊台灣特約餐廳～潘師父珍饌

9/27 出團 臺南漫遊鹽鄉幸福 999 一日遊～每人 999 元（含午餐）原價 1700 元
臺南七股與北門是臺灣最主要的鹽鄉，自然風光與人文風情皆別具特色，鹽山、鹽田景致更是獨一無
二。
【原

價】成人 NT$1,700 元，12 歲以下 3 歲以上 NT$1,400 元，未滿 3 歲兒童不佔位 NT$300 元。
英、日語導覽加價 NT$750 元/每位（含合格觀光巴士、華語導覽解說、門票、200 萬旅
遊平安保險加 20 萬醫療險、礦泉水）

【精彩行程】集合地點➜四草紅樹林綠色隧道(60 分)➜ 黑面琵鷺展示館(夏季版)或黑面琵鷺賞鳥亭
(冬季版)(50 分)➜井仔腳瓦盤鹽田(40 分)➜午餐➜南鯤鯓代天府、大鯤園➜北門遊客中
心+水晶教堂(80 分)➜雲嘉南風管處(30 分)➜七股鹽山(80 分)➜回程
【午 餐】食來運轉遊台灣特約餐廳～鹽鄉民宿餐廳

10/4 出團 太魯閣峽谷景觀＋花東縱谷二日遊～每人 2999 元 (含住宿及餐)原價 3500 元
從花蓮出發，暢遊世界級景區太魯閣各景點，包括宛如仙境的砂卡噹步道（神秘谷）、布洛灣、燕子
口等。
【原
價】成人 NT$3500 元，外語導覽每人 NT$1,600 元，未滿 12 歲兒童 NT$850 元，未滿 3 歲兒
童不佔位 NT$200 元。（含台灣觀巴車資、午餐、保險、導覽解說；不含住宿、晚餐、
門票、火車票）
【精彩行程】第 1 天：集合地點➜崇德遊憩區眺望清水斷崖(40 分)➜布洛灣臺地(30 分)➜燕子口步道
(30 分)➜天祥午餐(1 小時)➜長春祠(30 分)➜名產巡禮(20 分)➜七星潭風景(30
分)➜夜宿花蓮
第 2 天：晨喚➜經兆豐農場➜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40 分)（週一部份休館）➜富源蝴
蝶谷森林遊樂區(1.5 小時)➜午餐（附贈便當）
、瑞穗牧場(50 分)➜花蓮觀光糖
廠(30 分)➜經兆豐農場➜回程
【晚 餐】第一天：食來運轉遊台灣推薦特約餐廳～達基力部落屋餐廳

※台灣觀巴特別推出超 CP 值 199 元起，北區通用促銷預購優惠限量美食主
題體驗遊程
1. 報名時註明食來運轉享平日 4 人成行一人免費
2. 食來運轉北區通用預購優惠 NT499/人(不含門票)
北區

8/30 出團

東北角海岸、金瓜石、九份一日遊限量 40 名，每人 199 元

盡覽東北角的奇岩景觀後，再接受金瓜石的黃金傳奇洗禮，最後至九份山城享受美食與悠閒氛圍。
【原
價】平日成人 NT$1,000 元，未滿 3 歲兒童不佔位 NT$200 元。（含臺灣觀巴車資、保險、導
覽解說；不含午餐、黃金博物館門票)
【精彩行程】集合地點➜鼻頭角(20 分)➜南雅風化石(20 分)➜陰陽海➜黃金瀑布(30 分)➜金瓜石、黃
金博物館(1 小時)（每月第一個星期一休館,適逢假日照常開放,改星期二休館）➜九份老
街(2 小時)➜回程
【晚餐推薦～食來運轉遊臺灣特約餐廳】
頂廚國宴：10 人桌菜 3500 元，贈送每桌 10 顆三星蔥包。
東方饌黔天下貴州主題餐廳：黔進總統府元首宴，原價 15000 元/桌，優惠價 12000 元/桌。
正福茶園：茶葉 9 折

9/6 出團

戀戀平溪十分幸福一日遊限量 40 名，每人 199 元

平溪鐵道是鐵道迷們一定不會錯過的一段鐵路支線，有著古樸的車站與老街，最能感受純真的古早風
情。
【原

價】平日成人 NT$1,000 元，未滿 3 歲兒童不佔位 NT$200 元。（含臺灣觀巴車資、保險、導
覽解說；不含午餐）

【精彩行程】集合地點➜菁桐老街(1 小時)➜十分老街(40 分)➜平溪老街(2 小時)➜回程
【晚餐推薦～食來運轉遊臺灣特約餐廳】
暖暖小館：基隆特色團餐，優惠價 2500 元/桌，加贈招牌小菜一碟。

9/8 出團

東北角黃金海岸線一日遊限量 40 名，每人 199 元

東北角海岸線映入眼簾的藍天白雲，沿途欣賞特殊的海蝕地質景觀，感受絕美的濱海風光。
【原
價】平日成人 NT$1,000 元，未滿 3 歲兒童不佔位 NT$200 元。（含臺灣觀巴車資、保險、導
覽解說；不含福隆門票、午餐）
【精彩行程】集合地點➜南雅奇岩(30 分)➜鼻頭角遊憩區(30 分)➜福隆遊客中心(1 小時)➜三貂角燈塔
(20 分)➜北關觀潮(40 分)➜外澳遊客中心(1 小時)➜雪山隧道➜回程
【午餐推薦～食來運轉遊臺灣特約餐廳】
頭城農場：可食風景~~溪遊記，原價 1600 元/位，優惠價 999 元/位，請事先預訂。
藏酒休閒農場：藏酒創意食冢手作料理 600 元/人+10%服務費，贈送品酒導覽(價值 100 元)。

宜蘭冬山河知性之旅一日遊

宜蘭冬山河串聯起森林公園、親水公園、傳藝中心等特色景點，搭乘昔日趕鴨的鴨母船遊河，別有一
番情趣。
【費
用】臺北出發：平日成人 NT$1,200 元，未滿 3 歲兒童不佔位 NT$200 元。
宜蘭出發：平日成人 NT$1,100 元，未滿 3 歲兒童不佔位 NT$200 元。
（含臺灣觀巴車資、保險、導覽解說；不含高鐵車資、午餐、傳藝中心門票、船票、節
慶活動期間冬山河親水公園門票）
【精彩行程】集合地點➜冬山河(2 小時)➜鴨母船➜國立臺灣傳統藝術中心(1.5 小時)➜回程
【午餐推薦～食來運轉遊臺灣特約餐廳】
冬山鄉農會菇鍋美食體驗館：蔬食健康養生鍋套餐，原價 385 元(含 10%服務費)，優惠價 350 元，免
10%服務費。
麟手創料理餐廳：花香套餐，原價 1500 元，享 9 折優惠，並加贈粥。

宜蘭太平山自然之旅一日遊
太平山擁有珍貴的原始森林，林相及動植物生態皆十分豐富而完整，乘坐蹦蹦車遊覽更是精采有趣。
【原
價】臺北出發：平日成人 NT$1,200 元，未滿 3 歲兒童不佔位 NT$200 元。
宜蘭出發：平日成人 NT$1,100 元，未滿 3 歲兒童不佔位 NT$200 元。
（含臺灣觀巴車資、保險、導覽解說；不含蹦蹦車車票、太平山森林遊樂區門票、午餐、
泡湯費用）
【精彩行程】集合地點➜中間解說站（昔日太平山索道的中點）➜白嶺巨木➜見晴雲海➜翠峰湖（臺
灣最大高山湖泊）(1 小時)➜太平山莊午餐(2 小時)➜太平山蹦蹦車之旅（自費）➜回程
【晚餐推薦～食來運轉遊臺灣特約餐廳】
麟手創料理餐廳：花香套餐，原價 1500 元，享 9 折優惠，並加贈粥。

北海岸、野柳（朱銘美術館）一日遊
海浪風沙千萬年來的交錯侵蝕，雕塑出野柳奇特地質景觀，鬼斧神工之美宛如朱銘美術館的大師創
作。
【原
價】平日成人 NT$1,200 元，未滿 3 歲兒童不佔位 NT$200 元。（含臺灣觀巴車資、保險、導
覽解說；不含行程內門票）
【精彩行程】集合地點➜野柳風景區(1 小時)➜朱銘美術館(1.5 小時)〔星期一休館改走金山（金包里）
老街巡禮〕➜富貴角燈塔公園➜三芝遊客服務中心暨名人物館(40 分)➜紅毛城/淡水老街
(1 小時)➜回程
【午餐推薦～食來運轉遊臺灣特約餐廳】
三芝二號倉庫藝文咖啡館：餐飲 9 折，山藥佛跳牆套餐，原價 260 元，優惠價 234 元。
海洋深呼吸：樹梅餐，原價 380，優惠價 230 元，贈送雙人下午茶優惠券。

金山溫泉養生樂活一日遊
金山是北臺灣盡享燭臺雙嶼、獅頭山等自然美景，以及金包里老街與溫泉懷舊風情的好去處。
【費
用】平日成人 NT$1,000 元，未滿 3 歲兒童不佔位 NT$200 元。（含臺灣觀巴車資、午餐、保
險、導覽解說；不含午餐、泡湯費用）
【精彩行程】集合地點➜獅頭山公園、燭臺雙峙(1 小時)➜金山（金包里）老街(1 小時)➜金山溫泉(2
小時)➜回程
【午餐推薦～食來運轉遊臺灣特約餐廳】
田中芳園：北海岸夏日十全套餐，原價 1386 元/套，享 95 折優惠(優惠價 1317 元/套)，並加贈田中芳
園有機米一包（送完為止）。

新竹風城人文采風一日遊
從新竹玻璃工藝館典藏的玻璃藝術創作及世博臺灣館內的 MIT 商品，即可感受新竹獨樹一格的人文
之美。
【費

用】平日成人 NT$1,000 元，未滿 3 歲兒童不佔位 NT$200 元。（含臺灣觀巴車資、保險、導
覽解說；不含午餐、玻璃工藝博物館門票、世博臺灣館門票）

【精彩行程】集合地點➜新竹玻璃工藝博物館(1 小時 20 分)➜新竹火車站、東門圓環(1 小時)➜世博
臺灣館(1 小時 20 分)➜回程（新竹玻璃工藝博物館每週一及民俗節日休館，改安排湖口
老街）
【午餐推薦～食來運轉遊臺灣特約餐廳】
海岸風情風味餐廳：五行宮保魚丁套餐，原價 280 元，優惠價 266 元。

雪霸國家公園觀霧自然風情二日遊
感受雪霸國家公園風景區這片山林間的人間淨土，一趟盡覽山嵐雲海、坐擁繁星明月絕景的親山之
旅。
【原
價】每人平日 NT$3999 元起(依住宿而定)，未滿 12 歲兒童不佔床 NT$1500 元，未滿 3 歲兒
童不佔床 NT$200 元。（含臺灣觀巴車資、一泊四食、200 萬契約責任保險、導覽解說、
加贈：下午茶、果醋 DIY）
【精彩行程】第 1 天：集合地點➜新竹高鐵站➜竹東小憩(20 分鐘)➜雪霸休閒農場午餐(1 小時)➜雪
霸國家公園觀霧遊憩區(2 小時)➜雲海咖啡廳下午茶(1 小時)➜晚餐時間(1 小時)➜農場
簡介(1 小時)➜星光之夜(視當天氣候)➜夜宿雪霸休閒農場
第 2 天：晨喚➜早餐(60 分鐘)➜野馬瞰山森林步道導覽(1.5 小時)➜農場午餐(60 分鐘)➜
清泉張學良故居(40 分鐘)➜新竹高鐵站➜臺北火車站
【第二天晚餐推薦~食來運轉遊臺灣特約餐廳】
石園活魚餐廳：4 人鱻味舒活套餐，原價 1900 元，優惠價 1680 元。

中區

苗栗南庄客家風情一日遊
悠靜的南庄街巷與沿著蓬萊溪而舖設的觀魚步道，皆散發出苗栗濃郁的客家小鎮風味，值得慢慢遊
賞。
【費

用】平日成人 NT$1,000 元，未滿 3 歲兒童不佔位 NT$200 元。（含臺灣觀巴車資、保險、導
覽解說；不含午餐）

【精彩行程】集合地點➜蓬萊生態園區護魚步道(1 小時)➜南庄老街巡禮(1 小時)➜南庄午後悠閒巡禮
(1 小時)➜回程
【晚餐推薦～食來運轉遊臺灣特約餐廳】
飛牛牧場：樂活鮮奶鍋 330 元起，免費兌換自然農法栽培青菜乙盤(價值 100 元)。

穆斯林鄉野苗栗客家風情一日遊
盡覽傳統客家圓樓、客家文化園區，享用經穆斯林認證過的美味餐點，感受最道地的苗栗客家文化與
穆斯林風情。
【費

用】成人平日 NT$1350，未滿 3 歲兒童不佔位 NT$350 元。（含台灣觀光巴士車資、保險、
導覽解說；不含午餐、西湖門票）

【精彩行程】集合地點➜苗栗客家圓樓(1 小時)➜苗栗城市規劃館(1 小時)➜A.卓也小屋(午餐)；B.西
湖渡假村享用午餐(1.5 小時)➜苗栗客家文化園區(1.5 小時)➜回程
【午餐推薦～食來運轉遊臺灣特約餐廳】
蒸烹派客家美食料理：蒸烹客家如意餐，原價 3000 元/桌，優惠價 2500 元/桌。
桐花村客家食尚料理：買外帶區哈燒堡或小炒袋仔套餐，贈送棒棒小麻糬(價值 50 元)。

※行程資料若有異動，以展場現場公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