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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
玩玩好好太太

超奔放   德國啤酒節、荷蘭花卉狂歡節、2014巴西嘉年華
超優美   惠斯勒景觀列車、瑞士冰河列車

超歡樂   新加坡環球影城、樂高、迪士尼30

魅力
全開的旅遊

季

魅力
全開的旅遊

季

紐西蘭∼克羅曼黛.城堡飯店 美景.美酒.美食10天
奧克蘭進出，往紐西蘭飛行時間最短

‧東加里羅國家公園輕度健行、訪魔戒末日火山、南極水族館

‧住豐富灣美景飯店、朗豪酒店八國風味餐廳、搭雨林小火車

紐西蘭∼
尋找魔戒末日火山

行程
推薦

到

鳳凰旅訊季刊是鳳凰旅遊本著服務貴賓的理念而編印寄發，

因應個資法∼未來您若不希望再收到本刊物，

敬請將您的姓名、電話、地址，傳真至02-2523-8494 企劃室收。

杜拜夏季歡樂親子團7天
限定團只要95,900起，小孩不佔床減30,000
‧住七星級帆船飯店兩晚、法拉利樂園體驗

夏殺折扣
親子別錯過

高鐵假期含高鐵來回車票與各項豐富行程安排，北高兩市自由行

更有多達10間以上飯店供選擇住宿，今夏鳳凰特別推薦台南四草

水上綠色廊道生態體驗行程、南投清境步道健行之旅。

高鐵假期◎高雄自由行2天（台北出發）
多達10間以上飯店供自由選擇 (含義大、金典…等)
高鐵假期◎台北自由行2天（高雄出發）
多達15間以上飯店供自由選擇 (含天籟、凱薩…等)
高鐵假期◎台南。古都亞馬遜文化生態1天
訪德記洋行、安平樹屋、夕遊出張所、億載金城

高鐵假期◎南投擁抱綿羊清境農場漫活1天
清境農場、霧社事件紀念公園、埔里酒廠、觀山步道

(圖/紐西蘭觀光局)

(圖/古堡飯店)

(圖/古堡飯店)

(圖/古堡飯店)

鳳凰特別規劃市場少見的紐西蘭東加里羅火山國家公園深度之旅，安排約一小

時輕度健行，旅途中除了可看到獨特的地質及植物景觀外，還能一覽魔戒三部

曲中的末日火山壯麗奇景，晚上則入住連魔戒電影拍攝人員住了都讚不絕口的

古堡飯店中。今年度更於奧克蘭安排朗豪酒店的八國風味餐廳，有美式燒烤牛

排.羊排、中式小點心、以烤雞聞名的印度坦都里風味餐、澳洲或紐西蘭的生

蠔.海鮮、日式的壽司、生魚片、紐西蘭在地的新鮮蔬果沙拉吧、還有小孩最

愛的瑞士巧克力噴泉、法式甜點.可麗餅，多種風味一次滿足。   文/林羿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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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呂于青)

在瑞士，火車旅行是一種相當熱門的玩法，因為瑞士的火

車系統堪稱全歐之最，完善的交通網絡讓外來的觀光客也可

以安心掌握旅遊規劃。這裡的火車類型大致可分為國鐵、私

鐵以及登山火車，以觀光訴求的景觀列車尤其熱門，其中又

以沿著阿爾卑斯山行駛的「冰河列車」最受青睞，該路段可欣賞飛瀑冰河及險峻的峽谷景

觀，更穿越列名世界文化遺產，以繁複連續螺旋形狀著稱的阿布拉鐵道路線，而當列車緩緩

行駛到蘭德瓦薩大橋，透過窗外看著橋身佇立於山谷上，更令人為其浩瀚工程讚嘆不已。

搭乘冰河列車欣賞窗外景色的同時，也不用擔心用餐問題，有別一般火車上多供應輕食，

這裡則提供了三道式餐點，讓搭乘的遊客可以愜意地邊賞景邊享用料理，不過三道式餐點得

在搭車前預訂，並不是興起隨時想點餐就能供應的喔。

加拿大卑斯省的惠斯勒是2010年溫哥華冬季奧運暨殘奧會的主辦城之一，各式戶

外活動不勝枚舉，多年來更連續蟬聯全北美第一滑雪場的榮耀，是喜好戶外運動者

的遊樂天堂。

而對於戶外運動或滑雪不感興趣的人來說，惠斯勒同樣有吸引人的魅力，因為在加拿大處處充滿自然風情，

冬季白雪靄靄，一到夏天綠草如茵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象。想要悠閒欣賞無敵美景，不妨體驗一趟惠斯勒景觀列

車之旅，列車每年只在5月-10月間才行駛，每天也只有各一班次往來溫哥華與惠斯勒間，車廂特色採用視野極

佳的挑高玻璃窗設計，而列車行駛路段更與著名的海天公路重疊，沿途美麗的豪灣、海岸山脈、森林溪谷等景

色盡收眼底，更有趣的是如果列車長發現野生動物出沒還會減緩車速，讓遊客看個仔細。

抵達惠斯勒之後，旅客可自由

選擇親近大自然的方式，最適合

夏秋兩季的活動就是高山健行，

這裡共有七條健行路線，沿途可

見湖泊、溪流景觀，好不愜意；

或可搭乘雙峰纜車，臨空欣賞自

然美景，同時感受全長4.4公里

無支架纜車的絕妙建設工程，當

然還可以選擇前往露天咖啡館喝

杯咖啡浪漫一下，或是逛逛周邊

商店，享受購物樂趣，多采多姿

的惠斯勒總是能滿足每個人多元

化的需求，難怪成為北美最大、

最受歡迎的休閒度假勝地首選。

惠斯勒景觀列車 瑞士冰河列車 

洛磯山.惠斯勒景觀列車3+1堡10天
‧惠斯勒景觀列車、加贈住宿惠斯勒城堡級旅館、冰原雪車、一段內陸航班

‧三大城堡旅館住宿(露易絲湖.班夫.帝后)、維多利亞、溫哥華

※鳳凰旅遊加拿大團體堅持不併團更不與當地旅行團合車，

  給您有保障的旅遊品質。

Glacier ExpressWhistler Rocky Mountaineer

景觀列車

行程
推薦

季節
限定

最受
歡迎

旅行，總要來點不

一樣的體驗，在國

外，火車旅遊不僅

是一種交通工具，

更是一種賞心悅目

的移動式畫廊！

文／黃仲雯

行程
推薦瑞士阿爾卑斯峰雲會10天

‧冰河觀景列車(車上三道式午餐)；三大名峰巡禮：馬特洪峰、少女峰、白朗峰

‧路卡溫泉區住宿、達沃斯田野馬車風光、貝林佐納城堡區、伯恩、盧森

瑞士 / 少女峰高山火車
 穿梭冰河隧道，行駛歐洲最高峰

   瑞法峰雲花都10天
   德瑞浪漫雙峰會10天

義大利 / 法拉利高速列車 
法拉利首度跨界合作，打造奢華的高速列車

   精釀義大利山海戀11天
   情深義動阿瑪菲五漁村卡不里9天

德國 / 維爾尼格羅德蒸汽火車 
德國傳統特色火車，真正感受德意志風情

   德意志黃金奏鳴曲10天
   德意志縱橫全覽12天

挪威 / 勞瑪景觀鐵道 
挪威山岳鐵道風景經典路線(哈利波特場景)

   北歐波羅的海.勞瑪鐵道傳奇13天
   北歐五國精靈峽灣勞瑪鐵道13天

搭

去

旅

行

※體驗更多各地高速火車之旅，如歐洲之星、德國ICE、法國TGV、西班牙AVE、日本JR、大陸高鐵…….精彩推薦行程歡迎上網查詢。

挪威 / 挪威縮影高山火車 
世界最陡景觀鐵路，挪威最美景色一網打盡

  日不落北歐五國冰河峽灣火車15天
  北歐五國冰川峽灣秘境13天

紐西蘭 / 高山景觀火車 
紐西蘭最美景觀路線，巡遊國家公園自然景觀

  金旅獎~紐西蘭高山火車.
  神奇峽灣.冰河健行.法國小鎮9天

日本 / 鬼太郎列車 
以鬼太郎漫畫人物打造的主題火車

  宮島出雲.神話鳥取~
  鬼太郎柯南足立美術館砂丘名湯美食6天

日本 / 北斗星號列車 
北海道的特級列車

  璀璨百萬夜景~北斗星號.
  小樽富良野花田.溫泉螃蟹美食5天

國家 / 火車                         特色/ 推薦行程 國家 / 火車                         特色/ 推薦行程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鐵道之 旅全球熱門

(圖/Banff Lake Louise Tourism) (圖/Banff Lake Louise Tourism)

(圖/Banff Lake Louise Tourism)

(圖/Rocky Mountaineer)

(圖/Rocky Mountaineer)
(圖/Richmond Tourism)

(圖/卑斯省旅遊局) (圖/瑞士旅遊局) (圖/陳雅娟)

(圖/瑞士旅遊局)

(圖/瑞士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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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呂于青)

在瑞士，火車旅行是一種相當熱門的玩法，因為瑞士的火

車系統堪稱全歐之最，完善的交通網絡讓外來的觀光客也可

以安心掌握旅遊規劃。這裡的火車類型大致可分為國鐵、私

鐵以及登山火車，以觀光訴求的景觀列車尤其熱門，其中又

以沿著阿爾卑斯山行駛的「冰河列車」最受青睞，該路段可欣賞飛瀑冰河及險峻的峽谷景

觀，更穿越列名世界文化遺產，以繁複連續螺旋形狀著稱的阿布拉鐵道路線，而當列車緩緩

行駛到蘭德瓦薩大橋，透過窗外看著橋身佇立於山谷上，更令人為其浩瀚工程讚嘆不已。

搭乘冰河列車欣賞窗外景色的同時，也不用擔心用餐問題，有別一般火車上多供應輕食，

這裡則提供了三道式餐點，讓搭乘的遊客可以愜意地邊賞景邊享用料理，不過三道式餐點得

在搭車前預訂，並不是興起隨時想點餐就能供應的喔。

加拿大卑斯省的惠斯勒是2010年溫哥華冬季奧運暨殘奧會的主辦城之一，各式戶

外活動不勝枚舉，多年來更連續蟬聯全北美第一滑雪場的榮耀，是喜好戶外運動者

的遊樂天堂。

而對於戶外運動或滑雪不感興趣的人來說，惠斯勒同樣有吸引人的魅力，因為在加拿大處處充滿自然風情，

冬季白雪靄靄，一到夏天綠草如茵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象。想要悠閒欣賞無敵美景，不妨體驗一趟惠斯勒景觀列

車之旅，列車每年只在5月-10月間才行駛，每天也只有各一班次往來溫哥華與惠斯勒間，車廂特色採用視野極

佳的挑高玻璃窗設計，而列車行駛路段更與著名的海天公路重疊，沿途美麗的豪灣、海岸山脈、森林溪谷等景

色盡收眼底，更有趣的是如果列車長發現野生動物出沒還會減緩車速，讓遊客看個仔細。

抵達惠斯勒之後，旅客可自由

選擇親近大自然的方式，最適合

夏秋兩季的活動就是高山健行，

這裡共有七條健行路線，沿途可

見湖泊、溪流景觀，好不愜意；

或可搭乘雙峰纜車，臨空欣賞自

然美景，同時感受全長4.4公里

無支架纜車的絕妙建設工程，當

然還可以選擇前往露天咖啡館喝

杯咖啡浪漫一下，或是逛逛周邊

商店，享受購物樂趣，多采多姿

的惠斯勒總是能滿足每個人多元

化的需求，難怪成為北美最大、

最受歡迎的休閒度假勝地首選。

惠斯勒景觀列車 瑞士冰河列車 

洛磯山.惠斯勒景觀列車3+1堡10天
‧惠斯勒景觀列車、加贈住宿惠斯勒城堡級旅館、冰原雪車、一段內陸航班

‧三大城堡旅館住宿(露易絲湖.班夫.帝后)、維多利亞、溫哥華

※鳳凰旅遊加拿大團體堅持不併團更不與當地旅行團合車，

  給您有保障的旅遊品質。

Glacier ExpressWhistler Rocky Mountaineer

景觀列車

行程
推薦

季節
限定

最受
歡迎

旅行，總要來點不

一樣的體驗，在國

外，火車旅遊不僅

是一種交通工具，

更是一種賞心悅目

的移動式畫廊！

文／黃仲雯

行程
推薦瑞士阿爾卑斯峰雲會10天

‧冰河觀景列車(車上三道式午餐)；三大名峰巡禮：馬特洪峰、少女峰、白朗峰

‧路卡溫泉區住宿、達沃斯田野馬車風光、貝林佐納城堡區、伯恩、盧森

瑞士 / 少女峰高山火車
 穿梭冰河隧道，行駛歐洲最高峰

   瑞法峰雲花都10天
   德瑞浪漫雙峰會10天

義大利 / 法拉利高速列車 
法拉利首度跨界合作，打造奢華的高速列車

   精釀義大利山海戀11天
   情深義動阿瑪菲五漁村卡不里9天

德國 / 維爾尼格羅德蒸汽火車 
德國傳統特色火車，真正感受德意志風情

   德意志黃金奏鳴曲10天
   德意志縱橫全覽12天

挪威 / 勞瑪景觀鐵道 
挪威山岳鐵道風景經典路線(哈利波特場景)

   北歐波羅的海.勞瑪鐵道傳奇13天
   北歐五國精靈峽灣勞瑪鐵道13天

搭

去

旅

行

※體驗更多各地高速火車之旅，如歐洲之星、德國ICE、法國TGV、西班牙AVE、日本JR、大陸高鐵…….精彩推薦行程歡迎上網查詢。

挪威 / 挪威縮影高山火車 
世界最陡景觀鐵路，挪威最美景色一網打盡

  日不落北歐五國冰河峽灣火車15天
  北歐五國冰川峽灣秘境13天

紐西蘭 / 高山景觀火車 
紐西蘭最美景觀路線，巡遊國家公園自然景觀

  金旅獎~紐西蘭高山火車.
  神奇峽灣.冰河健行.法國小鎮9天

日本 / 鬼太郎列車 
以鬼太郎漫畫人物打造的主題火車

  宮島出雲.神話鳥取~
  鬼太郎柯南足立美術館砂丘名湯美食6天

日本 / 北斗星號列車 
北海道的特級列車

  璀璨百萬夜景~北斗星號.
  小樽富良野花田.溫泉螃蟹美食5天

國家 / 火車                         特色/ 推薦行程 國家 / 火車                         特色/ 推薦行程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鐵道之 旅全球熱門

(圖/Banff Lake Louise Tourism) (圖/Banff Lake Louise Tourism)

(圖/Banff Lake Louise Tourism)

(圖/Rocky Mountaineer)

(圖/Rocky Mountaineer)
(圖/Richmond Tourism)

(圖/卑斯省旅遊局) (圖/瑞士旅遊局) (圖/陳雅娟)

(圖/瑞士旅遊局)

(圖/瑞士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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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慕尼黑啤酒節

(圖/呂于青)

 全球最大型的啤酒趴  ■2013年9/21-10/6

在慕尼黑市長手持木槌敲開啤酒桶，高喊「O'zapft！酒桶
敲開了」之後，豪飲狂歡的慕尼黑啤酒節（Oktoberfest）就正
式揭開序幕。

活動主要場地在特蕾莎廣場，搭起了數十座的巨大啤酒帳

篷，一輛輛滿載酒桶的馬車，與各家酒廠組成的巴伐利亞傳統

隊伍，以遊行的方式熱鬧的進入會場，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湧

入帳篷內豪飲拼酒，大啖香噴噴的德國豬腳、香腸及烤雞，在

巴伐利亞銅管樂輕快的樂曲中，大夥共渡瘋狂乾杯與高歌的時

刻，還有許多酒客會打扮的奇裝異服，氣氛有夠high。
在啤酒節裡，可以喝到各家酒廠的優質啤酒，而且酒的價格

也不貴，可以好好享受金黃色的啤酒海，而穿著傳統服裝的啤

酒小姐穿梭在場內為大家服務，啤酒杯其實非常重，她們一次

竟可以拿上10個一公升的啤酒杯滿場跑，真是難得一見的大
絕招！

除了開懷暢飲，啤酒節會場其實是一座大型遊樂園，老少咸

宜，有許多好吃好玩的，絕對不只是猛灌啤

酒而已，摩天輪、旋轉木馬、海盜船、鬼屋

等五花八門的遊樂設施，還有馬戲

團、民俗音樂會等表演，很多遊客都

攜家帶眷來同樂，甚至還有小朋友

日，專供小朋友校外教學；當然，一

攤攤香到爆的小吃攤販是絕對不能錯過，

各式德國香腸、8字型麵包、傳統薑餅、
糖炒核果等，也是大快朵頤的好時機。

德意志湖光山語10天   9/19(中秋連休).22.26.29

楚格峰、ICE、三大城堡宮殿均含門票(新天鵝堡/海德堡古堡/
烏茲堡主教宮殿)，羅曼蒂克大道、阿爾卑斯之路、黑林區等

德意志縱橫全覽12天   9/19(中秋連休)

四星級以上住宿、ICE快速列車、
蒸汽火車登德北第一高峰-布洛肯山‧萊茵河遊船等

啤酒節特別企劃

德瑞浪漫雙峰會10天
 9/19(中秋連休).22.26.29

楚格峰、少女峰、ICE快速火車、萊茵河遊船、
BMW汽車博物館、新天鵝堡、紐倫堡、班堡、
海德堡、羅登堡、瑞士聖加崙修道院圖書館、

盧森、伯恩等

★鳳凰貴賓專享★

德意志湖光山語10天

Oktoberfest

荷蘭真是個把花卉創意發揮到極致的國度！除了每年春天的庫肯霍

夫花園盛會，以花來號召全世界遊客的，還有每年九月第一個週末所

舉辦的荷蘭花卉狂歡節（Bloemencorso Zundert）。
慶典自1936開始，在荷蘭南部的津德爾特Zundert舉辦，到現在己

有超過七十年的歷史，被譽為世上最大規模花車遊行慶典。這個小城

鎮來頭可不小，是大畫家梵谷的出生地，此地盛產大理花，居民們為

了推廣這種花卉，集思廣益、全體總動員，創造了吸睛度破錶的花卉

節，而大理花也成為慶典花車所使用的唯一材料，很難想像，遊行中

那些巨大的花車，竟都由同一種花所構成！

看過花卉節花車的人，大概都會驚訝

的合不攏嘴巴，因為視覺震撼力實在太

威了。每年大概都會有二十個左右的巨

型花車作品參與展出，由津德爾特裡的

20個村莊各負責一件，準備工作早在五
月份就開始進行，由專業藝術家設計花

車，然後由全村一起來參與製作，爭奇

鬥豔的新穎造型，完全顛覆大家對花車

的印象，生動的立體感已不足為奇，更

有會動、噴水、以及加入科技元素的驚人創意，讓人怎麼都想不到的

畫面就出現在眼前，而且因為花車會進行比賽，為了爭奪冠軍，贏得

最多的驚呼與掌聲，各村莊都使出渾身解數，創造出史上最驚奇的花

車，力求驚豔四座。
特別預訂 帳篷區座位

全
世
界
都
愛
玩
趴

節慶旅遊

每年世界各地都有

大大小小的節慶登

場，各種狂歡形式

就像一年一度的大

派對。這裡推薦您

全球最值得體驗、

最不能錯過的幾個

瘋狂節慶之旅，徹

底的去狂〝趴〞一

下..
文／周羽雯

(圖/林咖吉)

(圖/德國國家旅遊局)

(圖/荷蘭觀光局)

節
慶
之
旅

　
　
　

超

瘋

狂

行程
推薦

乾杯
開賣

荷蘭花卉狂歡節
 全球最大型的花車趴  ■2013年9月1、2日

豔遇
開賣

荷比法花都風情10天(升等一餐米其林)  8/29

比利時水都-布魯日，羅浮宮、凡爾賽宮，桑斯安斯風車村、
玻璃船遊阿姆斯特河、台夫特皇家陶瓷工廠等

荷比大城小鎮花語10天(二次米其林)  8/30

荷蘭皇室夏宮、白村巡禮、德哈爾紅堡庭園、

比利時水都-布魯日、比利時城堡莊園飯店等

豔夏優惠！限定出發日第二人省8千荷蘭花卉狂歡節

英比荷花漾庭園10天(升等一餐米其林)  8/26

歐洲之星子彈列車，布倫亨宮、科茲瓦爾斯丘陵、德哈爾古堡庭園、

台夫特皇家陶瓷工廠、桑斯安斯風車村等

德比荷萊茵城堡花語10天(升等一餐米其林)  8/28

遊覽萊茵河最美的一段、萊茵河畔傳奇古堡-龍堡、
比利時水都布魯日、比利時城堡莊園飯店

行程
推薦

(圖/Bloemencorso website)

(圖/荷蘭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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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慕尼黑啤酒節

(圖/呂于青)

 全球最大型的啤酒趴  ■2013年9/21-10/6

在慕尼黑市長手持木槌敲開啤酒桶，高喊「O'zapft！酒桶
敲開了」之後，豪飲狂歡的慕尼黑啤酒節（Oktoberfest）就正
式揭開序幕。

活動主要場地在特蕾莎廣場，搭起了數十座的巨大啤酒帳

篷，一輛輛滿載酒桶的馬車，與各家酒廠組成的巴伐利亞傳統

隊伍，以遊行的方式熱鬧的進入會場，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湧

入帳篷內豪飲拼酒，大啖香噴噴的德國豬腳、香腸及烤雞，在

巴伐利亞銅管樂輕快的樂曲中，大夥共渡瘋狂乾杯與高歌的時

刻，還有許多酒客會打扮的奇裝異服，氣氛有夠high。
在啤酒節裡，可以喝到各家酒廠的優質啤酒，而且酒的價格

也不貴，可以好好享受金黃色的啤酒海，而穿著傳統服裝的啤

酒小姐穿梭在場內為大家服務，啤酒杯其實非常重，她們一次

竟可以拿上10個一公升的啤酒杯滿場跑，真是難得一見的大
絕招！

除了開懷暢飲，啤酒節會場其實是一座大型遊樂園，老少咸

宜，有許多好吃好玩的，絕對不只是猛灌啤

酒而已，摩天輪、旋轉木馬、海盜船、鬼屋

等五花八門的遊樂設施，還有馬戲

團、民俗音樂會等表演，很多遊客都

攜家帶眷來同樂，甚至還有小朋友

日，專供小朋友校外教學；當然，一

攤攤香到爆的小吃攤販是絕對不能錯過，

各式德國香腸、8字型麵包、傳統薑餅、
糖炒核果等，也是大快朵頤的好時機。

德意志湖光山語10天   9/19(中秋連休).22.26.29

楚格峰、ICE、三大城堡宮殿均含門票(新天鵝堡/海德堡古堡/
烏茲堡主教宮殿)，羅曼蒂克大道、阿爾卑斯之路、黑林區等

德意志縱橫全覽12天   9/19(中秋連休)

四星級以上住宿、ICE快速列車、
蒸汽火車登德北第一高峰-布洛肯山‧萊茵河遊船等

啤酒節特別企劃

德瑞浪漫雙峰會10天
 9/19(中秋連休).22.26.29

楚格峰、少女峰、ICE快速火車、萊茵河遊船、
BMW汽車博物館、新天鵝堡、紐倫堡、班堡、
海德堡、羅登堡、瑞士聖加崙修道院圖書館、

盧森、伯恩等

★鳳凰貴賓專享★

德意志湖光山語10天

Oktoberfest

荷蘭真是個把花卉創意發揮到極致的國度！除了每年春天的庫肯霍

夫花園盛會，以花來號召全世界遊客的，還有每年九月第一個週末所

舉辦的荷蘭花卉狂歡節（Bloemencorso Zundert）。
慶典自1936開始，在荷蘭南部的津德爾特Zundert舉辦，到現在己

有超過七十年的歷史，被譽為世上最大規模花車遊行慶典。這個小城

鎮來頭可不小，是大畫家梵谷的出生地，此地盛產大理花，居民們為

了推廣這種花卉，集思廣益、全體總動員，創造了吸睛度破錶的花卉

節，而大理花也成為慶典花車所使用的唯一材料，很難想像，遊行中

那些巨大的花車，竟都由同一種花所構成！

看過花卉節花車的人，大概都會驚訝

的合不攏嘴巴，因為視覺震撼力實在太

威了。每年大概都會有二十個左右的巨

型花車作品參與展出，由津德爾特裡的

20個村莊各負責一件，準備工作早在五
月份就開始進行，由專業藝術家設計花

車，然後由全村一起來參與製作，爭奇

鬥豔的新穎造型，完全顛覆大家對花車

的印象，生動的立體感已不足為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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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就出現在眼前，而且因為花車會進行比賽，為了爭奪冠軍，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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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預訂 帳篷區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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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旅遊

每年世界各地都有

大大小小的節慶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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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能錯過的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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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去狂〝趴〞一

下..
文／周羽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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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杯
開賣

荷蘭花卉狂歡節
 全球最大型的花車趴  ■2013年9月1、2日

豔遇
開賣

荷比法花都風情10天(升等一餐米其林)  8/29

比利時水都-布魯日，羅浮宮、凡爾賽宮，桑斯安斯風車村、
玻璃船遊阿姆斯特河、台夫特皇家陶瓷工廠等

荷比大城小鎮花語10天(二次米其林)  8/30

荷蘭皇室夏宮、白村巡禮、德哈爾紅堡庭園、

比利時水都-布魯日、比利時城堡莊園飯店等

豔夏優惠！限定出發日第二人省8千荷蘭花卉狂歡節

英比荷花漾庭園10天(升等一餐米其林)  8/26

歐洲之星子彈列車，布倫亨宮、科茲瓦爾斯丘陵、德哈爾古堡庭園、

台夫特皇家陶瓷工廠、桑斯安斯風車村等

德比荷萊茵城堡花語10天(升等一餐米其林)  8/28

遊覽萊茵河最美的一段、萊茵河畔傳奇古堡-龍堡、
比利時水都布魯日、比利時城堡莊園飯店

行程
推薦

(圖/Bloemencorso website)

(圖/荷蘭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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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巴西嘉年華
全球最大型的森巴舞狂野趴  ■2014年2/28-3/4  現在開始預購

全球嘉年華3大盛會之一的巴西嘉年華會（Braz i l 
Carnival），充滿狂野、炫麗與強烈的節奏，吸引世界各地
的人到此狂歡作樂，幾乎已成為嘉年華的代名詞，可以說沒

參加過巴西嘉

年華，別說你

懂得什麼叫解

放！

這場一年一

度的嘉年華

會，在里約熱

內盧Rio de 
Janeiro登場，
氣氛簡直要把

整個城巿High
到翻過來，整個巴西的男女老少都全心投入嘉年華會的準

備，據說嘉年華的起源，是來自於天主教徒在大齋戒前的最

後狂歡。

由於巴西位於南半球，季節跟台灣相反，每年二月份下旬

的嘉年華期間，正好是陽光耀眼的夏季，事實上從10~3月
的整個夏季，都算是巴西嘉年華的季節。經常會有街頭表

演、俱樂部舞會和森巴大遊行，整個嘉年華的重點

當然就是森巴館舉行的夜晚大遊行。

由象徵多夫多妻、縱情逸樂的摩莫王Rei Momo跳
起森巴舞做為開場，巴西各地著名的森巴舞蹈學校，派出

了最精英的隊伍參加，幾乎全裸森巴女郎，打扮比孔雀還炫

麗百倍，還有中南美肌肉猛男，令人血脈賁張，舞者伴隨著

讓人眼花撩亂的超華麗花車，在具有濃濃非洲民族色彩的森

巴音樂中，搖擺著身軀，火辣冶豔，大道上所有的男女老

少、就算是小朋友也一同熱舞，市長甚至把「市鑰」都交給

國王，意思是他沒在管了，大家瘋狂玩樂吧！連續好幾天日

以繼夜、無上限歌舞狂歡，把里約熱內盧變成一座不夜城！  
想參加與巴西嘉年華森巴大遊行，必須購買參觀門票，而

且門票並不便宜，儘管如此，年年還是一票難求，想體驗的

旅客，提前預購絕對是必要的。

火辣辣開賣火辣辣開賣

南美四國.馬丘比丘.百內.冰河.熱情嘉年華23天
南美四國.馬丘比丘.亞馬遜熱情嘉年華18天

2014年巴西嘉年華狂歡節    開始預購中

環球小姐選美沙灘

(圖/呂于青)

 歐洲皇家私 ”蜜 ”景點

塞席爾群島∼蜜月奢蜜8天
遊覽瑪黑.普拉斯林.迪克三知名渡假島、
UNESCO五月谷、夢幻藍色海洋∼
朗尼海洋國家公園、全程五星或渡假飯店

塞席爾早在英國皇室威廉王子及凱特王妃選為私房渡蜜月景點

前，此處已被國家地理雜誌列為人生必遊的50景點之一，地理位
置鄰近馬爾地夫，其遺世獨立的絕佳環境，和全世界最純淨的海

水，更讓塞席爾名列世界自然遺產榜單中，島上擁有最頂級的飯

店住宿，再加上無敵美景與奢華享受，成為歐洲旅客最愛的渡假

勝地。

現在，若你想一睹塞席爾的世界級美景，鳳凰推出8天行程，
由香港轉搭塞席爾航空，經阿布達比轉機即可到達，僅台灣八十

分之一大小的塞席爾，吸引了全球知名高價品牌飯店進駐，其中

鳳凰更安排住宿Mahe島上的悅榕莊兩晚，環抱於海灣的47間獨
棟別墅，挑高的空間與廣闊的視野，泡在泳池裡，就能從高處一

覽整片寶藍色海洋，而悅榕莊有口皆碑的SPA療程更不容錯過，
將身心交給芳療師與周圍寧靜舒適的大自然，體會如皇室般從容

優閒的渡假生活。 
來到塞席爾，除了住宿上的享受，群島上也不乏各種活動可參

與，鳳凰特別規劃Praslin島上的五月谷生態保護區，這裡有世界
獨有的最大堅果「海椰子」、溫馴可愛的「巨龜」，還能在沙灘

上享用BBQ，當然∼到藍中帶點翠綠的海中，浮潛尋找熱帶魚群
是一定要的，另外，擁有國家地理頻道推薦的La Digue島沙灘風
景區，巨大花崗岩石與椰子樹，搭配細緻白沙，形成了舉世無雙

的自然景觀，鳳凰在這更要帶領你造訪其他的私密的海灘，只能

說塞席爾是一張明信片，因為∼美的太不真實了！

馬爾地夫歐芙菲利Olhuveli Resort 6天　
限定團蜜月優惠價，只要57,800起

‧住4晚雙魚渡假村豪華花園別墅房
‧馬爾地夫搭乘快艇僅45分鐘就可抵達

．位置：非洲大陸的東南方

．首都：維多利亞港

．語言：可通英語

．人口：8.6萬

．面積：445平方公里(台灣的八十分之一)
．簽證：落地簽證(免費)
．其他：大英國協成員國之一，國家地理雜誌推薦為此生必遊五十景點

             之人間樂土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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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羿彣
圖／悅榕莊渡假旅館

悅榕莊的私人泳池

依山而建的旅館，體驗叢林之美

悠閒SPA

在印度洋上的一

個小島，2007年
英國威廉王子和

凱特王妃曾到此

渡假，他跟島民

說，這是他一生

中最棒的假期∼

塞
席
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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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巴西嘉年華
全球最大型的森巴舞狂野趴  ■2014年2/28-3/4  現在開始預購

全球嘉年華3大盛會之一的巴西嘉年華會（Braz i l 
Carnival），充滿狂野、炫麗與強烈的節奏，吸引世界各地
的人到此狂歡作樂，幾乎已成為嘉年華的代名詞，可以說沒

參加過巴西嘉

年華，別說你

懂得什麼叫解

放！

這場一年一

度的嘉年華

會，在里約熱

內盧Rio de 
Janeiro登場，
氣氛簡直要把

整個城巿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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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巴西位於南半球，季節跟台灣相反，每年二月份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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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就是森巴館舉行的夜晚大遊行。

由象徵多夫多妻、縱情逸樂的摩莫王Rei Momo跳
起森巴舞做為開場，巴西各地著名的森巴舞蹈學校，派出

了最精英的隊伍參加，幾乎全裸森巴女郎，打扮比孔雀還炫

麗百倍，還有中南美肌肉猛男，令人血脈賁張，舞者伴隨著

讓人眼花撩亂的超華麗花車，在具有濃濃非洲民族色彩的森

巴音樂中，搖擺著身軀，火辣冶豔，大道上所有的男女老

少、就算是小朋友也一同熱舞，市長甚至把「市鑰」都交給

國王，意思是他沒在管了，大家瘋狂玩樂吧！連續好幾天日

以繼夜、無上限歌舞狂歡，把里約熱內盧變成一座不夜城！  
想參加與巴西嘉年華森巴大遊行，必須購買參觀門票，而

且門票並不便宜，儘管如此，年年還是一票難求，想體驗的

旅客，提前預購絕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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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四國.馬丘比丘.亞馬遜熱情嘉年華18天

2014年巴西嘉年華狂歡節    開始預購中

環球小姐選美沙灘

(圖/呂于青)

 歐洲皇家私 ”蜜 ”景點

塞席爾群島∼蜜月奢蜜8天
遊覽瑪黑.普拉斯林.迪克三知名渡假島、
UNESCO五月谷、夢幻藍色海洋∼
朗尼海洋國家公園、全程五星或渡假飯店

塞席爾早在英國皇室威廉王子及凱特王妃選為私房渡蜜月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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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身心交給芳療師與周圍寧靜舒適的大自然，體會如皇室般從容

優閒的渡假生活。 
來到塞席爾，除了住宿上的享受，群島上也不乏各種活動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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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4晚雙魚渡假村豪華花園別墅房
‧馬爾地夫搭乘快艇僅45分鐘就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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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悅榕莊渡假旅館

悅榕莊的私人泳池

依山而建的旅館，體驗叢林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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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島，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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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麗江，更近了!

(圖/呂于青)

直飛小貼士

6月26日起華航首航直飛麗江，漫遊有東方瑞士美稱
的城市，免長途拉車或轉機，就能輕鬆享受山城度假樂

趣，搭上直飛的便利性，還可以把旅遊景點延伸到香格

里拉(中甸)、瀘沽湖、大理等地，炎炎夏日想要避暑
嗎？來麗江就對了。

許多到過雲南的旅客最想重遊的地方就是麗江了，列

為世界遺產的麗江古城是必遊的景區之一，白天遊客如

織，琳瑯滿目的特色商店為古城增添了色彩，往上走還

能欣賞古城全貌，而到了夜晚，茶樓酒吧燈火閃爍，更

為這裡換上另一種風貌，充滿東方風情的山城假期，漫

遊成了唯一的旅遊模式。

彷彿被群山環抱的麗江，不管在哪個位置都很難不注

意到這座壯闊的雪山，遠遠望去雲霧繚繞的山腰像極了白色巨龍，因此得名玉龍雪山。

這裡也是納西族聚居地，他們將雪山視為神山，世世代代謙卑地敬畏著，透過古老民族

的亙古傳說也讓這裡增添不少神秘浪漫的色彩。據說這座山頭至今都還沒有任何一位登

山者成功達陣，而一般旅客要以輕鬆的方式來親近雪山，最好的方法就是乘坐大索道纜

車直抵海拔4506公尺，纜車採用6人座全封式設計，從山腳下隨著索道順行而上，穿越
松林杉樹來到了可徒步健行的區域，沿著棧道慢行，每踏出一步就離雪山更近一點，莫

名的感動油然而生，此時此刻似乎不用太多的言語就可以感受納西族為什麼如此敬愛這

塊土地，因為玉龍雪山不僅守護了麗江，也守護了他們珍貴的風土民情。

 遺世獨立的浪漫
6月25日起華航首航直飛烏魯木齊，想要親臨世界上距離海洋
最遠的城市，只要搭乘直飛航班即可大幅縮減轉機時間，以烏魯

木齊為中心暢遊北疆、南疆都很方便。

烏魯木齊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首府，蒙古語是「美麗的牧

場」，而今日這美麗的牧場儼然成為政經、交通及文化的重要位

置。由於新疆十分廣闊，通常要玩遍南北疆需要花兩周以上的時

間，因此也有將新疆分為北疆與南疆兩大旅遊路線的走法。從烏

魯木齊往北走，不能錯過的就是喀納斯國家自然保護區，在面積

55.88萬公頃的土地上，有18.55萬公頃屬於保護區、37.03萬公
頃屬於禁獵區，自然生態保育十分嚴謹，在此可沿途欣賞一條注

入北冰洋河流的額爾齊斯河、布林津河、喀納斯河、臥龍灣、月

亮灣、神仙灣、鴨澤湖，而在最美的臥龍灣與月亮灣之間更能體

驗棧道健行樂趣，另外觀魚亭與喀納斯三道彎全景遠觀近看，以

不同角度讓旅客感受喀納斯湖的沉靜與神秘。

而被譽為塞外江南的伊梨河谷在六月底七月初更有大片薰衣草

田，諾大的紫色花海，為奔放不羈的新疆增添了另類的浪漫，此

外還有塞里木湖、那拉提草原、魔鬼城、五彩河岸及圖瓦新村等

都是北疆必遊景點。

來到南疆，這裡與北疆最大不同處就是以大漠及人文古蹟著

稱，從天山神秘大峽谷到喀孜爾千佛洞，再穿越素有死亡之海的

塔克拉瑪幹大沙漠，還有卡拉庫理高山湖泊、奧依塔格冰川風景

區、石頭城、中巴國界碑及最西的城市-喀什，豐富多元的景緻
讓人回味無窮。

直飛烏魯木齊只要約6小時

中國最美

優美的喀納斯景區

(圖/呢圖網)

充滿神秘與浪漫色彩的玉龍雪山

行程
推薦

 走進玉龍雪山的環抱、實現山城度假的夢想

金鳳凰麗江.瀘沽湖.香格里拉8天  無購物.自然景觀+民族風情完整品味

金鳳凰麗江.香格里拉5天/6天   無購物.探索中甸風情.虎跳峽

金鳳凰麗江瀘沽湖5天/6天  無購物.神秘女兒國之旅

直飛麗江只要約3.5小時直飛小貼士

中國最美系列：高

山湖泊、草原冰

川、沙漠綠洲⋯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總

讓人一次次讚嘆，

出發前令人心生嚮

往，抵達後教人回

味無窮。

文／黃仲雯

新

航

點

啟

動

　 行程
推薦

6

※另有醉美麗江.大理5天/6天、醉美麗江瀘沽湖5天/6天、醉美麗江香格里拉5天/6天
(圖/周怡君)

(圖/涂仲慶)

圖/ 黃仲雯

87

金鳳凰北疆麗水天山峻11天/12天  無購物.兩段內陸.喀納斯景區兩晚

金鳳凰南疆大漠.帕米爾11天/12天  無購物.兩段內陸.克孜爾千佛洞(專業講解)
金鳳凰南北疆全覽16天   無購物.兩段內陸.完整的新疆之旅

※另有北疆風情畫11天/12天、南疆風情畫11天/12天、南北疆走透透16天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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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30週年慶　

(圖/呂于青)

1983年開幕的東京迪士尼，今年要過30歲生
日了，這個讓大人小孩都陷入瘋狂的夢幻世界

裡，將以幸福主題出發，運用繽紛氣球做為裝

飾佈置兩座園區，入口還有穿著30週年慶祝服
飾的迪士尼明星雕像供拍照，當然樂園內限定

的迪士尼週年慶商品和餐點不容錯過，在一系

列特別活動中，互動式商品「幸福歡享項鍊」

更能與設於兩座園區各5處的特別裝飾「幸福歡
享點」相互感應產生聲光效果，遊客可蒐集3個
「幸福光點」獲得特

製吊飾紀念。

提到迪士尼，最吸

精的莫過於園內的卡

通人物遊行，30週年
加碼推出，長達45分
鐘由13台花車共7個
區段所組成的全新花

車日間遊行，一次看

遍所有心目中最愛的迪士尼角色。在迪士尼你

永遠不會無聊，七月份即將展開的是夏季才有

的玩水活動，還有依照電影星際大戰打造的全

新遊樂設施「星際旅行：冒險續航」，在迪士

尼總能發現不同的新玩法。

摩登東京∼忍野八海、迪士尼5天 
全日迪士尼樂園、富士山五合目散策、八景島溫泉美食、盧之湖海盜船、訪巨大鋼彈模型

摩登東京∼迪士尼、櫻桃小丸子5天 (成田/靜岡)
全日迪士尼樂園、八景島溫泉美食、忍野八海、搭纜車訪久能山東照宮、訪巨大鋼彈模型

位於聖淘沙名勝世界的環球影城，擁有好萊塢星光大道、紐約大道、科幻城市、古埃及、失落的世

界、遙遠王國、馬達加斯加等七大主題區，共24個景點，當中有18項設施更是特別為此樂園而設計，
如全球獨有的史瑞克∼遙遠王國城堡有著女巫調配藥水的飲料區，還有世界最高的

雙軌過山車考驗你的膽量，近幾年最夯的莫過於變形金剛主題區，除了動態的

遊樂設施，視覺上的感受更要你體驗不同以往的霧狀水、風、熱空氣等4D特
效，外頭還有巨大的變形金剛可拍照，電影迷千萬不能錯過。

2013全新開幕的芝麻街室內主題樂園，從紐約街搖身一變，請到芝麻街知
名角色ELMO和其他的夥伴們，一同展開一場華麗刺激的太空冒險！

亞洲唯一樂高樂園在馬國

新加坡環球影城

 在這人人都是王子和公主！

 啟發孩子∼想像無限

環球影城

日本/關西

豪斯登堡、格林冒險樂園

日本/九州

愛寶樂園、樂天世界

韓國/首爾

夢幻世界

澳洲/布里斯本

迪士尼樂園、環球影城

美國/佛羅里達洲、加洲

國家/主題樂園                                         推 薦 行 程

美西三城.親子雙樂園.大峽谷9天 (中段搭機)
全日暢遊迪士尼.環球影城、舊金山住2晚、訪大峽谷國家公園.拉維加斯、白宮餐廳用餐

關西親子遊.環球影城.原子小金鋼5天
暢遊京阪神、嵐山小火車、神戶愛之船美食、香草花園纜車、搭豪華遊輪

九州天空步道.格林冒險樂園.阿蘇纜車.豪斯登堡5天
暢遊九十九島、九重夢大吊橋、熊本城、享用名湯美食

韓風伯爵雪嶽山5天 (呈韓觀社+品保雙認證)
愛寶樂園、小法蘭西村、南怡島、泰迪熊博物館、雪嶽山國家公園搭纜車

春漾首爾~樂天.室內滑雪場5天 (呈韓觀社+品保雙認證)
樂天世界、滑雪樂園、普羅旺斯村、麵包DIY+秀、漢江遊船

金旅獎 海豚島.凡賽斯飯店7天(贈無尾熊合拍相片)
夢幻世界、住海豚島.凡賽斯飯店各1晚、凡賽斯.巴伐利亞餐廳享用餐食   

18款獨家主題∼只有這裡有！

我們再推以下精彩行程

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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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一
夏
一
夏

 

H
I
G
H

 

H
I
G
H

瘋樂園瘋樂園

每個孩子都希望自己是玩具世界裡的主人翁！來一趟馬來西亞樂高樂園就能輕鬆實現，走進全球第六座，

同時也是亞洲第一座的樂高樂園，小朋友們可化身為樂高中的小主角，搭乘樂高小火車環繞整個園區，或是

自己開著樂高小車子變身賽車高手、搭著龍造型的雲霄飛車、樂高飛機飛躍空中，又或進入樂高小艇中暢玩

水上活動，所有設施外觀都是樂高組成，讓小朋友彷彿進入了樂高城鎮中，擁有刺激與感官的雙重享受。

園內，各式的交通工具與場景皆仿造比例製作，就像進入樂高版的小人國，有馬來西亞本地的粉紅清真

寺、首相府和雙子星塔，也有世界遺產泰姬瑪哈陵等代表性建築，喜愛組合的小朋友也能試著創作自己的樂

高作品。

獅城饗宴~環球影城.金沙娛樂城. S.E.A 海洋館4天(6人成行) 
全程五星住宿、聖淘沙搭滑車+索道纜車、訪金沙娛樂城、海洋水族館、行程無購物站

新馬雙重奏∼黃金棕梠自然生態.環球影城6天
新加坡+馬來西亞雙國、體驗麻六甲文化∼三輪車遊古城

行程
推薦

行程
推薦

花車遊行
新改版

設施也玩
創意

變形金剛4D特效

主
題
樂
園

主
題
樂
園

親子樂園

僅有一次的童年，

放假就是要讓快樂

的回憶塞滿滿，刺

激的遊樂設施、豐

富多變的主題式活

動，暑假作業先擺

一邊，讓我們一起

瘋樂園吧！

文／林羿彣

(圖/楊麗雲) (圖/劉麗瑛) (圖/劉麗瑛)

(圖/Driving School Cars(LEGO® City Driving School))

海綿寶寶陪你過暑假(圖/昆士蘭旅遊局)

(圖/環球影城)

(圖/劉麗瑛)

(圖/黃仲雯)

(圖/萬嘉翔)

(圖/周羽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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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30週年慶　

(圖/呂于青)

1983年開幕的東京迪士尼，今年要過30歲生
日了，這個讓大人小孩都陷入瘋狂的夢幻世界

裡，將以幸福主題出發，運用繽紛氣球做為裝

飾佈置兩座園區，入口還有穿著30週年慶祝服
飾的迪士尼明星雕像供拍照，當然樂園內限定

的迪士尼週年慶商品和餐點不容錯過，在一系

列特別活動中，互動式商品「幸福歡享項鍊」

更能與設於兩座園區各5處的特別裝飾「幸福歡
享點」相互感應產生聲光效果，遊客可蒐集3個
「幸福光點」獲得特

製吊飾紀念。

提到迪士尼，最吸

精的莫過於園內的卡

通人物遊行，30週年
加碼推出，長達45分
鐘由13台花車共7個
區段所組成的全新花

車日間遊行，一次看

遍所有心目中最愛的迪士尼角色。在迪士尼你

永遠不會無聊，七月份即將展開的是夏季才有

的玩水活動，還有依照電影星際大戰打造的全

新遊樂設施「星際旅行：冒險續航」，在迪士

尼總能發現不同的新玩法。

摩登東京∼忍野八海、迪士尼5天 
全日迪士尼樂園、富士山五合目散策、八景島溫泉美食、盧之湖海盜船、訪巨大鋼彈模型

摩登東京∼迪士尼、櫻桃小丸子5天 (成田/靜岡)
全日迪士尼樂園、八景島溫泉美食、忍野八海、搭纜車訪久能山東照宮、訪巨大鋼彈模型

位於聖淘沙名勝世界的環球影城，擁有好萊塢星光大道、紐約大道、科幻城市、古埃及、失落的世

界、遙遠王國、馬達加斯加等七大主題區，共24個景點，當中有18項設施更是特別為此樂園而設計，
如全球獨有的史瑞克∼遙遠王國城堡有著女巫調配藥水的飲料區，還有世界最高的

雙軌過山車考驗你的膽量，近幾年最夯的莫過於變形金剛主題區，除了動態的

遊樂設施，視覺上的感受更要你體驗不同以往的霧狀水、風、熱空氣等4D特
效，外頭還有巨大的變形金剛可拍照，電影迷千萬不能錯過。

2013全新開幕的芝麻街室內主題樂園，從紐約街搖身一變，請到芝麻街知
名角色ELMO和其他的夥伴們，一同展開一場華麗刺激的太空冒險！

亞洲唯一樂高樂園在馬國

新加坡環球影城

 在這人人都是王子和公主！

 啟發孩子∼想像無限

環球影城

日本/關西

豪斯登堡、格林冒險樂園

日本/九州

愛寶樂園、樂天世界

韓國/首爾

夢幻世界

澳洲/布里斯本

迪士尼樂園、環球影城

美國/佛羅里達洲、加洲

國家/主題樂園                                         推 薦 行 程

美西三城.親子雙樂園.大峽谷9天 (中段搭機)
全日暢遊迪士尼.環球影城、舊金山住2晚、訪大峽谷國家公園.拉維加斯、白宮餐廳用餐

關西親子遊.環球影城.原子小金鋼5天
暢遊京阪神、嵐山小火車、神戶愛之船美食、香草花園纜車、搭豪華遊輪

九州天空步道.格林冒險樂園.阿蘇纜車.豪斯登堡5天
暢遊九十九島、九重夢大吊橋、熊本城、享用名湯美食

韓風伯爵雪嶽山5天 (呈韓觀社+品保雙認證)
愛寶樂園、小法蘭西村、南怡島、泰迪熊博物館、雪嶽山國家公園搭纜車

春漾首爾~樂天.室內滑雪場5天 (呈韓觀社+品保雙認證)
樂天世界、滑雪樂園、普羅旺斯村、麵包DIY+秀、漢江遊船

金旅獎 海豚島.凡賽斯飯店7天(贈無尾熊合拍相片)
夢幻世界、住海豚島.凡賽斯飯店各1晚、凡賽斯.巴伐利亞餐廳享用餐食   

18款獨家主題∼只有這裡有！

我們再推以下精彩行程

玩

到

翻

一
夏
一
夏

 

H
I
G
H

 

H
I
G
H

瘋樂園瘋樂園

每個孩子都希望自己是玩具世界裡的主人翁！來一趟馬來西亞樂高樂園就能輕鬆實現，走進全球第六座，

同時也是亞洲第一座的樂高樂園，小朋友們可化身為樂高中的小主角，搭乘樂高小火車環繞整個園區，或是

自己開著樂高小車子變身賽車高手、搭著龍造型的雲霄飛車、樂高飛機飛躍空中，又或進入樂高小艇中暢玩

水上活動，所有設施外觀都是樂高組成，讓小朋友彷彿進入了樂高城鎮中，擁有刺激與感官的雙重享受。

園內，各式的交通工具與場景皆仿造比例製作，就像進入樂高版的小人國，有馬來西亞本地的粉紅清真

寺、首相府和雙子星塔，也有世界遺產泰姬瑪哈陵等代表性建築，喜愛組合的小朋友也能試著創作自己的樂

高作品。

獅城饗宴~環球影城.金沙娛樂城. S.E.A 海洋館4天(6人成行) 
全程五星住宿、聖淘沙搭滑車+索道纜車、訪金沙娛樂城、海洋水族館、行程無購物站

新馬雙重奏∼黃金棕梠自然生態.環球影城6天
新加坡+馬來西亞雙國、體驗麻六甲文化∼三輪車遊古城

行程
推薦

行程
推薦

花車遊行
新改版

設施也玩
創意

變形金剛4D特效

主
題
樂
園

主
題
樂
園

親子樂園

僅有一次的童年，

放假就是要讓快樂

的回憶塞滿滿，刺

激的遊樂設施、豐

富多變的主題式活

動，暑假作業先擺

一邊，讓我們一起

瘋樂園吧！

文／林羿彣

(圖/楊麗雲) (圖/劉麗瑛) (圖/劉麗瑛)

(圖/Driving School Cars(LEGO® City Driving School))

海綿寶寶陪你過暑假(圖/昆士蘭旅遊局)

(圖/環球影城)

(圖/劉麗瑛)

(圖/黃仲雯)

(圖/萬嘉翔)

(圖/周羽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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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搶盡楓頭

(圖/呂于青)

楓葉王國加拿大，絕對是秋季楓紅的最佳展演場，位於魁北克、渥太華及蒙特婁之間的「洛朗區」，被譽為〝加東

第一楓〞賞楓特區，這裡是世界上極古老的山脈，大部分都是平緩的圓丘，一到秋天，高高低低的丘陵山谷，覆上七

彩的楓林與變色木，讓人見識到加拿大令人楓狂的美！

洛朗區裡最精華的楓景就是川普朗山區域，此地的川普朗渡假村一到秋

天，遊客從世界各地楓擁而至，這個渡假村依山傍水，是此區規模最大、

設施最齊全的世界級度假村，比惠斯勒還大上幾倍，搭乘纜車居高臨下，

可俯瞰滿山遍野的楓紅景緻，精緻可愛房子、湖泊、河流點綴其間，無疑

是最美楓情。

而安大略省最古老、最著名的省立公園∼阿岡

昆，擁有百年歷史，佔地達七千平方公里，9月底
到10月中是公園最美麗的季節，紅葉的範圍極廣，
園內有上千個大大小小的天然湖泊，深受獨木舟玩

家的喜愛，雖說名稱是公園，其實阿岡昆就像一座

森林般，棲息著麋鹿、黑熊等數不盡的野生動物。

此外，擁有世界遺產古城頭銜的魁北克，楓姿綽

約的浪漫，絕對值得細細品味，而此區的楓景之最

就是有楓葉大峽谷之稱的聖安妮峽谷，此地最大的

特色之一就是騰空而架的長長吊橋，遊客可漫步吊

橋上，欣賞谷底、山腰、山頂…..一層層充滿層次感的絢爛楓景，並身歷
其境瀑布峽谷間。還有從多倫多到魁北克之間，全長約八百公里的賞楓觀

景路線「楓葉大道」，感受一路上兜楓的快感，也是加拿大賞楓必遊。

秋天的童話~俄羅斯金環經典10天(莫斯科河遊船晚餐)  
住宿五星7晚，隱士盧博物館、俄羅斯民俗舞蹈、莫斯科馬戲團表演，
聖彼得堡夏宮餐廳及尼古拉宮晚餐，莫斯科河遊船晚餐、杜蘭朵餐廳用餐

法國戀戀風情10天
升等兩餐米其林一星+二星，塞納河遊船晚餐、羅浮宮、凡爾賽宮，
阿爾卑斯巡禮~梅婕芙山城搭馬車、白朗峰，普羅旺斯南法風情

歐洲的秋天金燦燦
 洛朗區、阿岡昆公園  •賞楓期間：9-10月    很多人喜歡歐洲的秋天

勝過夏天，因為秋天氣候

涼爽，沒有夏天時的大太

陽與爆熱，而且歐洲人的

暑假結束了，可避開了來

自各國的觀光客人潮，旅

遊起來相當舒服；更重要

的是，秋天的歐洲，富有

濃濃的季節感，所有的樹

葉轉為金黃色，不論城巿

街道或大自然山林，就彷彿撒上了一層金粉，燦爛與浪漫加了好幾倍！

歐洲最美的秋遊路線之一，要屬擁有大片森林美景與高山的中歐地

區，繽紛的黃紅葉形成一幅幅印象派的風景畫。德國的山林城堡及中世

紀城巿，在點點黃葉及楓紅粧點下，更加夢幻，童話大道上，遺世獨立

的童話城堡~新天鵝堡，秋天時被五彩的
山林簇擁，展現它一年中最嫵媚的一刻，

還有古堡大道上的海德堡，入秋時一整

片的紅瓦屋頂、老橋，在紅橙楓紅的襯托

下，揮灑出秋的詩意；秋高氣爽是攀登山

林的絕佳時機，阿爾卑斯優美的山林小鎮

佳蜜熙，搭纜車登上德國第一高峰楚格

峰，或漫遊在風情小鎮~歐博阿馬高，欣
賞優美戶外壁畫….讓人忍不住愛上歐洲的
秋天！

德意志湖光山語10天
楚格峰(齒軌火車+登山纜車)、新天鵝堡/海德堡古堡/烏茲堡主教宮殿， 
羅曼蒂克大道、古堡大道、阿爾卑斯之路、黑林區等

德瑞浪漫雙峰會10天（楚格峰、少女峰、ICE）
暢遊楚格峰、少女峰，深入萊茵河谷及阿爾卑斯山林

還有瑞士秋天的湖光山色，同樣是賞

心悅目，盧森湖畔風光明媚的小鎮，或搭

乘少女峰景觀火車到山頂，滿山黃綠色的

秋意一覽無遺，點綴在山間童話般的房

屋，清脆的牛鈴聲及憨厚的聖伯納犬，時

間彷彿都慢了下來。

風格強烈的俄羅斯，散發著獨特的優

雅與神祕感，金色的秋季更加突顯出它的

尊貴韻味。美麗聖彼得堡，滿城都是宮殿

古蹟，彼得夏宮的大宮殿、花園、噴泉，

秋天遊訪，更加驚豔；來到金環古城的建

築藝術寶庫，東正教精緻美麗的教堂，富

麗堂皇的金色建築，配上黃色的樹木，閃

耀在陽光下，整個畫面滿滿的都是金黃

色，令人目炫神迷。

秋

遊

去

下一季很美

秋天是最令人期待

的旅遊季節，涼爽

的氣候，散發著幸

福的微溫，大地也

換上超豔麗的色

彩，讓秋天成為四

季之中最迷人的季

節∼

文／周羽雯

(圖/黃仲雯)

渥太華(圖/呂其儒) (圖/洛朗區旅遊局) (圖/魁北克旅遊局) 俄羅斯金環(圖/宗亞叡) (圖/瑞士旅遊局)

(圖/瑞士旅遊局)

俄羅斯(圖/呂其儒)
聖彼得堡冬宮(圖/宗亞叡)

(圖/德國國家旅遊局)

行程
推薦 歐洲好楓景

美加好楓景

魁北克

(圖/加拿大旅遊局)

(圖/洛朗區旅遊局)

聖安妮峽谷(圖/呂其儒)

(圖/呂其儒)

(圖/洛朗區旅遊局)

行程
推薦

加東多彩【楓】情慢遊12天
川普朗山區(纜車)、阿岡昆省立公園秋色、楓葉大道、千島群島、加蒂
諾公園賞楓、聖安妮峽谷(楓葉大峽谷)、尼加拉瀑布霧中少女號(高塔餐)

美加東.洛朗.白山賞楓12天
加東賞楓特區~川普朗(纜車)、楓葉大道、白山森林賞楓區(纜車)，

加東賞楓第一景千島群島，波士頓昆西市場、波士頓龍蝦大餐等

黃石.大堤頓.白山森林.美加東大都會深度15天
9/10.27、10/8   白山森林公園楓紅，聖安妮峽谷(楓葉大峽谷)、
千島群島遊船、尼加拉瀑布霧中少女號(高塔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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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搶盡楓頭

(圖/呂于青)

楓葉王國加拿大，絕對是秋季楓紅的最佳展演場，位於魁北克、渥太華及蒙特婁之間的「洛朗區」，被譽為〝加東

第一楓〞賞楓特區，這裡是世界上極古老的山脈，大部分都是平緩的圓丘，一到秋天，高高低低的丘陵山谷，覆上七

彩的楓林與變色木，讓人見識到加拿大令人楓狂的美！

洛朗區裡最精華的楓景就是川普朗山區域，此地的川普朗渡假村一到秋

天，遊客從世界各地楓擁而至，這個渡假村依山傍水，是此區規模最大、

設施最齊全的世界級度假村，比惠斯勒還大上幾倍，搭乘纜車居高臨下，

可俯瞰滿山遍野的楓紅景緻，精緻可愛房子、湖泊、河流點綴其間，無疑

是最美楓情。

而安大略省最古老、最著名的省立公園∼阿岡

昆，擁有百年歷史，佔地達七千平方公里，9月底
到10月中是公園最美麗的季節，紅葉的範圍極廣，
園內有上千個大大小小的天然湖泊，深受獨木舟玩

家的喜愛，雖說名稱是公園，其實阿岡昆就像一座

森林般，棲息著麋鹿、黑熊等數不盡的野生動物。

此外，擁有世界遺產古城頭銜的魁北克，楓姿綽

約的浪漫，絕對值得細細品味，而此區的楓景之最

就是有楓葉大峽谷之稱的聖安妮峽谷，此地最大的

特色之一就是騰空而架的長長吊橋，遊客可漫步吊

橋上，欣賞谷底、山腰、山頂…..一層層充滿層次感的絢爛楓景，並身歷
其境瀑布峽谷間。還有從多倫多到魁北克之間，全長約八百公里的賞楓觀

景路線「楓葉大道」，感受一路上兜楓的快感，也是加拿大賞楓必遊。

秋天的童話~俄羅斯金環經典10天(莫斯科河遊船晚餐)  
住宿五星7晚，隱士盧博物館、俄羅斯民俗舞蹈、莫斯科馬戲團表演，
聖彼得堡夏宮餐廳及尼古拉宮晚餐，莫斯科河遊船晚餐、杜蘭朵餐廳用餐

法國戀戀風情10天
升等兩餐米其林一星+二星，塞納河遊船晚餐、羅浮宮、凡爾賽宮，
阿爾卑斯巡禮~梅婕芙山城搭馬車、白朗峰，普羅旺斯南法風情

歐洲的秋天金燦燦
 洛朗區、阿岡昆公園  •賞楓期間：9-10月    很多人喜歡歐洲的秋天

勝過夏天，因為秋天氣候

涼爽，沒有夏天時的大太

陽與爆熱，而且歐洲人的

暑假結束了，可避開了來

自各國的觀光客人潮，旅

遊起來相當舒服；更重要

的是，秋天的歐洲，富有

濃濃的季節感，所有的樹

葉轉為金黃色，不論城巿

街道或大自然山林，就彷彿撒上了一層金粉，燦爛與浪漫加了好幾倍！

歐洲最美的秋遊路線之一，要屬擁有大片森林美景與高山的中歐地

區，繽紛的黃紅葉形成一幅幅印象派的風景畫。德國的山林城堡及中世

紀城巿，在點點黃葉及楓紅粧點下，更加夢幻，童話大道上，遺世獨立

的童話城堡~新天鵝堡，秋天時被五彩的
山林簇擁，展現它一年中最嫵媚的一刻，

還有古堡大道上的海德堡，入秋時一整

片的紅瓦屋頂、老橋，在紅橙楓紅的襯托

下，揮灑出秋的詩意；秋高氣爽是攀登山

林的絕佳時機，阿爾卑斯優美的山林小鎮

佳蜜熙，搭纜車登上德國第一高峰楚格

峰，或漫遊在風情小鎮~歐博阿馬高，欣
賞優美戶外壁畫….讓人忍不住愛上歐洲的
秋天！

德意志湖光山語10天
楚格峰(齒軌火車+登山纜車)、新天鵝堡/海德堡古堡/烏茲堡主教宮殿， 
羅曼蒂克大道、古堡大道、阿爾卑斯之路、黑林區等

德瑞浪漫雙峰會10天（楚格峰、少女峰、ICE）
暢遊楚格峰、少女峰，深入萊茵河谷及阿爾卑斯山林

還有瑞士秋天的湖光山色，同樣是賞

心悅目，盧森湖畔風光明媚的小鎮，或搭

乘少女峰景觀火車到山頂，滿山黃綠色的

秋意一覽無遺，點綴在山間童話般的房

屋，清脆的牛鈴聲及憨厚的聖伯納犬，時

間彷彿都慢了下來。

風格強烈的俄羅斯，散發著獨特的優

雅與神祕感，金色的秋季更加突顯出它的

尊貴韻味。美麗聖彼得堡，滿城都是宮殿

古蹟，彼得夏宮的大宮殿、花園、噴泉，

秋天遊訪，更加驚豔；來到金環古城的建

築藝術寶庫，東正教精緻美麗的教堂，富

麗堂皇的金色建築，配上黃色的樹木，閃

耀在陽光下，整個畫面滿滿的都是金黃

色，令人目炫神迷。

秋

遊

去

下一季很美

秋天是最令人期待

的旅遊季節，涼爽

的氣候，散發著幸

福的微溫，大地也

換上超豔麗的色

彩，讓秋天成為四

季之中最迷人的季

節∼

文／周羽雯

(圖/黃仲雯)

渥太華(圖/呂其儒) (圖/洛朗區旅遊局) (圖/魁北克旅遊局) 俄羅斯金環(圖/宗亞叡) (圖/瑞士旅遊局)

(圖/瑞士旅遊局)

俄羅斯(圖/呂其儒)
聖彼得堡冬宮(圖/宗亞叡)

(圖/德國國家旅遊局)

行程
推薦 歐洲好楓景

美加好楓景

魁北克

(圖/加拿大旅遊局)

(圖/洛朗區旅遊局)

聖安妮峽谷(圖/呂其儒)

(圖/呂其儒)

(圖/洛朗區旅遊局)

行程
推薦

加東多彩【楓】情慢遊12天
川普朗山區(纜車)、阿岡昆省立公園秋色、楓葉大道、千島群島、加蒂
諾公園賞楓、聖安妮峽谷(楓葉大峽谷)、尼加拉瀑布霧中少女號(高塔餐)

美加東.洛朗.白山賞楓12天
加東賞楓特區~川普朗(纜車)、楓葉大道、白山森林賞楓區(纜車)，

加東賞楓第一景千島群島，波士頓昆西市場、波士頓龍蝦大餐等

黃石.大堤頓.白山森林.美加東大都會深度15天
9/10.27、10/8   白山森林公園楓紅，聖安妮峽谷(楓葉大峽谷)、
千島群島遊船、尼加拉瀑布霧中少女號(高塔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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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去土耳其住一晚
土耳其本身地理環境的多變性，造就了許多特殊的地形，

來到有著精靈煙囪之稱的「卡帕多奇亞」岩石區，當地獨有

的洞穴環境，加上現代化的設備裝修，宛如山頂洞人的住宿

生活非常新鮮，這裡同時也是熱氣球飛行的必經之地，清晨

湛藍的天空飄著無數的繽紛氣球，美得令人讚嘆。若提到住

宿，歸為世界遺產的番紅花城民宿，由紅色磚瓦建造而成的

屋頂，搭上古早味的木造窗戶與磚頭，風韻猶存的建築外

觀，刻劃著古時商旅中停休憩的記憶，第一次造訪的旅客，

不妨尋找只有在番紅花城民宿中才有的特殊體驗，浴室竟然

藏在櫥櫃裡！

 住在世界遺產裡！

看過來！世界特色旅店 
MENA HOUSE 皇宮飯店
入住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三巨頭-蔣
介石、羅斯福、邱吉爾舉辦開羅會

議所在地MENA HOUSE，在飯店就
能欣賞超近距離的金字塔之美，他

不僅是五星飯店，更是象徵歷史的

古蹟文物，金碧輝煌的內部裝潢與

散發迷人光彩的燈飾，讓入住的人感覺備受尊榮。

Kandalma Hotel 肯達拉姆飯店
下榻建築大師Geofrey Bawa設
計的百大知名綠建築旅店，同時

也是亞洲第一家獲得綠色地球標

章的旅館，整體建築依山而建，

與大自然相互結合，每間房間都

面向丹不拉湖畔，住宿時記得把

門窗關好，否則猴子可會拿著你

的內衣到處跑唷！

蒙古包營區
特勒吉國家公園擁有蒙古最美的草

原，除了可在草原上策馬奔馳，蒙古

包的住宿更是貼近蒙古人生活的最佳

體驗，蒙古包裡有床、桌子、火爐，

和無遮蔽的天窗，夜晚無光害的天

空，滿天繁星讓人有世界之大的感覺，蒙古包中還能品嚐道

地的奶茶與蒙古石頭烤羊肉，味道獨特值得一試。

番王船屋
喜馬拉雅山腳下的避暑勝地-喀什米爾，有著不同於一般的

湖上住宿體驗，固定於湖泊上的番

王船屋，木製船身雕刻著細緻繁雜

的花紋，簍空的窗花讓室內灑落日

光，地板上更舖著華麗風格的喀什

米爾地毯，一艘船僅供2~3間房間，
還享有專屬的船上管家呢！

土耳其番紅花城雙飛風采11天
(送吉普車遊) 5/15起土耳其提供台灣電子簽證　

番紅花城民宿、洞穴飯店住2晚、帕穆卡麗溫泉飯店、
伊斯坦堡住2晚五星、入內門票最多

住

的

鮮

體

驗

埃及紅海法老傳奇12天
四段國內班機、獨家搭乘玻璃潛艇、五星級尼羅河郵輪、
阿拉伯式風帆船、訪亞歷山大港

詩情畫意∼喀什米爾船屋.泰姬瑪哈7天
兩段內陸班機、住番王船屋、西卡拉遊船、纜車之旅、
訪泰姬瑪哈陵、阿格拉城堡

漫遊斯里蘭卡自然之旅10天
Lonely Planet推薦最佳旅遊國度
訪世界遺產黃金寺廟及洞窟寺廟、獅子岩、佛牙舍利子

蒙古國. 忽斯台蒙古野馬保護區6天
訪自然博物館、博格多汗冬宮博物館、甘丹寺博物館、
住2晚特勒吉觀光營區

土
耳
其

土
耳
其

特色旅店

文／林羿彣

番紅花城民宿(圖/宗亞叡)網走能取湖的珊瑚草 卡帕多其亞岩石區(圖/宗亞叡)

(圖/楊忠新)

(圖/MEAN HOUSE)

(圖/呂其儒)

洞穴旅館(圖/高紹瑀)

造 訪 一 個 國

家，若想要深

入了解當地居

民的生活，體

驗特色住宿絕

對是個快速的

方法。北海道秘境楓光

楓彩北國.黑岳纜車.真鍋庭園TOMAMU5天
9/17.22、10/8
住宿北海道超人氣TOMAMAU渡假村，旭山動物園、真鍋庭園、

柳月洋果子工坊、然別湖獨木舟體驗、黑岳纜車秋景、小樽等

北國知床秘境遊船、能取湖珊瑚草、雲海纜車

旭山動物園.丹頂鶴公園5天 9/16.20.26.30
住宿北海道超人氣TOMAMU渡假村，知床遊覽船、
摩周湖、天都山流冰館、層雲峽溫泉等

日本好楓景

 層雲峽、能取湖、知床
•賞楓期間：9月中~10月上旬

此外，往道東最東北的知床半島，突出於鄂霍次

克海，被稱為日本最後的祕境，此地不但被列為米

其林三星景點，還被登錄為世界自然遺產。在著

名的知床八景中，知床五湖的秋色不容錯過，湖水

被原生森林環繞，原始而充滿神祕氣息，偶爾可看到

蝦夷鹿出現覓食，連結五湖的是感覺九轉十八拐的木質

步道，有種探險的感覺。

北半球紅葉旅遊參考

◎楓紅乃大自然現象，因天候影響，楓紅變化無法完全掌握，
   前往時如無法欣賞到預期中的紅葉，敬請瞭解並見諒。

地點 紅葉期間 秋遊及紅葉推薦地點

日本 9-11月 全日本由北到南~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

韓國 9月底-10月底 雪嶽山、大屯山、五台山

加拿大
美東

 9-10月 楓葉大道、聖安妮峽谷、阿岡昆省立公園

歐洲 9-10月 瑞士、德國、法國、俄羅斯

大陸  9-10月 四川九寨、遼寧(紅海灘) 、新疆喀那斯、
  北京、南京棲霞山

北海道道央地區的大雪山國立公園，可說是日本的最先楓，楓期約

從9月開催，其中，搭乘空中纜車漫遊大雪山的黑岳，將是這一季賞楓
最精彩的序曲，在海柭緩緩增加中，滿目盡是綿延的楓景，最特別的

是雄偉山頭上的新雪與剛催紅的紅葉，形成絕妙的紅白配景致。

黑岳的海拔有1900公尺，山腳下的層雲峽搭纜車到黑岳五合目站，
標高約1300公尺，繼
續有登山索道車可上

到七合目。層雲峽除

了洶湧的楓浪層次，

最著名的就是榮獲瀑

布百選的流星瀑布及

銀河瀑布，瀑布與楓

紅交融的畫面，也堪

稱一大絕景，這裡也

是北國知名的溫泉

鄉，泡溫泉賞紅葉、品嚐旬味，絕對是秋季大享受！

在北海道道東的網走，則有一項秋季紅不讓的特殊景觀，就是能取

湖的「紅色珊瑚草」。能取湖是一個潟湖，擁有日本珊瑚草最大的群

生地，隨著入秋，原本綠色的莖會變成紅色，能取湖的珊瑚草便染成

一整片的紅，彷彿舖上了一層巨大的紅毯，視覺上驚豔感十足。

行程
推薦

(圖/Kandalma Hotel)

行程
推薦

(圖/Tomamu) 雲海平台(圖/Tom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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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去土耳其住一晚
土耳其本身地理環境的多變性，造就了許多特殊的地形，

來到有著精靈煙囪之稱的「卡帕多奇亞」岩石區，當地獨有

的洞穴環境，加上現代化的設備裝修，宛如山頂洞人的住宿

生活非常新鮮，這裡同時也是熱氣球飛行的必經之地，清晨

湛藍的天空飄著無數的繽紛氣球，美得令人讚嘆。若提到住

宿，歸為世界遺產的番紅花城民宿，由紅色磚瓦建造而成的

屋頂，搭上古早味的木造窗戶與磚頭，風韻猶存的建築外

觀，刻劃著古時商旅中停休憩的記憶，第一次造訪的旅客，

不妨尋找只有在番紅花城民宿中才有的特殊體驗，浴室竟然

藏在櫥櫃裡！

 住在世界遺產裡！

看過來！世界特色旅店 
MENA HOUSE 皇宮飯店
入住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三巨頭-蔣
介石、羅斯福、邱吉爾舉辦開羅會

議所在地MENA HOUSE，在飯店就
能欣賞超近距離的金字塔之美，他

不僅是五星飯店，更是象徵歷史的

古蹟文物，金碧輝煌的內部裝潢與

散發迷人光彩的燈飾，讓入住的人感覺備受尊榮。

Kandalma Hotel 肯達拉姆飯店
下榻建築大師Geofrey Bawa設
計的百大知名綠建築旅店，同時

也是亞洲第一家獲得綠色地球標

章的旅館，整體建築依山而建，

與大自然相互結合，每間房間都

面向丹不拉湖畔，住宿時記得把

門窗關好，否則猴子可會拿著你

的內衣到處跑唷！

蒙古包營區
特勒吉國家公園擁有蒙古最美的草

原，除了可在草原上策馬奔馳，蒙古

包的住宿更是貼近蒙古人生活的最佳

體驗，蒙古包裡有床、桌子、火爐，

和無遮蔽的天窗，夜晚無光害的天

空，滿天繁星讓人有世界之大的感覺，蒙古包中還能品嚐道

地的奶茶與蒙古石頭烤羊肉，味道獨特值得一試。

番王船屋
喜馬拉雅山腳下的避暑勝地-喀什米爾，有著不同於一般的

湖上住宿體驗，固定於湖泊上的番

王船屋，木製船身雕刻著細緻繁雜

的花紋，簍空的窗花讓室內灑落日

光，地板上更舖著華麗風格的喀什

米爾地毯，一艘船僅供2~3間房間，
還享有專屬的船上管家呢！

土耳其番紅花城雙飛風采11天
(送吉普車遊) 5/15起土耳其提供台灣電子簽證　

番紅花城民宿、洞穴飯店住2晚、帕穆卡麗溫泉飯店、
伊斯坦堡住2晚五星、入內門票最多

住

的

鮮

體

驗

埃及紅海法老傳奇12天
四段國內班機、獨家搭乘玻璃潛艇、五星級尼羅河郵輪、
阿拉伯式風帆船、訪亞歷山大港

詩情畫意∼喀什米爾船屋.泰姬瑪哈7天
兩段內陸班機、住番王船屋、西卡拉遊船、纜車之旅、
訪泰姬瑪哈陵、阿格拉城堡

漫遊斯里蘭卡自然之旅10天
Lonely Planet推薦最佳旅遊國度
訪世界遺產黃金寺廟及洞窟寺廟、獅子岩、佛牙舍利子

蒙古國. 忽斯台蒙古野馬保護區6天
訪自然博物館、博格多汗冬宮博物館、甘丹寺博物館、
住2晚特勒吉觀光營區

土
耳
其

土
耳
其

特色旅店

文／林羿彣

番紅花城民宿(圖/宗亞叡)網走能取湖的珊瑚草 卡帕多其亞岩石區(圖/宗亞叡)

(圖/楊忠新)

(圖/MEAN HOUSE)

(圖/呂其儒)

洞穴旅館(圖/高紹瑀)

造 訪 一 個 國

家，若想要深

入了解當地居

民的生活，體

驗特色住宿絕

對是個快速的

方法。北海道秘境楓光

楓彩北國.黑岳纜車.真鍋庭園TOMAMU5天
9/17.22、10/8
住宿北海道超人氣TOMAMAU渡假村，旭山動物園、真鍋庭園、

柳月洋果子工坊、然別湖獨木舟體驗、黑岳纜車秋景、小樽等

北國知床秘境遊船、能取湖珊瑚草、雲海纜車

旭山動物園.丹頂鶴公園5天 9/16.20.26.30
住宿北海道超人氣TOMAMU渡假村，知床遊覽船、
摩周湖、天都山流冰館、層雲峽溫泉等

日本好楓景

 層雲峽、能取湖、知床
•賞楓期間：9月中~10月上旬

此外，往道東最東北的知床半島，突出於鄂霍次

克海，被稱為日本最後的祕境，此地不但被列為米

其林三星景點，還被登錄為世界自然遺產。在著

名的知床八景中，知床五湖的秋色不容錯過，湖水

被原生森林環繞，原始而充滿神祕氣息，偶爾可看到

蝦夷鹿出現覓食，連結五湖的是感覺九轉十八拐的木質

步道，有種探險的感覺。

北半球紅葉旅遊參考

◎楓紅乃大自然現象，因天候影響，楓紅變化無法完全掌握，
   前往時如無法欣賞到預期中的紅葉，敬請瞭解並見諒。

地點 紅葉期間 秋遊及紅葉推薦地點

日本 9-11月 全日本由北到南~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

韓國 9月底-10月底 雪嶽山、大屯山、五台山

加拿大
美東

 9-10月 楓葉大道、聖安妮峽谷、阿岡昆省立公園

歐洲 9-10月 瑞士、德國、法國、俄羅斯

大陸  9-10月 四川九寨、遼寧(紅海灘) 、新疆喀那斯、
  北京、南京棲霞山

北海道道央地區的大雪山國立公園，可說是日本的最先楓，楓期約

從9月開催，其中，搭乘空中纜車漫遊大雪山的黑岳，將是這一季賞楓
最精彩的序曲，在海柭緩緩增加中，滿目盡是綿延的楓景，最特別的

是雄偉山頭上的新雪與剛催紅的紅葉，形成絕妙的紅白配景致。

黑岳的海拔有1900公尺，山腳下的層雲峽搭纜車到黑岳五合目站，
標高約1300公尺，繼
續有登山索道車可上

到七合目。層雲峽除

了洶湧的楓浪層次，

最著名的就是榮獲瀑

布百選的流星瀑布及

銀河瀑布，瀑布與楓

紅交融的畫面，也堪

稱一大絕景，這裡也

是北國知名的溫泉

鄉，泡溫泉賞紅葉、品嚐旬味，絕對是秋季大享受！

在北海道道東的網走，則有一項秋季紅不讓的特殊景觀，就是能取

湖的「紅色珊瑚草」。能取湖是一個潟湖，擁有日本珊瑚草最大的群

生地，隨著入秋，原本綠色的莖會變成紅色，能取湖的珊瑚草便染成

一整片的紅，彷彿舖上了一層巨大的紅毯，視覺上驚豔感十足。

行程
推薦

(圖/Kandalma Hotel)

行程
推薦

(圖/Tomamu) 雲海平台(圖/Tom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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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呂于青)

峇里島向來都是度蜜月的天堂，兩人

成行的Mini Tour尤其讓人心動，只要兩
個人以上就能成行，餐食住宿景點全

包，更有當地導遊帶領，一趟旅程讓人

備受尊寵，絕對是犒賞自己與另一伴最

棒的禮物了。

國際品牌飯店或是Villa形式的度假村
在峇里島比比皆是，飯店等級也從一般

價位到頂級精品任君挑選，多元化的選

擇，滿足每位旅客的需求。而通常最能

擩獲女孩芳心的要屬精品等級的度假村

了，近年來人氣最高的飯店包括寶格

麗、阿里拉.蘇里、聖.瑞吉…等，不僅
知名度高，飯店精緻的住宿環境與貼心

服務更是口碑的保證。

「寶格麗渡假村」坐落在臨海岸的懸崖頂上，猶如一座高聳的城堡優

雅地佇立於此，有著義大利精品的氣質但也保留了峇里島傳統藝術的風

格的建築特色，每間Villa都有自己的庭園泳池，向外望去還可以眺望整
片印度洋，為了強化隱密性，住房區與公共交誼區是完全切割的，讓每

位住宿的旅客都能享受最尊榮最私密的假期。

聞名全球的「聖.瑞吉度假村」發源於紐約，現隸屬世界連鎖飯店
starwood集團，旗下酒店及度假村遍及全球各地，而每個地區的酒店不
僅秉持融入在地特色，也傳承了聖.瑞吉一貫的設計風格與服務標準，
在峇里島這座度假村裡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可以享受由英國管家學院

所訓練出來的專業管家服務，而早餐更是令人驚豔，獻上魚子醬、龍

蝦、香檳…等奢華食材，讓您從一早就幸福滿滿。
另外，由阿里拉飯店集團設立的「阿里拉.蘇里度假村」距離機場不
到一小時車程，也是口碑極佳的飯店之一，度假村鄰近海神廟，擁有48
棟泳池別墅，以自然為題，每棟Villa講究自然採光之餘，濱海泳池的設
計極具隱密也相當受到喜愛，曾獲選國際知名雜誌Travel&Leisure票選
世界前50名擁有最美泳池的精品度假村。

2013在中文發音上代表了一個浪漫的數字語
言，善長舉辦各式活動的Club Med就特別在今年
選擇了最浪漫的馬爾地夫舉辦一場「愛在卡尼島

主題派對」，邀請蜜月新人或是情侶檔一起參

加，為他或她製造一個難忘的甜蜜回憶。

馬爾地夫的卡尼島是Club Med最夢幻的海島度
假村，75間精緻水上屋佇立於湛藍的珊瑚礁海面
上，構成海天一色的美景，夕陽西下時更增添不

少浪漫氛圍。在Club Med的每一天都可以隨著自
己的喜好選擇活動，村內各式水陸活動及專業的

G.O.都能為您帶來充實的娛樂體驗。
而2013年特別企劃的這場主題派對中，將邀請
百對情侶參加一系列甜蜜的競賽遊戲，前三名優

勝者可獲得Club Med東南亞度假村五天四夜雙人
標準房免費住宿(峇里島/普吉島/珍拉汀灣擇一)，
更精心策劃B.B.Q.沙灘星空晚餐，讓每對愛侶都

能享受一個難忘的夜晚，凡參加這場主題派對行程，還可獲得50分鐘SPA、紀念T恤，另外
在您入住的房間裡頭，更有浪漫的驚喜等著你們喔。

愛在卡尼島 兩個人的浪漫
峇里島

主題派對之旅

2013度蜜月  鳳凰送你好禮香噴噴
結婚新人憑102年度結婚喜帖正本報名102年3月~12月出發之國外團體旅遊
行程即享贈禮，每對新人合領一份。

年度精選：義大利蕾莉歐香氛組或法國香水名城fragonard香氛組
 (贈品隨到貨順序送出，恕無法指定)

蜜月旅行蜜月旅行

愛在卡尼島主題派對七天五夜團體自由行
10/10.11.12.13共四梯次，限量100對情侶或夫妻報名參加
7/31前繳訂享多重優惠
1.贈送倩碧CLINIQUE夏日防曬旅行組(兩人一組,價值約1,800)  
2.入住兩晚濱海屋或水上屋以上房型可享第二人減8,000
3.鳳凰再加碼不限房型每人再折2,013

文／黃仲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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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in Kani

秘蜜奢華-聖.瑞吉頂級峇里島5天
‧奢華體驗！聖.瑞吉度假村兩晚+獨棟Villa兩晚、兩人四手SPA
‧獨享聖.瑞吉內海水水療、峇里島式按摩、英式午茶、BONEKA餐廳晚餐

秘蜜奢華-愛上寶格麗峇里島5天
‧奢華體驗！寶格麗精品度假村一晚+國際品牌酒店三晚、
‧兩次SPA超放鬆(精油舒壓+熱石SPA)、梯田景觀午茶

秘蜜奢華-絕美阿里拉.蘇里峇里島5天
‧奢華體驗！阿里拉蘇里精品度假村兩晚+國際品牌酒店三晚
‧獨享阿里拉蘇里內SPA舒壓、午茶、雙人浪漫套餐
※更多峇里島Mini Tour系列行程,歡迎上網查詢

2012年度鳳凰

濃情蜜義卡布里.五漁村12天
法國戀戀風情10天

義瑞法典藏少女峰12天
德瑞浪漫雙峰10天

德意志湖光山語10天

峇里島Mini Tour兩人成行系列

埃及紅海.法老傳奇12天
土耳其番紅花城雙飛風采11天

2013

愛

你

一

生

Love in Bali 挑選最愛的飯店營造

行程

推薦

沈浸古典浪漫與藝文風采

漫遊阿爾卑斯的湖光山色

童話王國的夢幻之旅

低調奢華短天數首選

探索古文明就愛與眾不同

最受歡迎TOP8排行

1

2

3

4

5

6

7

8

蜜月旅行蜜月旅行
行程
推薦

蜜月旅行

(圖/Club Med)

(圖/THE ST.REGIS BALI RESORT) (圖/THE ST.REGIS BALI RESORT)

(圖/BVLGARI BALI RESORT)

(圖/THE ST.REGIS BALI RESORT)
文／黃仲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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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呂于青)

峇里島向來都是度蜜月的天堂，兩人

成行的Mini Tour尤其讓人心動，只要兩
個人以上就能成行，餐食住宿景點全

包，更有當地導遊帶領，一趟旅程讓人

備受尊寵，絕對是犒賞自己與另一伴最

棒的禮物了。

國際品牌飯店或是Villa形式的度假村
在峇里島比比皆是，飯店等級也從一般

價位到頂級精品任君挑選，多元化的選

擇，滿足每位旅客的需求。而通常最能

擩獲女孩芳心的要屬精品等級的度假村

了，近年來人氣最高的飯店包括寶格

麗、阿里拉.蘇里、聖.瑞吉…等，不僅
知名度高，飯店精緻的住宿環境與貼心

服務更是口碑的保證。

「寶格麗渡假村」坐落在臨海岸的懸崖頂上，猶如一座高聳的城堡優

雅地佇立於此，有著義大利精品的氣質但也保留了峇里島傳統藝術的風

格的建築特色，每間Villa都有自己的庭園泳池，向外望去還可以眺望整
片印度洋，為了強化隱密性，住房區與公共交誼區是完全切割的，讓每

位住宿的旅客都能享受最尊榮最私密的假期。

聞名全球的「聖.瑞吉度假村」發源於紐約，現隸屬世界連鎖飯店
starwood集團，旗下酒店及度假村遍及全球各地，而每個地區的酒店不
僅秉持融入在地特色，也傳承了聖.瑞吉一貫的設計風格與服務標準，
在峇里島這座度假村裡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可以享受由英國管家學院

所訓練出來的專業管家服務，而早餐更是令人驚豔，獻上魚子醬、龍

蝦、香檳…等奢華食材，讓您從一早就幸福滿滿。
另外，由阿里拉飯店集團設立的「阿里拉.蘇里度假村」距離機場不
到一小時車程，也是口碑極佳的飯店之一，度假村鄰近海神廟，擁有48
棟泳池別墅，以自然為題，每棟Villa講究自然採光之餘，濱海泳池的設
計極具隱密也相當受到喜愛，曾獲選國際知名雜誌Travel&Leisure票選
世界前50名擁有最美泳池的精品度假村。

2013在中文發音上代表了一個浪漫的數字語
言，善長舉辦各式活動的Club Med就特別在今年
選擇了最浪漫的馬爾地夫舉辦一場「愛在卡尼島

主題派對」，邀請蜜月新人或是情侶檔一起參

加，為他或她製造一個難忘的甜蜜回憶。

馬爾地夫的卡尼島是Club Med最夢幻的海島度
假村，75間精緻水上屋佇立於湛藍的珊瑚礁海面
上，構成海天一色的美景，夕陽西下時更增添不

少浪漫氛圍。在Club Med的每一天都可以隨著自
己的喜好選擇活動，村內各式水陸活動及專業的

G.O.都能為您帶來充實的娛樂體驗。
而2013年特別企劃的這場主題派對中，將邀請
百對情侶參加一系列甜蜜的競賽遊戲，前三名優

勝者可獲得Club Med東南亞度假村五天四夜雙人
標準房免費住宿(峇里島/普吉島/珍拉汀灣擇一)，
更精心策劃B.B.Q.沙灘星空晚餐，讓每對愛侶都

能享受一個難忘的夜晚，凡參加這場主題派對行程，還可獲得50分鐘SPA、紀念T恤，另外
在您入住的房間裡頭，更有浪漫的驚喜等著你們喔。

愛在卡尼島 兩個人的浪漫
峇里島

主題派對之旅

2013度蜜月  鳳凰送你好禮香噴噴
結婚新人憑102年度結婚喜帖正本報名102年3月~12月出發之國外團體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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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旅行蜜月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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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仲雯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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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曼
蒂
克
的
蜜
月
假
期

Love in K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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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愛

你

一

生

Love in Bali 挑選最愛的飯店營造

行程

推薦

沈浸古典浪漫與藝文風采

漫遊阿爾卑斯的湖光山色

童話王國的夢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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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古文明就愛與眾不同

最受歡迎TOP8排行

1

2

3

4

5

6

7

8

蜜月旅行蜜月旅行
行程
推薦

蜜月旅行

(圖/Club Med)

(圖/THE ST.REGIS BALI RESORT) (圖/THE ST.REGIS BALI RESORT)

(圖/BVLGARI BALI RESORT)

(圖/THE ST.REGIS BALI RESORT)
文／黃仲雯

1615 Back



旅
行
更
讚
了

「有緣千里來相會」，原本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因參加一次旅

遊團體，出國共遊好幾天，絕對是難得的緣份！旅客不但因旅

遊而結緣，也因鳳凰而結緣，為了珍藏這美好的緣份，鳳凰自

即日起，特別贈送參加國外團體旅遊行程的貴賓團體照一張，

由領隊在當地為團員們拍下團體大合照，在行程結束回國後，

沖洗一張8x10的照片寄給同意並留下聯絡地址的旅客。（同一

家族贈送一張，包團及聯營團體恕無此服務）。

美麗的風景，美麗的倩影，儘管現在相機及手機功能方便

又強大，但也因為如此，把照片沖印出來反而變少，這項服

務希望能幫大家將共渡的美好記憶留住，並感謝貴賓們對鳳

凰的支持愛護。

再

加

碼

歐洲有數不清的博物館、美術館，以及歷史建築、

人文古蹟，在行程中，透過導遊及領隊專業精彩的解

說導覽，讓您入寶山不只是看熱鬧，還能在短時間內

知道更多的門道及有趣之處。

但這些知名景點通常人潮眾多或空間極大，旅客必

須豎起耳朵，擠到前面，解說人員也倍感吃力，因

此，鳳凰特別為您準備了「個人化專業導覽耳機」，

讓您一機在手、輕鬆聆聽專業導遊或領隊的解說，也

不用擔心人潮多無法跟上團體。

自2012年10月起，統計至2013年4月的歐洲及土耳

其、埃及出發團體，旅客對於此項耳機導覽服務的滿

意度極高，目前已擴大到全線實施，各行程視實際需

求，皆可提供此項服務，讓顧客滿意服務再提升。

（包團及聯營團體恕無此服務）。

鳳凰旅遊領先業界首推「領隊服務滿意百分百-小費

全包」的制度(自2003年起)，為了落實此制度，以顧

客意見調查表的評鑑，來考核領隊的帶團品質與服

務，並聽到您真實的心聲。

由領隊於行程結束前，將顧客意見調查表一人一份

交由參團貴賓們填寫，為這次行程做評分並給予意

見，除了直接了解貴賓們對行程的滿意度之外，針對

領隊的表現，如有未盡如人意時（平均在4分以下，

滿分為6)，領隊小費將作部分退費，以確實賞罰效

果，統計結果也會公佈於鳳凰網站提供貴賓參考，公

開透明。旅客們除了不必再為小費怎麼給傷腦筋，也

讓旅遊服務品質更有保障！

滿不滿意，我們知道

出國旅遊時，各國的插頭型式，常常讓人傻傻分不清

楚，為了減低您的不便與困擾，凡參加鳳凰旅遊歐洲團

體，即致贈您一組「旅行萬用轉接頭」，萬用插孔，多

國適用，精巧迷你而且方便攜帶，還多一組擴充插座，

一次可同時充電兩種3C商品，超方便，贏得旅客的一致

說讚。（包團及聯營團體恕無此服務）

出國有它真好用
旅行萬用轉接頭

上半年度最大國際旅展「2013台北國際觀光博覽會」已於5/24-27

圓滿展出，現場買氣強強滾，在所有業務同仁的揮汗努力下，成績

亮眼，各線都寫下佳績，今年最旺的日本線，挾著日幣貶值的利

多，氣勢銳不可當，銷售創新高，歐洲及東南亞線也令人激賞，歐

洲免簽證的便利，也持續刺激赴歐旅遊的意願，還有暑假最夯的親

子旅遊、蜜月旅行、免簽證的美國旅遊，以及6月底基隆港首航的郵

輪旅遊等，都是旅展的吸客焦點。整體效益較去年同期成長約2成，

迎之而來的暑假旺季，預計這波買氣將持續發酵。

特別感謝瑞士國鐵全力贊助，提供精彩的旅展抽獎獎項∼經典腕

錶及瑞士國鐵帆布肩背袋，已於現場抽出幸運得獎的旅客。

珍藏旅行的緣份
免費贈送您8x10團體合照

全線
實施 

全線
實施 

全線
實施 

歐洲線

實施

精彩解說不漏聽
提供您個人化導覽耳機服務

顧客意見調查表

（視行程實際需求提供）

鳳凰成績亮眼（5/24-27）

2013台北夏季旅展圓滿結束

*此轉接頭無電壓轉換之功能。

鳳凰的業務同仁們在旅展中締造佳績

參加歐洲團體行程，每位

旅客即可獲贈一個。

只要將接腳拉開旋緊，即可

適用崁入型的插座。

英規特殊插座。 扁平倒八型插座。

多一個側面插座外，萬用插座孔

可適用各國不同的插腳。

250V以內各國不同接腳插座都可

調整使用(無變壓轉換功能)。

鳳凰即時通
鳳凰即時通

(圖/克羅埃西亞旅遊局)

耳機導覽服務滿意度調查（滿分：6分）

團體 平均分數

義大利 5.56
歐洲(義國除外) 5.39
土耳其.埃及 5.46
※統計期間2012/10~2013/04出發團體

鳳
凰
服
務

鳳
凰
服
務

意見調查結果公佈網頁

(圖/瑞士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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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度榮獲TTG Asia頒發最佳旅行社金賞大獎

旅行，找travel.com.tw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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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
玩玩好好太太

超奔放   德國啤酒節、荷蘭花卉狂歡節、2014巴西嘉年華
超優美   惠斯勒景觀列車、瑞士冰河列車

超歡樂   新加坡環球影城、樂高、迪士尼30

魅力
全開的旅遊

季

魅力
全開的旅遊

季

紐西蘭∼克羅曼黛.城堡飯店 美景.美酒.美食10天
奧克蘭進出，往紐西蘭飛行時間最短

‧東加里羅國家公園輕度健行、訪魔戒末日火山、南極水族館

‧住豐富灣美景飯店、朗豪酒店八國風味餐廳、搭雨林小火車

紐西蘭∼
尋找魔戒末日火山

行程
推薦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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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拜夏季歡樂親子團7天
限定團只要95,900起，小孩不佔床減30,000
‧住七星級帆船飯店兩晚、法拉利樂園體驗

夏殺折扣
親子別錯過

高鐵假期含高鐵來回車票與各項豐富行程安排，北高兩市自由行

更有多達10間以上飯店供選擇住宿，今夏鳳凰特別推薦台南四草

水上綠色廊道生態體驗行程、南投清境步道健行之旅。

高鐵假期◎高雄自由行2天（台北出發）
多達10間以上飯店供自由選擇 (含義大、金典…等)
高鐵假期◎台北自由行2天（高雄出發）
多達15間以上飯店供自由選擇 (含天籟、凱薩…等)
高鐵假期◎台南。古都亞馬遜文化生態1天
訪德記洋行、安平樹屋、夕遊出張所、億載金城

高鐵假期◎南投擁抱綿羊清境農場漫活1天
清境農場、霧社事件紀念公園、埔里酒廠、觀山步道

(圖/紐西蘭觀光局)

(圖/古堡飯店)

(圖/古堡飯店)

(圖/古堡飯店)

鳳凰特別規劃市場少見的紐西蘭東加里羅火山國家公園深度之旅，安排約一小

時輕度健行，旅途中除了可看到獨特的地質及植物景觀外，還能一覽魔戒三部

曲中的末日火山壯麗奇景，晚上則入住連魔戒電影拍攝人員住了都讚不絕口的

古堡飯店中。今年度更於奧克蘭安排朗豪酒店的八國風味餐廳，有美式燒烤牛

排.羊排、中式小點心、以烤雞聞名的印度坦都里風味餐、澳洲或紐西蘭的生

蠔.海鮮、日式的壽司、生魚片、紐西蘭在地的新鮮蔬果沙拉吧、還有小孩最

愛的瑞士巧克力噴泉、法式甜點.可麗餅，多種風味一次滿足。   文/林羿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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