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表

自駕遊

Date
21/3

備註

星期六 香港機場 > 高雄機場 > 嘉義市
早上搭乘港龍航空到高雄機場, 由高雄鐵路的機 格上租車: 三菱 Space Gear 七人
場站 R4到捷運左營站 R16, (需時 35 mins) 到達 車
捷運左營站後再步行往高鐵左營站轉車,
NT$4150 x 5days = NT$20,750
NT$400,
乘搭高鐵到高鐵嘉義站
(
需時
30mins)
HSBC / CitiBank 白金卡可享 75
09:00
折

NT$20,750 x 0.75 = NT$15,562.5

11:30

到達高鐵嘉義站後,
可到嘉義格上 counter 租車, 然後暢遊嘉義市.
晚上前往以下飯店 :(1) Motel - 湯川商務汽車旅館
地址: 嘉義市大雅路一段730號

入住日期 : 21/3/2009 (SAT)
房間數量 : 3 間
房間類型 : 商務二人套房 (TWD 1900/每
間)

Tel: 05-2745000 Fax: 05-2742288
http://tangchyuan.network.com.tw/traffic.asp
(
48
mins)

高鐵嘉義站格上汽車到湯川旅館需時大約

午餐: 行到邊食到邊 / 在高鐵站內進食
嘉義公園 (史蹟資料館, 射日塔), 行嘉吊橋, 北門
驛, 城隍廟
高鐵嘉義站到射日塔(公園街 46 號)需時 50 分
鐘
射日塔到行嘉吊橋(今吳鳳南路八掌溪上軍輝橋
旁)需時 20 分鐘
下午 行嘉吊橋到北門驛(忠孝路243號)需時 20 分鐘
北門驛到阿里山森林鐵道嘉義車庫園區
(嘉義市東區林森西路與忠孝路交叉口)需時 10
分鐘
北門驛到城隍廟(吳鳳北路168號)需時 10 分鐘
城隍廟到文化路夜市需時 5 分鐘
晚上 晚餐: 文化路夜市的停車場泊車後, 在那裡搵食
星期日 嘉義市 > 天長地久橋 > 奮起湖 > 阿里山
12:00

22/3

08:30

大芳蜂密蛋糕
(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140-2號)
郭家美食 (火雞肉飯跟糯米大腸)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二段384號)
第一銀行仙草冰
(嘉義市西區中正路和民生路交叉
口)

駕車前往阿里山, 途經奮起湖著名景點, 食市
(火車頭 - 這裡發現愛取景之一, 阿良鐵枝便當,
火車餅....)

中途有個名勝景點: 觸口天長橋和地久吊橋
(地址: 台18線/阿里山公路)
(從湯泉旅館前往觸口天長地久橋需時 45 mins)
10:00 驅車前往奮起湖 (預計需時 1 hour 15mins)
午餐 - 奮起湖 - 阿良鐵枝便
11:30 奮起湖區有位愛玉伯，他出品的愛玉冰很美味
奮起湖出發到阿里山 (預計需時 1 hour)
13:00
到阿里山之後, 五點前要到票務處買祝山火車飛
14:00 睇日出 (玉山觀日)
晚餐 - 山芝風味館
19:00
入住 : 阿里山文山賓館
地址: 嘉義縣阿里山鄉中正村40號
晚上 Tel: 05-2679712 05-2679627
Check in: 17:00前 Check out: 11:00
09:00

http://my.so-net.net.tw/lct8021/wun-sun.htm

入住日期 : 22/3/2009 (SUN)
退房日期 : 23/3/2009 (MON)
房間數量 : 3 間
房間類型 : 2 x 雙人房 (TWD 1680/每間)
+ 1 x 三人房 (TWD 2160/每間)

行程表

自駕遊

Date
23/3

備註

星期一 阿里山 > 高雄市
03:00 03:00 起身睇日出
07:30 早餐
09:00 閒逛阿里山, 阿里山郵局寄明信片
午餐 – 阿里山
11:30
中/下午 出發到高雄市 (預計需時: 4 hours 15
12:30

mins)

17:00

中途休息站高雄市

晚餐 -到旗津吃海鮮 - Tel: (07) 571-6624轉304
要到獨立小島(independent island)旗津，就要搭
18:00 乘渡海小輪(新光渡輪站)
然後食海之冰
開車到墾丁 (需時: 2 hours 45 mins)
住宿: 山海戀 ( http://lms.idv.tw )
地址: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608號
晚上 TEL：(08)8851166 FAX：(08)8851188
面海雙人房: NT$1600, 面海四人房: NT$1800
24/3

25/3

星期二 墾丁
暢遊
佳樂水 (需時四十分鐘)
午飯 - 佳樂水食肆 (必食海鮮類 - 海膽)
鵝鑾鼻公園
09:00 著名的鵝鑾鼻燈塔 (我在墾丁天氣晴出現過)
|
(屏東縣恆春鎮)
20:00 船帆石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船帆石)
南灣
出火煙花 (屏東縣恆春鎮和興路)
晚餐 - 墾丁大街隨處找
夜遊墾丁大街
住宿: 山海戀 ( http://lms.idv.tw )
晚上 地址: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608號
TEL：(08)8851166 FAX：(08)8851188
面海雙人房: NT$1600, 面海四人房: NT$1800
星期三 墾丁 > 高雄 > 香港
早餐 - 小杜包子
南門 (屏東縣恆春鎮南門路與光明路)(需時
25mins)
09:00
屏東海洋生物博物館 (需時 25 分鐘)
(屏東縣車城鄉 後灣路2號)
12:00 開車回高雄 (需時: 2 hours 30 mins)
15:00 暢遊小港區 / 天馬行空庭園咖啡
18:00 到達高雄國際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20:15 回香港

入住日期 : 23/3/2009 (MON)
退房日期 : 25/3/2009 (WED)
房間數量 : 2 間
房間類型 : 1 x 面海四人房 (TWD 1800/
每間每天) + 1 x 面山四人房 (TWD 1600/
每間每天)

南灣海灘邊的浙江牛肉麵
阿利海產店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里砂尾路20-1
號)

小杜包子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29-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