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高慢食旅

多元交通服務

一、台灣觀巴：團體客群最佳選擇
1.旅客類型：單一團體、集客成團
2.單

位：金建旅行社

3.專

線：07-222-1108

4.車

型：小巴(7 人)、中巴(20 人)、大巴(40 人)

5.接駁地點：左營高鐵或美麗島捷運站上車
6.訂購流程：選擇行程→撥打報名專案報名→至指定地點集合報到→成行出團
7.建議行程介紹：
A.一日遊
行程一、東高內門傳統文化一日遊
活動時間：09:00～18:00 一日計 8 小時
售

價：6 人成行，每人:1888 元/人，外語導遊+600 元/人，6 歲以下孩童

1500 元/人
費用說明：含車資、華語導覽解說、旅遊責任險 200 萬附加 10 萬醫療險、清
涼礦泉水、羅漢餐、臉譜 DIY、表演及宋江陣教學
行程說明：8:30 美麗島捷運站/9:00 左營高鐵集合出發-10:00 解說傳統陣頭
由來 10:30 臉譜 DIY-11:30 教學演練敬神禮節陣式及對打走步
-12:30 享用內門羅漢餐-13:30 宋江陣頭表演-14:00 內門紫竹春生
-15:00 鴨母寮朱一貴文化園區-16:30 小農市集-17:00 結束行程返
回左營高鐵站/市區飯店
行程二、東高茂林多納部落一日遊
活動時間：09:00～18:00 一日計 8 小時
售

價：6 人成行，每人:2300 元/人，外語導遊+600 元/人，6 歲以下孩童

1800 元/人
費用說明：含車資、華語導覽解說、旅遊責任險 200 萬附加 10 萬醫療險、清
涼礦泉水、石板烤肉 diy(六人一組)、龍文石 diy、咖啡品嘗及小點一份
行程說明: 8:30 美麗島捷運站/9:00 左營高鐵集合出發-10:00 咖啡豆導覽解
說-11:00 多納部落石板屋介紹-12:00 石板烤肉 DIY-13:00 龍紋石
體驗-15:0 龍頭山步道+多納高吊橋-16:30 小農市集-17:00 結束行
程返回左營高鐵站/市區飯店

行程三、東高桃源野茶趣一日遊
活動時間：09:00～18:00 一日計 8 小時
售

價：6 人成行，每人:2300 元/人，外語導遊+600 元/人，6 歲以下孩童

1800 元/人
費用說明：含車資、華語導覽解說、旅遊責任險 200 萬附加 10 萬醫療險、清
涼礦泉水、獵人便當、植物槌染 diy、野趣茶席體驗
行程說明: 7:30 美麗島捷運站/8:00 左營高鐵集合出發-10:00 茶園導覽+野趣
茶席-12:00 獵人便當-13:30 植物槌染 diy-15:30 新威森林公園
-16:30 小農市集-17:00 結束行程返回左營高鐵站/市區飯店
行程四、東高杉林瓜瓜體驗一日遊
活動時間：09:00～18:00 一日計 8 小時
售

價：6 人成行，每人:1888 元/人，外語導遊+600 元/人，6 歲以下孩童

1500 元/人
費用說明：含車資、華語導覽解說、旅遊責任險 200 萬附加 10 萬醫療險、清
涼礦泉水、瓜果料理、當季特產 diy、採玉米及水煮烹調體驗、飲品享用
行程說明: 8:30 美麗島捷運站/9:00 左營高鐵集合出發-10:00 田間導覽體驗
採收玉米-11:30 烹調玉米現時享用+飲品 1 杯-12:30 享用田園瓜
果料理-13:30-當季特產 DIY-14:00Q 版彩繪好神庄-15:00 黃家伙
房 16:00 小農市集-17:00 結束行程返回左營高鐵站/市區飯店
B.二日遊
行程一、東高六龜、桃源天池二日遊
活動時間：09:00～18:00 二日計 18 小時
售

價：6 人成行，每人:5099 元/人，外語導遊+600 元/人，6 歲以下孩童

4079 元/人
費用說明：含車資、華語導覽解說、旅遊責任險 200 萬附加 10 萬醫療險、清涼
礦泉水、森林拔菜體驗、野菜湯 DIY、野菜烘培 DIY、晚餐*1、午餐*1、六龜民
宿一晚(兩人一室)
第一天: 8:30 美麗島捷運站/9:00 左營高鐵集合出發-10:00 森林野菜種類解說
導覽 10:30 體驗拔菜樂趣及 DIY 野菜湯-11:30 野菜烘焙 DIY-12:30 享用風味餐
點及 DIY 成果-14:30 締願寺-17:00 當地特色餐點-18:30 入住當地民宿'
第二天: 7:30 民宿集合出發-9:00 中之關古道入口-中之關駐在所遺址-木炭窯
遺址-越嶺點-天池-天池觀景台-長青祠 13:30 當地特色餐點 15:00 新
威森林公園-16:00 結束行程返回左營高鐵站/市區飯店

C.三日遊
行程一、東高旗山、六龜、茂林三日遊
活動時間：09:00～18:00 三日計 27 小時
行程費用：6 人成行，每人:8999 元/人，外語導遊+900 元/人，6 歲以下孩童 6999
元/人
費用說明：含車資、華語導覽解說、旅遊責任險 200 萬附加 10 萬醫療險、清涼
礦泉水、養身土窯餐、採 1 果或 diy 擇一、晚餐*2、拔野菜體驗、野菜
烘焙 diy、養身飯包一個、石板烤肉 diy(六人一組)、龍文石 diy、咖啡
品嘗及小點一份、住宿兩晚
第一天: 7:30 美麗島捷運站/8:00 左營高鐵集合出發-9:00 堆疊土窯-10:00 燒窯
囉-10:30 採果樂(當季水果)或油紙傘 DIY)-蓋窯時間-12:00 養身土窯餐
-13:30 飯後動手切果趣-14:30 旗山武德殿-15:30 旗山孔廟-16:30 旗山
老街-18:00 入住民宿
第二天: 8:30 民宿集合出發-10:00 林野菜種類解說導覽 10:30 體驗拔菜樂趣及
DIY 野菜湯-11:30 野菜烘焙 DIY-12:30 享用風味餐點及 DIY 成果-14:30
六龜大佛-17:00 享用晚餐 18:00 入住民宿
第三天: 8:30 民宿集合出發-10:00 咖啡豆導覽解說-11:00 多納部落石板屋介紹
-11:30 石板烤肉 DIY-13:00 龍紋石體驗-14:30 龍頭山步道+多納高吊橋
-16:30 小農市集-17:00 結束行程返回左營高鐵站/市區飯店
行程二、東高甲仙、那瑪夏三日遊
活動時間：09:00～18:00 三日計 27 小時
行程費用：20 人成行，每人:8990 元/人，外語導遊+900 元/人，6 歲以下孩童 7200
元/人
費用說明：含車資、華語導覽解說、旅遊責任險 200 萬附加 10 萬醫療險、清涼
礦泉水、部落住宿*2 晚、農村體驗採芋頭及包芭樂、洗愛玉 DIY、營
火晚會烤肉*1、午餐*3、晚餐*1、部落串珠 DIY、部落住宿兩晚
第一天: 8:30 美麗島捷運站/9:00 左營高鐵集合出發-10:00 採收龍鬚菜-10:30
二頭肌鍛鍊時間做ㄍㄨㄟˋ囉-11:30 體驗包芭樂-12:30 野餐時間-煙燻
梅雞-13:30 甲仙市區導覽-14:30 傳統打冰體驗→17:00 部落晚餐→
19:00 夜遊-20:00 入住民宿
第二天: 9:30 民宿集合出發-10:00 部落導覽--10:30 洗愛玉-11:30 串珠
DIY-12:30 道地特色佳餚-14:00 採收芋頭-17:00 營火晚會準備開始
-21:00 結束活動入住民宿
第三天: 9:00 民宿集合出發-9:30 次蘭吊橋-10:30 錫安山-12:30 胡椒風味餐
-14:00 天台山-15:30 結束行程返回左營高鐵站/市區飯店

二、東高慢食旅車隊（一）和運多元計程車
1.旅客類型：自由行包車(4hr 以上)
2.單

位：和運大車隊

3.訂車專線：07-7246666
4.車

型：2-4 人：房車(1hr$500
6 人：休旅(1hr$500

8hr$3500)
8hr$3500)

8 人：T4/旅行家車型(1hr$600

8hr$4500)

(不含餐點、體驗等費用)
5.接駁地點：1.中華電信旗山服務中心(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 509 號)
2. 客戶指定（限高雄市區內）
6.參與方式：選擇欲到達之地點、路線→電話訂車及報價→確認費用及接駁地點→至指
定地點接駁出發→依約定路線行駛
7.建議遊程：(出發地點不同)
行 程 一、旗山、杉林、甲仙
活動時間：10:00～16:00 計 6 小時
人

數：8 人以下

售

價：包車 3600 元(T4/旅行家車型)

建議行程：10:00 高鐵左營站→11：20-12：20 甲仙皇都、甲仙貓巷、甲仙商圈
→12：20-13：00 甲仙香草園→13：40-14：10 杉林葫蘆藝術村→
14:40-15:20 旗山老街巡禮、旗山天后宮→15:20-16：00 賦歸高鐵左
營站
行 程 二、旗山、美濃、六龜
活動時間：10:00～16:00 計 6 小時
人

數：8 人以下

售

價：包車 3600 元(T4/旅行家車型)

建議行程：10:00 中華電信旗山服務中心→11：10-11：50 寶來花賞公園→12：
10-13:00 木森林香草園→13：20-14:10 諦願寺→14：20-14:30 WISH
興旺伴手禮→15:00-15:40 美濃湖、美濃客家文物館→15:40-16：00
賦歸中華電信旗山服務中心

東高慢食旅車隊（二）大都會衛星多元計程車
1.旅客類型：自由行包車(4hr 以上)
2.單

位：大都會衛星計程車

3.訂車專線：手機直播 55178 或（07）4499178
4.車

型：四人座、六人座

5.收

費：車資每小時 600 元，4 小時以上每增加 1 小時加收 500 元
除旗山區最少包車 4 小時，其他東高各區最少包車 6 小時。
(不含餐點、體驗等費用)

6.接駁地點：客戶指定（限高雄市區內）
7.參與方式：選擇欲到達之地點、路線→電話訂車及報價→確認費用及接駁地點→至指定地
點接駁出發→依約定路線行駛
8.建議遊程：
行 程 一、旗山
活動時間：12:00～16:00 計 4 小時
人

數：6 人以下

售

價：包車 2400 元

建議行程：12：00 高鐵左營站→12:40-13：40 旗山老街巡禮、旗山天后宮、武德殿 →
13：40-15：20 鼓山公園、孔子廟踏青→15:20-16：00 賦歸高鐵左營站
行 程 二、旗山、杉林、甲仙
活動時間：10:00～16:00 計 6 小時
人

數：6 人以下

售

價：包車 4600 元

建議行程：10:00 高鐵左營站→11：20-12：20 甲仙皇都、甲仙貓巷、甲仙商圈→12：
20-13：00 甲仙香草園→13：40-14：10 杉林葫蘆藝術村→14:40-15:20 旗
山老街巡禮、旗山天后宮→15:20-16：00 賦歸高鐵左營站

三、自行駕車：小旅行漫遊最佳選擇
1.旅客類型：單一團體、集客成團
2.單

位：金建旅行社

3.報名專線：07-222-1108
4.車

型：自行前往

5.接駁地點：由客戶到達指定地點參與
6.訂購流程：選擇行程→撥打報名專案報名→自行駕車至指定地點報到→參與體驗報名活動
7.行程介紹：
建議行程一、旗山慢食養身土窯 DIY 採果樂
報名費用：700 元
活動時間：10:00～14:00 計 4 小時
活動人數：每梯次上限 50 人，最低報名人數 20 人
活動內容：9:30 報到集合-10:00 果農導覽 10:30 採果樂(當季水果)-11:00
土窯 DIY-12:30 養身土窯餐-13:30 飯後動手切果趣-14:00 結
束行程
建議行程二、遛龜野菜尋寶烤窯同樂慶
報名費用：800 元
活動時間：10:00～14:00 計 4 小時
活動人數：每梯次上限 50 人，最低報名人數 20 人
活動內容：9:30 報到集合-10:00 森林野菜種類解說導覽 10:30 體驗拔菜
樂趣 DIY 野菜湯-11:30 野菜烘焙 DIY-12:30 享用風味餐點
-14:00 結束行程

四、大眾運輸系統：公共接駁最佳選擇
1.旅客類型：自由行
2.單

位：高雄客運公司

3.諮詢專線：07-7426644
4.旅遊方式：選擇欲到達所在地→查看路線→至路線之車站上車→出發至所在地
5.客運/公車路線如下表
編號

路線別

路線編號

路線區間

1

快線公車

E01A

高鐵左營站-旗山轉運站

2

快線公車

E01B

高鐵左營站-旗山轉運站-美濃

3

快線公車

E28

高雄火車站-旗山-美濃

4

快線公車

E25

高雄車站-高鐵左營-旗山-美濃-六龜

5

市區公車

8023

高雄-楠梓-旗山

6

JOY 公車

H11 H12

高雄-旗山轉運站-桃源

7

市區(轉乘)區間公車 H11 H12 區間車 六龜-寶來-桃源

8

市區(轉乘)區間公車 H11 H12 區間車 旗山-六龜-新開(不老溫泉)

9

市區(轉乘)公車

8033

六龜-新開(不老溫泉)

10

JOY 公車

H31

旗山轉運站-茂林-多納

美濃區公所免費社區
11

巴士

廣興-龍肚線/中壇-南隆線

12

快線公車

E32

高雄火車站-旗山-杉林-甲仙

13

市區(轉乘)公車

8029

甲仙-寶來-桃源-梅山口

14

JOY 公車、區間公車

H21 H22

15

市區(轉乘)公車

8036

旗山轉運站-溝坪-金瓜寮

16

市區(轉乘)公車

8026

旗山轉運站-杉林-木梓

17

市區(轉乘)公車

8035

旗山轉運站-內門-南化

18

公路客運公車

8050

佛光山-旗山轉運站-內門-台南

19

快線公車

E02

高鐵左營站-佛陀紀念館-佛光山

20

美濃區公所

免費巴士

高雄-旗山轉運站-甲仙-那瑪夏

接駁地點：廣興－龍肚線、中壇－南隆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