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日遊   二日遊  三日遊  離島 

 

  一日遊 

旅遊行程 出發地 出發日 售價 

福虎賀新春～農家手作體驗、龜吼漁夫市集、富貴

角金包里、芝蘭海上平台一日 
台北 

02/02(三)、02/03(四) 
02/04(五)、02/05(六) 
02/06(日) 

NT$2,388 

福虎賀新春～財源滾滾採銀柳、南天宮金馬祖、羅

莊櫻花步道、羅東林業園區一日 
台北 

02/02(三)、02/03(四) 
02/04(五) 

NT$2,388 

福虎賀新春～福德廟走春、宜蘭餅手作體驗、張美

阿嬤農場、冬山河生態綠舟一日 
台北 

02/06(日) NT$2,188 

02/01(二)、02/05(六) NT$2,388 

福虎賀新春～宜蘭山海秘境、北關海潮公園、藏酒

酒莊體驗、無菜單精緻料理一日 
台北 

02/01(二)、02/03(四) 
02/05(六) 

NT$2,888 

【福虎賀新春、報名送小費】新竹峨眉湖、金勇農

場採果、橫山書法館、北埔老街漫遊一日 

台北 
南崁 

02/03(四)、02/05(六) 
02/06(日) 

NT$1,688 

【福虎賀新春、報名送小費】大手牽小手、苗栗飛

牛牧場、功維敘隧道、炮仗花海公園一日 
台北 

01/29(六)、02/01(二) 
02/02(三)、02/03(四) 
02/04(五)、02/05(六) 
02/06(日) 

NT$1,588 

 
二日遊 三日遊 離島 回頁首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YT020201BS2C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YT020201BS2C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YA020201BS2B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YA020201BS2B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YA020101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YA020101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YA020101BS2C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YA020101BS2C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FB020301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FB020301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FC012901BS2B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FC012901BS2B


   
 

  
 

 
 

 一日遊 

旅遊行程 出發地 出發日 售價 

【福虎賀新春、報名送小費】新竹小森之歌、好客

文創園區、道地客家風味、仙人掌植物園一日 

台北 
南崁 

02/02(三)、02/03(四)  
02/04(五)、02/05(六) 

NT$1,988 

【福虎賀新春、報名送小費】苗栗好芋兆、炮仗花

海公園、陶之飲客家菜、新春祈福編織一日 
台北 02/03(四) NT$2,188 

【福虎賀新春、報名送小費】苗栗好芋兆、炮仗花

海公園、棗莊古藝庭園、新春祈福編織一日 
台北 02/02(三) NT$2,188 

【福虎賀新春、報名送小費】九族櫻情正繽紛、日

月潭高空纜車一日 
台北 
南崁 

02/04(五) NT$1,688 

【福虎賀新春、報名送小費】九族櫻情正繽紛、日

月潭高空纜車一日 

桃園 
南崁 
中壢 

02/04(五) NT$1,688 

福虎賀新春～新年迎財神、千巧谷牛牧場、椬梧滯

洪池、北港老街朝天宮一日 
新竹 02/03(四) NT$988 

 
二日遊 三日遊 離島 回頁首 

 
 
 

 

 
 
ADD:台北市松江路 190 號 2F-1    
TEL： 02-2523-0313 
E-mail： abitpe@ms11.hinet.net 
   

  https://goo.gl/abvLxC 
 

https://goo.gl/abvLxC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FB020201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FB020201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FC020301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FC020301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FC020201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FC020201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ET020401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ET020401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ET020401BS2C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ET020401BS2C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Y020301BS2S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Y020301BS2S
mailto:abitpe@ms11.hinet.net
https://goo.gl/abvLxC
https://goo.gl/abvLxC


   
 

  
 

 二日遊 

旅遊行程 出發地 出發日 售價 

四人成行～最美翠峰湖、見晴懷古步道、鳩之澤

溫泉、夜宿太平山莊二日(兩人一室) 

台中 
台北 

01/29(六)、02/06(日) NT$7,388 
02/05(六) NT$8,388 
02/03(四)、02/04(五) NT$8,888 

福虎賀新春～冬山河福德廟、羅莊櫻花步道、張

美阿嬤農場、礁溪溫泉美人湯二日 

新竹 
台北 

2/01(二) NT$7,988 

【福虎賀新春、報名送小費】溪頭妖怪村、農村

慢活體驗、巧克力城堡、住宿杉林溪會館二日 

台北 
南崁 

02/04(五) NT$7,388 

福虎賀新春、六人成行～武界部落秘境、茶園日

出雲海、溯溪秘境瀑布、在地民宿體驗二日 

台北 
南崁 

02/04(五) NT$7,488 

福虎賀新春、六人成行～遊湖自行車、車埕小鎮

風情、紅茶故事館、日月潭雲品飯店二日 
台北 02/02(三) NT$31,888 

福虎賀新春～劍湖山世界、華山咖啡體驗、百匯

自助晚餐、住宿樂園飯店二日 

台北 
南崁 
台中 

02/02(三) NT$7,588 

福虎賀新春～賀歲年夜飯、梅山寒溪呢賞櫻、古

坑綠色隧道、北港老街朝天宮二日 

台北 
南崁 
台中 

01/31(一) NT$6,888 

福虎賀新春～嘉義落羽松、隙頂櫻茶霧道、鄒族

逐鹿部落、綠盈牧場體驗二日 

台北 
南崁 
新竹 

02/05(六) NT$4,988 

福虎賀新春～遠雄海洋公園、小錐麓步道遊、新

城天空之鏡、太魯閣晶英飯店二日(含來回火車

票) 

台北 02/02(三) NT$19,888 

新春超值選～吉安慶修院、白楊步道健行、台開

心農場、太魯閣晶英飯店二日 
台北 

02/04(五) NT$13,888 

02/02(三) NT$14,388 

 
 

一日遊 三日遊 離島 回頁首 
 

 

 三日遊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YC012902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YC012902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YC012902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YA020102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YA020102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EJ020402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EJ020402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EC020402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EC020402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EC020202BS2B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EC020202BS2B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Y020202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Y020202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Y013102BS2A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Y013102BS2A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C020502BS2C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C020502BS2C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NA020202TR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NA020202TR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NA020202TR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NA020202TR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NA020202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NA020202BS2


   
 

  
 

旅遊行程 出發地 出發日 售價 

福虎賀新春～梅山太平雲梯、奉天宮落羽松、逐鹿

部落體驗、阿里山森林景區三日 

台北 

新竹 

台中 

02/05(六) NT$7,888 

01/29(六) NT$9,888 

02/04(五) NT$11,388 

福虎賀新春～龍崎光節空山祭、旗津海洋輕旅、菁

寮無米樂、鹽水小鎮漫遊三日 

台北 

南崁 

台中 

02/01(二)、02/03(四) NT$7,888 

福虎賀新春、四人一室～曾文水庫遊船、關子嶺泥

漿溫泉、獨角仙生態農場、歐都納渡假村三日 

台北 

南崁 

中壢 

02/05(六) NT$8,988 

福虎賀新春、兩人一室～曾文水庫遊船、關子嶺泥

漿溫泉、獨角仙生態農場、歐都納渡假村三日 

台北 

南崁 

中壢 

02/05(六) NT$9,888 

福虎賀新春、四人一室～曾文水庫遊船、關子嶺泥

漿溫泉、獨角仙生態農場、歐都納渡假村三日 

台北 

南崁 

台中 

02/04(五) NT$9,888 

福虎賀新春～梅山太平雲梯、奉天宮落羽松、逐鹿

部落體驗、阿里山森林景區三日 

桃園 

南崁 

中壢  

02/02(三) NT$12,888 

高鐵來回～社頂梅花鹿、車城龜山步道、四重溪溫

泉、墾丁福華大飯店三日(含小費) 
台北 

02/03(四) NT$23,800 

02/01(二) NT$25,800 

高鐵來回～港都最美風華、悠遊墾丁風情、高雄

H2O 酒店、夏都沙灘酒店三日(含小費) 
台北 01/30(日) NT$19,999 

【福虎賀新春、報名送小費】茂林紫蝶幽谷、圓山

風華導覽、東源部落秘境、高雄福華大飯店三日 

台北 

南崁 

中壢 

02/03(四) NT$14,888 

02/01(二)、02/02(三) NT$15,888 

 
一日遊 二日遊  離島 回頁首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C012903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C012903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T020103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T020103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C020503BS2A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C020503BS2A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C020503BS2B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C020503BS2B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C020403BS2A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C020403BS2A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C020203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OC020203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KP020103HR2A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KP020103HR2A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KP020103HR2A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KT013003HR2A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KT013003HR2A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KB020103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KB020103BS2


   
 

  
 

 三日遊 

旅遊行程 出發地 出發日 售價 

福虎賀新春～茂林紫蝶幽谷、涼山瀑布哈比屋、淨園休閒農

場、高雄福華大飯店三日 

台北 
南崁 
中壢 

02/05(六) NT$6,888 

福虎賀新春、高鐵來回～輕鬆遊小琉球、圓山風華巡禮、茂

林紫蝶幽谷、高雄福華飯店三日(含小費) 
台北 02/02(三) NT$19,800 

福虎賀新春、高鐵來回～遇見崗山之眼、魯凱文化體驗、圓

山風華巡禮、高雄福華大飯店三日(含小費) 
台北 02/03(四) NT$19,800 

福虎賀新春、高鐵來回～四重溪溫泉季、茂林紫蝶幽谷、高

雄 H2O 酒店、墾丁統一渡假村三日(含小費) 
台北 02/02(三) NT$20,800 

福虎賀新春～迴音谷森林民宿、花蓮經典假日飯店三日 台北 
01/31(一) NT$8,288 

02/01(二) NT$9,288 

福虎賀新春～大坡池夜觀星、伯朗大道天堂路、三合院迎新

年、知本金聯美人湯三日(含來回火車票) 
台北 02/02(三) NT$16,888 

 
 

一日遊 二日遊 離島 回頁首 
 
 
 

 

 
 
ADD:台北市松江路 190 號 2F-1    
TEL： 02-2523-0313 
E-mail： abitpe@ms11.hinet.net 
   

  https://goo.gl/abvLxC 
 

https://goo.gl/abvLxC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KB020503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KB020503BS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KL020203HR2A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KL020203HR2A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KL020203HR2A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KB020303HR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KB020303HR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KB020303HR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KB020203HR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KB020203HR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KB020203HR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XH013103TR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NC020203TR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NC020203TR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NC020203TR2
mailto:abitpe@ms11.hinet.net
https://goo.gl/abvLxC
https://goo.gl/abvLxC


   
 

  
 

 離島 

旅遊行程 出發地 出發日 售價 

福虎賀新春～大小金門遊、跳島烈嶼鄉、山后民

俗村、老宅啖海鮮三日(購物兩站) 
松山 

01/31(一) NT$15,000 

01/29(六)、02/01(二) 
02/04(五) 

NT$16,800 

福虎賀新春、四人成行～金門好食在、跳島烈嶼

鄉、海洋藝術季、彩繪風獅爺四日(無購物、送

小費) 
松山 02/04(五)、02/05(六) NT$18,000 

福虎賀新春～馬祖南北竿、坑道搖櫓船、藍眼淚

生態館、地中海芹壁村三日 
松山 

02/06(日) NT$12,800  
02/05(六) NT$13,800 
02/04(五) NT$14,300 
01/29(六) NT$14,800 
01/30(日)、01/31(一) NT$15,300 

福虎賀新春～東莒南北竿、坑道搖櫓船、海鮮痛

風鍋、地中海芹壁村三日 
松山 

02/06(日) NT$13,000 

02/05(六) NT$13,500 

01/29(六)、02/04(五) NT$14,000 

01/30(日) NT$15,000 

福虎賀新春～東莒南北竿、坑道搖櫓船、藍眼淚

生態館、地中海芹壁村四日 
松山 

02/05(六) NT$17,000 
02/04(五) NT$17,500 
01/29(六) NT$18,000 
01/30(日)、01/31(一) 
02/01(二)、02/03(四) 

NT$18,500 

 
一日遊 二日遊 三日遊 回頁首 

 
 

 

 
 
ADD:台北市松江路 190 號 2F-1    
TEL： 02-2523-0313 
E-mail： abitpe@ms11.hinet.net 
   

  https://goo.gl/abvLxC 
 
 

https://goo.gl/abvLxC 
 

2021/12/22 更新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JB012903B7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JB012903B7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JB012903B7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JM020404B72B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JM020404B72B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JM020404B72B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JM020404B72B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MB012903B7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MB012903B7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MB012903B72B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MB012903B72B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MA012904B72
https://bbc.agenttour.com.tw/?TourCode=WMA012904B72
mailto:abitpe@ms11.hinet.net
https://goo.gl/abvLxC
https://goo.gl/abvLx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