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業務部  諮詢服務專線：02-25623859     https://www.gianttour.com.tw/ 

 

 巨大旅遊 G.Tour 

絕美中社花市、美仁里彩繪村～勇闖神岡馬拉松二日遊 

行程參考 

第一天 台北車站-中社觀光夜市-美仁里彩繪村-台中國家歌劇院-飯店 

08:00 台北車站 台北集合出發 

08:30 國道風光 國道風光／影片欣賞 

10:30-12:00 中社觀光花市 位在台中縣后里鄉境內得中社觀光花市，園區花海佔地達６公頃，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時節的花卉繽紛綻放，大波斯菊、黃波斯菊、鼠

尾草、玫瑰、鬱金香、彩色海芋、鼠尾草、玫瑰花、向日葵、一串

紅等，不管何時前往，都能沈浸在一片花花世界中。尤其每年二、

三月期間，五顏六色的鬱金香在此大片開放，伴隨特色景觀擺飾，

彷彿進入異國風情。 

12:30-14:00 中社BBQ烤肉餐 享用BBQ烤肉吃到飽風味餐。價值350元/人 

14:30-15:30 美仁里彩繪村 沙鹿的美仁里社區多是老舊的土角厝，巷弄之間的牆面斑駁殘破，

現今彩繪上美麗的圖案後，吸引許多人來此拍照留念。旅客可以開

車至光田醫院停車場停車，後沿著四平街新平巷、美秀巷步行，即

可看到彩繪牆。其中最特別的是，社區 40 多年前為風化街，隨處

可見的酒店與應召站也被繪入牆面，「黑貓大酒店」前的貓咪嫵媚

的向公貓招手，便是當時最佳的寫照，也讓旅客看了不禁莞爾，相

當有趣。 

16:00-16:40 臺中國家歌劇院 號稱全球最難蓋的建築。由日本建築師伊東豊雄設計，前衛外型和

高難度曲牆結構，被譽為世界九大新地標的絕美歌劇院，一定要來

朝聖！歌劇院所有水泥牆面、玻璃帷幕，形狀都有如酒瓶，伊東豊

雄稱其為「壺中居」，意味欣賞表演藝術令人醉心。歌劇院內部空

間幾乎沒有直線，由 58 面曲牆、29 個洞窟組成，既神秘又奇幻令

人驚嘆。 

17:30- 晚餐 中式合菜。4400 元/桌(每桌贈 2 瓶飲料) 

19:00- 飯店C/I 今天早點休息，養精蓄銳，迎接明天的馬拉松盛事囉! 

餐食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中社 BBQ風味餐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  台中兆品酒店 或 三好行旅-台中館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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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旅遊 G.Tour 

第二天 飯店-神岡馬拉松─鐵道之鄉酒莊-溫暖的家 

04:30- 起床&早餐 刷牙洗臉、準備挑戰馬拉松盛事 

05:30- 神岡國小 2021 第六屆神岡馬神豐國際同濟會全國馬拉松 

★6.5K 樂活組(不限時)：歡迎大小朋友參加，一起體驗馬拉松的樂趣。 

★12K 挑戰組(時間限制 2 小時)：適合一般民眾自我挑戰。 

註：以上兩組不限年齡，6 歲以下兒童應由 20 歲以上成人陪同參加。 

★22K 超半馬組(時間限制 3 小時 30 分)：需年滿 14 歲；未滿 18 歲需填

寫家長同意書。 

★42.195K 全馬組(時間限制 6 小時 30 分)：需年滿 17 歲；未滿 18 歲需

填寫家長同意書。註：建議有長跑經驗者參加。 
 

★大會預計流程如下： 
05:00 參加者集合、衣物寄放 

05:40 開幕式(來賓致詞、路線及規則說明)  

06:00 全程馬拉松組(42.195K)鳴槍起跑 

06:10 超半程馬拉松組(22K)鳴槍起跑 

06:20 挑戰組(12K)鳴槍起跑 

06:30 樂活組(6.5K)鳴槍起跑 

07:30 攤位活動開始 

       (市集、地方美食農特產展售會) 

08:00 各項組開始頒獎 

12:30 全程馬拉松組(42.195K)賽事關門 

13:00 活動結束 

 

註 1：參賽者主辦單位提供：完賽獎牌、紀念衫、紀念毛巾、完賽證書。 

註 2：全程馬拉松組(42K)、半程馬拉松組(21K)：依性別及年齡共分為 10 組，以大會安

排為主。 

註 4：挑戰組(10 公里)：依性別分為男子組、女子組，共 2 組，以大會安排為主。 

註 3：樂活組(6 公里)：不分組。 
★為方便賽事午餐於賽跑園區自理 

14:00-15:00 鐵道之鄉酒莊 位於台中市熱門自行車觀光路線「后豐鐵馬道」九號隧道口，大甲溪花樑

鋼橋旁。酒莊位址為日據時代湧泉汲水處，終年不斷的地下湧泉使酒窖保

持穩定的恆溫狀態，讓橡木桶中的美醇佳釀能靜靜熟成。 

休閒酒莊的設立初衷乃希望將歐美酒類飲食文化引進台灣，讓社會大眾能

不用遠赴歐美，即能享受美酒、美食與文化藝術相結合的新品味層次。 

★可自費 50 元進入酒窖參觀。 

15:30 賦歸 卡拉OK歡唱大賽/熱線電影院 

餐食 早餐：餐盒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馬拉松報名參考網址:  https://lohasnet.tw/Shengang-marathon2021/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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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售價明細 ※20 人(含)以上成團※ 

團  名 2021 絕美中社花市、美仁里彩繪村～勇闖神岡馬拉松二日遊（台北出發） 
 

出  發 2021/03/27 星期六 

售  價 4,788 小孩佔床 4,788 單人房加價 1,650 

年齡說明 嬰兒：0 - 未滿 2 歲，小孩：2 - 未滿 12 歲* 年齡係以「團體回國日」為準做計算 

報價說明 

1. 團費不含馬拉松報名費(參考價格如下；實際以活動單位公告為主。) 

2. 本行程須滿 20 人(含)以上成團，上限為 40 人。報名截止日: 2021/01/15 

 
全馬組  

(42.195K) 

超半馬組  

(22K) 

挑戰組  

(12K) 

樂活組  

(6.5K)  

報名費用 $ 1,000 $ 850 $ 750 $ 550 

晶片押金 $ 100 $ 100 $ 100 $ 100 

 

作業說明 

行程包含 

＊去回程之遊覽車費用。 

＊行程表上列出之餐食費用。 

＊司機、領隊差旅費。 

＊台中地區飯店住宿費用（皆安排２人／室），如需求單人入住須補差價 1,650 元/人。 

行程不包含 

＊表列上自理餐食費用支出。 

＊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 

＊純屬私人之消費：如飲料酒類、洗衣、電話及私人購物費。 

取消規定 

本商品經訂購付款完成後，視同雙方同意簽屬觀光局發布的【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恕 

無法任意更改日期及行程，如要取消或延期將按照契約收取相關費用。 第十三條、出發前

旅客任意解除契約，須收取費用如下：  

(一)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三十一日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二)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三)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四)通知於出發日前一日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五)通知於出發日當天解除契約者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之。  
《通知日需以人事行政局公告之正常上班時間為依準，超過時間以下個工作日計算，敬請見諒。》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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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旅遊 G.Tour 

其他備註 

 

 

備註 1. 線上預約並非保證訂位成功，仍需以客服人員回覆確認為準，經客服人員確認回覆後，
始可生效，並視同雙方同意簽署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敬請詳閱該契約書內容。 

2. 旅客於訂購行程完成付款，經服務人員確認後，因故取消行程或延期，所衍生之費用
需自行負責，併將依據【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第十二條之規定（105年 12 月 12 日觀

業字第 1050922838 號函修正）】辦理。通知日之計算，依人事行政局公告之正常上

班時間為依準，超過上班時間通知，則依下個工作日計算。如訂購人非旅客本人，訂

購人將居於代理人地位，亦即有義務充分告知使用旅客本人各行程內容及相關約定。 

3. 如遇颱風、地震、豪雨等大自然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延期出發或全額退費之
權利。 

4. 本行程所載明之車行時間或景點停留時間僅供參考，隨車服務人員（領隊）會實際之
狀況（如當地節慶活動、塞車或天候等因素），做行程順序之調整。 

5. 此行程為合車制出團，所使用車型車款將依照當日出發報名人數調整。出發、集合時
間，請依規定地點及時間內準時集合，以維護其他旅客之權益；出發當天請攜帶網路

報名時登記的手機出遊並請開機，以免隨車服務人員（領隊）聯絡不到旅客，造成無

法上車，因故無法趕上，將依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收取

全額。 

6. 敬請自備防寒衣物、遮陽防曬用品、雨具及個人慣用隨身藥品：如暈車藥、感冒藥、
防蚊蟲液等。 

7. 旅遊景點之設施及飯店附屬之設施開放與否，須以現場公告為準；部分設施如遇維修
施工中，敬請見諒！ 

8. 此行程內所包含活動項目或門票為團費包含，如旅客自動放棄者，恕不退費（不可抗
拒之原因除外）。 

9. 因遊覽車為密閉空間，請勿攜帶寵物及危險物品上車，以免影響遊客安全。 

10. 疫情期間，如非必要，請旅客於遊覽車上全程配帶口罩，以維護自身健康，謝謝合作；
如額溫超過 37.5C 以上之旅客，請勿上車參加旅遊行程，【隨車服務人員（領隊）有

權拒絕旅客上車參加旅遊行程】，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11. 團體旅遊，素食餐點並非葷食菜色一樣豐富多菜，敬請旅客體諒；若食用素食之旅客，
請於報名時，先告知客服人員，以利事先安排素食餐點。 

12. 遊覽車車位之編排，依起始地當天旅客報到之先後順序排隊劃位，如非起始地上車之
旅客，將由各地之上車之順序，依續安排車位，恕無法事先保留車位，如有老弱婦孺

及行動不便者，將由領隊事先安排，敬請旅客體諒。 

13. 若您對上述問題有任何不瞭解或疑問之處，請務必再次確認您所報名的客服人員，以
求得最正確的答案，也同時保障您的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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