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UBLIC 

全線暑期親子團 - 折扣優惠高達 HKD2,000 

 

日本暑期親子團 - 折扣優惠 HKD2,000 (只限小童) 

 
●大阪岡山島根．6 大親子活動．白水蜜桃園．鬼太郎列車．日本環球影城®．第一美肌溫泉親子 5 天 

(JOK5CH) 

 

-暢遊日本環球影城®(包 1DAY PASS) 

-岡山名產「白水蜜桃園」(30分鐘任食放題．親手摘取 2個帶走) 

-暢遊境港市、鬼太郎妖怪列車、妖怪大道 

-選乘國泰航空  

 

每位 HKD11,6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折扣優惠：HKD2,000 

 

 

●福岡．豪斯登堡園內大飯店．非洲動物 SAFARI．麵包超人．恐龍館．溫泉親子 5 天(JYB5CH) 

-暢遊九州自然動物公園 AFRICAN SAFARI 

-到訪人氣麵包超人博物館及市場 

-獨家入住豪斯登堡園內WATER MARK大飯店 1晚 

-選乘港龍航空 

 

每位 HKD10,9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折扣優惠：HKD2,000 

 

 

●<國泰直航>新登場 LEGOLAND®Japan日本環球影城®．和歌山水果園．白濱溫泉．順道暢遊親子 5 

天(JKM5CH) 

 

-暢遊日本環球影城®(包 1DAY PASS) 

-暢遊日本 LEGOLAND®Japan(包 1DAY PASS) 

-享受白濱溫泉 

-選乘國泰航空 

 

每位 HKD11,9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折扣優惠：HKD2,000 

 

 

●〈昇龍道〉最新 LEGOLAND®Japan．福井恐龍博物館‧冰紛樂體驗‧石川葡萄園．加賀溫泉親子 5天

(JKX5CH) 

 

-暢遊 LEGOLAND®JAPAN(包 1DAYS PASS) 

-暢遊福井縣、世界三大恐龍博物館之一 - 福井恐龍博物館 

-走進世界三大「福井恐龍博物館」近距離 360°觀賞恐龍生活全貌 

-享受加賀溫泉 

-選乘國泰航空 

 

每位 HKD11,6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 HKD2,000折扣 

 

  



 

PUBLIC 

●北海道札幌小樽‧富良野小火車‧登別水族館‧水果園 2 晚溫泉親子 5天(JKK5CX) 

 

-遊覽田園小鎮「富田花園」拍攝美麗花海，品嚐薰衣草雪糕 

-搭乘富良野 NOROKKO 小火車，飽覽夏季田園美景 

-享受 2 晚不同道央溫泉(登別/北湯澤/定山溪) 

-選乘國泰航空直航 

 

每位 HKD11,4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 HKD2,000折扣 

 

 

●北海道道東‧富良野‧釧路濕原小火車．旭山動物園‧阿寒湖鶴雅‧十勝 2 晚溫泉親子 5天(JKK5AB) 

 

-參觀日本人氣 NO.1「旭山動物園」 

-搭乘「釧路濕原小火車」穿越日本最大濕原 

-獨家入住十勝第一溫泉 

-選乘國泰航空直航 

 

每位 HKD11,4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 HKD2,000折扣 

 

 

●<國泰直航> 北海道富良野．小樽余市 NIKKA 蒸餾所．2 晚 STARWOOD 國際品牌「KIRORO 溫

泉度假城」親子 5天 (JKK5CH) 

 

-享受 2 晚 KIRORO 溫泉度假城 

-參觀日本極具代表的威士忌蒸餾所 - 小樽余市 NIKKA 蒸餾所 

-探索北海道繽紛國度：富良野 

-選乘國泰航空直航 

 

每位 HKD11,4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 HKD2,000折扣 

 

 

●伊豆房總‧登上 SKY TREE 450/F‧鴨川海洋． 豪嘆赤澤 DHC 溫泉酒店‧東京迪士尼親子 5 天 

(JNB5) 

 

-踏足晴空塔 Sky Tree 450/F 

-暢玩鴨川海洋世界、東京迪士尼、伊豆房總 

-入住赤澤 DHC 溫泉酒店 

 

每位 HKD11,4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 HKD2,000折扣 

 

 

●本州大阪‧日本環球影城®‧全新日本 LEGOLAND®‧東京迪士尼‧子彈車‧2 晚溫泉親子 7 天 

(JHH7S1) 

 

-暢玩知名主題樂園: 全新日本 LEGOLAND®、日本環球影城®、東京迪士尼 

-探索本州大阪 

-入住 2晚溫泉 

 

每位 HKD14,9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 HKD2,000折扣 

 

 

 

 



 

PUBLIC 

 

●東京迪士尼．登上 SKY TREE 450/F‧箱根遊覽船‧西湖合掌村．水果園．石和溫泉親子 5 天 (JNG5) 

 

-登上「全球第一高塔」東京晴空塔 SKY TREE 

-乘坐箱根遊覽船暢遊盧之湖，看富士山景 

-入住 1 晚石和溫泉 

-暢遊 3 大樂園：東京迪士尼樂園、富士急動感樂園、HELLO KITTY 樂園 

-選乘國泰航空/ 日本航空/ 全日空 

 

每位 HKD11,6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 HKD2,000折扣 

 

 

●東京草津名湯．六本木 HILLS．2 晚迪士尼園內酒店親子 5 天 (JNG5DL) 

 

-連泊 2 晚東京迪士尼園內 5 星酒店 

-享受 1 晚日本三大溫泉：草津溫泉 

-暢遊彩虹橋購物城、涉谷購物區、六本木 HILLS、銀座購物大道 

-探索長瀞岩疊、白絲瀑布、淺間山 

-選乘國泰航空/ 日本航空/ 全日空 

 

每位 HKD11,9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 HKD2,000折扣 

 

 

西澳洲暑期親子團 - 折扣優惠 HKD2,000 (只限小童) 

 

●<國泰直航> 西澳州：珀斯‧五星級酒店‧親子 6 天 (AUP6CH) 

 

-全程入住珀斯 5 星酒店 

-暢遊珀斯鑄幣廠、水族館、野生動物園、蘭斯林沙丘、尖峰石陣沙漠 

-品嚐龍蝦工房、Atrium 自助餐 

-選乘國泰航空 

 

每位 HKD14,9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 HKD2,000折扣 

 

 

東南亞暑期親子團 - 折扣優惠 HKD1,500 (只限小童)  

 

●<國泰航空早機>1 晚阿柏斯度假村+連泊 3晚首爾國際 5星級酒店．OCEAN 700 水世界．大關嶺綿羊

牧場．夢幻繽紛樂園．《漢江麵包秀》．2大韓食 DIY．親子 5天 (KSM5CH) 

 

-暢遊夢幻繽紛樂園、OCEAN700 水上樂園、大關嶺綿羊牧場 

-欣賞著名的《漢江麵包秀》 

-2大 DIY 韓食 

-選乘國泰航空 

 

每位 HKD7,9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 HKD1,500折扣 

 

  



 

PUBLIC 

●<大韓航空>2 晚全新釜山海雲臺國際 5 星希爾頓酒店．SPA VALLEY水世界．釜山水族館．農村樂活

遊．DIY體驗營．韓國五花酒店親子 5天 (KSB5CH) 

 

-入住 2 晚全新釜山海雲臺國際 5 星 HILTON 

-暢玩 SPA VALLEY水世界、水族館 

-享受農村樂活遊、DIY體驗營 

-選乘大韓航空 

 

每位 HKD8,9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 HKD1,500折扣 

 

 

●2晚 HIGH 1度假村頂級宿泊．樂天水族館+2大樂園．2大韓食 DIY．便便體驗館．米芝蓮推介美食．

韓國五花酒店親子 5天 (KSR5CH) 

 

-入住 2晚頂級 HIGH 1 度假村 

-暢遊 2 大樂園、樂天水族館、便便體驗館 

-2大韓食 DIY 

-品嚐米芝蓮推介美食 

 

每位 HKD7,4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 HKD1,500折扣 

 

 

●連住 4晚首爾國際 5星酒店．夢幻繽紛樂園．RAIL BIKE鐵道車體驗．5大親子．米芝蓮推介美食．

親子 5天 (KSP5CH) 

 

-入住 4晚首爾國際 5星酒店 

-暢玩夢幻繽紛樂園 

-享受 RAIL BIKE鐵道車體驗 

-品嚐米芝蓮推介美食 

 

每位 HKD7,7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 HKD1,500折扣 

 

 

●台北‧野柳海洋世界‧兒童新樂園‧木柵動物園‧朱古力夢公園‧純玩樂親子 4天 (TPF4CH) 

 

-探索全亞洲最大的動物園: 木柵動物園 

-暢玩兒童新樂園遊樂設施，如：奇幻森林及夢想海、魔法星球、玩具兵國等 

-踏足朱古力夢公園，遊走用朱古力打造的園區，如：奇幻森林、馬雅市集、未來世界等 

-在野柳海洋世界看海豚表演 

 

每位 HKD4,7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 HKD1,500折扣 

 

 

●〈國泰/國泰港龍〉高雄科學館‧十鼓文化村‧台中麗寶樂園‧地震博物館‧台北兒童新樂園‧2 大

DIY‧三井 OUTLET 親子 5天(TPG5CH) 

 

-走訪十鼓文化村、地震博物館 

-DIY體驗：鴨箱寶彩繪 

-暢玩台北兒童新樂園、台中麗寶樂園 

-選乘國泰/國泰港龍 

 

每位 HKD5,3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折扣優惠：HKD1,500 



 

PUBLIC 

●〈中華台東加班機〉布農族部落‧琵琶湖森林公園‧鹿野高台‧原生植物園‧誠品台東故事館‧知本温

泉親子 4天 (TPE4CI) 

 

-探訪布農族部落，透過其飲食文化、工藝品及表演，加深認識部落的美妙之處 

-探索台東大自然：琵琶湖森林公園、鹿野高台、原生植物園 

-入住知本温泉 

-選乘中華台東加班機 

 

每位 HKD3,9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折扣優惠：HKD1,500 

 

●〈中華台東加班機〉亞太水族中心‧黃金菠蘿城堡‧伯朗大道單車暢遊‧池上飯包文化故事館‧大魯閣

草衙道‧鹿野高台‧原生植物園‧鐵道藝術村‧日暉私人温泉親子 5天 (TPE5CI) 

 

-走訪亞太水族中心，認識海洋生態及觀賞草間彌生作品 

-探索黃金菠蘿城堡、池上飯包文化故事館、大魯閣草衙道、鐵道藝術村 

-享受日暉私人温泉 

-選乘中華台東加班機 

 

每位 HKD5,399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折扣優惠：HKD1,500 

 

 

●馬星 3 大樂園‧ Legoland+水上樂園‧新加坡環球影城 TM‧聖淘沙‧吉隆坡‧任食榴槤‧五星級酒店

親子 5天(MSM5LL) 

 

-暢玩 3 大樂園(包任玩門票):LEGOLAND+水上樂園、新加坡環球影城™ 

-亞羅美食街‧食盡地道小吃 

-選乘國泰航空或港龍航空 

 

每位 HKD6,8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折扣優惠：HKD1,500 

 

 

●<保證國泰早去晚返> 曼谷‧芭堤雅‧水上市場‧ 3D 美術館‧暹羅水上樂園+非洲探險樂園親子 5 

天 (BKK5) 6月出發 

 

-暢玩暹羅水上樂園、非洲探險樂園、3D 神奇視覺美術館、小綿羊牧場 

-探索小日本、龍船寺、芭堤雅特色水上市場 

-遊逛芭堤雅購物廣場、曼谷市場 Asiatique the Riverfront、Siam Paragon 大型購物中心、Siam Square One 

-選乘國泰航空 

 

每位 HKD4,6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折扣優惠：HKD1,500 

 

●〈國泰直航〉曼谷‧芭堤雅‧ Cartoon Network Amazone 水上樂園‧ 全新恐龍星球‧3D 美術館‧綠

山國家動物園親子 5 天 (BKK5) 7月出發 

 

-暢玩全球首個 Cartoon Network Amazone 水上樂園 

-探索全新開幕 Dinosaur Planet 恐龍星球 

-遊走綠山國家動物園、小日本、3D 神奇視覺美術館 

-選乘國泰航空 

 

每位 HKD4,699 起 

專享每位小童額外折扣優惠：HKD1,500 

 

#尚有更多旅行團優惠，請瀏覽 wwpkg.com.hk 或向縱橫遊職員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