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業專區

企業專區

參團滿意度調查

會員專區

登入/註冊

國外團體  國外自由行  郵輪旅遊 國內旅遊 高雄出發 主題旅遊  Taiwan Tour / 赴台旅遊

1 2 3 4 5 6 7 8 9 10

長榮直飛英荷比法9日

德奧捷~哈修塔特12日

首爾三大樂園首爾塔5日

九州佐賀輕旅行五日

江南烏鎮6日

三遊船+羊角村 $59900起

布拉格、維也納 $49900起

葡萄果醬DIY

萌熊電車遊熊本 $20900起

無購物無自費

找行程?

國外團體

$15300起

輕鬆‧享樂‧好好玩之旅

東森自由行

$19800起

熱門搜索

國內旅遊

現正推薦 - 超人氣商品推薦

中國大陸

香港澳門

東南亞

黃山 江南 張家界
海南島 福建 邊疆
山西 寧夏 重慶
四川

威尼斯人
香港迪士尼
五星住宿
廣東/港澳珠圳

泰國 越南 吳哥窟
馬新 峇里島

日本

韓國

歐美紐澳中亞

北海道 東北 關東
北陸 關西 中國
四國 九州 沖繩
高雄出發

首爾 釜山 濟州島
韓國賞楓 無購物站

英荷比法
德捷奧/克斯 義大利
杜拜/土耳其 紐澳
美加

自由行

主題旅遊

港澳 首爾 北海道
關東 關西 郵輪
沖繩

潛水團 連假出發 公主遊輪 全球賞花

館長精選誠意十足，CP值最高最划算！

饗食首爾月光噴泉海鮮鮑魚一
隻雞5日

絕美奧入瀨溪.貓站長釣扇貝.
天皇溫泉四日

ONE MOUNT購物中心+冰雪樂
園、加碼章魚海鮮 雞鍋、巨無霸石

睡魔之家+釣扇貝體驗+奧入瀨溪
探訪+住2晚天皇 指定溫泉飯店

韓國首爾三大樂園5日
葡萄果醬DIY、首爾塔、愛寶+野生
動物園+加勒 比海水世界、住新酒

【寧夏】古長城一代天驕秀8
天
玩寧夏+內蒙、入住馬蘭花草原
【現代蒙古 包】、涮羊肉吃到飽、

饗食首爾月光噴泉海鮮鮑魚一
隻雞5日

絕美奧入瀨溪.貓站長釣扇貝.
天皇溫泉四日

ONE MOUNT購物中心+冰雪樂
園、加碼章魚海鮮 雞鍋、巨無霸石
鍋拌飯、塗鴉秀

睡魔之家+釣扇貝體驗+奧入瀨溪
探訪+住2晚天皇 指定溫泉飯店

$10499起

五星廈門賞馬戲玩土樓雙子星
五日
全程五星酒店+靈玲馬戲+雲上廈
門雙子星+廈門 土樓+雙溫泉

玩寧夏+內蒙、入住馬蘭花草原
【現代蒙古 包】、涮羊肉吃到飽、
全覽10大精彩景點

$26900起

北越絕美雙龍灣5日

稻城亞丁四姑娘山8日

溫泉美食.落東江鐵道自行車.冬柏號
遊輪夜遊. 青沙浦紅白燈塔+天空步
道

住豪華郵輪一晚、跨海纜車、浪漫
下龍之眼摩天 輪

暑假優惠中 成都升級2晚五星.加碼
燕子溝+石象湖.升級三排 座

湖北太極武當山金頂、宜昌三
峽大瀑布8日

張家界兩湖全覽鳳凰古城五星
8日

無購物無自費、三峽大壩、關公
祠、訪荊州古 城、黃鶴樓

無購物、五星皇冠假日、百龍電梯
上下、纜車遊 天門洞、魅力湘西秀

$19500起

$25900起

重慶武隆天生三橋仙女山6日

湖北恩施龍缸柴埠溪峽谷8日

無購物.芙蓉洞.入住2晚五星希爾頓
或錦怡豪生 +武隆景區最好四星

無自費無購物.龍缸玻璃廊橋.5晚準
五星飯店+當 地最好四星酒店

$16900起

$28900起

義法西歌詩達地中海遊輪11日

【自駕首選】沖繩太平洋飯店
自由行4日

$18900起

最豐富超值的旅遊組合 讓小資玩客也能大玩全世界！

香港迪士尼酒店(好萊塢)自由
行3天

澳門五星金沙喜來登自由行4
天

香港迪士尼2日門票、入住香港迪
士尼樂園系列 酒店

贈送澳門旅遊塔、下午茶、新濠影
匯8字摩天輪 票、電話卡

$11100起

國內旅遊 -

$11900起

【寧夏】古長城一代天驕秀8
天

釜山慶州住韓屋穿韓服5日

$19888起

東森自由行 -

葡萄果醬DIY、首爾塔、愛寶+野生
動物園+加勒 比海水世界、住新酒
店、餐餐全包

$21900起

$11680起

$27900起

韓國首爾三大樂園5日

內含義大利、西班牙、法國岸上觀
光自費活動 (價格$23,500)

$4988起

熱門景點、優惠訂房、多樣玩法，邀您一起體驗精彩台灣！

$69900起

虎航(含機上餐、行李20公斤)、飯
店3晚、租車 優惠加價購

$11500起

【金門】采風3日單人遊-奢華
版

【澎湖花火節】五星喜來登
+海景露營車4日

【高雄】全新鈞怡大飯店2日
雙人

【花蓮】瑞穗春天城堡莊園1
泊2食雙人

五星金湖大飯店 、翟山坑道、軍中
樂園、北中 南皆可出發

住2019無敵海景露營車新體驗1晚
+2晚福朋喜來 登+機票+行程

平日升等為4人房或2人升等為河景
房

斥資60億2019最新歐風城堡飯
店、溫泉主題水樂 園、平日升等四
人房

$6600起

$8700起

$2980起

$9900起

客服信箱

行程諮詢

公司簡介 人事徵才

護照及各國簽證資訊
廣告合作

常見問題

契約及表單下載

隱私權政策

銀行優惠

加入東森旅遊享好康

東森旅行社：104 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98號2樓
行政代表號：02-7737-1788
網路諮詢專線：02-2777-3959
電視票券專線：02-2777-2366
企業員旅專線：02-2777-5918
統一編號：27365018
交觀綜字2103號 品保協會會員第北1493號
負責人：林國俊 聯絡人：李學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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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總公司

蘆竹加盟店－悠遊旅行社

電話：02-2777-3959
地址：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96號1樓

電話：03-352-8186
地址：桃園市蘆竹區光明路二段251號

新竹分公司

中壢加盟店－悠遊旅行社

電話：03-5285618
地址：新竹市北大路169號6F

電話：03-452-8186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234號

台中分公司

台中加盟店－麗誠旅行社

電話：04-2378-7168
地址：台中市五權西路一段257號11樓3A

電話：04-2463-2908
地址：台中巿西屯區福科路328號

台南分公司

台南加盟店－森活旅行社

電話：06-311-0658
地址：台南巿永康區中華路200-17號13樓

電話：06-222-0055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永華路一段36號

高雄分公司
電話：07-5503-858
地址：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317號四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