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y 1 原居地  台北  
Hometown Taipei 

抵達台北桃園國際機場後，專人迎接後送往酒店休息。
（全天免費接機）
住宿 Hotel：晶悅國際大飯店或同級
                 

Day 2 桃园—嘉义—阿里山
Taoyuan - Chiayi - Alishan

 ( 早 / 午餐 ) 
(B/L)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區內群峰參差，谿壑縱橫，既
有懸岩峭壁之奇險，又有幽谷飛瀑之秀麗，其山光嵐
影千姿萬態，茂林清泉各盡佳妙，是人間難得的勝境。
【檜意森活村】是台灣第一座森林文創園區，由原共
和路與林森東路區域之林務局宿舍整修而成。園區內
包含營林俱樂部，並在忠孝路與林森東路路口新建“農
業精品館”。隨後跟團前往文化觀光夜市和水晶玻璃
鞋教堂。
住宿 Hotel：布袋文创大饭店或同級

Day 3 嘉義—台南—高雄
Chiayi - Tainan - Kaohsiung

 ( 早 / 午餐 ) 
(B/L)

【安平古堡】是台灣地區最古老的城堡。曾經是鄭氏
王朝三代的宅第。古堡建築屋舍純用紅色磚瓦，黃昏
時與落日相輝映，景色優美，“安平夕照”1953 年獲
台灣省政府選為台灣八景之一。

【佛陀紀念館】為台灣佛教聖地，也是南台灣佛教中心。
規模非常宏偉，創辦人為星雲大師。
【左營蓮池潭風景區】池潭西岸廟宇林立，五百公尺
內擁有二十餘座寺廟，由北而南分別有孔子廟、北極

特約旅行社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terms & conditions & liabilities, please refer to Great 
Wall Travel Tour Agreement Form.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itinerary 
and prices without prior notice.
有關報名詳情及旅遊細則，請參閱「長城假期」旅遊協議書。我們保留最後更

改行程及價格的權利。                                                            D.O.I.:14 DEC 2018

6 天
台 灣 特 色 尊 享 之 旅
6 Days Taiwan Classic Tour

備註 Remarks

◎行程只適用於美、加、澳、歐華人。 
◎小費及指定自費需要在出團前與團費一并支付。 
◎遊客須全程跟團，若中途脫團，須補離團費用USD$150/人 /天，
門票及其他費用恕不退回。
◎無床兒童不含酒店早餐，請具體諮詢酒店兒童用餐規定及標準
◎行程中均有購物安排，為遊客介紹當地特色產品，如有興趣可自
行購買，我公司絕不強迫客人購物，但客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進
店參觀。
◎在不可預測或根據實際情況，本公司保留對行程次序或酒店做合
理調整之權利。

$199起
週六

抵達台北

玄天上帝、啟明堂、春秋閣、五里亭、龍虎塔等，為高
雄有名的寺廟光景點。
【六合夜市】名列高雄最具代表性的夜市。不論是山產、
特產、冷飲、冰品及海產店等也是應有盡有，種類之多
令人目不暇接，其中鹽蒸蝦、木瓜牛奶、筒仔米糕、臭
豆腐、烏魚腱、海鮮粥、過魚湯、十全藥燉排骨、擔仔麵、
土魠魚羹等等算是高雄市的招牌特色，可千萬不要錯過。 
住宿 Hotel：松柏大酒店或同級

Day 4 高雄—台中
Kaohsiung - Taichung

 ( 早 / 午餐 ) 
(B/L)

跟團前往高雄珍珠寶石中心。【清境農場】清境農場景
緻清幽、氣候宜人，屬溫帶氣候，盛產水蜜桃、香水百
合等溫帶花卉蔬果。春花、夏果、秋楓、東雪，四季呈
現多樣風情，是台灣最佳的高山旅遊、婚紗攝影及避暑
勝地。跟團前往小瑞士花園。
【日月潭風景區】入選世界紀錄協會“台灣最大的天然

淡水湖”，在清朝時即被選為台灣八大景之一，有“海
外別一洞天” 之稱。
【文武廟（乘船遊湖）】廟的方位“坐東向西”背山面湖，
大有盡攬江山的磅礴氣勢。跟團採茶體驗，隨後前往台
中彩虹眷村。
【逢甲觀光夜市】台灣最大的觀光夜市，逢甲夜市以新
奇又有趣的小吃聞名，成為創新小吃的原始地，例如逢
甲四合一、蜂蜜檸檬蘆薈、可麗餅、等等，都是由此逢
甲夜市發源再外傳到各地的哦！          
住宿 Hotel：西悠大酒店或同級

Day 5 台中—台北
Taichung - Taipei

 ( 早 / 午餐 ) 
(B/L)

跟團前往台中原住民特產中心。【士林官邸花园】因此

2019 出發日期 
2019 Departure Dates

1月 5，12，19，26
2月 16，23
3月 2，9，16，23，30
4月 13，20，27
5月 4，11，18，25
6月 1，15，22，29

7月 6，13，20，27
8月 3，10，17，24，31
9月 7，21，28
10月 5，19，26
11月 2，9，16，23，30
12月 7，14

★乘船暢遊台灣最大的天然湖泊—日月潭
★台灣三大夜市——逢甲夜市，六合夜市，士
林夜市
★十分老街放天燈祈願，保佑平安健康
★安排享用地道風味餐：地道客家菜，古早味
台灣料理，邵族三杯雞，高山風味，巨無霸
蒸籠宴

行程特色   Tour Highlights

地环境清幽，三面环山 ，山清水秀且交通便利，所以
选定这里作为“总统官邸”。跟團前往天祿招財藝術館。
【忠烈祠】祠内供奉着历年忠勇牺牲的烈士牌位及建
国史迹图片，观赏卫兵换班交接仪式。跟團前往美容
藥妝名店。
【101 购物中心】在世界上最高的大楼享受宽广、舒
适的购物乐趣。
【士林夜市】士林夜市里可以尝到全国各地的美味小
吃，如蚵仔面线、天妇罗、蚵仔煎、清蒸油炸肉丸、
珍珠奶茶、广东粥、日式寿司、韩国泡菜锅等。还有
炸鸡排、生煎包、盐水鸡、葱油饼、凉面、大香肠、
大饼包小饼、花枝羹、牛排、士马铃薯、甩饼、药炖
排骨、马铃薯片、青蛙下蛋、柠檬爱玉、泡泡冰等。
住宿 Hotel：麒麟酒店或同級

Day 6 台北  原居地  
Taipei Hometown  ( 早餐  B)

早餐後，當天啟程飛返原居地。

全程入住當地4星酒店（2人一間），行程中所列餐食
及景點門票，專業國語/粵語導遊，豪華旅遊巴士。
Hotel Accommodation, Admission Fee & Meals 
as Indicated in Itinerary, Chinese-speaking Tour 
Guide, Coach

國際機票及稅項，旅遊保險，簽證費，自費，小費，私
人消費，因不可抗拒原因引起的額外費用。
International Air Tickets & Tax, Travel Insurance, 
Visa Fee, Compulsory Programs, Tipping, 
Personal Expense, Any Extra Costs Out of Control

* 小童費用適用於 2 至 11 歲小孩，不佔床小童須與兩成人同房且不含早餐。

未含費用  Fare Exclusion包含費用  Fare Inclusion

阿里山(優遊巴斯,原民舞蹈) • 檜意森活村 • 安平古堡 • 安平老街 • 清境農場 • 青青草原 • 綿
羊城堡 • 小瑞士花園 • 巨無霸蒸籠宴 • 士林官邸花園

團號
Code

成人
Adult

小童 *
（不佔床）

Child NO Bed

小童 *
（占床）

Child w/ Bed

單人房差
Sgl Supp

指定自費
（大小同價）
Compulsory 

Programs

導遊小費
（大小同價）

Tipping

ATX6 $199 $259 $359 $320 US$150 US$60

Prices in AUD per person

** 指定自費專案（需保證參加 , 連同團費與小費一起支付）
   Compulsory Programs(pre-pay with tour fare and ti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