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9 天
晶鑽台灣（金門 / 澎湖）
6 Days Taiwan (9 Days Kinmen/Penghu) Essence Tour $699起

週四指定日期
抵達台北

奈良鹿公園
Nara Park放天燈  
Sky Lantern

（TWJ9）台中—金門單程機票(含一件10kg行李)，
（TWP9）台中—澎湖單程機票(含一件10kg行李)。

全程星級酒店，所列餐食和景點門票，中文導遊，旅
遊巴士。
Taichung-Kinmen or Taichung-Penghu One Way 
Ticket(includes 10kg Check-in Luggage). Hotel 
Accommodation, Admission Fee & Meals as 
Indicated in Itinerary, Chinese-speaking Guide, 
Coach

國際機票及稅項。
旅遊保險，簽證費，指定自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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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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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遊小費
（大小同價）

Tipping

TW6 $699 $699 $999 $350 US$60

TWJ9 $1649 $1649 $2199 $600 US$90

TWP9 $1649 $1649 $2199 $600 US$90
Prices in AUD per per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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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1 原居地  桃園  
Hometown Taoyuan 

是日乘搭豪華客機由原居地城市飛抵臺北桃園國際機
場，接機人員將會在各抵達航班出境處舉牌迎接（臨
時變更請洽臺灣緊急聯絡人或洽第一、第二航廈觀光
局服務櫃檯）。派車前往下榻的酒店辦理入住手續。
接機時間為（10:30/15:30/19:00/23:00）四個時段，
相鄰航班之旅客敬請您耐心等候，如無符合的時間 , 
您可自行前往酒店或支付額外車資 (USD30/ 人 ) 安排
專車接機。
住宿 Hotel：桃禧航空城新館酒店 Hotel Orchard Park 
或同級
Upon arrival at 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free pick up(10:30/15:30/19:00/23:00) and transfer to 
hotel. Guests who arrive at another time can head to 
the hotel on own or pay extra fares $30/per person for 
the private transfer service.
                 Day 2 桃園—南投  

Taoyuan - Nantou
( 早 / 午 / 晚餐 ) 

(B/L/D)
早餐後前往體驗全臺唯一水陸空 3D 遊程【日月潭風
景區】。它是全臺灣最大的淡水湖，廣達九百公頃，
中間以拉魯島為原住民邵族的聖地，以此為界，因北
半部潭形如太陽，南半部形如月亮故名為日月潭。【九
族文化村】位於南投縣魚池鄉大林村，占地約有 62 公
頃，緊臨中外聞名的日月潭，讓您自在地悠遊日月潭
風景區和其他景點，園區整體規劃十分多樣化，並有
表演劇、傳統歌舞的活動表演，【日月潭纜車】連結
日月潭與九族文化村，從空中鳥瞰日月潭的湖光山色
與九族的綠色森林。午餐享用原住民風味餐，餐後【船

遊日月潭】，它是臺灣最大的天然湖泊，為日潭與月
潭之合稱，因其雙潭水色各異而得名。周圍山巒環繞
湖面碧波粼粼，壯麗景色美不勝收，其中「雙潭秋月」
更為臺灣八景之一，今日讓您一次深度遊覽。晚餐於
酒店饗用【埔裡紹興酒宴】。               
住宿 Hotel：日月潭經典飯店 Sun Moon Lake Classic 
Hotel 或同級
After breakfast, visit the Sun Moon Lake Scenic Area 
(including cruise + cable car). Taste Aboriginal Cuisine 
as Lunch. Then, proceed to Formosan Aboriginal 
Culture Village. Enjoy a Shaoxing banquet for dinner.

Day 3 南投—彰化—臺中 
Nantou-Zhanghua-Taichung

( 早 / 午餐 ) 
(B/L)

早餐後參觀著名建築師李祖原先生所設計的【中臺禪
寺】，也是世界佛法弘揚重鎮。前往【鹿港小鎮】，
這裡保存著清代閩南式古街樣貌，漫步於此，充滿古
樸韻味。時隔百年，現在來到鹿港，可以遙想當初鹿
港小鎮的繁華年代。老街巡禮中又以鹿港城隍廟、天
后宮、丁家古厝、摸乳巷、甕牆、半邊井等景點最為
知名，午餐享用鹿港美食小吃宴。【彩虹眷村】是條
色彩繽紛、充滿童趣彩繪的巷道，由年近八旬的彩虹
爺爺，拿起畫筆讓整條巷弄，讓這個孤寂的眷村熱鬧
起來。外觀【臺中歌劇院】，它由曾獲普立茲克獎的
日本建築師伊東豊雄設計，造型前衛，被建築業界稱
為 - 全球最難蓋的房子。前往【逢甲夜市】，自由品
嚐美味寶島臺灣特色小吃，逢甲夜市更是寶島臺灣最
大且著名的觀光夜市，也是臺灣創新小吃的原始地。
今日晚餐與夜市自理。              
住宿 Hotel：臺中賀緹酒店 Taichung Heti Hotel 或同級

日月潭風景區  
Sun Moon Lake Scenic Area 

獨家精心安排   Unique Features

★嚴選優質精緻住宿，提供最佳的住宿品質 
★（金門 / 澎湖團）特別入住一晚臺灣地標 :

圓山飯店
★「3D 陸海空遊覽」日月潭、( 遊船 + 纜車 )、

九族文化村及寶島臺北、南投、彰化、臺中
等島內知名城市景點；

★鼎泰豐 、紹興酒宴 、臺式鹵肉飯、冠軍牛
肉麵 精心挑選特色餐食，讓您吃的好也吃
的巧 ! 

★全部景點含在行程內，無任何形式的推薦自
費節目！

★全程兩站無壓力購物

2019~20 出發日期 
2019~20 Departure Dates

3 月 7，21
4 月 18
5 月 16，30
6 月 20
7 月 4，18

1 月 2
2 月 6，20
3 月 5，19

———2019——

———2020——

8 月 1，29
9 月 5，19

10 月 3，31
11 月 21
12 月 5，19

4 月 16，30
5 月 7，21
6 月 4，18

標記 橙色 的日期為金門 / 澎湖出團日期

After breakfast, visit Chung Tai Zen Centers Portal. 
Proceed to Lugang Town, enjoy taiwanese cuisine 
for lunch. Later on, proceed to Rainbow Military 
Community and stop at Taichung Opera House. In 
the evening, go to Fengjia Night Market and dinner is 
on your own arrangement.

Day 4 臺中—臺北  
Taichung - Taipei

( 早 / 晚餐 ) 
(B/D)

酒店內享用早餐後參觀珍珠展示中心，隨後前往【野
柳風景區】，由於經年累月受到海浪侵蝕與岩石風化，
整個岬岸地區形成奇形怪狀的大小岩石，成為臺灣最
負盛名的地質公園。前往【九份山城】，獨特的山城
舊式建築築物、坡地、及在地的風情吸引了國內外遊
客的注目，九份美食小吃更是外國觀光客到臺灣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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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NOV 2018

備註 Remarks

◎小費與指定自費需要在出團前與團費一并支付。 
◎客人需全程跟團，若中途離團，需加收離團費用每人每天
US$100，且門票等其他費用一律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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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價團包含部分購物行程，團友在途中一切的購物行為，與本
公司無關。并請識別物品的真假優劣，後果自行擔負。 

之地，今日午餐敬請自理。下午前往參觀【十分瀑布】
屬幕簾式瀑布，有「臺灣尼加拉瓜瀑布」的美譽，並於【十
分老街】體驗放天燈 ( 天燈自理 )，老街狹窄的街道與
鐵軌相鄰，卻沒有高高的護欄或柵欄相隔，行人與鐵軌、
火車可以如此親近，不同一般的老街以舊年代的建築
物來吸引遊客目光。晚餐享用海外觀光客來臺必吃的
經典的美食【臺灣冠軍牛肉麵】。
住宿 Hotel：臺北富信大飯店新館 Taipei Fushin Hotel 
或同級
After breakfast, stop by the Pearl Exhibition Center 
and visit the Yehliu Geopark. Proceed to Jiufen 
Mountain Town. Lunch is on own arrangement. Then, 
visit Shihfen Waterfall and the old street. Enjoy the 
Champion Beef Noodles for dinner.

Day 5 臺北  
Taipei

( 早 / 午 / 晚餐 )
(B/L/D)

早餐後前往原住民山產中心和土特產店為自己親朋好
友選購伴手禮。參觀【故宮博物院】，這裡藏有全世
界最多的無價中華藝術寶藏，收藏品主要承襲自宋、
元、明、清四朝，幾乎涵蓋了整部五千年的中國歷史，
國立故宮博物院擁有「中華文化寶庫」的美名，更是
來臺灣旅遊的必訪之地。前往【忠烈祠】，祠內供奉
從中華民國成立前的革命烈士，到在抗日戰爭及國共
戰爭中犧牲的 33 萬將士官兵。歷年忠勇犧牲的烈士牌
位，在大殿四面牆上，展示著英勇烈士的遺照及事蹟。
午餐享用【臺式經典魯肉飯 + 臺灣小吃】。午餐後前
往【國父紀念館】並觀賞三軍儀隊交接整齊劃一的踢步、
花式操槍體驗臨場的震撼感受。【臺北 101 商圈】，
位於臺北市信義區的摩天大樓，總樓層共地上 101 層、
地下 5 層，曾擁有世界第一高樓的紀錄，同時也是全
球最高綠建築和環地震帶最高建築物，您可自費搭乘
電梯前往觀景臺俯瞰臺北全景，晚餐特別安排曾上《紐
約時報》「世界十大餐廳」排名榜和五度獲得米其林
星級的美食餐廳【鼎泰豐】，結束美好的一天。
住宿 Hotel：臺北富信大飯店新館 Taipei Fushin Hotel 
或同級
Transfer to the aboriginal center and souvenir 
shop, then tour the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d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artyr's Shrine. Enjoy 
Taiwanese Pork Rice for lunch. Proceed to National 
Dr.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Make a photo-
shooting at Taipei 101 (not the summit). Enjoy Din Tai 
Fung for dinner.    

Day 6 臺北  原居地  
Taipei Hometown  ( 早餐  B)

早餐後由專人於酒店櫃檯協助辦理退房，帶著滿滿的

幸福旅途回憶，結束此次的寶島臺灣六日遊。早上
09:00 安排統一送機，如需於其他時間前往機場，旅客
可自行前往或安排單獨送機，需要另外收費 USD30/
人。
Check out and transfer to the airport (Departure at 
09:00am).

9 天晶鑽台灣金門 (TWJ9)
9 天金門團團友，行程如下。
For 9-day Kinmen tour members, below is 
itinerary from Day 6.

Day 6 臺北  金門  
Taipei Kinmen ( 早餐 B ) 

早餐後前往臺北松山機場，飛往金門，來到風獅爺的
故鄉，開始金門戰地之旅! 參觀擁有700多年的歷史【水
頭民俗文化村】，它是金門保留最完善之傳統大聚落，
有「有水頭富，無水頭厝」的美譽。【翟山坑道】為
一 A 字型戰備水道，戰時供登陸小艇搶灘運補用，坑
內並有停靠碼頭，一進入坑道內即可感受它的震撼力。
稍後參觀國內外賓客訪金的第一站：金門的地標建築
【莒光樓】。前往【金城模範街】，昔日郑成功在此
训练陆军，民国十四年由金门商会会长傅锡琪向侨界
集资，建筑风貌具日本、闽南、西洋、南洋等各种风格。
【邱良功母節孝坊】系旌表平寇大將邱良功之母貞孝
守節的事蹟而設，為國定古跡。今日午餐、晚餐自理。
住宿 Hotel：金門宏福酒店 Kinmen Home Full Hotel 或
同級
After breakfast, take a flight to Kinmen and visit 
Shuitou Folk Culture Village and Zhai Shan Road, Ju 
Guang Building, Jincheng Model Street and Qiu Liang 
gong's Mother Arch of Chastity and Filial Piety. Lunch 
and Dinner are on your own arrangement.

Day 7 金門  
Kinmen

( 早 / 晚餐 )
(B/D)

早餐後前往【古寧頭戰史館】，是為紀念古寧頭戰役
的光榮勝利，在古寧頭戰場遺址建築的一棟城堡式戰
史館」，館內環掛十二幅描繪大戰戰況的油畫，彷彿
進入時空隧道體會戰爭實況。【北山古洋樓】是古寧
頭村落中，當時唯一的二層樓建築的「北山古洋樓」。
古洋樓牆垣上千瘡百孔的彈痕，顯示當年戰況慘烈。
【雙鯉濕地生態館】以介紹金門地區的自然資源為主，
內容豐富且展示手法靈巧多變。【慈湖三角堡】四周
挖掘了類似「護城河」的壕溝，周邊海灘是圍了鐵絲
網的雷區，防止敵人越雷池一步。隨著兩岸情勢轉變，
三角堡因而空置，轉而成為追求和平與保育鳥類生態
的文化地景。【柳營營區】主要有軍事體驗區的「雷
射迷宮」、「雷射槍戰場」、「槍擊體驗場」，室內
外的攀爬設施，以及各型武器展示區，旅客可依喜好
自費體驗。今日午餐自理。
住宿 Hotel：金門宏福酒店 Kinmen Home Full Hotel 
或同級
After breakfast, visit Guningtou War Museum, Beishan 
ancient ocean building, and Twin Carps Wetland 
Eco Museum. Afterward, proceed to Cihu Triangle 
Fort and Liu camp area. Lunch is on your own 
arrangement.    

Day 8 金門—臺北  
Kinmen - Taipei

( 早 / 午餐 )
(B/L)

早餐後參觀【馬山觀測所】，經過馬山播音站進入馬
山觀測所地下坑道，坑道內有望遠鏡可供遊客暸望對
岸大陸的島嶼，天氣良好時可用肉眼清楚的看到。【獅
山砲陣地】是全國罕見的全坑道式榴砲陣地。【山后
民俗文化村】裡十八棟古厝全部依山面海、井然有序，
分三排排列，呈現出精緻而完整的閩南建築風貌。馬背、
山牆、燕尾與藍天的美麗構圖，更是旅客不能錯過的
美景。【茶室展示館】中的特約茶室展示館利用原有
之「小徑特約茶室」的空間陳展金門歷史。隨後前往
金門機場辦理手續，返回臺北松山機場，專車接往酒店。
今日晚餐自理。
住宿 Hotel：臺北圓山飯店 The Grand Hotel Taipei 或
同級
After breakfast, visit Mashan Observatory, Shishan 
(Mt. Lion) Howitzer Front, Mountain Folk Culture 
Village and Military Brothel Exhibition Hall. 
Then, head back to Taipei. Dinner is on your own 
arrangement.    

Day  9 臺北—桃園  原居地  
Taipei - Taoyuan Hometown  ( 早餐 B)

早餐後酒店櫃檯協助辦理退房，帶著滿滿的幸福旅途
回憶，結束此次的寶島臺灣遊。旅客可自行前往機場
或安排專車前往機場 ( 收費 USD30/ 人 )。
Check out and transfer to the airport on your own 
arrangement.

9 天晶鑽台灣澎湖 (TWP9)
9 天澎湖團團友，行程如下。
For 9-day Penghu tour members, below is 
itinerary from Day 6.

Day 6 臺北  澎湖 
Taipei Penghu ( 早 B ) 

早餐後前往臺北松山機場，飛往澎湖，抵達後參觀充
滿日式風格的【萬軍井】、【順承門】，是最古老的眷村，
【潘安邦故居】演唱外婆的澎湖灣主唱人的故居，後
由專人協助前往馬公市區辦理入住，並可在【馬公大街】
享用當地小吃。今日午餐、晚餐自理。
住宿 Hotel：澎湖丰谷饭店 Penghu Foung Gu Hotel 或
同級
After breakfast, take a flight to Penghu and visit 
Wanjun Well, Shuncheng Gate, and Pan Anbang's 
former residence. Enjoy your night in Makung Street. 
Lunch and Dinner are on your own arrangement.

Day 7 澎湖  
Penghu

( 早 / 晚餐 )
(B/D)

早餐後碼頭乘船前往南海巡行之旅。【桶盤嶼】( 巡
航 ) 關賞世界奇景，六形柱狀玄武岩【虎井嶼】( 巡航
) 昔日的澎湖八景之一，【望安嶼】( 登島 ) ( 島上機車
及坐車費用自理 )，大草原天臺勝境，參觀傳說呂洞賓
在此留下足跡的大腳印。中社村古厝、保存完整閩南
式建築，因電影桂花巷的拍攝而明聲大噪。【七美嶼】
( 登島 ) ( 島上機車及坐車費用自理 )，遠關維妙維肖的
小臺灣岩脈，媒體寵兒雙心石滬美景，趕人肺腑的望
夫石傳說，抵達馬公市區安排古蹟巡禮！【四眼井】
古早人的取水智慧，【中央街】為澎湖最早的一條街，
也是經濟文化最早發源的地方，【施公祠】市全臺維
一祭祀施琅將軍的廟宇。今日午餐自理。
住宿 Hotel：澎湖丰谷饭店 Penghu Foung Gu Hotel
或同級
After breakfast, pay a short visit to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visit Bucket Island, Tiger Islet and Wangan 
Island. Afterward, visit Qimei Island, Four-Eyed Well, 
Center Street and Shi Gongci. Lunch is on your own 
arrangement.    

Day 8 澎湖—臺北  
Penghu - Taipei

( 早 / 午餐 )
(B/L)

搭乘【半潛艇】漫遊馬公港，海上巡航，透過船上的
專業響導帶領，細說馬公港沿岸景點及歷史故事，走
入半潛艇的船艙，目睹青灣美麗燦爛的珊瑚生態，讓
人經驗和讚嘆造物者的神奇!隨後搭船前往【海洋牧場】
隨後登上海上休閒平臺，海上平臺有最新鮮的碳烤現
撈牡蠣及澎湖道地美味海鮮粥無限量供應，讓您大快
朵頤，返抵馬公，專車送往馬公機場返回臺北，並專
車前往辦理入住。今日晚餐自理。
住宿 Hotel：臺北圓山飯店 The Grand Hotel Taipei 或
同級
Take a Semi-submarine at the Makung harbor. Then, 
go to Ocean Ranch to enjoy seafood. Take a flight 
back to Taipei. Dinner is on your own arrangement.    

Day  9 臺北—桃園  原居地  
Taipei - Taoyuan Hometown  ( 早餐 B)

早餐後酒店櫃檯協助辦理退房，帶著滿滿的幸福旅途
回憶，結束此次的寶島臺灣遊。旅客可自行前往機場
或安排專車前往機場 ( 收費 USD30/ 人 )。
Check out and transfer to the airport on your own 
arrangement.

莒光樓  
Ju Guang Building

七美嶼  
Qimei Island

十分瀑布  
Shihfen Waterf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