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環島全景 8 天品質遊

團號
TWN8

$349起 / 人

行程特色   Tour Highlights

搭乘日月潭豪華遊艇，飽覽日月潭美麗風
景。
遊 覽 台 灣 最 具 特 色 國 家 公 園 —— 太 魯 閣
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
遊覽台北故宮博物院，全世界最完整的華
夏文化博物館，被視為世界四大博物館之
一。
特別贈送“蘇花火車”，省去蘇花公路崎嶇
顛簸之苦，安穩舒服賞斷崖海景。
走訪台灣著名夜市，品嚐台灣小吃，深入
體驗台灣風土民情。
全程台式特色料理安排 - 達人帶路，導遊
安排台灣特色餐食：牛肉麵 / 夜市小吃 / 
台式料理。

DAY 1 原居地 - 台北 
Hometown - Taipei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TPE），享受免費接機服務或自行
前往酒店入住。司機或接機人員會在桃園國際機場各航
站的觀光局旅客服務中心櫃檯前舉牌接機。安排五個時
段 免 費 接 機：0900、1200、1500、1800、2200。 接 機
安排請客人耐心等候。其他時間抵達的客人可自行前往
酒店或支付額外接機費用（2-3 人：USD100/ 車 / 趟）。
抵達酒店後客人自行辦理入住（台灣酒店 0300pm 之後
方可辦理入住）
酒店：桃花園飯店 / 同級

DAY 2 台北—宜蘭—花蓮
Taipei – Yilan - Hualien (B/L/D)
早餐後乘車前往【台北故宮博物院】（指定自費）品類
豐富與美、英、法（羅浮宮）公認並列為世界四大博物館，
為中國藝術文化研究及保存的重鎮。接著前往【九份老街】
（指定自費），成為電影『悲情城市』的取景處，九份
的獨特舊式建築、坡地及當地風情，也都因為這部片子
受到國內外的注目；甚至後來 2001 年日本知名動畫師宮
崎駿的知名動畫電影『神隱少女』，便是以九份的樣子
為原型去繪製的。隨後安排【蘇澳新站 ~ 花蓮新城小火車】
（指定自費）盡覽蘇花公路清水斷崖之美。
住宿：花蓮麗軒國際酒店 / 同級

DAY 3 花蓮—台東 
Hualien - Taitung (B/L/D)
早餐後，開始【太魯閣國家公園之旅】，欣賞太魯閣沿
途的石灰岩及大理石結構的峽谷地形 , 完全百分百由大
理石建造而成的【神秘谷橋】、美的像一幅中國國畫的
【長春祠】（太魯閣公園如因氣侯或不可抗力因素影響，
參觀點由導遊以安全為第一因素考慮作彈性調動）。隨
後參觀花蓮著名的寶石石藝展示中心。接著專車經【花
東海岸線國家風景區】，【石雨傘景區】石灰石隆起的
海蝕地形，狹長岩岬斜伸入海，景觀獨特而壯麗、【水
往上流】水往上流的現象發生在路旁邊的農田灌溉溝渠 , 
潺潺水流順著小溝蜿蜒往高處流去。中途參觀珊瑚展示
中心。晚上享受台東著名美人湯泉舒服泡湯。（請攜帶
泳裝、泳帽）。
住宿：台東東台溫泉飯店 / 同級

DAY 4 台東—墾丁—高雄 
 Taitung-Kenting-Kaohsiung  (B/L)
早餐後參訪台灣珊瑚博物館。沿著【南迴公路】前往墾
丁。前往【墾丁國家公園】（指定自費）安排【船帆石】
位於墾丁與鵝鑾鼻之間，由於其形狀似一艘進港的船隻，
故而得名。由船帆石處往南步行約 10 分鐘，即抵熱帶
海洋林。接著來到【白砂灣】墾丁白沙灣擁有一片長約 
500 公尺 , 寬 40 公尺的潔白砂島而得名。午餐後前往高
雄，【車遊高雄愛河】潺潺清流的愛河，早年扮演著運輸、
交通、遊憩等多功能角色，多少騷人墨客為她歌頌，多

少愛情故事在此醞釀，充滿浪漫色彩，散發人文氣息的
愛河，高雄曾以她為傲。如今走過歲月、歷盡滄桑的愛河，
雖然飽嚐污染，但疼惜她的高雄人，包括政府和民間企業、
藝術家們，都挖空心思逐步恢復愛河風華。接著前往【駁
二藝術特區】被歷史塵封的陳舊倉庫，時光凝結了種種
發展跡象。隨後前往珍珠展示中心參觀。晚上安排【高
雄觀光夜市】（指定自費）體驗高雄港都風情及台灣獨
特的夜市文化、美食小吃！
住宿：高雄城市商旅 / 同級
 
DAY 5 高雄 - 台南 - 嘉義 
Kaohsiung-Tainan-Chiayi  (B/L/D)
早餐後前往鑽石展示中心參觀。接著前往阿里山風景區
的【天長地久橋景區】分別為兩座不同的吊橋，高處的
為天長橋，底處為地久橋，兩橋橫跨八掌溪，幾年前連
續劇「濟公」也來此開拍。隨後前往茶園品嚐阿里山高
山茶。晚上安排【嘉義夜市】夜市中有許多聞名的地道
小吃，有知名的嘉義雞肉飯、好吃香腸、羅山米糕、粿
仔湯、蓮子湯等家鄉風味小吃與古早味十足的傳統豆花，
不容錯過，等您來品嚐。
住宿：嘉義高橋商旅 / 同級

DAY 6 嘉義—南投—台中
Chiayi -Nantou-taichung  (B/L)
早餐後乘車前往【中台禪寺】參觀由惟覺老和尚住持，
定期舉辦神修活動。接著參訪邵族文化村。隨後前往有
台灣八景之稱的【日月潭國家風景區】（指定自費）這
是全台最大的淡水湖泊，因潭景霧薄如紗，水波漣漣而
得名為【水紗連】。特別安排搭船遊湖 （指定自費）參
觀日月潭周邊景點。前往台中，【逢甲夜市】台中著名
商圈之一，包括逢甲文華夜市、逢甲路、福星路。商圈
內的小吃讓你贊不絕口，服飾獨具個性、物美價廉，另
外時下最流行的手機，這裡也是台中最便宜的幾個據點
之一。
住宿：台中中南海酒店 / 同級

DAY 7 台中—台北
Taichung-Taipe (B/L)
早餐後前往台北【自由廣場】整個園區均屬於國定古蹟。
其舊址為日治時代台灣軍山砲隊與步兵第一連隊之軍用
地。全區 250,000 平方公尺，主樓高 76 公尺，落成以來
即為台北市著名地標之一。園區廣場除了供民眾休憩外，
解嚴之後也成為群眾運動的集會地點，許多社會、政治
運動皆擇此地舉辦，也常是大型藝文活動的場地；邦交
國元首訪台歡迎儀式也在此舉行，途經車遊【總統府外
觀】。前往土特產中心給家人朋友帶上台灣最地道的伴
手禮。接著前往豼貅文化館了解命理的奧妙。行程結束
後回到酒店休息，半日自由活動時間。可選擇參加精心
設計二次自費活動。
酒店：桃花園飯店 / 同級

DAY 8 台北 - 原居地  
Taipei - Hometown (B)
早餐後安排送往桃園國際機場 (TPE)，免費送機時段：
0900 及 1300 從酒店發車前往機場。其他時間段請客人
交通自理或付費安排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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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349 $549 $470 US$160 US$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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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星級酒店，所列餐食和景點門票，中文導遊，
旅遊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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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 Tickets & Tax, Travel Insurance, Visa Fee, 
Compulsory Programs, Tipping, Personal 
Expense, Any Extra Costs Out of Control

價格包含 價格未含

指定自費：USD160/ 人
【故宮博物館】+【日月潭遊船】+【九份老街】+【太魯閣國家公
園】+【高雄夜市】+【蘇花火車】+【墾丁白沙灣】+【船帆石】
=USD160/ 人（必須參加，大小同價）
Compulsory items：USD160/person
Imperial Palace Museum, Sun Moon Lake Cruise, Jiufen Old 
Street,Taroko National Park,Kaohsiung Night Market,Suhua 
Train,Kenting White Sand Bay,Sailing Stone =USD160/person 
(same size and price required)

推薦自費：USD100/ 人
慈湖景區 + 大溪老街 + 特色活魚餐 =USD100/ 人（具體以導遊實際
安排為準）
Optional items:USD100/person
Cihu Scenic Area+Daxi Old Street+Special Live Fish Meal 
=USD100(subject to actual arrangement of tour guide)

2020 出發日期 

3 月 06,   13,   20   
4 月 10,   17,   24 
5 月 08   15,   22
6 月 12
7 月 17

8 月 14
9 月 11,   18
10 月 16,   23,   30
11 月 13,   20,   27
12 月 11

買一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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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NOV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