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環島全景 6/7 天品質遊

團號
TWN6/7

$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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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蘇澳—花蓮小火車，盡情享受最
美的蘇花斷崖風光。 。
獨家私房景點 - 宜蘭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帶您體驗最地道的在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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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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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桃花園飯店 / 同級

DAY 2 台北—宜蘭—花蓮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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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林官邸】坐落於士林區中山北路 5 段與福林路口東南側，
1950 年時，先總統蔣中正先生的官邸便設於此，從此士
林官邸便成為神聖神秘且不可親近的禁地。接著前往【宜
蘭羅東林業文化園區】（指定自費）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這個區域曾在歷史上扮演過極重要林業生產空間，承載
著羅東人的記憶與對林業深厚的在地情感，以「林業文
化」重新找到它的歷史位置，賦予林業充滿活力的未來。
特別安排蘇澳 ~ 花蓮小火車（指定自費）以鐵道方式盡
覽最美的蘇花斷崖。晚上安排花蓮夜市。
住宿：花蓮麗軒國際酒店 / 同級

DAY 3 花蓮—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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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著名的大理石藝術中心。接著專車經【花東海岸線
國家風景區】，北起花蓮市，南至台東市，編屬台省道 
11 號公路，緊臨太平洋，沿途處處是美景，是常令遊客
留連的海岸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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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令人嘖嘖稱奇。 【小野柳景區】

（指定自費）小野柳富有獨樹一格的地質景觀原因來自於：
厚層砂岩與薄層泥岩交互沈積，因為地質構造變動使得
巨大砂葉岩上下倒置，珊瑚礁又覆蓋上去，海浪長年累
月的侵蝕沖刷故而呈現出造型奇特的地質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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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新都溫泉飯店 / 同級

DAY 4 台東—高雄 (B/L)
早餐後前往紅珊瑚展示中心參觀。接著前往【墾丁風景區】
之後前往墾丁度假區，遊覽【貓鼻頭】( 指定自費 ) 其外
形狀如蹲伏的貓，因而得其名。 【船帆石】( 指定自費 ) 
由墾丁往鵝鑾鼻方向前行，途中可看到有一狀似帆船的
珊瑚礁岩矗立於海中，遠望似艘即將啟碇的帆船，因而
得名。接著車遊參觀【高雄捷運美麗島站地面紀念建築】
美麗島站是以 1979 年 12 月 10 日在此地爆發、震驚台灣
社會和影響民主運動發展的美麗島事件為名。 【車遊高
雄愛河畔】愛河是高雄最具文化特色的河流，兩畔的景
色美不勝收。前往鑽石展示中心參觀。晚上特別安排【高
雄著名觀光夜市】品嚐地道南台灣夜市美食小吃。
住宿：高雄帝豪酒店 / 同級

DAY 5 高雄—嘉義—南投 (B/L/D)
早餐後，前往珍珠展示中心參觀。接著前往【阿里山鐵
路北門驛】由台灣紅檜木建造的日式建構站體，擁有百
年曆史，原是阿里山森林鐵路蒸汽小火車的起點，也是
阿里山地區貨運的集散地。北門驛憑特別樸實的外表及
日式建構，具文化資產價值而在 1998 年公告為嘉義市定
古蹟。隨後前往茶園品嚐阿里山高山茶。接著來到【檜
意生活村】此處的面積約為 3.15 公頃，原有的歷史建築
就有 28 棟左右，以嘉義的林業文化為概念，打造全區的
日式檜意建築，「以林業文化為核心舊建物活化再利用
之特色景點」來發展，兼具文化、藝術、歷史、休閒、
文藝等，成為嘉義最具特色的文化園區。
住宿：南投福美大飯店 / 同級

DAY 6 南投—台北 (B/L)
早餐後前往有台灣八景之稱的【日月潭國家風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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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拉魯島、文武廟、玄光寺、德化社，
目前原住民人數最少的部落之一邵族就位於德化社內。
參觀邵族文化村。接著回到台北前往豼貅文化館了解命
理的奧妙。土特產中心給客家朋友帶上台灣最地道的伴
手禮。 【遠眺 101 大樓】由國際級建築大師李祖原精心
設計，超越單一量體的設計觀，以中國人的吉祥數字「八」

（「發」的諧音），作為設計單元。 【車遊總統府】，【自
由廣場】面積十分廣大，佔地約有 25 公頃，全區除了紀
念堂，還包括公園、水池、廣場、大道、牌樓、旗台以
及國家劇院和音樂廳，紀念堂的造型有如天壇頂蓋和白
色金字塔身之融合，內部設有展覽室，寬闊廣場與宏偉
建築，吸引許多中外遊客來此參觀走訪，這裡也成了民
眾晨昏活動以及觀光客來台必遊的著名景點。晚上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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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自費：USD160/ 人
【故宮博物館】+【日月潭遊船】+【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小
野柳景區】+【墾丁貓鼻頭】+【蘇花火車】+【墾丁白沙灣】+【船
帆石】=USD160/ 人（必須參加，大小同價）

灣北部地區著名觀光夜市品嚐台灣的美食。
住宿：桃花園飯店 / 同級
★參加六天團的客人今天晚上結束愉快的行程，不包當
晚住宿，請自行前往機場或自行離團，不提供免費送機
服務 ( 須訂 2300PM 以後起飛的班機 )

DAY 7 台北 - 原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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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人：USD100/ 車 / 趟）。
帶著滿滿的回憶回到溫暖的家。

2020 出發日期 

3 月 08,   15,   22   
4 月 15,   12,   19,   26  
5 月 10,   17,   24,   31
6 月 07,   14,   28
7 月 12,   19,   26

8 月 09,   16,   23,   30
9 月 06,   13,   20
10 月 11,   18,   25 
11 月 1,   8,   15,    22,    29  
12 月 6,     1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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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天團 $249 $299 $349 $320 US$160 US$60

 7 天團 $269 $359 $399 $350 US$160 US$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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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一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