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CTTW08臺灣風情、日月潭阿裏山墾丁8日遊

接機時間：0900、1200、1500、1800、2200//送機時間：09: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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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 50/人

自費專案(需保證參加）：USD160/人 故宮博物院、九份老街、花蓮-蘇澳小火車、太魯閣國家公園、墾丁貓鼻頭、船帆石、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日月潭船遊。
行程特色：★臺灣最具特色國家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 ★臺灣最美的心臟-日月潭景區，安排船遊盡覽湖色風光
★獨家私房景點-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帶您體驗最地道的在地文化 ★最貼心安排-花蓮宜蘭安排景觀小火車，安穩舒服賞斷崖海景
★安排臺灣特色餐食：牛肉麵/夜市小吃/臺式料理

2019抵達臺北日期(逢週五) Arrive Taipei Date (On Friday):
03月:8、15、22 (走2018年版本)

04月: 12、26

05月:10、24

06月: 14

07月: 12

08月: 9

09月: 6、27

10月: 18、25

11月: 1、15、29

12月: 13

D1 抵達臺北桃園機場

Arrive Taipei

各位貴賓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後，享受免費接機服務或自行前往酒店入住。(臺
灣酒店1500之後方可辦理入住)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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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點舉牌接機。安排五個時段免費接機：0900、
1200、1500、1800、2200。導遊會於第二天上午7點半在酒店大堂等候集
中出發。其他時間段抵達的客人可自行前往酒店或支付額外車費由我社安排
接機。Arrive at Airport, our professional tour guide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arrival hall Information Center. The bus will leave airport at 9:00 am, 12:00 pm,
15:00, 18:00, 22:00. Hotel:桃園桃花園或同級

D2 臺北-宜蘭-花蓮 Taipei-Yilan-Hualien (B/L/D)
早餐後乘車前往【臺北故宮博物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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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份的過去，曾經因為採礦業發達而風光一時，
後來也因為停止採礦而變得蕭條，但當時這些建築在山坡上的舊式建築，流
露一股懷舊復古風相當特殊，也成為電影『悲情城市』的取景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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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Palace Museum has a permanent collection of nearly 700,000
pieces of ancient Chinese imperial artifacts and artworks. Jiufen was Taiwan gold
mining center, surrounded by sea, is a small mountain town, but has the simplicity of
the old life style. North – Link Line Railway is the central section of the Eastern Line of
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 Hotel:花蓮麗軒國際飯店或同級

D3 花蓮-臺東 Hualien-Taitung(B/L/D)
早餐後出發前往【太魯閣國家公園】(自費專案)，欣賞太魯閣沿途的石灰岩及
大理石結構的峽谷地形，百分百由大理石建造而成的【神秘穀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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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參觀花蓮著名的寶石石藝展示中
心。續經【花東海岸線國家風景區】，北起花蓮市，南至臺東市，編屬臺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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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參觀珊瑚展示中心。晚上享受臺東的美人
湯泉。(請攜帶泳裝、泳帽) Hualien Taroko Gorge National Park created by the
continual rising of the mountains combined with the erosive power of the Liwu
River. Enjoy the spring spa at night. Hotel:臺東東臺溫泉飯店或同級
費用包含：1、行程所列豪華酒店、景點、餐膳；2、豪華空調旅遊巴士；3、專業國語導遊；
費用不含：1、國際/國內機票及其稅項；2、簽證費用、小費及自費專案；3、個人旅遊、醫療保險；
4、一切純屬私人性質的消費；5、因私人原因及航班延誤等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引起的額外費用。
特價團特殊條款：1、僅限持美加澳籍華人或持有永久身份的華人，其餘國籍需與組團社確認；
2、全程中文導遊，恕不設英文翻譯，其餘國際人士費用另議；
3、12歲以下不占床兒童早餐費用請自行諮詢酒店前臺；
4、客人需全程跟團，中途離團需另付脫團費$100/人/天，且所有費用不再退回；
5、包含部分購物行程，客人報名代表已同意接受安排，並遵守自願購物的政策，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行程的
安排，否則將有罰金產生,客人在旅途購買的商品品質/價格、售後服務等請與商店聯繫、均與組團社無關；
6、團費不包括不可預見或無法避免的情況所產生的額外費用。包括私人需求、航班晚點/取消、戰爭/潛在的戰
爭威脅、暴亂、內亂、恐怖主義活動/實際的恐怖主義活動的威脅、自然災害、惡劣的環境天氣等等；
7、訂位一經預訂恕不能取消及退款，如因國家政策法規等因素無法成行將扣除手續費後退回預付的自費
專案，但團款外一切損失請自行承擔；
8、組團社保留根據實際情況適當調整行程及酒店的權利，圖片資料僅作參考，以實際行程景點為准；
最終解釋權由組團社所有。

D4 臺東-墾丁-高雄 Taitung-Kenting-Kaohsiung(B/L/晚餐夜市自理)
早餐後參訪臺灣珊瑚博物館。沿著【南回公路】前往墾丁，此公路橫貫南臺灣恒春半島，全線蜿蜓盤繞於青
山迭嶂之中。前往【墾丁國家公園】(自費專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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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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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墾丁白沙灣細白的砂粒，在陽光的輝映下，盈潔可人，可媲美南灣海灘。午餐後前往高雄，【車遊高雄愛
河】。接著前往【駁二藝術特區】(自費專案)被歷史塵封的陳舊倉庫，時光凝結了種種發展跡象，因為藝術文
化的呼聲被解放，不斷注入創意靈感而重獲新生，日漸茁壯。位於碼頭旁的倉庫群藝術特區，出出入入的除
了車輛還有船舶，湊熱鬧的不只是人群還有海風，開闊的海天視野一如遼闊無垠的思緒。隨後前往珍珠展示
中心參觀。晚上安排【高雄觀光夜市】體驗高雄港都風情及臺灣獨特的夜市文化、美食小吃！Kenting
National Park is famous for its beautiful beaches and lush vegetation, and plenty of different corals.
Baishanwan is a nice public beach which has white sand. Pier-2 is an area of new vitality and liveliness fine art
center. Driving around Love River, enjoy the Kaohsiung Night Market. Hotel:高雄城市商旅或同級

D5 高雄-臺南-嘉義

Kaohsiung-Tainan-Chiayi( B/L/D)

早餐後前往鑽石展示中心參觀。接著前往阿裏山風景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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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兩橋間的龍隱寺則為信徒為還願所建立的
廟宇。天長地久橋四周景致相當優美，相傳來此的情人們若攜手共渡二橋，便能天長地久、白頭偕
老。隨後前往茶園品嘗阿裏山高山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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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您來品嘗。Eternity Suspension Bridges were built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celebration
of the birthdays of the emperor and his wife. Enjoy Chiayi Night Market at night. Hotel:嘉義高橋商旅或同級

D6 嘉義-南投-臺中 Chiayi-Nantou-Taichung (B/L/晚餐夜市自理)
早餐後前往【中臺禪寺】參觀由惟覺老和尚住持，它於民國83年創建，目前在全臺灣有80多家分院，
並且定期舉辦神修活動。接著參訪邵族文化村。隨後前往有臺灣八景之稱的【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指定自費)這是全臺最大的淡水湖泊，因潭景霧薄如紗，水波漣漣而得名為【水紗連】。四周群巒迭
翠，後因湖為光華島所隔，南形如月弧，北形如日輪，乃改名日月潭。特別安排搭船遊湖(指定自
費)參觀日月潭周邊景點。前往臺中，【逢甲夜市】臺中著名商圈之一，位於逢甲大學方圓1公里之
內，包括逢甲文華夜市、逢甲路、福星路。商圈內的小吃讓你讚不絕口，服飾獨具個性、物美價廉，
另外時下最流行的手機，這裏也是臺中最便宜的幾個據點之一。Visit Nantou’s larget Buddhist temple
– Chung Tai Chan Monastery. Sun Moon Lake got its name from the unique terrain that looked like a sun on
one side and crescent moon on the other. Enjoy the Taichung’s largest night market—Fengjia Night
market Hotel:臺中中南海酒店或同級

D7 臺中-臺北

Taichung-Taipei(B/L/晚餐夜市自理)

早餐後前往臺北【自由廣場】整個園區均屬於國定古跡。其舊址為日治時代臺灣軍山炮隊與步兵第一
連隊之軍用地。全區250,000平方公尺，主樓高76公尺，落成以來即為臺北市著名地標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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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交國元首訪臺歡迎儀式也在此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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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人的吉祥數位
「八」（「發」的諧音），作為設計單元。每八層樓為一個結構單元，彼此接續、層層相迭，構築整
體，大樓造型宛若勁竹節節高升、柔韌有餘，象徵生生不息的中國傳統建築意涵，開創國際摩天大樓
新風格。途經車遊【總統府外觀】。前往土特產中心給家人朋友帶上臺灣最地道的伴手禮。接著前往
豼貅文化館瞭解命理的奧妙。行程結束後回到酒店休息，半日自由活動時間，或可選擇參加精心設計
推薦自費活動。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was erected in honor and memory of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utside view 101 building, and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Hotel:桃園桃花園或同級

D8 離開臺北桃園機場

Depart Taipei(B)

早餐後，安排二次免費送機時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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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滿滿的回憶回到溫暖的家。Transfer to airport after breakfast, end this enjoyable to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