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抵达台北桃园机场，各位贵宾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后，享受免费接机服务或自行前往酒店入住。司机或接机人员会在桃园
国际机场各航站的观光局旅客服务中心柜台前举牌接机。请务必给到客人正确航班信息以利安排接机服务。并请客人在
飞机降落后尽快通关出来跟接机人员碰面以免延误开车时间，抵达酒店后客人自行办理入住。(台湾酒店 03:00pm 之后
方可办理入住)安排五个时段免费接机：0900、1200、1500、1800、2200。分别在各航站楼的观光局旅客服务中心接人。
接机安排请客人耐心等候，感谢！导游会于第二天上午 7 点半在酒店大堂开始服务。其他时间抵达的客人可自行前往酒
店或支付额外车费由我社安排接机。隔日早上 0630 晨唤、0700 用早餐、0730 在大堂集合，导游接待客人开始走行程。
其他时间抵达的客人可自行前往酒店或支付额外接机费用（2-3 人：U SD 80/车 /趟）。

早餐后乘车前往【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定自费 )品类丰富与美、英、法（罗浮宫）公认并列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为中国
艺术文化研究及保存的重镇。接着前往【九份老街】(指定自费 ) 。随后安排【苏澳新站 - 花莲新城小火车】(指定自费 )
尽览苏花公路清水断崖之美。

早餐后出发前往【太鲁阁国家公园】(指定自费 )，欣赏太鲁阁沿途的石灰岩及大理石结构的峡谷地形，完全百分百由大
理石建造而成的【神秘谷桥】、美的像一幅中国国画的【长春祠】(太鲁阁公园如因气侯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参观点
由导游以安全为第一因素考虑作弹性调动 )。接着参观花莲著名的宝石石艺展示中心。续经【花东海岸线国家风景区】，
北起花莲市，南至台东市，编属台省道 11 号公路，紧临太平洋，沿途处处是美景，是常令游客留连的海岸公路，【石
雨伞景区】石灰石隆起的海蚀地形，狭长岩岬斜伸入海，景观独特而壮丽、【水往上流】水往上流的现象发生在路旁边
的农田灌溉沟渠,潺潺水流顺着小沟蜿蜒往高处流去,令人啧啧称奇。中途参观珊瑚展示中心。晚上享受台东的美人汤泉。
(请携带泳装、泳帽 ) 

早餐后参访台湾珊瑚博物馆。沿着【南回公路】前往垦丁。前往【垦丁国家公园】(指定自费 )安排【船帆石】位于垦丁
与鹅銮鼻之间，由于其形状似一艘进港的船只，故而得名。接着来到【白砂湾】垦丁白沙湾拥有一片长约 500 公尺 ,宽
40 公尺的洁白砂岛而得名。垦丁白沙湾细白的砂粒，在阳光的辉映下，盈洁可人，可媲美南湾海滩。午餐后前往高雄，
【车游高雄爱河】潺潺清流的爱河，早年扮演着运输、交通、游憩等多功能角色。接着前往【驳二艺术特区】被历史尘
封的陈旧仓库，时光凝结了种种发展迹象，因为艺术文化的呼声被解放，不断注入创意灵感而重获新生，日渐茁壮。随
后前往珍珠展示中心参观。晚上安排【高雄观光夜市】(指定自费)体验高雄港都风情及台湾独特的夜市文化、美食小吃！

早餐后前往钻石展示中心参观。接着前往阿里山风景区的【天长地久桥景区】分别为两座不同的吊桥，高处的为天长桥，
底处为地久桥，两桥横跨八掌溪。随后前往茶园品尝阿里山高山茶。晚上安排【嘉义夜市】夜市中有许多闻名的地道小
吃，有知名的嘉义鸡肉饭、好吃香肠、罗山米糕、粿仔汤、莲子汤等家乡风味小吃与古早味十足的传统豆花，不容错过，
等您来品尝。

早餐后乘车前往【中台禅寺】参观由惟觉老和尚住持，它于民国 83 年创建，目前在全台湾有 80 多家分院，并且定期举
办神修活动。接着参访邵族文化村。随后前往有台湾八景之称的【日月潭国家风景区】(指定自费 )这是全台最大的淡水
湖泊，因潭景雾薄如纱，水波涟涟而得名为【水纱连】。四周群峦迭翠，海拔高 748 公尺，面积 116 平方公里。后因湖
为光华岛所隔，南形如月弧，北形如日轮，乃改名日月潭。特别安排搭船游湖(指定自费)参观日月潭周边景点。前往台中，
【逢甲夜市】台中著名商圈之一，位于逢甲大学方圆 1 公里之内，包括逢甲文华夜市、逢甲路、福星路。商圈内的小吃
让你赞不绝口，服饰独具个性、物美价廉，另外时下最流行的手机，这里也是台中最便宜的几个据点之一。

早餐后前往台北【自由广场】整个园区均属于国定古迹。其旧址为日治时代台湾军山炮队与步兵第一连队之军用地。全
区 250,000 平方公尺，主楼高 76 公尺，落成以来即为台北市著名地标之一。园区广场除了供民众休憩外，解严之后也
成为群众运动的集会地点，许多社会、政治运动皆择此地举办，也常是大型艺文活动的场地；邦交国元首访台欢迎仪式
也在此举行，途经车游【总统府外观】。前往土特产中心给家人朋友带上台湾最地道的伴手礼。接着前往貔貅文化馆了
解命理的奥妙。
行程结束后回到酒店休息，半日自由活动时间。可选择参加精心设计二次自费活动。

早餐后安排二次免费送机时段：0900 及 1300 从酒店发车前往机场。其他时间段请客人交通自理或付费安排送机。带着
满满的回忆回到温暖的家。

指定自费：【故宫博物馆】+【日月潭游船】+【九份老街】+【太鲁阁国家公园】+【高雄夜市】+【苏花火车】+【垦
丁白沙湾】+【船帆石】=U SD 160/人（必须参加，大小同价）

推荐自费：慈湖景区 + 大溪老街 + 特色活鱼餐 =U SD 100/人（具体以导游实际安排为准）

※以上行程顺序之安排依当地情况调整，敬祝旅途愉快※

D AY1 台北入境                                                                                                      X

线路：台北入境—宜兰 - 花莲—台东—垦丁 - 高雄—嘉义—南投—台中—台北出境（团号：N EW TW N 8）

特约旅行社

●  团费= 报名费+ 指定自费+ 服务费；团费于报名时全额支付。
     2 岁以上指定自费和服务费与成人同价。服务费含导游、司
     机小费，不含行李员服务生服务费。
●  全程跟团；若客人在行程中不跟团，则需补$100/人/天脱团费用，
        其它费用不退。
●   此团专为海外华人设计，安排优秀中文导游，不接收持台湾护照的
        客人报名。
●   如因天气或景区关闭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无法游览我社有权根据行
        程更换景点。
●  我社保留因汇率波动，接待价格波动而调整价格的权利，并不需提
         前通知。
●  报名费不含保险，强烈建议在当地旅行社购买各种旅游保险，如医
        疗、失窃、旅程取消等，以确保您的个人利益。

D AY4 台东—垦丁—高雄                                                                                B/L/X

D AY3 花莲—台东                                                                                            B/L/D

D AY5 高雄—嘉义                                                                                            B/L/D

D AY6 嘉义—南投—台中                                                                                  B/L/X

D AY7 台中—台北                                                                                            B/L/X

D AY8 台北出境                                                                                                B

指定自费 
（大小同价）
（ ）

服务费 
（大小同价）
（ ）

额外接 /送机 
2人/趟
（ ）

提前 /延住酒店 
双人间/夜
（ ）

160 80 80 120
1.以上是针对华人成人（非学生团）的特价，非华人需补 U SD 200/人
   （不提供英文服务）。。
2. 2 岁以下（不占床）婴儿收取成人价格 X10% 。
3.以上报名费及单间差为本国货币单位，指定自费、服务费、额外接 /送
    机、提前 /延住酒店费用的货币单位为美元。

报名费（CAD） 单间差
（CAD）

成人 2-11 岁占床 2-11 岁不占床

CAD299 CAD299  CAD199 CAD460

D AY2 台北—宜兰—花莲                                                                        +       B/L/D

月份 周五抵达 月份 周五抵达

2019. 02 15 2019. 08 09

2019. 03 08, 15, 22 2019. 09 06, 27

2019. 04 12, 26 2019. 10 18, 25 

2019. 05 10, 24 2019. 11 01, 15, 29

2019. 06 14 2019. 12 13

2019. 07 12 2020. 01 待告

台湾号称宝岛，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美丽的景致。在 7 晚 8 天的悠闲时光中跟随我们一起走遍台湾最
值得游览的风景名胜（如台湾最著名三大必游景点：故宫博物院,日月潭风景区含游船,溪头森林游乐区），
深度游览台湾独特美景，了解台湾当地风土民情！
●  台湾最具特色国家公园 - 太鲁阁国家公园、垦丁国家公园。
●  台湾最美的心脏 - 日月潭景区，安排船游尽览湖色风光。
●  独家私房景点 - 高雄驳二艺术特区，带您体验最地道的在地文化。
●  最贴心安排 - 花莲宜兰安排景观小火车，安稳舒服赏断崖海景！
●  全程台式特色料理安排 - 达人带路，导游安排台湾特色餐食：牛肉面 /夜市小吃 /台式料理。

桃园：桃花园饭店 /同级           
花莲：花莲丽轩国际酒店 /同级
台东：台东东台温泉饭店 /同级
高雄：高雄城市商旅 /同级 
嘉义：嘉义高桥商旅 /同级
台中：台中中南海酒店 /同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