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居地

$29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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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ays Taiwan Island Classic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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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Taichung, Sun Moon Lake, Nantou, Tainan,
Kaohsiung, Kenting, Taitung, Hualien
墾丁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星期四 Thursday

Tour code : ATR9

環遊寶島、更多美景、更添精彩

行程特色

☆遊覽太魯閣國家公園，「太魯閣幽峽」
名列台灣八景之一。
☆搭乘日月潭風景區豪華遊艇遊湖，
飽覽日月潭美麗風景。
☆嘉義阿里山天長地久風景區
☆貼心安排搭乘觀景小火車遊覽花蓮蘇花公
路清水斷崖之美！

成人團費

18歲以下
（不佔床含早餐）

單房差

精彩指定項目
（大小同價）

綜合服務費
（大小同價）

$299

$339

$160

$80

$299

精彩指定項目：（必須參加）(請在報團費時一起付費)
日月潭乘船遊湖+阿里山風景區龍隱寺+太魯閣國家公園+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墾丁國家公園+花蓮-蘇澳新火車+九份小鎮
中途離團者，需補USD100/人/天費用，其他費用一概不退還

安排享用地道風味餐

牛肉麵，邵族風味，原住民風味，海鮮特色餐，台式火鍋
住宿酒店/導遊/接送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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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居地

Home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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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入住4/5花豪華酒店
接機時間: 10:00 - 22:00
送機時間: 09:00 / 13:00
中文專業導遊服務，行程祇適用於美加華人

台北

Taipei

是日乘坐豪華客機飛往台灣（台北）。

總統蔣中正而興建的建築，位於台北市中正
區，也是在國際上最著名地標之一。
【101大樓】
【101大樓】是台灣最高的摩天大樓,
曾被譽
為世界第一高樓，目前為世界第十摩天大樓。
【逢甲夜市】台灣規模最大的觀光夜市，以有
【逢甲夜市】
趣的小吃聞名，成為創新小吃的原始地。
住宿：台中賀緹酒店或台中中南海酒店或同級

Hotel: He-Ti Hotel or City Resort Taichung or
similar
101大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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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禪寺
南投 - 日月潭風景
區(船遊)
嘉義 - 阿里山天長地久風景
區 - 龍隱寺 - 高山茶園(早/午/晚)

台北

Taipei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後，專人迎接後送往酒店
休息。
住宿：中壢福容或桃花園飯店或同級

Hotel: Fullon Hotel Taoyuan or Tao Garden
Hotel or similar

33
中正紀念堂 - 日治時代總督府（
外觀） - 101大樓（外觀拍照） 台中
- 逢甲夜市(早/午)
Chiang Kai Shek Memorial Hall - The Governor
(outside) - Taipei 101 (outside)
Taichung Fengjia Night Market (B/L)
【 中正紀念堂】
中正紀念堂】是一座為紀念已故前中華民國

中正紀念堂
P4

Chung Tai Chan Monastery
Nantou -Sun
Moon Lake National Scenic (cruise)
Chiayi
- Alishan National Forest Recreation Area Longyin Temple (B/L/D)
【中台禪寺】整個新建築乍看之下彷彿金字
塔形態，規劃龐大外觀融中西工法，寺頂高
聳壯觀，讓人讚嘆。
【日月潭風景區】是台灣唯一的天然湖，四
周群山環抱、重巒疊嶂、湖面遼闊，群峰倒
影湖中，優美如畫。
【天長地久風景區】位於阿里山公路起點，
上為天長橋，下為地久橋，傳說情人攜手共
渡過這兩個橋便能白頭偕老，永浴愛河。

【龍隱寺】位於阿里山國家公園天長山間，
山水環抱得握靈穴，則成為濟公禪師殿，整
體建築更富含藝術之美。
阿里山
住宿:
嘉義高橋商旅或南投福美或同級

Hotel: Hotel Hi or Hotel Day Plus Chiayi or
similar
龍隱寺

墾丁

住宿: 高雄希望殿堂或城市商旅或同級

55
嘉義
台南 - 延平老街 - 安平
古堡(外觀) - 安平老街
高雄 - 愛河地
標 - 駁二藝術特區 - 高雄觀光夜市 (早/午)
Chiayi
Tainan –Yin Ping Street - An Ping
Fort (outside)- AnpingOldStreet
Kaohsiung
- Aihe Trademark – Pier-2 Art Center Kaohsiung Night Market (B/L)
【延平老街】當年荷蘭人所建的一條街道，又
【延平老街】
稱之為台灣街或石板。其建築有土角歷，紅磚
矮樓等等，建築物上飾以手工精緻的浮雕。
【安平古堡】原為荷蘭所建，早期漢人稱荷
蘭人為紅毛，所以把這座巍峨的城城為紅毛
城。日治時期改建後，稱為安平古堡。
【駁二藝術特區】“駁二”是指第二號接駁
碼頭，位於高雄市港第三船渠內。2006年
文化局接手經營，打造成為藝術園區，以前
衛、實驗、創新為理念成為國際藝術平台。

延平老街

Hotel: Wish Inn or City Suites Kaohsiung
Chenai or similar

太魯閣國家公園

66

鑽石展示中心 - 墾丁國家公園–
(車遊)屏鵝海景景觀公路 - 白沙灣
台
東 - 美人湯泉(早/午/晚)

Diamond Showroom - Kenting National Park (Drive though) Ping Ge Seaview Landscape
Highway- Baisha Bay
Taitung –Beauty Hot
Sprng(B/L/D)
【墾丁國家公園】公園三面環海，東鄰太平
洋、西鄰台灣海峽、是台灣本島唯一熱帶區
域的國家公園。
【白沙灣】是一片麟山鼻與富貴角兩個海岬間
【白沙灣】
的海灣，是由海洋生物殼體所組成的貝殼砂
灘。白砂灘沙粒均勻，晶瑩明亮，因沙白水清
而聞名。
【台東美人湯泉】知名的溫泉勝地，這裡的
泉水無色、無味、鹼性的碳酸氫鈉泉，出水
溫度高，泉源豐富。
*晚餐後享受舒服的泡湯，請攜帶泳裝，泳
帽。*
住宿: 台東娜路灣會館或東台溫泉飯店或同級

Hotel: Naruwan Inn or Dong Tair Hotel or
similar
77

珊瑚博物館
花蓮–(途經)花
東海岸線國家風景區 - 石雨傘景區 - 太魯
閣國家公園- 大理石藝術中心 (早/午/晚)
Coral Museum
Hualien - East Coast
National Scenic Area -Taroko National Park Marble Art Centre (B/L/D)
【花東海岸線國家風景區】東部海岸臨近第一
【花東海岸線國家風景區】
大洋，擁有長三百多公里的海岸線，也是歐亞
大陸板塊與菲律賓板塊之交會處，形成了許多
特殊地形的美景。
【石雨傘景區】石灰石隆起的海蝕地形，狹長
【石雨傘景區】
岩岬斜伸入海，景觀獨特而壯麗。
【太魯閣國家公園】國家級風景區。園內巨峰
【太魯閣國家公園】
林立、瀑布繁多，斷崖峭壁更是高不見谷頂，
此為台灣八大景之最。園內可參觀太魯閣牌樓
及長春祠
住宿: 花蓮哲園或麗軒國際飯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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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新城小火車往蘇澳新站
台
北 - 故宮博物院 - 士林花園 - 九份山城 土特產中心 - 貔貅展示中心 - 士林夜市
(早/午)
Hualien (by train to Su'aoxin Station)
Taipei -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Shihlin
Garden - Jiufen Village- Souvenir Store - Brave
Troops Showroom - Shihlin Night Market (B/L)
【故宮博物院】藏有70萬件冊寶物，是全世
【故宮博物院】
界最多的無價中華藝術寶藏，擁有“中華文
化寶庫”美名，是來台灣旅遊的必訪之地。
【士林官邸花園】因此地環境清幽，三面環
山，山清水秀且交通便利，所以選定這裏作
為“總統官邸”。
【九份山城】它是昔日的金礦產區,也是今日
【九份山城】
的電影“悲情城市”的外景地。那裏可以品嘗
草仔粿、蕃薯芋頭丸、潮洲魚丸等各式小吃。
住宿: 中壢福容或桃花園飯店或同級

Hotel: Fullton Hotel and Resorts or Tao
Garden Hotel or similar

9
Taipei

台北

原居地(早)

Hometown (B)

早餐後統一送往機場，結束愉快的行程。
(本公司有權視當時之情
況並保留本行程之更動
權及變換旅館之權利，
團員不得異議)

Hotel: Lealea Garden Hotels or Li-Shiuan
Hotel or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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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份山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