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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亮点

台湾号称宝岛，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美丽的景致。在 6 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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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山国家森林公园），深度游览台湾独特美景，了解台湾当
地风土民情！
○独家带您一探罗大佑歌中的—鹿港小镇，密集的寺庙古迹和
				传统建筑，有着“繁华犹似小泉州”的美名。
○独家安排游览阿里山国家森林公园，欣赏阿里四景（日出、
				神木、云海、晚霞），入住唯一有半山观景平台的景区内梅
				园楼观景饭店，近距离感受阿里山的极致风景。
○独家安排日月潭风景区湖边酒店—景胜楼，陶醉在日月潭清
				晨夜晚的宁静。
○搭乘豪华游艇，饱览日月潭美丽风景。
○游览台北故宫博物院，全世界最完整的华夏文化博物馆，被
				视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
○欣赏邵族山地歌舞和阿里山上原住民歌舞表演。
○独家安排 2晚台湾知名品牌福容系列酒店。
○贴心安排 1晚温泉酒店，驱除旅途疲劳。
○特别赠送“苏花火车”，省去苏花公路崎岖颠簸之苦，更快捷、
				更安全。
○走访台湾著名夜市，品尝台湾小吃，深入体验台湾风土民情。

著名台湾特色美食：

独家安排不仅美味，更深植台湾饮食文化，汇聚南北风味，在
餐饮业叱咤风云—金大碗牛肉面
金牌自助火锅—海霸王
闻名全省及享誉国际的美食界龙头—周氏虾卷
特聘拥有五星级精湛厨艺之大厨执锅—客家料理
拥有 270 度无遮敝视野可让您饱览埔里田园自然美景，品尝埔
里特殊的野菜风味

指定自费项目（$100/人，必须参加）：

嘉义 /【阿里山上原住民歌舞表演】+台南 /【赤級楼】+南投 /
【日月潭游艇】+台北 /【故宫博物院】

乐活宝岛·台湾环岛全景 7 天品质游【团号：TWN（周五抵达）】

团号：TWN
开团日期：中国时间周五

D01，周五  台北入境 不含餐

D02，周六  台北 - 台中 - 日月潭 BUS 早 / 午 / 晚餐
早餐后车赴台中，延着先民的历史痕迹，前往著名的【鹿港小镇】，在这

个充满古迹、惊奇的天后宫前，您可以体会到台湾民众的热情以及对妈

祖的信仰。在一连串惊叹的同时我们踏上了您心中向往的台湾八景之

一—【日月潭风景区】，这里是世界闻名的山中天然湖泊，海拔高度约

为760公尺，四周群山迭翠，气势恢宏，在导游的传说故事中,我们特

别安排了【游艇】（指定自费）让您亲自体会日月潭的气象万千之美。

环湖之滨，景观处处，【德化社】与【文武庙】，登上【玄光寺】之顶

可一览日月潭全貌，在船家的介绍声中让我们寻找到邵族圣地【拉鲁岛】。

接着安排前往邵族文化村参观【邵族山地歌舞】。今夜在湖边酒店休息。

D03, 周日 日月潭 - 阿里山 BUS 早 / 午 / 晚餐
日月潭的美，美在他的清晨，是美在山岚薄雾飘过湖面的那一份感动，

琥珀假期安排您在日月潭边的住宿，就是让您有机会了解真正的日月潭

之美。早餐后收拾行囊，前往现代化建筑的【中台禅寺】，参观建筑外

观庄严宏伟的建筑，这个融合了中西建筑工法的伟大建筑绝对让您照相

机的快门留下您台湾游的记忆。接着继续前往嘉义，在踏上阿里山之前

先让我们品尝著名的阿里山茶叶，下午随着海拔逐渐上升而变换的热带

和温带植被更是举世少见，绝对值得您细心的品味。【阿里山国家森林

公园】海拔大约2200米，绿是森林园区最重要的颜彩，虽然少了樱花妆

点，但深深浅浅、高低错落有致的绿，却是阿里山最动人心魄的山林美色。

线路：台北入境—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台东—花莲—台北出境							6 晚 7 天	

同类产品中最高档酒店（4+5 花）：

台北：	 深坑福容大饭店 / 三莺福容大饭店 / 同级（5花）
日月潭：	 日月潭景胜楼湖畔饭店 / 同级（4花）
阿里山：	 梅园楼观景饭店 / 樱山大饭店 / 同级（4花）	
台东：	 高野温泉大饭店 / 同级（5花）
花莲：	 花莲怡园度假村 / 同级（5花）

崁

抵达台北桃园国际机场，司机会在6:00am-8:00am、10:00am-12:00pm、

2:30pm-4:30pm和9:30pm-11:30pm四个时间段，在桃园国际机场举

牌接机，旅游巴士将于8:00am、12:00pm、4:30pm和11:30pm离开机场

前往酒店，抵达酒店后客人自行办理入住，本日晚餐请自理。导游会于

店或支付额外车费由我社安排接机。

第二天上午8点在酒店大堂开始服务。其他时间抵达的客人可自行前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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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潭】、【受镇宫】更是许多人游阿里山必访的地点。晚间特别为贵

宾们安排欣赏【阿里山上原住民歌舞表演】（指定自费）。

D04，周一  阿里山 - 台南 - 台东 BUS 早 / 午 / 晚餐
早餐后，前往台南一级古迹参观【赤崁楼】（指定自费），此乃荷兰人

于公元1653年创建，原称普罗民遮城，汉人则称之为「赤崁楼」、「番

仔楼」或「红毛楼」。接下来参观全台最早的【孔庙】，朱色建筑的台

南孔庙，绿荫环绕，在艳阳蓝天下，显得十分神气。随后前往台湾著名

温泉乡—台东，可享受温泉浴以驱除旅途疲劳。

D05，周二  台东 - 花莲 BUS 早 / 午 / 晚餐
早餐后前往【珊瑚展示中心】，宝岛独特的地理位置为珊瑚营造了优良

的生长环境，也为顾客提供了最多元化的珊瑚饰品选择, 在这里可自由

选购台湾特产珊瑚工艺品。之后沿花东海岸线前往花莲，沿途可游览【北

回归线纪念碑】、【石梯坪】。午餐后前往素有大自然鬼斧神工之称的【太

鲁阁国家公园】，这里有雄伟壮丽、几近垂直的峡谷和高山景观，两岸

全是大理石岩层，可见开发之艰难！【燕子口】、【九曲洞】、【长春祠】，

领略太鲁阁世界级的山岳海景及独特的原住民文化。

D06，周三  花莲 - 台北 TRAIN + BUS 早 / 午餐 ( 晚餐自理 )
早餐后，参观【大理石展示中心】。太鲁阁地势险峻断层岩壁的自由景观

使宝岛又多了一宝—大理石，经过技术人员的雕凿,生产出了各种各样工

艺精湛的工艺品，游人可在这里自由选购作为纪念。之后特别赠送 “苏

花火车”，省去苏花公路崎岖颠簸之苦，更舒适，更安全。随后乘车前往

台北市。专车前往【故宫博物院】（指定自费），这里拥有数十万件国宝、

典藏历代文物艺术精粹，大致可分为青铜器、书画、陶瓷器、图书典籍、

工艺品和宫廷类文物等等。后参观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而兴建的【国

父纪念馆】，领略中山先生一生的丰功伟绩和卓越贡献。今日晚餐安排品

尝台湾夜市美食，各种传统风味小吃都可以在夜市找到（本餐请自理）。

D07，周四  台北出境  早餐
早餐后，参观位于台湾台北市博爱特区的【总统府】，在台湾日治时期

启用时作为台湾总督府办公厅舍之用，建筑风格为“后期文艺复兴式”。

后参观百年老店【郭元益糕饼博物馆】，1945年第三代经营者郭钦定将「元

益」店号上冠郭姓成「郭元益」，以一根扁担的传奇成为台湾糕饼业的

龙头老大。后专车前往机场，结束此次台湾旅行（请订下午3-4点起飞

的航班）。

注意事项：此团当地特色土特产店为必须参加景点，客人报名即代表同

意此行程安排。

※ 以上行程顺序之安排依当地情况调整，敬祝旅途愉快 ※

报名费 6晚7天（团号：TWN）
	有效期

299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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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N】乐活宝岛 •台湾环岛全景7天品质游价目表

															货币单位：美元 / 加元 / 澳元（按所在国货币执行）

2013.03.01--2014.02.28

单间差

服务费

南投·日月潭

台北·信义商圈

入境城市
出境城市
途经城市

备注：
1）报名费不含服务费（$70/人），服务费包含导游及司机小费等，大人小孩同价。	
2）报名费不含指定自费项目费用（必须参加，$100/人），大人小孩同价：
						嘉义 /【阿里山上原住民歌舞表演】+台南 /【赤級楼】+南投 /【日月潭游艇】+
						台北 /【故宫博物院】
3）团费=报名费+指定自费+服务费。服务费（$70/人）和指定自费（$100/人）须
						于报名时随报名费一同付清。
4）以上是针对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华人成人（非学生团）的特价，美加澳非华人
						成人需补$200/人（不提供英文服务）。

						18 岁以下华人收费标准如下：

	 12-17 周岁	 2-11 周岁	 2 周岁以下

	 （占床）	 （不占床）	 （不占床）

	 $429/ 人	 $349/ 人	 成人价格 x	10%

5）全程跟团；若客人在行程中不跟团，则需补$70/人 /天脱团费用，其它费用不退。
6）此团须为客人从原居地出发后参加的第一个团，否则需补差价$200/人。
7）此团专为海外华人设计，安排优秀普通话导游，不提供英文服务，不与中国国内团合并。
8）本公司保留修改行程的权利已便让团体成行或顺利完成计划。

	 月份	 周五抵达

2013.	03.	 08,	22

2013.	04.	 12,	26

2013.	05.	 10,	

2013.	06.	 14,	28

2013.	07.	 	

2013.	08.	 09,	23	

月份	 周五抵达

2013.	09.	 13,	27

2013.	10.	 11,	25

2013.	11.	 08,	22

2013.	12.	 13

2014.	01.	 10

2014.	02.	 14

详细出团日期表（以下为中国日期）：

台北

台中

台南 台东

日月潭 花莲

阿里山

崁

24,級31(new)

12,	 2605級(new),

酒店。請諒解！）

（註：如因日月潭、阿里山的酒店滿房，部分客人將安排入住嘉義或南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