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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入住當地星級酒店  ★遊覽-- 環島全景遊覽臺灣，臺北，臺南，臺東，高雄，花蓮  ★特別安排壹晚溫泉酒店體驗
★中正紀念堂、故宮南院  ★太魯閣國家公園之旅，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101大樓、愛河   ★南北夜市，品嘗真正臺灣味道

行程特點

抵達臺北 Arrive in Taiwan Taoyuan airport1

（以網站更新為準）

成人報名費 Tour Fee 

12 歲以下兒童不占床（無早餐）
Child Without Bed（No Breakfast)
12 歲以下兒童占床（含早餐）

Child With Bed
單人房間差

Single Supplement

酒店續住（雙人房含早 / 每晚）
Pre/Post Hotel

自費專案（大小同價）
Compulsory Programs 

綜合服務費（大小同價）
Service Fee

額外接 / 送機（2人起，每人價格）
Extra Transfer

 

2020年 抵達臺灣開團日期：周日 
1月：12
2月：9
3月：8、15、22
4月：5、12、19、26
5月：10、17、24、31
6月：7、14、28
7月：12、19、26
8月：9、16、23、30
9月：6、13、20
10月：11、18、25
11月：1、8、15、22、29
12月：6、13、20

DISCOVER THE BEAUTY OFCHINA

抵達臺北桃園國際機場，接機專員會於 08:00-09:00，11:00-12:00，
14:00-15:00，17:00-18:00，21:00-22:00 時間段分別在第一和第二航
站樓抵達大廳“ 交通部觀光局臺灣桃園機場旅客服務中心 ”櫃檯邊舉

“ 發現中國美 ”接站牌接待，安排旅遊巴士送回酒店休息（臺灣酒店
15:00 後可辦理入住）。
Pick up from the airport.Transfer to hotel for rest .
住宿 : 桃園桃花園 / 麒麟商務會館 / 沐舍或同級酒店 Tao garden or equivalent

南投/臺北 Nantou/Taipei(B/L)6
早餐後前往有臺灣八景之稱的【日月潭國家風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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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安排【船遊日月潭】( 自費專案 )。土
特產中心給客家朋友帶上臺灣最地道的伴手禮。晚上在臺灣北部地方著名觀光夜市
品嘗臺灣的美食。
Visit: Sun moon lake National Scenic Area lake sightseeing by boat(Compulsory programs*)
住宿 : 桃園桃花園 / 麒麟商務會館 / 沐舍或同級酒店 Tao garden or equivalent

臺北 Taibei(B)7
全天自由探索臺北之美（不含車，餐，導遊）. 臺北是一座充滿活力的亞洲大都市，交
通便利，美景美食眾多，璀璨的 101 大樓與隔壁的四四南村、誠品書店 24 小時絡繹
不絕的讀書人、夜市裏令人垂涎三尺的臺式小吃，這些都值得您用一天的自由時間
慢慢深度體驗。
Visit：Free day to explore Taibei on your own.
住宿 : 桃園桃花園 / 麒麟商務會館 / 沐舍或同級酒店 Tao garden or equivalent

臺北/桃園機場送機 Departure from Taoyuan(B)8
寶島風情，臺灣環島 8 日精華遊順利結束。早 9:00 和中午 13:00 分兩次班車酒店出發送機。
Transfer to Airport and home your sweet home.

臺北/宜蘭/花蓮 Taipei/Yilan/Hualien(B/L)2
早餐後 07:30 於大堂導遊處集合出發乘車前往參觀【自由廣場】。繼而
前往外觀【總統府】, 遠眺【臺北 101 大樓】。接著前往【野柳地質公園】。
沿海公路遠眺龍珠【基隆嶼】位於臺灣北方，距離基隆港約 6 公里遠。午
餐後前往宜蘭，參觀【宜蘭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自費專案 )， 隨後特別
安排【蘇澳 - 花蓮小火車】( 自費專案 ) 以鐵道方式盡覽最美的蘇花斷崖。
晚上安排花蓮夜市參觀。
Visit:Presidential Office Building (outside),View of Taipei 101 
building,Yeliu Park,Yilan Luodonglin square(Compulsory pro-
grams*, train from Su-ao to Hualien (Compulsory programs*)
住宿 : 麗軒國際 / 百事達 / 藍天麗或同級酒店 Li-Shiuan hotel or equivalent

花蓮/臺東 Hualien/Taitung(B/L/D)3
早餐後，開始【太魯閣國家公園之旅】，欣賞【神秘穀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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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岸公路，【石雨傘景區】【水往上流】令人嘖嘖稱奇。 隨後前往【小野
柳景區】( 自費專案 ) . 晚上享受臺東著名美人湯泉舒服泡湯。(* 請自備
泳裝和泳帽 )。
Visit:Taroko National Park,Stone Umbrella,Taitung Pipa lake, 
Xiaoyeliu Park(Compulsory programs*) ,Taitung Hot spring
(please bring your swimming suit and hat with you)
住宿 : 東臺溫泉 / 知本溫泉或同級酒店 Dong Tair spa hotel or equivalent

臺東/墾丁/高雄 Taitung/Kengding/Kaoshiung(B/L)4
早餐後前往紅珊瑚展示中心參觀。接著前往【墾丁風景區】，遊覽【貓鼻
頭】( 自費專案 )。【船帆石】( 自費專案 )。接著車遊參觀【高雄捷運美麗
島站地面紀念建築】。【車遊高雄愛河畔】。前往鑽石展示中心參觀。晚上
特別安排【高雄著名觀光夜市】。
Visit:Kenting National park(Compulsory programs*), The Love 
river of Kaoshuing by bus,night market of Kaoshiung
住宿 : 城市商旅 / 漢王洲際 / 大都會或同級酒店 Metropolitan hotel or equivalent

高雄/嘉義/南投 WKaoshiung/Chiayi/Nantou(B/L/D)5
早餐後，前往珍珠展示中心參觀。接著前往【阿裏山鐵路北門驛】。隨後
前往茶園品嘗阿裏山高山茶。接著來到【故宮南院】( 指定自費 ) 國立故
宮南院位於嘉義縣太保市，並定位為「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
Visit: North Gate of Alishan National Scenic Area,South Palace 
Museum(Compulsory programs*).
住宿：草屯福美 / 立德溪頭或同級酒店 Hotel Formosa or equivalent

Taiwan Leisurely 8 Days

自費專案 ( 需保證參加 )：日月潭遊船
+ 羅東林業文化區 + 小野柳景區 + 蘇
澳 - 花蓮小火車 + 故宮南院 + 墾丁貓
鼻頭船帆石 =USD160/ 人（成人與小
童同價）

2020

接機時間：臺北桃園國際機場，導遊會於 08:00-09:00，
11:00-12:00，14:00-15:00，17:00-18:00，21:00-22:00
時間段分別在第一和第二航站樓抵達大廳“ 交通部觀
光局臺灣桃園機場旅客服務中心 ”櫃檯邊舉“ 發現中
國美 ”接站牌接待，安排旅遊巴士送回酒店休息

送機時間：臺北桃園國際機場 : 早 9:00 和中午 13:00
分兩次班車酒店出發送機

寶島臺灣
環島深度8日

掃碼看詳細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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