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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號 Tour Code：TW6/TW7

貨幣單位：美金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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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adult under 12yrs w/o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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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adult under 12yrs with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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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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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第二大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
乘船暢遊臺灣最大天然湖泊--船遊日月潭
著名的夜市觀光--宁夏夜市
特色美食: 臺式海鮮火鍋/牛肉面/鹵肉飯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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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ႀᇃѕੀ༪ᐠൟ!
Arrive Taipei

抵達臺北桃園國際機場，入住酒店休息。免費接机时间：7-9am；
12pm-2pm；5pm-7pm；10pm-12am（旅遊巴士將會在9am, 2pm,
7pm, 12am 離開機場）Pick up at Taipei Taoyuan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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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Nantou

早餐後乘車前往【故宮博物院】, 這裡收藏著豐富而完整的中國古物文獻,
年代縱橫3千多年, 數量達65萬件之多。如“翠玉白菜”“東坡肉形石”等。午
餐後前往遊覽臺灣八景之一的【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含遊船)】, 搭船遊湖
參觀日月潭週邊景點【文武廟】、【孔雀園】。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Sun Moon Lake National Scenic (cruise) - Wenwu
Temple - Peacock Park
ஜȈྩᓞেጩ۹ܖӣ!!!!!!!!!!!!!!!!!!!!!!!!!!!!! ᓡȈB / L / D
РТዕড়ॳශୢ

Day

3

ࠒ.ᇃࠒ.ଽ
Nantou-Tainan- Kaohsiung

早餐後前往高雄著名景點-【愛河地標】, 接著前往光之穹頂, 位於高雄
捷運站-【美麗島站】, 為紀念發生在此地的美麗島事件。接著前往高雄
最著名的【觀光夜市】逛逛、淘淘寶、試試當地臺灣小吃。
Aihe Trademark - Formosa Boulevard - Nigh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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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ohsiung- Taitung

早餐後前往參觀【佛陀紀念館】, 新座落於佛光山旁的佛陀紀念館，是一
座佛教的歷史性建築，其內的佛光大佛為世界最高坐佛，坐佛像高五十
公尺，初看驚豔世人，後因其高山霧氣繚繞於大佛旁，恍若一尊飄在雲
端的真佛，此美景此壯觀實為一大佛教聖地！另外，成佛大道上有【八
塔】、【天宮】為中國式寶塔；本館上方為印度大塔，其建築特色融合
了中、印的風格，實為臺灣第一，媲美中國萬裡長城！下午乘車前往臺
東, 欣賞沿途風景, 晚餐後享受舒服的泡湯。
Fo Guang Shan Buddha Memorial Center - Kaohsiung - Taitung -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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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tung - Hualien

早餐後經華東海岸公路, 遊覽【三仙台】, 是由離岸小島和珊瑚礁海岸構
成的特殊景觀區。接著前往壯麗的【北回歸線紀念碑】是亞熱帶與熱帶
的分界。隨後遊覽【太魯閣國家公園】, 是臺灣地局的第4座“國家公園
”特色為峽穀和斷崖, 領略石灰岩和大理石結構的險峻峽穀。隨後參觀著
名的大理石藝術中心。之後前往【七星潭】, 是一個礫石鋪陳的新月形的
海灣。
Three Fairies" Bridge - the monument of the Tropic of Cancer - Taroko
National park - Chishingtan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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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lien-Taipei

早餐後前往臺北, 搭乘台灣觀光火車至蘇澳新站, 再轉乘巴士前往【九份
老街】, 九份為昔日的臺灣採金中心, 環山面海, 是一座小小的山城, 保有
著最淳樸的舊日生活風貌。午餐後赴臺北遊覽：【忠烈祠】，忠烈祠大
門前站崗的衛兵，個個酷似雕像，可見訓練之嚴謹！常令聚集觀看的遊
客們稱奇讚賞。之後前往【101購物中心 (外觀拍照)】, 後前往【寧夏夜
市】您可自費品嚐著名的60年傳統潤餅捲、知高飯、臺南鱔魚意麵等。
Jiufen Old Street - Martyr's Shrine - TAIPEI 101 MALL outside - NingXia Nigh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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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團團友結束愉快旅程自行離開
(如您自訂機票, 請預訂11PM以後起飛的航班, 如需送機請額外付費。)
6 Days tour-leave by self (flight must after 1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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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 Taipei

早餐後統一送往機場, 結束愉快的行程。(旅遊車將在早上9:00和下午13:00
離開酒店前往機場) Transfer to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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