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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點

麒麟商務會館/桃園桃花園飯店/沐舍時尚酒店或同級酒店The loft hotel or equivalent

宿

麗軒國際飯店/百事達國際飯店/藍天麗池飯店或同級酒店Li-Shiuan international hotel or equivalent

宿

臺東東臺溫泉飯店/新都知本溫泉酒店/娜路彎會館或同級酒店Dong Tair spa hotel or equivalent

花蓮/台東  Hualien/Taitung(B/L/D)

宿

城市商旅酒店/漢王洲際飯店/大都會酒店或同級酒店 Metropolitan hotel or equivalent

宿

宿

草屯福美大飯店/立德溪頭飯店或同級酒店Hotel Formosa or equiv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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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專案

抵達開班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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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集小鎮+

墾丁貓鼻頭船帆石=USD 160/人（成人與小童同

價）

臺北 Arrive in Taiwan Taoyuan airportD01

臺北/宜蘭/花蓮 Taoyuan/Taipei/Hualien(B/L/D)D02

D03

臺東/墾丁/高雄 Taitung/Kaoshiung(B/L)D04

臺北/桃園機場送機 Departure from Taoyuan(B)D07

高雄/嘉義/南投 WKaoshiung/Chiayi/Nantou(B/L/D)D05

3月11日,18日,25日

4月8日，15日，22日，29日

5月6日，13日，20日，27日

6月3日，10日，24日

7月1日，8日，15日，22日，29日

8月5日，12日，19日，26日

9月2日，9日，16日，30日

10月7日，14日，21日，28日

11月4日，11日，18日，25日

12月2日，9日，16日，23日

DISCOVER THE BEAUTY OFCHINA 

★全程入住當地星级酒店
★遊覽-- 環島全景遊覽台灣，臺北，台南，台東，高雄，花蓮，壹個都不能少 
★特別安排壹晚溫泉酒店，體驗臺灣本土“溫泉文化” 
★遊覽 全面瞭解台灣曆史文化：中正紀念堂、故宮博物館 
★自然風光+都市文化：太魯閣國家公園之旅，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101大樓、愛河 
★參觀臺灣南北夜市，品嘗真正臺灣味道。

早餐後乘車前往品類豐富與法國盧浮宮等齊名的世界著名博物館：【臺北故宮博物院】 ，參觀【自
由廣場】整個園區均屬於國定古跡。其舊址為日治時代臺灣軍山炮隊與步兵第一連隊之軍用地。全區
250,000平方公尺，主樓高76公尺，落成以來即為臺北市著名地標之一。繼而前往外觀【總統府】,遠
眺【臺北101大樓】，臺北101兼具文化、購物、及商業機能，藉由空間設計，滿足臺北都會民眾對
新建築的憧憬。接著前往【士林官邸】坐落於士林區中山北路5段與福林路口東南側，1950年時，先
總統蔣中正先生的官邸便設於此，從此士林官邸便成為神聖神秘且不可親近的禁地。午餐後前往宜
蘭，參觀【宜蘭羅東林業文化園區】(自費專案)曾在歷史上扮演過極重要林業生產空間，承載著羅東
人的記憶與對林業深厚的在地情感，以「林業文化」重新找到它的歷史位置，賦予林業充滿活力的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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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t: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 Presidential Office Building 
(outside),View of Taipei 101 building,Yilan Luodonglin square(Compulsory programs*, train 
from Su-ao to Hualien (Compulsory programs*)

早餐後，前往珍珠展示中心參觀。接著前往阿里山風景區的【天長地久橋】分別為兩座不同
的吊橋，高處的為天長橋，底處為地久橋，兩橋橫跨八掌溪，興建於日治昭和12年(西元
1937年)，而兩橋間的龍隱寺則為信徒為還願所建立的廟宇，廟宇祭祀著是濟公禪師，幾年前
連續劇「濟公」也來此開拍。天長地久橋四周景致相當優美，相傳來此的情人們若攜手共渡
二橋，便能天長地久、白頭偕老。隨後前往茶園品嘗阿里山高山茶。接著來到最新推介景點
【集集小鎮】(自費專案)集集車站因位於集集線鐵路之中心點，日據時期屬於台中州新高郡，
為當時地方行政中心。集集站外型極為典雅拙撲，距今已有數十餘年歷史，為目前本省僅存
的少數古老火車站。它是一座以檜木建造的古老車站，純樸、簡單的小鎮風味，總會令人想
起曾經興盛一時的黃金歲月，感覺格外溫馨，雖曾遭921大地震損毀，現已重建完成，觀光客
到集集旅遊日漸增多，每逢假日，集集線火車常常客滿，老車站的味道已成為觀光旅遊、攝
影、拍照之最佳外景。
Visit: Eternity Suspension Bridges of Alishan National Scenic Area,Houtanjing Jiji 
Village(Compulsory programs*).

宿

麒麟商務會館/桃園桃花園飯店/沐舍時尚酒店或同級酒店The loft hotel or equivalent

南投/臺北 Nantou/Taipei(B/L)D06

早餐後前往有臺灣八景之稱的【日月潭國家風景區】這是全台最大的淡水湖泊，因潭景霧薄如
紗，水波漣漣而得名為【水紗連】。四周群巒迭翠，海拔高748公尺，面積116平方公里。後
因湖為光華島所隔，南形如月弧，北形如日輪，乃改名日月潭。特別安排【船遊日月潭】(自
費專案)參觀日月潭周邊景點--拉魯島、文武廟、玄光寺、德化社，目前原住民人數最少的部落
之一邵族就位於德化社內。參觀邵族文化村。接著回到臺北前往豼貅文化館瞭解命理的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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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後，開始【太魯閣國家公園之旅】，欣賞太魯閣沿途的石灰岩及大理石結構的峽谷地形,完全百
分百由大理建造而成的【神秘穀橋】、美的像一幅中國國畫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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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起花蓮市，南至台東市，編屬台省道11號公路，緊臨太平洋，沿
途處處是美景，是常令遊客留連的海岸公路，【石雨傘景區】石灰石隆起的海蝕地形，狹長岩岬斜伸
入海，景觀獨特而壯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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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前往【小野柳景區】(自費專案) 小野柳富有獨樹一格的地
質景觀原因來自於：厚層砂岩與薄層泥岩交互沈積，因為地質構造變動使得巨大砂葉岩上下倒置，珊
瑚礁又覆蓋上去，海浪長年累月的侵蝕沖刷故而呈現出造型奇特的地質現象。以單斜脊、蜂窩岩、龜
陣岩、豆腐岩、蕈狀岩等各種景象綺麗奇岩怪石著稱，宛如天然雕刻公園讓人歎為觀止.晚上享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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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後前往紅珊瑚展示中心參觀。接著前往【墾丁風景區】之後前往墾丁度假區，遊覽【貓鼻頭】(自
费专案)其外形狀如蹲伏的貓，因而得其名。【船帆石】(自费专案)由墾丁往鵝鑾鼻方向前行，途中可
看到有一狀似帆船的珊瑚礁岩矗立於海中，遠望似艘即將啟碇的帆船，因而得名。接著車遊參觀【高
雄捷運美麗島站地面紀念建築】本站由日本建築師高松伸所設計，以祈禱為主題象徵。亦是臺灣第一
個以葡萄牙文為譯名的捷運車站。美國旅遊網站「BootsnAll」於2012年初評選全世界最美麗的15座
地鐵站，美麗島站排名第二名。【車遊高雄愛河畔】愛河是高雄最具文化特色的河流，兩畔的景色美
不勝收。前往鑽石展示中心參觀。晚上特別安排【高雄著名觀光夜市】品嘗地道南臺灣夜市美食小吃。
Visit:Kenting National park(Compulsory programs*), The Love river of Kaoshuing by 
bus,night market of Kaoshiung

抵達臺北桃園國際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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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酒店15：00後可辦理入住）。
Pick up from the airport.Transfer to hotel for rest .

寶島風情，臺灣環島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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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送機時間

 299 $
AUD

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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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299

AUD299

AUD499

AUD350

AUD180

USD160

USD70

USD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