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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

吃盡台式美食。 玩盡至潮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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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ays Taiwan Island Special Tour
台北、阿里山、台南、高雄、日月潭、台中
Taipei, Alishan, Tainan, Kaohsiung, Sun Moon Lake, Taichung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星期五 Friday

Tour code: ATX7

成人團費

12歲以下
（佔床含早餐）

單房差

綜合服務費
（大小同價）

CAD459起

CAD719起

CAD329起

USD60

-

團費已包含所需門票。
綜合服務費需在報團時一起付費。
接機時間: 24小時(2-3小時出車一次) / 送機時間: 0800
中途離團者，需補USD100/人/天費用，其他費用一概不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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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阿里山』
『阿里山』欣賞美麗風景外，同時感受當地原住民熱情待客文化。
參觀近年嘉義最火劣的新地標-『水晶玻璃鞋教堂』
『水晶玻璃鞋教堂』。
吃吃逛逛台灣三大人氣夜市—『逢甲夜市，六合夜市，士林夜市』
『逢甲夜市，六合夜市，士林夜市』。
遊覽台灣佛教聖地-『佛光山佛陀紀念館』
『佛光山佛陀紀念館』。
搭乘『日月潭風景區』
『日月潭風景區』豪華遊艇遊湖，飽覽日月潭美麗風景。
色彩繽紛的『彩虹眷村』
『彩虹眷村』聚集不少現代藝術家的作品。體驗不一樣的眷
村文化。
★ 美饌佳餚
美饌佳餚-地道客家菜、古早味台灣料理、邵族三杯雞、高山風味，巨
無霸蒸籠宴等等...
★ 全程入住『4星酒店』
『4星酒店』。
★ 經驗中文導遊
中文導遊，令你可充分了解當地的文化與知識。
彩虹眷村

忠烈祠
阿里山

台北101

日月潭

原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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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 珍珠寶石中心 - 清境農場 - 小瑞士花園 - 日月潭
(乘船遊湖) - 文武廟 - 採茶體驗
台中 - 彩虹眷村 - 逢甲
觀光夜市（早/午）

Kaohsiung - Pearl Jewelry Center - Qingjing Farm - Little
Swiss Garden - Sun Moon Lake ( by boat)- Man Mo Temple
– Tea Garden
TaiChung - Rainbow Village - Fengjia Night
Market Chiayi (B/L)
酒店Hotel：西悠大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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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居地

《台灣》 台北

Hometown
《Taiwan》 Taipei
是日乘坐豪華客機飛往台灣（台北）。

台北

Taipei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後，專人迎接後送往酒店休息。
酒店Hotel：晶悅國際大飯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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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 - 嘉義 - 阿里山（優遊巴斯、原住民舞蹈）- 檜意森
活村 - 文化觀光夜市 - 水晶玻璃鞋教堂 (早/午)

Taoyuan - Chiayi - Alishan - Hinoki Village - Night Market High Heels Crystal Church (B/L)
酒店Hotel：布袋文創大飯店或同級
★【阿裡山森林游樂區】台灣八景之一。懸谷、峭壁、瀑布等地
形景觀發達，春可賞花、夏能避暑，秋冬觀日出、看雲海，一年
四季皆有可觀。
★【檜意森活村】是台灣第一座森林文創園區，由原共和路與林
森東路區域之林務局宿舍整修而成。園區內包含營林俱樂部，並
在忠孝路與林森東路路口新建“農業精品館”。

★【清境農場】「青青草原綿羊城堡」- 綿延不盡的青青草原,牛羊
群不時穿梭其中, 是中部地區最熱門的觀光景點。
★【小瑞士花園】原名為「思源池」，海拔1800公尺，空氣清新
視野遼擴，景色怡人，因具有北歐風光之美素有『臺灣小瑞士』、
『霧上桃源』之美名，故而取名為『清境小瑞士花園』。
★【日月潭風景區】入選世界紀錄協會“台灣最大的天然淡水湖”，
在清朝時即被選為台灣八大景之一，有“海外別一洞天”之稱。
★【文武廟】以供奉孔子與關帝為主, 廟的方位“坐東向西”背山面
湖，大有盡攬江山的磅礡氣勢。
★【彩虹眷村】台中市有處五彩繽紛的彩繪眷村，牆面、地板畫滿
人像、動物與色塊，夢境般場景吸引大批部落客、攝影玩家，孤寂
的眷村頓時熱鬧起來。。
★【逢甲觀光夜市】台灣最大的觀光夜市，以有趣的小吃聞名，成
為創新小吃的原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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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
台北 - 原住民特產中心 - 士林官邸花園 - 天祿招
財藝術館 - 忠烈祠–台北101(觀景臺自費) - 美容藥妝名
店 - 士林夜市（早/午）

Taichung
Taipei - Aborigin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Center
- Shihlin Residence - Tianlu Art Museum -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artyrs' Shrine – 101 Building ( Exclude
admission to observation deck ) – Beauty Center - Shilin
Night Market (B/L)
酒店Hotel：麒麟酒店或同級
★【水晶玻璃鞋教堂】主結構由1269根鋼架組成，外表約有320餘
片玻璃，絕對是高 難度的建造工程。是近年年輕人打卡和嘉義

市最火的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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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
台南 - 安平古堡、安平老街
高雄 - 佛光山佛
陀紀念館 - 左營蓮池潭風景區 (龍虎塔,春秋閣) - 六合夜市
（早/午）

Chiayi
Tainan - Anping castle , Anping Old Fort
Kaohsiung – FoGuang Shan Buddha - Left Camp Lotus
Pond Scenic Area (Dragon & Tiger Tower, Spring and
Autumn Pavilion) – Liuhe Night Market (B/L)
酒店Hotel：松柏大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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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紀念館】為台灣佛教聖地，也是南台灣佛教中心。規模
非常宏偉，創辦人為星雲大師。
★【左營蓮池潭風景區】池潭西岸廟宇林立，擁有二十餘座寺
廟，有孔子廟、北極玄天上帝、啟明堂、春秋閣、五裏亭、龍
虎塔等，為高雄有名的寺廟光景點。
★【六合夜市】名列高雄最具代表性的夜市。重重招牌飲食, 購買
特色在此，可千萬不要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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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烈祠】祠內供奉著歷年忠勇犧牲的烈士牌位及建國史跡圖
片，觀賞衛兵換班交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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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林夜市】台北市內最大最受歡迎的夜市，裏可以嘗到全國各
地的美味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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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

原居地 (早)

Taipei
Hometown (B)
早餐後送往機場，結束愉快的行程。
（本公司有權視當時之情況并保留本行程之變動權及變換旅館之權利，
和因季節性關係，膳食与旅館方面有更改之可能性，團員不得異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