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9天7晚逍遙環島豪華遊
逢週五出發: 即日至2019年11月30日
(世運2019年推介精選逍遙遊)

1998起

$

(二人一房，含機票)

silkway.com

ਡღ

行程特色
• 保証二人成行 由當地華語導遊細心照顧、豪華專車陸路交逈通
• 來往溫哥華至台北經濟艙機票 免費加停香港或東京，詳請與本社職員查詢
(如指定艙位售罄需另補其他艙位差價)

•
•
•
•
•
•
•

7晚住宿5星級豪華酒店 連每天酒店早餐 (包括兩晚入住高級溫泉酒店)
精選旅遊景點 多不勝數，暢遊臺灣各地美景
<台北> 總統府、蔣介石紀念館、烈士陵園、國家宮殿博物館、圓山大飯店逈及行天宮
<日月潭> 日月潭環湖觀光(文武廟、伊達邵原住民部落、慈恩塔、玄奘寺)
<高雄、墾丁> 貓鼻頭、鵝鑾鼻燈塔、墾丁國家公園
<台東> 東海岸公路、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
<花蓮> 太魯閣(大理石) 峽谷、長春祠、燕子口、天祥、大理石工廠、蘇花公路

不包括

包括

費用(每位)

雙人房
單人房

1998起
$
2798起

$

•溫哥華至台北來回機票指定經濟客
艙機票
•行程內註明之膳食及酒店住宿，豪
華旅遊專車
•行程內安排之交通及觀光景點入場
票
•全程安排專業華語或英語導遊服務

•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約C$155加
元起（僅供參考，實際費用以航空
公司收費為準）
• 旅遊及醫療保險
• 司機、導遊、行李生之服務費
• 報名費不含未列明項目及一切純屬
私人性質的消費，不含因私人原
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
爭、災害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
引起的額外費用
• 司機導遊服務費合計約80美元/每
人，大小同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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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行程
第一天： 溫哥華 - 台北
從溫哥華搭乘加航飛往台北。

第二天 : 台北

(自選住宿：台北晶華酒店或君品酒店)

預計下午約4時30分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當地導遊司機接機後，專車送往河內市中心酒店休息及自由活動。

第三天 : 台北 (台北半天遊)

(自選住宿：台北晶華酒店或君品酒店)

酒店享用早餐後，安排市內觀光，前往總統府(途經)、蔣介石紀念館、烈士陵園、國家宮殿博物館、圓山大飯店攵及行天宮。下午自由活動，
可搭自費乘捷運前往101大樓遊覽。晚上尋找地道美食，建議到訪各著名夜市，如士林夜市、台北華西街夜市或台山南機場夜市。

第四天 : 台北 - 日月潭

(住宿：日月潭雲品酒店)

酒店享用早餐後，早上台北搭乘專車出發前往南投、日月潭環湖觀光，包括文武廟、伊達邵原住民部落(邵族是台灣16個官方認可的原住民部落中，最
小且人數最少的原住民部落之一，擁有不到一千名人口數，現在居住在日月潭附近和周邊地區)、慈恩塔(台灣南投縣日月潭著名地標之一。竣工於民國
60年元月，為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中正為感念其母親王太夫人所建)、玄奘寺(玄奘寺是位於台灣南投縣日月潭風景區的一座佛寺，建立於民國54年，為紀
念唐代高僧玄奘法師對佛教在中國發展的貢獻所建立之寺院，分別供奉玄奘法師舍利與釋迦牟尼佛金身)。晚上入住五星級溫泉飯店，享受泡湯體驗。

第五天 : 日月潭 - 佛光山 - 高雄

(住宿：高雄漢來飯店)

酒店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遊覽佛光山(它位於高雄市大樹區，為開山宗長釋星雲法師於1967年5月16日創辦，現已成為台灣佛教四大山頭之一)。傍晚
抵達高雄後，夜遊六合夜市(是南台灣最早的行人徒步區和國際級觀光夜市，其前身為大港埔夜市。聚集於台灣高雄市大港埔空地上的小吃攤，名列高
雄最具代表性的夜市)及愛河夜景(愛河之心是政府斥資一億七千萬打造，東西兩側開挖兩個如意湖以及西湖，另外還打造一座情人橋，晚上來這裡很有
感覺)

第六天 : 高雄 - 墾丁 - 台東(知本溫泉)

(住宿： 知本老爺酒店)

酒店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遊覽貓鼻頭(這是墾丁著名地標之一，這兒有個觀景高台，在這可以居高臨下，飽覽巴士海峽以及台灣海峽，更可以看看它
美麗的裙礁海岸地形)、鵝鑾鼻燈塔(這是一座位於台灣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家公園內。該燈塔一度被認定為台灣最南端的標誌也是照射距離最遠的燈
塔)、墾丁國家公園(它位於台灣南端恆春半島之南側，三面環海，是國內少數涵蓋陸地與海域的國家公園之一，也是台灣本島唯一的熱帶區域。特殊的
地形、豐饒的動植物及獨特的民情風俗，不僅是保育、研究、環境教育的自然博物館，更是國民休閒旅遊的怡情勝地。公園內精緻而多變的美景，如南
仁湖、龍鑾潭、大尖石山、及船帆石，使墾丁成為國內第一座公告成立的國家公園)，傍晚將駒車前往台東(知本溫泉)。

第七天 : 台東(知本溫泉) -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 - 花蓮

(住宿：太魯閣晶英酒店)

酒店享用早餐後，今天專車沿著東海岸公路(這是一條聯絡花蓮縣、臺東縣沿海城鎮的省道。北端起點花蓮縣吉安鄉，南端終點台東縣太麻里鄉美和，
是花東地區的主要公路之一，並有三條支線。在鼎東客運營運路線中，此路段稱為「海線」，而花東公路稱為「山線」)、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東部海
岸地區是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碰撞後，引發之陸生運動所形的陸地，加上河流及海浪之侵蝕作用，陡起陡落的山巒與峽谷，曲流、河階等地
形；在海岸地區則雕鑿出變化多端的珊瑚群礁和海蝕地貌，構成磅礡動人的地景。由火山島弧推擁而成的海岸山脈，為呂宋火山島弧北延的部分，由島
弧安山岩質岩漿凝固而成的中新世至上新世火山岩與含火山源的海相沉積岩所組成不僅火成岩的地質結構異於中央山脈，其地形更是險峻中帶著靈氣，
地理景觀獨特秀麗。花蓮溪到卑南溪間的花東海岸，則分佈有海岸階地、沙灘、礫石灘、礁岸、離岸島、海岬和海蝕平台、海蝕洞、海蝕溝等海蝕地
形，並在板塊持續擠壓下，影響的陸地隆升， 地形相當發達，是處地理學的天然教室)，傍晚扺達花蓮，入住高級溫泉酒店。

第八天 : 花蓮 - 太魯閣 - 台北

(自選住宿：台北晶華酒店或君品酒店)

酒店享用早餐後，駒車前往太魯閣(這裡牌樓是東西橫貫公路牌樓也成為舉世聞名的代表地標)、長春祠(這裡供奉著中橫公路興建工程殉職的225位築路
人靈位，唐式風格建築依地勢嵌入山壁間，清新的泉水自山壁湧出，形成一道飛瀑，如同一幅秀麗的國畫圖像)、燕子口(這裡向西延伸到慈母橋，是立
霧溪峽谷最膾炙人口的一段。燕子口步道從燕子口到靳珩橋，途中可欣賞太魯閣峽谷、壺穴、湧泉、印地安酋長岩等景觀)、天祥(位於中橫公路東段，
約距太魯閣19公里處。大沙溪與塔次基里溪在此匯集成立霧溪，經河水長年的堆積侵蝕，造就了多層河階地形，是太魯閣國家公園峽谷中的大型溪階遊
憩園區。此區腹地廣闊，餐飲店、飯店、公車站、停車場、郵局等一應俱全)及參觀大理石工廠，傍晚沿蘇花公路返回台北

第九天 : 台北 - 溫哥華
酒店享用早餐後，餐後自由活動，安排專車往桃園國際機場，搭乘加航返回溫哥華或轉往香港或東京繼續增遊行程。

注意事項

第十天 : 胡志明市 - 溫哥華

•
•
•
•

•

酒店房間內嚴禁吸煙
確定後需全款支付，付款後不得退還。
行程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確實行程以繳交全部費用時所收取的為
準。
旅客需自備有效旅行簽證（包括護照和各出入國境簽證），有效期從回程
之日起必須不少於6個月，如旅途有所延誤不能成行，本公司概不負責，
所付款項恕不退還。
繳費、取消、退款、責任及細則，詳細之世運旅遊服務條例，請到世運旅
遊網頁www.silkway.com瀏覽Terms & Conditions或向公司職員查詢。

Tour Code: TGTC-TAIWAN ENCHANTING TOUR_9D7N_JAN-NOV19-S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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