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7 臺北-九族文化村-阿裏山西線七天遊

行程特色：
◆近距離感受極致風景—阿裏山森林公園
◆傳統和現代的完美結合 — 九族文化村
◆ 走訪臺灣著名夜市—品嘗傳統美食小吃

◆百年古鎮— 淡水老街日落
◆臺灣最大的天然湖泊—日月潭
◆ 宏偉的臺灣佛教聖地—佛光山

風味美食：邵族風味餐/ 東埔梅子餐/ 農場風味餐/ 客家風情小吃/ 金品茶樓小籠包(臺北)
全程豪華酒店：◆ 臺北：桃園住都酒店/ 同級 豪景大酒店/同級 ◆臺中：馥品大飯店/同級
◆台南：仙湖休闲农场/同级
◆南投：东埔帝纶温泉度假村
◆高雄：国际星辰酒店/同级
标准行程
01：原居地/臺北 （不含餐） 歐洲，北美洲提前一天出發
臺北桃園國際機場後，專人迎接後送往酒店休息。（全天免費接機）
02：桃園 /臺北 /青桐車站/搭乘小火車/途徑平溪車站/十分車站-老街放天燈/101 購物中心-觀景臺自費/ 鶯歌陶瓷
老街/ 臺中/ 逢甲商圈 (早餐/午餐/晚餐自理)
鶯歌陶瓷老街：早期窯廠林 立，陶瓷工藝到目前已有 200 年的歷史，也讓鶯歌冠上“臺灣景德鎮”之美稱，是傳
統及現代建物的相互交錯。
101 購物中心:臺北 101 大樓結合證券、金融、企業總部、工商活動與 娛樂、生活、購物等用途，猶如大都會生
活的縮影 (自費專案）。
逢甲商圈: 逢甲夜市是特色小吃聚集的地區，異國風味小吃近來異軍突起，包括鳥蛋荷蛋、墨西哥袋餅、日本酥
脆棒、歐洲風格的咖啡攤，天下第一菇。

03: 臺中/ 南投/ 九族文化村/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山地特產中心/ 文武廟/ 孔雀園/東埔帝綸溫泉-晚上有地瓜湯圓
DIY (早/午/晚餐)
九族文化村：整體佈局以傳統村落民居建築為主，村內草坪、花苑點綴其間，既古樸、典雅，又不失現代氣
息。
孔雀園: 是環湖公路一座迷你動物園，飼有兩百多只孔雀及名貴禽鳥。(自費專案）
文武廟: 位於日月潭山腰上，因供奉孔子、嶽飛以及關羽而得名。廟宇以金黃色為主。
東埔帝綸溫泉: 東埔帝綸溫泉位於陳有蘭溪畔，郡大山，望鄉山的山腳下，對面是玉山北峰尾棱，各方山谷彙集
地，造成氣流季風的障壁，因此四季如春，冬暖夏涼。
此處的溫泉為弱鹼性碳酸氫鈉泉，水溫約攝氏 45 度，並附有露天及室內溫泉 SPA 水療館，遊客可在此盡情享
受泡湯樂趣。(自備泳衣，泳帽）

04: 東埔/ 新中橫公路/ 途經夫妻樹/ 阿裏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臺南休閒農場體驗農場生活、親近大自然、農場生
活體驗活動… (早/午/晚餐)
**阿裏山森林樂園如遇交通狀況及政府管制，更改至溪頭森林遊樂園
阿裏山森林遊樂區：位於嘉義縣阿裏山鄉屬於玉山山脈的支脈，由十八座大山組成，隔陳有蘭溪與玉山主峰相
望，總面積為 1,400 公頃。
臺南仙湖農場：白天可以欣賞嘉南平原的好風光，當夜色來臨，嘉南平原的夜景在此也能盡收眼底。

05：臺南 / 佛光山/ 美濃客家村/ 珍珠養殖展示館 / 高雄 / 蓮池潭風景區-春秋閣.龍虎塔/夢時代購物中心 / 六合夜
市 (早餐/午餐/晚餐自理)
佛光山: 為臺灣佛教聖地，也是南臺灣佛教中心。規模非常宏偉，創辦人為星雲大師。
美濃客家村: 參觀製作傳統油紙傘、竹藝術品，自費品味客家美食如粄條、清冰及擂茶。（自費專案）
春秋閣: 觀賞點綴其間的生龍活虎兩巨塔，玄天上帝神像，觀音大士騎龍等，建築精心設計，壯麗中不失典雅之
美。
夢時代購物中心: 為東南亞最大購物中心，露天內街為一個擁有水的特色及視覺平臺的歡樂峽谷。精品街景及露
天表演臺，營造出宛如紐約第五街之購物氣氛。
六合夜市: 高雄最出名的觀光夜市，遊客可自費享用棺材板、七裏香、鱔魚意面

06：高雄/ 臺北 / 中正紀念堂 / 忠烈祠 / 天祿藝術中心 / 漁人碼頭 / 淡水老街 /士林夜市
(早餐/午餐/晚餐自理)
中正紀念堂: 整個建築氣勢雄偉，公園內名花異卉，小橋流水，景觀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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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老街: 品嘗到美味的阿婆鐵蛋、阿給、淡水魚丸等不可錯過的地道美食，欣賞百年歷史的老鎮以及著名的淡
水日落。
漁人碼頭: 遠眺觀音山，欣賞臺灣八景之一的「淡江夕照」，流星花園拍攝地。（自費專案）
士林夜市: 是臺北夜市中最具規模的夜市，商品價廉物美、貨品齊全。人潮絡繹不絕。

07: 臺北---目的地 (早餐)
早餐後統一送往機場，結束愉快的行程。

自費專案：200€/人 (兒童與成人同價) 臺北地標大樓 101（不含觀景臺費用）+孔雀園+美濃客家村
此行程的自費小費需在報名時與團費一同付清，出發前 10 天停止收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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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成團，保證出發！！！2014 年開班日期：每週日抵達（清明节，中秋節，雙十節，元旦不開班）
抵達臺北桃園機場日期
07, 14, 21, 28 APR
05, 12, 19, 26 MAY
02, 09, 16, 23, 30 JUN
CLOSE DEP. ON 01 JUL ~ 31 AUG
CLOSE DEP. ON 01 JUL ~ 31 AUG
01, 08, 15, 22, 29 SEP
13, 20, 27 OCT
03, 10, 17, 24 NOV
01, 08, 15, 22, 29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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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包含
1 酒店：全程入住當地 4 星酒店，(兩人一間)
2 餐飲：按行程中所列每日餐食及各地風味餐點
3 門票：行程中所列景點門票
4 導遊：專業國語導遊
5 交通：豪華旅遊巴士
6 保險：臺灣境內“旅行社意外險”

費用不包含
1 國際機票及稅項
2 服務費：70€/人（大小同價）
(指定自費 130€/人和服務費請在收取團費時一起收取)
3 簽證費
4 一切純屬私人性質的消費（如電話費或洗衣費等）行
程上所有沒列明的專案
6 因私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
災難或其他不可抗拒引起的額外費用

備註：
◆行程內容可能因季節/交通/航班/政治或其他因素而有所差異，旅遊公司保留調整及變動行程順序的權利！
◆有關定位規則及其它相關條款，無法詳述。請訂位前務必詳閱網站或來電諮詢。
◆以上行程為全程跟團行程，如參加者在行程中離開，需補付離團費 50€人/天，其他費用恕不退還。
◆旅遊途中將於適當時間安排在當地旅遊紀念品商店購物（約 1 小時／次）。如果您拒絕進店安排，須向當地
導遊交付額外費用。敬請留意。
◆此特惠團僅限於北美，澳洲，歐洲華僑和永久居民 。僅提供國語導遊服務，中國和臺灣護照謝絕報名.
◆此團出團前 15 天停止收客，預定後如取消或者改期，請在出團前 7 個工作日更改，否則不改不退。更改航班
需於出發四個工作日前告知我社，否則將酌收作業手續費 4€/筆。
◆請於抵臺後 1 小時內完成入境手續，並在旅客服務中心等候司機。
◆此團小費，自費報名的時候境外收取，敬請注意。

本着服务宗旨 根据您的需要 设计适合您的旅游路线 切实满足您的需求 愿您旅途愉快
并期待您的再次光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