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VIP 豪華團    

               台灣西線徜徉花海八天忘憂之旅 

 
 

2018/10/27(六)  第一天 
美國原居地出發前往台灣–機場 Check-in/ 飛往台灣 

請各位貴賓 10/27 晚上，自行前往機場 check in。

10/28 凌晨搭乘豪華客機飛往臺灣桃園機場。機上享用

航空美食，欣賞精彩影片。 

 
10/28 (日)  第二天  桃園接機/ 台北/ 酒店 Buffet 
早餐/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搭船遊湖/ 搭日月潭纜車賞
湖景/ 涵碧樓 
 (早: 酒店 buffet、午: 邵族風味餐(湖景餐廳)、晚: 涵碧樓精緻

晚餐) 

美加旅遊專業導遊接機，帶您去享用酒店 Buffet 早餐，之

後開始我們精彩的台灣西線忘憂之旅。今日第一站來到舉

世聞名日月潭，全台最大的淡水湖泊；全潭以拉魯島為

界，南形如月弧，北形如日輪，潭面景像萬千，為出色的

天然大湖。客人將親身體驗乘遊艇蕩漾於美麗的湖光山色

中，參觀完湖面風光之後，此團特別安排搭乘纜車，由高

空俯瞰整個日月潭的風光。中午在景觀餐廳享用日月潭邵

族風味料理。參觀完湖光山色後，今晚將入住日月潭禪

式風味涵碧樓酒店，並享用酒店內精緻晚餐。 

                        酒店: 南投日月潭涵碧樓酒店或同級 

http://www.thelalu.com.tw/zh-tw    
 
10/29 (一) 第三天  日月潭/ 嘉義/ YUYUPAS 優遊
吧斯-欣賞原住民舞蹈表演/ 阿里山森林遊樂園區/ 阿
里山賓館(早:酒店中、午: 高山風味餐、晚: HTL Buffet) 

早餐後，離開了南投，我們即將前往位於嘉義縣的

YUYUPAS 優遊吧斯 阿里山鄒族文化部落，該園區坐落於

海拔1300公尺的阿里山樂野部落，優遊吧斯為鄒族語，

其含義代表著四季豐有，內心富足及擁有一顆喜樂、善

良、分享及平安的心。將在此欣賞原住民舞導表演，欣賞

歌舞表演完後，將前往著名的阿里山森林遊樂區，阿里山

森林遊樂區海拔高度 2,216公尺，四周高山環列，

氣候涼爽，以日出、雲海、晚霞、森林、登山森林鐵

路並列為阿里山五奇，聞名國際。享受完森林芬多精

後，將回到飯店享用晚餐。 

酒店:阿里山賓館或同級 

http://www.alishanhouse.com.tw/ 

 

 
10/30 (二) 第四天 阿里山/ 搭乘祝山小火車看日出
/ 台南/ 奇美博物館/ 高雄/ 西子灣風景區 
(早:酒店中、午: 府城食府、晚: 日式料理-懷石套餐) 

一早搭乘祝山小火車去看世界級的日出，看完日出後，回

飯店享用早餐，接下來驅車前往台灣館藏最豐富的私人博

物館-奇美博物館，以典藏西洋藝術品為主，展出藝術、樂

器、兵器與自然史四大領域。下一站將前往人稱港都的高

雄，來到了西子灣風景區，西子灣夕照為高雄八大勝景之

一，每到日落時分，沿著海岸護堤的石砌欄杆，即見遊客

群聚，逐自挑選最佳位置觀賞絢爛的落日光輝，當天色昏

暗之際，只見每個欄杆間處，男女對對耳鬢相依情話綿

綿，如此情景被多數遊客戲稱為「情人洞」或「蘿蔔

坑」，更成為西子灣另一個引人駐足誘因。今晚將入住位

於高雄市中心最高的五星級酒店，美麗的夜景陪貴賓入

眠。 

酒店: 高雄君鴻酒店或同級 

  http://www.85sky-tower.com/ 

 

10/31 (三) 第五天  高雄/ 屏東/ 搭船前往小琉球/ 
午餐/ 美人洞/ 山豬溝/ 烏鬼洞/ 搭船回東港/ 高雄/ 
船遊愛河 
 (早:酒店中、午:小琉球風味餐 、晚: 無菜單料理) 

早餐後，將前往屏東東港搭船前往小琉球，小琉球是位於

台灣屏東縣西南方的一個珊瑚礁島嶼。島嶼上有很多天然

形成的地理景觀，如：美人洞、山豬溝、烏鬼洞為其中幾

個較著名的景點。傍晚左右，我們來到高雄的浪漫之河--

愛河，貴賓將搭乘太陽能小艇遊愛河，體驗愛河的豐富多

元的文化氣息。  

酒店: 高雄君鴻酒店或同級 

                                           http://www.85sky-tower.com/ 

 

11/01 (四) 第六天  高雄/ 十鼓橋糖文創園區-
1000水劇場鼓秀.擊鼓體驗/ 高雄/ 體驗高鐵商務艙
/ 台中/ 高美濕地/台中歌劇院 
(早:酒店中、午: 客家料理、晚:香蕉新樂園) 

享用豐富酒店早餐後，我們前往十鼓橋糖文創園區，位於

高雄市橋頭糖廠（北區倉庫群），十鼓文創注入鼓樂藝術

之新生命於這百年文化遺產，以「守舊創新」並融之理

 

 

 

特色介紹： 
日月潭搭乘纜車、遊船，住宿涵碧樓、阿里山賓館，酒店內享用晚餐。搭乘阿里山小火車、觀日出。高雄-君鴻飯店二晚，

日式懷石料理。遊覽小琉球，搭高鐵“商務艙"，台中-高美濕地、歌劇院，並參加2018台中國際花博會。鳳梨酥 DIY，台

北貓空纜車、享用紅棗料理、鼎泰豐美食、、等等。 

http://www.thelalu.com.tw/zh-tw
http://www.alishanhouse.com.t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B4%8B%E8%97%9D%E8%A1%93
http://www.85sky-tower.com/
http://www.85sky-tower.com/


念，將停產閒置的糖倉空間再造，進而保留台灣糖廠歷史

原貌，將其化腐蝕為神奇，創造出兼具藝術人文內涵的自

然環境與擊樂表演融合的場域，本園區適合休閒、旅遊、

校外教學，是一處充滿文化知性的觀光新景點。觀賞完精

彩的擊鼓表演，我們將搭乘台灣西部最快的列車「高鐵」

前往台中，第一站來到高美濕地，位於清水大甲溪出口南

側，廣達 1500 公頃的高美溼地，擁有豐富天然資源，

是台灣少數幾處雁鴨集體繁殖區之一。參觀完大自然的風

光，緊接著來到台中歌劇院，它由日本建築大師伊東豊雄

設計，號稱全球最難蓋建築。因為它無樑柱的"曲牆"建築

工法，日本建築界認為，不可能蓋得起來。最後由台灣麗

明建築團隊完成，成為世界第九大新地標，也是台中新地

標, 台灣的驕傲。 
                                         酒店: 台中永豐棧酒店或同級   

                                          http://www.tempus.com.tw/ 

 11/02 (五) 第七天台中/ 2018 台中國際花卉博
覽會/ 台北/ 體驗貓空纜車(來回)/ 貓空風景區/ 士林
夜市  
  (早:酒店中、午: 紅棗料理、晚: 響食天堂 Buffet) 

享用完酒店早餐後，將前往參觀為期四年一次的世界花卉

博覽會，百花爭艷的場面就像選世界小姐一般精采。接著

來到了貓空搭乘纜車並參觀貓空風景區，一覽台北市風

光。晚上來到士林夜市，為台北市最具規模的夜市之

一。以各種傳統小吃聞名國內外，許多觀光客皆慕名

而來，像是大餅包小餅、石頭火鍋或是士林大香腸

等，更是已經成為美食地標，無人不曉。 

酒店:台北圓山大飯店或同級 

                    http://www.grand-hotel.org/taipei/zh-TW/  
 
11/03 (六) 第八天  台北/ 陽明山國家公園/ 鳳梨酥
DIY/ 下午自由活動/ 晚上桃園送機 
(早:酒店中、午: 鼎泰豐小籠包) 

享用早餐後出發前往陽明山國家公園， 為台灣第三座國家

公園，為火山地形，故公園內可以聞到濃濃的硫磺氣味。

再來前往享用台灣最負盛名的小籠包，用完餐後，安排自

由活動，讓貴賓享有一些可以購買紀念品的時間，晚上前

往桃園機場，帶著滿滿美好的回憶回家。 

(行程結束) 

 

 

 

 

 

 

 

 

 

團費-全包價:  
(舊金山/洛杉磯)出發 $2388 起  

紐約出發 $2488 起  

（均已包含：機票、食宿、門票、小費，酒店房間行

李收送） 

Land Only: $ 1688 

 

單人房: +$750 

¬前往香港或東南亞地區，請來電洽詢。 

 

團費包含： 

機票、旅遊、住宿、門票、隨團(領隊 + 導遊)、導遊

司機小費、行李服務費、三餐（行程表所示），團體

旅遊意外險 (不包括生病醫療給付。為保障您的權

益，建議您，務必自行購買旅遊平安保險)。 

 

團費不含： 

私人花費、個人旅遊保險。 

 

注意事項： 

*團體開票後，請自行與航空公司聯絡，更改回程日期。 

*送機時間，以結束當天返回美國的回程航班為標準。 

前往其他地區，不同時間的航班，將不負責送往機場。 

延後返回美國的 貴賓，本公司將不再安排車輛送返機場。 

*回程如遇週末(五、六、日)，航空公司將收取週末附加費。 

*由於使用航空公司特價機票。依照規定不得累積里程、以

及使用 upgrade 之優惠(機票有效期請來電洽詢)。 

*酒店等級，以台灣當地公司分級為依據。本公司保留行程

調動，以及更動酒店的權利。 

*本公司建議您，請自行加買旅遊平安保險。本公司將不負

擔旅 客生病 或因行程取消&延誤， 行李延誤&遺失；行程中

當地發 生之罷工、天然災害、疾病等不可抗拒因素， 

 

◆ 取消訂位規則：  

1.取消訂位必須以書面通知方式通過郵寄或傳真方式辦

理，不能通過電話口頭取消訂位。 

2.出發前 31 天或以上取消者，扣除罰款 $100。如已

經開票，航空公司將收取退票罰款。  

3.出發前 22-30 天內取消者，扣除罰款 $300。如已經

開票，航空公司將收取退票罰款。 

4.出發前 21 天內取消者，視為自動放棄，所繳總費用概

不退還。 

 

 

http://www.grand-hotel.org/taipei/zh-TW/


 

A professional tour guide from the Choicest Holiday INC. 

will take you to enjoy Buffet breakfast in the hotel and then 

start our wonderful trip to the West Line of Taiwan. Today, 

the first stop is going to the world-famous Sun Moon Lake, 

the largest freshwater lake in Taiwan; the whole lake is 

bounded by Lalu Island, the south is like a moon arc, the 

north is like a sun wheel. It is an excellent natural lake. 

Guests will experience the cruise on the beautiful lakes and 

mountains. After visiting the scenery of the lake, the group 

specially arrange to take the cable car and overlook the 

entire Sun Moon Lake from the sky. At noon, enjoy the Sun 

Moon Lake Thao cuisine in the landscape restaurant. After 

visiting the lake and mountains, I will stay at the hot spring 

hotel tonight, and I will be tired of washing the boat. 

 

3. 10/30 (Tue) Alishan/ Take Forest Railway for 

sunrise/ Tainan/ Chimei Museum/ Kaohsiung/ 

Xiziwan Scenic Area 

 

  



 

After enjoying the breakfast at the hotel, you will visit 
the every four-year World Flower Expo. The scenes of 
the blossoms are just like the selection of Miss World. 
Then came to the MaoKong Gondola and visit the Mao 
Kong scenic area to see the scenery of Taipei. In the 
evening, will go to Shilin Night Market, one of the 
largest night markets in Taipei. Known for its variety of 
traditional snacks at home and abr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