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安排>
第一天: 重庆→台北

参考航班时间：重庆/桃园 CA409 15:20-18:20
重庆/松山 3U8979 16:00-19:25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桃园/新北地区指定酒店

重庆江北机场国际厅集合，乘机飞往台湾台北机场，展开宝岛之旅，抵达台北机场办理入境手续.

第二天: 台北→桃园
早餐：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101 鼎泰丰

晚餐：冠军牛肉面

住宿：桃园/台中地区指定酒店

【野柳风景区】(不少于 40 分钟) 野柳风景区位于台湾省基隆市西北方约 15 公里处的基金公路，是一个突出海面的
岬角（大屯山系），远望如一只海龟蹒跚离岸，昂首拱背而游，因此也有人称之为野柳龟。受造山运动的影响，深埋
海底的沉积岩上升至海面，产生了附近海岸的单面山、海蚀崖、海蚀洞等地形，海蚀、风蚀等在不同硬度的岩层上作
用，形成蜂窝岩、豆腐岩、蕈状岩、姜状岩，风化窗等世界级的岩层景观。
【台北 101 大楼(已含 89 层景观层门票)】(不少于 45 分钟)：台北 101 大楼结合证券、金融、企业总部、工商活动
与娱乐、生活、购物等用途，犹如大都会生活的缩影。购物中心内规划有时尚服饰区、名牌精品区、化妆品专柜、书
店等，提供优雅宽敞的购物空间；各大餐厅和美食街有各种不同风味的料理，大宴小酌都适宜；加上运动健身馆，休
闲 SPA 等服务
【台北故宫博物院】(不少于 90 分钟) 又称台北故宫，中山博物院。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台湾规模最大的博物
馆，也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研究古代中国艺术史和汉学重镇。台北故宫博物院座落于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
221 号，建造于 1962 年，1965 年夏落成。占地总面积约 16 公顷，依山傍水，气势宏伟。为仿造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
主体建筑共 4 层，白墙绿瓦，正院呈梅花形。院前广场耸立五间六柱冲天式牌坊，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民族特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内收藏有自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所藏来自北京故
宫、沈阳故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宜园和国子监等处的皇家旧藏。所藏的商周青铜器，历代的玉器、陶瓷、古籍
文献、名画碑帖等皆为稀世之珍。展馆每三个月更换一次展品。截至 2014 年底，馆藏文物达 69.6 万余件文物。
【少帅禅园】（不少于 40 分钟）体验禅园足汤，少帅禅园位于北投山脚的林荫间，建于日据时代中期，为两栋灰瓦
木墙的建筑，原名为「新高旅社」，是当时仕绅名流宴会泡汤之处。 二次大战期间被日军当作神风特攻队出战前的
慰安处所。 光复后的 1960 年代，因坚决抗日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夫妇被当时的蒋介石总统囚禁于此，而在公元
1984 年园方重新整建，成立了「禅园」，纪录着北投百余年来的点点滴滴。 现在以「少帅」为主题，改建成景观餐
厅「少帅禅园」，因其地势较高，可眺望整个北投温泉区和观音山，到了傍晚时分更可以看到美丽的日落景色，园内
供应当时张学良夫妇经典的菜谱，成为兼具生态、历史、景观、美食的好场所。

第三天: 桃园→嘉义
早餐：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当地餐食

晚餐：台式小火锅

住宿：中部地区指定酒店

【清境农场 青青草原】(不少于 90 分钟) 清境位于南投县仁爱乡，全部面积广达 800 多公顷，而其中的清境农场面
积约有 760 公顷，坐拥在群山之间，视野广阔，可欣赏奇莱山日出的奇景，远眺合欢山积雪，山岚云雾飘渺，夕阳晚
霞的缤纷万变，夜晚仰望灿烂的银河星空，年平均温度约 16℃，早晚温差 2 ～ 5 度，所以清境农场因此有“雾上桃
源”的美称。破晓的清境云雾，像一幅画中飘逸的泼墨山水，极目远眺，与远山云影合二为一，令人心旷神怡。
【日月潭风景区】(不少于 60 分钟) 日月潭位于台湾阿里山以北、能高山之南的南投县鱼池乡水社村，旧称水沙连、
龙湖、水社大湖、珠潭、双潭，亦名水里社。日月潭湖面海拔 748 米，常态面积为 7.93 ㎞²（满水位时 10 ㎞²），最

大水深 27 米，湖周长约 37 千米，是台湾外来种生物最多的淡水湖泊之一。它以光华岛为界，北半湖形状如圆日，南
半湖形状如弯月。2009 年，日月潭入选世界纪录协会“台湾最大的天然淡水湖”，在清朝时即被选为台湾八大景之
一。

第四天: 嘉义→阿里山→高雄
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邹族原住民风味餐

晚餐：夜市自理

住宿：高雄/台南地区指定酒店

阿里山风景区，特别安排【优游吧斯 http://www.yuyupas.com】（不少于 90 分钟）邹族民俗文化部落,特别安排观
看《悠游巴斯邹族文化歌舞秀》。2008 年央视《星光大道》年度总决赛第三名“猎户座组合”也是优游吧斯常驻表
演嘉宾。
【莲池潭】（不少于 30 分钟）旧称莲花潭，位于台湾高雄市半屏山之南，龟山之北，是高雄市左营区区内最大的湖
泊，潭面面积约 42 公顷，源于高屏溪。1686 年凤山知县杨芳声建文庙时，以莲池潭为泮池，在池中栽植莲花点缀。
每值炎夏，荷花盛开，清香四溢，乃有“莲池潭”之名，而“泮水荷香”列为凤山八景之一。
【高雄著名夜市】（不少于 60 分钟）自行体验当地的夜市小吃。

第五天: 高雄→垦丁→台东
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当地餐食

晚餐：当地餐食

住宿：台东地区指定酒店

【白砂湾】（不少于 40 分钟）位于垦丁国家公园，是一片麟山鼻与富贵角两个海岬间的海湾，由海洋生物壳体所组
成的贝壳砂滩。白砂滩沙粒均匀，晶莹明亮，因沙白水清而闻名。，由于考虑到团队安全，游客请不要下水游泳或参
与当地的水上活动，请游客谅解）
【猫鼻头】(不少于 30 分钟)猫鼻头位于恒春半岛的东南岬，介于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的交界处，距白砂约 3.5 公里，
全长 5 公里，宽 3.5 里，为恒春半岛向巴士海峡延伸而出的突兀点，为典型的珊瑚礁海岸侵蚀地形，鸟瞰似女孩的百
折裙，故有裙礁海岸之称
【台湾水果园】(不少于 30 分钟)可品尝台湾水果及果干。

第六天:台东→花莲
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当地餐食

晚餐：当地餐食

住宿：花莲地区指定酒店

【石梯坪】（不少于 30 分钟）石梯坪于 1983 年被台湾内政部划定为花东沿海保护区内的自然保护区，东部海岸国家
风景区设立之后，将此地划设为石梯坪游憩区。因这里海岸阶地平坦宽广，所以将区内主要通道临海侧规划为露营区，
并铺设临海步道通往各主要景点。
【北回归纪念碑】（不少于 20 分钟）此标志曾于 1964 年 1 月 18 日嘉南大地震时受到损害，后来委由嘉义空军基地
设计，重加整修，始成今貌。标志前林立着苍翠的龙柏，并有一座圆型方位仪，旅客常在此拍照留念。目前旧标志旁
已辟建新纪念建，并计画做科学展示等陈列、展览用途。
【太鲁阁国家公园】(不少于 60 分钟) 太鲁阁国家公园（是台湾第四座“国家公园”，位于台湾岛东部，地跨花莲县、
台中县、南投县三个行政区。园内有台湾第一条东西横贯公路通过，称为中横公路系统。太鲁阁国家公园横跨花莲、
南投及台中，以雄伟壮丽、几近垂直的大理岩峡谷景观闻名。沿着立雾溪的峡谷风景线而行，触目所及皆是壁立千仞
的峭壁、断崖、峡谷、连绵曲折的山洞隧道、大理岩层和溪流等风光。四百万年前，菲律宾海洋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
碰撞而成台湾，慢慢隆起的中央山脉表层岩层受到风化侵蚀作用而剥离，大理岩因而露出地表。这些大理岩受到立雾
溪长期侵蚀下切作用与地壳不断隆起上升，形成几乎垂直的 U 型峡谷。公园内巨峰林立，从清水到南湖大山顶，落差
达 3742 公尺，造就了层次复杂的植物林相，并提供野生动物栖息活动的空间。

第七天: 花莲→台北

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当地餐食

晚餐：西门町夜市自理

住宿：新北/桃园地区指定酒店

【九份】（不少于 40 分钟）除了有首屈一指的山海风光，春夏秋冬晴雨晨昏日夜景致各具物色。区内任何面海窗户、
阳台、门口埕等地，均可欣赏到不同季节、相异时段的自然景观、青郁尖耸的「鸡笼山」与开阔碧蓝的港湾海滨。「春
樱花、夏清风、秋芒花、冬云雾」为九份美丽多变之四季容颜最佳写照。（九份遇假日须排队转乘当地公交车上山）
【诚品书店】（不少于 40 分钟）1989 年由台北仁爱路圆环创办第一家开始，本着人文、艺术、创意、生活的初衷，
发展为今日以文化创意为核心的复合式经营模式。创始之初，诚品以书店为品牌核心，营运范畴已逐步扩展至画廊、
出版、展演活动、艺文空间和课程、文创商品，以及捷运站、医院、学校等各类型特殊通路之经营，并延伸至商场开
发经营和专业物流中心建置等专业。诚品是「城市人的集体创作」，连锁而不复制的经营模式，尊重各地文化特质，
透过「人、空间、活动」的互动积累，发展出不同的场所精神和经营内容，塑造了城市中不同角落、不同内涵的文化
氛围。
【西门町】（不少于 60 分钟）得名自日本时代行政区画－西门町；日治时期西门町约为今成都路、西宁南路、昆明
街、康定路之一部，但今日之西门町更为广大，尚包括有昔日之新起町、若竹町等，并不全然相同。西门町因为位于
台北城的西门外，因此得名。在昭和时代，西门町原本还只是一片荒凉的地方，后来日本人决定仿效东京浅草区，在
此设立休闲商业区。其中最早的娱乐设施为 1897 年的台北座、1902 年的荣座（现为新万国商场）及 1908 年的八角
堂（西门红楼）。

第八天: 台北→重庆

参考航班时间:桃园/重庆 CA410 19:20-22:30
松山/重庆 3U8980 20:15-23:20

早餐：酒店自助

午餐：丸林卤肉饭

晚餐：(飞机内)

住宿：无

【慈湖风景区】（不少于 60 分钟）蒋介石在 1975 年去世后，没有下葬，其灵柩暂厝在中国台湾省桃园县大溪镇的慈
湖陵寝，以待时机，归葬故乡。蒋氏是中国浙江奉化人。根据江浙一带的习俗，人死在异乡而又暂时未能归葬老家的
话，就先予浮厝方式处理。所谓浮厝方式，是指灵柩离地三寸，在四个角垫高。采用这样的殡葬方式，是为了让子孙
能在不破土刨坟的情况下，轻易地迁葬先人。慈湖陵寝原名“洞口宾馆”，落成于 1959 年 6 月 13 日。1962 年由蒋
介石手书“慈湖”并更名为“慈湖宾馆”。在蒋介石去世前是作为行馆之用。
【手信坊】（不少于 60 分钟）
【升恒昌机场免税店】（不少于 60 分钟）
搭乘乘飞机返回重慶，结束愉快的宝岛之旅

◤团费包含◢
●交通：全程往返机票及燃油税 [合同签订之后由于国际油价波动剧烈，机票税金可能发生变化，如遇政策调税，由
旅行社出具航空公司涨税通知，客人需补足差额]、机场建设费；地面专用旅游空调巴士（带行李箱）；
●住宿：安排两人一间标准间，房间内设有独立卫生间，空调，电视。；游客报名时出现单男单女状况，同意旅行社
对房间安排进行调整，如不同意调整的则补齐单房差。
●用餐：行程所列团队用餐， 7 早 11 正，早餐为酒店提供，正餐八菜一汤，10 人一桌；
餐标为：500 台币/人/天(如游客在台湾取消享用，因出团前已预订好，不退餐费)
●门票：行程中所列景点门票；
●领队服务费 4 元/人/天 导游服务费 5 元/人/天 司机服务费 1 元/人/天，共计：80 元/人
●证件：入台证
●已代办旅游意外伤害保险，最高保额每人 30 万元/人；本公司强烈建议游客按规定购买旅游救援险或意外险，以更
全面保障旅客利益。
(3 岁以下，80 岁以上客人恕不承保，请自行购买保险，70-79 岁客人请提交健康承诺书)
●特别赠送：每人每天一瓶矿泉水

◤团费不含◢
●证件：大陆居民赴台旅游通行证、照相及签注；
●其它个人消费；

◤游客责任◢
本公司在如战争、天灾、恶劣天气、政治动荡、罢工、堵车等不可抗力因素或等同不可抗力因素的意外情形，造成的
游客滞留旅游目的地。我司将严格按照旅游法做出调整，增加食宿费用由游客自行承担，增加的交通费用由本公司及
游客共同承担（如因此情况造成的航班取消，我公司安排签转其他回程航班，游客不接受的，增加费用将由游客自行
承担）
请严格遵守团队出发当日的集中时间、境外行程安排中及返回的各个集合时间。为保证大部分游客的利益，避免极小
部分游客因迟到而影响全团游客行程安排。如有小部分游客未按照指定抵达集合地，经该团其他全部游客签名，导游
将根据事先约定时间准时出发。因此产生的该部分游客的损失(如出租车前往下一目的地的费用或前往目的地的机票
等一切相关费用)由迟到的游客自行承担。如团员故意不遵守规定或妨碍全团游客正常活动及损害其他游客利益时，
本公司工作人员有权依法解除旅游合同。
团员须遵守各国政府之条例，严禁携带违禁品，违例者须自行负责。

◤特别提醒◢
游客不得参观或者参与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和旅游目的地的相关律、风俗习惯、宗教禁忌的项目或者活动。
请游客在报名时自行检查有效期是否有 6 个月以上，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万一遭遇强盗时，最好不要强力抵抗，以保护自身安全为要，镇静记住歹徒外形，以利警方破案。
遭窃盗或意外事故后，请立即通知导游，并在导游协助下，前往当地警察局或驻外使领馆，并申领遗失或被窃证明文
件。
紧急时，如果语言不通，就用表情或肢体语言表达，不要一味忍耐或保持沉默，而失去先机。
旅行途中身体若有不适，马上告知导游或同行人员，尽速送医治疗，医疗费用自理。
途中如有诊疗、住院或购买药品，应索取诊断书及治疗证明单，以便返国后申请保险赔付。
如果携带信用卡，请在国内提前向发卡银行确认激活，开通信用卡境外使用服务。
客人境外东西由于自己不小心不慎遗失，报案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客人理。
下车时请记住车号、车型。如迷路请站在曾经走过的地方等候、切不可到处跑，最稳当是随身携带酒店卡，在迷路是
打的回酒店。

◤特别说明◢
●散拼团队人数达到 16 人（含 16 人）才能发团，不足 16 人时我社和客人共同协商出团时间。
●行程所列航班时间为参考航班时间，最终航班时间以出团通知书为准，如遇航空公司调整航班时间，我司不承担任
何责任并会相应调整景点顺序，请客人理解和配合！
◤温馨提示◢
●同行小孩（20 岁（含 20 岁）以下）报名时需要提供资料：
（1）、父母双方均不能同行前往台湾旅游的，需提供未前往父母签署的委托同意书，并在同意书内说明同行人员。
（请主动向我社索取委托书）
（2）、小孩所在户口本整本复印件（如小孩户口上体现不出与父母的亲属关系，则需要提供出生证明复印件或是户
口所在地派出所的相关亲子证明）。
●3 岁以下，80 岁以上客人根据保险公司规定，恕不承保，请提前告之客人并签署在合同中。
●70-79 岁客人请提交健康承诺书，需本人签字及子女签字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