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台台台台台台台台湾新春欢乐游湾新春欢乐游湾新春欢乐游湾新春欢乐游湾新春欢乐游湾新春欢乐游湾新春欢乐游湾新春欢乐游77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台台台台台台台台湾新春欢乐游湾新春欢乐游湾新春欢乐游湾新春欢乐游湾新春欢乐游湾新春欢乐游湾新春欢乐游湾新春欢乐游
全程住宿全程住宿全程住宿全程住宿4444❀❀❀❀创意时尚酒店创意时尚酒店创意时尚酒店创意时尚酒店
台湾著名台湾著名台湾著名台湾著名複合式主题乐园複合式主题乐园複合式主题乐园複合式主题乐园----六福村六福村六福村六福村 包任玩套票包任玩套票包任玩套票包任玩套票

星星星星级级级级特色風味特色風味特色風味特色風味餐餐餐餐 :  :  :  :  原原原原住民特色料住民特色料住民特色料住民特色料理理理理、、、、 麻辣火锅吃到饱麻辣火锅吃到饱麻辣火锅吃到饱麻辣火锅吃到饱、、、、 精致台菜料理精致台菜料理精致台菜料理精致台菜料理、、、、

海霸王新春团圆宴海霸王新春团圆宴海霸王新春团圆宴海霸王新春团圆宴、、、、客家年菜料理客家年菜料理客家年菜料理客家年菜料理，，，，点水楼小笼包点水楼小笼包点水楼小笼包点水楼小笼包

安妮公主花园安妮公主花园安妮公主花园安妮公主花园～～～～拥有秘密梦幻和神秘绮丽浪漫感的英式风格乡野庭院及建筑休闲公园拥有秘密梦幻和神秘绮丽浪漫感的英式风格乡野庭院及建筑休闲公园拥有秘密梦幻和神秘绮丽浪漫感的英式风格乡野庭院及建筑休闲公园拥有秘密梦幻和神秘绮丽浪漫感的英式风格乡野庭院及建筑休闲公园

购物美食狂想曲购物美食狂想曲购物美食狂想曲购物美食狂想曲：：：：一中商圈一中商圈一中商圈一中商圈、、、、逢甲夜市逢甲夜市逢甲夜市逢甲夜市，，，，淡水老街淡水老街淡水老街淡水老街，，，，西门町西门町西门町西门町，，，，忠孝东路忠孝东路忠孝东路忠孝东路

Tour Code :Tour Code : 7CNY7CNY--11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吉隆坡吉隆坡吉隆坡吉隆坡 ✈✈✈✈ 台北台北台北台北（（（（桃园桃园桃园桃园））））【【【【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搭乘豪华客机飞往美丽宝岛-台湾，抵达后有专人接待前往享用海霸王新春团圆宴。

酒店酒店酒店酒店 ：：：：桃园桃禧饭店桃园桃禧饭店桃园桃禧饭店桃园桃禧饭店或同等级或同等级或同等级或同等级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台北台北台北台北 ～～～～ 安妮公主花园安妮公主花园安妮公主花园安妮公主花园～～～～ 宫原眼科宫原眼科宫原眼科宫原眼科 ～～～～ 高美湿地高美湿地高美湿地高美湿地 ～～～～ 一中商圈一中商圈一中商圈一中商圈【【【【早早早早////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早餐后，首先前往参观安妮公主花园，一处仿英式风格的乡野园及建筑的休闲花园。园区内的一草一木，景观造景，皆
令人为之惊艳。之后参观宫原眼科，怀旧古日式红砖木顶建筑，目前台中最潮流的烘培糕点，冰淇淋甜品屋。接着前往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令人为之惊艳。之后参观宫原眼科，怀旧古日式红砖木顶建筑，目前台中最潮流的烘培糕点，冰淇淋甜品屋。接着前往
高美湿地，是国内少数雁鸭集体繁殖区之一。曾在高美湿地栖息的鸟类有多达120余种为重要之生态保育区。最后前往一
中商圈。

酒店酒店酒店酒店 ：：：：台中碧根饭店台中碧根饭店台中碧根饭店台中碧根饭店或同等级或同等级或同等级或同等级

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

台中台中台中台中～～～～ 日月潭日月潭日月潭日月潭～～～～ 文武庙文武庙文武庙文武庙～～～～ 孔雀园孔雀园孔雀园孔雀园 ～～～～ 原住民山产中心原住民山产中心原住民山产中心原住民山产中心 ～～～～ 逢甲夜市逢甲夜市逢甲夜市逢甲夜市 【【【【早早早早////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早餐后，前往游览日月潭。日月潭地形依山傍水，全潭以光华岛为界，北面如日，南面如月故名日月潭。順道參觀文武
廟、孔雀園和邵族文史館。晚上前往逢甲夜市，它是特色小吃聚集的地区，包括大腸包小腸，懒人虾，天下第一菇等。

酒店酒店酒店酒店 ：：：： 台中碧根饭店台中碧根饭店台中碧根饭店台中碧根饭店或同等级或同等级或同等级或同等级

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

台中台中台中台中～～～～ 六福村六福村六福村六福村 ～～～～ 淡水渔人码头淡水渔人码头淡水渔人码头淡水渔人码头 ～～～～ 淡水老街淡水老街淡水老街淡水老街 ～～～～ 台北台北台北台北101 101 101 101 【【【【早早早早////午午午午////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早上出发前往六福村主题乐园 (包括入门票及任玩套票)。六福村是台湾北部大型综合游乐园区。园内以主题式游乐规划，
首先进入眼帘的建筑物为最新的阿拉伯魔宫游乐世界，多样游乐设施仿佛进入一个古中亚阿拉神话世界。美国大西部园
区，惊险刺激的大峡谷急流泛舟，西部疯狂列车，醉酒桶等。火山历险的独木舟衝浪，沿途可欣赏到多种恐龙雕塑造景。
非洲园区的野生动物王国更是六福村最具特色的部分，您除了可以乘搭游园专车导览猛兽动物区，亦可选择乘坐古老式
蒸汽火车在半空中绕着观看温驯动物区。接着前往台北101 购物中心。续后前往游览淡水老街。老街以各种小吃美食闻

名，其中最著名的包括淡水老牌阿给，阿婆铁蛋，许义鱼酥，可口鱼丸，阿妈的酸梅汤等，更是来到老街不可错过的小
吃，边吃边走边欣赏淡水河的美景，真是人生一大享受！续后前往淡水渔人码头，沿着海岸线筑起了宽敞的木头栈道，
夕阳美景依旧，下方则是一整排商店街与咖啡馆，跨越港区的情人桥造型像是一艘扬着风帆的船。

酒店酒店酒店酒店 ：：：：台北宜家饭店台北宜家饭店台北宜家饭店台北宜家饭店或同等级或同等级或同等级或同等级

第五天第五天第五天第五天

天禄艺品中心天禄艺品中心天禄艺品中心天禄艺品中心 ～～～～ 国际美妆名店国际美妆名店国际美妆名店国际美妆名店 ～～～～ 忠烈祠忠烈祠忠烈祠忠烈祠～～～～ 华山华山华山华山191419141914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忠孝东路忠孝东路忠孝东路忠孝东路～～～～ 西门町西门町西门町西门町

【【【【早早早早////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早餐后，前往忠烈祠观赏卫兵换班交接仪式。接着前往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之后前往忠孝东路及西门町商圈，
俗话说：不到西门町永远不知道台北的热闹！它是汇集了潮流，美食，购物的逛街娱乐大本营。来到西门町一定不能错

过站着吃的阿宗面线。

酒店酒店酒店酒店 ：：：：台北宜家饭店台北宜家饭店台北宜家饭店台北宜家饭店或同等级或同等级或同等级或同等级

第六天第六天第六天第六天
台北自由活动台北自由活动台北自由活动台北自由活动 【【【【早早早早】】】】
酒店酒店酒店酒店 ：：：：台北宜家饭店台北宜家饭店台北宜家饭店台北宜家饭店或同等级或同等级或同等级或同等级

第七天第七天第七天第七天 桃园桃园桃园桃园 ～～～～ 吉隆坡吉隆坡吉隆坡吉隆坡【【【【 早早早早】】】】

§§§§ 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內容或有更動微調的可能內容或有更動微調的可能內容或有更動微調的可能內容或有更動微調的可能，，，，本公司保有修正的權利本公司保有修正的權利本公司保有修正的權利本公司保有修正的權利 §§§§
本行程、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之確認將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或退費處理，敬請見諒。

如遇交通擁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其他不可抗拒現象，則行程安排以當地為主。酒店等级皆以台湾当地标准为根据

注：如遇此環島行程安排西部為起點，溫泉水世界將更改為麒麟峰溫泉作替代



Day01 Kuala Lumpur – Taipei   (D)
Assemble at KLIA for your flight to Taipei. Upon arrival, transfer to dinner. After dinner transfer to hotel for check in.
Hotel : Tao Yuan Orchard Park Hotel or similar

Day02 Taipei – Princess Annie’s Garden – Miyahara Dess ert House – Gaomei Wetlands – Yi Zhong
Night Market [B/L]
This morning, visit to Princess Annie’s Garden.built with multi – layered European wood ,taking .visitors straight into a European 
landscape painting. After that visit to Miyahara Dessert House, a very famous ice- cream dessert house. Then proceed to Gaomei
Wetland. , it has special soils mixed with mud and sand. Ecology here breeds diversified organisms of both plants and animals. 

Tour Code : 7CNY-1

Wetland. , it has special soils mixed with mud and sand. Ecology here breeds diversified organisms of both plants and animals. 
Migratory birds can be sighted here during various seasons.
Hotel :  Taichung Beacon or similar class

Day03 Sun Moon Lake – Wen Wu Temple – Peacock Garden – A boriginal Local Product Centre – Feng
Jia Night Market     [B/L]
Morning, will visit to Sun Moon Lake, a popular scenic spot known for the captivating beauty of its emerald waters surrounded by 
jade mountains. Thereafter, visit the nearby Wen Wu Temple (dedicated to Confucius and Kuankung), Peacock garden. In the 
evening, visit to Fengjia Night Market – Taichung’s biggest night market. Here you can enjoy the delicious local food as well as 
some budget shopping. 
Hotel :  Taichung Beacon or similar class

Day04 Leo Foo Village Theme Park – Taipei 101 – Danshui Old Street – Danshui Fisherman’s Wharf 
[B/L/D] 

After breakfast , visit to Leo Foo Village Theme Park – One of Taiwan’s top theme parks. The park has four theme areas : Wild 
West, Arabian Kingdom, South Pacific and Safari Park. The latter is Taiwan’s only open wildlife zoo, with nearly one thousand
animals, including white tigers. ( include entrance ticket & unlimited rides ticket ). Then proceed to Taipei 101,enjoy your shopping in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Taiwan.  After that transfer to Danshui Fisherman’s Wharf and Danshui Old Street, walking on the old street 
along the riverbank, visitors may view the old building and may try the tasty local dishes, such as fish dumpling  and hard eggs.
Hotel : Taipei La Maison Hotel or similar class

Day05 Handicraft Center – International Cosmetic Cent er - Martyr’s Shrine – Huashan 1914 Creative 
Park – Zhong Xiao Street - XiMenDing [B/L]
Morning, visit to Martyr’s Shrine, to view an elaborate ceremony of changing guards hourly. After that proceed to Huashan 1914 
Creative Park, Zhong Xiao Street and XiMenDing. A shopping  paradise ans it ‘s also a popular hangout place for the local 
youngster. You may want to try out the famous ‘Ah Zong Mian Xian’ 
Hotel :  Taipei La Maison Hotel or similar class

Day06 Free & Easy [B]
Hotel :  Taipei La Maison Hotel or similar class

Day07 Taoyuan ~ Kuala Lumpur        [B]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reference only, and is s ubject to any necessary changes  in accordance to l ocal requirement.
Keishuin Shrine closed every Monday, and will replac e with other arrangement.

Final and correct accordance of itinerary will be b ased on Chinese version itinerary. All hotel rating s are based on local ter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