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多详情 请拨打万国热线  0800 116688

台湾元宵环岛12日游
超值价$5188起2月4 - 1 5日元宵假期

2022年10月19日起适用 

亮点二：品质航空，直飞不累
精选纽航，直飞往返，含1件23kg行李额

全程优质住宿，3大城市最佳区位五星酒店

多政要出席的特色元宵灯会，在平溪亲手放天灯祈福

早午晚全含（个别夜市/飞行日除外），原住民风味，台菜海鲜、客家料
理，各类特色小吃、特色餐，美食享不停

亮点七：全程4-5星级住宿，含著名历史酒店

亮点三： 著名台湾元宵灯会，平溪天灯，欢度元宵节

亮点四：餐食全含，更有超多美食体验

亮点五：畅玩台湾环岛，经典大众、网红小众全含

亮点六：日月潭游船、奶茶DIY、游红树林，超多有趣体验

亮点一：万国自营线路，25年品牌保证，沟通便捷

亮点八： 建筑、文化、地貌，台湾全景游

TWFEB11

台北-花莲-台东-高雄-台南-嘉义-埔里-台北

独家圆山大饭店密道之旅，探秘蒋中正国宴饭店

全程中文领队，万国自营团，嗨玩台湾

自然台湾：阿里山、日月潭、太鲁阁、野柳地质公园、西子湾风景区
建筑台湾：台北101，故宫博物馆、佛光山，士林官邸、中台禅寺
文化台湾：安平古堡、亿载金城、六堆客家文化园、车埕铁道园、原住民部落
风情台湾：九份、平溪、多良车站、金城武广告片取景地、桧意森活村



从奥克兰乘坐飞机NZ077抵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抵达后办理好入境手续，便专车前往傍晚造访【士林
夜市】士林夜市是以小吃与摊商而兴起，在士林夜市
里可以尝到全国各地的美味小吃，如蚵仔面线、天妇
罗、蚵仔煎、炸鸡排、青蛙下蛋、广东粥、凉面、鹹
水鸡等…保证让您回味无穷。

奥克兰-台北
1Day

餐食 /自理 
住宿 / 台北圆山饭店 或同级  
交通 /奥克兰到台北飞机与市内接送

【忠烈祠】是位于台北市大直的忠烈祠。为中华民国
政府中央政府所在地之专祠，兼有中华民国首都忠烈
祠之功能。建筑型式仿北京故宫太和殿。
【士林官邸】是蒋介石、宋美龄的官邸，因紧邻中山
北路，可快速直达“总统府”，加上后有福山倚靠，
所以被选为“蒋中正官邸”。官邸别墅中西合璧，装
修精致大方，保留着民国时期的建筑与装修风格，现
在部分开放，园内拥有清幽的环境，花园景观设计极
为别致，是拍照的好地方，除此之外不时会有展览展
出。【故宫博物院】，为一座中国宫殿式的建筑。院
内藏有全世界最多的无价中华艺术宝藏，其收藏品的
年代几乎涵盖了整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此处是国外
游客来台必访之地，为中国艺术文化研究及保存的重
镇。续前往台北最高的地标【101大楼景观台】参观，
体验世界高楼的风情夜景和第一快速电梯
2023年第34届台湾灯会将在台北举行，以「光源台北
，台北就是未来！」为主题。从东区连结信义商圈的
战略逻辑，提前著手设计灯会活动，要从东区、国父
纪念馆、大巨蛋、松烟，一直到台北101、信义商圈与
四四南村-让你有著美妙又深刻的体验。

台北-元宵灯会
2Day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晶华酒店中式料理   晚餐/自理
住宿 / 台北圆山饭店 或同级 
交通 / 旅游大巴

【野柳地质公园】由于海岸岩层中含石灰质砂岩，经
海水长期侵蚀的结果，形成各种天然怪石，未经人工
雕凿，维妙微肖，栩栩如生；最著名像女王头、仙屦
鞋、蕈状石、蜂窝岩、豆腐石、烛台石、姜石、风化
纹、海蚀沟、海蚀壶穴等特殊地形景观，蔚为世界奇
观之一。

【平溪】是新北市平溪区在每年元宵节所举办的活动
，而近年已发展为全台知名的节庆，与盐水蜂炮齐名
，有「南蜂炮，北天灯」之誉。四人一颗

【九份】是台湾新北市瑞芳区的一个地区，与基隆山
遥望；整个小镇座落于山坡地上，也因此形成了独特
的山坡和阶梯式建筑景观。早期因金矿而兴盛，矿坑
挖掘殆尽后一度没落。1990年代后，因电影《悲情城
市》在此取景，其独特的旧式建筑、坡地及风情透过
该片吸引国内外的注目，也为此地区重新带来生机，
成为观光景点。

地质公园-九份-平溪天灯-台北
3Day

台北-花莲
4Day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野柳海鲜餐厅   晚餐/鼎泰丰小笼包
住宿 /台北圆山饭店 或同级
交通 / 旅游大巴



早上享用丰盛的早餐后，我们将有一番别样的体验，【
春水堂珍珠奶茶DIY】珍珠奶茶是台湾的经典代表饮料
，来台湾绝对不可错过自己动手体验！自己的珍珠奶茶
自己做，还能获得专门的制作证书哦。

【太鲁阁国家公园】高山峡谷是使太鲁阁国家公园名闻
于世的地景，也是孕育园区内丰富独特的自然、人文生
态的重要因子，园区一半的面积是二千公尺以上的山区
，其中有将近六分之一的面积为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名列「台湾百岳」就有二十七座之多，山海交错的太鲁
阁国家公园，多变的空间景观，素来都是台湾登山者及
自然生态研究者的最爱，而穿越太鲁阁国家公园的中横
公路，堪称是一条手工雕凿而成的公路，也是台湾第一
条横越中央山脉的公路，费时三年九个月又十八天，这
一条血泪交织的公路，让世人得以一窥太鲁阁磅礡灵秀
的美景。续前往宜兰进入雪山隧道前往花莲。
花莲是全台湾面积最大的县，景点层出不穷。花莲还拥
有丰富的大自然景观资源，是绝佳胜境有壮丽的山峦和
海景，是旅人每年必访朝圣之地。除了大自然景点之外
，还有超多人文景观。

花莲-台东
5Day

台东-高雄
6Day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宜兰中式料理   
晚餐/花莲风味中式料理
住宿 /花莲褔容酒店或同级
交通 / 旅游大巴

早上享用丰盛的早餐后，【花莲观光糖厂】，园区内规
划有客服中心、日式木构造建筑群、冰品贩卖部、特产
展售商店、餐厅、自行车出租、花糖文物馆等，安排花
莲旅游不妨前往造访一探，除了可体会昔日糖业风光，
还能大啖由糖厂出品的优质冰品。

花莲县是台湾原住民最多的区域，境内原住民以台湾原住
民第一大族阿美族分布最广。我们今天将进行【台东原住
民部落部落巡礼】鸾山部落在布农族语叫Sazasa，有著
「这是一个甘蔗会长得高、动物会活跃、人会活得很好的
一块地」的意思，也是2011年成龙选为《十二生肖》国
际电影的拍摄地。来到这里跟著身为布农族人的阿力曼了
解迁移的历史之外，走进鸾山森林博物馆内，还能学习布
农族的山林智慧，试著用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回归单纯的步
调，体验都市感受不到自然奇景，感受与大自然共存的谦
卑与感动。

笔直的【池上伯朗大道】正式名称为锦新三号道路，全长
约2.2公里，由于两旁毫无电线杆，加上逢稻穗成熟时，
道路两旁无边无际的金色稻穗随风摇曳，宁静的田园景致
，被伯朗咖啡选中拍摄广告，之后金城武代言的长荣航空
亦来此取景，自此声名大噪，将这条道路昵称为「伯朗大
道」。还有绝美天堂路与金城武树和天后蔡依林树。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原住民部落餐   晚餐/饭店自助
住宿 /台东娜鲁湾酒店或同级
交通 / 旅游大巴

【全台最美多良车站】多良车站位于台东县太麻里，原为
排湾族“打腊打兰社”所在地，现在被誉为“全台湾最美
车站”，除了来欣赏一览无遗的太平洋海景，也千万别错
过附近的美食区，当地部落特色美食，搭配独特的铁道海
景视野，来多良车站享受片刻的惬意时光吧。
【东港华侨市场】台湾屏东县东港溪出海口有黑鲔鱼的故
乡之美誉。东港华侨市场是屏东最大的渔获市场，四百多
摊的摊位，拥有渔船直接上岸的新鲜海鲜外，还有不少的
现煮海鲜餐厅、寿司吧在市场中。
【六堆客家文化园】到屏东必玩的景点之一，园区位于内
埔、长治及麟洛三乡交界处，空间规划有自然草原区、田
园地景区、伞架客家聚落区及九香花园伯公区四大区域。
园区主要是展示客家文化、常民生活体验为主轴，还有规
划一系列亲子的游戏区，可以来到这玩沙玩水、磨石子溜
滑梯还有超可爱的客家儿童馆及丰富的客家生态、田园餐
厅可以逛逛。



高雄-台南
7Day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华侨海鲜市场  晚餐/酒店自助
住宿 /高雄君鸿国际酒店 或同级
交通 / 旅游大巴

早上进行【高雄市区观光】，坐落于台湾南部西南隅的高
雄，其实并不像她的名字那么伟岸，常常有人将台北比作
一位优雅的绅士，那高雄则是一位仪态万千的女士。高雄
终年空气潮湿，光照充足，专有的热带季风吹过，绿树成
荫，花香袅袅，街道狭窄，宁静的爱河从城中穿过，河畔
夜景尤其动人。
接下来前往【西子湾风景区】，西子湾位于高雄市西侧，
原本是一处以海水浴场及天然珊瑚礁闻名的湾澳。
位于半山腰的【英国领事馆旧址】是国内二级古蹟，陈列
有人文及地理历史背景及其他台湾文物史料，这裡是高雄
观海的胜地，在此可观看大海点缀成海天一色的美景。
我们还将前往高雄附近著名的【佛光山】，佛光山位于高
雄市大树区东北区，高屏溪的西侧，由星云法师带领弟子
披荆斩棘，一沙一石、一砖一瓦历经艰辛所建设起来的，
是一座大乘佛教的寺庙；目前佛光山不仅是著名的佛教圣
地，也是南台湾的佛教重心，寺庙建筑，格局恢宏，并且
创立佛教大学，推广佛法不馀遗力。主体建筑除位于中轴
线上，从东至西依序有礼敬大厅、八塔、万人照相台、菩
提广场、本馆及佛光大佛等，另外南有灵山，北有祇园。
形成“前有八塔，后有大佛，南有灵山，北有祇园”的格
局。主馆后方的佛光大佛为佛陀纪念馆的地标，为目前世
界最高的青铜坐佛。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佛光山套餐   晚餐/台南海鲜自助
住宿 /台南烟波饭店 或同级
交通 / 旅游大巴

台南-嘉义
8Day

早上前往【安平古堡】荷兰人于西元1624年，在安平建
造了台湾第一座城堡「热兰遮城」，也就是现在的安平古
堡，这里曾是荷兰人统治的中枢，更是对外贸易的总枢纽
。公元1661年，郑成功来台驱荷后，将此地改名为安平
，故热兰遮城也称为「王城」或「台湾城」，俗称安平古
堡，是台湾最早的一座城池。清康熙年间，正式将台湾纳
入版图，政治中心移至府城内，到了日治时期，内城荷式
建筑全毁，四周以红砖砌成方形阶台，而成为今日的纪念
馆风貌，二战后改名为安平古堡，目前纪念馆边残存七十
多公尺长的外城南墙残壁依然屹立，老榕攀爬，红砖班驳
，是300余年来仅存的历史遗迹，诉说著曾经过往的沧桑

【亿载金城】又名“二鲲鯓砲台”，是一个四方型四周有
稜堡且有护城河围绕的红色城堡，从地图上看是一个非常
匀称的菱形设计，随著历史演进，亿载金城失去军事据点
的作用，转变为相当受欢迎的景点，假日偶有穿著清兵服
装的工作人员在砲台上演练著砲操，有如时光倒流的场景
让许多游客惊喜不已。
接下来我们将体验【四草红树林游船】，两旁的红树林向
中央生长齐聚，交织出茂密的半圆绿顶，一层一层的向前
方叠出深邃的廊道，不知尽头而显得神秘，四草绿隧也因
此有了小亚马逊之称。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长长的等候
为得是乘上通往这座仙境的管筏，随著波纹缓缓前行，微
风掠过轻抚脸颊，承载阳光温暖的重量，穿梭在这座城市

住宿 /嘉联枫华饭店 或同级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台南牛肉汤套餐   
晚餐/嘉义大排档快炒

交通 / 旅游大巴

嘉义-阿里山-嘉义
9Day



埔里-台北机场
11Day

※行程概况仅做参考，请以导游实际安排为准，旅
行社保留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游览顺序的权利。

早餐后我们前往游览【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阿里山位于嘉
义县，为东南亚最高峰玉山的支脉，途经热、暖、温、寒
四带，景緻迥异。随后参观园区中的景点：姐妹潭、三兄
弟、四姐妹、受镇宫、巨木群、三代木...沿途可尽情的享
受茂密森林所带来的芬多精森林浴。阿里山自然景观极为
丰富，日出、云海、晚霞、神木与铁道（阿里山森林铁路
）并列为“阿里山五奇”，而“阿里云海”更被列为名胜
台湾八景之一。

【桧意森活村】位在嘉义市东区，主要有28栋日式桧木历
史建筑、1栋市立古蹟、全台唯二的都铎式建筑、及新建
的一心二叶馆为主体建筑群。因阿里山林业著重在出产桧
木，故此地曾有“桧町”的别称，后打造成为嘉义特色文
化园区，其中“嘉义故事馆”（已撤换为其它场馆）曾被
棒球电影KANO取景为片中近藤教练的宿舍。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阿里山原住民风味餐   
晚餐/嘉义小吃鸡肉饭
住宿 /嘉联枫华饭店或同级
交通 / 旅游大巴

嘉义-日月潭-埔里
10Day

早饭后将前往【车埕铁道园区】车站建于昭和8年（民国
22年），以纯桧木建造，具古朴风格，系全台古老火车站
之一，为铁路集集支线中之一站，已为观光旅游摄影景点
。游逛在林班道体验工厂，散步在车埕贮木池上，欣赏湖
畔山景以及非吃不可的车埕铁道便当。明新书院位于永昌
国小的旁边。该书院建于1885年，是附近第一所免费的
私塾，民国74年被列为三级古蹟。
继续续前往中部著名的【日月潭国家风景区】。日月潭是
全台最大的淡水湖泊四周群峦叠翠，南形如月弧，北形如
日轮，乃改名日月潭。特别安排船游日月潭【玄光寺】地
处日潭与月潭的陆地交界处，内供奉玄奘大师的金身，离
潭仅十余公尺，寺下设有码头，我们搭船至码头，再沿著
青龙山步道而上。【LaLu岛】，位于日月潭中央，原为邵
族祖灵圣地，震灾造成LaLu岛受损严重，县政府努力开发
重建，将其融入邵族文化、艺术，再现风华。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怀旧铁道便当   晚餐/焢窑鸡美食料理
住宿 /埔里承万酒店 或同级
交通 / 旅游大巴

早餐后，我们将前往【中台禅寺】这座位于台湾地理中心
-埔里的佛国净土，正以无言无说的建筑，诠释圆融无碍
的究竟佛法，新世纪的佛法重镇，宛若尘寰中的一盏明灯
，引领大众迈向光明之路。现在，就让我们一窥这一盏世
纪明灯。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台式料理 
住宿 /机上
交通 / 飞机及旅游大巴

午餐后驱车前往桃园机场，由专人办理好搭机手续后，搭
机NZ 078离台。

奥克兰
12Day

我们将在早上10：15左右抵达奥克兰，愉快得结束台湾
之行。



酒店安排：

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酒店，但保证同级或以上标准。日本住宿设施有限，客人不可以因此极为罕见的情形为由投诉。房间可以2大2小，但2小必须

不占床。三人间：三人间默认为一张大床加一张小床或行军床。如果需要3张独立分开的床请事先声明，出发前公司会尽力确认；如果酒店难以确认时

，客人可以选择更换房型并补交费用。

自费说明：

自费项目只是列出可供选择的项目，不是指客人有时间完成全部自选，客人需根据时间自行取舍。

以上罗列自费项目费用为第三方费用。书写时以上信息正确。价格有可能被供应商更改，请购买时自行上网查询，我方不负责任。

购买自选项目时请注意，有可能会发生额外的交通费、预订费、信用卡手续费以及停车费等费用，请在付款前仔细询问清楚。

自费自选项目的合同人是顾客和第三方供应商，合同的价格，条款等不受我方约束，请仔细阅读第三方的文件后再谨慎签字。

请您在选择参加自费项目前务必慎重考虑，一旦确认参加后无法退款；并请您务必签字确认后交给导游，以保证您的合法权益。

其他自费项目请自行斟酌。游客如果希望参加行程中未列的自费项目，请游客务必在自费同意书上签字；一旦发生纠纷，您所保留的签字文件将

被作为调解的依据，以便您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

费用包含：

1. 交通：纽航奥克兰往返机票，空调旅游巴士；

2. 导游：当地中文导游；新西兰中文领队

3. 餐食：行程所列的餐食；

4. 住宿：行程中所列住宿；

5. 景点：行程所列各景点常规门票（自由活动除外）

费不用包含：

1. 导游小费（每人每天200新台币）；

2. 签证费用 ；

3. 私人消费及旅游保险 ；

4. 非人力因素（如因天气、路况、酒店等特殊情况）而导致的额外费用 

；

5. 不含自费项目：

团队餐食：

除自理餐外，早餐均为酒店早餐

午餐：行程所列午餐

晚餐：行程所列晚餐

无购物保证：
全程没有任何带有回扣性的商店、礼品店购物！不会因为软性或者硬性的购物耽误任何行程。自由活动时客人自行购物被视作个人行为，与我方无关
。

退款与更改：
出团前30个工作日以外（不包括第30个工作日）取消订位，收取$2500/人；出团前30个工作日内取消，恕不退款。报名后不可更改和转让.

签证：
万国自营团会协助办理签证。预定报名后，若非政策原因，申请旅游签证被拒签，恕不退还订金（以退改条款为准）。报名前请自行查看是否符合签
证申请标准。

保险：
强烈建议客人购买旅游保险！以保障非预期情况下产生的费用，如额外的交通费，取消费，珍贵物品遗失所造成的损失等。客人如自愿放弃购买旅游
保险，当有意外发生时，需自行承担，如额外的交通费，住宿费，取消费，珍贵物品遗失所造成的损失等。

如果遇到天气、战争、罢工、地震等人力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而无法旅游，我社将按照旅行社协议，退还尚未使用旅游景点门票。其他项目按照供应商
的政策执行。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旅游，一律不退款。

万国旅行社只提供文字中所列的服务项目及相关事项的有限责任，不承担与此文字描述之外的责任，如人情方面的，客人个人方面的，不可预见性的
突发事件，和法律或者刑事方面相关的，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等一切责任。

以上所有的价格NZD或$等标注均为新西兰元。

以上所有条件和限制和行程描述都是依据新西兰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并接受新西兰法律约束和保护。以上所有文字、图片、标志、图标均为万国
旅行社版权所有，翻录必究

□我已阅读并同意以上所有条款（客人/委托人 签名）                                                                               （日期）                                       

行程描述部分只是为了方便客人熟悉线路的需求，实际团队出发集合和解散的地点是奥克兰机场，行程报价不包含至奥克兰及机场
的交通，亦不构成任何与此相关的责任。如果客人需要我方代订新西兰航空或者廉价航空的机位，我方可以免费提供协助；但此类国内
航空产品并非“由我方销售”，因此亦不承担任何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责任。请客人详细阅读。

* * * * * * * * * *旅行注意事项

售价：
12岁以上成人        折扣价 每人$5188起* ，双人间或三人间标准
2-11岁小童            占床：与大人同价（酒店规定6岁以上必须算占床），不占床：85折
2岁以下不占床     均价：$2500起，婴儿只占座位及儿童座椅不享受其他服务。
单人房                   需缴纳共$1500的单房差。
定金                       $2500/人，余款需在团队出发30天以前付清；逾期未缴费用，视作
                               定位作废。定金不退、不换以及不得转让他人。
小费                       请支付导游小费每人每天200 新台币
*备注                     *赠送：每人每日饮用水畅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