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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breakfast, the half day Taipei city tour 
including: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and Handi-
craft center. 

今天我們將驅車來到南投位於埔里牛耳的
藝術渡假村，這是一個集合藝術、文化、
休閒、觀光的渡假休閒中心，多樣而齊全
的設施、規劃完善的園區景致，讓每一
位到來的遊客，都可以放鬆心靈，與自然
對話，更是一個可任心靈悠遊自在，讓人
對生命充滿無限歡喜的公園，喜歡藝術、
人文、創作的遊客，在這裡可以找到對
於旅遊不同且深層的詮釋。隨後我們驅車
前往台灣最大的淡水湖泊“日月潭國家風
景區”,也是最美麗的高山湖泊。潭面以
拉魯島為界，東側形如日輪，西側狀如月
鉤，故名日月潭。從早晨到黃昏，從春夏
到秋冬，無論風和日麗或煙雨迷濛，都迴
盪著綺麗的風姿，我們將參觀日月潭周圍
的風景點文武廟、德化社、慈恩塔、玄奘
寺等。夜晚我們將來到位於日月潭湖畔五
星級酒店。
酒店: 日月潭雲品五星–山景房或同級

After breakfast, embus for three days 
Alisan tour. We will visiting : Puli ( The cul-
tural and artistic heaven, Sun moon lake 
tour, Wen wu temple, Tse-En Pagoda and 
Holy Monk Shrine.

早餐後，我們將前往海拔2000公尺以上，
是台灣地區最高的森林遊樂區阿里山。阿

里山國家風景區面積廣大，最為人知的莫
過於阿里山森林遊樂區，阿里山的日出、
雲海、晚霞、森林與高山鐵路，合稱阿里
山五奇，其中以Ｚ字形爬升的高山鐵路更
是難忘的經驗，阿里山還有許多景點有達
娜伊谷、姐妹潭、慈雲寺、受鎮宮等，還
可順道繞到奮起湖老街嚐一嚐有名的鐵路
便當哦，傍晚我們回到了嘉義入住彰雲嘉
地區第一座擁有日本王子大飯店高標準管
理系統及服務品質國際觀光
酒店: 嘉義耐斯王子五星或同級

Today our tour including: Alisan National 
Scenic area and forest tour, Chiayi city tour.

 

早餐後，我們來到了故宮博物院南部院
博物館,建築、景觀橋及周邊景觀工程，
由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姚仁喜建築師
設計，是鑽石級「綠色建築」；主體建
築設計結合最高等級防震措施，以base 
isolation 規劃隔震設計，提升建築耐
震度；同時兼具防洪、防旱等功能，也
是黃金級「智慧建築」。參觀完畢後，
我們將搭車返回台北，結束這愉快的台
灣六天四夜之旅。

After breakfast, the half day Taipei city tour 
including: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Tradition-
al Taiwanese Temple, Handicraft Center. 
After tour back to hotel then take airport 
bus to airport for flight to back home.

搭乘豪華班機飛往台北。
Today Depart from LAX to Taipei

今晚抵達台北桃園國際機場,搭乘機場巴
士, 送往住宿飯店。
酒店: Howard Plaza Taipei or similar.

Arrive in Taipei, take airport bus to hotel.

早餐後，驅車前往台北市參觀故宮博物
院,以收藏中華文化歷代古物、圖書、文
獻為主，主要承襲自宋、元、明、清四
朝宮廷之皇家收藏，加上後來徵集的文
物，數量計679,855件。由於館內典藏多
為中國歷朝傳世之寶，遂有「中華文化
寶庫」之譽“,隨後我們來到了忠烈祠，
中正紀念堂，手工藝品中心及故宮博物
院等參觀，傍晚可自行前往士林夜市享
受台灣小吃。

台灣日月潭-阿里山六天
TAIWAN SUN MOON LAKE-ALISHAN 6 DAYS

行程特色/ HIGHLIGHTS：
• 暢遊日月潭、阿里山、埔里文化村、

 嘉義鹿港小鎮、台北、故宮博物院、

 中正紀念堂。

• 五星級酒店, 中英語導遊及美食.

• Visiting Taipei, Sun Moon Lake, Alishan,   
  Taitung, Hualien and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5 stars hotels, breakfast daily. Chinese/English 
  speaking tour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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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磯 - 台北 
       LOS ANGELES - TAIPEI1 
       台北 
       TAIPEI2

           台北市內觀光 (早餐)

          TAIPEI CITY TOUR  (B)3

      日月潭 - 阿里山 - 嘉義(早餐)

         ALISHAN -CHAI YI (B)5

         南投-埔里文化村-日月潭 (早餐) 

        NANTOU- SUN MOON LAKE (B)4

規則及團費不包括：    

※ 司機與導遊服務費，標準每天每人 $10歐元

Remarks and Excludes:
※ Driver & Tour Guide’s Service fee  at $10 
      Per Day Per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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