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特約旅行社

5歲以下小童免費、5-12歲小童 (不佔床位，無早餐)
5-18歲小童 (佔床位，提供早餐) $399
Child Price: <5 years old free, 5-12 years old $199 (without bed & 
breakfast) 5-18 years old $399 (with bed & breakfast) 

臺北  宜蘭  花蓮  臺東

墾丁  高雄  嘉義  南投

團費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酒店: 行程中列明的酒店 (雙人房) 
             Hotel accommodation as indicated (twin-share)
門票: 行程中列明的景點門票 Admission fee as indicated
膳食: 行程中列明的早、午、晚餐 Meals as indicated
導遊: 專業中文導遊(不保證有粵語導遊)
             Chinese-speaking tour guide (cantonese is not guaranteed)
交通: 豪華旅遊巴士 Coach transportation

團費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機票: 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 taxes 
簽證: 簽證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Visa fee and it’s service fee
小費(>2歲): 共USD70/人，不含行李小費 須於報名時支付

Tipping USD70/person, excluding luggage tip (>2 years old) Paid upon booking
自費項目(>2歲): 行程中所列明的自費項目，共USD140/人 (必須參加! ) 須於報名時支付

 Compulsory programs as indicated, total USD140/person (>2 years old) Paid upon booking
保險: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 醫療、旅程取消等，保障個人利益!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取消條款: 出團前20天內取消不設任何退款 Cancellation Policy: No refunds within 20 days prior to tour departure

團費
Tour Fee

單房差
Single Supplement$ $249起 260另加

保證出發
Guaranteed
Departures

7月: 03、10、17、24、31
8月: 07、14、21、28
9月: 04、25

10月: 02、16、23、30
11月: 06、13、20、27
12月: 04、11、18、25

1月: 01、08、22
2月: 05、19
3月: 05、12、19、26
4月: 09、16、23、30
5月: 07、14、21
6月: 04、11、18、25
7月: 02、09、16、23、30
8月: 06、13、20、27
9月: 03、10、17、21

10月: 01、15、22、29
11月: 05、12、19、26
12月: 03、10、17、24

2016 2017

請上www.nexusholidays.net 查閱最新行程、價格及出发日期

聯誼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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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環島豐富7天遊
Taiwan Round Island 7 Days

NHTW0705

行程特色

世界四大博物館 -【臺北故宮博物館】
時尚地標建築物 -【臺北101大廈】
享受台東不一樣的溫泉 -【知本溫泉】
台灣八景之稱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探索大理石之旅 -【太魯閣國家公園】
全臺之最 -【鄧南投猴探井天空之橋】

聯誼假期保留因匯率和國內節日接待價格波動而調整價格的權利

$199

THE HEART OF ASIA

此優惠價格僅限能以流利中文溝通的美加
澳華人華僑，台灣護照持有者不享受此優
惠，其他客人須另加附加費USD200起，
否則取消參團資格。
Passengers who hold the Taiwan passport 
can not join this tour. Passengers who can 
not communicate with �uent Chinese, 
surcharge is applied: from USD200



7
離開台北(早餐)

早餐後免費送機時段：9am及1pm桃園機
場送機。請與導遊確認送機乘坐時段，帶
著滿滿的回憶回到溫暖的家。

Day 7 Depart Taipei (B)
Free airport transfer at 9am and 1pm to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Please con�rm with tour 
guide about your transfer time.

7

Day 6 Nantou > Taipei (B, L, D)
The Loft Hotel or equivalent

1. Sun Moon Lake, 2. Sun Moon Lake cruise*
3. Shao Aboriginal Local Specialty

4. Pi Xiu Shop
5.Local Products Shop

6.  Five Dime Restaurant*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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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抵達臺北
臺北沐舍時尚酒店或同級

抵達臺北桃園國際機場後導遊會在(第一或
第二航廈)大廳舉“聯誼假期”接機牌接機，五
個時間段免費接機：9am、12pm、3pm、
6pm、10pm。分別在各航站樓的觀光局旅客
服務中心接人。旅遊巴士會接您前往酒店。

Day 1 Arrive Taipei  
The Loft Hotel  Hotel or equivalent
Transfer to hotel at  9am, 12pm, 3pm , 6pm, 10pm. 
Your tour guide will be waiting at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Terminal 1 or 2 meeting point 
at Taoyuan airport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4 臺東  墾丁  高雄(早、午、晚餐)
高雄大都會飯店或同級

2 臺北  宜蘭  花蓮(早、午、晚餐)
花蓮麗軒國際飯店或同級

早餐後前往【臺北故宮博物院】公認並列為
世界四大博物館，為中國藝術文化研究及保
存的重鎮。參觀【自由廣場】整個園區均屬
國定古蹟，250,000平方公尺，主樓高76公
尺，落成以來即為臺北市著名地標之一
。園區廣場除了供民眾休憩外，解嚴
之後也園區廣場的南北側另建有文化
中心管理的戲劇院和音樂廳。及【
總統府】(外觀)。接著前往臺北【

東區商圈】登頂【台北101頂層*】共101層
的101大樓座落於臺北信義區都心。【宜蘭
幾米廣場】火車站南側的鐵路局舊宿舍區
保留原有的歷史建築與老樹綠蔭，並將原
廢棄的空間規劃成以「記憶片刻風景」為
主題的一座幾米主題廣場，不管是白天
還是夜晚，這裡都給你全新的心情體驗
。蘇澳【花蓮小火車*】以鐵道方式盡覽
最美的蘇花斷崖。

Day 2 Taipei > Yilan > Hualien (B, L, D)
Li-Shiuan Hotel or equivalent
1. National Palace Museum,  2. Freedom Square
3. Presidential O�ce Building
4. Taipei East Distinct, 5. Taipei 101 Building*
6. Jimi Square
7. Hualien Mini Train*

3 花蓮  臺東(早、午、晚餐)
臺東東台溫泉飯店 或同級

早餐後開始【太魯閣國家公園之旅】欣賞沿途的石灰岩及大理石結構
的峽谷地形，激流如水刀雕琢的【燕子口】大理石建造而成的【神秘
穀橋】、美的像國畫的【長春祠】(如因氣侯或不可抗力因素影響，
參觀點由導遊以安全為第一因素考量作彈性調動)。隨後參觀著名的
大理石藝術中心。接著經省道11號公路，緊臨太平洋，沿途處處是美
景，是常令遊客留連的海岸公路，【石雨傘景區】石灰石隆起的海蝕
地形狹長岩岬斜伸入海，景觀獨特而壯麗、【台東琵琶湖】位於台東
森林公園裡，因形狀恰似琵琶而取名為「琵琶湖」，湖邊成排的木麻
黃與木造涼亭，將琵琶湖營造出一種清幽之美的氣息。隨後前往【卑
南文化公園*】台灣第一座考古現場公園，展示卑南遺址為主特色，
出土文物包括石棺、器具等，最著名的是評定為一級古蹟的月形石柱
。晚上享受台東著名【美人湯泉】舒服泡湯。(請攜帶泳裝、泳帽)。

Day 3 Hualien > Taidong (B, L, D)
Dong Tair Hotel or equivalent 
1. Taroko National Park (maybe change depends on the weather.)
2. Marble Art Center, 3.Shihyusan Area
4. Pipa Lake, 5.Beinan Cultural Park*
6. Hot Spring Spa (Please Prepare your own swimwear)

臺北故宮博物院

高雄  嘉義  南投(早、午、晚餐)
南投福美大飯店或同級

6 南投  臺北(早、午、晚餐)
臺北沐舍時尚酒店或同級

早餐後前往臺灣八景之一的【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全台最大的淡水
湖泊，因潭景霧薄如紗，水波漣漣而得名為【水紗連】。四周群巒
迭翠，海拔高748公尺，面積116平方公里。後因湖為光華島所隔，
南形如月弧，北形如日輪，乃改名日月潭。特別安排【搭船遊湖*】
參觀日月潭周邊景點-拉魯島、文武廟、玄光寺、德化社，目前原住
民人數最少的部落之一邵族就位於德化社內。參觀【邵族文化村】
，可選購達客邵原住民農特產。接著回到臺北前往【豼貅文化館】
瞭解命理的奧妙。【土特產中心】給客家朋友帶上臺灣最道地的伴
手禮。晚上在台灣北部地區著名觀光夜市品嚐台灣的美食。晚餐安
排特別的【五角船板餐廳*】。         

5
早餐後前往【珍珠展示中心】參觀。前往阿里山
風景區的【天長地久橋】分別為兩座不同的吊橋
，高處的為天長橋，底處為地久橋，兩橋橫跨八掌
溪，興建於日治昭和12年(西元1937年)，而橋間的
龍隱寺則為信徒為還願所建立的廟宇，廟宇祭祀著是
濟公禪師。天長地久橋四周景致相當優美，相傳來此
的情人們若攜手共渡二橋，便能天長地久、白頭偕老。
隨後前往茶園品嚐【阿里山高山茶】。接著來到最新推
介景點【南投猴探井天空之橋*】位於猴探井遊憩區的梯
子吊橋(俗稱天梯)，全長204公尺、262階，距離穀底70
公尺，且兩端橋台高差達5.56公尺，由於長度和落差都號
稱全台之最，橫跨天際的天橋與藍天及雲彩作伴，增添一
抹幸福甜蜜的微笑，因此又有「微笑天橋」的美名。

Day 5 Kaohsiung > Chiayi > Nantou (B, L, D)
Hotel Formosa or equivalent

1. Pearl Exhibition Center, 2. Everlasting Bridge
3. Tea Garden, 

4. Houtanjing Sky Bridge*

此特價團不會與台灣居民拼團操作，每天均有購物安排，每站約1小時購物純
屬自願，絕無任何強迫購物行為，但團友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進店參觀。

遊客必須隨團旅行，不得中途退團(如脫團每天需額外支付USD150/人/天)
Pessengers must travel with the tour group and must not deviat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otherwise USD150/person/day penalty will be applied)

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決定，因天氣或航班原因本公司有權適時調整瀏覽安排
，並且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以上所列酒店倘若已訂滿，本公司有權用
其他同級酒店替換。如因個人原因未能及時會合導遊，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如因個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等因素
所引起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Nexus Holidays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it sees �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tour and to substitute hotels of a similar standard if the hotels listed in our 
brochure are unavailable. Passengers must remain with the tour group at all times and must 
not devic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Nexus Holidays acts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Nexus Holidays has no control.

自費項目*(>2歲必須參加)共USD140/人
Compulsory programs*: total USD140/person
日月潭遊船、猴探井天空之橋、卑南文化公園、蘇澳-花蓮小火車、
101大樓登頂、伍角船板晚餐 Sun Moon Lake cruise; Houtanjing Sky Bridge; 
Beinan Cultural Park; Hualien Mini Train; 101 Buidling (Top Level) 

台
北

南
投

花
蓮

台
南

台
東

高
雄

臺北101大樓

早餐後前往【紅珊瑚展示中心】參觀。接著前往【墾
丁國家公園】，首先來到【貓鼻頭】，其外形狀如蹲
伏的貓，因而得其名。再前往墾丁私房景點【白沙灣
】擁有一片長約500公尺，寬40公尺的潔白砂島而得名
，細白的砂粒，在陽光的輝映下，盈潔可人，可媲美南
灣海灘。下午經由南台灣美麗的【屏鵝沿海景觀公路】
前往高雄。首先【車遊愛河畔】愛河是高雄最具文化特
色的河流，兩畔的景色美不勝收。晚上特別安排【高雄
著名觀光夜市】品嚐道地南台灣夜市美食小吃。

Day 4 Taidong > Kenting > Kaohsiung (B, L, D)
Metropolitan Hotel or equivalent

1. Coral Exhibition Center, 2. Kenting National Park 
3. Mobitou Park, 4. Baisha Bay    

 5. Love River, 6. Kaohsiung Nigh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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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國家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