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台灣達人遊不一樣的台灣

7天 台灣西部心動之旅

Code : 7TGT

連續兩晚住宿台北市與台中市，不再天天都搬家！
台灣達人誠意推薦 “遊當季、賞心悅目”
31/1 - 28/2 期間，九族文化村櫻花祭，唯一日本認證海外賞櫻名所，與日本百大賞櫻名所齊名！
10/3 - 10/4 期間，阿里山櫻花祭，滿山遍野的櫻花在阿里山區，形成一片壯觀的花海 ！
16/3 - 30/4 期間，九族文化村浪漫紫戀薰衣草，一起搭上預約幸福列車，投入浪漫幸福的懷抱!

台灣最熱門 ：

檜意森活村、天長地久橋、愛情公路、竹崎天空步道、屋頂上的貓、iicake 創意浪漫咖啡館

台灣最不能錯過 ：

阿里山的祝山觀日出、暢遊米其林七顆星九族文化村的四季花海 + 原住民部落、纜車上的日月潭、
台灣之最的聚集地松山文創園區 『世界冠軍麵包店+台灣珍珠奶茶發源店』、青桐車站天燈祈願

台灣最美食浪潮 ：重金美食饗宴 ～全新的『太陽百匯』頂級海鮮自助餐

提供各式異國美食現場料理、菜色新穎多變化，頂級海陸生鮮食材，產地新鮮直送，展現食材最自然、健康、豐富
的本質，新鮮美味看得到，滿足老老少少的味蕾，提供給您最完美的美食饗宴！新鮮海鮮自己挑、自己決定要如何
烹調、日式 SASHIMI、中式、西式、日式、甜點、蛋糕、Haagen Dazs 冰淇淋 ……等等美食讓您大快朵頤、吃到爽、
吃到夠、吃到飽！

百家班活蝦料理 ～ 台灣獨特料理「胡椒蝦」 ，肉質鮮美嫩脆，進而鑽研出各式料理；後來逐漸發展成「胡椒蝦專賣
店」。店內所使用的活蝦，每日均由屏東直接運送至台北本店，由其堅持大量選用頭部富藏卵膏的母蝦，事活蝦料理中的極品！

噴水雞肉飯 ～ 創立自民國三十八年，根據第三代老闆回想，原本經營魯肉飯小吃店的祖父，某天突發奇想：「將當
時只有在逢年過節才有機會吃得到的雞肉，剝成絲鋪在飯上並淋上豬油醬汁，讓大眾平時就隨處可食。」因此，將過年
才吃得到的料理平民化，也帶動了嘉義人賣起火雞肉飯的風潮。

Code : 7TGT
第一天

吉隆坡 ✈ 台北（桃园）～ 桃園夜市

酒店 ：桃園尊爵飯店 或同等级 （ 当地 5***** 標準 ）

桃園 ～ 儈意森活村 ～ 天長地久橋 ～ 愛情公路 ～ 奮起湖老街 ～ 阿里山國家森林公園
早：酒店內

第二天

午：噴水雞肉飯

晚：阿里山山產料理

檜意森活村早期為日籍基層職員的宿舍群，在越過一甲子以上的歲月洗禮之後，以日式傳統工法以及盡可能的原材料進行修復，始
得重現當年檜村的風華。這裡不僅是台灣最早的林業村，也是保存最完整、範圍最廣之日式官舍建築群。
天長地久橋/愛情公路 浪漫的氣息就公路之間漫開來。這裡也成了最新的嘉義婚紗浪漫地，有種愛情長跑後，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甜
蜜感，還有不少情侶來拍照，甚至還有外國遊客遠渡重洋來朝聖。
奮起湖老街 一層接著一層，像極了北台灣九份的縮小版，也被譽為南台灣的九份。街中的店家販賣特產，例如當地的便當、豆腐和
糕餅等美食，總是吸引不少遊客購買。由於旅遊興盛，這條台灣海拔最高的老街也成為許多人旅遊阿里山必訪的地點。

酒店 ：阿里山櫻山飯店 或同等级 （ 当地 3*** 標準 ）

阿里山行程安排如遇天氣因素影響被迫取消，本社有權利將行程改為遊覽清境農場、青青草原、住宿清境民宿。

阿里山小火車 ～ 祝山觀日出 ～ 神木步道 ～ 竹崎天空步道～ 屋頂上的貓 ～ iicake 咖啡館『讓您大
開眼界的各類型創意毛巾蛋糕、輕鬆自在下午茶由您自己做主！』～逢甲夜市
早 ：酒店內

第三天

午：台式料理

晚 ：自理於逢甲夜市

阿里山國家森林公園 / 神木步道 是許多喜好大自然朋友們必定造訪之處；步道沿途瀑布飛盈、綠意萬千，總讓人流連忘返。山間聚
落在交通不易的年代開闢山道互為連絡，而今隨著自然觀光的趨勢，將其整修規劃成賞景步道，成為大阿里山地區的特色之一。
祝山觀日出 每日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起個大早，等待日出自眼前藍紫絨幕中躍升而出，從微泛橘紅光芒，到整個天祭隨之光
影幻化，心思也隨之流轉驚嘆，這是阿里山恢弘之美，鼓舞人心，美壯動人。客人必須於清晨 4 點左右起床，日出美景亦可能因天
氣因素有所影響！阿里山上早晚溫差大，溫馨提醒記得攜帶當季節溫度適用外套。
竹崎天空步道 橫跨在樹林高處，長有185公尺、離地約有5層樓高，支撐廊道的托柱模擬樹枝狀，且興建過程中沒有砍伐或移植樹木，
所以廊道曲折。天空步道地板採鏤空網狀規劃，避免受風搖晃外，也可向下窺探樹林樣貌，能平視樹冠層喔！
當您踏入頂溪社區屋頂上的貓 時，彷彿就是在尋寶一樣，有許多小地方都有很多驚喜在等著我們去探索！也許在某處的鐵皮屋現身、
也或許在屋頂上都能發現可愛小貓的足跡。沿著頂溪社區裡的道路走，一旁有天使貓吹奏樂器、另一旁有躲雨的貓咪，還有3D立體
呈現的貓咪畫風！
iicake 蛋糕毛巾咖啡館 以「呵護」為主題，本著疼惜在地傳統產業文化的真心，整合推出以毛巾為主題的多元化創新服務，讓遊客
深度體驗。您可以自行在浪漫創意的咖啡館裡面品嚐當地著名的咖啡 ！ 酒店 ： 台中文華道 或同等級 （ 當地 4**** 標準 )

日月潭 ～ 文武廟 ～ 埔里酒廠 ～ 邵族文物館 ～ 米其林七顆星推薦：九族文化村 『四季花海、原住
民部落、主題遊樂設施』～ 日月潭纜車 ～ 太陽百匯頂級海鮮自助餐
早：酒店內

第四天

午：自理於九族文化村

晚 ：太陽百匯頂級海鮮自助餐

九族文化村 園區整體規劃十分多樣化，並有表演劇、傳統歌舞的活動表演，結合文化觀光、遊憩及教育的多元化旅遊景點，九族文
化村更以山地文化村為重要主題，還有最新穎的遊樂設施讓民眾玩得不亦樂乎！
九族文化館、原住民部落區 皆以台灣的原住民作為主題，內含達悟、阿美、魯凱、卑南、賽夏、排灣、布農、鄒、泰雅、邵族、
葛瑪蘭族等11族的村落介紹，以生活化的立體形態展列台灣山胞特有的建築、手工藝，是台灣少數以原住民作為遊樂園特色的園區。
九族花祭 九族文化村舉行九族櫻花祭迄今，為南投年度賞櫻盛會，更於2013年取得日本櫻花協會授權為日本海外「櫻花名所優選
之地」，為該協會首次認證的賞櫻名所。園區內有超過五千株的重瓣緋寒櫻，夜間搭配燈光與音樂搭配賞櫻活動，營造出瑰麗的櫻
花祕境，2015年更新增500 株花期較晚的富士櫻，讓賞花時間延長至3月中旬；且在3、4月有薰衣草花田，數十萬株的西班牙薰衣
草的紫色浪漫，搭配歐洲花園建築造景，讓九族的春天充滿多彩芳香的花漾風情。
日月潭纜車 全長1.877公里。搭乘纜車途中，可俯瞰著名的日月潭景色和埔里盆地。纜車創下全台最長跨距紀錄，當最大運載量時，
有14個車廂同時懸掛在纜線上，施工難度是相當艱鉅的，但是在跨谷的這段全無遮攔的長距離中，卻也是眺望日月潭，從空中飽覽
日月潭湖光山色的絕佳視角。纜車以全速運載的時候，乘客可以感受直上雲霄的動感。尤其是纜車通過卜吉山頂時，原本被山擋住
窘迫的視野，突然豁然開闊起來，日月潭的鳥瞰美景倏然呈現眼前，令人為之驚艷。
重金美食饗宴 ～全新的『太陽百匯』頂級海鮮自助餐，提供各式異國美食現場料理、菜色新穎多變化，頂級海陸生鮮
食材，產地新鮮直送，展現食材最自然、健康、豐富的本質，新鮮美味看得到，滿足老老少少的味蕾，提供給您最完美的美食饗宴！

酒店 ：文華道 或同等级（ 当地 4**** 標準 ）

九份老街 ～ 青桐車站『您有機會體驗放天燈』 ～ 淡水老街 ～ 漁人碼頭 ～ 西門町 ～ 士林夜市
第五天

早：酒店內

午：自理於淡水老街

晚：自理於士林夜市

菁桐車站一個小小的車站，曾經是全臺灣運煤量相當大的火車站。雖然規模變小，在民國90年時，也曾獲選為臺灣百大歷史景點之
一。它古色古香的外表，吸引無數鐵道迷前往拍照留念。放天燈的儀式為地方民俗，祈福納喜的象徵。祈願飛向天際，「千燈齊放」
是讓臺灣躍上世界舞台的重要文化遺產。
酒店 ：葛瑞絲飯店 或同等级（ 当地 4**** 標準 ）

天禄艺品中心 ～ 台北101购物中心 ～ 國際美妆名店 ～ 松山文創園區 『有機會品嚐到世界冠軍吳寶
春麵包、聞名世界台灣創作珍珠奶茶的發源店春水堂也在此』～五分埔服饰商圈 ～ 饒河夜市
早：酒店內

第六天

第七天

午：百家班活蝦料理

晚：自理於饒河夜市

松山文創園區 前身為台灣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松山菸草工場」， 1998年停止生產，2001年由台北市政府指定為第99處市
定古蹟，並於2010年正式轉型定名「松山文創園區」。松山菸廠在光復後種植大量植栽，景觀優美，停產後已經成為台北市東區最
大的綠地。台灣知名吳寶春麵包坊、台灣珍珠奶茶發源店“春水堂”也設立於此。吳寶春 師傅曾參加世界麵包大賽，於巴黎擊為台
灣隊取得世界大賽亞軍。2010年參加「大師賽」是世界麵包大賽新增項目，在歐法麵包類贏得冠軍。春水堂 以發明「珍珠奶茶」而
聞名世界的創立引領劃時代的茶文化革命。融合世界歷史的飲茶觀，發明了泡沫紅茶，大膽將傳統熱茶轉變為冰涼甜茶。融入地方
小吃「粉圓」，創造了當代國飲--珍珠奶茶。
酒店 ：葛瑞絲飯店 或同等级（ 当地 4**** 標準 ）

桃园 ✈ 吉隆坡 【早餐】
§ 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內容或有更動微調的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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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over The Unique Taiwan

Code : 7TGT

Enjoy 2 consecutive night stay at Taipei City & Taichung City !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tay on the top of Taiwan famous Alishan Mountain
Enjoy the Alishan sunrise viewing & sea of clouds

Melt your taste bud with our specially arranged 『Buffet le Soleil』
Eat All You can ~ Seafood、Sashimi、Chinese Cuisine、Japanese Cuisine、Western Food、
Dessert、Haagen Dazs Ice Cream and many many many more……….
Enjoy local famous culinary : Spray Water Chicken Rice, Famous Live Prawn Cuisine, Alishan Local Cuisine
Day01

Kuala Lumpur – Taipei – Taoyuan Night Market

Seasonal Special :

Hotel : Taoyuan Monarch Plaza Hotel or similar class ( Local 5***** standard )

Day02
Taoyuan – Hinoki Village (Cypress Forest Life Village) –
Everlasting Bridge – Love Road – Fenci Lake Old Street – Alishan
[B/L/D]
This morning, visit to Hinoki Village ~ Cypress Forest Life Village is not only Taiwan's first forest village,
but also the first cultural and creative forest park, and is the largest Japanese-style buildings in Taiwan.
They offer you a cultural and creative leisure places of cultural value and creativity. Next visit to Everlasting
Bridge and Love Road. Then proceed to Fenci lake Old Street and it’s famous with Taiwan railway bento set
(lunch box) and many others local snacks. Continue journey to Alishan.

Hotel : Alishan Ying Shan Hotel or similar class ( Local 3*** standard )

31/1-28/2
Sakura Season at Formosan
Aboriginal Culture Village
10/3-10/4
Sakura Season at Alishan
16/3-30/4
Purple Lavender at Formosan
Aboriginal Culture Village

** If weather condition not allowed, we will change the Alishan itinerary to Cing Jing Farm, Green Grassland and Cing Jing Home Stay experience **

Day03
Experience Alishan Mini Train – Jhusan Sunrise Viewing – Forest Trail – Zhuqi Skywalk –
Cat On The Roof – iicake Café, you may enjoy an afternoon tea - Fengjia Night Market
[B/L]
Morning, you will be on an impressive touring to Alishan, one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natural wonders of the world. You may go up to Jhusan for
sunrise viewing by the Alishan Mini Train. Next experience the Alishan Forest Trail. Continue visit to Zhuqi Skywalk, It will take the form of a
slanted bridge straddling a valley between the Wang-feng Pavilion and Kueishan Peak, two adjacent scenic overlooks. Then visit to Cat On The
Roof, there is a lane full of cat paintings on the walls, doors, telegraph poles, and post boxes. A nice and quiet place to chill out. Enjoy the street art !
Then visit to iicake Café & Fengjia Night Market. ( Sunrise viewing are subject to weather condition, and you are advised to bring along your jacket,
it would be cold on the mountain. We need to wake up around 4am )
Hotel : In One City Hotel or similar class ( Local 4**** standard )

Day04
Sun Moon Lake – Wen Wu Temple – Puli Winery – Aboriginal Local Product Center – Formosan
Aboriginal Culture Village – Sun Moon Lake Cable Car – Eat All You Can Seafood Buffet [B/D]
This morning, mak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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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Puli Winery. Next visit to Formosan Aboriginal Culture Village, is an aboriginal
theme park that comprises three main areas: the Aboriginal Village Park, Amusement Isle, and European Garden. You may experience bird view
of Sun Moon Lake by cable car. Tonight, you may enjoy a super yummy eat all you can seafood buffet.

Hotel : In One City Hotel or similar class ( Local 4**** standard )

Day05
Jiufen Old Street – Qing Tong Railway “experience to release sky lantern” – Danshuei Old Street –
Danshuei Fisherman Wharf – Xi Men Ding – Shihlin Night Market
[B]
Today visit to Jiufen Old Street. Then proceed to Qing Tong Railway. You may have the chance to experience to release sky lantern. Next visit to
Danshuei Old Street & Danshuei Fisherman Wharf. Continuing, visit the popular district of Xi Men Ding, a shopping paradise and is also a popular
hangout place for the local youngsters. You may want to try out the famous “Ah Zong Mian Xian”. At night visit to Shihlin Night Market.

Hotel : Grace Hotel or similar class

( Local 4**** standard )

Day06
Tienlu Handicraft Center – Taipei 101 Shopping Mall – International Cosmetic Center –
Song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 Wu Fen Pu Clothes Wholesale Market – Raohe Night Market [B/L]
Today visit to Taipei 101 shopping mall; enjoy your shopping at the world’s tallest building. Then visit to Song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with the objective to nurture creative talents and energy. The Park is not designed with a commercial focus, but rather, its mission is to kindle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and to be in synch with the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al trend observed in today’s industries. Later visit to Wu Fen Pu
Clothes Wholesale Market & Raohe Night Market.
Hotel : Grace Hotel or similar class ( Local 4**** standard )

Day07

Taipei (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 – Kuala Lumpur

[B]

*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reference only, and is subject to any necessary changes in accordance to local requirement.
Final and correct accordance of itinerary will be based on Chinese version itinerary. All hotel ratings are based on local ter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