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PARTURE PERIOD 
Aug 2019 - Dec 2020

ATTRACTIONS
• TAIPEI: Chiufen, Shifen Station – Sky
Lantern, Jinshan Old Street, Jinshan Hot
Spring, North Coast Scenic Area,
Fisherman Wharf, Tamsui Old Street,
Vigor Kobo – DIY Pineapple Cake,
Dadaocheng, Ximending
• TAICHUNG: Gaomei Wetland, Feng
Chia Night Market
• CHANGHUA: Manatee Experience -
Grilled Oyster, Lu Kang Old Town
• YUNLIN: Xinglong Towel Factory
• CHIAYI: Wenhua Night Market
• NANTOU: Puli Winery, Cingjing –
Evergreen Grassland, Cingjing Skywalk
• MIAOLI: Arwin Rose Forest

DELICACIES
• Lukang Flavour
• Puli Flavour Bai Yi Cuisine
• Taiwanese Cuisine
• Hakka Cuisine
• 101 Shin Yeh Taiwan Cuisine

DAY 1 SINGAPORE     TAOYUAN 
(MOB)
Your vacation begins with a pleasant flight 
from Singapore to Taoyuan. Upon arrival, 
be greeted by the friendly local guide and 
transfer to hotel for check-in. 
Accommodation: Tao Garden Hotel or 
similar

DAY 2 TAOYUAN – TAIPEI – 
TAICHUNG (B) 
• Jiu Fen - It is an old mining town and
the filming site of 'City of Sadness’. Try
some famous local dishes such as taro and
sweet potato ball etc.

• Shifen Station  - The place where sky
lantern originates. The view near the
station has beautiful scenery. You get to
write your wishes on the Sky Lantern (4-6
pax/lantern).
• Gaomei Wetland - which covers a vast
expanse of 1500 hectares with an amazing
rich biodiversity to explore.
• Feng Chia Night Market
Accommodation: Le Parker Hotel or similar

DAY 3 TAICHUNG – CHANGHUA –
YUNLIN – CHIAYI (B/L)
• The Manatee Experience - It the
hometown of the pearl oysters. There are
interesting guides for sightseeing, which
you get to experience the manatee car,
digging the sand to pick up clams, catch
little crabs, and taste the fresh and
delicious oysters.
• Lukang Old Town
• Xinglong Towel Factory - DIY your
personal towel
• Wenhua Night Market
Accommodation: HOTEL HI Chuiyang or
similar

DAY 4 CHIAYI - NANTOU (B/L/D) 
• Puli Winery - It made the finest
wineries with highest quality of clean
spring water and unique local climate
condition.
• Aboriginal Local Product Center
• Cingjing – Evergreen Grassland, where
you get to see herds of sheep grazing on
the land and the azure skies make you
want to stay a little longer.
Accommodation: Florence Resort Villa or
similar

DAY 5 NANTOU – MIAOLI – TAIPEI 
(B/L/D) 
• Cingjing Skywalk - It is about

1700~200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 1.2 
km long. 
• Miaoli Arwin Rose Forest - The area
is painted with the Orange Jessamine and
Roses. Spot the century-old Orange
Jessamine King!
• Jinshan Old Street
• Hot Spring Hotel - You get to
experience the hot springs (to prepare
personal swimwear and swimming cap).
Accommodation: Jinshan The Loft Seaside
Hotel or similar

DAY 6 TAIPEi (B/L) 
• North Coast Scenic Area (Pho-
to-taking)
• Fisherman Wharf - Whereby you get
to see floating piers and enjoy the relaxing
breeze and sights of Tamsui River.
•Tamsui Old Street
• Lunch at 85th floor of Taipei 101
• Vigor Kobo - DIY Pineapple Cake
experience
• Dadaocheng - Selling a variety of
traditional goods such as Chinese medi-
cines and herbs, colorful bolts of cloth,
bamboo and wooden crafts.
• Tienlu Arts Centre
• Ximending
Accommodation: Green World Hotel
Songshan or similar

DAY 7 TAIPEI FREE DAY (B)
After breakfast, enjoy your full day free at 
leisure.
Accommodation: Green World Hotel 
Songshan or similar 

DAY 8 TAIPEI – TAOYUAN   
SINGAPORE (B) 
After breakfast, you will then proceed to 
the airport for your flight back to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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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AYS FABULOUS LOVE IN TAIWAN



第一天  新加坡      高雄          （午餐）
在樟宜机场的指定柜台集合，并与我们的机
场代表会面。办理离境手续后就启程飞往台
湾高雄。

• 净园农场 - 全台唯一的零距离看飞机起落
,这也成了世界级的景观,因为想让这份悠闲
与享受能够更舒适,而创办净园机场咖啡。
除了咖啡, 还有可爱十足的草尼马可以做
互动! 

· 栈贰库 - 这座拥有104年历史的仓库于
1914年由日本人在郊区的建造，用于储存
和运输糖。今天，他们出售文化和创意产品
并举办各式各样的展览和快餐。
· 六合夜市
住宿: 高雄城市商旅或同级

第二天  高雄 - 台南               （早/午餐）
· 四草绿色隧道 - 船游四草绿色隧道-号称台
版迷你亚马孙河。四草绿隧最鲜明的形象就
是两旁的红树林有如隧道一般的延伸，平静
的水面倒映着翠绿的树叶，有小亚马逊之称
。
· 安平老街 - 有天下第一街之称，街道旁极
具特色的旧式建筑，老街上的店家，有百年
咸酸甜老店。
·  林百货 - 林百货在落成时是台南第一高楼,
且配有电梯,铁卷门等当时少见的现代化设备,
是日治时期台南末广町繁荣的象征。
· 蓝晒图文创园区 - 现在于前身为旧司法宿
舍的区域内进化为3D的蓝晒图，夜晚打了灯
，光彩夺目的白色线条在蓝色的墙面上四射
出来，加上一旁打着黄色灯光的老树，成了
台南夜间的亮点。
· 台南夜市
住宿: 台南老爷或同级

第三天  台南 - 嘉义 - 南投 （早/午/晚餐）
· 水晶教堂 - 水晶教堂即以盐堆之大堆连结
小堆为造形意象，以盐的白色为主色调，并
取结晶盐的晶莹剔透为其发想，结合曾经抚
慰无数乌脚病患的教会意念，乃有此名。
· 北门风景区
· 板陶窑 - 在板陶窑, 不但能了解一座庙宇诞
生的过程, 体会交趾陶制作，还可以欣赏景观
特色和休憩, 感受传统与现代所激荡而出的文
化飨宴。
住宿: 清境香格里拉/佛罗伦斯或同级

第四天 南投 - 苗栗     （早/午/晚餐） 
· 青青草原 - 那里是清境农场人气最旺的景
点，绵延不尽的青青草原，羊群不时穿梭其
中，恍如北国风光，享有「雾上桃源」
之称阎。
· 天空步道 - 此高空景观步道海拔约
1700~2000公尺，全长1.2公里，于此可欣
赏羊群觅食青草与蔚蓝天空。
· 山地特产中心 · 台湾茶品茗
· 花露花卉休闲农场 - 花卉等各式植物资源
，除施行有机栽种，并强调采用自然农法，
不施用化肥农药等，深具环保概念。来此进
行参观游历，同时也能藉由手作DIY活动及品
尝花卉香草料理等活动。这里你可以体验足
部SPA芳疗。
住宿: 苗粟花露农场或同级

出发日期
8月 2019-12月 2020

行程亮点
• 台北：九份, 十分车站放天灯, 金山老街
, 金山温泉, 北海岸风景区,  渔人码头，
淡水老街， 维格梦工厂- 鳯梨酥DIY，
大稻埕， 西门町

• 台中：高美湿地， 逢甲夜市

• 彰化：海牛体验 - 出海耕蚵田.
海上烤青蚵，鹿港小镇

• 云林：兴隆毛巾观光工厂- 毛巾DIY

• 嘉义：文化路夜市

• 南投：埔里酒廠，清境农场 – 青青草原
绵羊城堡， 天空步道

• 苗栗：雅闻七里香玫瑰森林

特色美食
• 鹿港风味餐
• 埔里风味餐
• 摆夷料理
• 客家料理
• 台式料理
• 101食艺轩特别套餐

第二天 桃园 – 台北 – 台中 (早餐) 
· 九份 －因悲情城市而重新带来生机，目前
是北台湾重要的观光小镇。
· 十分车站 - (4-6人一颗) 放天灯
· 高美湿地 - 由泥质及沙质滩地兼具，加上
与河口沼泽地带镶嵌在一起，所以孕育了丰
富又复杂的湿地生态。
· 逢甲夜市－商圈内小吃赞不绝口，服饰独
具个性, 物美价廉，是中台湾最大型的夜市。
住宿：台中黎客商旅或同级

第三天 台中–彰化 – 云林–嘉义    (早/午餐) 
· 海牛体验 - 此地是珍珠蚵的故乡，这里有
提供有趣的采蚵导览活动，可以让亲子体验
坐海牛车、到海边耕砂挖蛤蜊、抓小蟹，并
品尝现烤鲜美的蚵。
· 体验采蚵- 会在现场现烤鲜蚵料理给大家一
饱口福
· 鹿港小镇
· 兴隆毛巾观光工厂- 您可以透过大型橱窗及
专业的导览解说了解毛巾的制造过程之外藉
由观光工厂导览解说传承，DIY做属于自己
可爱的造型毛巾 。
· 文化路夜市
住宿：嘉义嘉亿时尚饭店或同级

第四天 嘉义 – 南投 (早/午/晚餐) 
· 埔里酒廠 - 创设於日大正六 年，內有典雅
庄严的「日式旧建筑」及充满 艺术、文化气
息的「工场艺术化」。
· 山地特产中心
· 青青草原 - 绵羊城堡，那里是清境农场人
气最旺的景点，绵延不尽的青青草原，羊群
不时穿梭其中，恍如北国风光，享有「雾上
桃源」之称阎。今晚住清境民宿一 晚。
住宿：清境佛罗伦斯民宿或同级

第五天 南投 – 苗栗 – 台北     (早/午/晚餐)
· 清境天空步道 - 此高空景观步道海拔约
1700~2000 公尺，全长1.2 公里，您可一边
散步一边欣赏周遭与脚下的树林景致，也可
远眺中央山脉及奇莱山。
· 雅闻七里香玫瑰森林 - 区内规画出以七里
香与玫瑰园区，有一棵百年七里香王于此处
生长。
· 金山老街
住宿：金山沐舍温泉饭店或同级

第一天 新加坡      桃园        （飞机餐） 
在樟宜机场的指定柜台集合，并与我们的机
场代表会面。办理离境手续后就启程飞往台
湾桃园。抵达后，当地导游迎接并送到酒店
办理入住手续。
住宿：桃园桃花园或同级

第六天 台北           (早/午餐) 
· 北海岸风景区 （拍照）
· 渔人码头 - 拥有美轮美奂的浮动码头 及宽
广的港区公园，倚靠围栏迎风欣赏着淡水河
口的景致， 是一种悠闲的享受。
· 淡水老街 - 品尝著名的
人气美食：阿给、鱼丸、鱼酥、古早味现烤
蛋糕、阿婆铁蛋等，都是来到这里必吃不可
的美食。
· 台北101大楼85楼欣叶食艺轩享用午餐
· 维格梦工场 - DIY凤梨酥
· 大稻埕商圈 - 佣有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
传统的闽南平房，明亮的红砖洋楼。不论是
古迹建筑，传统民俗，茶行，布行，中药材
行，在地美食等，到处都有旧城的历史轨迹
· 天禄艺术中心
· 西门町
住宿：台北洛碁松山或同级

第七天 台北自由活动   (早餐) 
早餐后，全日自由活动或者您可以参加当地
的一日游活动。 
住宿：台北洛碁松山或同级 

第八天 台北 ─ 桃园        新加坡 (早餐) 
早餐后，送往桃园国际机场，返回温暖家园
新加坡。

行程次序如有更改，将以当地旅行社安排为
准。本行程的酒店是当地的4*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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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天 老顾客心台湾

凤梨酥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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