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信假期》空中看見台灣美~環台飛行五星飯店渡假七日遊(高雄出發)
環台飛行旅遊正夯! 搭著華信從空中看到台灣美，與七大城市的幸福航點，享受五星飯店服務，圓夢旅
程從現在開始!
出發日(每週五)：
2020 年 11/6、13、20、27；2020 年 12/4、11；2021 年 1/8、15、22、29；3/5、12、19
雙人房價

單人房價

$28,888/人

$39,188/人

價格表

三人房價

四人房價

(加床)

(部分雙人房)

$27,388/人

$28,038/人

(兩人成行)

應付訂金

$10,000/席

備註：六歲以下兒童不佔床可扣 $11,500
【產品特色】
特色一:輕鬆環台飛行不是夢! 搭機偽出國，享受五星飯店度假趣
特色二:全台任一航點出發，兩人即可成行
特色三:機場接送免煩惱，打包好行李就出發
特色四:東花專屬小巴，尋找金城武樹、北迴歸線打卡、品嚐糖廠美食
特色五:華信環台飛行護照，集章活動樂趣多
【華信加碼好禮】
即日起凡報名 12/31 前出發之行程，並集滿 7 個航站印章，即可獲得『華信紀念飛機模型』乙架。
※請持飛行護照於最後一站機場給予櫃檯人員確認登記，即可兌換。(每本護照限領乙次)

第 1 天 高雄小港機場

澎湖馬公機場-飯店接駁車前往下榻飯店

請自行前往高雄小港機場集合，搭乘華信環島飛機前往今日第一站: 澎湖，拿出專屬飛行護照，展開您
幸福環台旅程!抵達馬公機場後，司機已於機場等候貴賓們，前往今日入住飯店。
【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
酒店房間 12 坪大的空間配有 48 吋電視及免費 wi-fi 設備。 豪華客房以溫暖的色彩為基調，舒適簡約的
風格及配有大面落地窗一覽美景，面對港景的客房設有大型獨立陽台，滿足每位度假的旅人一切的舒適
與度假的愜意。
窩在飯店玩:健身房、泳池、運動遊戲區、兒童遊戲區、SPA、閱讀區、達人帶路遊漁港，飯店代客料理。
※ 行程推薦: (請自行前往)
周遭晃一晃:澎湖天后宮、四眼井、中央老街、篤行十村拍照好所在(澎湖灣、張雨生故居、潘安邦故居)、
租機車或汽車，來趟北環、南環、跨海大橋，半小時車程內超好玩。

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住宿

澎湖喜來登飯店或同級

第 2 天 半日自由活動-飯店接駁車前往馬公機場

台中機場-飯店接駁車前往下榻飯店

今日您可睡到自然醒，享受酒店設施，打包好行李準備前往第二站旅程: 台中，拿出專屬飛行護照，展
開您幸福環台旅程! 抵達台中清泉崗機場後，司機已於機場等候貴賓們，前往今日入住飯店。
【台中經典酒店】
台中金典酒店，座落於台中交通樞紐、最繁華的商業地段，四間國際美食料理餐廳及大廳酒吧和雪茄館；
橫跨多個樓層的大型宴會廳與斥資千萬打造的東方俱樂部及露天恆溫空中泳池。提供您貼心細膩的各種
服務，打造您難以忘懷的愉快住宿回憶及用餐體驗，享受沒有負擔的旅程。
※ 行程推薦: (請自行前往)
與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園、廣三 SOGO、勤美誠品綠園道商圈共構完整的生活中心，只需 5 分鐘的步
行時間，便可以領略台中的文化、台中的美。10 分鐘車程可抵達台中市各大知名觀光景點。
夜晚前往逢甲夜市，來趟台中美食之旅，網美 IG 打卡熱點：審計新村、台中歌劇院、彩虹眷村。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住宿

台中經典酒店或同級

第 3天

半日自由活動-飯店接駁車前往台中機場

金門尚義機場-飯店接駁車前往下榻飯店

今日您可睡到自然醒，享受酒店設施，打包好行李準備前往第三站旅程: 金門，拿出專屬飛行護照，展
開您幸福環台旅程! 抵達金門機場後，司機已於機場等候貴賓們，前往今日入住飯店。
【金門昇恆昌金湖大飯店】
金湖飯店擁有全金門最佳的視野，讓您站在華人世界的樞紐，放眼萬千世界；這裡有緊鄰小太湖畔優越
的地理位置，是您絕佳的度假選擇。
窩在飯店玩:泳池、酒吧、兒童遊戲區、高爾夫球推杆、三溫暖、烤箱蒸氣房等。
※ 行程推薦: (請自行前往)
周遭晃一晃:昇恆昌免稅品購物、昇恆昌內有電影院、太湖散步或慢跑，或單玩金城鎮(飯店區)有古崗樓、
莒光樓、珠山聚落、模範街、翟山坑道、水頭村等，也都是坐計程車半小時內景點。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住宿

金門金湖大飯店或同級

第 4 天 半日自由活動-飯店接駁車至金門尚義機場

台北松山機場-環台專車前往下榻飯店

今日您可睡到自然醒，享受酒店設施，打包好行李準備前往第四站旅程: 台北。抵達松山機場後，司機
已於機場等候貴賓們，前往今日入住飯店。
【台北晶華酒店】
台北晶華酒店位於北市金融商業、精品購物以及文化藝術中心，坐擁 14、15 號萬坪公園綠地，鄰近中
山捷運站以及林森公園地下停車場，交通便利、四通八達，同時兼具商務及休閒的環境與功能，盡享五
星級尊榮體驗。
※ 行程推薦: (請自行前往)
窩在飯店玩:享用飯店設施，泳池、健身房、SPA、酒吧。
周遭晃一晃:寧夏夜市吃美食、西門町逛接、行天宮拜拜、林森公園、中山市場、台北藝術村等等。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住宿

台北晶華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半日自由活動-環台專車前往松山機場

台東豐年機場-飯店接駁巴士(固定 16:05 或 17:30)

前往下榻飯店
早餐享用過後，打包好行李準備前往第五站旅程: 台東。抵達台東豐年機場後，自行搭乘飯店接駁巴士，
前往今日入住飯店。
(知本老爺接駁巴士時間表: 請按此連結)
【台東知本老爺酒店】
台東知本老爺酒店是台東唯一的五星級飯店，獨特的原湯溫泉、原住民嘉年華、知本森林的綠世界、台
東海邊的碧波萬頃，等您親臨體會。 酒店座落於台東縣卑南鄉溫泉村的知本風景區內，此區內除了溫
泉外，尚有峽谷、瀑布、森林遊樂區，是一個多元化的風景區，知本老爺酒店得天獨厚，挾天賦溫泉的
自然條件，引進國際化休閒規劃理念，成為東台灣第一家國際級的溫泉渡假休閒旅館…
窩在飯店玩:泳池、湯屋、浴場、溫泉風呂、SPA、健身房、兒童遊戲親子教室、KTV 歡唱廳、射箭場、
高爾夫球推杆練習場、羽球場、戲沙區、原住民歌舞表演等。
※ 行程推薦: (請自行前往)
周遭晃一晃:海之旅~迦路蘭、金樽、三仙台；山之旅~池上伯朗大道、鹿野高台、金峰鄉；建築之旅~
公東高工的教堂、台東森林公園&台東海濱公園、知本天主堂、卡片教堂。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酒店內享用

住宿

台東知本老爺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 環台專車前往花蓮下榻飯店~途中停留:池上伯朗大道(約 40 分鐘)、北迴歸線標誌公園(約 10
分鐘)、光復糖廠(約 20 分鐘)
今日您可睡到自然醒，享受酒店設施，約 13:30 於飯店門口等候，準備前往第六站旅程: 花蓮。
※ 行程推薦: (前往花蓮途中停留)
【池上伯朗大道】
這片綠的讓人忘了煩惱的稻田平原，位於池上 197 線道附近，今年金城武為長榮航空所拍攝的形象廣告，
更是讓池上稻田的美，躍上國際的舞台。
【北迴歸線標誌公園】
北迴歸線位在北緯 23.5 度，是太陽直射地球的北界，也是亞熱帶與熱帶的分界。靜浦的北迴歸線標座
落在台 11 線公路 69 公里處，每年夏至太陽會沿白色的塔身東昇西落，所以座標塔上設計有一條細縫，
以觀察此一現象，且夏至中午時陽光會正好射入縫中，此刻，塔旁的遊客即可體驗太陽下無影子的奇觀。
【光復糖廠】
來到花蓮光復糖廠第一件事一定是衝去買碗冰來吃！除了生產砂糖之外，花蓮糖廠冰品部裡各種口味的
冰棒與冰淇淋更是廣受歡迎，無論是外地遊客或本地人，「到糖廠吃冰」早已成為大家心中充滿歡樂氣
氛的共同記憶。

【花蓮翰品酒店】
花蓮翰品以「GREEN」環保概念為主，為五星級親子城市度假酒店，駐足於花蓮的童話王國，貫穿幾米
繪本「擁抱」的精神，透過不同主題帶給旅人不同的感動。
窩在飯店玩:歡樂森林兒童遊戲室、童遊夢境 VIP LOUNGE、三溫暖、健身房
※ 行程推薦: (請自行前往)
周遭晃一晃:國寶美術館東台灣第一座私人典藏、七星潭欣賞無敵海景、花蓮秘境奇萊鼻燈塔、石雕公園..
等車程 15 分鐘內即可抵達。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酒店內享用

住宿

花蓮翰品酒店或同級

第 7 天 半日自由活動-飯店接駁車前往花蓮機場

高雄機場

華信環台圓夢之旅即將結束，今日來到最後一站：高雄，最難忘的一次旅行，七城連線大成功!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住宿

溫暖的家

※以上酒店若客滿，則改訂同級飯店。
【費用包含】
1. 台北出發華信環島機票，航班時間無法指定，最終以航空公司為主。
※ 本行程無現成機位，訂出後不可取消或更改。
※ 本行程須兩人以上成行，恕不接受 1 人報名，敬請見諒!
※ 環島機票可劃位，請在告知業務人員。
※ 此為專案優惠價，機票無老人/愛心、孩童票，不可延回或中途停留。
※ 機票限當日當班，若因個人因素導致機票開立錯誤須現場自行重新付款開立，原機票不具退票價值。
2. 六晚住宿含早餐 (兩人一室)。
※ 入住花蓮翰品酒店、台東知本老爺可享晚餐乙次。
※ 因金湖、喜來登飯店無提供四人房，若需求四人房，則提供雙人房，敬請悉知!
3. 飯店至機場來回接送車資、台東-機場飯店接駁巴士車資、台東-花蓮小巴車資(含司機小費)。
4. 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５００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２０萬（實支實
付）】。

【費用不含】
1. 純係私人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酒店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2. 單人房住宿費用
3. 個人旅行平安險
【特別說明】
※如您確定報名本行程需先繳交預約作業金每人新台幣 1０,０００元整，本公司方可受理並為您進行機
位及飯店預訂。
※本預約作業金非訂金性質，非擔保契約履行，僅為旅遊元件預約調度及人事作業成本費用不負擔保確
定成行之責，如本商品已額滿或訂位未成功（訂位未成功包括：指定航班已額滿、旅客指定之飯店已額
滿，旅客指定入住飯店之房型已額滿等均屬之），導致行程無法成行，則旅客所繳付之預約作業金將全
額無息退費。《線上預約並非保證訂位成功，仍需以客服人員回覆確認為準》。
※出發前七日內預約訂位者，煩請先行預付全額保證成行作業之費用，若訂位未成功或無法成團時，則
可全額退費。
※線上預約並非保證訂位成功，仍需以客服人員回覆確認為準。
※費用繳交期限，以客服人員回覆為準。
※環島需求單訂出回覆為主，煩請入齊旅客資料(姓名/ID/生日/旅客本人至少一名手機)及提供房型，以
便訂出，謝謝。
※旅客如已繳付預約作業金，並經本公司客服人員回覆車位及飯店均已訂妥無誤後，經客服人員通知已
確認取得您所需的航班及飯店後，將由業務人員與您進行國內個別定型化契約書之簽署，旅客已繳交之
作業金將自動轉為團費之一部並扣抵尾款。旅客不得主張變更或取消本行程，如旅客任意取消或變更本
行程者，旅客已繳納之預約作業金恕無法退還或要求本公司為其他之補償。
※預約作業金繳交期限：線上預約後 24 小時內繳交，尾款以客服人員回覆訂位成功確認為準。
※預約作業金非屬訂金履約之性質，旅客繳交預約作業金後仍需依本公司實際訂房及訂位作業回覆之結
果為準，恕無法擔保可預約到您所指定搭乘航班或住宿飯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