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 APRC 会议日程参考（旅游版） 

 

日 期 行 程 景 點 酒  店 

第一天 

11月 14 日 

星期三 

XX 台北    

于 XX机场集合，乘飞机前往桃园机场，入住酒店。 
台北馥敦或

同级 

餐食特色 早：自理 午：飞机上 晚：欢迎晚宴 

第二天 

11月 15 日 

星期四 

台北 

上午：第十届 APRC 年会开幕式（全体） 

下午：非 CMRA领导参加台湾公司参访（由 CMRS统一安排） 

会议地点：台北医学大学大安校区 

台北馥敦或

同级 

餐食特色 早：饭店内 午：自理 晚：特色餐 

第三天 

11月 16 日 

星期五 

台北 

全天会议：2018APRC 年会 

会议地点：台北医学大学大安校区 

台北馥敦或

同级 

 

餐食特色 早：饭店内 午：自理 晚：特色餐  

第四天 

11月 17 日 

星期六 

 

台北-南投 

享用丰盛的早餐后，前往【彩虹眷村】台中干城六村，因荣民黄老先生

用一笔一划创造出惊人的缤纷色彩，经由网友间口耳相传，大家才知道

有一座台湾唯一的彩虹眷村。短短一段 150 公尺长的巷道，从屋檐、围

墙、路面到邮筒，素人画家黄老先生画出了五颜六色的线条与图案，这

些图案充满童趣与喜感，洋溢着年轻欢乐的气氛，吸引许多人争相前往

参观或是婚纱照取景。(提醒游客：彩虹眷村目前尚有居民，前往参观

请放低脚步声与音量，以免惊扰他人。来到彩虹眷村，除了美好回忆可

以带走外，不要带走任何物品，也不要遗漏任何垃圾，让美丽的童话世

界继续保持下去)。游览著名的【日月潭国家风景区】区内有是全台最

大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故有人称为『海仔』或『水社海仔』，四周群峦

迭翠、海拔高 748 公尺、面积 116 平方公里，因湖为拉鲁岛(光华岛)所

隔成为南形如月弧、北形如日轮并改名日月潭；日月潭可选择搭游艇、

健行、骑自行车等方式，在日月潭共有水社码头、德化社码头、朝雾码

头、玄光寺码头等四个公共码头，一般游湖行程大约需二小时左右，让

民众体验不同的日月潭之旅。入住饭店休息。 

南投映涵酒

店或同级 

 

餐食安排 早 午 晚：特色餐 

第五天 

11月 18 日 

星期日 

南投 –高雄 

早餐后，前往【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阿里山位于嘉义县境，为东

南亚最高峰玉山的支脉。途经热、暖、温、寒四带，景致迥异。随后参

观园区中的景点：【三代神木】，三代木同一根株，能枯而后荣，重复

长出祖孙三代的树木，是造化者的神奇安排。如今第一、二代的前身均

高雄福容酒

店或同级 

  

http://travel.network.com.tw/tourguide/point/showpage/104713.html


已枯老横颓，第三代却仍然欣欣向荣。【姐妹潭】，姐妹潭是二个大小

不同的邻近湖泊，相传有二位山地女孩在此双双殉情，故后人附会而称

姐妹潭。沿途可尽情的享受茂密森林所带来的芬多精森林浴。之后拉车

抵达高雄，前往【邹族文化园区】位于阿里山海拔 1200公尺的茶园里，

占地 2 公顷。有着富足、安康之意的优游巴斯，是当地邹族青年为了发

展原住民特色产业以及创造就业机会而创建的文化部落可欣赏少数民族

歌舞表演，打造出结合文化创意产业的部落空间【英国打狗领事馆】该

馆为台湾的第一个洋楼，属精美的红砖建筑，两侧皆设有拱型回廊，以

避开南台湾的夏日、骤雨，收冬暖夏凉之功，精【西子湾】西子湾的夕

阳是高雄八景之一，海天一色的美景，黄昏时分，常可见一对对情侣在

此互道情愫，更有诗情画意的情境。美的半圆拱呈韵律感的排列，充分

显现后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美感。 

餐食安排 早 午 晚：特色餐 

第六天 

11月 19 日 

星期一 

 

高雄-垦丁-台东 

早餐后，前往台湾的第一座国家公园【垦丁国家公园】位于屏东县

境内、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半岛上。公园包括陆地和海域两部分并都分别

划有生态保护区、特别景观区、史迹保护区、游葱憩和一般管制区。生

态保护区是公园的核心部分，保存着原始的状态，生物物种繁多，具有

典型的代表性，主要供学术研究之用，不准游人进入。特别景观区是由

特殊的天然沿海珊瑚礁、热带雨林、龙銮潭冬候鸟栖息地以及大小尖石

山等优美景观组成。史迹保存区保存着垦丁、鹅銮鼻、龙坑等 60多处史

前遗迹和史后的许多文化遗地及古迹。游憩区是为野外娱乐活动和可进

行有限度生物资源利用的地区，兴建了适当的娱乐设施和开展活动的场

地。之后前往【垦丁半潜艇】或 【垦丁彪沙】。 

台东娜路湾

花园酒店或

同级   

 

餐食特色 早 午 晚：特色餐 

第七天 

11月 20 日 

星期二 

 

台东-花莲 

早餐后，经花东海岸线公路参观【水往上流】【北回归线】【石梯

坪】等花东海岸最具知名度的风景点。沿着公路可望向车窗外，充分的

欣赏太平洋的海岸奇景及蔚蓝海水【三仙台】上尚有合欢洞、蝙蝠洞、

仙剑峡等景观，其中仙剑峡相传为八仙渡海时，吕洞宾和何仙姑于岛上

缱绻，好事的李铁拐前去偷窥，适巧南天门金光巨神瞧见，怒而掷剑，

虽未击中，却将山石劈为两半，留下岛上的"仙剑峡"，极富传奇色彩

【八仙洞】是长滨乡海滨一系列海蚀洞，虽名为八仙，但大大小小的洞

穴加起来却有 16 个之多，因曾出土大量的史前遗物，而被列为台湾的一

级古迹。驱车前往花莲最著名的【太鲁阁国家公园】，在这台湾十大奇

景之一的国家公园中，我们可游览欣赏壮丽的太鲁阁峡谷风光。首先前

往【燕子口】，燕子口是指中横公路距靳珩公园约 500公尺的大理石峡

谷峭壁上，无数小岩洞的奇景。由峭壁缺口处可见对面石灰质岩壁上，

有许多受流水侵蚀后所留下的凹洞，燕子就筑窝其上，燕语呢喃，形成

「百燕鸣谷」的奇景。续前往【九曲洞】它为中横公路的一大奇观，每

令中外游客叹为观止。在此断崖的峡谷上方，天空尽被山势所阻，非引

颈仰望，不见青天，这就是所谓的「虎口线天」之景。接着前往【长春

祠】长春祠唐式风格的建筑依地势嵌入山壁间，清新的泉水自山壁涌

花莲蓝天丽

池酒店或同

级花蓮縣  

花蓮市中正

路 590號 

http://baike.haosou.com/doc/1923887-2035414.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1923887-2035414.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6800365-7017194.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5222957-5455408.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5092461-5320589.html


出，形成一道飞瀑。周围具环形步道，可饱览峡谷及曲流风光。立于断

崖下，前有清新的飞瀑流泉，行经观景大道旁山洞旁可听流泉声声伴着

幽幽鸟鸣，似乎诉说着遥远的故事后途径望断崖峭壁、俯视汪洋大海，

令人叹为观止。 

餐食特色 早 午 晚：特色餐 

第八天 

11月 21 日 

星期三 

 

花莲--台北 

享用丰盛的早餐后，前往【野柳风景区】是突出海面的岬角（大屯

山系），长约 1700 公尺，由于海蚀风化及地壳运动等作用，造就了海

蚀洞沟、蜂窝石、烛状石、豆腐石、蕈状岩、壶穴、溶蚀盘等绵延罗列

的奇特景观。风景区分三大区：第一区女王头、仙女鞋、乳石等，第二

区豆腐岩、龙头石等，第三区海蚀壶穴、海狗石等。随后返回台北，

【阳明山国家公园】位处台北盆地北缘，东起磺嘴山、五指山东侧，西

至向天山、面天山西麓，北迄竹子山、土地公岭，南迨纱帽山南麓，面

积约 11,455公顷。因受纬度及海拔之影响，气候分属亚热带气候区与

暖温带气候区，且季风型气候极为明显。山区常可见「虹桥跨立山谷」

的景致，使雨后的阳明山更加亮眼。前往【士林官邸】是台北市第一座

生态公园，士林官邸就像你的秘密心园，四季交替的花卉，感觉如沐

于皇宫的后花园，后前往【故宫博物院】于 1965年兴建完成，为一座

中国宫殿式的建筑。院内藏有全世界最多的无价中华艺术宝藏，其收藏

品的年代几乎涵盖了整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此处是国外游客来台必访

之地。品类丰富与美、英、法、公认并列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为中国艺

术文化研究及保存的重镇。 

台北南京馥

敦酒店或同

级  

台北市南京

東路五段 32

號 

餐食特色 早：饭店内 午 晚：特色餐 

第九天 

11月 22 日 

星期四 

 

台北XX 

早餐后，前往【东区商圈】，泛指在忠孝东路四段附近一带以

太平洋 SOGO 百货、微风广场、顶好名店城、明曜百货等商场为中心

的商圈，范围则在复兴南路以东、延吉街以西、市民大道以南、仁爱

路以北之间，是大台北地区的最繁华的街区之一。东区商圈由于拥有

众多的办公大楼、百货公司、夜店及众多商家，再加上附近的信义计

划区，因此成为了大台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与消费中心。然而在政府政

策使然，加上东区响亮的名号，使得在房地产广告中，东区商圈的周

边也被冠上「台北东区」的名号之后前往最著名的地标【101 摩天大楼

观景台】（含登顶）TAIPEI 101为世界首创的多节式摩天大楼，并于

2004年四月，由世界高楼协会会议，获颁该协会(即 CTBUH)正式认证，

成为世界第一高楼。下午专车前往桃园機場，辦理出境手續搭機前往大

陆，散團 『行程結束』。    

温暖的家 

餐食特色 早：饭店内 午 晚：自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F%A0%E5%AD%9D%E6%9D%B1%E8%B7%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4%8BSOGO%E7%99%BE%E8%B2%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AE%E9%A2%A8%E5%BB%A3%E5%A0%B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0%82%E5%A5%BD%E5%90%8D%E5%BA%97%E5%9F%8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B%9C%E7%99%BE%E8%B2%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5%A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5%9C%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A9%E8%88%88%E5%8D%97%E8%B7%A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B6%E5%90%89%E8%A1%9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6%B0%91%E5%A4%A7%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B%81%E6%84%9B%E8%B7%AF_(%E5%8F%B0%E5%8C%97%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B%81%E6%84%9B%E8%B7%AF_(%E5%8F%B0%E5%8C%97%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F%B0%E5%8C%97%E5%9C%B0%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97%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A6%E5%85%AC%E5%A4%A7%E6%A8%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E%E8%B2%A8%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C%E5%BA%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7%BE%A9%E8%A8%88%E7%95%AB%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7%BE%A9%E8%A8%88%E7%95%AB%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BF%E5%9C%B0%E7%94%A2


 

团组基本信息 
【团组名称】赴台湾会议考察团 
【行程安排】境外 9 天 8 晚 
【出访人数】预计 15 人 
【出访时间】2018 年 11 月 
【报价时间】2018 年 8 月 

接待标准 
【标准】商务团组 
【住宿】全程会议商务四星级酒店或者同级 
【用车】空调旅游中巴接送 
【司导】优秀中文导游和司机 
【用餐】酒店内早餐，午晚餐中餐，自助餐，特色餐穿插，平

均每餐每人按照 500 台币做预算 

地接费用： 
大床（一人一间）：RMB12700 元/人 
标间（两人一间）：RMB9500 元/人 

会议服务费：RMB1000 元/人 

机票参考价格：（北京往返台湾直飞） 
 RMB3500 元/人（此价格为参考报价，为了匹配日程安排，具体以实际出票为主） 

会议费用：（请参考 CMRS 邀请函） 
会议费+公司参观：RMB3100 元 

参考总费用：（以参报会议项目和旅行社最终核定为准） 
 
RMB20300 元 

接待报价已含 

 
接待报价不含 

1.台湾行程上各地住宿酒店五花(以 1人

一室标准大床房)； 

2.行程上各地膳食餐标 NT500（早餐在酒

店自助,台北仅晚餐、其他地区含中餐及

晚餐）和行程中景点正常门票（包含垦丁

彪沙、半潜艇）； 

3.台湾当地豪华空调 34 座旅游巴士车 1

辆； 

4.台湾地地专业中文导游服务* 1 位； 

5.台湾段意外保险台币 200万＋意外医

疗险台币 10万; 

6.含台湾司机、导游小费  

7.入台证和保险费 

8.会议费 

1.不含各地个人性消费； 

2.行程以外的膳食及景点门票等费用； 

3.各地自选项目费用； 

4.赴台通行证及签注；  

5.行程上往返机票费，各地机场税、燃油附加税； 

备  注 

1.按照国际惯例候机及转机用餐自理。 

2.因罢工、台风、交通延误等一切不可抗拒因素所引致的额外

费用，由客人自理。 

3.因距离出发时间比较远，酒店等都以参考为前提 

4、无购物安排 
 
联系方式 
 
 

 

CMRA秘书处：翁瑞光，13331110827 

旅行社：卢金丽，18513745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