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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島双享泡~花東、北部五日遊 
 

 

●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 

藍天麗池飯店 

我們是一家具有現代古典風格的休閒旅店，提供 143 間設計簡潔的時尚客房，擁有玻

璃帷幕景觀餐廳與中庭生態水池，地處於商店與餐館林立的熱鬧街道上，鄰近多處知

名景點與知名美食，24 小時前台接待，提供免費 WIFI 及停車空間，單車租借、健身

房、兒童遊戲室等多項設施適合商務、親子、渡假等旅行。 

    

礁溪山泉飯店 

交通部觀光局合法的觀光飯店，各項安全措施及消防設備，均具國家標準，每間客房

都備有無線網路 WiFi 跟碳酸氫鈉溫泉，公共區域包括大眾 SPA 溫泉水池，男裸湯溫

泉池，女裸湯溫泉池。名湯、美食、舒適的住宿、美好的山光水色，礁溪山泉飯店是您

前來蘭陽的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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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舍溫泉渡假酒店 

秉持集團永續經營的理念，適時、適務、適切」的服務觀念，讓您感受假期中最道地的

在地印象。『沐舍』，取 "沐浴春風，寒舍客來"之意，而名之。融合豐富的元素及建築

美學，細膩的規劃及巧思的設計空間，提供一個舒適環境，讓國內外旅客都能有著沐

浴春風，宛如置身自家般輕鬆自在，賓至如歸。 

 

    

    

台北君悅酒店★★★★★ 

台北君悅五星級飯店座落於熱鬧繁華的台北市信義區，桃園國際機場至台北市中心僅

46 公里，與台北 101 購物金融大樓、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及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比鄰而處。

各位賓客可透過酒店禮車、計程車與機場巴士等不同種類的交通運輸工具抵達，讓您

輕鬆探索台北城市之美。除了親子設施，台北君悅五星級飯店也提供寵物友善服務，

可供一家大小好好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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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出發~經南迴公路、台東午餐→鹿野高台觀光茶園~欣賞海岸山脈的風光→經

花東縱谷平原→瑞穗~北回歸線標誌公園→雲山水農莊~夢幻湖→夜宿花蓮~

晚上可自行前往東大門觀光夜市~自由活動逛街、購物、品嚐花蓮小吃 

行       

程         

內

容 

【高台茶園】站在飛行傘跳台居高臨下欣賞花東海岸山脈壯麗的景色，視野甚佳，

茶園最高處有觀景涼亭，可近賞整齊美麗的綠色茶園風光，也可遠眺花東縱谷龍田

河階上方整齊的農田景緻，以及寛廣的鹿寮溪與卑南溪交會處的景緻，景緻相當秀

麗，有如大自然所賜的地理教室。 

【北回歸線標誌公園】位在瑞穗舞鶴台地，白色日晷造型的北回歸線標誌，是旅客

經過舞鶴台地時必拍照的景點，而公園內周遭設有巨大茶壺造型的裝置藝術、在公

園兩側的木製迴廊中，設有許多跟天象、氣候、節氣、地球科學等相關的解說牌示。 

【雲山水農莊~夢幻湖】這裡也是廣告拍攝景點之ㄧ，偶像林依晨代言的黑松沙士廣

告，也不少婚紗業者前來取景，夢幻般的場景，佔地面積 24 公頃，內有 4 公頃如夢

似幻的『夢幻湖』，農莊內種植有 26 種棕櫚科的植物、廣大的闊葉林、季節性開花

植物及大片的翠綠草地，高聳挺秀紅了成片的落羽松也展冬顏，改變了夢幻湖單一

的顏色，樹幹在水中站立，隨著湖水的波動，好似也在水中浮動，真是難的一見的

美麗風景!這裡雲霧繚繞，依山傍水，絕美畫面就在花蓮雲山水。 

【花蓮東大門夜市】花蓮市區目前唯一的夜市，約九公頃的佔地規模，共包含福町

夜市、自強夜市、原住民一條街、大陸各省一條街，吃喝玩樂一應俱全，共 400 多

個攤位讓大家逛到眼花腳痠都甘願，又被稱作當地美食小吃聚集精華地，烤玉米、

檸檬汁、豬血糕、臭豆腐、海鮮炭烤、牛排、烤肉串...等等眾多老字號攤商、經典必

吃美食小吃一家接著一家，就算空著一個胃也無法一次吃完，這次就依我們的食量

幫大家介紹幾樣人氣超高的夜市美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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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贈送活力早餐+咖啡或豆漿 午餐：中式合菜 3100 晚餐：富野自助餐 499 

/住宿飯店：藍天麗池大飯店 

第二天 

飯店出發~經新城→太魯閣國家公園~燕子口、布洛灣~山月吊橋→午餐→清

水斷崖~匯德景觀步道→經蘇花改 IG 打卡第一站~台泥 DAKA 園區→南方澳~

金媽祖(南天宮)→夜宿礁溪溫泉、夜晚享受泡湯的樂趣，渡過愉快的夜晚 

行

程

內

容 

【太魯閣國家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成立於 1986 年，是台灣的第四座國家公園。整

個國家公園的範圍非常大，橫跨花蓮縣、南投縣、台中市，通常遊客會到的地方是

屬於花蓮縣秀林鄉的範圍。太魯閣國家公園中有中橫公路系統通過，要往來太魯閣

的景點間都必須走這條中橫公路。太魯閣國家公  園最大的特色就是奇特的大自然

景觀，太魯閣中處處可見雄偉壯麗、幾近垂直的大理石峽谷和斷崖，是立霧溪經年

累月長久切割成的峽谷景觀，讓人忍不住感嘆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力量。連綿曲折的

山洞隧道、峭壁、峽谷等也吸引了眾多國內外觀光客前來一睹風采。 

【燕子口步道】此地向西經靳珩橋，延伸至錐麓大峭壁，長度約 1.37 公里，沿途

漫步是太魯閣峽谷最精華的路段，沿著燕子口步道，一路可欣賞太魯閣峽谷、壺穴、

湧泉和造型獨特的印地安酋長岩。這是因為立霧溪流經燕子口這段時，溪床特別狹

窄而深，可謂「一線天」，溪流通過時，受到擠壓，速度加快，侵蝕增強，溪水就沿

著節理豐富的大理岩層，雕鑿出優美壯麗的奇景。 

【布洛灣山月吊橋】從布洛灣臺地跨越立霧溪谷，是太魯閣國家公園跨距最長、距

離溪谷落差最大的吊橋，從橋上俯瞰，立霧溪蜿蜒曲折，而兩岸山勢陡峻，層層相

疊，視覺可以從溪谷向上延伸至遠山。往東眺望是溪畔一帶的立霧溪谷，往西則可

以欣賞燕子口險峻的峽谷地形，氣勢磅薄。 

◎上午預約場次為 09：00～09:45、11：00～11:45 二場，下午預約場次為 13：30～

14：15、15：30～16：15 二場，每場次 45 分鐘、每場次預約總人數上限 250 人。 

◎每月第 1 個、第 3 個週一為養護休橋日，不開放預約，如遇國定假日順延至隔日。 

◎申請人於選取預約日期、時段後，依系統指示填寫聯絡人真實姓名、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預約人數等資料後，送出表單完成申請。 

【布洛灣文物展示館】以竹林搭建、設計優美的泰雅族式竹屋，山地文物的保存與

展示為主題，位在布洛灣上台地，其他闢為圓頂舞場、飲食部、藝品部，主要目的

在重現傳統泰雅族山胞持有的生活方式，表現原住民文化的特質，竹屋附近圍繞著

桂竹林、桃、梅、山櫻、楓香，景致清麗。 

【台泥 DAKA 園區】隨著蘇花改通車，花蓮最北邊的村落和平成為蘇花改通車後的

第一站，吸引了不少遊客的到來。來到和平，除了體驗在地純樸美好的人情風景外，

還有一個不可錯過的新景點-台泥 DAKA。全新開幕的台泥 DAKA 是全台首個「開

放生態循環工廠」，不僅是台灣唯一運轉中且開放參觀的水泥廠，不可錯過的還有

獨家導覽行程，帶大家直擊過去從未開放過的花蓮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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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金媽祖(南天宮)】位於南方澳漁港底端的南天宮媽祖廟，是建於日據時代，民國

40 年時曾重建。並於民國 79 年加以擴建，同時請來一尊金身媽祖神像，此神像由

遍佈全台的媽祖信眾先後捐獻，以當時市值約八千萬元，總重超過 200 公斤的純金、

動用了二十幾位師傅，完成了一尊重達兩百多公斤的金媽祖，打響名號，堪稱全世

界全金鑄塑最大之金身媽祖。玉媽祖則是由一顆巨型玉原石雕琢而成，重達二十餘

噸重。而五尊湄洲媽祖的偷渡舉動更是轟動國際，名震遐邇，為台灣東岸香火最盛

的媽祖廟，來自各地信徒絡繹不絕於途。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3100 晚餐：中式合菜 3100 

/住宿飯店：礁溪山泉飯店  

第三天 

飯店出發→五鳳旗瀑布→經雪山隧道、北二高、中山高、汐止交流道→汐止

午餐→九份山城、金瓜石黃金園區→經瑞芳、快速公路(62)→夜宿金山溫泉

區，夜晚享受溫泉區泡湯的洗禮(台灣本島獨特的弱酸性海底溫泉，可紓解

活絡筋骨)，渡過愉快的夜晚 

行       

程         

內

容 

【五峰旗瀑布】峻峭的五奇峰，海拔雖只有 500 公尺，但山勢陡峭，絕壁橫生，此

種峭壁絕巘的地形，乃是由十分堅硬的四稜砂岩地層所構成。山峰間有登山步道可

以攀爬，步道盡頭是三層瀑布頂層，瀑布由狹谷直瀉山岩，氣勢磅礡，立於「觀瀑

亭」以極佳之視野近賞急瀉之姿，亦可遠眺翠綠山谷，下層瀑布約 20 公尺，自然

形成小水潭，潭水清澈順流而下，水質清澈，清涼無比。 

【金瓜石黃金園區】北台灣的黃金山城，三面環山一面海，早期因開採金礦形成繁

榮的地區，後來礦脈枯竭，金瓜石也逐漸恢復於平靜，加上人口外移嚴重，金瓜石

成為純樸寧靜的山城，而後便開始轉於發展文化與觀光產業，這裡擁有壯麗的山海

美景，及富含人文的歷史遺跡，夜晚星空燦爛，海面上船隻漁火點點，靜謐的氣息

吸引許多民眾前往遊憩。 

【九份山城】《悲情城市》中看過它、你在《神隱少女》中看過他，這裡就是九份老

街，存在你我隱晦又清晰的記憶中。環山面海，擁有變化多端的山海美景，為一座

小小的山城，保有著純樸的舊日生活風貌，在基山街、豎崎路老街上處處是人聲鼎

沸，忙碌的都市人在這裡找到一處可以放鬆心靈的地方。 

老街特色美食：香 Q 有勁的芋圓~地瓜、芋頭、抹茶口味，冷熱皆宜喔，紅糟肉圓、

黑糖麻糬、豆腐乳、無鉛土皮蛋等等，都是相當美味的伴手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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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3100 晚餐：中式合菜 3300 

/住宿飯店：沐舍溫泉渡假酒店 

第四天 

飯店出發～金山獅頭山公園、金包里老街→午餐→八斗子療癒的濱海步道～

忘幽谷→經中山高、內湖交流道→Ｅver Rich 昇恆昌免稅旗艦店→夜宿台

北市國際五星級台北君悅酒店~夜晚可自行前往 101 大樓、微風廣場、新光

三越、香堤大道廣場自由逛街、欣賞都會區浪漫的夜晚，或享受飯店設施：

露天泳池、三溫暖泡湯、健身房 

行

程

內

容 

【獅頭山公園】位於金山海岬的獅頭山，望東可見野柳岬，西邊則是磺港漁港與中

角的山海景。長期在軍事管制的保護下，獅頭山的生態資源完整豐富，林相十分多

元，近年更因復育有成，不同季節時，還可在步道上偶遇臺灣百合或金花石蒜怒放

美景。春天是遇見臺灣百合的最佳時機，山崖上綻放素雅清香的雪白花朵，是獅頭

山上另一幅生態美景。 

【遠眺~燭台雙嶼】六百萬年前，因板塊運動與自然侵蝕力量雕塑而成的知名景觀

矗立眼前，被推擠出海面的沉積岩歷經風吹雨打和海浪沖刷，宛若人工雕琢的藝術

品般聳立於海中央，展現出令人驚異的地質之美。 

【金包里老街】是北海岸唯一一條清代商業老街。清朝時期，老街繁華的程度如同

現今商業大城，是當時往來雜沓的商業活動區域，走過一趟，可以發現老街保有許

多過去繁華歷史所刻下的痕跡，如今雖然繁榮光景已成過去，但經過完善的保存規

劃，老街的觀光徒步區上還鋪設雕有金包里老街特色的排水溝蓋，創意的小巧思希

望给大家更多驚喜，也能重溫過去的繁華風貌，細細品味這深具古早味的老街光景。 

◎金山老街九大必吃：廟口人氣鴨肉、雪豹冰城、獅子林餅舖、阿玉蔴荖、阿嬤ㄟ

等路(地瓜酥)、獅子林手工蛋捲、魚荖本舖、番薯伯(拔絲地瓜)、益源坊手工粉圓。 

【忘憂谷】，意指站在高處俯瞰綠色山谷使人「忘」卻所有煩「憂」，是八斗子海濱

公園觀景台下方綠油油的青翠谷地，春夏之際綠草如茵，秋冬歲末則變成了一片奶

油色的大地。望幽谷是一個Ｖ字型的山谷，除了翠綠的草地，還有八斗子漁港來往

的漁船，以及可遠眺海另一端的基隆嶼，夜晚時分海面上漁火點點與九份山城的燈

火形成一齣唯美的山海之戀。這裡設有多條的石版步道，漫步至海灘，有豆腐岩 

與海蝕地形等的地質景觀，還可以抓螃蟹與撿貝類，享受當一日漁夫的體驗。 

【昇恆昌免稅店】是由國人百分之百投資經營的免稅店，創辦人江松樺先生號召多

位觀光、旅遊界人士，在 1995 年 9 月 27 日成立 Ever Rich D.F.S. Corporation《昇恆昌

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進軍免稅零售服務業，以「經營國際化、服務在地化」的精

神，把台灣免稅產業推向國際為職志。特別在市區開設旗艦館，沒有出國也可以享

受免稅商品的購買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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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3300 晚餐：中式合菜 3600 

/住宿飯店：台北君悅酒店★★★★★ 

第五天 

飯店出發~國立臺灣博物館園區：本館(總督府殖產局)、途經二二八紀念公

園~總統府(外觀)、國立臺灣博物館古生物館(勸業銀行台北支店舊廈~台灣

第一座金庫)→大溪午餐→經北二高、中山高、一福堂(太陽餅)、嘉義或台

南晚餐、返回出發地結束這愉快的假期 

行       

程         

內

容 

【國立台灣博物館~本館】外觀為希臘式建築，有巨大柱子和花葉紋飾的牆、羅馬圓

頂，大廳四周有 32 根柱子，柱頭上有精緻的裝飾，圓頂下是一面彩繪玻璃天窗，陽

光穿過玻璃，在地面映出美麗的光彩。它歷經臺灣的滄桑歷史，仍有著當年創館的

規模。 

【總統府~外觀】氣魄雄偉、巍峨高聳的總統府，在寬敞廣場的襯托下，尤顯尊貴氣

派，此棟建築係日治時期「總督府」之所在，自 1919 年完工以來，便一直是全臺灣

最高政權核心，這座後期文藝復興式樣的五層大廈，中央突起 12 層，塔身高 60 公 

尺，一峰巍然，為當時全臺最大的建築工程，若欣逢國家重大慶典節日，如新年、

10 月 10 日國慶日等，則總統府四周更是結綵華燈，輝燦極致。 

【國立臺灣博物館古生物館(勸業銀行台北支店舊廈)】「古生物大展－生命的史詩

與演化共舞」，從化石的紀錄，揭開地球生命演化的奧秘，以及早期的生命為適應

地球形成初期的惡劣環境，所做的努力和改變，另外一樓有以台灣土地銀行舊總行

（即勸業銀行台北支店舊廈）之金庫及二樓展區，展出銀行成立早期的銀行帳冊、

放款號碼牌、行員手冊、土地測量儀器、土地改革史籍、土地實物債券、公地放領

手冊、金融事務機器等難得一見的珍貴文物史料，前來參訪台灣土地銀行行史館的

民眾，除了可以深入瞭解台灣土地銀行一路走來的發展演進，更可藉此窺探臺灣近

代金融發展、土地改革、國家建設、經濟成長的歷史脈絡。 

■國立台灣博物館本館(入館參觀)---徒步經二二八紀念公園(台北天后宮遺址)500公

尺---凱達格蘭大道(總統府 IG 打卡拍照)---500 公尺---國立臺灣博物館古生物館(勸業

銀行台北支店舊廈~台灣第一座金庫)。 

■如遇國立台灣博物館周一休館(原行程參觀外觀) 或 剝皮寮歷史街區+龍山寺二

選一。 

■三月份出發可配合陽明山櫻花季如開花資訊滿 70%，可配合更改行程。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3300 晚餐：中式合菜 3100 /溫暖的家 

【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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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依出發日期、人數、季節、飯店房型、等報價不同，若本網站更新不及，請以客服專員實際報價為主。  

 

◎出發日期：110 年 

            02 月 18 

              03 月 03、11、17、19、24、28 

人 數 房  型 
平日出發 

(日、一、二、三) 
週三、四、六出發 假日出發(五) 

25 

二人房 

每人費用 

12,200 元 

現金優惠價 11,900 元 

12,500 元 

現金優惠價 12,300 元 

13,000 元 

現金優惠價 12,800 元 

四人房 

每人費用 

11,700 元 

現金優惠價 11,500 元 

11,800 元 

現金優惠價 11,600 元 

12,100 元 

現金優惠價 11,900 元 

◎3-12 歲以下不佔床每人費用 6,500 元(含車資、門票、午晚餐、保險、服務費)。 

◎3 歲以下 3,000 元(含車資、保險、服務費，不佔餐位)。 

■備註說明： 

1.行程飯店如遇客滿改住其它飯店，依實際房價補差額，多退少補。 

2.報名人數依 25 人以上成團。 

3.飯店依房型附贈早餐券，不佔床小孩請貴賓現場自費處理。 

4.報價二人房為二人一室為主，四人房四人一室為主，遇空床位需補空位費用。 

5.第四晚君悅飯店沒有四人房型，四人房改用二間二人房排住宿。 

5.午晚餐膳食安排每 10 人一桌。 

6.此團報名滿 30 人以上另有優惠，歡迎來電洽詢。 

◎費用包含： 

1.五天四夜遊覽車車資，含過路、停車費。 

2.含司機、隨車服務人員服務費。 

3.膳食：早餐四餐，午餐五餐、晚餐五餐，第一天出發早餐遊旅行社供應活力早餐。 

4.全程 200 萬旅遊責任險，20 萬元醫療險。 

5.門票：金瓜石黃金園區、國立台灣博物館。 

▲注意事項： 

◎行程順序將依實際交通情況，彈性更動。 

◎若遇天氣不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取消或變更行程的權利。 

◎正確出發(班機/上車)時間地點及住宿飯店，以双海旅遊回覆為主。 

◎25 人以上即可出團，未達出團人數則可選擇安排自由行行程。 

◎報名請繳交作業金每人 5,000 元，通知成團轉換為訂金，未成團則無息退還作業金。 

◎出發前 7 天之前通知成團再通知補收團費尾款。 

◎平假日定義依飯店規定辦理，團體訂房未滿八間以上依飯店散客價收費。 

◎以上價格如有異動，以双海旅遊人員報價為。 

◎公司、機關、學生團體預約訂團另有優惠，歡迎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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