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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仙境公路攬勝五日遊 
《合歡山東峰、福壽山、武陵農場、太平山、抹茶山》 

 

●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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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山英仕山莊 

宜蘭太平山英仕山莊位於雪山山脈東側，是距離太平山最近的私人民宿，且以飯店規

格經營，提供溫馨乾淨的獨棟歐式木屋、停車場及無線寬頻上網。各式房型，適合學

校、公司、家庭或情侶出遊，遊客打開窗可以坐看雲霧與星晨變化，呼吸森林芬多精，

將都市叢林的壓力徹底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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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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出發~經南二高、國道六號、埔里交流道、埔霧公路→清境午餐→武嶺~合歡

山東峰步道(徒步來回 2.2KM、約二小時)→經大禹嶺、中橫公路→夜宿梨山 
【合歡山、武嶺】合歡山主峰和東峰間鞍部，海拔標高約為 3275 公尺，是台灣公路海

拔最高點，更是東南亞地區公路的最高點，可眺望至昆陽綠色地毯，每到合歡山下雪

時武嶺便會成為雪白世界，因此擁有『銀鞍』的美稱，與合歡觀雲並列為合歡山兩大招

牌美景，在每年 4 至 6 月若運氣好、天氣晴朗的話可以欣賞到南十字星，是賞雪、看

日出、看雲海的好地方，視野相當壯闊。 

【合歡山東峰】是合歡群峰的第二高峰，只比最高的合歡北峰低一公尺，合歡山東峰

山勢高聳秀麗，被列為百岳九峨之一，步道沿途盡是低矮的玉山箭竹林及冷杉林，玉

山圓柏、玉山杜鵑、高山薔薇、玉山箭竹等灌叢，合歡山的森林界線在此清晰可見，每

年五、六月杜鵑盛開時，可欣賞到花團錦簇的美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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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贈送活力早餐+咖啡或豆漿 午餐：中式合菜 4000(甕仔雞風味)  

晚餐：中式合菜 4000 

▲住宿飯店：飛燕城堡渡假飯店 

第二天 

飯店出發~福壽山農場(四月櫻花季~五~六月魯冰花季)→經梨山、宜蘭支線

→武陵農場~煙聲瀑布(徒步來回 8.6公里，約四小時)→夜宿~武陵富野渡假

村、飯店享用自助餐、夜晚欣賞美麗的夜空，渡過愉快的夜晚 

【福壽山農場】景色四季宜人，參觀農場華岡天池，池畔松柏林立、姿態軒昂，週遭綠

茵野花遍地，雅致清幽；湖邊達觀亭為蔣公當年的行館，目前開放遊客參觀，除了天池

碧綠悠悠的湖岸景色外，尚可遠眺雪山山脈、大禹嶺與合歡山系，群山碧影層疊圍繞，

風光明媚。 

    
【武陵農場】是台灣著名的避暑勝地（夏季平均溫度廿二度）；近年來，因山野的楓紅

迷人，而贏得『台灣九寨溝』的美名（賞楓之旅為十一月中旬至元月中旬）。無論春、

夏、秋、冬，走一趟武陵農場，都能讓人回味無窮！古時盛唐詩人王維的桃源行，描寫

偶入武陵桃源的驚豔心情；今日的武陵農場，以春之花海、夏之果蔬、秋之楓紅、冬之

瑞雪，提供國人高品質的旅遊服務，讓古人的桃源夢境，真實呈現！ 

【煙聲瀑布】沿途欣賞高山原始森林的景色及遠眺武陵農場全景及綿延山脊，景色怡

人，讓您有不同的是絕響受，站在終點站瀑布底下壯麗的瀑布宣洩而下在此享受高含

量的陰離子芬多精，使您心曠神怡度過於快的上午。 

◎桃山步道單程約 4.3 公里，步行來回約 4 小時。 

    
◎傍晚抵達武陵農場，專人辦理住宿手續，夜晚渡假村內享用晚餐，夜晚享受飯店設

施雅客 SPA 水療館，紓解今日長程舟車的辛勞，渡過愉快的夜晚。 

◎飯店設施 spa 館：請著泳衣、泳褲、泳帽入池，謝謝!!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3100 晚餐：飯店自助式(含於房價) 

▲住宿飯店：武陵富野渡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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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飯店出發~徒步南谷輕鬆行程之旅(迎賓橋、賞鳥步道、松林大道、蔣公行館、

觀魚台)→10:30出發~經宜蘭支線、南山部落、松羅午餐→太平山森林遊樂

區~鐵杉林自然步道、蹦蹦車(現場排隊購票)→夜宿~英仕山莊、夜晚安排歡

唱卡拉 OK、度過愉快的夜晚 
【南谷輕鬆行程之旅】讓每位遊客徜徉在青山綠水的大自然懷抱下，同時能了解大自

然生態之美，豐富您優質的遊程。 

    
【鐵杉林自然步道】鐵杉林國家步道由太平山後山公園進入，全長約 1.7 公里，沿途可

觀賞原始鐵杉純林及溼地等自然生態，而步道終點有運材木馬道遺跡之展示，更可眺

望山脈雲海景觀，是一條可徹底沉淨於森林，享受芬多精及森林浴之洗禮，真正體驗

森林"森"呼吸的快感，並欣賞山林雲霧的自然景致及大地畫布之美。 

【太平山的蹦蹦車】昔日主要用於載運原木，其真正的名稱是"山地運材軌道車"。太平

山運材軌道共鋪設 16 線，總長度達一百多公里，其中茂興線是太平山山地軌道橋樑最

多、最具運材軌道代表性的路段，從太平山出發，沿線有太平山站、萬石(現稱茂興)、

曙、壽、吉野等 5 個車站，長度約 20.9 公里。 

■蹦蹦車無法預約購票有管制流量名額，需現場排隊購票，全票 180，半票 120，三歲

以下免票，敬請現場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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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仕山莊 

第四天 

飯店出發~經大同、三星、礁溪→五峰旗瀑布~聖母山莊(中國風天主教堂)、

抹茶山~超夯登山打卡仙境(徒步來回 11公里，約 5~6 小時)→經雪山隧道、

北二高、中山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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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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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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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山莊】抹茶山其實是五峰旗山，這座山被天主教徒視為「聖山」，傳說曾有 5 位

登山客攻頂後，在下山路途中迷失方向，於此地看到聖母瑪利亞顯靈，指引他們安全

下山，為了紀念這一個神蹟，所以興建了聖母朝聖地。 

■模茶山登山步道注意事項： 

1.裝備：防水防滑好穿耐走的登山鞋、通風防曬的服裝、遮陽帽、擦汗毛巾、登山杖。 

2.飲水：至少 1000ml（除了 1K 處天主堂有飲水機，沿途無其他補水處，水要帶夠 

3.糧食：攻頂後的午餐、沿途補充熱量的點心（爬很久真的會很餓！）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備輕食 200 晚餐：中式合菜 3300 

▲住宿飯店：沐舍溫泉渡假酒店 

第五天  月日‧星期 

飯店出發～金山獅頭山公園、金包里老街→飯店午餐→經中山高、內湖交流

道→Ｅver Rich 昇恆昌免稅旗艦店→經中山高、台中一福堂(太陽餅)、嘉

義或台南晚餐、返回出發地結束這愉快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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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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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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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28，4/11、19，5/2、16，6/13、27 

人 數 房  型 平日出發(每週日、一、二) 

20 

二人房 

每人費用 
13,500 元，現金優惠價 13,300 元 

四人房 

每人費用 
12,200 元，現金優惠價 12,000 元 

◎3-12 歲以下不佔床每人費用 6,700 元(含車資、門票、午晚餐、保險、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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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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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空床費需補房價差費用。 

5.午晚餐膳食安排每 10 人一桌。 

◎費用包含： 

1.五天四夜遊覽車車資，含過路、停車費(中型巴士三排椅 22~25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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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壽山農場、武陵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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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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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