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TWN-N010 

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號 10樓 

太魯閣、池上田園、北台灣五日遊 
《台東、花蓮、宜蘭、台北》 

【行程特色】 

《另類的安排大車 43 座，提供一排一座的空間，每日車上消毒、創造安全可靠的乘坐舒適環境》 

◎豪華巴士~中央空調、點唱卡拉 OK，雙避震懸吊系統，電子煞車系統，快捷舒適。 

◎每日車上供應足量礦泉水、咖啡、果汁、茶享用。  

◎車上備有濕紙巾及溫馨小毛毯以備天冷使用。 

◎全程使用觀光級大飯店，以二~四人房安排，住的舒適、安心。 

◎午晚餐中式八菜一湯附水果每桌二瓶飲料，菜色豐富，天天變化。 

◎每車安排專業領團人員，隨車全程熱誠、親切服務。 

◎全程含 200 萬責任險，20 萬元醫療險。 

●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webeip/ht00052/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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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出發~經南二高、南州交流道、枋山休息、南迴公路風光、台東午餐→花東

海岸風光~加路蘭遊憩區、都蘭糖廠藝術村、逐浪海景咖啡 Wave Coffee~下

午茶:咖啡或水果冰沙+鬆餅，在此欣賞美麗的海岸、體驗海岸觀魚步道、台

東海濱公園(國際地標)→夜宿台東市 

 

【加路蘭遊憩區】有一大片草坪、休憩涼亭、解說站、觀景台，以及數個裝置藝術

品，提供東海岸旅行的休息站，也是個相當適合拍照留念的景點，值得遊客們停下

來欣賞和體驗它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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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都蘭糖廠藝術村】糖廠伴隨著藝。   術特色創作、院落、矮樹、蓮花池等等，可

以很優閒的消磨一整個下午，而每一處的藝術巧思，使得新東糖廠裡面充滿了濃厚

的藝術味，也成為許多文藝展出、文藝青年聚集的地方，讓台東又增添了一處藝文

休閒的好去處。 

【富山觀魚步道】位在南都蘭海灣，擁有豐富的地形與漁資源，除了欣賞美

麗漸層的海色與珊瑚礁潮間帶外，最特別的是擁有海上觀魚步道，走入海洋

體驗被潮水環繞的感覺，還能瞧見魚兒悠游的穿梭著；在觀魚步道的盡頭通

往純淨沙灘，上頭豎立了幾座漂流木藝術品，許多人在這裡堆沙堡玩的不亦

樂乎呢！  

【台東海濱公園(國際地標)】佇立在臺東海濱公園的國際地標，融合地景與公共藝

術，標誌臺東獨特的人文、歷史與自然景觀，獨樹一格的藤編屋頂造型讓人眼睛一

亮，以兩端延伸的走道像是張開雙臂擁抱大地與人民，呈現具有綿延深長的樹根之

意象，屋頂採用波浪性木編結構，象徵著海浪及山派綿延不斷，生生不息、在地著

根、向上提升的生命力。到了夜間，每晚的八點與九點整各有一場不同主題之光雕

音樂演出，結合國際交響樂及原住民風格組曲，編織屬於臺東的夜晚。 

    
早餐：贈送活力早餐+咖啡或豆漿 午餐：中式合菜 2600 晚餐：中式合菜 2600 

/住宿飯店：鮪魚家族飯店~台東館 

第二天 

晨喚~經花東縱谷平原風光→池上單車之旅~安排往著名的伯朗大道、沿途欣

賞田園風光→午餐→池上農會→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夜宿花蓮~晚上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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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上單車田園之旅】展開另類的單車之旅，沿途經杜園、大波池、錦園橋自行車

道，目前規劃成『野遊景觀道路』，在播種時的綠意盎然，兩旁稻子成熟時的金黃

色的稻穗及休耕時油菜花開時，景緻特別迷人。 

【池上農會】池上米遠近馳名，池上鄉觀光碾米加工廠也有許多冠軍事蹟。不僅是

東台灣第一家擁有 CAS 認證的觀光級碾米廠，更擁有「全台最美米廠」的名號；在

地「池農」品牌，已經成為頂級良質米的代名詞，是全國最先進的碾米工廠之一，

讓池上鄉農會觀光工廠金色豐收館成為全台唯一結合精緻碾米加工與稻米教育之

觀光工廠。 

【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林田山在 1960 年代伐木全盛時期的繁華景象，讓這裡曾

有『小上海』之稱，林田山林場在政府禁伐林木的政策後，林田山終於洗盡鉛華、

回歸自然，時過境遷，但林田山的美仍舊保留，除了原始山川景觀與生態外，林場

遺留的檜木房舍、運載鐵道，處處可見前人留下的痕跡，而現今的林田山風貌與九

份相似，因此友『花蓮的九份』之美名，讓林田山林場成為花蓮的旅遊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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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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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池上飯包 晚餐：夜市自理~發現金券 250 

/住宿飯店：鮪魚家族飯店~花蓮館 

第三天 

晨喚~太魯閣國家公園~九曲洞、布洛灣、清水斷崖~匯德景觀步道→經蘇花

改公路、東部唯一國道休息站~蘇澳服務區→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夜宿礁溪、

晚上享受溫泉泡湯的洗禮，紓解平日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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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曲洞】太魯閣峽谷最精華的路段之一，步道全長 700 公尺，需原路折返。步道

緊倚著高山深壑，向下俯瞰則是急湍的立霧溪水，兩岸山壁緊峙，鬼斧神工與險峻

的地勢令人讚嘆震懾。中橫公路舊道，民國 85 年九曲洞隧道通車後，公路舊道改為

步道。步道中保留早年中橫公路的隧道，露出原石的隧道與山壁，可以看出當時修

建公路原始的工法與痕跡。此外，早年日治時期為修建「採金道路」所鑿的施工便

道，懸在步道外的岩壁上，窄小的路跡仍清晰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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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斷崖~匯德景觀步道】這原是蘇花公路舊道，匯德隧道完工通車後，擷取一

段舊道改為人車共用的景觀道路。道路寬闊平緩，可以細細欣賞清水斷崖美景，

享受太平洋海風吹拂的暢快，目前已規劃為步道這條斷崖中的小溪地勢陡峻，也

經常是乾涸的狀態，從步道上往下俯瞰，北迴鐵路在清水隧道和崇德隧道之間跨

越這條小溪，因此可以看到火車在兩座隧道之間來回穿梭。一路走到底，浩瀚的

太平洋和險峻的斷崖出現在眼前，令人頓時豁然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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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仿宜蘭熱鬧的老街聚落區傳統工藝坊、民意街坊、童玩坊及

文昌祠、廟埕廣場、傳統小吃坊、黃舉人宅等等。展示館傳統工藝美術與戲劇館文

物陳列室關文物了解宜蘭戲曲發展的歷史。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2600 晚餐：中式合菜 2600 

/住宿飯店：葛瑪蘭溫泉飯店 

第四天 

晨喚～五鳳旗瀑布、頭城濱海森林公園～八角瞭望台(IG 打卡熱門景點)→

經雪山遂道、北二高、中山高、瑞芳交流道→九份山城、金瓜石黃金園區→

夜宿新北市，夜晚可自行搭乘都會捷運前往西門町、士林觀光夜市、101商

業區自由逛街、購物、渡過愉快的都會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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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季前來避暑，讓冰

冷泉水清心滌慮，是夏季嬉水、晨泳、露營烤肉的好去處。 

【頭城濱海森林公園】倚山面水，是早年北台灣重要的戲水勝地。在此可欣賞一望

無際浩瀚的大海景色，遠處的龜山島還能成為旅人最美的背景，登上斑駁的八角寮

望台，每一層樓都可以看到不同角度的海景，中空式的迴旋樓梯，不論從上往下拍

或是從下方拍上去，可拍出不同風格的美照，讓旅人留下美麗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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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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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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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九份自理~現金券 250 晚餐：中式合菜 2600 

/住宿飯店：成旅晶贊飯店～台北蘆洲館 

第五天 

飯店出發~經陽金公路→陽明山冷水坑遊客服務中心~徒步擎天崗步道(單程

1.8 公里，約步行 30 分鐘)沿途~絹絲瀑布、冷水坑溫泉、牛奶池→擎天崗

大草原→經北二高、中山高、一福堂(太陽餅)、南二高→雅聞峇里海岸觀光

工廠→經南二高、嘉義或台南晚餐、返回出發地結束這愉快的環島之旅 

行       

程         

內

容 

【冷水坑】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冷水坑遊憩區，除了豐富而特殊的火山、溫泉

及湖泊景觀外，更是今日陽明山區高冷蔬菜、樹苗及花卉的生產地，擁有美麗的田

園景觀，自然清新的景點特色，常為國人週末假日旅遊的熱門景點之一。 

【擎天崗大草原】又名太陽谷，俗名大嶺峙，植被為類地毯草和假柃木，可作牧草，

衍然成為牧野風光、牛羊成群，甚至只為雅興遠程來賞牛，讓心底保留一點天真、

心動的空間，晴天在連綿遼闊的青青草原，緩慢掠過的雲影，雨天時煙嵐四起，水

墨暈深的濕意，閑散得近乎放縱，『芳草碧連天』構築出現代高頻波都會人，衷心

嚮往的伊甸園。由於擎天崗的視野開闊，綠草如茵，到擎天崗旅遊，秋季賞芒，與

遍野的五節芒接受山風的吹拂，更是輕鬆舒暢。擎天崗最佳時節為春秋兩季，夏天

則要避開豔陽高照時刻，清晨或黃昏別有一番意境。 

【雅聞峇里海岸觀光工廠】佔地約五公頃，是國內最大南洋風情景觀、舒壓、藝術、

美學、購物的觀光工廠，擁有大規模的茅草屋群、棕櫚樹、迎賓瀑布、鏡面水池、

藝廊空間及明媚的海岸沙灘風景，兼具休閒與滿溢的巴里島色彩園區，讓您探索香

氛肥皂製造過程，同時徜徉於南洋風情，享受漫活的惬意，是一處充滿美學、舒壓、

藝術、感性，知性兼具的觀光工廠。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26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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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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TWN-N010 

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號 1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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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一、二，109 年 04 月 07、12、20 日 

20 人成行 

(二人一室)每人現金優惠 9,600 元，(四人一室)每人現金優惠 9,000 元。 

◎出發日期：週三，109 年 04 月 08、15、29 日 

20 人成行 

(二人一室)每人現金優惠 9,800 元，(四人一室)每人現金優惠 9,200 元。 

◎出發日期：週四、五、六，109 年 04 月 10、18、23 日 

20 人成行 

(二人一室)每人現金優惠 10,200 元，(四人一室)每人現金優惠 9,600 元。 

備註說明： 

※飯店全程住宿安排二人一室或四人一室。 

※飯店依房型附贈早餐券，不佔床小孩請貴賓現場自費處理。 

※報名人數最少 20 位成行率，使用安排 43 座遊覽車，車上每日消毒。 

※如單人一室或四代三人房須補房間空位差價。 

※午晚餐膳食安排每 10 人一桌，素食可另外安排用餐。 

◎費用包含： 

1.包含五天四夜巴士車資，含過路、停車費。 

2.包含司機、隨車服務人員服務費。 

3.膳食(行程表所列)：早餐四餐(第一天活力早餐由旅行社贈送)，午餐五餐、晚餐四餐。 

4.全程 200 萬旅遊責任險，20 萬元醫療險。 

5.門票：逐浪咖啡下午茶、富山觀魚步道、池上單車(可依個人需求騎乘電動車，現場補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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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客製化行程選擇。  

◎報名時請繳交預訂作業金每人 3,000 元，成團通知轉換為訂金，未成團則無息退還作業金。 

◎以上價格如有異動，以双海旅遊人員報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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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