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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綠島、秀姑巒溪泛舟三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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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 

綠島：凱薪大飯店 

【全新改裝．全新呈現】「凱薪飯店」位於綠島鄉最熱鬧區域的南寮街，距離機場及

碼頭步行僅需數分鐘、全家和 7-11 便利商店也近在咫尺、血拚添購名產都極為便利，

交通及生活機能高，實為前進綠島的最佳旅居選擇。屬元老級的「凱薪飯店」，為了

呈現耳目一新的新官感，已完成全面改裝，要再次掀起另一波渡假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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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出發~經南迴公路、富岡碼頭~辦理搭船手續 11:30 搭乘客輪前往渡假勝地~

綠島→午餐→休息片刻~安排浮潛活動~專人帶領下欣賞七彩的海底王國→

夜宿綠島~晚餐享用 B.B.Q、晚餐後可自行前往朝日溫泉體驗台灣特有的海

底溫泉、紓解平日的辛勞、欣賞浪漫的星空，渡過愉快的夜晚 

行       

程         

內

容 

★浮潛活動在專人帶領下欣賞美麗的海底世界，有繽紛的彩色珊瑚礁，與七彩的熱

帶魚同遊，帶給您不同的視覺感受，(含浮潛裝備，教練帶領，活動時間約 2 小時)。 

★半潛艇活動，欣賞美麗的綠島珊瑚礁群，(每艘 45 座，活動時約 40 分鐘) 

◎如隨團人員不適參加浮潛活動，可另安排半潛艇活動。 

◎浮潛活動如升等體驗潛水補差價每人 2,200 元，出發前需事先告知預約。 

◎海底溫泉門票自理 200 元，可跟飯店預購，每張可折扣 10 元，12 歲以下及 65 歲

以上建議現場購票優惠 100 元。 

    
早餐：贈送活力早餐+咖啡或豆漿 午餐：中式合菜 2600 晚餐：B.B.Q250 

/住宿飯店：凱薪大飯店 

第二天 

飯店出發 08:30~騎乘機車展開環島行程：綠島燈塔、人權紀念碑、綠洲山

莊、人權蠟像館、牛頭山、柚子湖、觀音洞、小長城、睡美人、哈巴狗(機

車環島行程約 2.3 小時，約 18.3公里)→免稅店→12:30南寮漁港搭乘客輪

返回富岡碼頭→富岡午餐→經花東海岸公路風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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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人帶領騎乘機車沿途欣賞美麗的島上風光：綠島燈塔、人權紀念碑、綠洲山莊、

人權蠟像館、牛頭山、柚子湖、觀音洞、小長城、睡美人、哈巴狗。 

【綠島】在台東海域的三十公里外，有一座被綠意覆滿的小島，人們稱它作綠島，

不過，綠島還有個有趣的名字-火燒島。關於火燒島的由來眾說紛紜，有人說因為它

總在夕陽西下時，被海面反射的夕光染得橘紅，像極了火燒；也有人說在先民開墾

期間，雷火擊中高立的島嶼引起焚燒而得名；又或是在颱風過後，沖刷出的紅色泥

層，與島上烏黑色的火山岩層相依，遠看正成了火燒模樣，無論哪一樣來由，都顯

示出了綠島獨到的地景，這些特徵更是旅人們愛上綠島的千萬種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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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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自助餐 午餐：中式合菜 2600 晚餐：東大門夜市~敬請自理 

/住宿飯店：鮪魚家族飯店~花蓮館  

第三天 

飯店出發 07:00~經花東縱谷平原風光→瑞穗秀姑巒溪泛舟遊客中心 08:30

報到、領裝備、分組、安全教學~秀姑巒溪泛舟~頂級急流之星(自動排水)~

沿途欣賞峽谷河流及特有的白色帝王石風光→大港口終點~盥洗、午餐→整

裝出發~經花東海岸公路、南迴公路、東港晚餐、返回出發地結束這次愉快

的山海之旅~~~ 

行       

程         

內

容 

【秀姑巒溪】發源於秀姑巒山，全長 103 公里，全年河水豐沛，為臺灣東部最大的

河川。河道迂迴，流經瑞穗切穿海岸山脈，形成峽谷河流風光。 

【秀姑巒溪泛舟】由瑞穗大橋到長虹橋出海口，整個航程約 3~4 小時，長 22 公里的

河段中，由於河床達 65 公尺的落差，間有二十餘處險灘、激流，有長有短，泛舟其

間刺激無比，是本島最佳的泛舟勝地。出長虹橋後溪面豁然開闊，皓白的石塊羅列

水面，有「秀姑漱玉」之稱。每年 6-7 月所舉行的秀姑巒溪泛舟觀光季，已成為最

重要的泛舟活動，如果你不畏危險，有冒險犯難的精神，可來此享受另類刺激體驗。 

■泛舟注意事項： 

◎孕婦、氣喘、心臟病、高血壓、癲癇、骨質疏鬆等不建議參加泛舟活動。 

◎經當日活動因水位之高低不適合泛舟之年齡經活動教練勸導仍執意參加者，除保

險以外其餘責任須自行負責。 

◎泛舟活動建議穿著輕便長袖防曬合身衣物、長褲(預防曬傷及擦傷)，鞋子最好是

包鞋(布鞋、溯溪鞋或防水鞋；有包覆腳趾的鞋子，禁止穿著拖鞋)。 

◎請攜帶一套可替換的換洗衣物及大浴巾，以便活動結束盥洗換穿衣物，避免著涼。 

◎泛舟活動過程請勿攜帶(手機、錢包、耳環、保溫瓶)避免遺失。 

◎泛舟前及泛舟後避免飲酒，造成不必要的意外事件。 

◎0~6 歲及 65 歲以上的長者不適合參加泛舟活動，可選擇頂級守護艇搭乘一同欣賞

秀姑巒溪峽谷風光，每位升等須補差價 450 元。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或 餐盒 午餐：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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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月 21、24、26 

            04 月 8、11、16、22、24、29 

            05 月 1、6、9、14、19、21、23、27、29、30 

            06 月 3、6、11、17、20、23、25、27 

人 數 房  型 平日出發(日、一、二、三、四) 假日出發(五、六) 

25 

二人房 

每人費用 

71,00 元 

現金優惠價 6,900 元 

7,700 元 

現金優惠價 7,500 元 

四人房 

每人費用 

6,800 元 

現金優惠價 6,600 元 

7,200 元 

現金優惠價 7,000 元 

◎3-12 歲以下不佔床每人費用 5,400 元(含車資、門票、午晚餐、保險、船票、服務費)。 

◎3 歲以下 2,200 元(含車資、保險、船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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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人以上成團，人數 21 人以下安排搭乘豪華中型巴士三排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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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此團報名滿 30 人以上另有優惠，歡迎來電洽詢。 

★3 歲以下~不含綠島機車及秀姑巒溪泛舟。 

★0~6 歲不建議參加泛舟活動。 

★綠島機車如自己騎乘一台，須補車費 250 元。 

◎費用包含： 

1.三天二夜遊覽車車資，含過路、停車費。 

2.含司機、隨車服務人員服務費。 

3.膳食：早餐二餐，午餐三餐、晚餐二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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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來回船票、綠島機車二人一台含油料、綠島浮潛活動、秀姑巒溪泛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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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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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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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