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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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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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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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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南二高、南州交流道、枋山休息、南迴公路→鹿野午餐→高台茶園

～欣賞花東海岸山脈縱谷景色→經花東縱谷平原風光→光復糖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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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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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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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復糖廠】是台糖系列的觀光糖廠，又可稱作「漪漣園」，專業化及多元化的經營策

略下，花蓮觀光糖廠致力於蔗糖資源的推廣和應用，舉凡乳品、糖果、肉品、冷凍食品

和冰品等，都讓來到花蓮觀光糖廠旅遊的民眾在此度過最美好的歡樂時光。 

    
早餐：贈送活力早餐＋咖啡或豆漿 午餐：中式合菜 3100 晚餐：中式合菜 3100 

▲住宿飯店：鮪魚家族飯店～花蓮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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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最

美的公園～羅東運動公園→夜宿礁溪溫泉～夜晚享受飯店泡湯的樂趣，渡過

愉快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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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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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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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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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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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東運動公園】公園內以〝綠〞、〝水〞、〝健康〞三大主題，園內有完善

的運動設施還有風光明媚的人工湖、山丘、森林及青翠草坡，充份發輝多元的

遊憩功能。青青草地、小橋迴廊，充份展現現代化都市中一方恬靜悠閒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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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湯春天溫泉飯店(德陽館) 

第三天 

出發～經東北角海岸風光→台版萬里長城～鼻頭角步道(東北角最療癒之一

的海濱步道)、山谷迷彩營區(聽濤營區)～夢幻般彩虹階梯→八斗子午餐→

深奧鐵道自行車~欣賞山海的景色→和平島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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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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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頭角步道】全長約 3.5 公里，是一條充滿知性的健行路線，遊客可沿著山脊行走

途中會經過好幾座涼亭可休息，欣賞四面八方的壯闊美景，可登高眺望東北角海岸，

是最多人造訪與拍攝無敵山海合一景觀步道。 

【深澳鐵道自行車】打造行走在鐵軌的 Railbike—全台唯一依山傍海的鐵道自行車，從

八斗子車站連接到深澳車站，搭乘深澳 Railbike，延途可以看到無敵海景、山景，隧道

內用光影打造海洋聲光效果，充分感覺深澳在地魅力，串連周邊景點，讓遊客以低碳、

樂活的方式，體驗北海岸之美！ 

◎因每輛車固定 2 個座位，若人數不足 2 人，上車時將由工作人員安排座位。 

◎因應兒童安全考量，須年滿 3 足歲兒童(依健保卡驗票)或身高滿 90 公分的兒童方可

搭乘，兒童不可揹著或抱著搭乘，且兒童需獨自乘坐一個座位，12 歲以下須與成人同

行。因鐵道自行車需人為踩踏，基於安全考量，行動不便者不建議搭乘，或要搭乘需有

親友陪同，請見諒。 

【和平島公園】以最少的人工設施來減少對自然破壞，以維繫自然生態的心來建設這

美麗的自然寶藏，是北台灣遊憩攬勝及自然教學的自然教室；和平島公園(和平島濱海

公園)內奇岩異石林立，海岸奇特的海蝕地形景觀，如海蝕平台、豆腐岩、海蝕溝、海

蝕崖、風化窗、萬人堆、千疊敷、海蝕洞、蕈狀岩、獅頭岩、熊頭岩等。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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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瓜石黃金園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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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商圈自由活動，或享受飯店設施：露天泳池、三溫暖泡

湯、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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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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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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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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飯店出發~經中山高、南崁交流道→桃園神社文化園區(全台僅存最完

整的日式神社，參道、鳥居、水手舍）→經中山高、頭份交流道、午餐→九

華山天空步道(油桐花季四月~五月)→經中山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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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神社文化園區】落成於民國二十七年，前身為日本人所建造的「桃園神社」，是

臺灣保存最為完整的日治時代神社，建築風格融合了中國古代唐風、日本風及臺灣近

代風，採用上等台灣檜木構築，並已在民國八十三年經公告正式被列為市定古蹟；也

因為特殊的歷史文化價值，而被電影《KANO》選中成為拍片場景，引領觀眾深刻感受

1930 年代的歲月回憶。 

【九華山天空步道】是「銅鑼自行車道」其中的一段，行人與自行車共行，沿著九華山

稜線建築，其中景觀橋和古意吊橋，橫跨於虎頭崁古道與挑鹽古道之間的山谷，有如

行走於天空一般故名「天空步道」及「天空吊橋」。天空藍的橋身架高與樹冠平行，站

在橋上可欣賞茶園風光與平原景緻，尤其桐花季時，可近距離欣賞桐花，登上景觀台，

更可眺望遠方滿坑滿谷的桐花，山頭被桐花覆蓋成白皚一片，美麗極了，天氣好時更

可遠眺通霄、苑裡沿海盡覽海岸風貌。不遠處又銜接著天空之橋，走在鋼索吊橋上，兩

側均有美麗的風光，亦是不能錯過的拍照地點。 

◎桐花季因自然天候狀況花期而有變化，若花狀況不如預期，原景點參觀，敬請諒解。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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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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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TWN-N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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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05/05、12、19、26，06/02、09、16、23 

房  型  

二人房 

每人費用 13,200 元，現金優惠價 12,800 元 
四人房 

每人費用 12,500 元，現金優惠價 12,200 元 
◎3-12 歲以下不佔床每人費用 6,800 元(含車資、門票、午晚餐、保險、服務費)。 

◎3 歲以下 3,200 元(含車資、小車、保險、服務費)。 

◎6/9 端午連休出發，每人加價 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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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人數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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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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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全程 200 萬旅遊責任險，20 萬元醫療險。 

5.門票：池上單車、深奧鐵道自行車、和平島公園、金瓜石黃金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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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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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