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人即可成行、賓士車到府接送 

 
 
 
 

★出發日期:不限日期出發，平日(週日~週五)，每車只接 4~6人，假日、連續假期、

過年期間需另外報價。【專案特價 自即日起至 10月底】 

★全程使用賓士車 V-CLASS九人座車，2018年 05月全新交車。 

★行程內容：谷關麗池山水溫泉飯店、新社阿亮香菇園、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景觀

步道、採季節水果、外埔漁港、合歡母乃石滬-台灣西部僅存的 2座石滬、廟宇文化

(大甲鎮瀾宮或新竹城隍廟)、各地美食。 

★有旅遊團的便利，自由行的方便，無購物壓力。【安全是我們最重要的考量】 

★不同於以往團體餐，餐食由旅客自費和決定餐點。【每人每天車上 1瓶礦泉水】 

★行程中順路如有需另外加景點或是親友拜訪，另外加一站費用加 500元。 

★此行程出發以大台中地區為主，外縣市地區需另加收車資。(台北~高雄皆可出發) 

★此行程可配合客人需求，客製化修改內容或飯店，量身訂做。 

★費用包含：兩天車資、一晚住宿費用（含 1早餐）、門票、保險、雜支。 

 

 

 

 

 
 

 

 

 

 

 

 

 

 

 

 

 

行 程 特 色 



 

 

【麗池山水溫泉會館】位於谷關溫泉區的最高處，它擁有谷關

最高的視野，藍天 白雲 自窗無限延伸，不用推窗就有好景觀，

可以俯瞰大甲溪及谷關七雄中橫的山林之美。以歐式建築風格

的休閒意境，營造一種高度自然的空間，每個房間均有獨立按

摩泡湯池。 

飯店設有大眾露天 SPA 溫泉，療程設備有：溫泉池、水療池、

冷泉池、按摩池、暖坑石板床…等 

泡湯須知： 

 進入大眾湯池前請先淋浴。 

 禁止將大浴巾帶入池中。 

 泡湯後請補充適量水分。 

 飯後三十分鐘內、酒後、身體虛弱、心臟病、高血壓、孕婦、手術

後、皮膚潰爛、結核病等請勿入池。 

 

麗池山水溫泉會館 
群山環繞，緊鄰大甲溪是旅人對我們最淺顯的認識 

這裏不僅是谷關獨一無二的歐式風格建築；從入口到大廳，甚

至全園區的每個角落，我們都想讓每位來到這裏的你，恍如置

身地中海的神仙國度之中。 

谷關，一直都只是溫泉的代名詞； 

而溫泉，也總跟‘養生’畫上等號。 

麗池山水溫泉會館，文青網美的自拍勝出地。 
溫泉的全新定義，值得每位來訪的旅人細細品味我們的巧思與

創意。希望選擇麗池山水的每一個你或妳，都有一段刻骨難忘

的回憶。 
 

 

 

 

 

 

 

 

 

  

飯 店 介 紹 



第 一 天 

出發【預計 08:00出發】→大坑【美食推薦：豬頭三的店、東東

芋圓】→新社【阿亮香菇園、美食推薦：酥炸杏鮑菇、和平客棧】

→白冷冰棒→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谷關【谷關溫泉公園、自

理晚餐推薦：英英小吃、溫泉街美食】→飯店：麗池山水溫泉會

館 

【豬頭三的店-炸粿 VS.大骨筍湯】裡面賣著各

式的炸物、小菜、麵食和湯。其中炸物和大骨

筍湯為必點美食。  

【東東芋圓】台中人指定的第一順位，料好大

粒手工熬煮的美味風景，堅持美味、堅持風味、

堅持天然的尚好。產地直送的嚴選食材：大甲

芋頭及大肚山紅番薯，每天手工製造、現煮現

賣，Q 綿濃密口感、搭配精心熬煮的軟嫩大豆、

柔嫩仙草、甜嫩鳳梨…及各種新鮮豐富配料，濃

濃的手感私房味。 

 

【阿亮香菇園】新社知名的香菇觀光農場。呈現的是最真

實的香菇農園，可以真實貼切了解菇園的情況。阿亮香菇

園推出自採香菇、香菇生態解說，以及現炸新鮮香菇品嚐、

菇類產品販售等服務。目前也是新社鄉唯一提供”全年"可

採香菇體驗的農園。亦可宅配新鮮菇類到府。 

阿亮最讓遊客津津樂道、百吃不厭、一吃上癮的就是的『招牌鹽酥菇』，看著油鍋前大

排長龍，人手一包，不管多燙口，每個人拿了就往嘴裡塞，專注的吃著手裡的鹽酥菇，

看著一張張滿足的表情就知道阿亮的『招牌鹽酥菇』有多誘人！！ 

【※每位旅客贈送一張壹佰元整消費折價券】 



【和平客棧】美味甕仔雞和道地山產！ 

大甲溪蝦、宮寶皮蛋、涼拌過貓-用和風醬灑芝麻的方式料理、

甕仔雞-山上跑的放山雞、狗尾羊奶雞-狗尾（九尾草）和羊奶

埔都是中藥材，羊奶雞更是客家經典湯，是冬天進補的好食材。 

P.S 想吃甕仔雞的話最好先打電話訂，因為甕仔雞是隱藏版的

菜不在菜單上。 

【大甲溪發電廠白冷冰棒】大甲溪發電廠員工消費合作社，自

產枝仔冰，衛生可口，生產製程中採用，經沉積過濾的山泉水煮沸後再製成冰棒。 

口味有: 清冰、紹興桂圓糯米、巧克力、酸梅、百香果…等多達 14 種口味，其中五葉

松汁枝仔冰更是獨創! 

【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屬於暖溫帶

闊葉林，以二葉松、台灣五葉松、肖楠、

杉木及殼斗科植物為生態環境之代表植

物。因水質優良，園區溪流常見許多溪

澗留鳥駐足，本環境的代表動物台灣藍鵲、灰喉山椒鳥、小啄

木、黃山雀、赤腹山雀、紫嘯鶇及鉛色水鶇等。遊樂區內的地

質多為脆弱的砂岩、粘板岩以及硬岩所組成。由於受十文溪的

沖刷切割，區內山勢相當陡急，也因此並未受到過多的干擾，

水質特別清淨，生態資源也因而更豐富。大型的岩塊上因為有潮濕的霧氣而附生了許

多蕨類植物：骨碎補科的海州骨碎補、杯狀蓋陰石蕨以及水龍骨科的崖薑蕨、絨毛石

葦、石葦、槭葉石葦等成為最常見的物種。使坐落在十文溪畔的八仙山森林遊樂區成

為台灣中部最適合進行生態觀察的地點。 



【谷關】地勢險要，山岩崢嶸矗立谷關溫泉則自山麓湧出穿梭在山岩間流著，水量終

年不竭，谷關溫泉泉質乃屬碳酸泉，含有硫化物及鹽分，因含大量硫化物，所以在靠

近時可聞到硫化物特有的刺鼻味，據傳日本明治天皇泡完谷關溫泉後，一舉得「子」，

故有了「生男湯」的傳說。 

【谷關溫泉公園】有著免費泡腳放鬆身心的谷關溫泉公園，

還有兩座至今仍保有最原始風味的吊橋，一個是「谷關吊

橋」，為谷關最有名最具代表性的吊橋，因而成為谷關著名

地標。另外靠近谷關郵局有一座「捎來吊橋」，谷關、是個

幸福的景點，不僅有祝福旅人捎來喜訊的捎來吊橋，更有生

男湯傳說的谷關溫泉。園內設備完善，包含溫泉文化館、溫

泉魚足浴區、廣場、舞台等設施。 

餐  食： （早餐）敬請自理（中餐）敬請自理（晚餐）敬請自理 

住  宿： 谷關麗池山水溫泉會館 (二人一室) 或 同等級 

第 二 天 

飯店出發→採果趣【東勢軟埤坑休閒農業區或卓蘭】→自理午餐

推薦：口福鵝肉店、阿水飯店→後龍【外埔漁港(可自由購買海

產)、合歡母乃石滬】→北上：可加新竹城隍廟【美食推薦：廟口

小吃-廟口鴨香飯、阿忠肉圓、柳家肉燥飯】、南下：可加大甲鎮

瀾宮【美食推薦：大甲城燒餅、康家阿媽ㄟ粉腸】→溫暖的家 

【東勢】有著渾然天成的理想環境，孕育著四季甜美的當令水果，來到這用水果顏色

彩繪的山城，貼近農民最樸實的生活，親身享受採果的樂趣。 

 

 

 

 

 

 

 

 

 

 

立 春 立 夏 立 秋 立 冬 二月至四月 

椪柑、橘柑、茂谷柑 

葡萄、楊桃、咖啡 

枇杷、桃子、梅子 

五月至七月 

葡萄、高接梨、火龍果 

桃子、梅子 

八月至十月 

葡萄、橫山梨、高接梨 

黃金果、火龍果、椪柑 

溫帶梨、蘋果、甜柿 

楊桃、咖啡 

十一月至翌年元月 

椪柑、黃金果、楊桃 

溫帶梨、筆柿、甜柿 

咖啡、雪梨、葡萄 

蘋果 

大東勢地區四季水果產期 



【卓蘭】位於苗栗縣南端。四季氣候溫和，雨季主要在 5 月至 6 月、8 月至 10 月。，

卓蘭為臺灣水果重要產地，故有水果王國之雅號。 

 

 

 

 

 

 

 

 

【軟埤坑休閒農業區】地處東勢鎮南端與和平鄉為鄰，區內有一條溪流經，是由太坪

角溪、五窯坑溪、七櫃壟溪以及壟背溪等四條支流匯聚而成的，長年水量豐沛，供應

溪岸的農業用水，溪中生態豐富魚蝦成群。由於山區沒有工廠與家庭廢水的污染， 

自然環境佳而成為動植物的天堂，也是螢火蟲的棲地。 

軟埤坑休閒農業區是政府輔導的新興休閒農業區，由東勢區推動整合軟、硬體園區規

劃，包含開放觀光採果、農家合宿、登山步道建立、糯米橋、自然生態教室、假日果

市等等建設，每年還有螢光夜語生態賞螢及挑戰溯溪的精采活動，也能體驗各式 DIY

行程，帶領大小朋友共同體驗彩繪、山蘇、新丁粄、米粄、染布等 DIY。 

 

卓蘭鎮四季水果產期 

葡萄、草莓、楊桃 

柑橘 

二月至四月 立 春 五月至七月 立 春

高接梨、柑橘 

八月至十月 十一月至翌年元月 立 秋 立 冬 

葡萄 草莓、楊桃、柑橘 



【口福鵝肉店】從老奶奶早年挑著擔子沿街叫賣小吃開

始，慢慢有了五坪大的小店，在卓蘭鄉間由簡單幾張桌

子板凳的無名小吃做起。每天一早第二代徐媽媽親自點

起大灶火苗開始，以柴燒大灶料理，都是讓客人聞香吃

不膩最道地風味，其中最受歡迎的鵝肉，幾乎桌桌都不

會錯過的叫上一盤。 

『口福鵝肉店』如今已歷經三代，沿襲古法堅持以柴燒烹調出具有特殊風味的土鵝及

各種客家風味料理。已有 60 年歷史的『口福鵝肉店』，純樸的卓蘭小鎮，配上『口福

鵝肉店』的美食菜餚，太棒啦！ 

【阿水飯店-高 CP 值海產餐廳】後龍生意非常好的海鮮熱炒專

賣店，平時無固定的菜單和價目表，以當天現場公告為主。店

內的菜單都在靠近廚房的牆面上，餐點都沒有附上價格，主要

是根據人數、餐點大小或餐點的份數來計價。海鮮粥是阿水的

招牌，裡面有魚肉、蚵仔、吻仔魚、蝦子，上面撒了柴魚片、

香菜等。 

【外埔漁港】位在後龍鎮的海埔里，自民國六十五年開始經過多次的擴建，成為苗栗

地區最具規模的第三類漁港，目前漁港內的設施有漁貨拍賣場、給水站、儲油庫與製

冰冷凍庫等。目前政府正積極推動觀光事業，包

括綠化環境、興建愚人碼頭木棧道、浮動碼頭與

遊客中心等，將外埔漁港打造成為觀光漁港碼頭。 

註：若有意者採買海鮮(帶回家者)請自帶防水提

袋。 

【合歡、母乃石滬】「石滬」是以人工古老方式與

大海鬥智力取，早期漁民就地取材，撿拾海邊的磯石交錯砌築成ㄇ字型之石圍，利用

海水漲退潮的水位落差捕魚。漲潮時海水淹蓋整個石滬，魚群隨著海浪游進石滬覓食，

退潮時困在石滬，漁民則趁隙入內捕撈。 

先民艱辛砌築「石滬」歷經三、四百年來的滄桑歲月洗禮，如今石滬群在後龍

溪以北尚存合歡及母乃兩座完整石滬，石滬漁獲量早已不如以往，也無法藉此

賺取基本工資，但這些年紀超過六十歲的石滬主人，依然盡力維護石滬，盼能

讓後輩了解早年漁民的生活方式。  

依潮汐時間安排  【潮汐表連結：中央氣象局潮汐預報苗栗縣後龍鎮】 

https://www.cwb.gov.tw/m/f/tides/NSea03_000506.htm


【北上-新竹城隍廟】城隍為專門掌管陰間與陽

間賞罰善惡的神明，因此城隍廟的佈置猶如古

代的衙門。創建於清乾隆 13(1748)年，其廟宇

規模在當時是全臺之最，廟埕的市集小吃攤，

成為新竹特色之一。  

據史載，光緒 17(1891)年，全臺官民在此舉辦

護國祐民怯除災厄祈禱醮法會，晉封為新竹都

城隍，為臺澎地區唯一的省級城隍廟，又因顯

靈禦匪有功，光緒皇帝頒賜「金門保障」匾額，

其後陸續獲歷代皇帝封贈，成為全臺官位最高

的城隍爺。 

城隍廟歷經多次翻修，現今廟貌重修於民國 13

年，殿宇雄偉，雕刻瑰麗，以三川殿及三疊式

屋頂最具特色，廟內文武判官范、謝將軍及四

捕快之雕琢精緻傳神。而懸掛在屋樑上的大鐵算盤，據說是城隍用來計算人世罪惡的，

所以兩旁的對聯寫著「世事何須多計較，神天自有大乘除」。每至元宵，花燈、人群將

廟宇妝點得熱鬧繽紛；每年中元節城隍出巡，更吸引各地信徒湧入。 

【城隍廟口小吃】廟口鴨香飯、阿忠肉圓、柳家肉燥飯、苗楊冬瓜仙草絲、郭家潤餅、

西大發城隍包...等  

【南下-大甲鎮瀾宮】俗稱大甲媽祖廟、大甲媽，

主祀天上聖母媽祖，為台灣媽祖信仰的知名廟

宇之一。近年來，大甲鎮瀾宮媽祖的遶境進香

發展成宗教界的盛會，曾遠赴湄洲媽祖祖廟謁

祖進香之外，每年最令人受矚目的就是大甲媽

祖遶境進香活動為「國家重要民俗活動」。 

相傳，清雍正八年（1730 年）福建莆田湄洲人

林永興向湄洲媽祖祖廟分靈一尊天上聖母神像

香火移民來臺，於大甲定居，原本供奉在林家，

清雍正十年（1732 年）信眾紛紛參拜，於是林

永興協同地方士紳建祠，由臨濟宗禪師住持。

據傳乾隆卅五年（1770 年）改建，名曰「天后

宮」。 

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重建，載於臺灣府淡

水廳文獻中。由大甲分司宗覲庭、進士陳峰毫、



 

【備註】 
▲本產品為每位貴賓投保 500 萬旅責險及 20萬意外醫療險，乘客責任 1000萬 

▲提醒您別忘給予辛勞的司機嘉勉。按照國際禮儀，旅客每人每天小費 200 元。 

▲以上行程所載明之行車時間僅供參考，因路況或假日車流過大時，行程順序將視實際情況調動。 

▲因天氣和不可抗拒的因素，會在出發前通知更改出發日期或更改路線，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士紳連崑山、平埔族原住民頭目巧化龍等著名檀越，屢次重建，擴大廟宇，以天后能

鎮海安瀾（因為以前廟前 1、200 公尺就是大海），改稱為「鎮瀾宮」。 

【鎮瀾宮周邊小吃】大甲城燒餅、康家阿媽ㄟ粉腸、大甲黑石頭炭烤玉米、一路發楊

桃汁、一品香水煎包、大甲芋頭城、正兄弟當歸豬腳麵線、王元吉炸粿...等 

餐  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中餐）敬請自理（晚餐）敬請自理 

住  宿： 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