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人即可成行、專車到府接送 

 
 
 
 
 
 
 
 
 
 
 
 
 
 
 
 
 
 
 
 
 
 
 

★出發日期:限週日～週三出發，連休假期和連休假前一天除外，每車只接 4~6人。 

★全程使用賓士車 V-CLASS九人座車，2018年 05月全新交車。 

★行程包含中橫之美、清境農場、清境高空觀景步道、梨山賓館、鬼斧神工的太魯閣、

台灣最美步道-砂卡礑步道、鯉魚潭風景區、四八高地、玩味蕃樂園、佳興冰果室、

南方澳觀景台、南方澳漁港、礁溪溫泉、石碇千島湖、八卦茶園、石碇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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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程以大台中地區為主，外縣市地區需另加收車資。(台灣西部地區皆可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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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車資、三晚住宿費用(含 3早 1晚)、門票(清境農場、清境高空觀景

步道)、保險、雜資。 

 

 

 
 
 
 
 
 
 
 
 
 

行 程 特 色 



第 一 天 
台中出發【預計出發時間 08:00】→清境農場(門票)、清境高空觀

景步道(門票)→武嶺→合歡山松雪樓→梨山賓館 

【台中出發】欣賞美麗的國道風光，沿途停靠休息站休息一下，愉快的旅程即將開始

囉! 

【清境農場】清境農場青青草原數十公頃碧草，餵食著數以百計的綿羊和牛群，合歡

山奇萊山雪水深切的溪谷淌流著滋養日月潭波瀾的清流，中央山脈最高的北三段群峰─

奇萊北峰、奇萊主峰、南華山、能高山、安東軍山及合歡群山，則形成一堵如帶的高

牆，延遲晨光的投射時間，攔住清晨的薄霧山嵐，也成就了從花蓮翻山而來的雲瀑在

濁水溪谷積成雲海，這些景觀豐沛了清境觀景步道的風格，也涵養它無可取代的獨特。 

【清境高空景觀步道】「腳下綠草如茵，身前深谷千米，放眼群山如帶，舉頭晴空蔚藍。」

這是清境高空觀景步道的印象寫照，親臨其境用 2000 步走在海拔 1700 公尺的觀景步

道又是另種風情。全長 1.2 公里，寬 2.5 公尺，連結現有起自清境國民賓館的舊步道至

青青草原南票口；步道基於友善自然環境與景觀，採用隱匿式高架設計，離開車道，

跨過草原，穿梭林梢，屬於視野開闊的「高架空中步道」，旅客可以安全健行的同時，

欣賞羊群覓食青草地，野鳥跳躍樹冠上的生態，沿途並設有 6 座景觀平台，方便旅客

駐足迎涼風，遠眺中央山脈、濁水溪河谷，也看見比平地清澈許多的蔚藍天空。 

建議停留時間：2 小時 

【武嶺】武嶺乃合歡主峰與東峰間的鞍部，位於昆陽之北，海拔 3275 公尺，是台灣驅

車便能上達的最高點，除西側有部份遮蔽外，四周山線盡收眼底。東邊觀景台位置極

佳，可眺望層峰連天的奇萊山群及合歡山坡綿延的箭竹草坡，視野壯麗遼闊，於晨昏

之際，更有翻騰的雲氣，輕搔旅訪的心海。 

建議停留時間：半小時 

【合歡山松雪樓】位於省道台十四甲線 33 公里處，合歡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內，臨近合

歡山莊，屬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管轄。海拔 3150 公尺，是全台灣及東南亞最高海拔

的旅館。合歡山松雪樓最早興建於民國 55 年，原本是蔣公行館，民國 58 年開放住宿，

直到民國 85 年因房舍老舊，颱風受創嚴重，於是於民國 88 年拆除並重建；睽違 13

年後，松雪樓終於在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及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共同努力下，於民

國 98 年以嶄新的風貌重新恢復營運。目前松雪樓客房部由林務局直營，共 36 間套房，

最多可同時容納 88 人。此外松雪樓附設餐廳部則透過公開招標委由大鼎活蝦餐廳經

營，從早上七點到晚間八點，分時段提供中西複合式早餐、八番拉麵套餐、輕食茶點

及西式排餐。堪稱為台灣高海拔山區最優質的旅館及餐廳。 



建議停留時間：1-2 小時 

★可自行決定走合歡東峰步道，合歡東峰為百岳之一(排名第 35 號，海拔高度 3421 公尺)，是合歡群

峰的第二高峰，山勢巍峨、峰頂開闊，天晴之時展望極佳，南湖大山、中央尖山、奇萊連峰，甚至連

遠處的玉山群峰都可盡收眼底。合歡東峰也是賞高山杜鵑的最佳勝地，此處之玉山杜鵑為合歡山區最

密集的地方，在每年五至六月時，花團錦簇、美不勝收，與合歡群峰大草原構成最令人魂牽夢縈的景

色，此外台灣冷杉、玉山圓柏與刺柏等林木群居於山頂附近，也別有另一種倉勁之美。夏季來此可賞

混生於台灣冷杉林內與玉山箭竹叢間的開花植物、隆冬雪期則是最佳的雪訓地點。 

【梨山】梨山是位於台灣台中市和平區的一個多種族群雜居的聚落，包括原住民、客

家人、閩南人等，也是泰雅族文化交匯之地；地處中央山脈，海拔約 2000 公尺，屬於

溫帶氣候，以氣候宜人、風景優美、盛產水梨、水蜜桃、蘋果等溫帶水果而聞名。中

部橫貫公路開通後成為中橫東西二段與宜蘭支線的交會點，一躍而為台灣中部開發最

早也最負盛名的高山風景區，與新竹獅頭山、彰化八卦山合稱“叁山”，由叁山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規劃管轄。 

餐  食： （早餐）自理（中餐）配合行程當地自理餐（晚餐）飯店內用 

住  宿： 梨山賓館 

第 二 天 

梨山賓館(可自行預約導覽)→太魯閣國家公園（天祥遊憩區、燕

子口步道、長春祠、小錐麓步道、砂卡礑步道）→花蓮飯店→花

蓮市區散策，自理晚餐 

【梨山賓館導覽】可於入住當天預約隔日 09:30 梨賓深度導覽。 

【太魯閣國家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以雄偉壯麗、幾近垂直的大理岩峽谷景觀聞名。

沿著立霧溪的峽谷風景線而行，觸目所及皆是壁立千仞的峭壁、斷崖、峽谷、連綿曲

折的山洞隧道、大理岩層和溪流等風光。瀑布是太魯閣國家公園重要的景觀，從太魯

閣口到文山間，瀑布相當多，最著名的要屬白楊瀑布、銀帶瀑布、長春瀑布、綠水瀑

布等，還有許多不知名的小流瀑。燕子口和九曲洞，是太魯閣峽谷最讓人心動的自然

奇觀，也是峽谷最窄的兩段，臨溪側闢有人行步道供遊客漫步欣賞。燕子口對岸大理

石峭壁上可見到許多小洞穴，每當春夏之際，常有小雨燕和洋燕在峭壁間穿梭鳴唱，

或在洞穴內築巢，故而得名燕子口。而九曲洞「如腸之迴、如河之曲」的隧洞景觀，

遊客可沿迴轉曲折的半明半暗路線欣賞峽谷風光。 



★天祥遊憩區：天祥位於中橫公路東段，約

距太魯閣 19 公里處。大沙溪與塔次基里溪在

此匯集成立霧溪，經河水長年的堆積侵蝕，

造就了多層河階地形，是太魯閣國家公園峽

谷中的大型溪階遊憩園區。此區腹地廣闊，

餐飲店、飯店、公車站、停車場、郵局等一

應俱全。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在此設置服務站，提

供遊客解說諮詢服務。西側的晶英酒店，為國家公園中唯一的觀光型大飯店，也儼然

成為觀光據點；後園有天祥基督教堂，另一端靠近青年活動中心，還建有天主教堂。 

走過普渡橋，沿祥德寺步道行走，有二十六台尺高的白衣觀音像、七層高的天峰塔，

有莊嚴的地藏菩薩像，和宏偉的大雄寶殿，可以感染清思佛理的氣息，若您求的是與

山林對話，或蟄伏、或穿梭闊葉林帶的鳴蟲、飛鳥、舞蝶，也絶不讓妳敗興而歸，幸

運的話，還有太魯閣大戟及太魯閣櫟兩種稀有植物來相會。 

站在稚暉橋上四望，可望見山色水光，可盡覽曲流壺穴地形、礫石層露頭痕跡；走近

細看分明，可觀察天祥以東和以西岩層的差異。 

★燕子口步道：沿著中橫公路到達燕子

口，立霧溪峽谷在此變得更狹窄了，從

這裡向西延伸到慈母橋，是立霧溪峽谷

最膾炙人口的一段。燕子口步道從燕子

口到靳珩橋，途中可欣賞太魯閣峽谷、

壺穴、湧泉、印地安酋長岩等景觀。燕

子口步道可說是一條兼具地形、生態與人文特色的步

道。 

步行時間：約 10~30 分鐘 

旅遊小叮嚀： 

1.進入本步道，應配戴安全帽，並注意自身安全。 

2.道路狹窄，常有大型車輛行駛，請特別小心交通安全。 

3.水急流湍，多暗流漩渦，禁止下溪谷游泳及涉溪。 

4.為考量遊客安全，本步道將視現場實際情況，進行相關管制

措施及防護工程。欲前往者，請留意本處步道開放情形公告以



利行程安排。 

★小錐麓步道：小錐麓步道位於砂卡礑隧道外側，緊鄰立霧溪下游的邊坡上，這是太魯

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闢建完成的步道，從太魯

閣台地走小錐麓步道，可以直通砂卡礑步道

口，再接著走砂卡礑步道，這條路線可以減

少從太魯閣台地往返砂卡礑步道行走在隧

道的距離。小錐麓步道的入口位於砂卡礑隧

道內東端通風口，因此，從太魯閣台地出

發，依循指示牌穿越斑馬線後沿左側人行道

進入砂卡礑隧道，行走隧道中的人行道，約

330 公尺即可到達東通風口，通風口的另一

端便是步道入口。 

步行時間：約 20 分鐘 

旅遊小叮嚀： 

1.東段棧道階梯上下曲折，林蔭路段易濕滑，請小

心慢行並注意落石。 

2.步道地勢起伏，東段多階梯棧道、西段為自然原

野地，未設置無障礙設施，不適合行動不便、幼兒與老弱者。 

3.請勿攀爬護欄或踩踏防護繩索，以維護設施與自身安全。 

4.探索吊橋限行 5 人、棧道吊橋限行 20 人；行走小吊橋，請配合遵守東往西單向通行，並勿搖晃嬉

鬧以確保通行安全。 

5.本步道連結至砂卡礑步道全區禁菸，請共同維護環境清潔與空氣品質。 

6.步道沿線無設置廁所，請行前於太魯閣台地或砂卡礑停車場公廁先行如廁。 

7.出發時請先確認行走路線，以及上、下車地點或停車場。 

★砂卡礑步道：砂卡礑步道從入口處到三間屋全長約 4.1 公

里，倚傍著砂卡礑溪而行。砂卡礑溪 16 公里的流路中，形

成峻秀的峽谷，清澈的溪水、美麗的岩石褶皺及蓊鬱的森

林；步道沿途過去曾有多個原住民聚落，讓砂卡礑步道兼具

景觀生態與人文之美。砂卡礑溪溪床上鋪滿大大小小的壘

石，以大理石與片麻岩最多，湛藍湍急的溪水滑過溪床，與

溪石合奏出清亮的自然樂音，而溪水也將岩石琢磨得圓滑柔

美。褶皺在兩岸山壁和溪中岩石上形成一幅幅抽象壁畫，任

人欣賞想像。 



第一站 步道起點 

砂卡礑步道入口位於砂卡礑隧道西洞口外，從入口循著迴旋梯直下即

可到達步道起點。步道起點設有解說牌，對砂卡礑步道有全面性的介

紹。從這裡向南望去，可看到砂卡礑溪水注入立霧溪中，就在步道對

岸匯流口附近也形成河階地形，那裡曾是太魯閣族人的部落。 

第二站 白肉榕 

陡直的山壁，有一棵白肉榕斜長在岩壁上方，看起來危危顫顫的，它卻從

上而下伸出密密麻麻粗細不一的根，牢牢的抓住岩壁，施展出高明的攀岩

功夫，令人無可撼動。這是榕樹的纏勒現象，也是它的生存之道，發生的

原因和布洛灣上台地「樹抱石」一樣。緊抓著岩壁，不僅能幫助它吸收到

足夠的水分，也可以讓它不容易被風雨扳倒，當然岩壁也因為有樹根的攀

附，而有水土保持的功能，使山壁不至於崩落。生活在這裡的原住民早已

深知這個道理，絕不輕易除去岩壁上的樹根。砂卡礑步道上由於榕樹分佈

相當多，因此榕樹緊抱山壁的現象也四處可見。 

第三站 蕨類石壁 

這片幾乎垂直的大石壁上，仔細觀察可以發現，除了苔蘚類外，也有種類相當多的蕨類，包括伏石蕨、

石葦、腎蕨、海金沙、卷柏等，適合作蕨類觀察。 

第四站 大褶皺 

從這裡仰頭上望，可以看到對岸裸露的山壁上有許多

柔美的線條，像千層糕一般，層層分明地堆疊著，這

種地形稱為「褶皺」。這些岩石遠在數十到數百萬年

以前，都被深埋在超過十公里以上的地底下，在地層

深處的高溫與高壓作用之下，岩石是半流體的狀態，

且相同成分的礦物會聚合在一起，形成層層顏色分明

的現象。由於臺灣受到板塊運動劇烈的影響，地殼快

速隆起，地底下的熔岩很快被推擠上來，快速冷卻，

隆起的岩石再經溪水切割，於是美麗的褶皺就這樣形

成了。這片山壁除了褶皺之外，還可看到山壁上有許多凹凸不平的表面與洞穴，這是砂卡礑溪的傑作，

在溪水切割的過程中，水侵蝕岩層較鬆軟的部分，而留下較硬的部分所致。 

第五站 斯維奇 

太魯閣語「斯維奇」（swiji）是指大型葉片的榕樹，包括稜果榕、幹花榕、雀榕、水同木等都是「斯

維奇」，由於此地榕樹族群數量相當多，因此太魯閣族人也以「斯維奇」為地名。此處為平坦的河階



地形，至今仍有太魯閣族人在此農耕，以種植山蘇等作物為生，過去因有

五間房舍，也稱為「五間屋」。 

第六站 三間屋 

砂卡礑步道走道盡頭是「三間

屋」，這裡曾是太魯閣族人的聚

落，因過去有三間屋舍而稱「三

間屋」，但太魯閣族人卻稱這裡為「柏拉耀」（brayaw），

是「姑婆芋」的意思，仔細觀察這裡，陽光並不充足，陰濕

的環境正是適合姑婆芋的生長，過去應是長滿姑婆芋而得

名。步道口距三間屋 4.1 公里，建議您走到三間屋之後，小憩

之後需循原路折返。 

步行時間：往返約 4-6 小時 

旅遊小叮嚀： 

1.砂卡礑溪溪水湍急，禁止離開步道範圍或進入溪床、從事游泳溯溪，營火、烤肉及其他國家公園禁

止事項。 

2.除了攝影什麼都不取，除了回憶什麼都不留，請勿採摘花木、撿拾漂流木及石頭，以免觸法。 

【花蓮市區散策】花蓮市區美食主要集中在中山路、中華路、中正路這三個黃金區塊，

亦可至花蓮的東大門夜市，逛街享用美食。 

餐  食： （早餐）飯店（中餐）配合行程當地自理餐（晚餐）配合行程當地自理餐 

住  宿： 力麗哲園飯店-花蓮館或同級 

第 三 天 

飯店→鯉魚潭風景區→四八高地→洋基牧場(自理午餐)→地耕味

-玩味蕃樂園→佳興冰果室→南方澳觀景台→南方澳漁港自理晚

餐→和風礁溪館→礁溪老街散策 

【鯉魚潭風景區】鯉魚潭位於壽豐鄉池

南村鯉魚山腳下，距花蓮市僅 18 公

里，是花蓮地區早期即頗負盛名的一處

風景區。鯉魚潭南北最長處約 1.6 公

里，東西最寬處約 930 公尺， 是花蓮

縣內最大的內陸湖泊。當地人原稱之為

「大陂」，阿美族人則稱之為「巴鬧」，

後因東傍鯉魚山而被命名為鯉魚潭。由

於週邊遊憩資源豐富，鯉魚潭很早就發展成一處知名的風景名勝。花東縱谷國家風景



區成立後，更整合現狀積極規劃，將鯉魚潭塑造成一處具可輕舟悠遊、單車環潭或漫

步水岸的多元化遊憩活動據點。潭北設有遊客中心，遊客可由此取得最詳細的各項旅

遊資訊；潭西的水岸休憩區裡設有各項親水活動與休憩設施，適合全家老少小歇賞景；

長約 5 公里的環潭自行車專用道，讓鐵馬騎士們以車代步，享受怡人的湖光山色；標

高 601 公尺的鯉魚山上更有數條森林步道，是享受森林浴、賞鳥賞花賞景的最佳健行

路線。 

建議停留時間：1 小時 

【四八高地】又稱奇萊鼻或美崙鼻，四八高地的形成是由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板

塊於在此發生碰撞推擠，使得地殼造成多次

隆起，也造就了觀察海岸地質的最佳戶外教

室。獨特的海階地形都是一次次地殼隆升所

致，這裡有六階較明顯的海階，表示地盤曾

間歇上升六次。各海階面上也隨處可見貝類

與珊瑚礁化石。這裡不僅是眺望七星潭月牙

灣海岸的最佳地點，也是觀察地殼隆起、侵

蝕、崩塌等海岸地質的最佳戶外教室。居高臨下，眺望大海，天氣好時還可遠眺蘇花

公路上的清水斷崖。 

建議停留時間：半小時 

【洋基牧場-自理午餐】位於花蓮最美的海灣--七星潭附近，來到洋基牧場有寬廣的綠

地與、山豬及各種可愛動物

與您相伴，共度最美好的用

餐時刻。在微醺的海風中，

品嚐各種美食佳餚及現榨新

鮮果汁，不管是宴客小酌、

闔家用餐或情侶約會，洋基

牧場將為您打造最美好的浪

漫回憶。這邊的餐點有各式

炒菜也有搭配好的合菜可以

選擇必點的招牌菜色就是他們的桶仔烤雞還有烤魚，這兩樣餐點需要先打電話預定

喲！ 

建議停留時間：1 小時 



【地耕味-玩味蕃樂園】位在花蓮縣

新城鄉的玩味蕃樂園，是由「地耕味

集團」所打造的復古風觀光工廠。地

耕味旗下涵蓋許多花蓮知名店家，包

括阿美麻糬、阿美釋迦、七星柴魚博

物館、阿美小米文化館等，玩味蕃樂

園也在現場設置伴手禮販賣區，讓你

輕鬆擁有在地名產。踏上二樓，便進

入時光隧道，打造舊時的火車站、花蓮中山路的

繁華場景，許多古早味店家、復古大戲院更讓你

拍照拍不停。後段則以花蓮各區的產業打造獨特

場景，例如富里盛產鮮乳，就以乳牛及草地作為

此區代表。透過巧思，讓民眾更加了解花蓮這片

後山。園方另規劃了「童玩 DIY」體驗活動，讓

大人小孩一起回憶古早味的自製玩具。 

建議停留時間：1 小時 

【佳興冰果室】佳興冰果室老舊的平房建築，已有近 60 年

的年紀了，老舊的房子多了一份懷舊的味道，這曾是許多

人兒時的記憶，一碗剉冰，一杯檸檬汁，滿滿的幸福與滿

足。與果農契作，無毒種植，保證每顆檸檬都是健康優質，

採收後，用清水沖洗外皮，整顆檸檬連皮打汁，檸檬的酸

與煉乳的香甜平衡恰到好處，獨特口感，讓許多消費者趨

之若鶩，等上一個月也值得。 

建議停留時間：15 分鐘 

【南方澳觀景台】「南方澳觀景台」位於蘇花公路

108 公里處，是原有的停車場擴大改建而成，又稱

為「昭安觀景台」。海拔高達 140 公尺的南方澳觀

景台，站在上方可以飽覽台灣東北海岸的美麗風

光，包含南方澳的內埤漁港、蘇澳港、內埤海灘、

豆腐峽等景致，還可遠眺蘇澳港三面環山的翠綠壯闊。也因位於東海岸，凌晨時分，

旅客更可在此等待旭日由遠方海面緩緩上升，將太平洋染上閃亮金黃的美麗日出，永



生難忘的美景值得您來訪。 

建議停留時間：15 分鐘 

【南方澳漁港自理晚餐】南方澳漁港位於宜蘭縣蘇澳鎮的蘇澳港內，為台灣三大漁港

之一，是東部遠洋漁港的重要基地，南方澳漁

港於日治時期即建立至今，南方澳共有三個漁

港，第一漁港即為南方澳漁港，是當地最早期

的漁港，漁港底端有許多快炒與海炒店，讓遊

客可於此處一嚐新鮮海味。南方澳漁港內共分

三班漁市，第一漁市於每日下午兩點開始，由

漁會主持拍賣，第二漁市於每日三點到五點，

由漁民各自販售，第三漁市則位於漁港路上，聚集各式海鮮特產店，讓凡是來到蘇澳

的民眾，都非得去品嘗最道地的海味，南方澳漁港旁海產快炒店林立，不僅能提供最

新鮮的海鮮料理，也由於是產地直營，因此價格也比市區便宜的不少，更是成為饕客

的天下，而南方澳的好味，也聞名了全台。 

建議停留時間：1 小時 

【和風礁溪館】和風礁溪館位於礁溪市中心，交通便利，離火車站、客運站步行皆約 5

分鐘，國道五號高速公路經頭城交流道下來車程約 5-8 分鐘即可抵達。飯店為獨棟式 8

樓層建築，風格為日式極簡休閒風，各式客房各具風格搭配不同泡湯浴池 (石板、塘磁、

檜木及按摩浴缸)；礁溪溫泉泉質為礁溪獨特的平原碳酸氫鈉泉，無色無味(內含酚酞

鹼) ，全台獨一無二(美人湯)。 

【礁溪老街散策】國境之東魅力無窮，來到宜蘭礁溪一定要泡泡溫泉、嚐嚐小吃，得

天獨厚的特殊泉質搭配上在地特色美食，保證讓這一趟小旅行充滿樂趣。美食推薦：

礁溪八寶冬粉、吳記花生捲冰淇淋、柯氏蔥油餅、義眾魚羹之家、奕順軒奶凍捲、諾

貝爾奶凍…..等，更多的美食等您來發掘。 

餐  食： （早餐）飯店（中餐）配合行程當地自理餐（晚餐）配合行程當地自理餐 

住  宿： 和風礁溪館或同級 

第 四 天 
飯店出發→石碇千島湖→八卦茶園→石碇老街→溫暖的家【預計

抵達時間 18:00】 

【石碇千島湖】塗潭道路進入永安社區的沿途，種植了一整排的落羽松，四季景觀顏

色變幻不一，落羽松葉形有如羽毛，襯著光影的照射，別有一番浪漫氛圍。小千島湖



景觀及八卦茶園則是翡翠水庫 

旁的祕境景點，連偶像劇「溫柔的慈悲」也來此取景，藍天白雲、青山綠水的悠閒風

光，吸引許多攝影愛好者前來。 

【八卦茶園】目前茶園主要是種植包種茶為主，包種茶又有東方美人茶的美稱。除了

茶葉之外，八卦茶園的迷人景色，不僅偶像劇、廣告爭相來取景，也是許多新人拍攝

婚紗的熱門景點。八卦茶園旁有一觀景平台，可以眺覽附近的茶園風光及北勢溪的風

景。 

【石碇老街】石碇早期以產煤為主要經濟來源，煤礦枯竭後，人口大量外移，昔日風

光不再，卻意外地保存了豐富的人文風情和道地的美食，這裡擁有全臺僅存的不見天

市集、百年豆腐店、吊腳樓等，恬適的小鎮風光，都是離開都市、放慢步調的好地方。

老街分為東街和西街，東街可以看到房屋的柱子，蓋在河床上，當地居民稱之為「吊

腳樓」，由日據時代保存至今，成為別具特色的建築。為了充分利用空間，不見天街二

樓的樓層包含樓下的房屋和街道，即街道是建築物中間的通路，所以形成樓下不見天

的特殊景觀。石碇豆腐以其有一股與眾不同的特殊氣味聞名，最大的特色是帶著淡淡

的煙燻味道，吃了讓人口齒留香、屢試不爽。 

餐  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配合行程當地自理餐（晚餐）溫暖的家 

住  宿： 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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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持行程上的順暢及完成性，以上表定停留時間也將隨現場狀況臨時調整，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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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介紹 

名 稱 介紹 

【梨山賓館】 

 

 

 

 

http://www.lishanguesthouse.com.tw/ 

梨山賓館位於臺 8 線中橫公路海拔 1956 公尺處，是臺灣最高的宮

殿旅館，地處梨山地區的

中心位置，作為當地標誌

性建築，也是認識臺灣必

遊的景點之一。民國 48

年（1959 年）受已故總統

蔣中正之命開始興建，於

民國 54 年（1965 年）落

成，為當地最早興建的旅館，也是早年蔣公巡視臺灣時居住與接待

國外賓客的主要行館之一，其古色古香的外觀已成為中橫的地標。

※需提早訂位，以確保顧客住宿需求。 

【力麗哲園飯店-花蓮館】 

 

http://hualien.lealeahotel.com/ 

是力麗觀光集團邁向大型休閒飯店經營的起步， 

對於人文休憩觀念的新訴求，亦或在飯店的服務設施上， 

都將擷取商旅及休閒會館經營之服務精華，以其細膩精緻、客製化

為服務導向，結合週邊景點，在地活動之旅，『 立足東海岸 、 望

眼全台灣 』，再開啟東部另一頁新休憩旅遊史！ 

【和風礁溪館】 

 

 

 

 

 

 

http://www.hefong-resort.com.tw/ 

和風礁溪館位於礁溪最繁華地段，交通便利可通往各宜蘭景點，提

供舒適與現代化的便利，。緊鄰商店區、小吃街，遊客可以購物逛

街、品嚐礁溪溫泉美食。

夜晚更是不能錯過，散步

即可欣賞小鎮風貌及體驗

純樸鄉土人情。礁溪溫泉

泉質為礁溪獨特的平原碳

酸氫鈉泉，無色無味(內含

酚酞鹼) ，全台獨一無二(美人湯)。 

 

★中橫餐食推薦 

http://www.lishanguesthouse.com.tw/
http://hualien.lealeahotel.com/
http://www.hefong-resort.com.tw/


名 稱 
營業時間 

(僅供參考) 
介紹 

魯媽媽雲南擺夷料理 

 

 

 

 

11:00-21: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南投縣仁愛鄉仁和路 210-2-1 號 

民國五十年，擺夷姑娘刀玉皎隨著滇緬游擊隊，經

由泰北輾轉來到台灣清境，於松崗自宅創立魯媽媽

廚房。從日常生活的料理中，保存傳統習俗，藉而

寄託對遙遠家鄉的思念，多年來魯媽媽更不斷地研

發在地風味，儼然成為清境特色美食的代表。    

清境‧佧佤山雲南擺夷

美食 

 

 

 

 

11:00~20: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地址: 南投縣仁愛鄉博望巷 40號 

提供多道道地的雲南小吃，不但有傳統的米

干／米線，還有當歸葉煎蛋、酸醃菜炒肉

絲、甜蒜(肉絲/臘肉)、糯米粑粑(甜點)、

椒麻雞...等美味的雲南料理，想吃多少點

多少，讓您吃得輕鬆愉悅沒壓力，合菜套餐

更是平價又可吃得飽足~新鮮的食材經過主

廚精湛的烹飪手法，每道端上桌的菜餚都色

香味俱全，濃厚的香味撲鼻而來令人食指大

開，吃過還想再吃！ 

仁友平價小館 

 

 

 

 

10:30~20:3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台中縣和平區中正路 67 號 

電視台和時尚玩家報導過，且 MOBILE01 及眾多車

友也推薦的餐廳。到梨山一定要記得點一份炒高山

高麗菜喔! 

 

★花蓮餐食推薦 

名 稱 
營業時間 

(僅供參考) 
介紹 

太魯閣晶英酒店 

 

 

 

 

12：00-14：3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花蓮縣秀林鄉天祥路 18 號 

梅園中餐廳「梅園」取自於飯店前方茂盛梅樹之

名，其乃為蔣公巡視中橫期間必定駐足之處。「梅

園中餐廳」擁有典雅質樸、寬敞舒適的用餐環境，

運用在地食材、加入當季山區特色的食蔬，多了料

理的原味。 



太魯閣大眾飲食店 

 

 

 

 

10：00-15：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 275 之 1 號 

各式台式餐料理。 

太魯閣三和餐廳 

 

 

 

11：00-15：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段 250 號 

各式台式餐料理。 

苗家美食 

 

 

 

 

17：30-21：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花蓮縣花蓮市仁和街 16 號 

獨特貴州風味，蕃茄自然發酵酸湯鍋、麻辣鍋、脆

麻餅。 

難得美食刀削麵 

 

 

 

 

16：30-20：3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花蓮縣花蓮市商校街 135 號 

難得美食刀削麵-炸醬麵、木須炒麵、各式小菜 

花蓮扁食店 

 

 

 

 

09：00-21：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 311 號 

店內選用上等後腿肉、胛心肉及其他香料配方，製

出自家的好口味餡料，在全省別無分號。再佐以每

日現炸油蔥相互調合，才能呈現獨特的口感。 

花蓮公正包子店 

 

 

 

 

06：00-21：3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199-2 號 

肉餡新鮮，包皮夠 Q。 



廟口紅茶 

 

 

 

 

06：00-23：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花蓮縣花蓮市成功街 218 號 

花生湯、紅豆湯、薏仁湯、杏仁湯。 

液香扁食 

 

 

 

 

16：00-20：3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花蓮縣花蓮市信義街 42 號 

花蓮在地傳統的美食，餛飩非常大顆！肉質新鮮口

感好。 

叁拾叁鮮碗粥 

 

 

 

 

16：00-01：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花蓮縣花蓮市新港街 50 號 

老闆的獨特料理方法，將每一碗海鮮料理的鮮甜滋

味鎖住在粥裡頭，讓每一口粥都是那麼的營養順口

特別好吃。特別選用東部富里米以高湯熬煮成粥，

最後搭配最新鮮的海鮮食材烹煮，滿滿的海鮮餡料

讓饕客大呼過癮，讚嘆老闆的手藝，感恩實惠的價

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