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人即可成行、專車到府接送 

 

 

 

 

 

 

 

 

 

 

 

 
 

★出發日期:限週日～週四出發，連休假期和連休假前一天除外，每車只接 4~6人。 

  7-8月份出發，每人加價 500元。 

★全程使用賓士車 V-CLASS九人座車，2018年 05月全新交車。 

★行程包含杉林溪生態之旅、台灣麻糬主題館、集集綠色隧道、車埕老街、紫南宮求

發財金、台塑生醫健康悠活館、玻璃媽祖廟、鹿港小鎮穿梭古蹟小巷吃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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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車資、兩晚住宿費用(含 2早 1晚)、門票(杉林溪門票)、保隩、雜

資。 

 
 

 

 

 

 

 

 

 

行 程 特 色 



第 一 天 
台中出發【預計出發時間 08:00】→台灣麻糬主題館→溪頭餐廳自理午

餐→杉林溪→飯店 

【台北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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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麻糬主題館】台灣麻糬主題館規劃了很多區塊，讓遊客可以休息片刻、品嚐麻

糬的好地方，進入主題館館內可別馬上就被

一樓的試吃及免費茶飲吸引住囉！二樓才是

真正的參觀路線，可是有好玩的又有好吃的

喔！進入參觀路線就進入了歷史文化區，可

以知道麻糬的特色、三大族群（客家、閩南

及原住民）和麻糬間的關係，接下來會進入

米食文化區，可以認識糯米，並瞭解糯米還

可做出什麼產品，而食品原物料區則可以看到台灣麻糬在製作的麻糬食材有哪些，也

可以看到製作過程。  

館裡還有體感影像偵測互動，利用高科技的互動方式，讓大人邊玩邊認識有關麻糬的

資訊，也讓小朋友也可以跑跑跳跳笑聲不斷，接下來還有翻滾吧麻吉主題，利用翻轉

牌的問與答更加強大家對麻糬的知識，最後的商品展售區更是大家瘋狂停留的地方，

家會香麻糬大方的提供每樣產品的試吃，美味程度讓人試吃完後都會忍不住的購買回

家。台灣麻糬主題館的購物專區分為西式甜點及手工麻糬區，手工麻糬區以仿 50 年代

懷舊風格呈現，產品以手工麻糬為主，像養生的「紫米紅豆麻糬」、適合夏天的「黑糖

涼糕」及全台獨家的「艾草鹹麻糬」等，餡料不但都是自製，並且使用低熱量的養生

海藻糖，不只新鮮且兼顧健康。每位從台灣麻糬主題館出來的遊客，每個人的臉上都

是大大的滿足，是很適合全家出遊的觀光工廠喔! 

建議停留時間：半小時 

【杉林溪生態渡假園區】杉林溪園區內包含餐廳、住宿、會議廳等各式設施，並同時

設立自然教育中心，藉由豐富的主題活動，定期推廣生態環境的自然與人文教育。當

您參訪此處時，您可搭乘園區提供的遊園專車，遊松瀧岩及花卉中心。當您深入其中

時，則會看見更為壯觀的景致，並為其深受撼動。這是一處充滿原始森林風味的生態

渡假園區，同時也是具觀光及教育的知性旅程。 

 

 



||   免費導覽活動  ||   

► 日間免費導覽 

活動時間：每日 上午 8:30 

集合地點：依現場公告為準 

活動內容：依季節不同，介紹杉林溪特有動、

植物有趣的生態。 

► 夜間觀星導覽 

活動時間：每日 晚上 7:30 

活動地點：杉林溪大飯店 六樓會議室 

活動內容：先於室內進行杉林溪簡介與天文

介紹，而後視天氣狀況進行戶

外觀星活動。   

► 賞螢解說導覽 

活動時間：每年夏季 7 月、秋

季 11 月、冬季 2 月提供，視

螢火蟲出沒時間調整，實際導

覽時間依現場公告。 

活動地點：實際導覽地點依現

場公告 

活動內容：先於集合地點說明注意事項，而後前進至螢火蟲出沒地點進行導覽解說。   

 

 

 

 

 

 

 

 

 

 

 

 

 

 



 

 

 

 

 

 

 

 

 

 

 

 

 

 

 

 

 

 

 

 

 

 

 

 

 

 

 

 

餐  食： （早餐）自理（中餐）配合行程當地自理餐（晚餐）飯店晚餐 

住  宿： 杉林溪大飯店 



第 二 天 

飯店出發→集集綠色隧道→集集火車站搭小火車到車埕火車站(火車票每

人 15元請自理，亦可搭車前往車埕)、車埕老街→紫南宮→推薦中興新村

松濤園晚餐→飯店 

【集集綠色隧道】集集綠色隧道為集集鎮

上著名的景緻，位在名間與集集兩鄉鎮之

間，綠色隧道長度為 4.5 公里，兩旁皆為

民國二十九年時所種植的樟樹，共計有千

餘棵，樹齡約在六、七十年之間，繁茂的

樟樹覆蓋了整條道路，因此得綠色隧道之

美名。走在綠色隧道人行道上，一旁還有

火車緩緩駛過，並設置有解說牌、木製涼

亭與座椅供民眾休憩，美麗的景緻吸引許多民眾前來賞景散步。 

建議停留時間：半小時 

【集集火車站】集集火車站建於西元 1933 年，是一座以檜木建造的古老車站，可說是

集集鎮的地標，也是鐵路集集支線上最知名的站點；曾因 921 地震損毀，完成重建後

的火車站，不但恢復舊觀，並且帶來大量人潮。 

早期的集集支線主要是運載建造發電廠的工程材

料，後來隨著地方繁榮，集集支線開始兼負起沿線

旅客及農產、集集火車站木材等物資的傳輸功能，

更是見證鐵路支線經濟價值的活古蹟，在懷舊鐵道

中特色十足！ 

1994 年，在鐵路局與鎮公所的合力推展下，集集

支線的小火車轉型為觀光彩繪列車，假日時遊客絡

繹不絕，讓集集重現早年的風光。來到集集火車站除了體驗鐵道文化與飽覽沿途秀麗

的景緻，更能感受當地居民「打斷手骨顛倒勇（台語）」的韌性。 

車站斜對面有一部已除役的蒸汽火車頭，為集集支線小火車的風光歷史做見證；遊客

喜歡在此拍照，作為「到此一遊」的紀念。 

建議停留時間：半小時 

【車埕火車站】車埕火車站建於日治時代，是集集支線鐵路的終點站，集集線全長 29.7

公里，是台鐵支線中最長的一條鐵路，從二水站上車，飽覽沿線風光，在穿越第五座

隧道後，視野從隧道裡的一片漆黑，到眼前藍天綠林的豁然開朗，有如進入桃花源般



的意境，因而又有「秘密花園」之稱。 

【車埕老街】前往集集旅遊的遊客們，多數會選擇

搭乘集集的小火車，而「車埕老街」位置就在火車

的終點站「車埕火車站」附近，在老街中保留了許

多當年木業盛行的樣貌，到處可以找到昔日木業盛

行時的歷史痕跡。老街中建築是台灣早期的平房式

建築，在磚造的小平房與狹小的巷弄中，處處充滿

著濃濃的樸質古味，讓人彷彿來到了「九份」，這裡就是「車埕老街」。 

在「車埕老街」裡有許多的作家隱身在這些不知名的巷弄其中，來到這裡除了去拜訪

參觀這些作家的作品，也可以順便來個木工 DIY，體驗一下創造的樂趣。在「車埕老

街」中也可以感受一下如九份般的懷舊風，到老街上去尋找美食，在厚厚的木桶放著

鐵道便當的木桶便當尤其特殊，來到這裡千萬別錯過! 

【貯木池】是用來浸泡貯存原木的水池，目的是讓原木

的樹脂釋放、延長木材的使用年限，而天車則是像起重

機一樣，用來吊送沉重的原木進出貯木池的，天車的動

力來自樑上的馬達，傳導鋼索上下，底輪憑藉著索道左

右來回來鐵道上行走，因為懸在半空中，所以稱為天車。 

【林班道商圈】貯木池旁的林班道商圈，有玩、有吃也

有得買，還有體驗工廠可以進行木工 DIY 體驗，時間充

裕的話，在木工教室裡親手做一張板凳、椅子或是搖搖

木馬、面紙盒、筆筒等等的傢俱、玩具或文具帶回家，

是很不錯的體驗。 

建議停留時間：2.5 小時(含搭火車時間) 

【紫南宮】位在竹山鎮社寮里的紫南宮建於清乾隆

十年(西元 1745 年)，廟中供奉福德正神、土地婆及

石頭公，廟身雖不大但卻前來參拜的信徒眾多。紫

南宮最為特別的就是可供民眾求取新台幣六百元的

發財金，發財金原先是為幫助在地民眾救急、創業

與度過難關，在地民眾求取發財金添為資金而創業

成功後，演變成為商人祈求生意順利之用，民眾求

取發財金事業穩定後，皆會包上更大包的紅包答謝土地公，而紫南宮也秉持「取之於



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將信眾還願的金錢資助在地學童的學餐費，並積極贊助

地方建設與活動。除了求取發財金之外，紫南宮還有另一項吃丁酒(雞酒)的活動，是婦

女到此祈求生男如願的感恩慶典，每年前來還願的婦女眾多，活動規模相當大。紫南

宮周圍設有多處攤販，有竹山著名的竹子工藝品，還有香Ｑ的竹筍包、竹筒飯、蕃薯

球及紅薯餅等美食，皆是用竹山在地的新鮮食材所製作。 

建議停留時間：半小時 

【推薦松濤園自理晚餐】松濤園庭園

餐廳位於中興新村，以異國、人文、

溫馨、自然的模式經營，具有歐式風

情的異國風味餐廳，創造出舒適的用

餐環境，讓心靈解放~~瞬間帶動起

中興新村獨特的異國風情。 

推薦戰斧牛排分享餐兩人1500元(含

自助美食沙拉吧)。 

建議停留時間：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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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理餐 

住  宿： 康橋商旅 彰化員林館 

第 三 天 

飯店出發→台塑生醫健康悠活館→鹿港護聖宮（玻璃媽祖廟）→鹿港老街

觀光吃美食、鹿港龍山寺、鹿港天后宮→溫暖的家【預計抵達時間

16:00】 

【台塑生醫健康悠活館-預約導覽】「台塑

生醫」大膽突破，成為「台塑企業」首家、

也是唯一開放民眾進入廠區的公司，邀請

消費者瞭解「台塑生醫」如何誕生每一瓶

為民眾健康美麗把關的產品，也是台灣首

座全產線從產品研發、品質控管到生產製

造系統開放參觀，讓大家能眼見為憑看到

「台塑生醫」化粧品 GMP 彰化廠在「產醫學」發展的用心與努力。「台塑生醫健康悠

活館」是全台灣第一座以「智慧健康生活」為主題的生活前哨站，為了讓民眾可以追

求更好、更健康的自己，館內結合居家照護檢測、全能 i 醫體健儀量測、智慧肌膚水



份檢測、頭皮健康檢測、健康居家體驗以及生活防衛戰等智慧健康服務，挑戰我是「健

康小博士」的闖關認證，落實每一個人皆可為自己的健康把關。 

建議停留時間：1 小時 

【護聖宮（玻璃媽祖廟）】位於鹿港

彰濱工業區內，為了宣揚媽祖德澤，

推動「鹿港古都．彰濱新城」同步發

展而設立。玻璃廟以筏式水泥基座結

合鋼骨作主結構，而後運用高科技隔

熱安全玻璃作屋面及外牆，進而以木

雕、石雕精品，融合彩繪窯燒、熱塑、

堆疊玻璃等材料執行內裝修飾，展現

台灣建築、工藝、科技和藝術的層次等級，歷經了 6 年打造，耗資了 1.2 億的新台幣，

廟內供奉主神為琉璃媽祖，為全球第一座的玻璃媽祖廟。 

【注意事項】： 

 禁止飲食、嚼檳榔、吸煙、喝酒及攜帶寵物進入本館。 

 館內皆為玻璃製品，故參觀者請勿穿著不整或拖鞋等入館，以避免受傷。 

 請遵循工作人員的接待及導引，保持安靜，注意安全。 

 基於安全考量，國中以下參訪團體，大人與小孩之建議比例為 1:5。 

建議停留時間：1 小時 

【鹿港老街觀光吃美食】彰化鹿港這個豐富人文所在的地方，除了擁有鹿港龍山寺、

鹿港天后宮、鹿港城隍廟、文武廟、三山國王廟等許多著名的國家歷史古蹟以外，鹿

港老街、摸乳巷、甕牆、半邊井等人文景點，感受鹿港古樸的小鎮氣息；來到鹿港旅

遊也別忘了道地的美食，蝦

猴、蚵仔煎、西施舌、鳳眼糕、

牛舌餅和麵線糊等等。 

鹿港龍山寺 

鹿港八郊發展越來越蓬勃的時

候，便陸續在當地興建龍山寺

和天后宮等寺廟，其中以龍山

寺最為精美和莊嚴；鹿港龍山

寺位於鹿港鎮龍山里金門街，

於西元 1653 年建於大有街一

http://lugang.okgo.tw/
http://lugang.okgo.tw/
http://lugang.okgo.tw/


帶，至 1786 年才遷建於此，1831 年才形成今日

的模樣，龍山寺的建材皆源自於全周的磚石和福

州杉，仿泉州開元寺打造而成，佔地約為 1600

坪的廟地是中國泉州建築藝術的精隨；鹿港龍山

寺最初有 99 道門，每進一進就有一片大廣場，在

最後一進的廣場上有一個三口井，是鹿港的龍頭

所在，其中二口圓井是龍眼、正中央的方井是龍

口，代表著龍山寺在鹿港不可動搖的地位。 

鹿港天后宮 

位於鹿港鎮玉順里中山路，與鹿港龍山寺、鹿港文祠並列鹿港三大古蹟，建築和廟內

雕刻精緻華麗、古色古香，後殿外的一般寺廟的龍柱龍腳只有四爪，以突顯玉皇大帝

崇高的地位；鹿港天后宮每年的農曆 3 月 23 日媽祖聖誕，總是吸引大批香客湧入參拜，

廟前的香客大樓，是提供進香團或遊客住宿的所在；鹿港天后宮後方有一座鹿港媽祖

文物館，開放民眾免費參觀，館內以收集和展覽文物為主，結合宗教與風俗，讓民眾

也能體驗鹿港的文化精神。 

建議停留時間：３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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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旅責隩及 20萬意外醫療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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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林溪渡假村】 

 

 

 

 

http://www.goto307.com.tw/ 

杉林溪園區內包含餐廳、住宿、會議廳等各式設施，並同時設立自

然教育中心，藉由豐富的主題活動，定期推廣生態環境的自然與人

文教育。 

 

 

 

 

 

 

 

【康橋商旅－員林館】 

 

 

 

 

 

http://www.kaishotel.com/ 

旅館的價值，是為了讓

旅人在住宿期間，感到

開心且深刻。 

你選擇了出外旅行、拓

展視野，感受著雀躍的

心情。事後回想，這些

與家人共有、與朋友共

有、與伴侶共有、與孩

子共有的時刻，會是一

輩子的羈絆，日後你會

不斷想起這些美好。 

 

 

 

 

★溪頭餐食推薦 

名 稱 
營業時間 

(僅供參考) 
介紹 

http://www.goto307.com.tw/
http://www.kaishotel.com/


溪頭和雅谷餐廳 

 

 

 

 

11：00-14：3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南投縣鹿谷鄉興產路 57-2 號 

鹿谷必吃美食-杉林溪必吃美食-優質首選 no.1 溪

頭和雅谷餐廳創立於 1973 年，為台灣最早的溪頭

餐廳,溪頭美食民營鱒魚及香魚養殖場。1977 年鱒

魚養殖場量產成功後，除與各大飯店簽約供應

外，並於養殖場溪邊自行烹調， 供應慕名而來的

遊客，逐漸蔚為一股風潮。 

阿成小吃 

 

 

 

 

 

11：00-15：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南投縣鹿谷鄉興產路 15 號 

阿成小吃百元熱炒俗擱大碗，推薦必點白斬雞。 

溪頭鱒龍風格餐廳 

 

 

 

 

09：00-20：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南投縣鹿谷鄉興產路 80 之 10 號 

高山中種植的各種山菜所精製的料理，不論是季

節限定的冬筍礦肉、在海拔 1200 公尺上的山芹炒

山豬肉、使用最優質的竹山地瓜和信義梅粉特製

的梅味地瓜、及特色料理芋香鴨煲及花雕雞…等，

都是您不可錯過的本店獨家料理。 

福林餐廳 

 

 

 

 

11：00-20：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南投縣鹿谷鄉興產路 79-1 號 

溪頭在地風味餐。平價合菜餐廳，茶油松坂肉、

菜脯雞(湯)、鮮筍爌肉、木耳椰仁、筍香糕、筍絲

腸旺、香烤鱒魚、涼拌山蕨。 

翠谷餐廳 

 

 

 

 

10：00-20：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南投縣鹿谷鄉坪峰巷 1-38 號 

提供有各式種類菜色，像是新鮮的鱘龍魚及鳟魚…

等魚蝦料理，以及飯麵類、鮮菇類、筍類、與各

式山產野菜等料理。 

 

 

 

 



★集集車埕餐食推薦 

名 稱 
營業時間 

(僅供參考) 
介紹 

車埕小飯店 

 

 

 

 

09：00-17：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南投縣水里鄉民權巷 50 號 

【車埕小飯店】位於最美麗的火車站，也是集集

線鐵道最後的火車站—車埕，就在車埕社區老

街，品嚐最具當地特色的「鐵道木桶便當」。 

八張牛肉麵 

 

 

 

 

10：30-14：3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南投縣集集鎮文心街 291 巷 11 號 

牛肉麵和各式麵類、水餃和小菜，店內生意非常

好，豆干和海帶滷的非常入味。 

南軒 99 炒翻天 

 

 

 

 

11：00-14：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 200 之 2 號 

「南軒 99 炒翻天」就位在集集火車站的附近，早

期在當地是以「辦桌」而出名，其餐飲服務至今

已有七、八十年的歷史了，老口碑再加上色香味

兼具的各式快炒菜色，讓「南軒 99 炒翻天」在集

集有著相當的人氣指數，簡潔乾淨的用餐環境，

也因此讓更多遊客選擇「南軒」作為用餐的最佳

地點。 

 

★中興新村餐食推薦 

名 稱 
營業時間 

(僅供參考) 
介紹 

梅園餡餅粥 

 

 

 

 

17：00-20：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南投縣南投市中學西路 18 號 

是南投在地人推薦美食之一，小米粥，蔥油餅，

刀削麵，餡餅。 



王品桂花酸梅湯 

 

 

 

 

08：30-19：3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南投縣南投市光華路 88 號 

獨步全台 50 多年中興新村酸甜甘醇滋味，招牌酸

梅湯。 

雅荷坊品饌美食館 

 

 

 

 

17：00-21：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南投縣南投市省府路 171-6 號 

平價快炒店，新鮮食材，用心烹調。 

 

★鹿港餐食推薦 

名 稱 
營業時間 

(僅供參考) 
介紹 

漢彬水晶餃 

 

 

 

 

08：00-14：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 189 號 

在鹿港的美食戰區第一市場裡面，從清朝一直賣

到現在的百年老店，一碗湯裡可以吃到四種料，

水丸 / 蒸丸 / 扁食燕 / 水晶餃。 

阿振肉包 

 

 

 

 

09：00-19：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 71 號 

阿振肉包除了要求美味，更注重健康，嚴選 CAS

優良肉品認證之新鮮上選豬肉，加上獨門秘制的

餡料以及符合現代人飲食的肥瘦肉比例，搭配上

香 Q 柔軟的獨家外皮，不但是本店的招牌，更博

得華爾街日報美食評論家的大大讚賞喔！ 

王罔麵線糊 

 

 

 

 

05：30-19：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 268 號 

採用鹿港有名的手工麵線，口感細緻滑潤，味道

香濃。 



林明堂素食麵 

 

 

 

 

10：30-19：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彰化縣鹿港鎮介壽路三段 66 號 

便宜樸實好味道，日常老字號，招牌素肉燥乾麵

加鮮脆豆包湯 

蚯蚓龍山麵線糊 

 

 

 

 

06：00-17：3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彰化縣鹿港鎮美市街 193 號 

在鹿港第一市場美食戰區開店，就要通過鹿港人

舌尖上的嚴格考驗，才能有立足之地，而蚯蚓龍

山麵線糊在 21 年前挺進第一市場開店，端出鹿港

人最挑剔的麵線糊，早已成為在地人天天吃不膩

的早午餐兼下午茶。 

楊州肉圓芋丸 

 

 

 

 

07：00-14：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彰化縣鹿港鎮大明路 

芋丸包肉湯，類似四神湯底，醬甜鹹甜鹹 肉裡頭

有丁狀碎竹筍，內餡飽滿、芋香滿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