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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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斧神工的太魯閣、台灣最美

步道-砂卡礑步道、山中神祕洞穴湖-月洞、豐濱天空步道、泰源幽谷、台東森林公

園、崗山之眼、阿公店水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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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濱天空步道、月洞遊憩區、崗山之眼含接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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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停留時間：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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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濱天空步道(親不知子斷崖)(門票)→月洞風景區(門票)

→台東成功鎮午餐(自理)→比西里岸部落→泰源幽谷（登仙橋遊

憩區、東河休閒農場）→台東飯店→台東市散策（晚餐自理） 

【豐濱天空步道(親不知子斷崖)】位於花蓮

豐濱鄉，早年穿越父子斷崖(親不知子斷崖)

的原住民步道，與廢棄的新磯隧道平行，長

度也相當。古道在 1971 年(民國 60 年)左右

荒廢後，在豐濱鄉公所的努力下，重新打造

了一條新的天空步道，並於步道附近規劃了

大型停車場和公園綠地，方便民眾休憩遊

玩。緣著斷崖絕壁而建的全新棧道，底端由透明的強化玻璃製成，全長約 190 公尺，

一次僅十人進入，一邊是山景，一邊 

http://hl.okgo.tw/
http://hl.okgo.tw/


是藍太平洋。古道分成二段，一段是原有古

道透過水泥加固、拓寬，另一段垂直懸空的

懸崖則以鋼骨跟強化玻璃興建，依照安全承

載量是 230 人次，但現場會管制同時只能有

100 人次進入步道，以策安全；至於步道上

方岩壁也有委託花蓮縣土木技師工會檢

驗，都是安全的。 

建議停留時間：半小時 

【月洞風景區】月洞位於花蓮縣豐濱鄉，

在石梯坪之南距港口村約 1 公里，是一個

天然的鐘乳石洞穴，也是港口部落原住民

眼中的一塊淨地；洞中有積水成池大約 5

公尺，湖水會隨著月亮盈虧而漲落，所以

稱作「月洞」，又名「月井」；傳說湖中有

許多鱸鰻，有一隻重達 10 餘公斤是所謂

的千年鰻。 

月洞其海拔高約 80 公尺， 距海岸約 800 公尺，洞口高約 25 公尺，洞穴全長約 176

公尺，造型十分獨特；山洞中有左右兩洞

穴，左方洞口較大，可深入約 50 公尺，

上方尖狹，頂端棲息成千上萬的蝙蝠，憑

添幾許神祕氣氛；右方洞穴較短，約 40

公尺。 

洞內神祕幽暗，岩壁上到處可見倒掛在鐘

乳石上面的蝙蝠群蹤跡，洞內有伏流、石

筍、燕窩化石、魚頭化石等景觀；若想入

洞探秘參觀，必須搭乘由專人遊駛的小舟，藉由舟上的照明燈光遊賞；月洞的溫度約

攝氏 20 度左右，冬暖夏涼，適合一年四季前往遊憩。 

建議停留時間：半小時(搭船時間約 15 分鐘) 

旅遊小叮嚀：自備防蚊用品，以防止蚊蟲咬傷或刮傷，並穿運動鞋以方便行走。 



【推薦自理午餐-新發海產店】宋

媽媽新發海產店人氣海鮮名店-

鬼頭刀料理，宋媽媽新發海產是

沒有菜單的，跟一般的海產店一

樣，新鮮的菜單就在冰櫃上，經

典菜色，像是鬼頭刀、生魚片、

魚湯、炒蛋、曼波魚等，宋媽媽的用餐環境不輸許多大餐廳，乾淨明亮，牆上也掛了

許多旅人的簽名，值得您來品嘗。 

建議停留時間：１小時 

【比西里岸幾米園區】「比西里岸 Pisirian」

是位於台東縣成功鎮三仙社區一個濱海的

小部落，「siri 」是山羊的阿美族語，過去

居住在此地的阿美族人利用海潮起落，在三

仙台島上放養羊群，也因此，「pisirian」意

思是「養羊的地方」。目前部落裡不僅有美

輪美奐的部落文化活動中心及滿佈四周的

木作羊群，亦有由部落孩子組成，揚名海外、氣勢磅礡的「paw paw 鼓樂團」。除此

之外，社區發展協會透過「東海岸部落特色觀光產業塑造行銷補助計畫」與交通部觀

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合作，邀請專業團隊進入部落，發掘部落亮點特色，因而開

啟了與幾米品牌的合作。2013 年七月，「幾米」品牌在台東市與比西里岸部落同時進

行主題展覽，也協助部落從品牌塑造、環境場域、遊程體驗、餐點、商品、藝術創作

等方面進行改造與多元發展。將幾米作品中《走向春天的下午》的小女孩背影分別彩

繪於部落的 11 處角落，讓來到部落的遊客，可以藉由尋訪 11 處彩繪的同時深度遊覽

部落，進一步發掘部落寧靜純樸的美好。仔細觀察可以發現，陪伴在小女孩身旁的動

物，每一隻都不一樣喔！ 

建議停留時間：半小時 

【泰源幽谷】從東河橋沿東富公路深入海岸山脈，即可來到著名的泰源幽谷。泰源幽

谷位在海岸與縱谷的過渡地帶，綿亙 4 公里，周圍群山包圍，加上河流侵蝕作用，形

成峽谷地形，尤以登仙橋至泰源村間的溪谷風光為最，因峭壁斷崖拔地陡起，氣勢懾

人，更顯出大自然的奧妙，也有人稱其為「小天祥」。溪流湍急奔騰而下，水質清澈，

美景天成，宛如世外桃源。同時也是臺灣獼猴嬉戲的天堂，晨昏覓食的時段常在樹林



成群出沒，或直接向遊客索取食物，形成極為獨特的景色，也是臺東賞猴的最佳去處，

為旅程帶來更多意外的驚喜。泰源幽谷進去後可到達登仙橋遊憩區，欣賞完溪谷風光

接著可以到達東河休閒農場。由於氣候絕佳，泰源村各種果蔬豐富，盛產大白柚、葡

萄柚、文旦柚、甘橘，遊客可前往休閒農場、觀光果園，享受美景之餘飽啖山林時鮮

蔬果，充滿野趣。 

★登仙橋遊憩區：登仙橋遊憩區與東河橋、泰源幽谷連成一氣，這裡是臺灣獼猴的樂園，

一點都不怕生的牠們，在橋上各個角落出沒，

或蹲或爬，淘氣可愛的模樣讓遊客手中的相機

一刻也無法休息，拼命按下快門。馬武窟溪自

登仙橋底下靜靜流過，碧綠溪水與陡峭峽谷景

觀相互襯托，景色秀麗，走在這裡，讓人神清

氣爽。在登仙橋除了可以欣賞馬武窟溪切割都

蘭山集塊岩而成的壯觀峽谷地形之外，晨昏覓

食時間這裡也有成群結隊不怕人的獼猴出沒，偶爾還可看見猴王出現在橋上，十分有

趣。  為免發生意外，獼猴接近討食時請勿餵食，野生獼猴攻擊性強，拍照時請特別

注意。 

建議停留時間：半小時 

旅遊小叮嚀： 

1.為了避免獼猴攻擊遊客的事件，請儘量不要接近牠們。 

2.請勿餵食食物。  

3.請注意落石。 

★東河休閒農場：東

河休閒農場原是林

班地，區內保有完

整的動植物生態及

天然景觀，農場內

規劃有中藥園、觀

光果園、森林步道

等；中藥園種植的杜仲、土肉桂、黃槐、准山藥、桑寄生等多種中藥，是實地瞭解中

藥植株型態及特性的活教室；觀光果園中種有各種水果，當令水果產季可以前往品嚐

甜美的果實。東河休閒農場設有近 40 公頃的登山森林步道，沿線密佈蒼翠蓊鬱的低海



拔闊葉林，還有一線天、小瀑布、水濂洞、望夫崖、狀元石等地形景觀，登山步行遠

眺泰源幽谷盆地、岩洞岩壁景觀，還有穿山甲、小山豬等動物來作伴，是絕對值回票

價的森林浴，來回行程約 2 小時。 

建議停留時間：２小時 

【台東市散策】來台東市區品嚐各式各樣的美食，吃飽喝足之後，還可自行到鐵花村

音樂聚落散步，鐵花村音樂聚落為觀光局「國際光點計畫」的第一個正式營運據點，

由臺東音樂人和藝術工作者共同打造的音樂聚落及在地發芽的慢市集，可說是臺東的

音樂集散地，如茵的草地，高大的老樹，散發一股自在、悠然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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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富野渡假酒店、凱旋星光飯店 

第 四 天 

飯店→台東森林公園→阿美麻糬→屏東萬巒豬腳(自理午餐)→崗山之眼

(門票+接駁)→阿公店水庫散策→推薦岡山自理晚餐→溫暖的家【預計抵

達時間 21:00】 

【台東森林公園】臺東森林公園內設有自行車道，

穿越木麻黃林並連接三座湖泊。三座湖分別為地下

湧泉形成的「琵琶湖」、原本為沼澤濕地後經過整

治的「鷺鷥湖」，與人工興建能夠舉辦各項水域及

鐵人競賽活動的「活水湖」。三座湖泊與木麻黃林

形成完整的河口海濱濕地生態，物種十分豐富。※

推薦可自行租借腳踏車遊公園。 

預計停留時間：1 小時 

【阿美麻糬】已有三十多年杜侖製作經驗的花東地區老品牌-【阿美麻糬】，靠著董事

長余宗柏先生對於阿美族文化的熱愛與收藏，承襲

阿美族杜侖的製作技

藝，將原住民傳統美食

加以改良量化，率先成

為花東第一家使用小

米材料的名特產品

牌，好吃美味的阿美斯杜侖及精心製作的花東名產

糕點，都獲得遊客的喜愛與回響。過去三十年來，余董事長從山產到海產的經營，從



加工製造到批發銷售的歷程中，累積了許多經驗與心得。特別揭示︰「傳動文化食品，

永無休止運轉」作為事業推展的方向；從此，有了正確的努力方向，讓飲食不再只是

滿足口腹之慾，更昇華為文化之基石。 

【屏東萬巒豬腳-自理午餐】從不起眼的小小路邊

攤，到今日膾炙人口的地方小吃...五十年來，林家豬

腳幾乎已成為萬巒鄉的代名詞，在林家阿嬤－林陳

玉妹的帶領下，秉著最初的堅持與信念。為每位喜

愛萬巒豬腳香的顧客，端出滿桌精緻好菜！每隻精

挑細選的豬腳，與精心調製的醬料，數十年如一日

的執著，只為滿足人們記憶中難以取代的好滋味...

一塊肉、沾點醬，在入口的剎那，洋溢在人們臉上

的幸福！就是林家豬腳最難以言喻的驕傲。陪伴許多人走過半個世紀，林家豬腳沒有

因此而自滿，因為未來的路仍長遠，讓美味在記憶裡飄香，是林家豬腳給予顧客一輩

子的承諾...  

預計停留時間：1 小時 

【崗山之眼】位於岡山區與燕巢區交界的小崗山，佔地

約 1.8 公頃，清代詩人卓夢采以「岡山樹色」這首詩來形

容本地縱翠疊碧、綠意如煙，駐立崗山之眼視野所及一

片遼闊，品味詩意，千古幽情風采重現。崗山之眼園區

以天空廊道為主角，全長 88 公尺，以音樂為設計概念，

採用鋼構斜張橋之形式設計，主塔橋為提琴意象呈現，

鋼索即為琴弦，意表琴瑟和鳴之意，於末端的迴旋梯則

是應和的口琴，階梯踏面琴鍵亦隨之響起，走在天空廊

道上微風吹過，彷若演奏著自然的樂曲，享受雲端漫步

的視覺與聽覺饗宴，也象徵小崗山重生的生命樂章。天

空廊道可俯瞰阿公店水庫、阿公店森林公園、阿公店溪

及其平原之美景，天候良好時更能遠眺壯麗之北大武山與

周邊群山，高雄市地標 85 大樓、半屏山、壽山、臺灣海

峽更可一覽無遺，山水景色盡收眼底。 

預計停留時間：半小時 

【阿公店水庫散策】高雄這座老牌風景區，因環境清幽，



每逢假日總能吸引遊客前往，歷久不衰。阿公店水庫位於高雄市燕巢、田寮二鄉的阿

公店溪的中上游，日據時代即開始興建，為臺灣施工時間最久、最早完成的多目標水

庫。 

其天然的湖光山色、清幽的環境，使功能取向的水

庫擁有迷人的觀光魅力。阿公店水庫擁有全臺第一

座環水庫自行車道，長達十公里的環水庫車道串連

兩座吊橋及沿途十景：日昇蓬萊、荷塘曉風、崗山

倒影、長堤夕照、龍口吞泉、水漾釣月、煙波虹橋、

竹林伴騎、樹影果香、晨鐘暮鼓，無論是暢快的單

車繞行或是踏著漫步湖畔步伐的都能欣賞到絕佳的美景。 

預計停留時間：半小時 

【推薦晚餐岡山名產-源坐羊肉】「源坐羊肉」位於岡山鎮壽華路，早期岡山因羊肉市

集交易活絡，而造就了聞名

全省的岡山羊肉，自小在耳

濡目染下，蔡順蜜女士認為

岡山的羊肉文化，正是一部

岡山人的生活文化，這文化

中有著濃厚的岡山人情味，這是不能改變的事情。經營羊肉近四十年來，堅持使用本

產土羊肉，不採用進口綿羊肉，原因除了進口綿羊肉，肉質較油、口感較差之外，主

要仍是因為岡山地理環境位於台南與高雄之中，當地大多數人口離鄉背景往城市中發

展，追求屬於自己的理想，有感於自己年輕時的辛苦及對地方的情感，她認為有一天

他們會再回到自己的故鄉，而街道、巷弄可以改變，但羊肉的味道不能改變，味道若

變了，那「家鄉」的味道也就沒了。如同守候港中的燈塔，他希望每一位在外辛苦工

作的遊子，回到家鄉的時候，還能找回一份舊時的回憶，是她自己對故鄉所下的期許。 

預計停留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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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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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富野渡假酒店】 

 

 

 

 

 

http://www.hoyaresort.com.tw/taitung/ 

「台東富野渡假酒店」位於台東市區，為富野飯店集團第 6 個營運

點，歷經兩年的建

設與籌備，摩登的

黑色建築透出低 

調氣質，80 間客

房採現代簡約

風，空間舒適且溫

http://www.lishanguesthouse.com.tw/
http://hualien.lealeahotel.com/
http://www.hoyaresort.com.tw/taitung/


 馨，加上便捷的交通，優越的地理位置，不但要提供遊客最優質的

住宿體驗。 

【凱旋星光酒店】 

 

 

 

 

 

http://www.kaishotel.com/ 

凱旋星光酒店鄰近的黑森林琵琶湖公園輕鬆自在的徜徉森林湖光

中，除此之外緊鄰的海濱公園遠眺深藍海洋，讓來到台東旅遊的旅

客們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坐

落在台東市區旁的海岸線

道路上，遠眺了太平洋的碧

海藍天，還能一覽都蘭山的

山水秀麗，讓您在飯店享受

全視野的視野，璀璨的虹彩

天光讓入住的旅人們留下

美麗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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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有二間貴賓專屬的獨立包廂，供聚餐、宴客之

用，運用在地食材、加入當季山區特色的食蔬，多

了料理的原味，也為您的旅程增添美麗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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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kais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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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餐食推薦 

名 稱 
營業時間 

(僅供參考) 
介紹 

米巴奈山地美食坊 

 
11：30-14：00 

17：30-21：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台東縣台東市傳廣路 470 號 

位於台東市街上的「米巴奈風味美食坊」是眾多當

地人都推薦的原住民風味美食餐廳，有許多別處吃

不到的創意美食。推薦菜色：漂流木烤肉 、山橘子

肉 、山地沙西米(檸檬魚片)、奶烤墨魚、麻燒雞、

甘蔗芯、炸蛋肉片湯、烤春筍 

花喬海鮮蒸氣火鍋 

 

 

 

17：00-00：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台東市漢陽北路 390 號 

採用新鮮海鮮以現蒸方式，突顯食物的美味&原

味，無煙無油，清爽無負擔，原汁原味健康嚐鮮。 

榕樹下米苔目 

 

 

 

09：30-15：00 

17：00-20：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台東市大同路 176 號 

榕樹下米苔目是一間當地人和遊客都會去吃的小

店，生意超好！ 

用餐時間一位難求，建議可以早一點或是晚一點來

用餐都是不錯的選擇。 

上味食堂肉羹 

 

 

 

 

11：30-13：30 

17：00-21：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台東市中華路一段 563 號 

香菇肉羹 傳承上一代的好滋味，裡面有肉羹有白

菜、香菇、筍絲、蛋花，湯勾芡稠度剛好 味道清淡

清爽又很有味  特別喜歡蛋花那綿密的口感很加

分！ 

林記臭豆腐 
 

 

 

 

14：00-21：3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台東縣台東市正氣路 130 號 

外微酥內嫩的口感，搭配酸甜台式泡菜和九層塔絲

的獨特香氣，使得臭豆腐的香臭味不會太重。 

 

 



 

七里香水煎包滷味 

 

 

 

 

15：30-01：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台東市正氣路 385 巷 7 號 

遠近馳名的『七里香水煎包滷味』就在台東市區的

正氣路小巷內，其招牌水煎包跟小薛拳頭一樣大！

煎到金黃酥脆的外皮一口咬下，裡頭盡是滿滿的餡

料！口感相當豐富吃的很有飽足感喔。 

寶桑湯圓 

 

 

 

 

14：30-23：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台東市正氣路 189 號 

『溫記寶桑湯圓』更位於台東市中心，傳承近七十

年的古早味，可選擇冰湯圓和熱湯圓，裡面還有紅

豆、綠豆、花生、脆圓…等多種配料。 

 

★岡山餐食推薦 

名 稱 
營業時間 

(僅供參考) 
介紹 

三塊厝麵館 

 

 

 

 

08：00-21：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高雄市岡山區中華路 160 號 

推薦乾麵，麵條吃起來 Q 彈有勁，肉燥味道也不會

太死鹹；餛飩湯的餛飩與傳統味道不同，承襲鹹湯

圓的味道，而湯有高麗菜乾的香氣，板條乾麵中的

板條，口感適中不會太 Q，也不會太爛。 

蒸點心館港式點心 

 

 

 

 

17：00-20：3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路 10 號 

推薦珍珠丸子還有流沙包，餐點種類眾多，頗有特

色。 

舊市羊肉 

 

 

11：00-20：3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高雄市岡山區河華路 111 號 

火鍋、蔥爆羊肉、沙茶羊肉、麻油麵線、椒鹽羊排 



 

 

岡大匯館 

 

 

 

 

17：00-23：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高雄市岡山區維新東街 51 號 

供應西式排餐，還有中西式自助料理，各式飲料點

心水果吃到飽。 

直江和食 

 

 

 

 

17：30-21：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 2-1 號 

漢堡排定食、炸雞咖哩、親子井、拉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