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 中 橫 梨 山 北 橫 明 池 三 日 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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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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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池山莊、馬告神

木園區、羅浮橋、內灣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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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車資、二晚住宿費用(含 2早 2晚)、門票(清境農場、清境高空觀景

步道、明池森林遊樂區、神木園區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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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山品嚐水果→棲蘭山莊自理午餐→馬告神木園半日

行旅(門票) →明池山莊 

【梨山採果趣】四季特別開放招待採正值甜柿及雪梨….等，盛產期體驗採果趣，活動

時間約一到兩小時。水果採完可以現場吃，如果想要將新鮮水果冷凍宅配寄回家，別

忘了留下地址給果園老闆喔! 

※07/20-08/15 水蜜桃  ※08/25-09/15 新世紀梨  ※中秋節前 蜜梨   

※10 月底-12/10 甜柿  ※11 月初-12/20 雪梨 

★採水果為季節限定，如遇不能採水果，則更改為品嚐水果。 

【馬告神木區半日行旅】神木園是亞洲最大

檜木神木園！近百棵千年以上的紅檜與台灣

扁柏矗立園區，令人讚嘆；園區內的神木，

皆以歷代古聖先賢之名命名，用樹齡與歷史

人物朝代結合，充滿巧思創意，令人印象「森」

刻；其中古老的檜木林區還貼心設有長、短

程環行步道及休憩設施，提供遊客從事 1-2

小時的神木園生態之旅。神木園位於臺 7 線(北橫公路)約 75 公里處轉 100 線林道 12



公里處，西距明池森林遊樂區 21 公里，東離棲蘭森林遊樂區 25 公里。 

★接駁車資訊 

棲蘭山莊→神木園區 神木園區→棲蘭山莊 回程預計抵達明池山莊時間 

13:20 16:50 18:00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用（中餐）配合行程當地自理餐（晚餐）飯店內用 

住  宿： 明池山莊 

第 三 天 

飯店→明池山莊→明池湖畔導覽 08:00大廳集合→納桑麻谷餐廳

自理午餐→羅浮橋→內灣老街自理晚餐→溫暖的家【預計抵達時

間 20:00】 

【明池山莊】明池山莊位在宜蘭大同鄉，海拔約 1200 公尺，為北橫公路、宜蘭與桃園

縣交接最高處，素有「北橫明珠」美譽，終年雲霧繚繞、氣候涼爽為北台灣最佳避暑

勝地，坐落在國內首座以園林手法設計的明池森林遊樂區中，有唐代建築風格的慈孝

亭、靜石園與慈園，更擁有豐富的檜木森林、柳杉、鳥類、蝴蝶、松鼠等豐富生態資



源，是遠離都市喧囂、擁抱大自然山水的絕佳選擇。 

【明池湖畔導覽大廳集合】明池湖畔遊覽四季景色，在山林田野中汲取芬多精。 

 

 

 

 

 

 

 

 

 

 

 

 

 

 

 

★明池湖：明池為一高山湖泊，每當山嵐繚繞之際，景致如夢似幻，宛如一幅充滿詩意

的潑墨山水畫。湖泊中插上紅檜枯木的設計，更呼應池畔的巨大天然檜木林群，形成

彷彿太古殘木的獨特景觀。 

★靜石園庭園區：靜石園庭園區包括利用

原地貌特色造景的富春庭、蔣故總統經國

先生為紀念慈母而建的慈孝亭、水琴窟、

曲水亭、桃蘭亭、流觴亭、花庭，以及非

常有日本風味的石庭，園區有瀑布、池水、

奇石、小橋及觸目所及的綠意山林，是個

很有禪學意境的地方。 

★明池苗圃：遊樂區正對面的明池苗圃內，

5-6 月上旬藏著一大片上萬朵藍、紫、紅等

繽紛交錯的繡球花海。只見花團錦簇的繡球



花多到彷彿快要滿出來，華麗討喜，旅客絕對不能錯過。 

★國父百歲紀念林&蕨園：在明池湖畔對面有片遍植柳杉的人工林，於 1964 年時森林

保育處為了紀念國父百歲冥誕，特地將其命名「國父百歲紀念林」，也是明池培育樹苗

的苗圃。「國父百歲紀念林」中陰暗潮濕，蕨類生長茂盛，種類繁多，在不到 2 公頃之

範圍內，至少共有 18 科、38 屬、50 種以上的蕨類植物生長，故在明池森林遊樂區開

發計畫中更名為「蕨園」。「蕨園」中主要有兩條木棧道，其一由明池住宿區筆直通往

池邊，一側並闢有平台及蕨類植物解說設施，是為「林間教室」，提供遊客進行教育學

習及認識森林底層生態的場所；另一木棧道則分為兩條形成一立體交叉的雙層林間棧

道，並交於雙層的「林間亭」，使遊客可以自森林底層順勢上昇

至森林的中間層，提供遊客對於森林整體不同向位的觀察角度，

以提高對森林生態的認知。 

★明池神木：明池神木是園區內一株樹齡高達 1,500 年的紅檜，

樹高 31.6 公尺、胸圍 11.62 公尺，昂然矗立於明池山莊，靈氣

逼人，生機盎然。 

【納桑麻谷餐廳】食尚玩家介紹的餐廳，食材都是自產自銷，有高山蔬菜、季節野菜

和原住民的佐料配方，是往來北橫旅客的美食中繼

站之一，菜單有麵食、風味餐單點、合菜和簡餐可

選擇，推薦菜色：馬告淋土雞、鹹豬肉拼盤、高山

青菜、清蒸鱒魚．．．等，以泰雅族風味餐為特色，

值得一嚐。 

建議停留時間：１小時 

【羅浮橋】北橫公路沿著大漢溪溪谷而建，山

谷跨越交會處有建置深具設計感的大橋，羅浮

橋、復興橋及巴陵橋，並列北橫三橋，由於羅

浮橋採用拱形橋墩設計，加上大紅色的鮮艷色

彩，讓遊客走在北橫公路更別有一番視覺享

受。羅浮橋是一座全長 230 公尺的拱型鐵橋，

周邊設有行人徒步區和觀景平台，能居高臨下

欣賞這裡的山水美景，也讓遊客停留賞景及攝影，尤其在美麗的晴天，紅色的羅浮橋

倒影和一旁的青山綠水相互輝映，吸引許多攝影好手前來捕捉美麗的影像。 

建議停留時間：半小時 



【內灣老街】日據時代，日軍於今日新竹空軍基地設立基地，官兵擔心家屬居住在機

場附近易成轟炸目標，故將家屬遷往郊

區安置，即現今之內灣。家屬在內灣遍

植櫻花，花季時渲染得村子一片紅粉，

也讓內灣獲得「櫻花部落」之美名。六

十年後的今天，內灣小鎮以其依山傍水

的古雅風情聞名台灣，老街充滿濃濃客

家風情，內灣老戲院仍保有古樸色彩，

到處可見的劉興欽漫畫人物，讓人憶起

兒時看漫畫的愉悅。內灣戲院人文客家

菜，讓客人可以在懷舊的氛圍中邊看老電影邊享用道地的客家菜；可順道品嚐美味的

野薑花肉粽、紫玉菜包、客家擂茶、擂茶冰沙、客家麻糬等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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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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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池山莊】 

 

 

 

 

 

 

http://makauy.lealeahotel.com/about_mingchi/ 

明池山莊位在大同鄉，

提供免費 Wi-Fi。 提供

3 星級的住宿，和裝有

空調的客房。度假村提

供一座花園可以讓人放

鬆，還有附設免費私人

停車場。 大晴天的時候，戶外陽台提供一個很棒的放鬆地點。明

池山莊具備私人陽臺、冰箱和私人浴室為其特色。 都附設平板電

視、沏茶與煮咖啡的設施和瓶裝水。 

※本飯店為環保旅店，若您入住不使用一次性盥洗用品(刮鬍刀、浴

帽)，我們將捐助每項 4 元及 2 元的款項推廣相關環保活動。※需

提早訂位，以確保顧客住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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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橫餐食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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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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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