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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特色: 

★神仙谷是由鹿湖溪、鹿場溪、風美溪三條溪流匯流切割而成的峽谷地形，電影「賽

德克‧巴萊」曾在這邊拍攝取景。此地風景優美，水景岩壁鬼斧神工，由一處極為險

峻的溪谷，因斷層岩床，下層與上層落差大約三十公尺，是由六、七層的岩階組成水

流從上層傾瀉而下，水流從上層平鋪的岩床傾瀉而下，形成許多道奔騰的瀑布。橋頭

以泰雅傳統圖騰為裝飾，由橋上眺覽，景觀又更為壯闊。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全台唯一最省力－鐵道自行電動車，經勝興車站／龍騰斷橋／七

彩隧道舊山線於 1908 年建造完成，在那個架橋技術未臻成熟的年代，先人創造出「最

大坡度、最大彎道、最長花樑鋼橋、最長隧道群」的偉大經典之作。全線 3座鐵橋、4

個車站、8座隧道，堪稱「近代鐵道工藝極至美學」。舊山線在 1998年停駛之後，中央

及地方各界都期待它能復駛，但是蒸氣火車購置、維修等營運成本問題，造成復駛遙

遙無期，因此縣府參考挪威、德國等國模式，提出符合世界閒置鐵道活化再利用趨勢

的 Railbike軌道自行車計畫」，以動態文化保存的方

式，讓遊客能以低碳、環保、健康的方式體驗舊山線

之美。 

 

★【雪霸國家公園汶水管理處】位於臺灣中北部，屬

高山型國家公園，園區以雪山山脈為主軸，範圍廣逹

76,850 公頃，涵括了新竹縣五峰鄉、尖石鄉、苗栗

縣泰安鄉及臺中市和平區。而汶水遊客中心擁有完整

的國家公園資訊，希望藉由豐富生動的自然資源展

示、周邊遊憩景點引導及貼心的解說服務，讓遊客走

進汶水、愛上雪霸！汶水遊客中心是以大草坪為主的

開放式空間，並設簡易式戶外廣場。四周群山環抱，

中央綠草湖光輝映。環境真的很美而且生態很豐富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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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山線鐵道自行車:全台唯一最省力－鐵道自行電動車，經勝興車站／龍騰斷橋／七

彩隧道舊山線於 1908 年建造完成，在那個架橋技術未臻成熟的年代，先人創造出「最

大坡度、最大彎道、最長花樑鋼橋、最長隧道群」的偉大經典之作。全線 3座鐵橋、4

個車站、8座隧道，堪稱「近代鐵道工藝極至美學」。舊山線在 1998年停駛之後，中央

及地方各界都期待它能復駛，但是蒸氣火車購置、維修等營運成本問題，造成復駛遙

遙無期，因此縣府參考挪威、德國等國模式，提出符合世界閒置鐵道活化再利用趨勢

的 Railbike 軌道自行車計畫」，以動態文化保存的方式，讓遊客能以低碳、環保、健

康的方式體驗舊山線之美。 

★杉林松境: 

【杉林松境休閒農場】位於南庄鄉東河村，在這裡許多花卉植物經過主人的巧手慧心巧妙

的安排於各個角落，在每一個不同的季節裡點綴著杉林松境，花草如茵，微風經拂讓

人不得不享受其中，百花綻放時有如世外桃源幽雅怡人，讓許多遊客流連忘返，更提

供貼心的民宿服務，讓您在此的每一分享受都能賓至如歸！更有老闆親自為大家解說

山莊建造過程，引領著我們暢遊他一手建造的王國，細說山莊內的一草一木~後山森林

步道至高點，一覽無遺，整個山莊盡收在眼底~ 

※苗栗縣南庄鄉前年首發繡球花節造成轟動，今年以「南庄恆浪漫」為主題，6月 1日

開幕，休閒旅遊業者搶先啟動繡球花季模式，吸引遊客如織，轉個彎可能遇見浪漫美

麗的繡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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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高雄 金桔觀光工廠  神仙谷秘境   杉林松境休閒農場                                   

【金桔觀光工廠】入園免門票，園區佔地寬敞，異國風樹屋好好拍館內提供豐富的金

桔相關小知識館內館外造景復古童趣，還能體驗手作 DIY 漫遊森林園區很愜意，復古

場景好好拍，園區寬敞，增進對金桔的優點和小知識！內有販售豐富的特色伴手禮來

訪別錯過好吃的金桔饅頭和金桔檸檬唷！ 

神仙谷】位於苗栗南庄鄉的神仙谷，曾是電影《賽德克·巴萊》主要拍攝場景之一，環

境清幽值得一訪。是由三條溪匯流切割而成的峽谷地形，因岩床有十公尺多的高度差，

傾瀉而下成了夢幻的瀑布景點。前往瀑布的步道皆為木棧道，非常適合大人小孩一起

跳戰！被滿山竹林和峭壁環繞著，好險沿途都是平緩好走的木棧板（開始有一段是較

陡的石階），可以停下腳步好好欣賞鬼斧神工的大自然，難怪很多人都說這個景點的 CP

值很高，因為不用跋山涉水就可以看到壯觀的美景和瀑布。 

在吊橋上看到了神仙谷瀑布的全貌，快門停不下來，三條溪傾瀉而下的畫面非常值得

捕捉，但更吸引人的是湛藍的溪水，真的是那種動畫裡會出現的「很夢幻的藍」，難怪

聽在地人說這裡每到假日總是滿滿的遊客，但是絕對值得走這一趟，因為鏡頭下的那

個畫面現在再看一次還是覺得怎麼可以這麼美？ 

早餐：100分早餐  午餐：台中饗宴會館 2500/桌   晚餐：杉林松境休閒農場 2500/桌                  

 住宿：杉林松境休閒農場                                                                   
   
第 2天  農場  雪霸汶水管理處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  龍騰斷橋  台灣優

格餅乾學院(或  白人牙膏觀光工廠)   檜意生活村   高雄                                   

 



4 
 

【雪霸汶水遊客中心】設有展示廳及視聽室，展示廳以森

林氛圍為設計概念，帶領遊客暢遊富饒的雪霸生態寶庫，

並藉以生動精彩的互動式體驗，讓民眾更了解高山教育與

生態之美。後方設有人工生態湖，時常有綠頭鴨悠遊其

中，湖面上紅瓦白樓與絲絲垂柳相映成趣。生態湖還正對

狀似老鷹展翅的「鷂婆山」，山水相遙望的美麗景致，更

增添了園區迷人風采。 

【舊山線】於 1908年建造完成，在那個架橋技術未臻成 

熟的年代，先人創造出「最大坡度、最大彎道、最長花樑 

鋼橋、最長隧道群」的偉大經典之作。全線 3座鐵橋、4 

個車站、8座隧道，堪稱「近代鐵道工藝極至美學」。舊 

山線是文化部認定的世界遺產潛力點，沿路鐵道技術、林 

相、文化景觀豐富。 

【龍騰斷橋】龍騰斷橋見証歷史的刻痕龍騰斷橋由日本 

人於 1905年左右所建，當年建造此橋的師傅均為請自 

中國廣東，日本人對品質管理極為嚴格，整座橋純由紅磚 

水泥所砌成無半截鋼筋，但結構卻非常嚴密而牢固。早年 

民生疾苦，運輸不便，1935年新竹臺中地震當地居民目 

睹因地震斷落的紅磚橋樑可資利用，紛紛欲敲打一些磚塊 

回家做砌牆建屋之用，可是往往敲打整日卻僅獲十數塊完 

好者而已，由此可見該橋堅固之一般，這也是該斷橋雖歷 

經百年之久，尚能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震災後在旁邊新 

建一座水泥橋墩、鋼樑橋台的新橋（魚藤坪鐵橋）取代。 

 

 早餐：農場內       午餐：新月梧桐 3000/桌            

 晚餐：新興園餐廳    3000/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35%E5%B9%B4%E6%96%B0%E7%AB%B9%E8%87%BA%E4%B8%AD%E5%9C%B0%E9%9C%8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D%9A%E8%97%A4%E5%9D%AA%E9%90%B5%E6%A9%8B&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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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日期: 06/08.  6/15.  6/16.  6/21 

      

     平日(日~五)現金售價:  NT$5300   宿:南庄杉林松境休閒農場 (2人一室) 

                           NT$4800    宿:南庄杉林松境休閒農場 (4人一室) 

 

         內含: 1.司機導遊小費  2.舊山線 C 線車票 250/人   

              3.神仙谷接駁車 150/人 4. 2餐 2500/桌  2餐 3000/桌 

 

※ 註:1. 超過 25人則安排 30座 三排椅大巴 

 2. 低於 18人將取消出團 

    3. 接送點 :定點為 1.中正交流道北上口 2. 人數多人，則可預約定點上車 

                   .     3.其餘都以各地交流道口上車為主 

4. 為符合公路交通安全法規，乘客入座請即繫上安全帶若被查獲未繫安全帶 

   者將被罰款請惠予注意；所以車上將不提供倒茶水服務，但供應礦泉水 

5. 有關取消退費請依旅遊契約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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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幻神仙谷+繡球花谷+ +電動鐵道自行車二日時程表 

 

 D1.  0730-1000  高雄(屏東)/金桔觀光工廠 

      1000-1030  金桔觀光工廠 

      1030-1200  觀光工廠/台中饗宴會館 

      1200-1240  會館午餐               

      1240-1430  會館/南庄老街(神仙谷) 

      1430-1530  逛老街(神仙谷) 

      1530-1550  老街/杉林松境休閒農場 

      1600-1800  休閒農場生態導覽+繡球花海參觀 

      1830…….. 農場內晚餐 

      1830-2130  農場卡拉 OK 免費  

 

 

D2.  0800-0930  休閒農場/雪霸國家公園汶水管理處 

           0930-1020   雪霸國家公園/舊山線  

           1110-1230   龍騰斷橋鐵道自行車 

    1240-1300   龍騰站/新月梧桐 

      1300-1340   午餐 

      1340-1500   新月梧桐/優格餅乾學院(白人牙膏) 

      1500-1540   工廠參觀 

      1540-1700   優格餅乾學院(白人牙膏)/檜意生活村 

      1700-1800   檜意生活村 

      1740-1800   檜意生活村/新興園 

      1800-1840   新興園晚餐 

      1840-2030   新興園/高雄(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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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林松境休閒農場位於南 

庄鄉東河村，在這裡許多 

花卉植物經過主人的巧手 

慧心巧妙的安排於各個角 

落，在每一個不同的季節 

裡點綴著杉林松境，花草 

如茵，微風經拂讓人不得 

不享受其中，百花綻放時 

有如世外桃源幽雅怡人， 

讓許多遊客流連忘返，更 

提供貼心的民宿服務，道 

地的各式拿手料理，讓您 

在此的每一分享受都能賓 

至如歸！遙望山中群峰交 

疊、杉木交錯、雲霧飄邈 

呈現眼前，不同時間不同 

時節將呈現給您不同的景 

色。漫步在寬廣的山區中 

將洗淨您一身的疲憊，眼 

前的美景會使您拋下一切 

的煩惱，視野遼闊的山野 

，春天來臨時百花齊放、 

夏日夜覽螢火蟲、落葉之 

秋賞楓、冬季歲末櫻花開 

，讓您心胸為之豁然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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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午餐:台中饗宴會館 

 

 

 

 

 

 

 

 

 

 

 

 

 

 

 

 D1  晚餐: 杉林松境農場餐廳 

 

 
 

 

 

 

 

 

 

 

 

  

 

 

杉林松境農場餐廳

2500/桌 

1. 清蒸活鱒魚 

2. 白斬鮮土雞 

 3. 梅干香扣肉 

 4. 紅燒豆腐煲 

 5. 薑絲炒大腸 

 6. 香烤鹹豬肉 

 7. 現滷桂竹筍 

 8. 客家美小炒 

 9. 鮮炒生香菇 

10. 季節鮮時蔬 

11. 精選鮮例湯 

12  寶島鮮水果 

    台中饗宴會館 

  2500/桌 

1. 和風蔬食沙拉 

2. 韭黃木須肉 

 3. 古味玉筍扣豬腳 

 4. 南瓜蟹黃燴海鮮 

 5. 川味腐乳蒸雞 

 6. 鼓汁國宴魚 

 7. 蒜泥白肉 

 8. 寶島季節時蔬 

 9. 山藥排骨蛤蠣盅 

10. 四季鮮水果 

11. 濁水雙香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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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午餐:新月梧桐餐廳 

 

 

 

 

 

 

 

 

 

 

 

 

 

 

 

 
D2  晚餐: 新興園餐廳 

 

 

 

 

 

 

 

 

新月梧桐餐廳 

3000/桌 

1. 迎賓開胃盤 

2. 虎菇婆 

 3. 筍干紅燒肉 

 4. 蕃茄紹子燒豆腐 

 5. 西芹豆乾肉絲 

 6. 玉露鮮鱸魚 

 7. 季節山野蔬 

 8. 福菜肉片湯 

 9. 手工精美點 

   新興園餐廳 

  3000/桌 

1. 采風海味四色拼 

2. 泰式咖哩鮮蝦球 

 3. 川醬肉佐和風蔬 

 4. 板燒起士焗嫩雞 

 5. 桔沙律酥枝捲 

 6. 砂鍋翠綠虎掌骨 

 7. 清蒸樹子海上鮮 

 8. 櫻蝦蔬佐金沙可圓 

 9. 雪梨荷花燉雞塊 

10. 風味木桶油雞飯 

11.  美點蓬萊鮮菓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