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嗨~環台十大秘境五日環島遊 

10 大熱門景點 推薦 

Ω 熱門 IG 點 台版小京都~ 檜意森活村   Ω熱門 IG 點 復古風~玩味番樂園 

Ω 熱門 IG 點 網美祕境~日月潭          Ω熱門 IG 點 十大地景 清水斷涯 

Ω 熱門 IG 點 日式修道院~ 慶修院       Ω熱門 IG 點 戰備道~ 48 高地 

Ω 熱門 IG 點 台東製造 ~絕美三仙台     Ω熱門 IG 點 最美車站 ~ 多良車站 

Ω 熱門 IG 點 二大夜市 ~ 瑞豐.東大門   Ω熱門 IG 點 古城回憶 ~ 安平古堡. 赤崁樓 

 

第一天 北車東三門/東勢林業文化園區/日月潭遊湖/原力生技休閒農場 
/飯店 

東勢林業文化園區 ,在 60 年代曾經是東亞地區最大製材廠，為了保存珍貴林業史蹟以

及生態環境，經過民間以及政府的大力改造，園區環境優美、百花齊放、還展示著許多木雕 作

品；而從前的製材的貯木池栽植著成千上百荷花，迅速火紅成為台中知名的賞荷地點；另 外

切片倉、燃料倉、鍋爐間、原木梯與汽修廠等老舊設備與廠房也都完整的保留下來，踏青、

賞花、聽鳥鳴、寫真或是拍照都非常適合， 

 

【船遊日月潭】日月潭，台灣八景之一，四季晨昏，面貌不同，特別安排環湖之旅， 

與一般交通船不同，帶您 前往月牙灣及親近拉魯島，一面欣賞湖面風光，一面聽取船長

為您介紹日月潭的故事與風采，讓乘船不再只是 交通工具，也是記憶中一道美麗風景。 

 



台灣原力生技休閒農場 共分為 3 個館，分別為觀光休閒館、台灣原力館及生技業館。

觀光休閒館提供邵族獨家手工藝品、紀念品、伴手禮及生鮮蔬菜讓遊客採購；台灣原力館則是

團體銷售店面與餐廳，販賣牛樟芝片等養生食品；農業生技館則展現運用科技化及系統化的管

理，培育牛樟芝及有機蔬菜的過程，讓遊客買的放心，吃得安心。 

餐食： 早餐: 自理         午餐：日月潭風味餐    晚餐： 嘉義合菜料理 

住宿: 嘉義富野渡假酒店 或 文億商旅或同等級 

 

第二天 飯店/檜意森活村 /1661 台灣船園區/ 安平古堡/億載金城/ 
高雄夜市/ 飯店 

檜意森活村是嘉義市東區旅遊景點之一，是臺灣第一座以森林為主題的文創園區，其是由共和

路與林森東路間原林務局的宿舍整修而成，占地約 3.4 公頃，園區內包含了 28 棟歷史建築「嘉

義市共和路與北門街林管處國有宿眷舍」以及市定古蹟「嘉義營林俱樂部」。 

 

安平古堡，又稱熱蘭遮城、奧倫治城、王城、安平城、臺灣城，是一座曾經存在於臺灣 

臺南市的堡壘。最初建於 1624 年，是臺灣最早的要塞建築。自建城以來，曾是荷蘭人統

治臺灣的中樞，也曾是鄭氏王朝統治者的住處。 安平古堡有兩處遺跡：「台灣城殘蹟」及

「熱蘭遮城城垣暨城內建築遺構」 



赤嵌樓可說是台南中西區內最主要的古蹟建築，與安平的安平古堡是台南的兩大明星，1652 年

荷蘭人在此建立普羅民遮城，至此奠定了台南行政商業中心的位置，歷經 300 多年來幾經整修改建，

始有現今的樣貌，內有海神廟、文昌閣及蓬壺書院，外圍草皮上立著國姓爺受降的雕像，總是讓國內

外遊客仔細端詳，遙想著當年國姓爺的英姿煥發，最吸引目光的莫過於移自大南門城邊的 9 塊御碑，

由狀似石龜的贔屭所乘載，傳說贔屭為九龍生子之一， 生性喜歡負重，也因為贔屭而讓赤嵌樓增添

不少傳說故事，至今仍讓人津津樂道。 

億載金城古稱為「安平大砲臺」或「二鯤鯓砲臺」是為了對抗因牡丹社事件而犯臺的日本軍隊。

西元 1874 年沈葆楨先抵安平，認為應建立大砲臺以保衛府城，因此，西元 1876 年由法國工程師

所設計完成的全臺第一座西式砲臺終於完成，也是全臺第一座配備英國阿姆斯壯大砲的砲臺，臺灣

的海防軍事也因此而邁向近代化的一大步。建築形制上，億載金城屬於西洋稜堡式的方形砲臺，四

角凸出，中央內凹。環繞砲臺並有護城壕，砲臺上分置大、小砲，城堡中央則為操練場；形制完善、

規模宏大，加上砲臺威力強大，億載金城可說是臺灣南北砲臺中，劃時代的重要里程碑。 

台南安平全新 IG 景點 1661 臺灣船園區，園方打造出全木造的古代帆船「臺灣 

成功號」，紅色混搭黑色船身，吸引許多遊客來踩點，整個園區由人工湖畔與綠葉植栽圍繞著；

而台灣成功號更是以 1：1 的比例仿造十七世紀航海時代鄭成功古船建造，船身全長 29.5 公

尺、高 28 公尺，全木造的船，在製作時講究每個細微環節，分為時間艙、鯨背回首、啟航角、

穹頂小徑、左舷廣場以及結合歷史故事的放映倉、S 貨倉販賣區等等~ 

瑞豐夜市，位於臺灣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及東門路一帶。隔著南屏路與三民家商相望，

並緊鄰著高雄巨蛋商圈，至今已經有 20 年以上的歷史。攤位數量破千，販售種類從美食到流行服

飾、娛樂遊戲通通都有，使用『L』型字母的集中管理方式，可說是高雄管理最好的夜市。一開始的

小攤販設立於鼓 ft區瑞豐街，因此命名「瑞豐夜市」，之後因為交通、地主等關係遷移陣地到現在這

裡，已經成為高雄市區品嚐美食的首選夜市。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晚餐： 夜市美食餐(自理) 

住宿: 賀文旅旅店或鮪魚家族飯店系列或同等級 

 

 



第 3 天 高雄/駁二特區/南迴公路台 9 線 絕美公路途經金崙大橋/
多良車站/台東或知本 

駁二藝術特區亞洲新灣區北岸，愛河匯入高雄港交界，地處承載高雄歷史記憶的鹽埕埔， 

臺灣水岸文創廊帶第一個新亮點。 倉庫再啟，塵封的記憶重獲延續。緊臨海港的 25 棟倉庫， 沿

著西臨港線自行車道，分屬大義、大勇、蓬萊倉庫群三處聚落，注入文藝，澆灌創意，精 采變身。

以展覽集結夢想、觀點與設計，跨足音樂、戲劇、文創，涵蓋公共藝術、數位影視、街頭表演，每

處轉角都新鮮有趣，每個畫面都深刻記憶，構築起海港城市的文化魅力與生活 美學。 

台 9 線南迴改最後的安朔至草埔段於 23 日正式 

開放通車，讓台東與屏東的距離更近了！台 9 線三

大特色夢幻路段，帶你漫遊這條絕美公路。安朔至

草埔段 倚 ft 擁海的金崙大橋自 2017 年底通車後

就被譽為是「全台最美高架橋」，這條緊鄰台東大

武 ft 與太平洋的絕美道路，完美勾勒出東海岸的療

癒風光，行駛於其中，一旁綿延無盡的 ft 巒讓人身

心舒暢，另一邊蔚藍的大海在陽光照耀下，更彷彿

電影場景般浪漫滿分，沿途就像一場仙境漫遊之旅。 

 

多良火車站 台東南迴線上最美麗的車站可以眺望美麗的太平洋，素有「全臺灣最美的 

火車站」。 更是國內外鐵道迷熱門朝聖地點，網美與部落客打卡夯景點。 鐵路局保留車站， 架

高設計車站，留下懷舊的月台欄杆，與藍色大海與蓊翠的 ft 林，自然和諧的融合在一起， 而

「天使之翼」打卡點的後面就是太平洋，藍天大海就是最強的背景，今年台東最美的打卡處非

此莫屬。駐足於此欣賞美景，享受美好行旅時光。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晚餐： 原住民風味餐 

住宿: 富野集團系列飯店 或鮪魚家族系列飯店 

 

 



第 4 天 飯店/加路蘭海岸/三仙台風景區/親不知之/ 東大門夜市/花蓮 

 

加路蘭海岸遊憩區 ~它是東河鄉的阿美族部落，阿美族語稱為「kararuan」，意指洗 

頭髮的地方，因為附近小溪富含黏地礦物質，洗髮後自然潤濕亮麗而得名。 原本為空軍建設

志航基地時的廢棄土置放場所，經東管處數次以生態工法整建後， 新增停車場、觀景台及裝

置藝術，將廢棄區域整理成一個富有風情的遊憩區 看海秘境,漂流木地景藝術 創作愛好者，

展出屬於他們的創意。 親身體驗結合自然、簡單、創意與原味的海洋風情藝術地景。 

三仙台風景區 全島面積約 22 公頃，最高點海拔約 77 公尺。地質屬 於都巒 ft 集塊岩，原

是一處岬角，但因海水侵蝕，逐漸蝕 斷岬角頸部，而成了離岸島，島的四周珊瑚礁環繞，海 底熱

帶魚群聚，適合潛水和游泳。而因其為火 ft 噴發而 出的小島，島上奇石分布，除了仙劍峽、合歡

洞等與三 仙台故事有關的天然奇景外，並且散布著海蝕溝、壼穴、海蝕柱、海蝕凹壁等海蝕景觀，

登島遊覽頗富尋幽訪勝之趣。其中又以三座珊瑚礁岩形成的 ft 峰最為獨特，因此民間相傳，八仙

過海時，李鐵拐， 何仙姑和呂洞賓曾在此休憩，烙印了仙跡，因此取名為三仙台。 三仙台可是花

東海岸線海底景觀最美的地方。 

《親不知子天空步道》今年最夯的花蓮熱門景點之一,想挑戰斷崖峭壁間行走玻璃站到上,

看著一望無際的海,這是全台唯一的海上天空步道,這條短而美的天空步道,實際走來不恐怖也不危

險,在這裡可以欣賞 180 度的無敵海景。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後山風味料理     晚餐： 夜市美食餐(自理) 

住宿: 富野集團系列飯店 或鮪魚家族系列飯店或 華瀚飯店或 良有飯店或同級 

 

第 5天 慶修院/四八高地戰備坑道/玩樂番薯/清水斷涯/蘇花公路/北車東
三門 
 

吉安慶修院，原名為真言宗吉野布教所，為臺灣現存最完整的日式寺院，日治時期日人在此設

立移民村，成為移民的宗教信仰中心，藉此撫慰思鄉之情。木造建築經整修與人文精神重建後，散

發濃濃的江戶風格，院內保留不動明王、八十八尊石佛、百度石等珍貴文物， 並附設展售區，提

供餐飲及浴衣體驗，讓旅客真切感受日式風情的禪意。 



四八高地戰備坑道 四八高地又稱奇萊鼻或美崙鼻，名為「四八高地」是因為這裏海拔 
48 公尺，高地的成因是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板塊碰撞推擠，使得地殼多次隆起，也造就了觀
察海岸地質的最佳戶外教室。 高地底下有一條戰備坑道。為二次大戰由日軍開挖以防止美軍登
陸之用，為了保衛花蓮港飛行場主陣地而建立，當時日本人挖了這條地下坑道與野戰壕溝，裏面
配備十吋防空炮與重機槍，意在防止美軍登陸。也是早期的重要戰備據點 在保有軍事歷史文
化及在地生態環境 且保留至今 來花蓮必訪七星潭之外最新開放的新景點 

 

 

 

 

 

 

玩味蕃樂園 一個彷彿帶你穿越時空的地方，帶著你走進五○年代的花蓮，一起感受這懷 
舊的復古風情， 所有復古的街景，商店都搬進了室內，有寶島時代村的感覺！ 

清水斷崖，台灣十大地景之一 ,這一片斷崖位於蘇花公路和平至崇德之間，這壯闊美景 匯 
德步道入口，位於匯德隧道北端出口，沿著蘇花公路北行，出匯德隧道後靠右即可到達 可以
眺望崇德步道一帶的斷崖和崇德沖積扇；向北望去，斷崖就近在咫尺。俯瞰太平洋海水， 多
數時候總是一片深藍，然而靠近岸邊則常呈現像牛奶一般粉白的顏色，深藍和粉白兩色之間
界線分明，相當有趣。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花蓮中式合菜        晚餐： 美食餐(自理)  
住宿 : 溫暖的家 
 

出發日期及費用說明 : (每周五出發) 

09/25、10/16、10/30、11/20：二人房每人費用 : 7990/人、三人房每人費用: 7550 /人。 

不佔床小孩 ( 8 歲 以下) : 7550/人 (含飯店早餐)。 

10/07、10/08：二人房每人費用 : 8990/人、三人房每人費用: 8550 /人。 

團費包含: 

☆車資：遊覽車 5 日來回車資及停車費  

☆住宿：宿 4 晚飯店 

☆貼心：遊覽車上提供每人每日一瓶礦泉水 

☆餐食：飯店早餐 4 餐、風味合菜午餐*5 餐 、 風味料理晚餐*2 餐 

☆門票：日月潭、休閒農場、親不知子步道、慶修院、三仙台、台灣船園區、安平古堡. 

☆保險：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200 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10 萬】 

團費不包含: 
☆旅行業為服務業，小費是領隊和司機的主要收入之一，世界各國皆如此，台灣也不例外。 
☆以下為建議小費，敬請參考：領隊及司機小費，100X5 天=500 元合計。 
☆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如飲料、酒類、私人購物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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