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環島 13天 

 
 

您有多久沒有仔細看台灣這片土地了，想要來一趟深度的環島之旅嗎？ 

在這緊繃的工作環境中，給自己一個喘息的空間，與我們一起來趟輕鬆的環島吧! 
 

行程特色： 

1、讓四、五年級生再走一趟這塊曾經生活過，也是流血流汗拚搏的地方。 

2、以悠活漫遊休閒方式，深入安排台灣各地代表景點。 

3、安排各地美食佳餚，讓您重“食”那份美味。 
 

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北-宜蘭【蘭陽博物館、己文堂、宜蘭傳藝中心、礁溪】 

 
蘭陽博物館 

2010 年，籌建了 19年的蘭陽博物館在烏石港區於焉落成，融入了東北角地景「單面山」型體的博

物館建築體，有著來自礁岩的壯闊而優雅的藍灰色調。第二期的 CIS色彩微調了館徽顏色，以回應

建築體的色彩，使蘭博有了完整和諧的視覺印象。 



 

 

己文堂 

位於蘭陽平原上的老字號製香廠，沒有華麗的外表，只有一份對製香不忘初衷的堅持，對己文堂而

言：製香是技藝的傳承也是一份良心事業，做自己該做的事，讓堅持能繼續「代代香傳」! 
 

 

宜蘭傳藝中心 

踏入園區，映入眼簾的是傳達生活與工藝的傳習街，呼應手之勞動、心之感動。劇展廣場舞台演繹

肢體的人文美感。匯集老街建築的民藝街、河道波光照映的臨水街，豐富傳統生活市集的趣味。國

家興建的文昌祠，呈現歲時節慶與信仰民俗之有機文化；家廟建築的廣孝堂，呈現家族凝聚與生命

禮俗之人文意涵；民居建築的黃舉人宅，呈現常民文化與新生兒儀禮的體驗樂趣。歡迎用心感受一

年四季不同的傳藝文化園區。 

 

 

礁溪 

位於宜蘭縣北部。東北鄰頭城鎮，東南接壯圍鄉，南為宜蘭市、員山鄉，西至北為新北市烏來區、

坪林區。鄉境西北部為雪山山脈，東南部為二龍河的沖積平原，以礁溪溫泉聞名全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0%AD%E5%9F%8E%E9%8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3%AF%E5%9C%8D%E9%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C%E8%98%A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A1%E5%B1%B1%E9%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D%AA%E6%9E%97%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AA%E5%B1%B1%E5%B1%B1%E8%84%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9%BE%8D%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81%E6%BA%AA%E6%BA%AB%E6%B3%89


 

早餐:X 午餐:藝食堂客家海鮮 晚餐:甕窯雞宜蘭美食餐廳 

住宿:中冠礁溪大飯店(四星) 或 礁溪麒麟飯店(四星) 或 中天溫泉度假飯店(四星) 或 同等級 
 

第二天 宜蘭【不老部落】 

 
不老部落 

在地球北緯 24度 36分，東經 121度 39分。 

就在中央山脈的前緣(北端)，宜蘭縣大同鄉的境內，有一群人一直在傳唱著幸福。 

他們以『刀耕火種』耕耘著祖先的獵場，因為這裡也是他們永久的歸宿。 

 

在這裡他們編織著屬於自己的夢想，創造了部落的傳承與希望! 

老天爺沒有眷顧他們…好不容易打造的家園與辛勤耕種的農田，多次遭受天然災害(颱風、豪大

雨、土石流)與昆蟲、野生動物的侵擾，莊園、農地屢次遭受無法挽回的破壞，但這些都沒有讓他

們就此挫敗。 
 

或許，在失去之後更懂得『珍惜』，因此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一直惕勵自己不要無止境的追求，

要快樂先要珍惜當下，這是泰雅族祖先教導孩子們生存的法則，也因此造就了一片讓人稱羨的『人

間仙境』，童話般的『香格里拉』。走進不老部落，山林環繞、原始生態緊密結合，呈現的是那種

自然、寧靜、祥和、悠閒、安逸，無憂無慮還有與世無爭的氛圍…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不老部落無菜單料理 晚餐:八甲休閒魚場 

住宿:青萍居人文會館 或 同等級 
 

第三天 宜蘭【南方澳】-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布洛灣】 

 
南方澳 

位於蘇澳港南側，是臺灣沿海及近洋漁船的重要基地，漁獲量極豐，為臺灣三大漁業重鎮之一。此

處有三個漁港及漁市，各依其功能、特色而有不同。第一漁市每天約在下午 2點左右，由漁會主持

拍賣，第二漁市為每天約在下午 3點到 5點，由漁民們各自販售。第三漁港旁的漁港路，聚滿各式



 

海鮮、特產品店，也是遊客聚集的地方。 
 

 

燕子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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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曲洞 

九曲洞是太魯閣峽谷最精華的路段之一，步道全長 700 公尺，需原路折返。步道緊倚著高山深壑，

向下俯瞰則是急湍的立霧溪水，兩岸山壁緊峙，鬼斧神工與險峻的地勢令人讚嘆震懾。 
 

除了峽谷之外，大理岩壁上的斷層、節理、褶皺等地形，以及在峭壁上絕地逢生的岩生植物，都是

值得觀察的重點。九曲洞步道路面寬闊平緩是一條大眾化的遊憩步道，和戶外地質教室。 

 

 

布洛灣 

太魯閣語的意思是「追蹤獵物的地方」，曾經是太魯閣族人聚居的部落，太魯國國家公園管理處在

此成立管理站，並規劃成原住民特色的園區，提供遊客解說諮詢服務及遊憩訊息、放映多媒體節



 

目，太魯閣族工藝展示館，展示太魯閣族人織布、藤編技藝的精美作品。布洛灣分上、下兩台地，

高度相差 30公尺，下台地海拔約 370公尺，下台地可行至環流丘公園，俯瞰溪畔水壩，觀賞峽谷

景致。上台地是委外經營，規劃為住宿及研習中心，有套房及和室通舖、會議中心及餐飲服務。 

 

從史前、太魯閣族到現代的人文發展，熱帶季風雨林生態環境、環流丘與河階地形，以及國家公園

多年來著手培育廣植的原生種台灣百合、台東火刺木、雙花金絲桃、金花石蒜等，都是布洛灣台地

值得深入瞭解的特色。 
 

早餐:飯店內 午餐:海珍活海鮮餐廳 晚餐:江浙料理九号餐廳 

住宿:太魯閣山月村 或 同等級 
 

第四天 花蓮【Alupalan山下部落-DIY體驗、瑞穗北迴歸線】-台東【池上飄島 197、伯朗大道、鐵

花村散策】 

 
Alupalan 山下部落 

山下部落為遷徙而成的部落，老人家說，早期這地方種了很多的 alupal（阿美族語系指柿子之

意），所以就把這裡取名叫作 Ci Alupalan。部落依山而居，後口語稱山下部落，人口以阿美族人

居多，傳為七腳川社後裔。 
 

阿魯巴染 

選用在地原生植物進行染製，過程無添加化學藥劑，染液可以回歸大自然，就如同阿美族與大自然

相處，不破壞、不過度取用，我們相信所造就的所有一切將回到我們本身，也因此，不使用非自然

定色的染布需要長時間曝曬才可達到較為穩定的色系，阿魯巴染的過程就像四季變化，最後呈現最

沉穩的色系，無法複製的特性如同我們每個人獨一無二無法取代。 
 

 

瑞穗北迴歸線 

白色日晷造型的北回歸線標誌，在公園兩側的木製迴廊中，設有許多跟天象、氣候、節氣、地球科

學等相關的解說牌示，夏日時這裡還會舉辦夏至 235 的活動，吸引人潮前來探訪吃美食、看表演。

北回歸線為紀錄太陽在北半球所能直射到距離赤道最遠的位置，位在北緯 23.5 度。每逢夏至的那

一天，太陽就直射在北回歸線上，正午時分的「立竿不見影」，更是北回歸線上的獨特天象。 



 

臺灣一共有 3處設置北回歸線標誌，分別在嘉義水上鄉、花蓮瑞穗鄉、豐濱鄉。其中瑞在瑞穗的北

回歸線標誌設立於 1933年，放在瑞穗火車站的西側，爾後因東線鐵路拓寬才遷於現址。不過，北

回歸線通過台 9號省道的確實地點，其實是在目前北回歸線標誌以南大約兩公里的地方。 
 

 
池上飄島 197 

隱身於海岸山脈與中央山脈的 197縣道，由北而南從池上鄉綿延至卑南鄉，沿途一望無際的稻田和

梯田，風景如詩如畫般美麗，特殊的地理位置濃縮臺東自然與人文特色多層次的在地獨特風采，在

隱藏許多秘境的 197縣道，邀集許多國內外藝術家駐村創作，藝術家們以貼近這片土地去認識這裡

的美好，真切感受這片土地散發出來的魅力，近距離領受居民流露的暖心善意，轉化成為作品的內

醞。197 縣道的美如一首詩，策展融入泰戈爾「漂鳥集」詩句，讓藝術和文學在 197縣道沿途盛

放，領著來到的旅人，從藝術作品的尋訪觀賞過程中，看見縱谷的內在美，同時也探觸在地的人文

溫度。 

 

 

伯朗大道 

筆直的伯朗大道正式名稱為錦新三號道路，全長約 2.2 公里，由於兩旁毫無電線桿，加上逢稻穗成

熟時，道路兩旁無邊無際的金色稻穗隨風搖曳，寧靜的田園景緻，被伯朗咖啡選中拍攝廣告，之後

金城武代言的長榮航空亦來此取景，自此聲名大噪，將這條道路暱稱為「伯朗大道」。 

 

 



 

鐵花村散策 

臺東市的夜晚不寂寞，來到由臺鐵貨倉宿舍改造的鐵花村音樂聚落，聽著原民歌手高亢清亮的創

作，享受山海文化孕育出澎湃的歌聲，喝上一杯鐵花吧的臺東特調，偷得浮生半日閒。而一旁的假

日慢市集，販售著獨特的手作小物、農特產品，不妨與創作者、小農們聊聊天，感受臺東人的熱情

與樂活自在的氛圍。 
 

早餐:飯店內 午餐:老家後山菜餐廳 晚餐:七里坡紅藜養生料理 

住宿:娜魯灣大酒店(五星) 或 地景澤行館(四星) 或 台東桂田喜來登酒店(四星) 或 同等級 

 

第五天 台東【魯拉克斯部落-小米文化體驗】-屏東【鵝鑾鼻燈塔、後壁湖】 

 
魯拉克斯部落 

過去，排灣族人常以落腳處的自然環境與植物生態給地方命名，魯拉克斯即意為樟樹林滿佈之地。 

現在的魯拉克斯部落是由屏東魯凱族、排灣族人與東部群的排灣族通婚聚居而成，是人口不到 400

人的可愛小部落，由於位於東 66 縣道最深山部落，靠近金崙溪上游還保有大片的原始林與自然生

態。 

魯拉克斯自 2010 年推動小農復耕與小米特色產業，近年來社區一步一步打造小米文化示範園區，

與周邊小米田串聯，將在園區內建造排灣族傳統工寮、穀倉，加上 2017 年啟用的小米學堂，成為

以小米為主題的排灣族糧食文化園區。 
 

 

鵝鑾鼻燈塔 

西元 1881年興建的鵝鑾鼻燈塔，位於屏東縣鵝鑾鼻岬角，是台灣本島最南的燈塔。燈樓面向西南

方，背山臨海，並構築成砲壘形式，圍牆有射擊的槍眼，四周並築壕溝，使得鵝鑾鼻燈塔成為全國

獨一無二的武裝燈塔。民國 51 年改建時，換上國內光力最強的旋轉透鏡電燈，使得鵝鑾鼻燈塔不

僅是國內光程最遠的燈塔，還享有「東亞之光」的美譽。左瀕太平洋，面對巴士海峽，與菲律賓之

呂宋島遙遙相對，波濤帆影，天水一色，自然景色，令人心曠神怡，列為台灣八景之一。 



 

 
後壁湖 

後壁湖名稱，係來自航道東側的瀉湖區，於退潮時呈現瀉湖型態，就如同大光地區居民住「家屋後

的湖」，故稱「後壁湖」。後壁湖有著恆春最大的漁港以及最大的遊艇碼頭，可供 120 艘遊艇泊

靠。每年 4~7 月以旗魚、雨傘魚、鬼頭刀、10 月至翌年 3 月以黑皮劍旗魚、白皮魚獲量最豐，每當

黃昏漁船返航後卸下新鮮魚貨，常可見當地民眾、觀光客爭購海鮮，景象極為熱鬧。 
 

早餐:飯店內 午餐:枋山萬巒豬腳大王 晚餐:飯店內餐廳 

住宿:墾丁福容大飯店(四星) 或 墾丁凱撒大飯店(四星) 或 同等級 

 
第六天 屏東【東港漁市】-高雄【旗津、駁二藝術特區】-高雄 

 
東港漁市 

東港已是台灣最大的近海漁業基地，鮪旗魚產量全台數一數二，更是黑鮪魚原產地，近海漁獲物大

部分為鮪魚、旗魚、鬼頭刀魚、鯊魚。其中 80%漁獲物外銷日本、歐美等地，是台灣地區外銷漁獲

量最大的生產地魚市場之一，其漁獲總產量年約三萬餘公噸。每年四月至七月是本地黑鮪（俗稱黑

甕串）盛產期，配合屏東縣政府黑鮪魚文化觀光季的推動，創造了文化產業觀光結合的美食旅遊熱

潮，東港三寶:黑鮪、櫻花蝦、油魚子，名聲不徑而走，每逢節慶東港魚市場拍賣盛況，總成為觀

光客必遊活力景點。 

 

 



 

旗津 

旗津舊名旗後，為一個狹長形的島，往旗津有兩種選擇，一是搭乘渡船，一是驅車穿過過港隧道。

旗津雖小，卻有多樣吸引人的去處，在廟前路的天后宮，有三百年歷史；身著唐裝的三輪車伕，是

島上另一個觀光焦點，旗津老街上，綿延清一色海產店，價廉味美的新鮮海產，露天下大快朵頤，

十分暢快。 

 

 
駁二藝術特區 

2000 年，雙十煙火第一次不侷限在台北施放，決定南下高雄綻放，為尋覓適當的放煙火地點，人們

發現了港口旁駁二倉庫的存在，一群熱心熱血的藝文界人士於 2001年成立駁二藝術發展協會，催

生推動駁二藝術特區作為南部人文藝術發展的基地。過去儲放魚粉與砂糖，供應港口川流的繁華歲

月，現在匯集設計與創意能量，豐富每一個自由想像的靈魂。過去港邊載送貨物的西臨港線鐵道，

現在成為高雄最熱門的水岸輕軌，貫穿駁二藝術特區，而駁二的倉庫群跳脫使用僵制，以藝文與世

界接軌，開啟新世代的對話。 
 

早餐:飯店內 午餐:東昇餐廳 晚餐:高雄覓奇頂級日本料理 

住宿:國賓大飯店(五星) 或 寒軒國際大飯店(五星) 或 Hotel dùa(四星) 或 同等級 
 

第七天 高雄-台南【十鼓仁糖文創園區、漁光島、赤崁樓、正興街散策】 

 
十鼓仁糖文創園區 

位於台南市郊處，藉由幽靜的森林小徑與喧鬧的市區隔離，鄰近台南市區的地理位置，更提供了民

眾一座親近文化藝術的新天地，十鼓仁糖文創園區佔地約 7公頃，共有 16座日據時代所建築之舊

倉庫。2005 年由十鼓接手重新規劃，以活化閒置空間的概念，在國際知名設計劉國滄先生及葉世

宗先生精心規劃下，在有限的資金中運籌帷幄，將昔日台灣糖業公司仁德車路墘糖廠，閒置多年

後，付予百年歷史的糖廠風華重現，融入十鼓獨創之台灣特色鼓樂，化身為亞洲第一座鼓樂主題國

際藝術村。 



 

 
漁光島 

漁光島是位於安平區緊鄰安平漁港與商港的一個小島，面積約 400多公頃，島上一半以上的面積都

是森林，林下步道是許多新人拍攝婚紗的景點，再往外側的沙灘港灣更有月亮灣之美名，除了是一

般民眾踏浪賞夕陽及攝影愛好者喜愛之拍攝景點外，更是帆船訓練場所之一。近年不時舉行文創市

集，在自然風光外也增添許多文化氣息。 
 

 

赤崁樓 

荷蘭人於西元 1652年創建，原稱普羅民遮城(Provintia 荷文為永恆之意)，漢人則稱之為「赤崁

樓」、「番仔樓」或「紅毛樓」；雖然已歷經明、清、日治時期，至今仍大約維持原貌，從荷蘭人

據臺時期便是行政中心，西元 1661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後，即改普羅民遮城為承天府治，「赤崁

夕照」是當時著名的臺灣八景之一。赤崁樓前有九座清代石龜馱碑，是從他處遷移至此，傳說石龜

為龍生九子之一，因好負重而變成龜狀。另外「斷足石馬」的雕像有一傳說是因石馬入夜後會化作

妖怪騷擾百姓，所以才被斷足，成為現在的模樣。後來，赤崁樓因民變的破壞及疏於管理而日漸頹

圮，而原本荷式建築的主體也加上了中國式的建築，一度上面還祭祀了觀世音菩薩等神明。日治時

期，赤崁樓改為陸軍衛戍醫院，也陸續展開修建及整修，光復後，將木製結構改建為鋼筋混凝土結

構，並將主要入口改向，而成為今日赤崁樓的模樣。 
 

 



 

正興街散策 

文創、美食、手作，結合文青必備的三項元素，再搭配上台南古色古香老宅，復古風情的人文氣息

從台南「正興街」開始蔓延。正興街與國華街交接的十字路口美食雲集，不但有咖啡館、冰淇淋、

哈密瓜挫冰、炸雞腿、小捲米粉等等排隊美食，交叉口旁的淺草新天地週末假日則會擺上的手作、

古物市集，再加上巷弄中的老宅餐廳、老宅咖啡館與生活雜貨店，讓正興街儼然成為文創與美食的

集散地，適合民眾週末假日來此散步，享受悠閒的文化氣息。 

 

早餐:飯店內 午餐:十鼓蔬苑之簡餐 晚餐:筑馨居 

住宿:台南晶英(五星) 或 遠東香格里拉(五星) 或 同等級 
 

第八天 台南【井仔腳瓦盤鹽田、台灣鹽博物館、夕遊出張所】-嘉義【檜意森活村】 

井仔腳瓦盤鹽田 

台灣 36秘境之一-「井仔腳瓦盤鹽田」 位於台南北門的井仔腳瓦盤鹽田是此區的第一座鹽田，也

是現存最古老的瓦盤鹽田遺址。井仔腳瓦盤鹽田原本為日治時期的瀨東鹽場，當時稱為「瀨東

場」。鹽場原設於鳳山縣，但因洪水肆虐而二次遷移，自 1818年設立於北門後不再移位，至今已

有近 200年的歷史。原本該鹽田已隨著北門鹽場廢曬而閒置，但皇尚文創公司為保留珍貴的台灣鹽

業景觀而重新復曬。堅持以古法「三曝九曬」製鹽法，產出手工製作的天然日曬海鹽。因產出的海

鹽不經過精製程序，故能保留更多珍貴的礦物質與微量元素，以求現代的台灣人們還能品嘗到真正

的由台灣土地所曬出的「台灣鹽」。 
 

 

台灣鹽博物館 

台灣唯一一座以鹽業為主題的博物館，展示世界各國主要開採食鹽的工法，同時介紹鹽產品的種類

與用途。鹽田風光 100:1模型，重現台灣早期曬鹽場景。 

 

http://tn.okgo.tw/
http://tn.okgo.tw/


 

 

 
夕遊出張所 

原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南支局 西元 1899年（日明治卅二年）日本政府實施食鹽專賣。西元 1901

年（日明治卅四年）設專賣局，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因推動化學工業和沿海漁業，用鹽量遽增。

後命名為夕遊出張所，出張是日文出差之意，而塩的日文發音為「sio」，每到黃昏夕陽西下時刻

的美景，總是能在烙印在每個人心中，難以忘懷。 
 

 

水晶教堂 

位於洲北鹽田與中洲鹽田交界。西濱空曠平坦，早年以鹽田為最大地景，突出於地表者為鹽堆，水

晶教堂即以鹽堆之大堆連結小堆為造形意象。以鹽的白色為主色調，取結晶鹽的晶瑩剔透為其發

想，結合曾經撫慰無數烏腳病患的教會意念，乃有水晶教堂此名。 
 

 

檜意森活村 



 

阿里山，不僅以壯闊優美的景色享譽全球，更因擁有豐富的森林物產，造就嘉義市成為林業之都的

美譽。一條阿里山鐵路，牽引出了一段林業故事的風華起落。待繁華落盡後，沉澱下來的則是一幕

幕的回憶。檜町，如今的檜意森活村，成為了這段歷史的見證，回憶的背景。 

日治時期，檜町正是基於阿里山林業開發所建立的官方宿舍。因為建材多以阿里山檜木為主，使整

個區域仿如檜木村，因此當時名為「檜町」，其後再改名「檜村里」。 
 

早餐:飯店內 午餐:鹽鄉民宿餐廳 晚餐:鼎盛十里火鍋 

住宿:嘉義智選假日酒店(三星) 或 嘉義亮點文旅(三星) 或 同等級 
 

第九天 嘉義-雲林【北港朝天宮、北港老街】-南投【日月潭】 

 
北港朝天宮 

舊稱天妃廟或天后宮，為了紀念分靈自湄洲祖廟-朝天閣，才改名為朝天宮。創建於清康熙 33年

（西元 1694年），因神蹟靈驗，已成為全國三百餘座媽祖廟的總廟，外觀輝煌。廟中供祀天上聖

母、鎮殿媽、湄洲媽祖、觀世音菩薩等神像。廟內的樑架結構及木雕皆出自於名匠之手，如廟埕外

石欄杆柱上四海龍王之石雕像，每尊姿態各異，氣勢雄健，還有以米字形做出斗拱結網構造而成的

藻井，整座寺廟不論是小至窗花上的人物表情動作的刻畫，大到氣勢雄偉的盤騰龍柱，作工之精巧

細緻，無異是結合了宗教與藝術精品的綜合體。 

 

北港朝天宮終年香火鼎盛，每年最熱鬧的二次祭典分別是農曆正月 15日的元宵節及 3月 23日媽祖

誕辰，元宵節是以花燈比賽為主，媽祖誕辰期間，各地信徒及分靈廟宇陸續回北港進香，規模十分

盛大，而繞境遊行，更是鑼鼓喧天，萬人空巷，為媽祖香期最高潮。 

 

 
北港老街 

為朝天宮廟前的老街，這裡可以品嘗到傳統大餅、蒜頭、花生、蠶豆、番薯餅…等，也可以買到各

式北港伴手禮，前往北港，接觸笨港文化、品嘗北港美食。 



 

 
日月潭 

全潭面積 827 公頃，湖面周圍約 33 公里，北半部形如日輪，南半部形如月鉤，故而得名。日月潭

的水源來自濁水溪上游，而濁水溪發源於合歡山，故日月潭的源頭為合歡山。最早日月潭只是個小

湖泊，日治時代，為了發電所需，日人從濁水溪最靠近日月潭的武界處，攔砂截取濁水溪流水，修

築了一條 15 公里長的地下水道，穿過水社大山進到日月潭，淹沒眾多小山丘，而成今之泱泱湖

泊。由於臺灣的水庫普遍利用溪流截堵成潭，水庫狹長，景觀單調，日月潭則是利用窪地注水成

潭，水域由山巒環繞，層層相夾，水道蜿蜒紛岐，遠觀近遊，處處是景。 

 

早餐:飯店內 午餐:青松餐廳 晚餐:日月餐坊 

住宿:日月潭大飯店(四星) 或 馥麗溫泉大飯店(四星) 或 同等級 
 

第十天 南投【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彰化【八卦山大佛風景區、扇形車庫】-台中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很多書上用水沙連形容日月潭，事實上水沙連的範圍比現在日月潭來得大。「沙連」是以前平埔族

人對內山原住民的通稱，內山為一連串多積水盆地群，日月潭湖泊即在其中，加水字於上，合稱

「水沙連」，範圍相當於現在埔里、魚池、中明、水社、頭社等地。海拔 748 公尺的中高度，造就

日月潭宛如圖畫山水的氤氳水氣及層次分明的山景變化，唯能乘船遊湖、親近潭水，才能完全體會

日月潭之晨昏美景。 

 

環潭公路 

日月潭環湖一周，約 33 公里，過去僅有日潭公路，1995 年 9 月間，月潭公路完工後，使日月潭環

湖公路於焉完成，遊客可開車或騎機車，沿湖遊覽各個景點。環湖公路共設有兩處收費站：一在日

潭，中信大飯店附近；一在月潭潭頭，即日月潭的最南端點。以日潭收費站為起點，順時針方向遊

覽日月潭環湖上各景點，依序是文武廟、孔雀園、日月村、玄奘寺、慈恩塔、玄光寺。 

 



 

 
八卦山大佛風景區  

彰化大佛自蓮花座至佛身，計有七丈二尺高，全身以鋼筋水泥雕塑而成，佛前有雙獅鼎立，底座佔

地 7畝，內部分為六層；低層為小佛堂，2至 5層陳列佛陀一生事蹟。前方台階下為九龍池；右側

為水族館；後面是富麗堂皇的鳳凰木及相思木林中，環境清雅恬靜。位於大佛左側為水族館，後側

是大佛殿，佛殿後方則是兩座八層寶塔，登塔可俯看彰化市景，為遊客主要之遊覽據點。 

 

 
扇形車庫 

彰化扇形車庫縣定古蹟，扇形車庫為臺灣鐵道文化保存完善的珍寶，位於彰化市彰美路旁，全台碩

果僅存。轉盤移動火車頭 進入彰化機務段後可看到機務人員忙著保養和維修火車頭，如扇形的鐵

軌透過轉盤移動，火車頭因此轉動而進出車庫，電氣機車和蒸汽機車都並列車庫。 
 

早餐:飯店內 午餐:埔里金都餐廳 晚餐:醉月樓台灣菜 

住宿:永豐棧酒店(五星) 或 台中金典酒店(五星) 或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五星) 或 同等級 
 
第十一天 台中【彩虹眷村、宮原眼科】-苗栗【龍騰斷橋-舊山線鐵道自行車】-新竹 

 



 

彩虹眷村 

來到彩虹眷村，映入眼簾的是可愛夢幻的塗鴉、色彩繽紛的色塊，彷彿來到童話世界。而這些塗

鴉，全都出自於彩虹爺爺—黃永阜之手。2008年 8月，黃爺爺為了排遣無聊才開始畫畫，沒想到受

到大家的喜愛，越畫越起勁，附近鄰居除讚嘆他筆下的才藝。約 50公尺的巷弄，牆上彩繪著各式

的人像、小鳥與水牛，地面更畫滿了彩虹、花朵與祝福的話。黃爺爺當初開始畫畫時，想到什麼就

畫什麼，從人物、水牛、小鳥到飛機，連貓熊「團團」和「圓圓」也是繪畫的題材。 
 

 

宮原眼科 

建造於西元 1927年的宮原眼科是由日本眼科博士宮原武熊所興建，也是日治時代臺中規模最大的

眼科診所，1945年日本戰敗，宮原武熊返回日本，宮原眼科變成了臺中衛生院，但隨著時代的物換

遷移，老舊沒落的衛生院逐漸成了危樓，更在九二一大地震中變成了雜草叢生的廢墟。直到「日

出」經營團隊耗時一年半，結合兩位建築師、一位古蹟修復博士所共同打造出現代感的日出宮原眼

科。 
 

 
龍騰斷橋 

龍騰舊稱「魚藤坪」，相傳先民在開墾初時，鯉魚潭有鯉魚精危害地方，鄉民苦不堪言。為了克制

鯉魚精作怪，遂在龍騰山區遍植魚藤，同時，又將東面的高山稱為關刀山，用意是藉關刀山斬魚

藤，以毒殺鯉魚精，最後魚怪果然不再危害，居民從此安居樂業。至臺灣光復設村後，村民認為

「魚藤」不雅而改名為龍騰。 
 
民國 24年（西元 1935年）4 月 21日清晨，臺灣中部大地震，震央即在關刀山附近，三義地區受災

慘重，巍峨的山線鐵路龍溪橋完全震毀，震後在原橋西側另建新橋，遺下拱型橋柱，挺立在烈日風

霜裡，供後人憑弔。搭火車經三義時，龍騰斷橋遺跡打眼前掠過，令人印象深刻。民國 88年（西

元 1999 年）9月 21日再度遭受九二一大地震的無情摧殘，由北端算起第五橋墩半殘拱口二次被震

斷，龍騰斷橋除了深具古樸之美外，也是經歷二次大地震的活見證。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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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地方對於舊山線軌道活化再利用有著殷殷期盼，

因此縣府參考挪威、德國、韓國等國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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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 午餐:森林觀道 晚餐:風城之夜 

住宿:新竹豐邑喜來登大飯店(四星) 或 新竹英迪格酒店(四星) 或 同等級 
 
第十二天 新竹-桃園【慈湖、大溪老茶廠】-三峽【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 

 
慈湖 

原稱埤尾，因臨百吉隧道出口又稱為洞口，蔣介石善愛此地景緻似故鄉奉化，於民國 48年（西元

1959 年）完成「慈湖行館」，並為思念慈母王太夫人，於民國 51年（西元 1962 年）改名為慈湖。

民國 64年（西元 1975年）奉厝後改為慈湖陵寢，陵寢依山面水，坐北朝南，為仿四合院閩浙形式

的磚造紅瓦平房，左右圓洞門可至側院，後方山壁設有一處防空避難所。除了謁陵，每逢周末假日

的衛兵交接儀式，最讓國內外遊客們喜愛，攝影機閃光燈總是閃個不停。 

 

 



 

大溪老茶廠 

民國 15年（西元 1926年）日人興建角板山工廠，即大溪茶廠的前身，然而民國 45年（西元 1956

年）一場祝融之災讓茶廠幾乎全毀，自民國 99年（西元 2010年）開始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著手

重建，才將這隱沒半世紀的茶韻風華，以新舊交融之姿重現於世人眼前。 
 

大溪老茶廠外觀以印度大吉嶺茶廠為藍圖，內部空間則是台日複合，極具多元文化。藍色為建築主

色調，不論是窗櫺與樑柱、造型層架、牆面、藝術畫作等，不張揚的藍色調與這棟磚造混合檜木屋

架的製茶工廠顯得格外契合，在這片「大溪藍」下，時光洗鍊出的沉靜美感與古董製茶設備，悠緩

低語禪風裡的茶話。品茶香、品人文，茶廠裡的每一隅都使人沉醉。 
 

 
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 

位於新北市三峽區大豹溪流域，渡假村佔地 20 公頃，前身在日治時代是臺灣最大的第一座製茶廠，

擁有近百年歷史，渡假村內有日本皇室休閒渡假行館，花園、魚池、森林步道規劃完善，自然生態

的保存非常完整，也因此保存了臺灣目前僅有的一片低海拔原始熱帶雨林。 

 

在這片森林裡有著百年大型國寶級板根植物，如九丁榕、幹花榕由於渡假村熱帶雨林保存已達兩百

多年，林內植物將近 500種之多、昆蟲四千多種、鳥類 30幾種，其中恐龍時代就有的樹葉蕨，列

為世界保育的八色鳥，都是渡假村內值得前來觀賞的奇景，也因此這裡可稱得上是「原始熱帶雨林

生態的寶窟」，來到這裡還可以享受一下高達 2萬 PPM 的芬多精，讓身心健康一下。 
 

早餐:飯店內 午餐:大溪紅樓餐廳 晚餐:飯店內豪華餐廳 

住宿:三峽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四星) 或 同等級 
 
第十三天 三峽【大板根森林遊樂區、三峽老街】-台北 

 



 

大板根森林遊樂區 

這裡原為日治時代的製茶廠，園區內保有完善的遊憩設備，其中還擁有臺灣唯一中低海拔的原生熱

帶雨林。熱帶雨林植物的特色乃為高大樹木、突出的板根及攀附著生的植物，稱為「森林板根現

象」，自然生態豐富程度令人嘆為觀止。園區另規劃三條登山步道，可依體力選擇適合自己的路

線，建議跟隨園區的導覽解說，這樣才能多認識各種珍貴的昆蟲與植物。另外園區內廣受好評的溫

泉，則是天天更換新的溫泉水，泡起湯來也讓人格外安心。 
 

 
三峽老街 

走在三峽老街，就好像進入時光隧道，相連不斷的紅磚拱廊、古色古香的建築，令人油然而生思古

情懷，留連忘返。三峽老街以民權街、和平街、仁愛街和中山路保存最完整，而民權街是昔日繁華

時代的老商業街，至今仍保留完整日治時代以來的商業街屋，許多物資、貨品都在街上交易買賣。

於日治時代，市街經過改正，道路也做了一番整頓，成為一條整齊光鮮的現代化街道，新洋樓也競

相興起，呈現出三峽的風光歲月。經過時間流逝，如今已經擺脫喧囂，只剩一幢幢的紅磚拱廊建

築、巴洛克式立面牌樓，寂靜訴說著昔日商業區街屋的繁華。 
 

老街房子上的刻字代表姓氏、姓名、行業或店號，行業當中以刻有「染」字的染店為最多；而商家

的店家匾額框大都刻著堂號、店號或姓氏，是以往商家在做生意時普遍使用的宣傳手法。山牆上的

圖形裝飾尚有寓意，如花瓶象徵「平安」的意思，八卦是為了避邪。老街屋的正面以紅磚為主要材

料，房子內的牆壁則是以土埆堆砌而成。由於老街上的商家在當年都是富有的人家，所以建築的形

式和建材在當時都是一時之選，許多建材都是從外地進口，有些建造師甚至遠從英國請來。在房頂

的突出部分，以及二樓的窗臺下方有各種的紋樣，多樣且寓意有趣。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上水樸石 晚餐:逸仙樓餐廳 

住宿:溫暖的家 
(本公司保留有做行程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行程資料為準。) 

 

 

出發日期: 2021 年 04 月 09 日。 報名表連結 
 

售價:78,800 元。  訂金每席:15,000 元。  指定單人房：28,000 元。 

本行程 6 人以上報名隨即出團。5-6 人報名時使用賓士 9 人座豪華休旅車。 

如滿 10 人報名出團每人費用為 75,800 元。報名 12人以上使用中型豪華巴士。 

如滿 16 人出團，每人費用 74,800 元。 
 

團費包含:行程所列住宿(兩人一室)、行程所列餐食、景點門票、小費(司機、導遊)、二百

萬元旅遊責任險及二十萬元意外醫療險、專業領隊帶團。 
 

團費不包含:集合地來回接駁車、行程所述內含費用外之私人消費、如個人加點餐費、飲料

https://forms.gle/Ne23pFooDYQ1cWki8


 

費、電話費…等等、個人旅遊平安保險…等。 
 

備註： 

一、以下內容請於報名時詳加閱讀，也是你必須先有的認知與觀念，如果無法認同時請不要

報名。 
 

二、報名繳費後取消之規定：本活動經訂購付款完成後，視同雙方同意簽屬觀光局發布的

【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恕無法任意更改日期及行程，如要取消或延期將按照契約

收取相關費用。 
 

三、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須收取費用如下： 

(一)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三十一日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二)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

十。 

(三)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四)通知於出發日前一日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五)通知於出發日當天解除契約者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之。 

《※通知日需以人事行政局公告之正常上班時間為依準，超過時間以下個工作日計算，敬請

見諒。》 

 

付款方式：轉帳 發現者旅行社有限公司 

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城東分行 帳號: (822) 0715-4017-3345 

匯款後請來電告知匯款後五碼，以利幫您確認查核。 
 

發現者旅行社 104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76 號 5 樓 

交觀甲字第 6862 號 品保協會會員證號：北 1573 號 

電話：(02)2567-2616 傳真：(02)2563-1584  E-mail： travel104@yahoo.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