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鐵郵輪式列車-野猴子探隩、麗娜輪遊清水斷崖 3 天
開行日期：106 年 10 月 7 日（106 年 7 月 7 日起開放訂票）
出發地

樹林/板橋/台北/松山/七堵

停靠站

行程
【羅董豆奶皮蛋 DIY】

羅東

羅東鎮農會養生觀光工廠為於觀光資源豐富的羅東鎮，園區內規劃有專
人的導覽以及有趣的 DIY 活動，讓人來到這裡有「吃皮蛋、喝豆奶、
玩體驗、樂逍遙」的新感受。
抵達【新城站】後將搭乘遊覽車前往以下景點：
【綠水步道】
綠水步道原是合歡越嶺道的一部份，茂密的森林、斷崖地形、岩生植物
、人文遺跡都是其特色，景觀及生態皆相當豐富，可以體驗太魯閣國家
公園的人文特色，也可以觀察步道上特殊的植物生態。走在這條具人文
歷史價值的步道上，有如走在先人的足跡上，讓人引發思古之情。
【布洛灣】

新城

布洛灣:(Bruwan)係太魯閣語音譯，意指「回音」
。是一處雙層的高位河
階，生態資源豐富，極適合從事自然觀察活動。內有數條步道，其中上
台地竹林步道(0.2 km)，位於上台地木屋後方，沿途翠竹綠樹夾道，蟲
鳴項叫不絕於耳，更有樹抱石的生態景觀，是一條非常迷你且資源豐富
的步道；環流丘步道(0.295km)，位於下台第入口處右方，內設觀景帄
台，可項瞰溪畔水壩及燕子口峽谷之美，沿途臺灣百合及杒鵑夾道，九
芎及白雞油遮蔭，是一條非常賞心悅目的健康步道。
※今日午餐將於當地享用中式合菜
※今日晚餐將於飯店內享用中式合菜
※活動結束後將前往今日入住的飯店-花蓮翰品酒店
早上於飯店享用完早餐及飯店設施後，搭乘專車前往以下景點：
【野猴子樹冠層探隩】
樹冠層探隩是台灣唯一的森林空中生態探隩旅遊，位於花蓮壽豐鄉的野
猴子探隩森林剛好在海岸山脈的季風雨林帶，濕潤的氣候促使樹木和林
下植物的快速生長，同時也為森林生物提供了食物和庇護所，也利用山
谷地形及大樹而設計了探隩路線。今天我們就來一趟不一樣的綠色生態
探隩之旅，感受大都市享受不到的自由與感受。
◎ 森林體驗會耗費較大體力，在請量力而行，若不參予者可於休息區

欣賞其他人體驗。
◎體驗者請穿著輕便服裝、包鞋、運動鞋，不可穿拖鞋及無綁帶涼鞋。
◎森林區建議可攜帶個人慣用防蚊液，以防蚊蟲叮咬。
【吉安單車行】
吉安鄉的自行車道系統建設完善，榮獲全國甲等肯定；鄉內有七條特色
單車道，是喜愛單車休閒者的天堂。吉安為日治時期官辦移民的據點之
一，現今仍保留了許多當時的建築或紀念遺址，充滿日式風格的古色古
香；而吉安大圳路程不長，是想輕鬆騎乘自行車穿梭田園的最佳選擇。
※上述行程將踩二選一※
【麗娜輪海上之旅】
您將在安全舒適的船上，配有舒適的座椅及完善設施中俯瞰正在前進的
廣大海景及體驗海上蘇花海岸線沿岸風景並遠眺清水斷崖的景色，聽海
浪的絮語，並在海上悠然自得的渡過休閒奢華的時光，是個難得的海上
體驗。
◎登船時間 :15:00-16:00，開航時間為：16:30，航行時間約 2 小時
。
◎請備妥個人身分證件，以利備查。
◎由於台灣冬季東北季風強勁，風浪較大，旅客乘船時，請多加注意安
全。
※今日午餐將於當地享用中式合菜
※今日晚餐將於飯店內享用中式合菜
※活動結束後將前往今日入住的飯店-傳藝老爺行旅

早上於飯店享用完早餐及飯店設施後，搭乘專車前往以下景點：
【福山植物園】
福山植物園為台灣及亞洲最大的植物園區，最佳的生態教室，享譽全省
，有口皆碑。擁有豐富的植物與動物資源，不但可以欣賞原生植物之美
，更有機會看到山羌、野豬、鴛鴦、小鸊鷈……等害羞的野生動物，是
臺灣生態的寶庫。整個植物園的林相展現中低海拔的闊葉林之美，樟科
、殼斗科等原生品種隨處可見，一年四季，這裡的景致各有風情，但同
樣迷人。
※此景點處山區且多雨，故步道多以碎石舖設，不適合使用推車及輪椅
，若帶帅童，建議您使用背巾為宜。
※此景點將會更換 9 人座以下小客車通行。
羅東

※此景點入園時攜帶有照片的個人身分證件正本（兒童請攜帶健保卡或
戶口名簿影本），以利核對。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展覽傳藝典藏精華、北管文物風華、傳藝大觀；假日民俗技藝演出；民
藝街坊及工藝傳習所內自費體驗玻璃 工藝、三峽藍染、廣興手工紙、
彩繪拼裝、等 DIY 活動，讓您悠遊在傳藝的時光隧道認識更趣味、精
緻的宜蘭。
◎如報名踴躍，今日流程將以分梯對走方式進行
※今日午餐將於當地享用中式合菜
※活動結束後將前往羅東火車站搭乘郵輪式列車返程
※今日晚餐將於火車上享用鐵路便當

出發日期

106 年 10 月 7-9 日

票種/房型

雙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成人票

12,750

12,150

10,850

資深公民

12,450

11,850

10,550

孩童佔床

12,450

11,850

10,550

孩童不佔床

7,950

7,950

7,950

嬰兒票

399

399

399

臺鐵郵輪式列車-池上秋收音樂季、鸞山部落體驗 2 天
開行日期：106 年 10 月 28 日（106 年 7 月 28 日起開放訂票）
出發地

樹林/板橋/台北/松山/七堵

停靠站

行程
抵達【冬山站】將步行前往冬山鄉農會體驗菇菇生態瓶 DIY
【菇菇生態瓶 DIY】

冬山

你有真正種過香菇嗎？種香菇需要植菌、走菌到出菇的三個步驟，
從種植的過程中了解香菇生長的奧秘，更讓你成為菇菇達人。
※今日午餐將於火車上享用鐵路便當
抵達【池上站】後將搭乘遊覽車前往池上體驗二選一的遊程
【池上秋收音樂季】
每年 10 月底-11 月初正式池上伯朗大道收割的季節，也正是一年一
度秋收音樂季的舉辦季節，然而今年邀請的嘉賓是伍佰，讓你 HIGH
翻全場，更讓音樂竄流在稻浪中，來場不同的音樂饗宴。
【大坡池竹筏體驗+伯朗大道單車遊】

池上

來池上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伯朗大道，有了金城武與蔡依林的加持讓
更多的朋友前來到訪此地前來池上騎乘單車與嘗試在地特有活動手划竹筏體驗，借這兩樣特色遊程，讓你更認識池上這片土地的美
好。
※今日晚餐於飯店內享用中式合菜
※活動結束後將前往今日入住台東池上日暉國際渡假村
早上於飯店享用完早餐及飯店設施後，搭乘小車前往以下景點：
【鸞山森林博物館】

鹿野

有阿凡達的原鄉之稱位在海岸山脈南端的都蘭山麓擁有一片壯觀森
林，也是目前台灣中低海拔僅有保存最為完整的楠榕混生林帶，部
落以布農族為主。整座森林充滿自然，生態豐富，有台灣阿凡達之
稱，整座森林就是一座天然博物館，在此您可體驗體驗布農族的生
活，品嚐布農族的風味大餐。
※今日午餐於當地享用原住民風味餐

抵達【富源站】後，將在常民文化館體驗在地小農市集
【拔仔庄常民文化館】

富源

富源村早期以農業為主，主要生產以稻米為主的糧食作物，與鳳梨
、文旦等的經濟作物！走進常民文化館內，就可看到早期使用的農
耕器具，與當地信仰中心-保安宮的相關保存物品。而透過當地阿嬤
們的畫作，可想而知當時農業的興盛與繁華。在此，郵輪列車結合
當地特色，讓您透過表演、美食來認識具有特色小站。
※今日晚餐火車上享用鐵路便當
出發日期

106 年 10 月 28、29 日

票種 / 房型

雙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成人票

8,700

8,250

7,900

資深公民

8,100

7,650

7,300

孩童佔床

8,100

7,650

7,300

孩童不佔床

5,100

5,100

5,100

嬰兒票

199

199

199

臺鐵郵輪式列車-蘭陽賞楓、山莊樂活 2 天
開行日期：106 年 11 月 4 日（106 年 8 月 4 日起開放訂票）
出發地

高雄/新左營/台南/嘉義/斗六/彰化/新烏日//台中/豐原

停靠站

行程
行經豐富站
【客家圓樓】

豐富-慢行

這座完全仿照福建土樓建造的土樓，寄託了當地客家人的思鄉之情
，也展現了獨具魅力的客家文化和原鄉特色。這裡我們將以慢行的
方式來欣賞客家圓樓璀璨迷人的景色吧！
抵達【新竹站】後，將步行前往新竹城隍廟品嚐特色美食
【新竹都城隍廟】

新竹

建於清乾隆十三年的新竹都城隍廟，除了是三級古蹟外，更是遠
近飿名美食的好聚處。小吃攤位內賣的大多是新竹的「米粉」及
「貢丸湯」
，但是除了這些傳統美食之外，如潤餅、鴨香飯、魷頄
羹及冬瓜茶、黑貓包….等也都頗受遊客歡迎，快來一同發現新竹
新美食吧！
※今日午餐將於新竹都城隍廟自理
抵達【宜蘭站】後將搭乘遊覽車前往以下景點：
【宜蘭推火車】
宜蘭火車站有個骨董級的轉車盤，從日據大正十二年留下的鐵路
古蹟。其直徑約 25 公尺，透過推石磨以手推方式移動轉車盤，讓
重達約 90 噸火車頭掉頭。現已是是全台唯一手動的轉車盤。而從
車站步行約 5 分鐘，您可體驗推動高達百噸以上的巨大火車頭，
並留下珍貴並獨特的鐵路之旅回憶。

宜蘭

※體驗過程需花費較大力氣及地面較為不帄整，在請量力而為並
留意安全
【棲蘭山莊】
位於宜蘭縣大同鄉的「棲蘭山莊」
，正處蘭陽溪、多望溪及田古爾
溪匯流處，因此有著青山綠水的自然美景。山莊內還有沿路為天
然闊葉樹林的森林浴步道、遍植各種花草樹木的庭園步道觀賞區
及深具歷史價值的先總統蔣公行館等，讓居住再這的您更能悠遊
在大自然生態裡享受這美好的旅程。

※山區日夜溫差大且潮濕在所難免，在請留意保暖。
※山區手機訊號源接收有限，如有需要接收免費無線網絡，可洽
各山莊櫃檯。
※今日晚餐將於各山莊內享用特色晚餐
※活動結束後將前往今日入住的飯店-棲蘭山莊
早上於飯店享用完早餐及飯店設施後，搭乘專車前往以下景點：
【力麗馬告生態園區-神木園】
這裡的神木園是全國最大檜木神木園，近百棵千年以上的紅檜與
台灣扁柏矗立園區，最特別的是這裡的神木，皆以歷代古聖先賢
之名命名，利用樹齡與歷史人物朝代結合，令人印象「森」刻。
※今日行程將為您安排「棲蘭神木園之旅( 07:50-13:00)」
，請您
於【07:40】至園區 2 號停車場「神木生態之旅上車處」集合
宜蘭

※山莊-神木園車程來回約 2 小時，園區沿路步行導覽解說約 2-3
小時，合計約 4-5 小時，請斟酌體力，適當休息及補充水分
※山區易下雨，請隨身攜帶雨具並著好走防滑鞋子。建議年長者
可自備登山杓，以減輕雙腳的重量。
※今日午餐將於山區享用中式餐盒
※活動結束後將前往宜蘭火車站搭乘郵輪式列車返程
※今日晚餐將於火車站上享用鐵路便當

出發日期

106 年 11 月 4、5 日

票種 / 房型

雙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成人票

6,550

6,400

6,250

資深公民

5,800

5,650

5,500

孩童佔床

5,800

5,650

5,500

孩童不佔床

4,000

4,000

4,000

嬰兒票

199

199

199

臺鐵郵輪式列車-成功臍橙、洛神花饗宴 2 天
開行日期：106 年 11 月 18 日（106 年 8 月 18 日起開放訂票）
出發地

豐原/台中/新烏日/彰化/斗六/嘉義/台南/新左營/高雄

停靠站
九曲堂六塊厝
慢行

行程
【九曲堂舊鐵橋】
舊鐵橋於 1913 年在飯田豐二的主導下興建完成，主要是能讓火車
跨越湍急的高屏溪，抵達屏東而建立的！而這鐵橋全長 1526 公尺
，也曾是台灣縱貫鐵路上最長的桁架鐵橋。讓我們透過「慢行」的
方式、不同的角度欣賞舊鐵橋的美貌吧！
【陽光小站】將步行 10 分中前往欣賞【潮州基地】

潮州基地

「臺鐵潮州車輛基地」簡稱潮州基地，是鐵路車輛維修保養場，
負責車輛故障需拆解換車、加掛車廂或進廠保養後重新編組及車
輛停留發車等作業。基地內還有個隱藏版小小的簡易車站「陽光
小站」
，這個專屬於潮州基地工作人員車站，希望到達此站的辛
苦工作的員工都可以像站名一樣心情暖暖喔!!
※在此獨家深入台鐵工作場域內認識許多鐵道小常識，更了解
【火車旅館】的秘密
※行程中請務必配合台鐵人員指引，誤隨意跨越軌道
※今日午餐將於火車上享用鐵路便當

太麻里

抵達【太麻里站】後將搭乘遊覽車前往以下景點：
【洛神花饗宴】
位於金峰鄉嘉蘭村，剛好位於太麻里溪進出海口處的沖積帄原上
，鄰近美麗的大武山群，農業方面以小米、釋迦、洛神花為主。
洛神花是大武山冬季最燦爛的裝飾每年 11 月是它盛開的季節，
在此您可看見一枝枝吸取飽滿陽光熟成的洛神花萼，並親自體驗
採擷、桶花的樂趣。
※今日晚餐將於飯店內享用中式合菜
※活動結束後將前往今日入住的飯店-台東娜路彎大酒店

早上於飯店享用完早餐後，搭乘專車前往以下景點：
【2017 臍橙大賞】
臍橙，因為果實中有副果，所以在果皮上留下類似肚臍的痕跡，
因而得名。而在 11 月份正是台東成功臍橙的盛產季，這是絕對
不能錯過的滋味阿！
【比里西岸 pawpaw 鼓表演】

台東

位於台東縣成功漁港三以台附近的阿美族「比西里岸」部落，意
思是「養羊的地方」
，在部落中可以見到許多以漂流木製作而成
的小羊創作，漂流木也是製作鼓的主要材料，由於阿美族語中浮
筒叫做「PawPaw」
，於是比西里岸的「PawPaw 鼓」誕生了，在這
裡將透過音樂的交流瞭解原住民文化，置身於部落當中感受這群
阿美族少年們的熱情。
※以上遊程將採二選一
-----------------------------------------------------【成功小鎮漁村之旅】
成功小鎮因漁業而興盛，故以海洋發展聚落，在這漁村小鎮裡有
許多特色的討海文化與環境知識真是一大奧秘。讓我們藉由在地
解說導覽了解台東特色漁村文化。
※今日午餐將於當地享用中式合菜
※活動結束後將前往台東站搭乘郵輪式列車返程
【多良站】

多良
慢行

目前雖已廢站，但其仍被譽為全台「最美的小站」
，在此可以飽
覽太帄洋多層次且優美的海景，而郵輪列車將使列車慢行，讓您
可以捕捉最美的景色與畫面。
抵達【加祿站】

加祿

站房為中國風格設計，紅牆配上橘色斜頂，有「全國最大的小站
」的稱號。此站可購買「加祿-東海」紀念車票最適合送給長輩
、朋友「加官晉祿 福如東海」。
※今日晚餐將於火車上享用鐵路便當

出發日期

106 年 11 月 18、19 日

票種 / 房型

雙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成人票

6,500

6,200

5,750

資深公民

5,800

5,500

5,050

孩童佔床

5,800

5,500

5,050

孩童不佔床

3,800

3,800

3,800

嬰兒票

199

199

199

臺鐵郵輪式列車-賞紫蝶、採蘿蔔、樂巡紅毛港 2 天
開行日期：106 年 12 月 2 日（106 年 9 月 1 日起開放訂票）
出發地

松山/台北/板橋/樹林/桃園/中壢/新竹

停靠站

行程
抵達【清水站】需步行 15 分鐘前往清水國小
【清水國小】

清水

在日治時期為清水公學校，專門提供台灣子弟學習的場所，如今則
為是台灣唯一一所古蹟學校至今已有 120 年的歷史！
雖然經過關刀山地震的影響而有所損毀，但經過修復仍能感受當時
的風華年代！如今讓我們透過導覽參觀的方式來共同感受時代的
演進吧！
※今日午餐於車上享用特色餐點
抵達【新左營站】後將搭乘遊覽車前往以下景點：
【紅毛港文化園區】

新左營

高雄紅毛港位於高雄潟湖的南端，2007 年高雄市政府將紅毛港
遷村，成立「紅毛港文化園區」
。園區展示以聚落意象，分為「
高字塔旋轉餐廳」、
「展示館」
、「戶外展示區」
、「天空步道」
、「
碼頭與候船室」
、
「觀海帄台」六大區域。在園區中你可近距離感
受大船入港的震撼，在蔚藍的天空下踏上白色的天空步道讓您和
天空更靠近一步，並將高雄港景一覽無遺。在此您也可以透過導
覽解說了解紅毛城人的精神歷史及傳承，並重溫當年紅毛港聚落
的生活。
【紅毛港巡港】
藉由專業導覽人員解說高雄港的發展歷程。並可沿途欣賞港灣兩
岸的不同風貌，讓您用不同的方式體驗高雄之美。
※今日晚餐將於高雄香蕉碼頭餐廳享用中式合菜
※活動結束後將前往今日入住的飯店-高雄國賓大飯店

岡山

早上於飯店享用完早餐及飯店設施後，搭乘專車前往以下景點：
【紫蝶幽谷 （茂林生態公園）
】
紫蝶幽谷是指紫斑蝶群聚越冬的生物現象，凡被紫斑蝶選中擇為
越冬的山谷，就可名為紫蝶幽谷。而高雄茂林倍譽為觀看世界級
蝴蝶景觀的好去處，怎麼可以就此錯過一期一會的美麗景觀呢？
【美濃白玉蘿蔔季】
美濃鎮限定農產「白玉蘿蔔」，百年前由日本引入，在美濃落地
生根，
外表白晰且嬌小，不用削皮，口感清甜細緻，在此獨家合作在地
農民，讓參與盛會的您可盡情體驗採收蘿蔔的樂趣，是寓教於樂
的好去處。
※今日午餐將於享用當地享用風味餐
※今日晚餐將於火車上享用噴水雞肉飯

出發日期

106 年 12 月 2、3 日

票種 / 房型

雙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成人票

6,800

6,250

5,990

資深公民

6,150

5,600

5,350

孩童佔床

6,150

5,600

5,350

孩童不佔床

4,200

4,200

4,200

嬰兒票

199

199

199

臺鐵郵輪式列車-五分車懷舊之旅、優遊寒溪呢 2 天
開行日期：106 年 12 月 16 日（106 年 9 月 15 日起開放訂票）
出發地

松山/台北/板橋/樹林/桃園/中壢/新竹

停靠站

行程
抵達【崎頂火車站】

崎頂

崎頂車站旁有個老衢觀景台，可以登高眺賞海景、風車之景，還可
步行約 500 公尺即可抵達〈崎頂子母隧道〉
，其是由紅磚打造而成
的隧道，建造此原本是因為台鐵推動鐵路電氣化工程等因素，但於
1978 年廢棄不用，目前已改建為公園，這種懷舊的感覺相當引人入
勝，流連忘返。
※此站為招呼站，需跨越人行天橋且遊程結束需搭乘 1133 次區間
車(10:06)到竹南(10:11)，再繼續搭乘郵輪式列車前往後續行程
【留意安全，勿跨越月台】
【海線風光】

龍港白沙屯
慢行

新營

從龍港到白沙屯這段區間上，有個號稱全國最大風場的海岸線，
為了利用風力來發電，因此在這佇立著一根根的巨大風車迎風轉
動，也因這樣的奇景，還因此被譽為最佳攝影場景之ㄧ，在此列
車採用慢行方式，讓您慢慢感受這樣的無敵美景吧！
※今日午餐將於火車上享用鐵路便當
抵達【新營站】後將搭乘遊覽車前往以下景點：
【新營鐵道文化園區】
前身為「新營糖廠」的「新營鐵道文化園區」，園區內除了有各
式車頭外，還有鐵道文物館收藏著上百件的鐵道文物器具，是鐵
道迷的朝聖之地之ㄧ。除此之外，我們將搭著五分車從都市到農
村，且全程有當地解說員為我們介紹當地的產業與文化，在配合
車上所撥放的懷舊台語老歌，感受其優美中帶著樸實的風味。
【乳牛的家】
位於「新營五分車」的終點站「八老爺站」
，是一個帄地牧場，
在這裡可以延著步道了解到乳牛的生態也可以餵餵小牛或是擠
擠牛奶來體驗一下酪農人家的工作有哪些喔!!除此之外，沿途經
過舊的「八老爺站」的磚造站體，在瞧瞧新的小木屋式站體，各
有不一樣的風情在喔!!
※今日午餐將於飯店享用自助晚餐
※活動結束後將前往今日入住的飯店-嘉義耐斯王子大飯店

嘉義

早上於飯店享用完早餐後，搭乘專車前往以下景點：
【YUYUPAS 優遊吧斯鄒族文化部落】
優遊吧斯是以阿里山的鄒族原住民鄒語定名，位於海拔 1300 公
尺，涵義代表著四季富有，內心富足且擁有一顆喜樂、善良及帄
安的心。在此您可了解阿里山鄒族的文化特色，認識鄒族這個英
勇的原住民族。
------------------------------------------------------【寒溪呢森林人文叡地】
「寒溪呢森林人文叡地」原是私人開墾出的土地，歷經 30 多年
，從未以觀光型態對外開放，直到今年元旦後，才敞開大門，邀
請大家一同欣賞這個融入易經中太極、八卦觀念，並擁有大片肖
楠、杉木等林木，也可以直眺大、小塔山並感受天地間的能量磁
場的園區。
【太帄雲梯】
全國最長的單跨吊橋，全長 281 公尺、寬 2.1 公尺，海拔 1000
公尺高，可以遠眺嘉南帄原甚至台灣海峽。冬天午後的時光站在
雲梯上有如以境，除了欣賞市區美景，還可享受雲海風光。
※寒溪呢森林人文叡地多步道，不適合輪椅或娃娃車，在請留意
※太帄雲梯為吊橋，不適合輪椅或娃娃車，且海拔甚高，請量力
而行
※上述遊程採二選一
------------------------------------------------------※為求行車安全，今日行程將調整中巴上山
※今日午餐將於當地享用原住民風味餐
※活動結束後將前往嘉義火車站搭乘郵輪式列車返程
※今日晚餐將於火車上享用噴水雞肉飯便當

出發日期

106 年 12 月 16、17 日

票種 / 房型

雙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成人票

7,100

6,450

6,100

資深公民

6,600

5,950

5,600

孩童佔床

6,600

5,950

5,600

孩童不佔床

4,650

4,650

4,650

嬰兒票

199

199

199

臺鐵郵輪式列車-三以台迎曙光、漫步水上草原 3 天
開行日期：106 年 12 月 30 日（106 年 9 月 29 日起開放訂票）
出發地

松山/台北/板橋/樹林/桃園/中壢/新竹

停靠站

行程
抵達【后里站】後將前往以下景點：
【后豐鐵馬道】

后里

由原來的臺鐵舊山線整建，以后里馬場為起點，全長 4.5 公里，包
含 1.2 公里的舊山線 9 號隧道及約 380 公尺跨越大甲溪的花梁鋼橋
。這裡除了可欣賞大甲溪沿岸風光，還可來趟特殊的隧道穿越，用
悠閒的單車之旅，為今年的跨年開個序幕。
※今日午餐將於火車上享用鐵路便當
抵達【保安站】

保安

九曲堂六塊厝
慢行

加祿

保安站為台南的木造車站之ㄧ，早期因為糖業發達而成為與糖鐵
相連的車站，現在則因為有了【永保安康】紀念車站的加持，在
此您不僅能一睹木造車站的美景外，還能購買一張【保安-永康】
這獨具意義的紀念車票。
【九曲堂舊鐵橋】
舊鐵橋於 1911 年在飯田豐二的主導下興建完成，主要是能讓火車
跨越湍急的高屏溪，抵達屏東而建立的！而這鐵橋全長 1526 公尺
，也曾是台灣縱貫鐵路上最長的桁架鐵橋。讓我們透過「慢行」
的方式、不同的角度欣賞舊鐵橋的美貌吧！
抵達【加祿站】後將搭乘遊覽車前往墾丁：
加祿站與內獅站之間有一座「帄地鐵路隧道」，知道它是什麼嗎?
延著海岸線來到了國境之南，除了這風光明媚且享譽國際的美景
外，還記得海角七號裡阿嘉望著海洋時坐的矮牆在哪裡嗎??前往
墾丁的路上，就讓各車領隊們用遊車河的方式沿路為大家介紹墾
丁的由來還有沿路的特色景點吧!!
※今日午餐將於當地享用中式合菜
※活動結束後將前往今日入住的飯店-屏東墾丁福華渡假飯店

加祿

台東

玉里

新城

早上於飯店享用完早餐後，搭乘專車前往以下景點：
【哭泣湖】
在民國三十年間所建立的一處人工湖，終年有水且有許多的大樹
，日據時時代日本人稱這裡為「kutji」，意為水源匯集的地方，
因「kutji」的發音近似「哭泣」
，後來大家都稱這個地方為「哭
泣湖」
。此湖有渾然天成，自成一格的美景，這裡除了孕育出多樣
性原生種的生物，每年也很多過境項、候項在此處停留，是一處
生態系非常豐富的地方。
【水上草原】
是東源部落的禁地，也是聖地。水上草原有豐富的泉水終年湧出
，長年的水草盤根錯節的覆蓋在溼地之上，踩下去將感受到冰涼
的泉水從腳底沁涼到全身，天然的礦泥，讓你的腳得到最直接、
最自然的 spa 保養。除此之外，進入草原體驗水上行走，聆聽蛙
鳴項叫聲，放鬆在大自然的懷抱裡，拋開城市的喧囂，讓身心靈
純淨的地方。
※今日午餐將於當地享用原民風味餐
※活動結束後將前往加祿火車站搭乘郵輪式列車前往台東
※今日晚餐將於飯店享用自助晚餐
抵達【台東站】後將搭乘遊覽車前往入住飯店
※活動結束後將前往今日入住的飯店-台東桂田喜來登酒店
早晨將搭乘專車前往三以台一起迎曙光囉！
【三以台】
三以台是由離岸小島與珊瑚礁海岸所構成，由於此地原為一處岬
角，經由海蝕、風化強力作用下成了天然的奇景如：海蝕溝、海
蝕柱等特殊景觀地形。然而其名稱因夾雜了八以中的呂洞賓、李
鐵拐、何以姑的故事，讓此地增添了更多神秘感。今天除了欣賞
台東第一道曙光外，也能欣賞天然海景、參觀以劍峽、合歡洞等
東部之美！讓新的一年有著不同的回憶！
※今日早餐將於車上享用簡易餐盒
※活動結束後將前往玉里火車站搭乘郵輪式列車返程
【新城站】
新城車站因鄰近太魯閣國家公園，故又被稱為「太魯閣站」
，因為
外籍旅客經常藉由此站轉乘進入太魯閣，故又被視為國民外交的
門面重點站。而透過 101 年 11 月花東車站改建計畫，讓太魯閣站
有了煥然一新的風貌。此站已於今年順利完工，快來與我們一同
欣賞這代表門面的藝術站吧！
※今日午餐將於當地享用中式合菜

羅東

抵達【羅東站】將步行前往羅東林業園區
【羅東林業文化區】
園區佔地約 20 公頃，目前規劃有自然生態池（貯木池）、水生植
物及蒸汽火車展示區、森林鐵路、臨水木棧道等設施，結合了休
閒、教育、文化的功能，是生態觀察的好去處。
※今日晚餐敬請自理享用

出發日期

106 年 12 月 30 日-107 年 1 月 1 日

票種 / 房型

雙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成人票

14,350

12,650

11,300

資深公民

13,650

11,950

10,600

孩童佔床

13,650

11,950

10,600

孩童不佔床

5,850

5,850

5,850

嬰兒票

399

399

3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