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視覺饗宴、森林莊園異國風情、慢遊池上  特色車站巡禮  花東四天三夜 

行程特色＆售價 
 【壯麗美景】親臨感受景色隨著四季變化，呈現多變的樣貌 

 【精選住宿】宛如世外桃源的民宿、坐擁池上山巒田園、房內即可泡美人湯溫泉 

 【多樣美食】原住民創意料理、無菜單料理、飯店精緻百匯、當地限定小吃 

 【打卡夯點】亞洲首間貨櫃打造星巴克、真實版魔戒夏爾村小屋、全台最美麗的多良車站、加路蘭海岸 

 【輕鬆移動】多元交通工具，去程搭火車、回程搭飛機、當地專車接送 

 每週四出發 : 2021/01/14(四)、01/21 (四) 、01/28(四) 、02/18(四) 、02/25(四)、03/04(四) 、03/11(四) 

 ※如需其他日期歡迎電洽  ■  10 人成行(不含 2 歲以下嬰孩)，10 人以下價格另洽 

房型 價錢 / 每人 

兩人房 25,900元 

三人房 24,900元 

四人房 23,900元 

6~12歲兒童 18,800元 

2～5歲孩童(115公分以下) 不佔床、不含餐 12,500元 



★ 含門票入內參觀    ▼ 表示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DAY1 台北車站─花蓮車站─七星潭海岸風景區─七星柴魚博物館─新天堂樂園─立川漁場─雲山水 

07:10 台北車站售票大廳集合(預計搭乘 ★太魯閣 408  07:40/09:39  )  

09:40 抵達花蓮火車站，專車前往▼七星潭風景區與▼七星柴魚博物館 

11:00 前往新天堂樂園 

11:30 抵達▼新天堂樂園~締造兩項金氏世界記錄殊榮 

            午餐自理(建議可於新天堂樂園內有:鐵板燒、港式餐廳、拉麵、吳寶春麵包店…可供選擇) 

            週邊打卡夯點:星巴客洄瀾門市~亞洲首間以貨櫃打造的星巴克咖啡店 

13:30 前往立川漁場 

14:00 抵達▼立川漁場~全球黃金蜆唯一製造原廠  ※可自費參加摸蜆體驗 

15:30 前往雲山水~ 

16:00 抵達▼雲山水辦理入住~感受雲山水的黃昏之美 

18:00 晚餐 

落羽松隨著季節的改變，綠、黃、棕、紅的四季交錯，倒映著如詩如畫的人造夢幻湖，展現雲山水多變的面貌 

早餐：X 

午餐：自理 

晚餐：民宿無菜單料理 

住宿：有熊的森林 Villa (Bear Forest Villa )或雲山水 88 號 Villa  或同級  

門票：台北-花蓮火車票 

溫心提醒:戶外小黑蚊多，攜帶防蚊液以防被叮咬 

【新天堂樂園】 

以「科技創新、文化創意」集結科技、運動、娛樂、文化演播空間！打造全台最具指標性的娛樂、運動科技玩樂平台！ .

全世界最大面積的馬賽克圖騰壁畫，結合南島文化原民傳統色彩建築外觀。 全世界室內最長溜滑梯 雙管雙螺旋 15 秒的

奇幻之旅。 全台率先引進 IMAX 新一代雷射影廳 、新天堂樂園旁之亞洲首座貨櫃星巴克。 

【立川漁場】 

位於臺灣東部淨土－立川漁場，是全球黃金蜆唯一製造原廠，而黃金蜆由立川所創，也是世界第一深入其研究的公司。黃

金蜆養價值遠遠高於其它現有蜆類，尤其維持肝臟健康的有效性具有多項研究報告證實，良好的口碑更廣傳國際。 

 

http://www.bearforest.com.tw/room_list.asp
http://www.88villa.com/


DAY2 雲山水─山姆先生咖啡館─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台東悟饕池上飯包故事館─池上日暉 

~ 今日不晨喚(早餐供應為 8:00~10:00)可到雲山水植物園參觀，必拍超美秘境-跳石瀑布，亦或可騎乘民宿腳踏車飽覽湖畔風光 

11:00  前往人氣打卡夯點▼山姆先生咖啡館~彷彿闖入電影魔戒的夏爾村小屋 

12:30  午餐 

13:30 前往大農大富森林園區~全台十大最美自行車道之一 

14:00 抵達▼大農大富森林園區~春天賞花、夏季賞螢與賞鳥、秋冬賞楓，一年四季皆有不同風采 

            ★自行車騎乘路線：大農大富森林園區遊客中心(出發)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北環路線) 

15:30 前往台東池上 

16:50 抵達▼悟饕池上飯包故事館~與復古又具文化特色的火車站造景留個紀念 

17:20 前往飯店辦理入住 

18:30 晚餐 

早餐：民宿內用 

午餐：紅屋瓦原住民風味餐廳( $3000/桌) 

晚餐：飯店精緻百匯自助餐 

住宿：5★台東池上日暉國際渡假村或同級 

門票：大農大富單人自行車$150/人(若想改其它車種請於現場補差價) 

【Mr. Sam  山姆先生咖館】 

位於花蓮台九線上樹湖村內的歐式造型建築。起初是三間平凡不過的老式建築，經過一系列的老屋重建及設計，改造出

了如電影場景般的童話世界。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為臺灣首座平地森林園區，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園區內設有北環、南環自行車道，讓人能夠邊

騎單車邊吸收芬多精，聽著蟲鳴鳥叫，愜意騎車享受森林浴。 

    

【 悟饕池上飯包故事館】 

民國九十八年重新命名為「池上飯包文化故事館」，並將原本靜態式展覽歷史及農家文具改造成互動體驗式，將飯包歷

程以模擬早期實景的方式呈現給遊客，讓遊客能夠親身體現。 

https://bobowin.blog/mr-sam/
https://jumptiger22.pixnet.net/blog/post/224359416-%E7%B4%85%E7%93%A6%E5%B1%8B
https://www.hotelscombined.com.tw/Hotel/Papago_International_Resort.htm


 

DAY3 飯店─伯朗大道單車行─鹿野高台─加路蘭海岸─小野柳風景區─台東大學圖書館─知本溫泉區 

 09:00 悠閒騎乘自行車欣賞池上田園風光(騎乘路線:飯店➝大坡池➝ 伯朗大道➝天堂之路➝蔡依林樹➝金城武樹➝ 飯店) 

              (註: 若當天氣候不佳，則在飯店享受休閒設施及退費) 

11:30  午餐  

12:30 前往鹿野高台 

13:00 抵達▼鹿野高台，一覽整個高台地區與卑南溪谷底的田野景色 

13:40 前往加路蘭海岸 

14:40 抵達▼加路蘭海岸,欣賞漂流木裝置藝術造景 

                    ▼小野柳風景區,海蝕景觀形成的奇岩怪石，以大眼蛙、駱駝石、龜陣岩最著名 

16:00 前往台東大學圖書館 

16:30 抵達▼台東大學圖書館, 世界八大圖書館,以特殊的綠建築為圖書館增添不少風采 

17:00 前往飯店辦理入住 

18:30 晚餐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關山宏昌客家無菜單料理 

晚餐：飯店自助餐或中式桌菜  (用餐類型依照飯店當日人數做安排) 

住宿：5★知本金聯世紀酒店或同級 

門票:  伯朗大道單人自行車$150/人(若想改其它車種請於現場補差價) 

【加路蘭遊憩區】 

加路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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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與休息站。 

 

 

https://centuryhotel.com.tw/zh/


【台東大學圖書館】 

國立台東大學圖書資訊館自啟用後，從 2015 年至今，幾年年得獎且獲世界建築界肯定，繼 2016 年獲國際建築知名網站

Architizer.com 評選為全球八座最獨特圖書館，今年再獲由世界不動產聯盟舉辦的全球卓越建設獎首獎「公部門基礎建設/環境適

意工程類桂冠」 

 

DAY4 飯店-多良車站-太麻里車站 -千禧曙光紀念園區-台東糖廠文創園區-台東機場- 松山機場 

09:30  前往多良車站 

10:00 抵達台灣最美麗車站▼「多良車站」及「向陽薪傳木工坊」網美秘境「天使之翼」打卡點 

11:00  前往太麻里車站與千禧曙光紀念園區 

 11:30 抵達▼台東版的「櫻木花道平交道」，與日本湘南原版相似度高達九成因而聞名 

12:30 午餐 

13:30 前往台東糖廠文創園區 

13:50 抵達▼台東糖廠文創園區，結合當地藝術與人文特色，是一個兼具歷史與文化氛圍的特色景點 

14:30 出發前往機場辦理登機 

15:00 抵達台東機場 

16:00 預計搭乘★華信航空 AE394  16:00/17:00  

17:00 抵達松山機場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藍蜻蜓速食店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門票:  台東-松山經濟艙機票 

【多良車站】 

多良火車站原為臺鐵招呼站，因業務清淡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結束旅客業務，同年 10 月 1 日正式裁撤。 

因站址原為山坡地，南迴鐵路工程處特別將車站以高架設計，一樓為候車室與售票處，二樓為月台，月台上的紅色欄杆為明

顯特色，站在此處可鳥瞰太平洋，被譽為全臺灣最美的車站，吸引許多鐵道迷前來朝聖。 

 

 



【台東糖廠文創園區】 

2004 年，臺糖尋求轉型，將台東糖廠定位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2007 年以「東糖原創工廠」招攬工藝及表演團體進駐，

並將停車場改造為露天舞台，將原建築改建成為工作坊，除了許多具有特色的工作坊之外，園區週邊也有許多創意地景鐵雕藝

術裝飾，結合當地藝術與人文特色，原來的防空洞也保留原貌進行修復。目前台東糖廠為台東山海鐵馬道上的景點之一，是一

個兼具歷史與文化氛圍的特色景點。 

 (※上述為預定時間，領隊可於實際行程操作中，以實際狀況適時調整之) 

●費用包含 : 

1. 交通：去程火車票、回程機票、當地接駁車  (火車車次與機票航班依照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2. 住宿： 三晚 

3. 門票：行程表內有標示即內含參觀門票 

4. 餐食：行程所標記之餐食 

 5. 保險：旅遊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6. 小費：導遊司機服務小費 

※ 請留意 : 費用不包含行程表上自理餐、私人消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費及私人交通費等。 

●注意事項: 

1. 行程景點安排會因住宿地點調整、潮汐、車船調度、天候、風浪，而有前後順序對調，若有調整之處，敬請

見諒配合。 

2. 如遇颱風、地震等大自然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延期出發或全額退費之權利。 

3. 部分天然景色受各景點當日氣候影響，屬不可抗力之因素，如未如預期欣賞到，請見諒。 

4.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必須團進團出 (特殊個別行程請報名 

    時告知) 

5. 單人房加價費用，請洽詢業務專員。 

6. 行程內安排參觀之季節性景點(如賞櫻、賞花、賞楓、賞雪等)，會因當時現場實際狀況或天氣等不可抗力之因

素等影響 

7. 溫泉使用注意須知，▲患有動脈硬化、高血壓或心臟血管方面疾病、血管併發症的糖尿病重患者，不適宜浸

泡溫泉。▲皮膚有傷口或對溫泉過敏者，不適宜浸泡溫泉。▲癌症、白血病患者及各種急性疾病患者，不適宜

浸泡溫泉。▲女性生理期間懷孕初期與末期也不宜浸泡溫泉。▲過於疲勞、飲酒過量、空腹或過飽時皆不宜浸

泡溫泉。 

8. 如有特殊餐食需求，請於報名時事先向業務員通知。 

太一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One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10448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 號 16 樓 

電話：02-2567-3822  傳真：02-2567-3820 

Email : info@t1tour.com.tw 

mailto:info@t1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