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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曉湯泉~宜蘭太平山莊蹦蹦車鳩之澤一泊二食 

 

蘭陽好生活 

宜蘭蘭陽平原最早的住民據悉是四、五百年前來到此地的葛瑪蘭族以及後來的泰雅族，兩百年前漢人

由吳沙的帶領下成功開墾宜蘭，直至 1809 年清朝將此地納入版圖，設官治理。宜蘭因為西臨雪山山

脈，南臨中央山脈，自古交通不便，直到 2006 年開雪山隧道通車之後，正式讓宜蘭成為北部一日生

活圈。宜蘭有著多元的山林景致，豐富的海洋資源，地熱溫泉和低溫碳酸冷泉，一望無際的寧靜農田

風貌，最適合離開喧囂的城市來趟知性、自然、悠閒、慢活、綠意的生態之旅。 

 

宜蘭太平山森林遊樂區簡介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位於宜蘭縣境內，為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所管轄。自 2011 年起，區內服務

設施，由羅東林管處直接經營，所有營收均入國庫。整個太平山區幅員廣大，面積廣達 12,930 公頃，

包括土場、仁澤(鳩之澤)、中間、白嶺、太平山、茂興、翠峰湖等據點。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林木

蓊鬱、群山青翠的景象，區內有溫泉、雲海、雪景、瀑布、湖泊等豐富的景觀資源，以及瀰漫林間、

充滿芬多精與陰離子的清新空氣，是民眾走向自然、從事森林育樂與戶外活動的最好場域。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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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鳩之澤溫泉簡介 

「山澤溪穿，流水潺潺，翠谷幽蘭，鳩鳴關關」 

鳩之澤，舊名燒水，即地熱溫泉之意。日治時代，伐木工人在此興建溫泉浴室，泡湯成為伐木生活難

得的樂趣；日人稱之為「鳩澤溫泉」。其泉源由山麓石縫中滲流而出，源頭約攝氏 140 度，泡湯區調

至適溫之攝氏 38-42 度。泉質清澈，無色無臭，洗後有滑潤感，屬弱鹼性碳酸氫鈉混和泉，能舒暢

筋骨、美容養顏，有「美人湯」之譽。 

 

太平山莊 

太平山莊為昔日太平山林場的行政中心，現在為森林遊樂區內最重要的膳宿遊憩據點與行政管理中

心。太平山推行生態旅遊，住宿、餐飲全面推行環保措施，住宿不提供拋棄式盥洗用具，用餐不提

供免洗餐具、連餐廳食材也選購有機、在地農產品，連吃的都講究低碳、自然，並於 102 年取得環

保署服務業環保標章，種種友善環境的措施更榮獲全國第一間金級認證的環保旅館。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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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安排檢驗合格【五年內】豪華賓士九人座專車全程服務。 

◎本行程為六人即成行，團費以兩人一室計價為主，若有特殊房型請另需求。 

◎本行程未派隨團領隊，旅客請自行與司機聯繫接駁事宜，司機主要負責安全駕駛，抵達景點將自由

參觀活動，旅行社將提供書面文字景點介紹，請旅客諒解。 

◎本售價為平日報價，假日需另加價，如需指定房型須另行報價。 

※平日係指周日至周四住宿，假日係指周五至周六住宿，卡國定假日或春節需另外報價。 

◎包含全程各景點門票、停車費及司機小費。 

◎4200 萬履約責任險、200 萬旅遊責任險及 20 萬醫療險。 

 

第一天 台北車站-見晴懷古步道-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翠峰湖觀景台-

太平山莊 

07:00 台北車站西三門集合 

業務人員將提供司機聯絡電話，司機並將於出發前一日與旅客聯繫碰面事宜。 

※本行程前往太平山海拔高度約 1800~2000 公尺，山區氣候變化不定，氣溫約比平地低 10 度，請

自備禦寒衣物及保暖用品，步道多有濕滑，建議穿著有防滑功能的鞋子，登山鞋最佳，以穿著方便

行動、吸濕排汗佳的衣物為主，並請自備雨具及擦汗毛巾等，如有需要可攜帶乾糧登山杖等裝備。 

10:00-11:00 見晴懷古步道 

「見晴，景如其名。久雨初晴之際可遠眺奇峰崢嶸的聖稜線；午后常有瑰麗如詩的雲海，有時久陷

白茫茫的霧中，反而湧起渴望見晴的心情」。此乃「見晴」地名之由來。 

見晴線運材軌道原長約 5.5 公里，有寬廣的視野、平緩的路徑、蒼翠的地貌、筆直的林相，以及迂

迴曲折的鐵道路徑，自然與人文資產皆豐。因此步道整建之時，保留山地運材鐵道特色，傍著迂迴

曲折的鐵道路徑，沿途保有鐵道、木馬、台車輪軸等歷史痕跡，成就一條可觀山觀雲、探索自然、

緬懷往昔的懷古步道。目前步道開放 900 公尺，沿途步道平緩，適合闔家前往健行吸收大自然芬多

精，來回約需 1 小時。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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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3:00 太平山森林遊樂區-午餐時段 (敬請自理) 

太平山莊內有太平山莊販賣部(提供簡易熱食、點心、泡麵、飲品等)、雲海咖啡館(提供咖啡、飲

品、鬆餅等)以及太平山莊餐廳(提供個人餐點一份 250 元)可提供遊客用餐選擇，因山區食材取得不

易，山區餐點不比市區，建議依個人用餐習慣可自備輕食。 

13:30-14:15 翠峰湖觀景台 

翠峰湖座落於宜蘭縣太平山與大元山之間，海拔 1,840 公尺，雨季時湖面達 25 公頃，為台灣最大

的高山湖泊，晨昏變化萬千，四季風情各異。翠峰湖環山步道木棧階梯可通往觀湖平台，階梯採高

架方式而建，避免干擾地表的動植物；雙層平台則可俯瞰呈葫蘆狀的翠峰湖全景，並有機會見到過

冬候鳥、水鴨與鴛鴦戲水的畫面。 

 

15:00 太平山莊 

※太平山莊落實生態旅遊，住宿不提供盥洗用品、浴巾、牙膏、牙刷、香皂等用品，敬請旅客自備。 

※入房時間為當日下午 15:00 後，退房為翌日上午 11:00 前。 

※熱水供應時間：上午 5:30~8:30，晚上 17:30~23:00。 

※餐廳供餐時間：早餐 6:30~8:30，晚餐 17:30~19:00。 

第二天 太平山莊-蹦蹦車體驗-茂興懷舊步道-鳩之澤溫泉-台北車站 

7:30-09:30 太平山蹦蹦車(因蹦蹦車僅能當日購買當日車票，且非常熱門，僅住宿旅客可優先預約

隔日頭兩班 7:30 或 8:30 車次，將由司機為您負責購票事宜，如未能購買到所需時段，將視情況調

整搭乘班次，如因購票額滿而未能取得車票，將退費每人 180 元，敬請見諒) 

太平山的蹦蹦車，昔日主要用於載運原木，其原名是"山地運材軌道車"。太平山運材軌道共鋪設 16

線，總長度達一百多公里，其中茂興線是太平山山地軌道橋樑最多、最具運材軌道代表性的路段，

早餐：X 午餐：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山莊內晚餐 

住宿：太平山莊兩人一室 

https://www.gianttour.com.tw/


 

 

巨大旅遊 G.Tour 

業務部  諮詢服務專線：02-2509-7728     https://www.gianttour.com.tw/ 

從太平山出發，沿線有太平山站、萬石(現稱茂興)、曙、壽、吉野等 5 個車站，長度約 20.9 公里，

於 1937 年開始林木生產，1979 年停運。1985 年重新辦理茂興線山地軌道運材修復，長度 3 公

里，從太平山至茂興，並將山地軌道運材車整修為可供遊客搭乘之車廂，並於 1991 年依據"機械遊

樂設施管理辦理"取得合格證明後，以蹦蹦車為名開始對外營運。搭乘蹦蹦車開放式車廂的台車，沒

有窗戶隔離，遊客在乘車過程中，穿梭樹林、鐵橋，自由呼吸森芬多精，擁抱大自然的氣息，是來

太平山最獨特的遊憩體驗。 

※蹦蹦車為自由入座，搭乘時請注意安全，車票皆為來回票，由太平山站抵達茂興站，單趟長度約

3 公里，行車時間約 15~20 分鐘，遊客抵達茂興站後可前往茂興懷舊步道，全長約 900 公尺，步

行時間約 1 小時，請注意回程蹦蹦車發車時間，並請提前前往排隊搭乘。 

 

08:00-09:00 茂興懷舊步道 

太平山伐木時期全區散布著數條運材線，其中茂興線也就是現在的茂興懷舊步道，這條日治時期興

建的山地運材軌道，蜿蜒於紅檜、扁柏、柳杉林間，向陽的山谷矗立著成片的台灣赤楊，步道兩旁

腹地則滿佈著耐溼耐蔭的小林木、蕨類與地被植物，步道可分為主線道 400 公尺及上、下環線各

250 公尺，搭乘蹦蹦車至茂興車站後沿著前方古運材軌道直行，不遠處可見空中棧橋，攬霧見林遠

眺山景，100 公尺處為蹦蹦車頭轉向的「轉車盤」，時間湊巧還能遇見車頭轉向的操作畫面。 

 

10:00-13:00 自由活動時間 

旅客如有餘力可沿中央階梯步道前往鎮安宮參訪，階梯兩旁植滿長年楓紅的紫葉槭，為著名的紅葉

道，鎮安宮原為日治時期日本人在此伐木所興建的神社，後改祭祀鄭成功，祈福風調雨順，國泰民

安。或可前往紅葉道盡頭處的檜木原始林步道入口，步道全長 600 公尺，步行時間約 1 小時，步道

平緩好走，蜿蜒在古木參天的原始紅檜及扁柏森林裡，是台灣最容易接近的天然原生檜木林，沿途

或俯或倒的巨木造就不少樹洞奇景，盤根錯節，姿態多端，令人嘖嘖稱奇。 

13:30-16:00 鳩之澤溫泉 

鳩之澤溫泉帶有水藍色澤的泉源，媲美在冰島藍湖溫泉泡湯的體驗，泡湯設施有露天 SPA 池、男女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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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湯區及家庭野湯區。其中露天 SPA 池係將颱風帶來的碩大溪石加以鑿洞，變成創意十足的石頭

湯。而男女裸湯區及家庭野湯區的設置，更可讓遊客在翠林幽谷中，同享闊葉樹林中的芬多精及溫

潤湯泉。此外溫泉區設有二座火山噴泉狀的煮蛋槽，終年冒出滾熱溫泉，供遊客 DIY 煮蛋，溫泉蛋

口感香 Q 軟嫩，並散發著獨特的溫泉香，也是泡湯後的一大享受！ 

※本行程包含泡湯門票，旅客可選擇露天溫泉 SPA 區或男女裸湯區其中之一，SPA 區請著泳裝、泳

帽入池，並請自備擦拭毛巾。區內提供盥洗區，洗髮精、沐浴乳、寄物櫃、吹風機，梳妝台使用。

如旅客不便使用泡湯設施將予以按實際費用退費。另可自費前往體驗 DIY 煮蛋區。 

 

16:00 返程 

【以上行程景點餐廳或飯店順序得因實際作業情況前後調整，敬請見諒。】 

早餐：山莊內早餐 午餐：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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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包含 

＊去回程之遊覽車費用。 

＊行程表上列出之門票、餐食費用。 

＊司機差旅費。 

行程不包含 
＊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以及餐費。 

＊純屬私人之消費：如飲料酒類、洗衣、電話及私人購物費。 

補充說明 

＊報價以全程參加團體為計算基準，若去/回程單程放棄或不參與者恕無法單項退費。 

＊餐食如欲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嬰兒定義：未滿 2 歲之小朋友，不含遊覽車座位、飯店內床位、行程表內所有餐食及門

票。僅含保險費與手續費，超過年齡或未報名者恕無法享用任何行程車子接送或餐食。 

取消規定 

本商品經訂購付款完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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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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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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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線上預約並非保證訂位成功，仍需以客服人員回覆確認為準，經客服人員確認回覆

後，始可生效，並視同雙方同意簽署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敬請詳閱該契約書內

容。 

2. 旅客於訂購行程完成付款，經服務人員確認後，因故取消行程或延期，所衍生之費用

需自行負責，併將依據【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第十二條之規定（105 年 12 月 12 日觀

業字第 1050922838 號函修正）】辦理。通知日之計算，依人事行政局公告之正常上

班時間為依準，超過上班時間通知，則依下個工作日計算。如訂購人非旅客本人，訂

購人將居於代理人地位，亦即有義務充分告知使用旅客本人各行程內容及相關約定。 

3. 如遇颱風、地震、豪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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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行程所載明之車行時間或景點停留時間僅供參考，隨車服務人員（領隊）會實際之

狀況（如當地節慶活動、塞車或天候等因素），做行程順序之調整。 

5. 此行程為合車制出團，所使用車型車款將依照當日出發報名人數調整。出發、集合時

間，請依規定地點及時間內準時集合，以維護其他旅客之權益；出發當天請攜帶網路

報名時登記的手機出遊並請開機，以免隨車服務人員（領隊）聯絡不到旅客，造成無

法上車，因故無法趕上，將依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收取

全額。 

6. 敬請自備防寒衣物、遮陽防曬用品、雨具及個人慣用隨身藥品：如暈車藥、感冒藥、

防蚊蟲液等。 

7. 旅遊景點之設施及飯店附屬之設施開放與否，須以現場公告為準；部分設施如遇維修

施工中，敬請見諒！ 

8. 此行程內所包含活動項目或門票為團費包含，如旅客自動放棄者，恕不退費（不可抗

拒之原因除外）。 

9. 因遊覽車為密閉空間，請勿攜帶寵物及危險物品上車，以免影響遊客安全。 

10. 疫情期間，如非必要，請旅客於遊覽車上全程配帶口罩，以維護自身健康，謝謝合

作；如額溫超過 37.5C 以上之旅客，請勿上車參加旅遊行程，【隨車服務人員（領

隊）有權拒絕旅客上車參加旅遊行程】，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11. 團體旅遊，素食餐點並非葷食菜色一樣豐富多菜，敬請旅客體諒；若食用素食之旅

客，請於報名時，先告知客服人員，以利事先安排素食餐點。 

12. 遊覽車車位之編排，依起始地當天旅客報到之先後順序排隊劃位，如非起始地上車之

旅客，將由各地之上車之順序，依續安排車位，恕無法事先保留車位，如有老弱婦孺

及行動不便者，將由領隊事先安排，敬請旅客體諒。 

13. 若您對上述問題有任何不瞭解或疑問之處，請務必再次確認您所報名的客服人員，以

求得最正確的答案，也同時保障您的個人權益。 

https://www.giant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