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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曉湯泉~花東知本老爺太麻里多良車站二泊三日 
(火車來回) 

 

太陽的故鄉~好山好水好花蓮 

花蓮古稱奇萊，又因花蓮溪東注於海，其水與海濤激流迂迴澎湃，而稱為洄瀾，後人諧其音稱為花蓮。 

西元 1590 年，葡萄牙人航經臺灣東岸，看見壯麗的山川美景呈現於眼前，不禁驚呼「FORMOSA 福

爾摩沙」，花蓮的壯闊景緻便成為臺灣的代表。花蓮是臺灣最大的縣份，面積約 4,628 平方公里，人

口約 35 萬人，東臨太平洋，西倚中央山脈，以巍峨的高山、蔚藍的天空、浩瀚的海洋、景色秀麗的

縱谷、多樣性的人文風貌、親切善良的人民，成為全國最喜歡旅遊縣市的首選，並深受國際遊客的喜

愛。全縣幾乎位於國家風景區中，縣內有高山峽谷的太魯閣國家公園、雄偉壯闊的玉山國家公園、自

然景觀秀麗的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田園美景的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再再證明花蓮的渾然天成。 

 

最後的淨土~樂活首都 台東 

臺東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靠山面海而孕育了豐富的自然生態與物產，無論是海岸、高山、森林、溪

谷，都保持著自然完整的風貌，處處都是天然美景。臺東更保留了阿美族、卑南族、魯凱族、布農族、

排灣族、達悟族六族的文化和慶典特色，讓這裡有著豐富多元的文化風貌，臺 11 線的海岸，湛藍的

天空與海水連成一片，海浪傳唱著古老的原鄉歌謠，是在自然與人文都值得慢遊體驗的美好城市。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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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安通溫泉簡介 

擁有百年歷史的安通溫泉位在玉里鎮東南安通溪畔，屬鹼性碳酸泉，水質透明無色，帶有硫化氫的臭

味，接近透明的溫泉水，泉溫達 66 度，早年以「安通濯暖」名列花蓮八景之一。1904 年，一名採樟

腦的日本人在安通溪畔發現溫泉，到了 1930 年，日本人在此興建警察招待所，並設置玉里溫泉公共

浴場，逐漸發展成為溫泉勝地，爾後改名為安通溫泉大旅社，至今仍保留日治時期興建的木造平房，

建築外觀與舖著榻榻米的日式房間都保存相當良好，頗有懷古之幽情。 

 

台東知本溫泉簡介 

知本溫泉素有「東台第一景」的美譽，早在日據時期就已經開發，知本溪河床上汨汨流出的溫泉，吸

引日本人開發最早的溫泉旅館，現今的知本溫泉已是國際知名的臺灣溫泉旅遊區，知本溫泉屬於弱鹼

性碳酸氫鈉泉，清澈無色，富含礦物質，具有美白、保濕、促進血液循環等效果。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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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通溫泉紐澳華山莊 
紐澳華山莊座落於安通溫泉風景區，屬於山腰溫泉飯店，採用原木石砌為主體，可眺望縱谷風貌與

山巒景緻，擁有 villa 級湯屋，廣植成林的澳洲茶樹及未經污染的香草野菜自然生態農場，提供優質

養生及休閒渡假的最佳環境。紐澳華的泉質屬於「硫酸鹽氯化物泉」，色澤近乎透明並富含礦物質，

因含有硫化物成分，略帶淡淡的硫磺味。由於山莊溫泉為原湯，未經過稀釋以及過濾，水中偶有白

色懸浮溫泉花係因水中鐵質接觸空氣而氧化形成，或黑色礦物質沉積物皆屬於正常現象。 

 
知本老爺酒店 

由知名老爺酒店集團營運，1992 年於知本開幕，觀光部評鑑為五星級觀光飯店，為台灣東部第一家

國際級溫泉度假旅館，擁 183 間客房，2017 年全面翻新，建築融合東部原民文化和現代簡約風

格，飯店提供各項休閒設施以及室內外溫泉浴場，俾使顧客能放鬆身心體驗優質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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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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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台北車站++花蓮車站-玉里溫泉 

08:00 台北車站北一門內集合 

※火車班次及時間以業務人員回覆為準，火車搭乘時間將於出發日一週內確認通知。 

※預計班次以上午 8 點至 10 點之間的車次為優先安排，實際車次以業務人員通知為主。 

08:30-11:30 台北車站++花蓮車站 

抵達花蓮車站後，將搭乘豪華九人座專車開始您的旅程。 

12:00-13:30 午餐(欣欣麵館-兩人一份超彭湃龍蝦海鮮鍋) 

13:30-15:00 (自由時間)推薦花蓮在地美食名錄 

廟口紅茶─50 年老店，除了有名的鋼管流出的紅茶，還有台式馬卡龍和各式台式早點，從早 6 點營

業至晚間 11 點，觀光客必訪。 

公正包子─公正包子與隔壁的周家蒸餃齊名，幾乎無

時無刻都有排隊人潮，一顆 5 元的小籠包，外皮厚

實，咬下卻是香 Q 帶勁，肉餡軟嫩還帶有湯汁，搭配

麵衣一起吃剛剛好不油不膩。蒸餃也值得一嘗，皮薄

餡多，是來到花蓮必嘗的平民美食。 

液香扁食─民國 23 年營業的液香扁食與民國 48 年營

業的戴記扁食都是花蓮排隊名店，扁食原名「扁肉

燕」，是福州地區的小吃，傳到台灣成為花蓮著名特色

小吃，每日堅持手工新鮮現包的扁食，採用韌度口感

佳的花蓮溫體豬後腿肉，連蔣經國總統都曾數度來訪

品嘗。 

炸彈蔥油餅─花蓮必吃小吃炸彈蔥油餅，與公正包子

和廟口紅茶並稱花蓮三大小吃，雖然炸彈蔥油餅僅僅是個發財車的店面，但每到下午時段排隊人潮

絡繹不絕，金黃酥脆的麵衣搭配半熟的雞蛋，一口咬下濃郁的蛋香搭配口感十足的蔥油餅，滋味令

人回味無窮。 

包心粉圓─曾經紅極一時的包心粉圓，雖然已不再那麼熱門，但包心粉圓特別的特別口感依然值得

品嘗，除了正宗包心粉圓之外，五霸焦糖包心粉圓搭配更多特別的配料，外觀更像菠蘿麵包一樣，

相當特別。 

一心泡泡冰─在地人都推薦的一心泡泡冰，口感綿細入口即化，更有多種口味可以選擇。 

提拉米蘇─已經可以說是全台名店的提拉米蘇專賣店，總店位於花蓮中原路上，展示冰櫃內有分切

好的各式蛋糕切片，價格也很實惠。 

18:00 玉里鎮安通溫泉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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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玉里-客城鐵橋-台東池上伯朗大道-鹿野高台-鹿野神社-鐵花村-太

麻里平交道-多良車站-知本溫泉 

09:00-09:15 客城鐵橋 

玉里舊稱「璞石閣」，保留著青山綠水的無汙染環境，8 月份也是許多旅客來訪玉里赤科山尋覓金黃

搖曳的金針花海之時，而玉里最具代表性的風景莫過於「客城鐵橋」，兩座艷紅色的拱形似彩虹狀的

橋樑，背景是藍天白雲和雄偉群山，前有金黃稻穗或青綠油田，甚而是水田倒映橋梁，每當火車駛

過更成為旅客追逐的焦點。 

09:30-10:15 池上伯朗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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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網美必拍

除了金城武樹之外還有絕美天堂路鞦韆、天后蔡依林樹、伯朗大道地標跟相框，快來一起 I SEE 

YOU！ 

 

10:30-11:15 鹿野高台 

鹿野高台擁有絕佳視野，能夠一覽整個高台地區與卑南溪谷底的田野景色，也是臺灣東部一處優良

的天然空域活動場地。每當 6 月至 8 月時，正是鹿野高台進行熱氣球活動的好時機，登上草坡最高

處的高眺亭，整個高台地區與縱谷的景色，盡在眼前，一覽無遺。 

11:30-11:40 鹿野神社 

日治時期鹿野神社為鹿野區最重要的神社，每逢祭典各機關學校都要來此參加祭典，戰後神社被

拆，2014 年龍田村為了恢復歷史風貌，以日本檜木由日籍匠師技術指導的合作模式重建鹿野神社，

期望再現當年龍田日本移民村的歷史風貌。 

早餐：X 午餐：花蓮在地料理 晚餐：民宿內晚餐 

住宿：玉里安通溫泉民宿(私人風呂)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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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30 台東市午餐 

13:40 鐵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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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15:00 太麻里平交道 

看過《灌籃高手》動畫版片頭的人應該都對一幕櫻木花道站在平交道前與赤木晴子揮手的畫面印象

深刻，此場景真實存在於日本的湘南海岸，而台灣也有相似度極高的平交道正位在太麻里的平交

道，雖然距離海岸比較遠，但平交道的設置相似度高達 90%，來此朝聖的民眾絡繹不絕，拍照請注

意遵守交通規則，才能拍出賞心悅目的照片喔！ 

15:15-15:30 多良車站 

有「全台最美車站」美譽的多良車站，一直都是熱門的打卡景點，藍天白雲、海岸線與山脈交織出

的獨特美景，以及充滿標誌性的紅色欄杆，天氣好時，真的美得不像話！另外在多良車站附近還有

另一個熱門打卡地點天使之翼，讓人能化身為太平洋上的大天使，真的美翻。 

 

17:00 知本溫泉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台東在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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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知本溫泉-加路蘭遊憩區-三仙台-花蓮車站++台北車站 

09:3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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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路蘭遊憩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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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路蘭遊憩區也是手創市場的新據點，一群東海岸藝術創作

愛好者，以趕集的方式聚集在這裡，分享他們的夢想與生活方式，展售屬於他們的創意。加路蘭手

創市集固定每年都會舉行，找個時間來這裡逛逛市集，親身體驗結合自然、簡單、創意與原味的海

洋風情。 

 

10:30-11:30 三仙台 

三仙台由八拱跨海步橋銜接三仙台和本島，是東海岸極為著名的地標，三仙台原是一處岬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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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其為火山噴發而出的小島，島上奇石分布，散布著海蝕溝、壼穴、海蝕柱、海蝕凹壁

等海蝕景觀，其中又以三座珊瑚礁岩形成的山峰最為獨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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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拱橋即日起至 110 年 6 月 30 日

止整修禁止通行) 

 

12:00-13:30 成功鎮午餐 

16:00 花蓮車站 

專車服務將於抵達花蓮車站後結束，請務必將行李以及隨身物品檢查攜帶完畢再行離開搭乘火車。 

※預計班次以下午 4 點至 6 點之間的車次為優先安排，抵達台北車站約晚間 6 點至 9 點間，實際車

次以業務人員通知為主。 

住宿：知本老爺酒店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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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20:00 花蓮車站++台北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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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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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台東在地料理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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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