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特色＆售價 
 【秋楓冬泉】季節性賞楓名勝、花蓮獨有美人湯、秋意美食料理 

 【特色住宿】荷蘭風小木屋，10.5 坪大、挑高 4 米空間，寬敞舒適的木造氛圍讓您沉浸在花蓮的恬靜時光裡。 

 【多樣美食】黃金蜆特色料理、最新鮮龍蝦海鮮料理、宜蘭榮獲無數獎項的名店台菜料理 

 【打卡聖地】台泥 DAKA 園區、十大最美自行車道、立川漁場、新光兆豐休閒農場餵食小動物 

 【農園體驗】每人兩斤新鮮當季水果現採現吃，吃不完帶著走，帝王柑、OK 橙、美人柑… 

 【輕鬆移動】全程安排舒適中型巴士 19 人座 

秋冬採果限定出發日期 : 11/13(五)、11/20(五)、11/27(五)、12/04(五)、12/11(五)、12/18(五)、12/25(五) 

※如需其他日期歡迎電洽 

房型 價錢 / 每人 
兩人房 7,600元 

三人房 7,400元 

四人房 7,300元 

2～4歲孩童(115公分以下) 

不佔床、不含餐(餐食僅含農場早晚餐) 

3,000元 

 
                    【秋冬限定】秋冬 IG 打卡~十大最美自行車道、台泥 DAKA、農場農園採果小動物、美人湯 

                                                                                                                                             森活樂無窮~花蓮兩天一夜 

   



說明 
 十人成行(計算方式為 2歲以上)，十人以下價格另洽 ； 太一歐洲老客人可享有 5%折扣 

 訂金每人 3,000 元；孩童無須訂金 

 115 公分(含)孩童皆屬成人價；兩歲以下免費(僅含保險) 

 旅館房型說明：新光兆豐休閒農場-度假小木屋-房型皆為相同規格且兩大床【180 公分 x186 公分】(每房最多四人) 

 

【 行程內容】 
★ 含門票入內參觀  ▼ 表示徒步遊覽 

DAY1 台北車站-台泥 DAKA 園區－立川漁場~午餐－大富光復自行車道~十大最美自行車道之一－飯

店 
08:00 台北車站東三門集合，逾時不候 

10:00 台泥 DAKA 園區(預計停留時間 30~50 分鐘) 

12:30 立川漁場~午餐 

13:30 ★立川漁場~東部淨土~全球黃金蜆唯一製造原廠(停留時間約 1 小時)  ※可自費參加摸蜆體驗 

15:30 花蓮光復自行車道~全台十大最美自行車道之一(一圈約 1 小時)  ※完成一圈自行車道附贈糖廠冰棒 

★精選路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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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 抵達飯店-入住特色度假小木屋 

18:30 晚餐-飯店內精緻百匯自助餐 

17:00~22:00 可自行前往園區的二子山溫泉泡湯   

※會館內設有大眾池，需著泳衣、泳帽入場；另露天天體浴池為男女分池，僅限裸體泡溫泉。 

※如遇天候不佳，閃電雷雨，露天溫泉 spa 池、泳池暫不開放，敬請見諒。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立川特色黃金蜆合菜 (3000元一桌) 

晚餐：飯店內精緻百匯自助餐 或 精緻套餐餐點(依照當日入住人數飯店做調整) 

住宿：新光兆豐觀光休閒農場-荷蘭風特色度假小木屋 

門票：自行車租借(150 元)  

【台泥 DAKA 園區】 

「台泥」在蘇花改和平路段間設置了休息站「台泥 DAKA 園區」，集結了便利商店、書店、伴手禮特產店、美食街、生

態博物館及星巴克(全台唯一設置水泥廠的玻璃屋星巴克)，讓開車往返蘇花改的旅客，都能在這裡休息片刻、整頓精神再

出發。台泥 DAKA 園區園區簡約的建築以及清水建築，使得許多年輕人 IG 朝聖打卡的花蓮景點，園區內也有許多裝置藝

術可以供大家拍照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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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口碑更廣傳兩岸三地與國

http://www.skcf.com.tw/form2.php?pid=1&menuid=10&id=2


際。在這裡太一也提供了各位旅客摸蜆體驗，中午也能吃到這邊的招牌黃金蜆料理哦!! 

  
 

【大富光復自行車道】 

★精選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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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票選為十大最美麗的自行車道第八名的大富光復自行車道路線同時也是全台灣最長被森林所包圍的車道，也是近年來許

多網紅網美前來打卡的聖地，偶爾遠離塵囂來到大自然吸收芬多精也是對自己的一種犒賞，全長 11 公里，每到秋冬之際

(約 12 月至 1 月)，南環自行車道兩旁的杜英、楓香、青楓等，逐漸由綠轉黃再變紅，不禁吸引許多人前來賞楓拍照。在

南還自行車道上騎單車，傾聽楓葉沙沙聲響，抬頭欣賞絢麗的楓林，是來大農大富才能感受屬於秋冬浪漫的氣息，悠悠哉

哉邊騎車吹風邊拍照打卡也別有一番風味哦!! 

   
 

【荷蘭風特色度假小木屋】 

住宿區渡假木屋皆是單棟雙拼，前有不同的庭園造景、景觀洋台、小橋流水，悠閒的居住環境，寬廣、自在的活動空間，

與家人一同共享天倫樂。 小木屋皆使用原木所建造完成，冬天溫暖夏天涼爽，兼具防潮濕及含芬多精之特性。木屋房間

有 10.5 坪大、挑高 4 米空間，寬敞舒適的木造氛圍讓您沉浸在花蓮的恬靜時光裡。房內使用竹炭被及枕頭，床型為兩張

大床(180CM*186CM)。獨立分離式空調、乾濕分離淋浴、32 吋液晶電視、冰箱、電熱水壺，備有茶包、咖啡包、礦泉

水。 

   
 

【二子山溫泉】 

源泉為中央山脈二指山之水脈，於 89 年 6 月特邀全日本探勘專家費時近二個月時間於地底 1520M 處成功鑿出本溫泉。 



經檢驗報告指出本溫泉水質為【PH 值為 7.1、鹼度 1.93×10mg/L、硬度 199mg/L、硝酸鹽氮 0.059mg/L、鐵

0.694mg/L、鈣 62.6mg/L、鎂 8.28mg/L】之碳酸氫納泉。 【國立台灣大學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合設工業研究中心 環

境品質檢驗室 檢驗編號：E91A370D745 報告編號：E91D745】碳酸氫納泉含有碳酸氫納的溫泉水，對皮膚有滋潤功

能，此種溫泉有軟化角質層的功效，泡此湯對皮膚有滋潤以及漂白的功能，而燒燙傷等外傷患者，泡此湯也有改善消炎、

去疤痕的效果，因此有『美人湯、黃金泉』之稱。 

   
 

 

 

DAY2 飯店-新光兆豐休閒農場與可愛小動物互動－觀光果園採果體驗(附贈每人 2 斤)－午餐－阿美麻

糬觀光工廠~DIY 體驗 
08:30 飯店出發 

09:00 ★新光兆豐休閒農場~與多種小動物互動遊玩 

※農場動物餵食飼料或奶瓶費用大多為 30～50 元，有興趣者可購買飼料選擇想餵食的小動物。 

11:10 ★觀光果園採果體驗(附贈每人 2 斤)~美人柑、帝王柑、OK 澄等多種柑橘(依照當日狀況) 

12:30 午餐 

14:00 ★阿美麻糬觀光工廠~DIY 體驗製作麻糬(停留約 1.5 小時至 2 小時) 

18:30 晚餐 
20:00 台北車站東三門解散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055龍蝦海鮮料理(3000元一桌) 

晚餐：渡小月台菜餐廳~宜蘭榮獲無數料理界獎項的名店(4500元+10% 一桌) 

住宿：溫暖的家 

門票：新光兆豐農場(350 元)、觀光果園採果體驗(120 元)、阿美麻糬觀光工廠 DIY(150 元) 

【新光兆豐休閒農場】 

新光兆豐農場內擁有 10 多種以上的小動物，從常見的小白兔到可愛高人氣的梅花鹿都可以體驗餵食，農場擁有優美景

觀，東西兩側有海岸山脈及中央山脈為屏障。農場石礫密佈，水土保持不易，場中佔地兩百餘公頃，規劃有渡假旅館、戲

水區、大型花卉溫室、森林公園、餐廳、農場品展售中心、大型會議室、果園區、乳牛區、可愛動物區，以及人工湖，可

露營、野炊、釣魚、採果、捉泥鰍、乘牛車、擠牛奶、騎協力車等，目前巳經成為融合農、林、漁、牧特色的休閒活動場

所。，園區非常的大所以可以在固定班次時間搭乘遊園列車到達想去的景點哦!! 

   
 

http://www.skcf.com.tw/form9.php?pid=5&menuid=32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A8%B9%E6%B9%96%E8%B1%90%E6%85%B6%E6%9E%9C%E5%9C%92&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jt8JPqx9DqAhVNZt4KHQ_iDGQQ_AUoA3oECBYQBQ&biw=1536&bih=754


【樹湖觀光果園】 

位於壽豐鄉相當有名氣的觀光果園，一年四季都有產出大量不同的好吃水果，從酪梨到橘子應有盡有，本次旅程太一旅行

社提供了每人兩斤的額度供各位旅客採集台灣著名的柑橘，種類將由當日農民所提供指示，如果對這些水果有興趣的話也

歡迎宅配到自己家中慢慢享用，希望各位能夠採集到最美好的回憶!!  

   
 

【阿美麻糬觀光工廠】 

已有三十多年杜侖製作經驗的花東地區老品牌-【阿美麻糬】，靠著董事長余宗柏先生對於阿美族文化的熱愛與收藏，承

襲阿美族杜侖的製作技藝，將原住民傳統美食加以改良量化，率先成為花東第一家使用小米材料的名特產品牌，好吃美味

的阿美斯杜侖及精心製作的花東名產糕點，都獲得遊客的喜愛與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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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第二天中型巴士以及過路費 

2. 住宿：一晚特色旅館荷蘭式度假小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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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1、午餐*2、晚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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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