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特色＆售價 
【極上享受】大自然香草五星度假飯店，秧悅美地度假飯店，遠離塵囂兩晚。 

【老饕嚴選】無敵海景精選餐廳、太魯閣族風味原民套餐。 

【絕佳打卡】台泥 DAKA 玻璃星巴克、最夯雲山水夢幻湖、清水斷崖海岸線、佳興冰果室知名檸檬汁。 

【香草森活】秧悅美地香草三溫暖、香草園區吸收芬多精。 

【紀念回憶】隨手翻紀念相冊。 

【尊榮體驗】少人數出團舒適巴士、專業導遊講解介紹、入住精選頂級飯店、品嘗特色美味料理。 

 

★附贈隨手翻紀念相冊小禮物~一房一冊~製作屬於自己的回憶錄 

  

 
【山海之音‧原心饗宴】原民部落文化、秧悅美地連泊 花蓮三天二夜 

   



出發日期 :  

01/10(日)、01/20(三)、01/24(日) 、01/27(三) 、02/03(三) 、02/07(日) 、02/24(三) 、03/03(三) 、03/07(日) 、

03/10(三) 、03/14(日) 、03/17(三) 、03/21(日) 、03/31(三) 、04/07(三)、04/11(日)、04/14(三)、04/18(日)、

04/21(三)、04/25(日)、05/05(三)、05/09(日) 、05/12(三)、05/16(日)、05/19(三)、05/23(日)、05/26(三) 

※如需其他日期可另洽專員 

 

房型  價錢 / 每人 

雙人房(迷迭香客房) 17,800 元 

三人房(迷迭香；加人無加床) 16,800 元 

四人房(迷迭香；加人無加床) 15,800 元 

6-12歲孩童(與雙人房同房無加床) 9,800元 

說明 
 十二人並達六間房(不接受 6歲以下孩童參團，請知悉)即可成行，十二人以下價格另洽 

 隨手翻相冊小禮取得方式，取得說明會資料的同時也會拿到一組電子序號(該序號效期為一個月，請務必注意)，進入

業務專員所提供的連結網址後開始製作相冊(20 張)進行客製化，最後輸入電子序號並且填寫寄送地址即可完成，預計

完成後七天工作天送抵至指定的地點。 

 旅館房型說明：秧悅美地度假飯店房型迷迭香尊貴客房，房型皆為 15坪以上兩中床(150*200cm)，如需一大床房型

可另行需求，兩中床每房最多人數上限 4人，實際狀況依照飯店為準。 

 

 

  

  
 

 

 



【 行程內容】 
★ 含門票入內參觀  ▼ 表示徒步遊覽 

DAY1 台北車站－花蓮台泥 DAKA 園區－壽豐雲山水夢幻湖－秧悦美地度假酒店 
08:30 台北車站東三門出發 

10:30 ▼台泥 DAKA 園區，全台唯一用水泥廠改造的玻璃星巴克逛街拍照打卡休息 

12:00 午餐 

13:00 離開餐廳~前往雲山水 

14:00 ★▼雲山水夢幻湖~推薦高人氣景點彷彿來到歐洲~藍色夢幻湖及最美絹絲小瀑布 

16:30 香草飯店園區設施導覽介紹~香草飯店的故事以及充滿大自然的園區 

17:00 辦理入住手續~享受香草飯店設施 

19:30 晚餐 

SPA 水療池、游泳池、兒童戲水池   使用時間：08:30-21:30 

※需著泳衣、泳褲、泳帽，禁止飲食，現場有提供泳衣租借及販售 

慢活香草迷宮慢走吐納健身氣功       活動時間：09:00-10:00 

※集合地點：大廳，需前一天 18 點前報名完成，當天需著拖鞋 

腳踏車租借       使用時間：08:30-18:00 

※一小時內免費，超時每半小時加收 50 元 

※集合地點：休閒育樂中心 

※適用身高 145公分以上 

※須填寫活動免責聲明書 

 

早餐：X 

午餐：原住民合菜料理 (4500元每桌十人) 

晚餐：秧悅美地香草花園餐廳自助餐 

住宿：秧悦美地度假酒店  ★五星級香草渡假飯店  迷迭香尊貴客房 

門票：雲山水植物園(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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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山水】 

自從黑松汽水來這拍攝廣告後一炮而紅的雲山水，有著絕美宛如歐洲明信片上的風景，翠綠的落羽松林倒映在水中，隨著

陽光灑落而呈現夢幻的光影變化，加上附近充滿童趣、像城堡般的民宿，讓人彷彿置身於國外，在一旁遼闊廣大的青青草

地，更是能讓小朋友盡情奔跑，享受快樂的親子時光。 



   
 

【香草七感療癒花園度假之最~秧悅美地度假酒店】 

《秧悦美地度假酒店 Gaeavilla Resort》於 2019 年 5 月 16 日開幕，讓來訪花蓮的客人感受有機香草的真、善、美，並

且能獲得更全面、貼心且完善的度假體驗。來到這裡，可以恣意嗅聞微風中的香草芬芳，在廣達兩萬坪的無毒土地上，遇

見純淨的自然生態。尊重環境的綠建築，高度私密的空間，讓身心於山海天地間得以歇息，悠然自在的放逐自我， 

深沉融入萬物與之對話，沉浸於內心的寧靜平和。另外太一選擇入住薰衣草與迷迭香兩種房型，每間房間皆有設置香草蒸

氣浴室、浴缸，搭配在地新鮮有機無毒的多功能香草療癒薰蒸，放大每一個毛孔讓每一寸肌膚通透舒暢，並可直接摘取浴

池邊的香草浸浴，滴入萃取的有機香草精油，讓每位客人有極致的放鬆體驗。 

   
 

 

DAY2 飯店－吉安慶修院－山度空間－豐濱天空步道－鯉魚潭－秧悅美地度假酒店－東大門夜市 
09:30 飯店出發 

09:40 ★吉安慶修院~全台保存最完整日式寺廟    ※建議可去院旁品嘗《食尚玩家》報導的馬告香腸 

10:40 ★山度空間~熱門打卡景點，海天一線 

12:00 午餐 

13:40 ★豐濱天空步道 

15:40 ★鯉魚潭遊湖散策~環潭自行車  ※無騎自行車者退 100 元 

17:00 飯店休息~享受飯店設施 

18:00 飯店大廳集合~搭乘專車前往東大門夜市   ※可選擇飯店內加價有機香草火鍋晚餐，每位 599 元+10% 

18:30 ▼東大門夜市 

※每人發放 200 元計程車代金，供飯店回程使用，建議至少兩人乘坐一台計程車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海景合菜餐廳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東大門或飯店內 

住宿：秧悦美地度假酒店  ★五星級香草渡假飯店  迷迭香尊貴客房 

門票：吉安慶修院(30 元)、豐濱天空步道(40 元)、鯉魚潭環潭自行車(100 元) 

【吉安慶修院】 

吉安舊名 Cikasuan(阿美族語，意為：柴薪很多的地方)，漢人譯作「知卡宣」或「七腳川」。「七腳川事件」(明治四十

一年，西元一九Ｏ八年)之後，日本人在這裡開闢移民村，移民大多來自日本四國德島縣吉野川延岸，於是就把這裡改稱

「吉野」。隨著日人進駐，日本佛教也隨之進入。大正六年(民國六年，西元一九一七年)，川端滿二在此募建了這座真



言宗高野派的「吉野布教所」，以宗教安定的力量，撫慰移民的思鄉之情。 攅尖式屋定的日式傳統建築，流露濃厚的江

戶風格。寺院內八十八尊石佛依序排列。據說川端滿二曾遵循真言宗開山祖師-空海大師的遺規，行遍日本四國島上八十

八所寺院，請回八十八尊石佛，讓信徒能就近參拜，免除了奔波之苦。 

   
 

 

DAY3 飯店－新城佳興冰果室－太魯閣砂卡礑步道－花蓮秀林布洛灣遊憩區－布洛灣山月吊橋－匯德

清水斷崖景觀步道－台北車站 
08:30 飯店出發 

09:30 ▼佳興冰果室~下車拍照打卡 ※特別贈送招牌檸檬汁每人一瓶 

10:15 ▼太魯閣砂卡礑步道~吸收森林芬多精，漫步在大自然鬼斧神工之中 

12:00 午餐 

13:30 ▼布洛灣山月吊橋、布洛灣太魯閣工藝展示館~太魯閣全新景點  

※由於山月吊橋限制乘載人數，故以實際預約成功為準 

15:20 匯德景觀步道~絕佳欣賞清水斷崖地點 

16:00 賦歸 

18:30 台北車站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太魯閣族風味套餐 (450元/人) 

晚餐：X 

住宿：X 

門票：X 

【布洛灣山月吊橋】 

從布洛灣伊達斯廳旁邊的步道走進去，可以來到山月吊橋。橋長 196 公尺，橋面寬 2.5 公尺，距離溪谷約 152 公尺，從

布洛灣臺地邊緣跨越立霧溪谷，是太魯閣國家公園跨距最長、距離溪谷落差最大的吊橋，從橋上俯瞰，立霧溪蜿蜒曲折，

而兩岸山勢陡峻，層層相疊，視覺可以從溪谷向上延伸至遠山。往東眺望是溪畔一帶的立霧溪谷，往西則可以欣賞燕子口

險峻的峽谷地形，氣勢磅薄。 

   
 

【匯德景觀步道~絕佳欣賞清水斷崖地點】 

匯德步道入口，位於匯德隧道北端出口約 100 公尺處，沿著蘇花公路北行，出匯德隧道後靠右即可到達。這原是蘇花公

路舊道，匯德隧道完工通車後，擷取一段舊道改為人車共用的景觀道路。道路寬闊平緩，可以細細欣賞清水斷崖美景，享



受太平洋海風吹拂的暢快，目前已規劃為步道。 

   
 

【佳興冰果室】 

花蓮必訪 60 年老店【佳興冰果室】食尚玩家及眾多媒體及部落客推薦，每一口都能喝到實在的感覺，絕不添加檸檬酸

劑、防腐劑，讓您喝得健康安心，佳興與果農契作，無毒種植，保證每顆檸檬都是健康優質，採收後，用清水沖洗外皮，

整顆檸檬連皮打汁，檸檬的酸與煉乳的香甜平衡恰到好處，獨特口感，製作過程繁瑣，因此每日限量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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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全程派專車接送，實際車型依照最終成團人數而定 

2. 住宿：兩晚秧悅美地度假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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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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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