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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大地山水間】宜蘭五星威斯汀連泊、明池神木、太平山見晴懷古步道、鳩之澤 三天兩夜 

【2021 年 4~6 月，每週一出發】 

 

 

 

 

行程特色&售價 

 【宿】宜蘭力麗威斯汀溫泉度假酒店連泊兩晚。每間房間配有美國知名品牌席夢思作為享有盛譽的威斯汀天夢之床

(Heavenly® Bed)及富含礦物質的碳酸氫鈉個人溫泉湯池，讓每個客人充分享受愉悅健康的休憩環境。 

 【食】宜蘭美食宴饗: 職人嚴選無菜單料理、威斯汀<知味西餐廳>Buffet 以及<舞日式料理>晚間套餐。 

 【酌】曾兩度榮獲 WWA 最佳人氣酒廠獎、四度榮獲 IWSC 亞太區年度蒸餾酒廠的金車噶瑪蘭威士忌酒廠。 

 【遊】宜蘭森呼吸雙仙境: 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太平山國家森林園區 以及有小太魯閣之稱的林美石磐步道。 

 出發日期: 每週一 (若需另外出發日請另洽)。 

 訂金 NTD 5,000/每人。 

 十人成團，十人以下價格請另洽。每團限定最多 2 位 12 歲以下幼兒童參團。 

*備註:宜蘭威斯汀溫泉飯店全館無加床服務，且不得併床。三人房、0-12 歲幼兒童皆與雙人房同床，無加床服務。 

房型【豪華客房(一大床) 或 精選客房(兩中床)】   價格/每人 

雙人房 21,800 

單人房 30,800 

三人房 19,800 

7-12 歲孩童(不加床、含飯店早餐、全程午晚餐、交通、保險以及小費) 15,800 

6 歲以下幼童(不加床、飯店早餐幼童免費、不含午晚餐，含交通、保險、小費)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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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門票入內參觀    ☆ 國家級古蹟    ▼ 表示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一)   DAY1 台北火車站→礁溪林美石磐步道→金車噶瑪蘭威士忌酒廠→宜蘭力麗威斯汀度假酒店 

08:45  貴賓於台北車站東三門集合  

09:00  專車出發前往★礁溪林美石磐步道(車程約 70-80 分鐘) 

12:00  前往餐廳 

12:30  午餐 

14:00  午餐後前往★金車噶瑪蘭威士忌酒廠(車程約 30 分鐘) 

15:00  ★酒廠專人導覽(約 1 小時導覽時間，包含金車企業簡介，Whisky 酒廠生產線參觀，酒堡試飲當日酒款) 

16:30  專車出發前往旅館安排入住，房間休息盥洗 

19:30  飯店晚餐 

早餐： X 

午餐： 職人嚴選無菜單料理(NTD600/人+10%) 

晚餐： 知味西餐廳自助 Buffet (一泊二食) 

住宿： 5★宜蘭力麗威斯汀度假酒店(保證入住) 

門票： 金車噶瑪蘭威士忌酒廠專人導覽(贈送當日紀念小酒 50ml 一瓶) 

【礁溪溫泉鄉】 

宜蘭最早有開墾的歷史紀錄是在清 1773 年，當年漳州人林元旻家族前來開墾淇武蘭（現今宜蘭縣礁溪鄉二龍村）與先住民噶瑪蘭人

（KAVALAN）共同為鄰。20 餘年後吳沙率眾開墾，從頭圍（頭城）、二圍（頭城鎮二城里）、湯圍（礁溪鄉德陽村）一路開墾蘭陽平

原，直至 1812 年，宜蘭始納入清朝的版圖，並設廳治理，當時稱為噶瑪蘭廳，礁溪一帶稱為礁溪庄，隸屬淇武蘭堡管轄。吳沙等先

民開墾礁溪時，看到這塊山坡下的土地，因為缺乏水源，墾荒先民就隨口以「旱坑」稱之，與礁溪現今閩南語發音有點類似，據說這

就是礁溪最早的地名由來。為何以圍來當作地名名稱則是因為漳州人以土堡築城建立村庄，這種方式稱之為【圍】 

【林美石磐步道】 

林美石磐步道，有小太魯閣之封號，為一低海拔亞熱帶溪谷步道，沿途為溪流瀑布與峽谷地形，林木蒼鬱成蔭，全程寬敞平緩，清涼

舒適。步道為早期居民農作與民生用水的重要渠水道，充滿先民篳路藍縷的歷史痕跡，以及村民對兒時記憶的無限懷念。 

【金車噶瑪蘭威士忌酒廠】 

金車噶瑪蘭威士忌酒廠是台灣第一座威士忌酒廠，位於宜蘭。「噶瑪蘭」是宜蘭的舊稱，在這塊土地最早的原住民以踏實辛勤聞名，他

們將此地耕耘成一塊瑰寶，寄望回饋土地的恩賜。在亞熱帶的溫暖氣候和太平洋溫潤海風和百年雪山純淨水源的孕育之下，成為了世

界獨一無二的釀酒環境。金車集團創辦人李添財，嚮往建造一座百年酒廠，足跡拓遍蘇格蘭以及日本各知名酒廠，最後在這塊土地落

地，並將威士忌以噶瑪蘭為名。 

【宜蘭力麗威斯汀度假酒店】 

宜蘭力麗威斯汀度假酒店位於水的故鄉 – 員山，酒店共有 85 間舒適宜人的客房、套房及 6 間獨棟別墅，每間客房均配備享有盛譽的

威斯汀天夢之床(Heavenly®  Bed)及白茶蘆薈系列沐浴用品天夢之浴(Heavenly®  Bath)，以精緻的設施和貼心的服務為您打造卓越

非凡的酣眠體驗。客房內設有 50 吋 LED 液晶電視、迷你吧、免費高速無線網路及膠囊式咖啡機等。綠色植物和原木裝飾營造出大自

然的氛圍。客房更設有富含礦物質的碳酸氫鈉個人溫泉湯池，提供您愉悅健康的休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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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DAY2 宜蘭力麗威斯汀→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馬告神木園區→宜蘭力麗威斯汀 

08:30  專車前往★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 

10:30  抵達並漫步於『台北最美後花園』★明池湖畔 

12:00  午餐 

13:00  搭乘接駁車前往『電影賽德克巴萊拍攝地』★馬告神木園區園區專人導覽 

18:00  專車返回飯店 

19:30  享用飯店晚餐  

       晚餐後可盡情度過自由時光。 

早餐： 威斯汀酒店自助早餐 

午餐： 明池山莊(NTD480/人) 

晚餐： 威斯汀酒店 “舞”日式料理晚間套餐(NTD 1280+10%/人) 

住宿： 5★宜蘭力麗威斯汀度假酒店 (保證入住) 

門票： 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園(NTD 95/人)、馬告神木園區(NTD 770/人) (明池山莊到神木園區接駁車、園區專人導覽) 

【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 

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屬於馬告生態公園的一部分。馬告，是泰雅族語 Maqao，原意是醫囑野生山胡椒，泰雅族人常用來作為調味料或

是拿來提補元氣。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明池山莊)、棲蘭森林遊樂區(棲蘭山莊)和百年神木區合稱為馬告生態公園。明池山莊，介於宜

蘭縣與桃園縣交界處，海拔高度約 1150 公尺。由於位處霧林帶，每天中午過後便雲霧渺渺，彷如人間仙境。這裡不僅擁有豐富的林

木景觀，還有黑天鵝、鳥類、蝶類、松鼠、鴛鴦、綠頭鴨等，不時在林間穿梭，每每帶給旅客意外的驚喜與感動！利用原地貌特色造

景的富春庭、提供遊客冥想的靜石園、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為紀念慈母而建的慈孝亭、紀念國父百歲冥誕而命名的國父百歲紀念林、設

有林間教室的蕨園、人工林矩陣排列植樹的森林童話步道、遍植季節花卉的明池苗圃等，都為旅客增添旅遊樂趣！ 

【馬告神木園區】 

神木園是亞洲最大檜木神木園！近百棵千年以上的紅檜與台灣扁柏矗立園區，令人讚嘆；園區內的神木，皆以歷代古聖先賢之名命名，

用樹齡與歷史人物朝代結合，充滿巧思創意，令人印象「森」刻；其中古老的檜木林區還貼心設有長、短程環行步道及休憩設施，提

供遊客從事 1-2 小時的神木園生態之旅。神木園位於臺 7 線(北橫公路)約 75 公里處轉 100 線林道 12 公里處，西距明池森林遊樂區

21 公里，東離棲蘭森林遊樂區 2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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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DAY3 宜蘭力麗威斯汀→太平山國家森林園區→見晴懷古步道→太平山蹦蹦車→台北車站 

09:30  專車前往★太平山森林遊樂區 

11:00  漫遊在『全台唯一入選全球最美 28 條小路』的★見晴懷古步道 

12:30  前往太平山莊享用午餐 

14:30  前往『台版藍湖』的★鳩之澤溫泉，體驗★溫泉煮蛋和享受★美人湯 

16:00  專車返回台北 

18:30  預計抵達台北車站，各自返家 

早餐： 威斯汀酒店自助早餐 

午餐： 太平山莊餐廳(NTD250/人) 

晚餐： X 

住宿： 溫暖的家 

門票：太平山森林園區(NTD200/人)、見晴懷古步道、鳩之澤溫泉(NTD250/人，含煮溫泉蛋(每人一顆)) 

【太平山國家森林園區】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位於台灣東北部的宜蘭縣境內，轄屬於大同鄉及南澳鄉，為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所管轄。自 2011 年起，區

內餐飲、住宿、販賣部、溫泉及蹦蹦車等服務設施，從原本由羅東林管處職工福利會經營，全面改為羅東林管處(公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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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晴懷古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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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晴懷古步道是台灣唯一被 CNN 評點為全球最美 28 條小路之一。見晴懷古步道係由太平山「見晴線運材軌道」部分路

段整建而成，入口處位於太平山宜專一線 23 公里處，步道長 0.9 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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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鳩之澤溫泉】 

鳩之澤溫泉日治時代就設立了。泉源由山麓石縫中滲流而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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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後皮膚會有滑溜滑溜的滑潤感，能舒暢筋骨、美容養顏，素有「美人湯」之譽。 

 

 

 

 

 

 

 

●費用包含: 

1. 交通：三天專車使用 

2. 門票：行程表內有標示★符號即內含參觀門票 

3. 保險：旅遊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4. 小費：包含導遊、司機小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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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ella.tw/articles/body&soul/2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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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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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見諒及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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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特殊餐食需求，請於報名時事先向業務員通知。 

（行程、飯店、餐食，安排均為暫訂，視實際安排情況調整 2021/2/22 修正） 

《詳情請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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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www.t1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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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1tour.com.tw/
mailto:info@t1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