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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曉湯泉~宜蘭礁溪羅東溫泉二泊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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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溫泉簡介 

宜蘭以溫泉聞名，尤其是礁溪鄉，礁溪的發展與溫泉是密不可分的，早期人們築圍沐浴，到日治時代

日本人設置公共澡堂和旅舍，開啟溫泉的商業用途，一直到近年來規劃為溫泉觀光特定區，並以溫泉

從事各項農漁業的耕種養殖，因此，溫泉也是繁榮此地的重要經濟命脈。礁溪溫泉屬於碳酸氫鈉泉，

富含鈉、鎂、鈣、鉀、碳酸離子等化學成份，是臺灣少見的平地溫泉。此泉色清無臭，湧到地表時約

為 58 度 C，洗後光滑柔細不黏膩，由於富含礦物質，因此不論是浸泡、沐浴或經處理後成為礦泉水

飲用，都對身體健康極有幫助。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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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却國際溫泉酒店 

羅東火車站旁最高的建築地標，改變了宜蘭的天際線，現代簡約的建築風格，擁 400 多間奈米雙湯

池客房以及各國美食餐廳，飯店設施有戶外游泳池以及大眾室內溫泉 SPA 池，頂樓的星空酒吧，可

將蘭陽平原美景一覽無遺。早餐提供多樣宜蘭在地美食，如蒜味肉羹、米糕、牛肉湯等，更可從早

上 6:30 一路吃到 14:00 不限制時間，給賓客充足的時間享用豐富的早餐。 

 

誠闊礁溪渡假飯店 

運用北歐清新自然風格打造的誠闊礁溪渡假飯店，每一房皆有獨立溫泉浴池與大面窗景，浴室更使

用義大利頂級沐浴產品 The Rerum Natura，溫泉泉質為號稱「美人湯」的碳酸氫鈉泉，有軟化角

質、滋潤以及淨白肌膚的功能。房間備品也不馬虎，除了提供單次免費 mini bar 和宜蘭當地特色點

心，還有膠囊咖啡機和唐寧茶包供應，飯店頂樓有天空酒吧提供各式飲品，也有戶外溫泉戲水區，

可眺望蘭陽平原甚至龜山島景致，一樓大廳更有 24 小時供應的免費 mini bar 提供咖啡茶和小點心

等，讓所有賓客享受賓至如歸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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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山河生態綠舟-張美阿嬤農場-羅東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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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12:00 冬山河生態綠舟(包含入場門票/不包含遊船船票) 

位在宜蘭冬山河的冬山河生態綠舟(亦稱冬山河森林公園)，是一處結合友善生活、綠色旅遊以及環

境教育的園區。景觀包括「森之脈」人行橋，獨木舟遊憩站、展望亭、蝴蝶步道、獨角仙復育區、

景觀橋、「漂浮」教室。另有處如同電影《魔戒》場景的奇幻洞窟，走進洞窟內不僅可賞見碧綠河

畔，還能在陽光灑落的位置攝下仙氣十足的美照，奇幻場景令人驚艷，被譽為「神秘河道」。 

※可自費參加生態綠舟水域河道電動船遊船(全票 75 元/半票 35 元；約每 30 分鐘一，一趟約 15 分

鐘，實際開放時段視現場狀況，可提前上網預約搭乘) 

  

12:30-14:00 午餐 

14:30-16:30 張美阿嬤農場(包含入場門票) 

近期台灣掀起一波餵鹿潮，位在宜蘭三星鄉的張美阿嬤農場經營已有數年，經過整地改建之後，有

著 400 坪的廣闊空間和日式庭院造景，適合闔家親子前來餵食小鹿並與小鹿互動，更可租借和服穿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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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體驗與小鹿合影喔！近期更新增了萌度一樣爆表的水豚君，一樣可以體驗餵食水豚的感覺喔！ 

 

17:00 村却國際溫泉酒店 

第二天 羅東-見晴懷古步道-清水地熱公園-三星落羽松-礁溪 

10: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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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14:00 清水地熱公園 

清水地熱位於大同鄉清水村南側的清水溪谷中，地熱泉源由地下冒出，屬鹼性泉，泉水溫度高達攝

氏 95 度 C，泉質微黃且略帶硫磺味，呈滾騰狀。煮食池及泡腳池使用 19 號地熱井之熱水(溫度 150

度 C)，現場販售食材煮食(雞蛋、玉米、玉米筍、番薯、筊白筍等…也可自行準備食材，但禁煮食海

鮮類)，另有泡腳池可放鬆身心。 

14:30-15:30 三星落羽松 

有「宜蘭小歐洲」的美譽的落羽松秘境，位於三星鄉安農溪畔，這整排的落羽松，是因三星鄉公所

為防風護岸，在民國 80 年代在此栽植約 200 株落羽松，就形成了這綿延 500 米的林蔭大道。每逢

秋冬之際，綠葉翻紅，增添了異國情調。(每年約秋冬時節 12 月-1 月較為艷紅，如遇氣候不佳可調

整行程) 

 

早餐：X 午餐：宜蘭在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村却國際溫泉酒店(含私人風呂)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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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 誠闊礁溪渡假飯店 

第三天 礁溪-湯圍溝溫泉公園-蘭陽博物館-台北車站 

11:00-12:30 湯圍溝溫泉公園 

「湯圍溫泉溝」舊名燒水溝，縣府特別將其規劃為「湯圍溝溫泉公園」，在面積寬約一公頃的園內設

有男女公共浴室、戲水區、小劇場、散步道、賣店、溫泉井、西廣場、足湯亭、溫泉迴廊、溫泉自

湧、親子亭、溫泉觀測井、竹棚亭、對奕亭、東廣場、公廁等各種設施，提供民眾歇息泡腳的多元

化休閒空間。 

13:00-13:30 蘭陽博物館(不包含展館參觀門票) 

蘭陽博物館作為公共藝術建築，由姚仁喜建築師以「與環境共生、與自然融合」的概念，打造出與

大地共生的建築，主建築物融入北關海岸一帶常見的單面山的形體，也為了呈現蘭陽平原四季的田

野色調，以韋瓦第的四季主旋律做為發想，外牆採用有質感的石材，做排列組合，仿造單面山的岩

石紋理，並隨著四季與天色的光影變化而有不同的色調。在館內常設展主題結合建築特色，由上而

下分別設立山之層、平原層、海之層、時光廊，藉由這些展覽來表現宜蘭的地理環境、人文歷史以

及豐富的自然生態。 

 

13:3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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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清水地熱公園自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誠闊礁溪渡假飯店(含私人風呂) 

早餐：飯店內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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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