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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戀湯泉~ 
蘇澳花蓮玉里冷溫雙泉二泊三日(六人成行) 

【出發日期及費用資訊】 

3/3.10.17.24.31、4/7.14.21.28 $ 12,990 /人 起 

1. 團費以兩人一室計價為主，若有特殊房型請另需求。 

2. 本售價為平日報價，假日(紅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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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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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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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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蘇澳冷泉簡介 

宜蘭以溫泉聞名，蘇澳更有冷泉，號稱「天下第一奇泉」。早期蘇澳地區人民因常發現有昆蟲死在冷

泉水中，誤以為泉水有毒而不敢靠近。日治時期，臺灣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在前往南澳探險時，於途

中往蘇澳冷泉中洗澡，洗後除身體感到無比清涼外，更覺得精神為之振奮；又有日本軍人竹中信景因

為軍旅行動，喝下冷泉後頓覺精神百倍！竹中信景退役後到蘇澳鎮定居，並著手研究冷泉的成分，發

現具有特殊的療效，據傳經常浸泡蘇澳冷泉對皮膚有益，是當地女性口中的天然美容聖品。竹中信景

更看中冷泉富含的二氧化碳和清涼獨具的口感，在七星山下開設臺灣第一家汽水廠─「七星涼(汽)水

廠」，成為廣受歡迎也蔚為流行的「彈珠汽水」；日商中村真一也運用冷泉特質，於白米橋邊設廠製作

「羊羹」。目前雖已不生產「彈珠汽水」，但「羊羹」依然是蘇澳冷泉的代表性特產。蘇澳冷泉為恆溫

攝氏二十二度的「低溫礦泉」，由於宜蘭豐沛的雨量，和蘇澳當地厚實的石灰岩層地形而形成。泉水

無色無臭、水質透明，地底不時冒出氣泡，是可浴可飲的碳酸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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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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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波大飯店蘇澳四季雙泉館 

煙波蘇澳館 2019 年榮獲擁有「飯店界奧斯卡獎」之稱的世界奢華酒店大獎(World Luxury Hotel 

Awards)，賦予「世界奢華蜜月酒店」之殊榮。坐落於恬靜的宜蘭蘇澳小鎮，擁有國際級的黃金雙

湯與海景日出，全館客房皆設有獨立大理石湯池，並有大片落地窗可遠眺美景。酒店更打造「追日

初體驗」，位於頂樓的卻書閣在日出時段開放並提供茶點服務，更不可錯過高樓層的無邊際泳池─川

原天幕，優游其中可見蘇澳港躍然於前，海上風光一覽無遺。 

 

【貼心旅程】 

◎全程安排檢驗合格【五年內車】豪華旅遊九人座專車全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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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參考】 

第一天 台北車站-花蓮-玉里溫泉 

08:00 台北車站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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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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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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16:30 山姆先生咖啡館 

剛蓋好就爆紅的山姆先生咖啡館，外觀有如真實的魔戒夏爾村小屋，彷彿走入童話故事之中，另外

有個台版霍爾移動城堡的冰淇淋車，更是吸睛度破表，若路過台九線，可別錯過來這邊順道一訪。 

 

18:00 玉里鎮安通溫泉 

第二天 玉里-客城鐵橋-吉蒸牧場-新社梯田-芭崎休息區-新天堂樂園-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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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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崖-台泥 DAKA 園區-蘇澳 

10:0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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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11:00 北回歸線標誌公園 

北回歸線橫貫臺灣嘉義縣與花蓮縣，二縣為標示北回歸線的通過而立碑紀念，共設有三座標塔，分

別位於嘉義縣水上鄉、花蓮縣瑞穗鄉及豐濱鄉。位於花蓮瑞穗鄉舞鶴村的北回歸線座標塔建於 1933

年，白色八爪造型的北回歸線標誌，造形優美，每年夏至正午，太陽直射北回歸線，此地就可看到

「立竿不見影」的天文奇景，公園內周遭設有巨大茶壺造型的裝置藝術、廁所、休憩區，在公園兩

側的木製迴廊中，設有許多跟天象、氣候、節氣、地球科學等相關的解說牌示。 

11:15-13:00 吉蒸牧場牛奶鍋 

吉蒸牧場是花蓮縣唯一無毒農業示範的酪農戶，「無毒農業」產品通過嚴格檢測，證明無農藥殘留與

水土污染，嚴謹度並不亞於有機認證，花蓮縣採用生產履歷制度，至今所驗證產品都安全無虞。無

汙染的健康土地上，堅持零除草劑、化肥農藥，肩負環境友善和食安把關，不僅提供健康好喝的鮮

乳，更是生活食農的實踐者！吉蒸牧場坐看秀姑巒溪蜿蜒，周邊生態多樣豐富，其水系區域內還有

緊鄰的紅葉溪、富源溪等支流流過，亦成為了農業與生產等灌溉山泉水。海岸山脈與聳峻中央山脈

成為此處最鮮明風景，被花東縱谷的山勢環抱著，金黃稻穗收成的作物也展現了當地自然共好、友

善生態的簡樸。 

 

14:00-14:30 新社梯田 

從宜蘭南遷的噶瑪蘭人，到花蓮豐濱鄉建造新聚落，因而村落名為新社，在噶瑪蘭語新社是「萬物

養生之地」。在宜蘭習慣耕作的居民仍念念不忘稻米的滋味，於是在臨海台地上開闢梯田、種植稻

米，稻草人是田間的守護者，由部落工藝者運用在地素材，手作竹籐編成優雅的 Sanku 魚筌，讓新

社部落有著不同的文化特徵，而稻田連接著海的特殊景象，又稱之為海稻米梯田。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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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15:00 芭崎休息區 

芭崎眺望臺位於臺 11 線 31.5 公里處，是海岸公路上難得的制高點，公路在這裡呈現一個完美的髮

夾彎，一面是翠綠山景，一面是蔚藍海景，景色相當優美而且震撼。瞭望台視野遼闊可以看見磯崎

海灣、龜吼海岬和新社海崖，是層次分明的奇特海岸地景。 

15:30-16:00 新天堂樂園 

亞洲首間以「貨櫃屋」打造的星巴克門市，建築外觀由建築大師隈研吾設計，以曾駐足過紐約、巴

爾的摩、馬賽、巴塞隆納等世界各大城市碼頭的 29 個貨櫃為主體堆疊打造出倒金字塔型的四層建

築，賦予貨櫃新生命。貨櫃交疊的鏤空處以大面積的採光天窗，讓日光層層灑落，有如陽光穿透樹

林般，呼應了花蓮作為大自然特別眷顧的地方特色。 

17:00-17:15 清水斷崖 

清水斷崖位於清水山東側，自蘇花公路和平至崇德之間，綿延 21 公里。其中清水山東南大斷崖尤

其險峻，絕壁臨海面長達 5 公里，非常壯觀。當行車在山壁斷崖與無垠汪海之間，好像騰雲凌空，

上有巨壁千仞，下是汪洋萬頃，驚險無比。在這裡可以欣賞太平洋海天一色，山海對峙，以及海岸

呈現多層次的藍色驚艷。 

17:30-17:45 台泥 DAKA 園區 

隨著蘇花改的開通，拉近了與花蓮的距離，往返花蓮的路途上可停留於台泥 DAKA 園區休憩。休息

片刻外，別忘了到 DAKA 市集看看，裡頭有著花蓮小吃、在地手作特色商品等等可以參觀選購喔！ 

 

18:45 蘇澳冷泉 

第三天 蘇澳-冬山河生態綠舟-羅東林場-台北車站 

10:00-11:30 冬山河生態綠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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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吉蒸牧場牛奶鍋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煙波大飯店四季雙泉館(私人冷熱雙泉)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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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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3:30 宜蘭在地無菜單料理 

13:45-14:30 羅東林場 

過去太平山林場之興盛帶動著羅東的發展，羅東林業化園區原為羅東出張所，為太平山林場之製材

作業、貯木場、營林辦公廳與職員宿舍，園區內完整保存林業設施、聚落、貯木作業設施、載運機

具等，當時與阿里山、八仙山林場並列為日據時期三大林場，開採規模更為三大林場之首。93 年林

務局規劃為「羅東林業文化園區」，陸續將辦公廳、處長宿舍、勞工俱樂部、舊檢車庫、職員宿舍、

碉堡與貯木池之歷史建築登錄為文化資產，並於 101 年將整個園區登錄為文化景觀區。 

 

14: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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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團成團售價】 

冬戀湯泉~蘇澳花蓮玉里冷溫雙泉二泊三日 

包團出發價目表 

出發人數 房型 成人 小孩佔床 假日加價 

四人成行 雙人房 15,990/人 15,990/人 1,500/人 

 四人房 14,990/人 14,990/人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宜蘭在地無菜單料理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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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成行 雙人房 13,990/人 13,990/人 1,500/人 

 三人房 13,590/人 13,590/人  

六人成行 雙人房 12,990/人 12,990/人 1,500/人 

 三人房 12,590/人 12,590/人  

 四人房 11,990/人 11,990/人  

【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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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差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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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須收取費用如下： 

(一)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二)通知於出發日前第十一日至第二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三)通知於出發日前第四日至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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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三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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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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