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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旅遊 G.Tour 

甜蜜花東．慢活四日(十人成行) 

出發日期及團費資訊： 

3/3(三)、3/24(三) $18,888 /人 

註 1：團費以兩人一室計價為主，若有特殊房型請另需求，謝謝。 

註 2：此團體以 10 人成團為計價，敬請知悉。 

註 3 : 10 人即派隨團人員 

3/3(三)、3/24(三) $19,999 /人 

註 1：團費以兩人一室計價為主，若有特殊房型請另需求，謝謝。 

註 2：此團體以 8 人成團為計價，敬請知悉。 

註 3 : 8 人即派隨團人員 

【行程特色】 

◎10 人即派隨團人員。 

◎全程安排每車乙位專業導遊詳細解說熱情介紹全程服務。 

◎包含全程各景點門票、停車費、表列餐食費用及領隊、司機小費。 

◎300 萬旅遊責任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花東慢活慢慢走，享受最自在的二人世界。 

◎自然美食增加活力滿滿滿~七星潭幕名私房料理 /吉蒸牧場牛奶鍋/富崗漁港新鮮海產料理。 

◎文青 style 就是要美美的~台泥 DAKA 園區/加路蘭遊憩區/白色陋屋/國際地標-向陽樹/鐵花村音樂聚‧

慢市集/親不知子海上古道。 

◎入住~日暉國際度假村.花蓮瀚品.桂田喜來登或同等級飯店。 

行程參考 

第一天 台北-台泥 daka 園區-七星潭-四八高地戰備坑道-東大門夜市 

06:30 台北車站東三門，集合出發 

09: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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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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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3:00 午餐-七星潭幕名私房料理 

花蓮當地名氣響亮的無菜單料理，以原住民料理常用的食材為基礎，加上阿美族

人主廚的創意手法，餐點不僅美味也賞心悅目，期待貴賓一同體會精緻的原住民

料理。 

13:15-13:45 七星潭 

七星潭有斷層形成的海峽與優美的弧形海灣，具有豐富的自然人文景觀。海灘呈

一優美的弧形海灣，海水潔淨湛藍，黑石晶瑩剔透，在此可遠眺青山蒼鬱，公路綿延。花蓮縣政府更

興建了石雕園區、賞星廣場、觀日樓、兒童遊樂場等休憩設施，在漁場附近還有海生態的解說牌，也

利用防風林區闢建海濱植物園區，動植物生態非常豐富，來一趟知性之旅絕對不虛此行。 

14:00-15:00 四八高地戰備坑道 

緊鄰七星潭的四八高地區域，已規劃為非常具特色的戰地文史空間，包含七星潭四八高地戰備坑道及

曼波園區。在四八高地下方，有個軍事戰備坑道，是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軍所建立。西元 1944 年 6

月的賽班島戰役後，美軍站線向西推進，直逼臺灣島。當時為了防止美軍可能的登陸行動，而建置此

戰備坑道，作為保衛花蓮港飛行場其主陣地北方之屏障，且保留至今，讓我們一同一探究其神秘的坑

道世界吧！ 

15:30-17:30 飯店 CHECK IN 

18:00-19:30 東大門國際觀光夜市 

花蓮東大門國際觀光夜市，包括自強夜市、福町夜市、各省一條街、以及原住民一條街。超過四百個

攤位，其中多家攤商都是在花蓮地區享有極高人氣的老字號，更吸引不少饕客與忠實顧客，不論在地

民眾或各地的觀光客，到花蓮都少不了要到東大門夜市走一趟，體驗這裡的各式小吃。 

餐食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七星潭幕名私房料理              晚餐：夜

市美食自理 

住宿  花蓮翰品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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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飯店-吉蒸牧場-不思閣 Pusge-小米甜甜圈(未下車)-伯朗大道-日暉國

際渡假村 

沒有晨喚的早晨，睡到自然醒(記得在早餐供應時間內去吃早餐唷！)，享受飯店設施。 

11:00 集合離開 

12:00-13:30 午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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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 不思閣 Pusge-小米甜甜圈(每人一個) 

來自花蓮玉里，莉姆姆的歌-小米甜甜圈，以餐車經營模式風靡全台，2021 年改名為不思閣 Pusge。

我們將帶領貴賓抵達不思閣的玉里本地基地，贈送各位貴賓每人一個小米甜甜圈。 

15:00-16:30 伯朗大道(電動車兩人一台) 

台東縣池上鄉的一條田園小路，因拍攝了伯朗咖啡的廣告及金城武代言的長榮航空於此取景， 

自此聲名大噪，被譽為是一條「翠綠的天堂路」。廣大翠綠的稻田，路旁沒有一支電線桿，真真實實感

受到一望無際，不僅有著拍照的好景色，更能帶著心靈遠離喧囂擾嚷，親身體驗一次放鬆的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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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飯店 CHECK IN 

佔地萬坪的的日暉國際渡假村，低密度低樓層的建築保留池上最珍貴的山水美景，將這片獨家的藍天

碧地引入渡假村，融為一景，每個轉角都能發現驚喜景緻，廣闊天地間大口深呼吸，與心靈對話，原

來～旅遊可這麼原味滿足，簡單而美好！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吉蒸牧場牛奶鍋           晚餐：飯店自助餐 

住宿  日暉國際渡假村或同級 

第三天 飯店-加路蘭遊憩區-富岡漁港-白色陋屋-國際地標-台東故事館、藍

晒圖、鐵花村音樂聚落慢市集、TTstyle 原創館-波浪屋 

沒有晨喚的早晨，睡到自然醒(記得在早餐供應時間內去吃早餐唷！)，享受飯店設施。 

11:00 集合離開 

12:15-12:45 加路蘭遊憩區 

加路蘭是台東縣東河鄉的阿美族部落，阿美族語稱為

「kararuan」，意指洗頭髮的地方，因為附近小溪富含

黏地礦物質，洗髮後自然潤濕亮麗而得名。 

加路蘭遊憩區原本為空軍建設志航基地時的廢棄土置放

場所，經東管處數次以生態工法整建後，新增停車場、

觀景台及裝置藝術，將廢棄區域整理成一個富有風情的

遊憩區域與休息站。 

13:00-14:00 午餐-富崗漁港新鮮海產料理 

富岡漁港原名「加路蘭港」，因鄰近阿美族「加路蘭部落」而得名，是臺東市區附近的港口，距離臺東

市約 6 公里，規模僅次於成功漁港，是臺東縣第二大港。 

14:10 白色陋屋 

白色陋屋或稱小白屋、台版霍爾的移動城堡，這個臨近海濱公園的特色建築，是充滿故事的白色小

屋，為一位退伍榮民拾荒所增建，以建築風格怪異聞名。 

14:20-15:20 國際地標-向陽樹 

國際地標座落在臺東海濱公園，園區內有人文主題步道、劇場、廣場、湧泉地景以及公共藝術，是一

處以「人」為主的空間，空間設計與一望無際的太平洋相互呼應，人們可以在這裡駐足聽濤、賞海，

感受海洋氣。臺東是一塊不同族群交會與融合的土地，創作者《游文富》以兩端延伸的走道像是張開

雙臂擁抱大地與人民，呈現具有綿延深長的樹根之意象，屋頂採用波浪性木編結構，象徵著海浪及山

派綿延不斷，生生不息、在地著根、向上提升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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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7:30 台東故事館、台東藍晒圖、鐵花村音樂聚‧慢市集、TTstyle 原創館-波浪屋 

嶄新的台東故事館，不只是書店，更是一座激盪與展現臺東

在地創意的森林。星空、月光、熱氣球，山巒、森林與海

洋，還有無數他和她在台東寫下的故事與回憶，交織出這片

迷人的風景。 

台東藍晒圖一樣也是台南藍晒圖的創作藝術家劉國滄操刀。

兩面高聳舊牆上，同樣以深藍色顏料為底，再以白色線條畫

出各式創意圖案，搭配突出於建築物的立體桌椅，庭院外還

有塗成藍色的舊腳踏車、沙發及裁縫機，十分愜意。 

鐵花村音樂聚落．慢市集，是由「台灣好基金會」結合台東

音樂人和藝術家共同打造的地方，從荒煙蔓草中慢慢地紮根、成長，在充滿音樂能量的東台灣誕生，

由【音樂舞台】、【鐵花小舖】、【假日慢市集】所組成，成立於 2010 年 7 月。音樂是鐵花村的根，在

地文化及產業則是滋潤的養份，因此打造出全台獨一無二的音樂聚落。 

TTstyle 原創館位於鐵花村徒步區，波浪天頂設計概念來自於台東山與海的意象，由馬賽克拼貼出蔚藍

洋流的波浪，七色象徵臺東七大原住民族群匯流入此，另天頂功能具收集風與水的綠能，造型豪邁伸

展弧度，有如海浪的湧動，層疊山峰的壯碩；下方恩典之柱的圖騰的設計，紀錄原住民祖先的生活態

度與文化，鐵鏽蝕成斑駁，傳達剛柔並進，歲月洗鍊之熟成美，整館又稱波浪屋。整體結構以 50 個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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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鋼筋打造而成，共 18 家店舖，結合極具設計感的波浪造型外觀，吸引多家原住民手作原創商品

店、特色餐飲、咖啡小店入駐，成為台東原創新聚落。 

17:45 飯店 CHECK IN 

18:00 台東觀光夜市 

台東觀光夜市位於正氣路上，白天是販賣各式水果的水果街，店家會將各式水果放置在店前供民眾挑

選，許多當季盛產的水果這邊幾乎都買得到。在週四至週六夜晚，這裡搖身一變成為夜市，各式知名

小吃，山豬肉烤肉割包、東山鴨頭、金雞母涮嘴鹽水雞、七里香水煎包…等等，也有許多遊玩的設施，

提供台東夜晚的娛樂消遣，也讓許多遊客到了晚上也多了一個可以遊逛解饞的好地方。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富岡漁港新鮮海產         晚餐：夜市美食自理 

住宿  桂田喜來登或 The GAYA Hotel 或同級 

第四天 飯店-三仙台風景區-親不知子海上古道-洄瀾貨櫃星巴克-台北 

10:00 集合離開 

11:00 三仙台風景區 

三仙台可是花東海岸線海底景觀最美的地方。全島面

積約 22 公頃，最高點海拔約 77 公尺。地質屬於都巒

山集塊岩，原是一處岬角，但因海水侵蝕，逐漸蝕斷

岬角頸部，而成了離岸島，島的四周珊瑚礁環繞，海

底熱帶魚群聚，適合潛水和游泳。而因其為火山噴發

而出的小島，島上奇石分布，除了仙劍峽、合歡洞等

與三仙台故事有關的天然奇景外，並且散布著海蝕

溝、壼穴、海蝕柱、海蝕凹壁等海蝕景觀，登島遊覽

頗富尋幽訪勝之趣。其中又以三座珊瑚礁岩形成的山

峰最為獨特，因此民間相傳，八仙過海時，李鐵拐，何仙姑和呂洞賓曾在此休憩，烙印了仙跡，因此

取名為三仙台。 

※三仙台八拱橋自即日起至 110 年 6 月 30 日止暫時封閉半年進行維修補強作業，施工期間不開放遊客

通行過三仙台島，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12:00 午餐 

14:00 親不知子海上古道 

沿著台 11 線新磯隧道南端峭壁闢建，全長 150 公尺，分為原有古道及 20 公尺天空步道，天空步道以

強化玻璃鋪成，下方就是垂直懸空的懸崖，還可飽覽古道風光及無敵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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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洄瀾貨櫃星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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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 台北車站東三門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長濱鄉美食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  溫暖的家 

 
旅遊小叮嚀 

1.台灣因多元民族而美麗，要懂得欣賞文化差異的美感！ 

2.親近自然，請穿著輕便服裝及運動鞋或防滑好走的鞋。 

3.請自備保溫水壺，力行環保，車上無提供瓶裝水。 

4.請自備相機、帽子、雨具、個人慣用特殊藥品等。 

5.活動區域許多為自然的環境，請注重環境保護，全程請減少製造垃圾。 

7.好國民出門必帶身分證件及健保卡。 

8.本活動將依當天天候狀況或特殊因素作順序或部分更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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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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部  諮詢服務專線：02-25097728     https://www.gianttour.com.tw/ 

巨大旅遊 G.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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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