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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旅遊 G.Tour 

瑞穗柚花追香半程馬拉松花蓮二日遊 

太魯閣．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林田山 
行程特色 
◎台北++花蓮來回安排搭乘安全舒適的團體專用列車或自強號火車，減少長途拉車之辛苦。 

◎花蓮當地安排檢驗合格豪華旅遊專車全程服務。 

◎全程安排每車乙位專業導遊詳細解說熱情介紹全程服務。 

◎帶您暢遊～太魯閣國家公園：太魯閣遊客中心、砂卡噹步道、九曲洞步道．等。 

◎帶您暢遊花東最美的蝴蝶谷主題公園：花蓮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 

◎馬拉松報名連結網址：https://bao-ming.com/eb/content/4619#22702 

 ※請注意，馬拉松報名將於 2021/2/4 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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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團日期 

2021 年 3月 20 日-3 月 21日 

行程參考 

第一天 台北火車站++花蓮火車站-太魯閣國家公園(砂卡噹步道、九曲洞步

道)-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飯店 

0640-0720 台北火車站【東三門】快樂集合。 

0752-1020 搭乘安全、舒適的火車 410 次列車，前往台灣的後花園－花蓮，沿途欣賞美麗的北迴鐵道

風光。（火車班次及時間，以訂到台鐵班次為主，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1020-1100 抵達花蓮火車站後，前往花蓮餐廳享用午餐。 

1200-1230 前往台灣第四座國家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 

太魯閣國家公園以雄偉壯麗、幾近垂直的大理岩峽谷景觀聞名。沿著立霧溪的峽谷風景線而

行，觸目所及皆是壁立千仞的峭壁、斷崖、峽谷、連綿曲折的山洞隧道、大理岩層和溪流等

風光。 

1230-1400 前往【砂卡噹步道】小健行（前段來回步行約 1.5 小時）。 

砂卡礑溪溪床上鋪滿大大小小的壘石，以大理石與片麻岩最多，湛藍湍急的溪水滑過溪床，

與溪石合奏出清亮的自然樂音，而溪水也將岩石琢磨得圓滑柔美。褶皺在兩岸山壁和溪中岩

石上形成一幅幅抽象壁畫，任人欣賞想像。 

1400-1530 前往【九曲洞步道】健行（停留約 50 分鐘）。 

九曲洞是太魯閣峽谷最精華的路段之一，步道全長 700 公尺，需原路折返。步道緊倚著高

山深壑，向下俯瞰則是急湍的立霧溪水，兩岸山壁緊峙，鬼斧神工與險峻的地勢令人讚嘆震

懾。 

1740-1800 前往花蓮度假飯店辦理 CHECK IN 手續。 

1830-1930 晚餐於飯店享用豐盛的晚餐。 

1930-2200 晚間自由活動，您可於飯店內享用飯店設施：如房內溫泉或露天風呂．．等設施（設施依

飯店不同而不同），讓您忘了所有的壓力與與煩惱，必能讓您充分享受難得的旅遊假期！ 

 

餐食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飯店晚餐 

住宿  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飯店 或同級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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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飯店-瑞穗柚花追香半程馬拉松/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林田山-阿美麻

糬觀光工廠-花蓮火車站++台北火車站 

0500       瑪嚕蜀！早安您好！刷牙洗臉、準備挑戰馬拉松盛事(今日早餐為您準備好活力滿滿餐盒) 

0800-0900 享用飯店豐盛的自助早餐。 

0900-0930 飯店辦理 CHECK OUT 手續。 

0530-0600 【瑞穗柚花追香半程馬拉松】參加者集合、衣物寄放 

0610       開幕式(來賓致詞) 

0620       熱身操/裁判長說明競賽注意事項 

0630       半程馬拉松組鳴槍起跑； 0930       半程馬拉松組頒獎 

0640       健跑組鳴槍起跑； 0830       健跑組頒獎 

0650       樂跑組鳴槍起跑； 0800       樂跑組頒獎 

※沒有參加路跑的團員，可以前往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散散步唷! 

【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芬多精高能量綠色走廊 

漫步於園區中參天高大的樟樹林，深深吸進一口帶有樟木香的芬多精，進行人與大自然的對話。而園區

內險峻的溪谷地形十分壯觀，溪中錯落有致的巨石，湛藍的富源溪蜿蜒而下，在巨石間洶湧奔騰，走在

吊橋上，欣賞這番美景與龍吟瀑布。 

1100  飯店辦理 CHECK OUT 手續。 

1130  享用午餐 

1230-1330 【林田山】過去有「小上海」之稱的林田山林場，被稱為森坂（日語發音：摩里薩卡），以

保存最完整的伐木基地聞名。雖然林田山昔日風華不在，但園區中不僅有各種伐木器具、傳統消防物等

豐富的文物，還留有頗具規模的中山堂、日式檜木建築群，有著濃厚林業歷史的林田山，成為旅客來花

東縱谷必拜訪的人文景點。 

1500-1600 前往參觀【阿美麻糬觀光工廠】，品嚐花蓮當地名產～自由選購。 

1600-1630 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搭乘旅遊專車前往花蓮火車站。 

1645-19:26 搭乘安全、舒適的 181 次列車，返回台北火車站 

※火車班次及時間，以訂到台鐵班次為主，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晚餐於火車上享用精緻餐盒。 

2035-     安抵台北火車站，結束愉快的旅遊假期，回到可愛溫暖的家！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豬腳風味餐           晚餐：精緻餐盒 

住宿  溫暖的家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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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售價明細 ※20 人(含)以上成團※ 

團  名 瑞穗柚花追香半程馬拉松花蓮二日遊  太魯閣．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林田山 
 

出  發 2021/03/20 星期六 

售  價 6,888 小孩佔床 6,888 單人房加價 3,450 

年齡說明 嬰兒：0 - 未滿 2 歲，小孩：2 - 未滿 12 歲* 年齡係以「團體回國日」為準做計算 

報價說明 

1. 團費不含馬拉松報名費(參考價格如下；實際以活動單位公告為主。) 

 

 

 

 

 

2. 本 行

程須滿 20 人(含)以上成團，上限為 40 人。報名截止日: 2021/01/15 

 

半程馬  

(21K) 

 

健跑組  

(12K) 

 

樂跑組  

(6K) 

報名費用 $ 800 $ ７00 $ 600 

晶片押金 $ 100 $ 100 $ 100 

 

作業說明 

行程包含 

＊去回程之遊覽車費用。 
＊行程表上列出之餐食費用。 
＊司機、領隊差旅費。 
＊花蓮地區飯店住宿費用（皆安排２人／室），如需求單人入住須補差價 3,450 元/人。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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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不包含 
＊表列上自理餐食費用支出。 
＊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 
＊純屬私人之消費：如飲料酒類、洗衣、電話及私人購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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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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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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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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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