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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旅遊 G.Tour 

賞油桐花．螢火蟲．手作藍染體驗二日(季節限定) 

出發日期及團費資訊： 

星期日 : 4/18、25 & 5/2、9、16、23、30 $ 5,488 /人 

團費說明： 

註 1：此團體以 20 人成團為計價，敬請知悉。 

【行程特色】  

◎尋找「三義藍眼淚」~『西湖渡假村』:  

綠意盎然、林蔭蒼翠是 1820 忘憂谷的最佳寫照！不止有野薑花與其他花卉點綴其中，潺潺流水及原始

自然的生態環境，更是吸引了色彩斑斕的五色鳥、螢光閃爍的螢火蟲、披著不同盔甲的甲蟲、奏著夏季

樂章的青蛙…在這裡生活著。晴朗的夜間，還能仰望美麗的星空，大自然饗宴～在這裡，可以盡情享受！ 

傍晚時分，從忘憂谷口遠眺飯店，當夕陽漸漸地沒入飯店後方，尤其是霧氣瀰漫，一幅宛若誤入仙境的

美景盡入眼簾！而每年春末夏初，當螢火蟲的季節來臨，透過相機的鏡頭，在特定時分，遍地的銅錢草

與螢火蟲閃爍的黃綠光點相映成趣，難得一見的「三義藍眼淚」美景，更是值得您一再回味～ 

◎尋找「桐花．客家．緣」~ 『桐花公園』: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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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夏交替之際，臺灣嘉義以北山區、東部的花蓮、臺東，到處都可以欣賞到油桐花滿山遍布的雪

白美景，尤其是桃園、新竹、苗栗一帶客家庄四、五月更是白雪紛飛，形成臺灣最美的風景。 

客家人經歷兩、三百年「開山打林」的歷史，滿山遍野的油桐樹，曾是客家人早年重要的經濟作物，

所以油桐樹與客家人的淵源相當深厚。 

油桐生命力強，也被用來描述性格節儉、堅毅的客家人。隨著時代變遷，油桐樹的經濟價值不復存

在，但是強勁的生命力，仍在山林間隨春日時節花開花落，為客家庄的經濟變遷做最好的見證。也如

同歷經多次遷徙的客家民族，在面對不同環境的淬煉中，總是堅守根本、堅持創新。 

◎尋找熱門打卡點~『半天寮好望角』: 

昔稱「半天寮」的好望角座落在苗栗後龍溪與西湖溪以南一塊視野遼闊的台地上，早期是軍事基地，

海防部隊撤走後，這裡建了不少風力發電機，是目前全台容量最大的風場，後來政府在舊碉堡附近設

置了觀景台、步道和停車場等設施，成為近年熱門的觀光景點。 

除了一望無際的大海，和 21 座大型的風力發電機雄踞在後龍海岸和山頭的壯麗美景之外，站在觀景台

上，能遠眺後龍溪、西湖溪出海與台灣海峽交會，綿延的西濱快速公路和海線鐵路從山下的西瓜田經

過，偶爾還會看見火車飛馳而過的畫面，站在高處眺望一覽無疑。 

◎手作植物藍染體驗~『卓也小屋』: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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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三千多年前已經知道利用生鮮藍草染色。我們耳熟能詳的「青出於藍」這句古老諺語，便是出

自荀子，由於目睹染匠從綠色「藍草」中染出更為出色的青豔色彩，因此種不可思議的轉化過程與其

染色結果，而發出「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的喟嘆。 

 從十年前至今日，卓也藍染逐步將栽種藍草、製作藍靛染料、培育藍染染缸及藍染工藝都結合到工作

領域之內。 

◎安排結合在地小農與有產銷履歷之食材變化出清爽美味的創意蔬食，提倡蔬食餐飲機能，健康養身。 

◎全程安排檢驗合格豪華旅遊專車全程服務。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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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安排每車乙位專業導遊詳細解說熱情介紹全程服務。 

◎提昇用餐餐標及品質：午餐安排中式客家合菜；晚餐安排飯店內自助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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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 萬履約責任險、300 萬旅遊責任險及 20 萬醫療險。 

※由於每年油桐花開花與螢火蟲活動時期因氣候關係，日期不一，通常為 4 月初至 5 月底，但若因氣

候因素無法觀賞到，依然會依原行程設定前往景點，請於報名時特別注意與見諒。 

 

【行程參考】 

第 一 天 台北火車站 – 好望角 – 客家大院桐花公園 – 西湖渡假村 

09:00       請於台北車站東三門快樂集合出發。 

09:00-10:30 搭乘舒適專車經國道高速公路前往苗栗，一路上與同車的朋友閒話家常談天說地，不知

不覺的兩旁的景物已轉為郊區景象，田園風光一幕幕的從身旁掠過，一定會讓您感動不已。 

10:30-11:10 『半天寮好望角』Instagram 熱門打卡點！眺望美麗山與海之邊界  

苗栗後龍的中和里南端地勢較高，昔日帆船航行海上，將進入公司寮漁港（今名龍港）時，看見此地

高聳、彷彿半天高，有人結草寮而居，因而稱之為「半天寮」。後來當地人有感於這裡的地形風貌有如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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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好望角，另取名為「好望角」。 

11:10-11:40 前往午餐餐廳&桐花公園 

11:50-12:40 午餐餐廳 

12:40-14:00 客家大院桐花公園 

苗栗縣民有客家、閩南、泰雅、賽

夏、巴宰、道卡斯等族群，其中客

家佔 65%，是名副其實的客家大

縣，縣政府乃在桐花公園內設置客

家大院，原意作為桐花公園的管理

站，漸漸發展出傳統匠師與現代建

築師共同構思的「客家大院」，使得

這座三合院融合了古典與現代建

築美學；在美麗的傳統建築風貌消

失的今日，苗栗縣政府虔誠將傳統

客家三合院視為縣民心中的瑰寶，

喚起的更是追索古典文化頂層精

神價值之熱情。 

14:00-14:30 前往西湖渡假村 

15:00       西湖渡假村飯店辦理 CHECK IN 手續&導覽園區 

西湖渡假村是一處美麗精緻的遊樂區，位於苗栗縣三義鄉，剛好在高速公路出口，交通方便堪稱遊樂

區之冠。西湖渡假村景觀以歐式宮廷花園為主，整座花園的氣勢讓人讚嘆不已，它的精緻是國內少有

的。原野樂園眺望神秘西湖，七彩的夢幻世界、豔麗的蛇木蘭花、客家美食與特產、表演秀，還有小

木屋，這一切都足以讓人流連忘返，相約再來。 

餐食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客家合菜料理        晚餐：西湖渡假村園區 

住宿 西湖渡假村飯店或同級 

 

第 二 天 西湖渡假村 – 勝興車站 – 三義龍騰斷橋、南斷橋 – 卓也小屋藍染 DIY –雅

聞香草植物工廠 - 台北車站 

09:00        早餐後，集合展開今日豐富旅程 

09:20-10: 30 勝興車站 

勝興火車站是西部縱貫鐵路的最高點，站內月台有一座紀念碑，標高 402.326 公尺，為西部縱貫鐵路中

最險峻、自然景觀最特殊的一段。勝興車站整棟建築係以木頭為建材，為一日式虎牙式木造建築，虎牙

式設計據說有避邪祈福的作用。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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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興火車站興建於西元 1906 年，至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站內設施有許多日治時代的設備，例如與泰

安之間作為列車通行證的「電器站牌」，現已改為中央控制系統，這套設備也就逐漸成為歷史。 

擁有多項第一的勝興站，在各方的關愛下已於民國 88 年（西元 1999 年）4 月 16 日經苗栗縣政府公告

為「縣定古蹟」，至此深富歷史與觀光資源的文物得以保存。 

10:30-11:30 三義龍騰斷橋、南斷橋 

魚藤坪斷橋又名龍騰斷橋，原名魚藤坪橋，位於臺灣苗栗縣三義鄉龍騰村，為縱貫線鐵路全線開通前一

年所興建完成的磚造橋墩、鋼鈑梁及桁架梁混合型式之橋樑。1999 年 921 大地震後，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於 2000 年將魚藤坪斷橋指定為震災紀念物，苗栗縣政府於 2003 年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指定

為縣定古蹟。  

11:30-15:00 卓也小屋 

座落於苗栗三義的「卓也小屋」具有

濃厚的鄉村農居氣息，在建立之初即

以「植物」定位，在環境優雅、貼近

自然的山林中經營蔬食餐廳、山居民

宿，並積極尋找可在園區生根、加

工、體驗，甚至可直接進行特色生產

的文化創意產業。2004 年，經營者卓

銘榜與鄭美淑夫婦決定將「藍染」導

入，並建立天然染色工坊，從栽種藍

草、製作藍靛染料、培育染缸，到製

作生產藍染工藝產品等，全都納入發展領域。甚至於 2014 年創立「卓也藍染」品牌，成為結合「農

https://www.gian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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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工藝」的成功典範，並為台灣休閒旅遊空間開創出一處前所未見的特色場域——來到這裡，

你將能深刻體會，在樸實純真的農家山居生活之外，由「藍染」所綻放的台灣傳統工藝人文之美。 

活動內容：植物藍染體驗【方巾】+享用養生風味餐【深根在地｜創新料理｜吃得健康又安心】 

15:00-15:40 雅聞香草植物工廠  Instagram 熱門網美打卡點！ 

雅聞香草植物工廠，研發香草、蔬果培育，優化植物品種，園區佔地 2 公頃，種植喬木、灌木、草本香

草植物數百種，區內更有一座國內首度開放參觀的高科技 LED 密閉環控植物工廠，採用高科技環控、

LED 及層架式栽種，不使用農藥、不受重金屬污染，真正達到「生機飲食」標準，不只看得到先進的種

植技術，還能吃的健康營養，享受知識與休閒的觀光之行。 

園區範圍廣泛，種植大量的香草植物，噴霧的香氛步道、充滿南洋風味的木製休閒區與石雕噴水池、最

吸睛之處，莫過於有白色荷蘭風車相伴的玫瑰花園，景色繽紛燦爛，還種植了時下最夯的療癒多肉植物，

以及令人驚豔的後山玫瑰園更具精緻細膩的巧思，佇立其中，彷彿置身遠離塵囂的世外桃源。 

15:40-17:30 賦歸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養生風味餐         晚餐：甜蜜的家 

住宿  甜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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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原住民從尊重開始，欣賞原住民從謙卑開始，感動原住民從文化開始！ 

4.請自備保溫水壺，力行環保，車上無提供瓶裝水。 

5.請自備相機、帽子、雨具、個人慣用特殊藥品等。 

6.活動區域為自然的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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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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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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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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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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