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玩美東台灣 



宗旨 

Day1 
時間 目的地 里程數 

08:00~12:08 嘉義火車站集合出
發到台東火車站轉

遊覽車 

搭乘自強號列車
371 

12:20~13:00 台東市東池池上便
當享用午餐 

6.9公里 

13:20~14:00 參觀台東琵琶湖公
園 

6公里 

14:10~14:30 臺東海濱公園 1.4公里 

15:00~17:00 知本溫泉新知本
大飯店 

16.8公里 

17:30~18:30 晚餐(吉串燒) 

 

18公里 

18:40~19:30 務本堂養身館 1.5公里 

20:00 入住東遊季SPA度
假村 

18公里 



東池池上便當 
 

來台東必吃的平價美食， 

用台灣聞名的池上米做出 

來的便當，簡單的幾樣配 

菜足以用銅板飽餐一頓了， 

省錢又滿足。 



台東琵琶湖森林公園 

    琵琶湖湖邊設有原木棧道、
環湖步道、觀景水榭等措施，
而湖邊成排的木麻黃與木造
涼亭，將琵琶湖營造出一種
清幽之美的氣息。 

且琵琶湖是一個非常珍貴的
河口海濱溼地，湖泊裡有原
生的淡水魚類， 

因此不論是研究水中生態、
散步、賞鳥、騎腳踏車，都
是第一選擇的好地方~ 

 

 

 



台東海濱公園 

地點就在森林公園隔壁，有很寬廣
的地方可以欣賞美麗的海岸線，園
內也有許多藝術品，還有國際地標，
是大家爭相合照的景點，是個值得
駐足的地方，可以拍很多漂亮的照
片。 



知本溫泉-新知本湯屋 

     新知本窗外擁有一整片
的天然芬多精，宛如睡夢
中的森林浴。在睡前打開
窗，自然享受窗外的芬多
精，紓解都市的繁雜壓力，
安定浮躁的情緒，進入美
好的睡夢中。 

 早上起床，望向窗外，意
外的發現獼猴和松鼠在跟
你say hello，這是新知本特
有的驚喜體驗。 



吉串燒(日式料理) 
        位於台東大同路上的吉串燒，
店面不大如果不注意會很容易錯
過的隱藏美食，燒肉便當，關東
煮，各式燒烤是必點的【也有熱
炒喔！聽說有難得ㄧ吃的炒鰻魚
肚】，尤其搭上冰涼的生啤酒根
本就是絕配。 

         會選擇它的原因，當然就是因
為它的價錢屬於中低價位，對於
我們學生族群相對比較合適啦! 



務本堂養身館 

出門在外仍然不能忘記肌膚上的保養， 

玩了一天也該讓自己好好放鬆了~ 

務本堂養生館提供最好的服務來到這
裡一定要來體驗最有名的藥草足浴 和
足膜護理。 
愛美的女孩們也可以試試燙睫毛，這
裡可以說是平價的享受 。           

 



東遊季SPA度假會館(知本溫泉) 

東遊季養生溫泉區為全知本占地最大，溫泉水療區
設置有多項設施：鵝頸衝擊泉、立腰式按摩泉、熱
泉泡泡浴、浮浴、氣泡式按摩床、傘狀瀑布浴、岩
壁落瀑、植物芬多精三色水療池等供您體驗，任由
溫泉水柱按摩您全身穴道，紓解疲勞壓力。 
還包括露天溫泉區、池畔休憩區，甚至還有溫泉煮
蛋區，提供體驗煮蛋的樂趣，泡溫泉更添一番樂趣。 



室內溫泉區 露天溫泉區 

鵝頸衝擊泉 長方形水池 

立腰式按摩泉 兒童戲水區 

浮浴 半圓形水池 

氣泡式按摩床 池畔休憩區 

熱泉泡泡浴 溫泉煮蛋區 

植物芬多精三色水
療池 

男女有氧蒸氣室 

遠紅外線能量烤箱 

SPA溫泉區介紹~ 



室內溫泉區 



露天溫泉區 



Day2 
時間 目的地 里程數 

07:00~07:30 集合出發 

08:00~09:30 史前博物館 15.3公里 

10:00~11:00 富岡漁港 14.2公里 

11:30~12:30 都蘭林場 14.5公里 

13:40~14:10 三仙台 40.8公里 

16:20~17:30 六十石山 46公里 

17:35~18:30 晚餐(德森有機農莊) 2.3公里 

19:35~ 瑞穗溫泉(虎爺spa

會館) 

46.2公里 



台灣史前博物館 

 臺灣是一個擁有多元族群的島，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具體
的展示讓觀眾了解人、自然、文
化三者的互動關係，將臺灣豐富
多樣性的文化，透過博物館的各
項功能傳達給每位來訪的觀眾，
並使大家更珍惜、尊重這片土地
綿延不斷的自然與文化生命。 

參觀分為以下三大區  

1.【臺灣自然史】展示廳：呈現臺灣從誕生至今的地質與生態變化 

2.【臺灣史前史】展示廳：呈現史前時代，臺灣各地發展出的各種
文化。 

3.【臺灣南島民族】展示廳：內容為臺灣南島民族的多元文化。 

 



富岡漁港 
富岡漁港一直是臺東進出綠島和蘭
嶼的轉運站，加上與親潮、黑潮交
會，帶來豐富魚群，因此也有漁場
和海釣場。富岡漁港鄰近加路蘭風
景區以及小野柳，加上漁港本身所
帶來的海鮮餐飲業，使得富岡漁港
具有觀光、休憩等多樣化的風貌。 

富岡漁港因地緣關係，除了成為供
應漁獲的港口之外，因鄰近臺東市
區的特色也成為兼具觀光價值的港
口，港外的富岡市區海產料理店林
立，可以吃到剛上岸的新鮮漁獲；
另外也因臺東縣境內來往綠島及蘭
嶼的交通船皆從此地開船，假日與
觀光旺季時遊客絡繹不絕。 

 



都蘭林場-月光小棧 

 目前東管處已將「月光小棧」交與
女妖藝術團體認養，建築物2樓保留
『月光下我記得』的電影道具及場
景，1樓做為藝術展出，讓整棟建築
散發濃濃藝文氣息。而一旁的舊宿
舍改成咖啡廳，讓遊客不論是坐在
戶外花園或是待在某個角落，都可
以喝杯茶或咖啡，悠哉地度過屬於
這兒的美好時光。 



三仙台 
 三仙台，是由離岸小島和珊瑚礁海

岸所構成，島上奇石分布，其中有
三塊巨大的岩石，傳說呂洞賓、李
鐵拐、何仙姑曾登臨此島，因而得
名。 

三仙台島的地質屬於都巒山集塊岩，
原來是一處岬角，因海水侵蝕逐漸
斷了岬角頸部，而成了離岸島。過
去想參訪三仙台的遊客只能利用退
潮時，涉水而過，1987年完成了八
拱跨海步橋，它的波浪造型，宛如
一條巨龍伏臥海上，銜接三仙台和
本島，已成為東海岸極為著名的地
標。 



六十石山 
 

每年8月～9月是金針花盛開的季節，
也是六十石山人潮最多的時期，窄
小的產業道路上，常擠滿了上山觀
賞金針花海景觀的遊客。其實，如
果在花季以外的季節前來，更能體
驗六十石山清幽迷人的風情，尤其
是在冬天，從六十石山上俯看花東
縱谷裡，那一片猶如巨幅彩繪油畫
般的油菜花田，恢宏無比的氣勢更
是令人難以忘懷哦！   

花蓮金針花季： 

自2015年8/7起，至9/21。 

 

 



德森有機農莊 
這家是唯一有機無毒並經過慈心認證的金針
花農莊。也是第一批接受花蓮縣政府輔導的
無毒農業示範戶 

。 

  8、9月花季可以欣賞到金橘色的花海、可以
吃現採的金針花料理。 

特別貼心的是，園內參觀都是免費入場的喔! 

 



虎爺溫泉會館(瑞穗溫泉) 

算是小型的旅館。除了
住宿之外，還有游泳池、
滑水道、親子戲水池、
烤箱、蒸氣室以及十幾
種不同療效的SPA水療區
可以使用，不是住客的
話也只要250元(平日220

元)。 

它算是平價的溫泉spa館，
雖然不算豪華，走居家
風格，但可以說是蠻舒
適的。 



Day3 
時間 目的地 里程數 

07:30 出發 

08:10~08:50 瑞穗牧場 5.7公里 

09:30~10:20 光復糖廠 23.6公里 

10:50~11:30 雲山水 26公里 

11:45~12:25 豐田移民村 3.2公里 

12:30~13:20 立川漁場(午餐) 4.8公里 

13:45~14:20 鬱金香花園 14.9公里 

15:00~15:50 太魯閣國家公園 26公里 

16:30 花蓮車站等候回程 22.9公里 

16:40~22:48 

 

搭火車回程 



瑞穗牧場 

 水草肥美，油亮碧綠，孕育牛群，
頭頭壯碩，自然純淨高優質鮮乳連
續三年榮獲全省酪農產銷班評比第
一名，有「天下第一班」之美譽。 

這裡的冰淇淋、奶烙、牛軋糖、牛
奶玉米湯都是來到此地必吃的商品，
各個都是用香醇濃郁的鮮奶下去製
做的喔! 



光復糖廠 
 

花蓮糖廠不需購買門票，糖廠的冰品有名，隨性的
吃個台糖製的冰淇淋也是犒賞自己的方式之一。若
不吃冰淇淋想純粹來休息的遊客也不用不好意思，
我們就看到許多單車家族在這裡用餐休息。 

總之，花蓮光復糖廠可說是可吃（冰淇淋、冰棒）、
可坐（遊園小火車）、可走（隨性繞繞）、可騎
（有單車租借）的多功能園區，而且各項花費都很
低廉。 



雲山水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這裡的一景一物就像是詩中所秒寫
的一樣。 

雲山水在2009年時，因為汽水廣告
而爆紅，許多人來到這裡造訪！ 

但也因為遊客太多，自然生態受到
破壞！ 

雲山水主人禁止遊客再度進入，大
家也就無法看見這美麗景色... 

幸好近期雲山水的主人又對外開放，
讓我們可以看到這美景，而且遊客
並不會很多。 

 



豐田移民村 
 

1930 年代開始，來向西部的漢人與客家
人也來到豐田移民村開墾，但由於豐田
移民村幾乎都是日本人的聚落，所以當
時的台灣人能居住的地方大都是當時的
大坪(豐坪 村)與知干亞溪(壽豐溪)附近，
再向移民村居民承租田地耕種，所以雖
然在這裡見到不少古老的日式房舍，但
是蘊含最多台灣元素的地方~~ 

只是就算這看起來氣派恢宏的日式建築，
現在也是人去樓空，無人管理下也只能
任其荒廢。 

古色古香的遺址可以讓我們了解到過去
幾年來鮮人來台開拓的事蹟。 



立川漁場 
 <黃金蜆的故鄉> 

從最初的水產養殖，到現在結合觀
光休閒產業，立川漁場經過長時間
的努力，也逐漸將黃金蜆和立川的
名號傳播出去。 

進來要先到文化館認識一下黃金蜆 

文化館開放時間為9:00~17:00， 

入場參觀免費不需門票， 

大團體來可先打電話預約導覽， 

有廣大的舞台區提供影片解說。 

 逛完蜆文化生態館， 

準備進行來這裡一定要體驗的活動， 

那就是古早味的摸蜆兼洗褲。摸蜆一次
100元。 

到了午餐時間不妨也品嘗一下黃金蜆好料。 



鬱金香花園 
 

鬱金香花園園區免收門票，全區都可參觀（但城
堡內因為是用餐區，沒用餐者不能入內參觀） 

另外，園區內設有餐廳，餐廳內有供應園區內自
行栽種的有機香草，讓民眾們可以到此品嚐那獨
特風味的香草餐。到此處遊玩賞花、悠閒地用餐，
和著花園城堡那四周繽紛盛開的花卉，是如此的
相襯。 

每年的10~11月份是鬱金香花卉的種植時節，鬱金
香花園夢幻城堡則會提供栽培鬱金香的方法與販
售鬱金香球根服務。鬱金香花園夢幻城堡也會定
期舉辦綠手指DIY園藝教學活動，教導民眾們如何
將栽種的植物推廣與應用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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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瀑布是太魯閣國家公園重要的景觀，從太魯閣口到文山間，瀑布
相當多，最著名的要屬白楊瀑布、銀帶瀑布、長春瀑布、綠水瀑
布等，還有許多不知名的小流瀑。 
燕子口和九曲洞，是太魯閣峽谷最讓人心動的自然奇觀，也是峽
谷最窄的兩段，臨溪側闢有人行步道供遊客漫步欣賞。燕子口對
岸大理石峭壁上可見到許多小洞穴，每當春夏之際，常有小雨燕
和洋燕在峭壁間穿梭鳴唱，或在洞穴內築巢，故而得名燕子口。
而九曲洞「如腸之迴、如河之曲」的隧洞景觀，遊客可沿迴轉曲
折的半明半暗路線欣賞峽谷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