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資料
2018-19 台灣好湯-金泉獎特色溫泉區選拔得獎名單及特色說明
項目

第一名
新北投溫泉區

特色：
1896 年日本人平田源吾在北
投地區創立台灣第一家溫泉
旅館，開啟台灣溫泉史第一
頁；早期北投相傳為女巫所
居住之處，加上日據時代溫
泉區的經營背景下，融合多
族的文化，也使得北投有著
多元化的文化特色。
本區的泉質分為白磺、青及
鐵磺三種，PH 質為 2.5~6.2
為酸性泉。
新北投因交通的便利性，吸
引不少國內外知名飯店集團
進駐設店，每家飯店都有其
最佳造 不 同 的 特 色 及 所 營 造 的 氛
景美學 圍，有數層樓高的書牆設計、
獎
屋中屋的建築造景、廣闊觀
景平台，讓消費者感受到各
溫泉飯店的造景美學，每每
讓人驚艷，滿足不同層級的
消費族群。
區內的公共設施的設計亦具
有溫泉的特色，有二處戶外
的溫泉手湯區，民眾只要走
出捷運站就可體驗，區內的
公共建築各有風采，如北投
木造車站、北投溫泉博物館、
農禪寺、普濟寺、新北投公
園、北投文物館、北投圖書
館、地熱谷、硫磺谷等，每個
景點的建築均十分有特色。

第二名
泰安溫泉區

特色：
泰安溫泉區位於苗栗縣泰安
鄉錦水村汶水溪畔、背對虎
頭山，而「錦水」這兩個字在
客家語是『滾燙之水』的意
思，故當地即沿用『錦水』這
名稱，以向遊客表示此地為
溫泉區的用意；泰安溫泉區
在 110 年前被原住民都來蓋
努發現，日據時代即已開發，
原稱『上島溫泉』
，蓋有警察
療養所，泉質屬於透明無色
的弱鹼性碳酸氫鈉泉，PH 值
為 8.48，泉溫約攝氏 47 度，
可飲可泡，水質透明滑潤。
虎山險峻的岩壁頗有大霸的
形象，而大霸正是泰雅族的
聖山，虎山在汶水溪流域象
徵地位與意義崇高偉大，也
是山腳的泰安溫泉發源地，
民國 67 年改名「泰安溫泉」
，
臨近山服的山形格外險竣，
杉木高聳成林，景緻甚是怡
人。
區內溫泉飯店都是依山傍水
而建，各具特色及風情，有藤
蔓攀附、光線穿透灑在清水
模的綠建築，也有歐洲小鎮
風情建築、家庭式檜木度假
小屋、日式庭園及燈籠高掛
的泡湯區，更有時下流行的
親子露營帳蓬湯屋，展現不
同泡湯的度假模式，讓人流
連忘返。
第一名
第二名
谷關溫泉區
關子嶺溫泉區
特色：
特色：
谷關地勢險要，山岩崢嶸矗 關子嶺腹地廣大，區內丘陵
立，在清光緒年間，谷關發 和群山林立，四周盡是綠意
現溫泉，自山麓湧出穿梭在 盎然的景致，白水溪匯入溫
山岩間流著，水溫在攝氏 48 泉谷中，在地熱的作用下溫
最佳友 度左右，水性溫和，可飲可 度攀升，發展出關子嶺特有
善環境 浴，屬弱鹼性碳酸泉，含有 的溫泉資源，是全臺灣唯一
獎
硫化物及鹽分，PH 值為
的「泥溫泉」，屬弱鹼性碳
7.6，含有機蛋白質，泉水
酸溫泉，溫度大約在攝氏 75
清澈且水質滑膩。921 震災 度之間，泉水摻雜地底帶出
之後，遊客由過路客型態改 的灰黑色沙泥，含有豐富礦
變為目的型消費，區內溫泉 物質和硫磺成份，浸泡後具
業者群聚效應較佳，大甲溪 有滑膩感，可浴不可飲，素
兩岸的業者以不同的氛圍呈 有「黑色溫泉」的美譽。
現飯店特色。
關子嶺溫泉區在西拉雅國家

第三名
四重溪溫泉區
特色：
四重溪位於屏東縣恆春半
島車城鄉東北方，屬沉積岩
分佈區，天然溫泉自地下湧
出，相傳清朝同治年間沈葆
禎巡台，四涉溪水才抵達此
地，因而稱「四重溪」
，而當
地 居 民則 說 是因 此 處 環 山
盆地，河川貫穿其間，早期
居民出入均由河川涉水，步
行四層彎島河川，又俗稱
「四重溪」。
1895 年，日本憲兵在四重溪
建築小屋及浴槽，開發了四
重溪溫泉，昭和天皇胞弟高
松宣仁親王大婦亦曾來此度
蜜月。
本區泉質屬鹼性碳酸氫鈉
泉，其中含有多量碳酸鈉物
質，泉水清澈見底，PH7.62，
屬於可飲可浴的泉質，水溫
約為 50~60℃，對促進人體血
液循環，緩和肌肉僵硬和紓
解壓力有相當大的助益。
四重溪溫泉區擁有有百年的
溫泉歷史，且旅館建築仍維
持日本親王來訪時的原來樣
貌，具有歷史故事，可包裝以
故事行銷的方式，說出四重
溪的百年的歷史及在地的人
文故事，讓溫泉區更廣為人
知，吸引更多的泡湯遊客。
第三名
新北投溫泉區
特色：
1896 年日人平田源吾在北投
地區創立台灣第一家溫泉旅
館，從此開啟台灣溫泉飯店
業的第一頁，本區的泉質分
為白磺、青磺及鐵磺三種，
PH 質為 2.5~6.2 為酸性泉，
位於台北近郊，交通十分便
利，有不少公車路線行駛，
且是新北投捷運線的終點，
消費者步行 5 分鐘即進入溫
泉區，商業活動繁榮，推有
不少知名觀光景點，如入選
最優美的圖書館、北投溫泉
博物館、普濟寺、農禪寺、

谷關溫泉區在參山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的協助下，建設遊
客中心、溫泉公園、溫泉廣
場及多功能遊憩廣場等各項
無障礙設施。區內部分溫泉
業者貼心提供無障礙房型，
方便有需求的遊客入住。此
外，谷關地區有多條公車路
線行駛，串聯臺中高鐵站、
臺中火車站、東勢、豐原等
交通節點。遊客更可透過
DRTS 預約系統，搭乘梨山
幸福巴士從谷關到梨山走
走，如此友善的旅遊環境，
每年都吸引大批遊客前來旅
遊泡湯。

風景區管理處與臺南市政府
的合作輔導之下，秉持著
「友善穆斯林、尊重多元文
化」的理念，努力推動區內
餐廳進行穆斯林友善餐廳認
證，對於推動新南向市場將
十分有利基。此外，關子嶺
溫泉區離國道 3 號僅約 30
分鐘的車程，加上台灣好行
關子嶺故宮南院線，串聯關
子嶺及故宮南院兩大知名景
點，接駁高鐵嘉義站、新營
客運總站、白河轉運站、南
靖火車站以及後壁火車站等
交通節點，交通可即性十分
便利，加上臨近有 60 餘家
的餐廳及不少在地的農特產
品，形成溫泉觀光的產業
鏈，是南部人泡湯度假嚐美
食的首選。
第一名
第二名
礁溪溫泉區
烏日溫泉區
特色：
特色：
礁溪舊稱「湯圍」，清道光
清新溫泉的天然溫泉，經過
五年噶瑪蘭通判烏竹芳選定 中華民國溫泉觀光協會、日
「湯圍溫泉」為蘭陽八景之 本中央溫泉研究所的現場採
一，礁溪溫泉屬近中性溫泉 集檢測，鑑定泉質為碳酸氫
PH7.5 的碳酸氫鈉泉質，蘊 鈉泉，特稱「美姬湯」
，屬
含鈉、鎂、鈣、鉀碳酸離子 弱鹼性溫泉，無色無味水質
等化學成份，溫度約 64℃左 純淨。溫泉區內的清新溫泉
右，色清無味，沒有刺鼻的 飯店位於台中大肚山的制高
硫磺味，含有【酚鈦鹼】成 點，賞夜景、泡溫泉、嘗美
分，具有美容養顏效果，洗 食，猶如台中的後花園，距
最佳服
務獎 後皮膚備感光滑柔細絲，毫 市區近且交通便捷，距離烏
不黏膩，被譽為溫泉中的溫 日高鐵站約 15 分鐘，可體
泉。
驗與台中市區不同的渡假之
區內溫泉飯店林立，各具特 旅。
色及市場區隔，提供消費者 融合科技服務，能迅速處理
不同的泡湯選擇，也因此業 解決客戶反應的問題，在交
者更提供更多元化、更完善 通接駁方面也能面面俱到，
及更細緻的服務機制，讓消 已規劃與計程車業者合作，
費者可安心的在此度假消
提供更快速的高鐵接送服
費，享受泡湯的樂趣。
務，服務面向非常廣泛、優
質且到位；另與觀護單位合
作，販售其生產之商品，且
積極參與公益活動。
第一名
北港溪溫泉區
最佳
CP 值
獎

特色：
本溫泉區緊鄰南投縣泰雅族
的清流部落，為日據時期霧
社抗暴事件後泰雅族遺族遷
移居住地、舊名為「川中
島」、具有歷史紀念意義，
區內保存著濃厚的泰雅族原
民風情。本區的溫泉質微弱
鹼性碳酸溫泉、泉源來自合

新北投公園、北投文物館、
地熱谷、硫磺谷等。
新北投有不少國內外知名集
團飯店進駐設店，每家飯店
都有其不同的特色及所營造
的氛圍，費族群涵蓋 400 元
至 40000 元之間，統一透過
網路行銷，提供網路 APP 訂
房及預約導覽服務，對於穆
斯林客層提供完善的供餐、
禱告等貼心服務。近年來更
積極與國際的知名溫泉區交
流觀摩，每年舉辦公益或推
廣不同主題的活動，藉以吸
引更多的民眾前來新北投旅
遊泡湯。

第三名
安通溫泉區

特色：
安通溫泉是一個小而沉靜的
溫泉專區，藏身玉長公路安
通溪畔，遠眺花蓮南端的玉
里小鎮。安通溫泉是台灣島
內唯一的海岸山脈溫泉區，
她的存在緩緩訴說著菲律賓
板塊與歐亞板塊，千萬年來
的糾葛。從日據時代被發現
到現在，始終維持原始真實
的風貌，1930 年日本警察招
待所改建的安通溫泉大旅社
的木造建築驕傲的展現安通
溫泉的人文故事深具文化歷
史意涵、庶民生活的野溪泡
湯、幽靜怡然的溪畔溫泉旅
店，遠眺玉里小鎮、遠離塵
囂的山上溫泉休憩。小而美
卻充滿寧靜，每一家主人似
家人與朋友般地用心及滿滿
的服務與招待。主人家們說
起這湯、這山、這溪流，甚
至是森林樹木的故事，都讓
人流連忘返，是 LONG STDAY
的最佳選擇。
第二名
第三名
寶來不老溫泉區
紗帽山溫泉區
特色：
特色：
寶來、不老溫泉區分屬兩大 本溫泉區歷史悠久，日據時
溫泉區塊，皆屬弱鹼性碳酸 代是硫磺礦主要產區，區內
氫鈉泉。不老溫泉泉質滑
留有不少採礦的遺跡與記
嫩，洗後有青春不老之感， 載，泉質為酸性硫磺泉，水
故稱為不老泉。寶來溫皂位 溫大約在攝氏 55～80 度之
於南橫公路，溫泉皆在寶來 間，屬火山活動區，溫泉區
溪上游，為自然湧泉，泉溫 內沃藏豐沛的白磺、青磺、
在 40～50℃，可飲可浴，此 冷泉、地熱等各種溫泉資

歡山脈，露頭泉溫約 42 度
C。又稱為「合歡聖泉」。
沿著台 21 線行駛，臨近有
蕙蓀林場、國姓老街、百年
糯米橋古蹟、中台禪寺、九
份二山及埔里等不可錯過的
觀光景點，前往日月潭亦僅
需 30 分鐘的車程，
本溫泉區範圍產有稻米、枇
杷、鹿茸、草苺、玫瑰、咖
啡等在地特色農特產品，溫
泉業者已成功整合當地的農
戶，將包裝為在地化的輕旅
行遊程及農產品的 DIY 課
程，有爆米花、採果、紅龍
果 DIY、黑糖製作、愛玉子
DIY 等體驗選擇，讓泡湯的
消費者能在此感受到純樸的
農家體驗樂趣。
第一名
金山萬里溫泉區
特色：
本區依山傍海是北海岸的唯
一溫泉區，自然資源豐富。
溫泉發現於清同治年間，同
時擁有海底溫泉、硫磺泉、
碳酸泉及鐵泉等四種特殊泉
質，近年來溫泉業者再投資
開發及整修泡湯設備，呈現
嶄新的一面。本區溫泉不僅
溫泉的泉質良好，溫泉業者
結合在地的海鮮及地方農特
最佳美 產品等特色食材，不斷開發
食獎 新菜色及營造用餐環境的特
色，例如運用在地的金山地
瓜、石蓴海藻、跳石芋頭、
筊白筍、現採海菜、現撈萬
里蟹及各類時令海鮮等特色
農漁產品入菜，烹調出佳餚
及美味甜點，料理方式很豐
富，山珍海味都十分新鮮美
味，不論是口感、營養及養
生方面，均符合溫泉美食的
要求，加上用餐環境優質及
服務品質良好，能吸引國內
外饕客品嚐，值得大力推廣
及讚賞。
第一名
瑞穗溫泉區
特色：
瑞穗溫泉是花東縱谷三大溫
最佳伴 泉之一，泉溫約 48℃，PH
手禮獎 值約為 6 至 7 之間，屬於弱
鹼性泉水，特殊之處是泉水
富含鐵、鋇等礦質，遇空氣
會氧化成鏽黃或鏽紅色，水
面漂著一層厚厚礦物質，可

外七坑溫泉為硫化氫泉，為
台灣特有溫泉瀑布，有特殊
之溫泉砂及溫泉花景觀，這
個區塊除了冬季的溫泉，更
有夏季的泛舟與溯溪，更能
親近荖濃溪之美。四季的農
特產品如金煌芒果、黑鑽石
蓮霧、梅子、愛玉、咖啡…
等。除了泡湯以外，更能讓
你享受四季採果之樂。
溫泉區臨近有四大名廟，亦
可安排宗教旅遊行程，亦可
結合森林、農村、部落旅遊
及社區營造創生等元素，整
合旗山、美濃、甲仙及杉林
等區域性旅遊資源，創造出
另類的高 CP 值旅遊效益

源，一年四季皆適合泡湯。
近年來業者的努力轉型經營
下，已跳出早期土雞城的印
象，與時勢的養生主流接
軌，發展接近大自然、健
康、養生的泡湯文化，沿著
山路精心規劃經營的溫泉餐
廳，風格有別、各具風情，
入夜時分，徜徉在紗帽山溫
泉區內，空氣中瀰漫著硫磺
香味，迷人的台北夜景燈
影，放眼看去更是山林翠
谷、景緻優雅迷人，集合泡
湯、美食、養生、賞景，四
合一的最佳泡湯區域，為泡
湯、品茗、用餐、賞花，憑
添多采多姿！

第二名
知本溫泉區

第三名
東埔溫泉區

特色：
知本溫泉是台東地區最知名
的溫泉區，整體泡湯體驗當
然是一級棒的。在區內星級
旅館的領航，細心的經營整
體泡湯環境與氣氛、到位的
旅館服務與新科技的納入，
造就了知本溫泉高品質的遊
客服務永遠是如此的貼心與
到味。
知本溫泉的美食，餐飲充分
利用在地食材（野菜、紅
藜、金針花…），打造知本
獨特在地風味佳餚，並獲
2018 臺灣 10 大好湯美食套
餐類美食金獎（知本金聯世
紀酒店）與桌菜類美食金獎
（富野度假村），加上業者
用心的菜單設計、百分百使
用在地含金量十足的食材與
高格調的用餐空間，令人格
外驚豔，提供旅客能徜徉山
林、享泡湯之餘，飽足了泡
湯旅人味蕾饗宴，堪稱全方
位幸福燦爛。

特色：
東埔是以溫泉與山巒美景而
聞名的布農族原住民部落，
素有「玉山山腳下的珍珠」
之美稱，也是八通關古道的
起點。泉水屬於弱鹼性碳酸
泉，自溪谷湧出，水質清
澈，無色無味，可飲可浴，
有養顏美容之效。到此旅遊
泡湯的遊客，除可遠離塵
囂，享受青翠綠樹、新鮮空
氣之外，更可品嚐使用在地
食材入菜的美味料理，並結
合布農族原住民的烹調方
式，保留食材的原始風味，
尤以梅子餐、愛玉、吮指雞
最具代表性。

第二名
礁溪溫泉區

第三名
大坑溫泉區

特色：
礁溪又稱「湯圍」，清道光
五年「湯圍溫泉」被選為為
蘭陽八景之一，泉質屬近中
性的 PH7.5 的碳酸氫鈉泉，
蘊含鈉、鎂、鈣、鉀碳酸離
子等化學成份，溫度約 64℃
左右，色清無味，沒有刺鼻

特色：
大坑溫泉區位於大坑風景區
管理所轄區，海拔高度在二
百三百公尺之間，是在 921
地震後挖掘出溫泉，進而開
展大坑溫泉區的休閒產業，
泉質屬於碳酸氫鈉泉
NaHCO3(重槽泉)，泉色清無

浴不可飲，為全臺唯一的碳
酸鹽泉，對溫泉頗有研究的
日本旅客，會專程到此泡這
種水面浮著結晶的泉水。
本溫泉區大部分的泡湯價格
平價，同時結合周遭的在地
的深度之旅以及鄉村體驗
(例如富興鳳梨小火車及鳳
梨乾 DIY、瑞穗文旦驛站彩
繪文旦、遠近馳名的公主咖
啡沖泡 DIY 等)，DIY 活體驗
加上精彩的導覽解說更增添
競爭力，提供消費者多元與
深度的溫泉旅遊選擇。而瑞
穗溫泉業者與在地的鄉村產
業也緊密結合，異業結盟能
力強，相關產品設計融入當
地特色，創造出不少有趣有
具地方味的伴手禮，例如，
舞鶴蜜香紅茶系列、台灣咖
啡、瑞穗柚仔伴手、原味鳳
梨乾、柚子花茶及瑞穗乳製
品等，送者大方受者實惠。

的硫磺味，含有【酚鈦鹼】
成分，具有美容養顏效果，
洗後皮膚備感光滑柔細絲，
毫不黏膩，被譽為溫泉中的
溫泉。
溫泉區內除了溫泉飯店林立
之外，在地業者透過異業結
盟方式，運用本地的農特產
品，開發出各式各樣的伴手
禮及小吃，不論是產品理念
及特色均具設計感，提供消
費者旅遊時可選擇不同的伴
手禮，自用或送人兩相宜，
享受泡湯的樂趣之外，也具
有購物的療癒之效益。
礁溪必買的知名伴手禮有奶
凍捲、牛舌餅、宜蘭燒餅、
鴨賞、膽肝、蜜餞、金棗汁
桔仔醬，當然還有名店奕順
軒可選購喔。

第一名

第二名

臭，酸鹼值約在 7 左右，俗
稱美人湯或鹼性泉湧到地表
時約為 58℃，洗後光滑柔細
不黏膩，由於富含鈉、鎂、
鈣、鉀、碳酸離子等礦物質
成分，不論是浸泡、沐浴、
或經處理後成為礦泉水飲
用，都對身體健康極有幫
助，被譽為「溫泉中的溫
泉」。當地二家溫泉業者積
極跨域結盟，與伴手禮業者
合作開發伴手禮，有溫泉面
膜、沐浴用品、日光布丁及
竹筍加工品等，產品與溫泉
結合，充份合且反應當地特
色，另和大坑餐飲或觀業者
結合行銷，整合東東芋圓、
老芋仔冰品、竹筍鹼蛋糕、
紙箱王紙雕製品等在地伴手
禮，溫泉業者也認養登山步
道的維護清潔，回饋地方建
設，另與在地農民合作，將
生產的蔬果入菜，落實吃在
地、食當季的環保概念。
第三名

烏來溫泉區

內灣尖石溫泉區

陽明山溫泉區）

特色：
內灣尖石溫泉又稱「井上溫
泉」，是早期新竹八景之
一。水質澄清，泉質屬於弱
鹼性碳酸泉，無色無味，泉
水為無色無臭、水質清澈，
水量豐沛的弱鹼性碳酸泉，
水溫約 48 度， PH 值約為
7.7。
本區除擁有獨特溫泉名聞遐
邇，更有林泉、吊橋景觀，
尤其春臨大地之際，桃花滿
林，更添豔麗。區內有清泉
步道、桃山步道、瀑布、山
地文物等景觀，還有內灣老
街、北埔老街、原住民族
館，張學良故居·三毛故居
等景點，不論是人文或自然
景色，都宛如世外桃源，走
訪於此，可享受泡湯兼攬景
之趣。
本溫泉區的每家溫泉業者建
築風格具特色，與山林融合
為一，周圍層巒疊翠，超絕
塵俗，更有林泉、吊橋等景
觀，一年四季更有不同的花
卉林樹可欣當。

特色：
陽明山區是大台北地區居民
休閒的後花園，擁有花團錦
簇的陽明山美麗景色，本區
的地熱資源源源不絕，是以
大屯山火山群溫泉的地形為
主，泉質屬酸性硫酸鹽泉，
俗稱白磺泉，青磺泉次之。
溫泉區散佈在陽明山公園一
帶、冷水坑、馬槽、焿子坪
等四個區域，因火山運動頻
繁，各區域溫泉所夾帶的礦
物成分不同，使得每個溫泉
區域泉質、水溫、功效各俱
特色。在前山公園蓮花池畔
有兩座免費的公共溫泉浴室
（男湯、女湯各一），不論
寒暑，總擠滿泡湯的人群。
周邊擁有優美的庭園綠蔭，
為遊客泡溫之餘的休憩場所
在此泡湯可欣賞變化無窮的
大自然景觀，享受天然的芬
多精及山谷田園風光。

特色：
烏來溫泉是當地人引以自豪
的天然資源，也是北台灣溫
泉的代名詞，更是最重要的
觀光資源。溫泉區因桶後
溪、南勢溪蜿蜒流過，兩側
山峰高聳，岩壁陡立，山水
相映，風光綺麗，以台車、
溫泉、瀑布、雲仙樂園聞
名。在南勢溪畔，與溫泉館
最佳自 街相望，處處可見冒煙的溫
然景觀 泉，烏來溫泉素有「美人
湯」之稱，水質清淨、溫度
獎
約在攝氏 80 度左右，無色
無臭弱鹼性的碳酸氫鈉泉，
此地溫泉源頭一部份由山麓
的石縫中流出，另一部份是
從溪中冒湧而出，有助軟化
皮膚角質。隨著溫泉熱潮發
燒，烏來的溫泉旅館如雨後
春筍般林立， 擁山林野溪
間，可盡享烏來溫泉的在地
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