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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宜蘭
東北角及宜蘭海岸網美打卡景點 1 日遊
Day1

遊程簡介

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區→烏石港海鮮餐廳→外澳服務區→三貂角燈塔→
鼻頭角步道及聽濤營區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風景區北起瑞芳、南至蘇澳，海岸線綿延 102.5 公里，轄內景點眾多，壯
闊的山海灣岬、奇幻的海蝕地形、百年歷史古道及與地景完美融合的綠建築等，所到之處盡
是熱門打卡景點，不妨趁著春節假期，拿起相機，「喀擦」收藏海洋麗景！

景點

景點

壯圍沙丘旅遊
服務園區

外澳服務區

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區是宜蘭具有代表性的國際魅力新景

外澳服務區是東北角風景區的南端入口，其中最引人注目

點。園區由名建築師黃聲遠，以「空出谷地，看見沙丘」

的，莫過於這棟看起來像飛行傘，也像一艘大船的非對稱

為核心概念規劃設計，融合宜蘭地方自然元素，交叉呈現

鮮黃色建築。其由知名建築師姚仁喜設計，極富現代感的

沙丘地景風貌及沙穴建築空間營造，周邊還有鄉村田野、

外觀，象徵外澳服務區多元的遊憩服務，諸如沙灘戲水、

投射林投樹林的水池如鏡，悠閒氣息滿溢。另逢壯圍沙丘

近海衝浪、飛行傘，或者只是在海堤步道聽海等；還有外

藝術節展出至 2020 年 3 月底，12 組地景藝術點綴沙丘，

澳獨擁龜山島的如畫景致，最是令人流連忘返。

盡展蘭陽風情。

景點

景點

三貂角燈塔

鼻頭角步道
及聽濤營區

三貂角燈塔又被稱為「臺灣的眼睛」，不大的腹地，坐落

鼻頭角步道是一條全長約 3.5 公里的木棧步道，沿途可見

純白的燈塔建築、足球形的航路雷達、希臘風涼亭及愛心

山海灣岬、海蝕地形，亦有浪花拍岸、海濱植物繁花似錦，

裝置藝術等。燈塔旁緊挨著圓拱小教堂，由儲放煤油的倉

更有 360 度登高望遠的視野，整個東北角海岸就在腳下，

庫改建而成，復古木門加上彩色玻璃窗，甜蜜浪漫的氛

飽覽海天一色。聽濤營區則是鼻頭角步道中全新啟用的休

圍，吸引不少情侶、新人到此留下美好回憶；居高臨下的

憩站，原是海軍陸戰隊衛守基地的肅穆軍營，經過改造活

位置及開闊的視野，更是日出迷及攝影迷的聖地。

化，軍事迷彩元素混搭活潑粉色系，柔和又親民！
註：鼻頭角聽濤營區開放時間：每週一、三，上午 10:00 至下午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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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福隆 福隆濱海單車 + 好行慢遊 2 日行
Day1

四角窟觀景台、三貂角燈塔、馬崗觀景台、卯澳漁村等 ) →龍門露營區露營
或小木屋、附近飯店或民宿

Day2
遊程簡介

福隆遊客中心→舊草嶺環狀線自行車道 (20K)( 舊草嶺隧道、萊萊地質區、

龍門→鹽寮自行車道→藍灣海濱休憩園區→澳底海鮮街中餐 ( 返回福隆還
車，搭台灣好行黃金福隆線 ) →九份→瑞芳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風景區擁有青山綠水、灣岬奇岩，及百年古道等具國際魅力的獨特自然資
源，更規劃有完整的自行車道路線，福隆遊客中心更有海漂流木雕展示館及虛擬實境 (VR) 科
技，民眾不妨趁著假日來東北角親自體驗。

景點

景點

舊草嶺
自行車隧道

萊萊地質區

「鐵馬隧道」結合了歷史、文化及觀光，隧道長 2,167 公

一路平行排列的黑色怪岩，條列行布於萊萊一帶，廣闊幽

尺，騎著單車漫遊是最好的體驗方式。而當火車經過時，

然的線型圖案與不時出現的洶湧巨浪，使其被稱為—魔鬼

還可聽到隆隆的火車聲。隧道內冬暖夏涼，地面的鐵路軌

的洗衣板；還有全台最大的「火龍岩」，外形彷彿潛入海

道和懸掛的油燈燈罩，充滿濃濃復古味，彷彿騎著騎著就

中的龍露出背脊，屹立於沉積岩平台，這些地質景觀皆是

穿越了時空，更跨越了兩個縣市－新北市及宜蘭縣，因此

造山運動所留下的痕跡。在此也可近距離觀覽大片海蝕溝

來到這裡別忘了在縣市交界立牌拍照打卡，頗有趣味！

和火山岩脈等磅礡景觀，亦可遠眺龜山島，欣賞絕美海景。

景點

景點

馬崗觀景台

卯澳漁村

馬崗景觀台位於臺 2 線 107.7 公里處，原為海巡班哨，近

卯澳漁村是位處東北角海岸的一個古老漁村，據傳因為從

年因勤務轉變轉型為多功能遊憩據點，除了可以坐擁無敵

高處俯瞰，灣澳的形狀猶如「卯」字，而有此名。卯澳獨

海景，亦可探索地質風貌，甚至可以在潮間帶看到綠藻、

樹一幟的「石頭古厝」，堪稱就地取材的最佳典範，以砂

褐藻等藻類，以及海兔、海蛞蝓等難得一見的海洋生物，

岩、竹材或茅草作為築屋的素材，石材加工的精細度以及

豐富多元的生態，為這處秘境更添活力、驚喜無窮。觀景

石砌的形式各異，各有不同特色及美感。此外，來到卯澳，

臺也會不定期與藝術家合作展出，使這趟大自然之旅，還

還有機會遇到常駐此地的貓兒，曬在太陽與海風底下，畫

多了一點文藝氣息。

風特別療癒。

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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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程簡介

地區

萬里 / 金山

新春祈福泡湯趣 2 日遊

Day1

情人湖公園→金山慈護宮→金山老街午餐→獅頭山公園→住宿金山萬里溫泉區

Day2

金山萬里溫泉區→法鼓山佛教教育園區→北海岸海灣探索館→淺水灣賞夕陽

二日遊程串聯慈護宮及法鼓山，新春走訪還可祈福求好運。金山萬里溫泉超愜意，還有老街
美食撫慰身心靈。另結合鳥語花香之情人湖公園、獅頭山公園；具科技海岸風情的海灣探索
館及最美夕陽打卡點淺水灣，自然與人文景色一覽無遺。

景點

景點

情人湖公園

金山慈護宮

情人湖公園位於基隆市西郊外寮里的大武崙山山腰上，由

有 200 年歷史的金山慈護宮，可謂北海岸最重要的媽祖

六條小溪匯流而成，為基隆僅有的高地湖泊，山光水色嬌

廟。相傳清嘉慶年間，金面媽祖神尊漂流海上，後擱淺野

俏秀麗，環境清新宜人，四季林相環抱，頗有小家碧玉之

柳海岸石洞（今尊稱為媽祖洞），為當地莊民奉祀，後因

美。另有情侶牽手走過湖上情人橋，就能天長地久一說，

媽祖神跡屢現，靈驗異常，遂於 1809 年建成大廟供奉，

因此除了家庭旅遊，也有不少情侶、新人到訪情人湖，共

命名「天后宮」，由野柳恭迎媽祖神尊鎮座奉祀，香火綿

赴自然浪漫之約。

延至今。

景點

景點

法鼓山佛教
教育園區

北海岸海灣
探索館

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匯聚眾人願心願力，開創「法鼓

位於白沙灣遊客中心旁的北海岸海灣探索館，以「驚奇探

山」，法鼓山地形狀似一縱臥大鼓，故引《妙法蓮華經》

索、智識知性、閤家悠遊」為設計主軸，小而精美的場

中「擊大法鼓」之喻，命名為「法鼓山」。法鼓山是觀音

館，六大主題展區海納北海岸的人文、自然、生態環境之

菩薩道場，也是漢傳禪佛教重鎮，為了讓來山訪客皆能輕

精華，蒐羅多元豐富的知識，歡迎親身走一趟，領略北海

鬆體驗法鼓山的寧靜安定以及禪悅法喜，團體參訪請事先

岸的感性與理性之美，亦適合與家人共遊體驗，相信必能

電話或上網預約。

收穫滿滿！

網址：https://fagushan.ddm.org.tw/
電話：02-2498-7171 分機 1350 ∼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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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桃園
觀音凌雲桃樂絲 DIY 1 日遊
Day1

遊程簡介

觀音山林梢步道→凌雲禪寺→碧瑤山莊餐廳午餐→桃樂絲森林園區導覽
＋特色下午茶

觀音山最適合慢慢品味。自駕駛入觀音山，林梢步道沿山而建，視野遼闊，林口臺地盡收眼
底。凌雲禪寺中西合璧，誠心祈福能上天聽；碧瑤山莊與桃樂絲森林園區則有著自然真味，
亦有闔家共享的 DIY 活動，美好的一天，從森呼吸開始！

景點

景點

觀音山林
梢步道

凌雲禪寺

林梢步道全長約 800 公尺，位於生態園區旁，沿山勢而

民國前 2 年（西元 1909 年）由三重寶海法師創建，主祀

建，猶如穿梭林間，享受森林漫步深呼吸。步道分為兩段，

千手觀音。整體建築中西合璧，尤其寺後火山地形有如大

中有茄苳園等綠地供休憩，路況良好且平緩，老少咸宜，

鵬展翅，彷彿罩在絕壁之下，極為壯觀。寺前群峰環繞，

兼之沿途視野良好，居高臨下可俯瞰林口臺地，遼闊美景

寺旁則有老樹枝繁葉茂，配合周邊石雕佛像及石桌椅，更

超療癒。

顯古意盎然，天氣好的時候，還能看見大冠鷲的芳蹤。

景點

景點

碧瑤山莊
餐廳

桃樂絲森林

全區以百年土牆厝為主要建築，堅持原木搭建的涼亭木屋

擁有滿園桃樹與柚花的桃樂絲森林，以生態教育為基礎，

及參天老樹，提供了一處具有鄉村風情、優雅舒適的用餐

不僅提供有趣親民的園區導覽，亦能品嚐八里特色農產─

環境。在這裡能品嚐在地竹筍大餐及鄉土創意料理，食客

柚子下午茶：包括柚子茶、柚子咖啡、柚子蛋糕等有機無

還可於中庭體驗陀螺、大滾輪等懷舊童玩，讓小朋友快樂

毒養生餐點，另有多樣 DIY 活動，親身體驗手作樂趣。若

遊戲，大人無慮用餐。

於 4、5 月拜訪，還有機會看到老鷹盤旋喔！

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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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花蓮 漫遊花東縱谷小鎮、部落 2 日遊
Day1

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鳳林鎮 ( 校長夢工廠→鳳林客家文物館→韓老爹誠信

Day2

光復太巴塱部落遊程 ( 部落文化導覽→阿美族廚藝教→風味餐 )

麻花捲誠實商店→美好花商→菸樓區域 )

花東的海氣派，山卻很秀麗。二日遊程首先來到國際慢城客家小鎮鳳林鎮，走訪校長夢工廠、
客家文物館、林田警察官吏派出所、菸樓，品嚐在地好食；接著拜訪光復鄉的太巴塱部落，
經當地人導覽，品味部落特色風格料理，和部落人做朋友。

景點

景點

鳳林鎮

校長夢工廠

客家小鎮「鳳林」位於花蓮縣最中心，為國際慢城組織的

客家俚語說，美濃出博士、鳳林出校長，小小一個聚落，

一員，也是臺灣第一個國際慢城小鎮。境內森林蒼鬱，溪

就走出百多位校長。校長夢工廠前身為鳳林支廳長官舍，

流縱橫，不僅擁有極為清澈的水質，還有豐富的人文歷史

後為鳳林國中校舍，中間數度廢棄，後經修繕改建為博物

資源如菸樓、文物館等。遊客可以懷著悠閒的心情，漫步

館，存放鳳林地區教育文物，紀錄鳳林校長們百年樹人的

在鄉間小道，一邊品嚐客家美食，徜徉田野風光。

教育理念，歡迎到此一遊，感受鳳林濃郁的人文學風。

景點

景點

林田山
林業文化園區

太巴塱部落

過去有「小上海」之稱的林田山林場，又名森坂（日語發

太巴塱部落是阿美族文化的重點孵育地之一。其蘊含悠久

音：摩里薩卡），以保存最完整的伐木基地聞名。雖然昔

的歷史與文化，部落中隨處可見阿美陶、木雕、竹編、織

日風華不在，園區中仍保存著各種伐木工具、傳統消防物

布等傳統工藝，亦成功復育紅糯米，讓紅寶石重新閃耀縱

等文物，還留有頗具規模的中山堂、日式檜木建築群。有

谷。參加文化導覽，則可欣賞傳統木雕、走訪祖屋，認識

著濃厚林業歷史的林田山，成為旅客來花東縱谷必訪的人

傳統祭儀、社會結構，還有廚藝教室與風味餐，多角度探

文景點。

索太巴塱！
預約資訊：過年期間除夕至初二休息，初三至初五採預約制度。
預約電話：03-870-3419( 須提前 14 天預約，半日遊程成團人數 8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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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臺東 漫遊東海岸 2 日遊
Day1

臺東火車站→小野柳遊憩區→加路蘭遊憩區→東河包子→都歷遊客中心→

Day2

成功小鎮漁村風情之旅

三仙臺→夜宿成功

東部海岸地區具有變化多端的珊瑚群礁和海蝕地貌，磅礡動人、險峻中帶著靈氣。其中花蓮
溪到卑南溪間的花東海岸，就有海階、沙灘、礫石灘、礁岸、海岬和海蝕平臺等海蝕地形；
不只自然景觀瑰麗，沿途還有加路蘭、成功鎮等遊憩區，人文景色之豐富不遑多讓。

景點

景點

小野柳

加路蘭遊憩區

這處位於富岡漁港北面海域的地質景觀，因形似北關野

加路蘭是東河鄉的阿美族部落，族語稱 kararuan，意指洗

柳，而有小野柳之稱。園區設有遊客中心、海邊步道與露

頭的地方。遊憩區原址為空軍廢土置放所，經多次以生態

營地，因此除了可欣賞奇岩怪石，聽海觀浪，還能透過紮

工法整建，加入裝置藝術、增闢停車場，如今已是東岸旅

營的方式，體驗在夜色下聽著海聲入眠的新奇感受。若是

行的最美休息站，偶爾還有手創市場以趕集的形式出現，

天晴，亦可隔海眺望綠島，遙遙問候緊鄰的遠方。

手工藝品、海洋原味應有盡有，為旅途增添意外之喜。

景點

景點

三仙臺

成功小鎮漁
村風情之旅

被第一道曙光照耀的三仙臺，是由離岸小島和珊瑚礁海

成功鎮舊稱「麻荖漏社」，背靠海岸山脈，前擁太平洋，

岸所構成的景觀，傳聞島上三大奇石曾有呂洞賓、李鐵

兼有山光水色，以農、漁業為主，成功漁港更是東部海岸

拐、何仙姑蒞臨，因而有三仙臺之名，不過景色也是鬼

最大的漁港，水產資源豐富。漁村風情之旅將由導覽員引

斧神工，積年累月的海風與浪濤，使海蝕景觀峭拔而立，

領，認識此地風貌及人文歷史文化，鏢旗魚、聽故事，可

還有不少國寶級濱海植物扎根長住，柔和了海蝕獨有的

漫步，也可騎行單車、純享美食，成功鎮的多樣面貌，等

剛烈線條。

你來挖掘。

新春
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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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程簡介

地區

彰化 春遊八卦 2 日遊
Day1

八卦山生態遊客中心→就是愛荔枝樂園→落羽松森林→猴探井天空之橋→慕

Day2

田中赤水崎公園→清水岩生態展示中心→樂活襪之鄉博物館→百果山探索樂園

尼黑巧克力工坊

本遊程以親子共遊最佳，一起造訪灰面鵟鷹主題館、就是愛荔枝樂園、清水岩生態展示中心
及社頭樂活襪之鄉博物館，享受知性洗禮。亦有自然風光如落羽松森林、猴探井天空之橋、
田中赤水崎公園；歡樂遊趣慕尼黑巧克力工作坊及百果山探索樂園，帶著輕鬆寫意賦歸而有
滿滿回憶。

景點

景點

就是
愛荔枝樂園

猴探井
天空之橋

全臺灣第一座以荔枝為主題的親子樂園，園方打造荔枝伯

橫跨八卦山脈山谷的猴探井天空之橋，是臺灣第一座位於

爵兔、愛荔熊、奶姬寶寶等角色，帶著大小朋友領略悠閒

國家風景管理區的景觀天梯，全長共 204 公尺，高低落

下午茶、各項遊戲設施刺激闖關，或是來到大草原進行野

差達 5.65 公尺，兩者均為臺灣天梯之最，即使如此，平

趣活動，徹底放開肢體，感受大自然。另有荔枝太陽餅、

緩的橋面、遼闊的風景，仍吸引不少人攜家帶眷，登高望

荔枝餅乾及彩繪風箏等 DIY 課程，讓來園區遊玩的大朋友

遠。夜幕降臨時，橋上的太陽能 LED 燈會自動亮起，望去

及小朋友們，一起共享親子時光！

就像天際線的一抹微笑，因此也有微笑天梯的趣稱。

景點

景點

清水岩
生態展示中心

百果山
探索樂園

作為八卦山沿線生態旅遊重要據點的清水岩生態展示中

百果山探索樂園是臺灣唯一採用真實森林為場景，全方位

心，收藏數百種珍奇昆蟲標本，其中有退休老師張宏之慨

展示史前恐龍姿態與棲地的園區！百果山的恐龍，不論是

捐近千件標本供中心永久展示，為地區生態保育教育貢獻

擺頭搖尾、撕裂叫聲，均依據考古學者記錄，完美比例打

完整紀錄。再加上社頭鄉清水岩周邊自然資源及遊憩條件，

造，栩栩如生，足足 40 隻仿真恐龍及電影《侏儸紀公園》

使八卦山沿線旅遊型態更多元豐富。此外，每年還會舉辦

中經典場景之重現，為樂園更添臨場感，亦為遊客創造更

甲蟲生態導覽活動，邀請民眾一起感受大自然的奧妙。

多與恐龍互動的珍貴回憶。

新春
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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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程簡介

地區

南投 金龍山日出健行 1 日遊
Day1

臺中出發→ 06：20 金龍山健行踏青→ 06：30 金龍山日出雲海→ 11：00
午餐→ 13：00 蓮華池生態園區

自金龍山入口意象進入肖楠林道，步行即可至曙光廣場及涼亭，不僅可眺望山景，亦能欣賞
低海拔山區日出及雲海、琉璃光；沿著林道前行，則來到林試所蓮華池研究中心，參觀藥用
植物標本園、賞螢步道、生態教育館等，投身山水之間，細細品味自然。

景點
金龍山日出及雲海
日月潭金龍山又稱槌子寮，當地則稱「仙楂腳」，位於南投縣道 131 線路旁的
小山丘上，海拔約 820 公尺，屬於低海拔地區，卻擁有高海拔才有的可貴景觀
如日出、雲海與琉璃光等，易達性高，可以說是攝影愛好者追日的入門首選，
三大日出攝影聖地「北格頭、中五城、南二寮」的中五城，就是金龍山。為迎
接遊客，金龍山的設施日漸完善，停車場、廣場、觀景亭、步道等建設提供了
便民服務，讓遊客可以無後顧之憂地盡情追日。其中廣場視野遼闊，近瞰魚池
盆地，遠望則山巒疊翠、雲海翻湧，氣候佳時更可遠觀合歡山脈及日月潭。肖
楠森林步道則連接三座觀景亭，使民眾來到金龍山不只可捕捉日出，亦可徜徉
芬多精森林浴，並恍然知曉，原來金龍山的林相這樣美。

景點
林試所蓮華池研究中心
林試所蓮華池研究中心始建於民國 7 年，原名為「藥用植物栽培試驗地」，占
地 461 公頃，坐擁中部低海拔地區僅存最完整之天然闊葉樹林，另錯落有人工
試驗林、草生地、生態池、苗圃、肖楠木屋、藥用植物標本園、賞螢步道、生
態教育館等結合遊憩與學術研究功能等多樣景觀，還有多條水道如蛟龍溪蜿蜒
而過，構成水土相生的多樣生態體系，信步其中，能見白頭翁、五色鳥、綠繡
眼等擺弄嬌俏身姿，躍於高聳的林木之間，也有大冠鷲展翅遨遊、群蛙奏響抑
揚頓挫的樂曲，五感被大自然的色彩緊緊包覆。春季還有漫天飛舞的螢火蟲，
初夏則交由獨角仙等甲蟲接力登臺──不同時節拜訪，總有不同的驚喜，歡迎
民眾到訪參觀，一覽研究中心視角的臺灣森林群相。

新春
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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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日月潭 頭社活盆地暨水庫

生態步道健行 1 日遊

Day1

遊程簡介

臺中出發→ 10：30 頭社水庫健行踏青→ 12：00 午餐→ 13：00 頭社盆地
濕地生態體驗→ 14：00 頭社農村社區體驗

頭社水庫為全國最迷你水庫，吊橋、木棧道縱橫連綿；頭社活盆地則屬泥炭土溼地，又稱「曼
波田」，擁有多樣生態資源。景色之外，亦可遊覽三聖宮百年檜木碾米機及農村彩繪壁畫，前
往阿嬤洗衣場 DIY 絲瓜及金銀花手工肥皂，一次體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地人的智慧結晶。

景點

景點

頭社水庫

頭社水庫
生態步道

蓄水面積僅有 5.13 公頃的頭社水庫，是全臺面積最迷你

走進生態步道前，有一段 300 公尺的大舌滿溪木棧道，

的水庫，早期以提供灌溉用水為主，後因產業結構的變

因岸邊栽滿野薑花，而有野薑花棧道的美名。接著才是

化，逐漸朝向觀光遊憩發展，亦從當地人才知道的秘境，

1,300 公尺的生態步道，其環湖而建，再有山龍坑吊橋連

轉而走向大眾視野，休閒設施日益完善，如今已是各地遊

結兩端，站在置高點，則可一覽水庫全貌。春夏之際還能

客到南投一遊時必訪景點之一。

看到桐花與螢火蟲漫天飛舞，織就一片花海星河。

景點

景點

泥炭土盆地

棉仔園
阿嬤洗衣場

頭社活盆地為面積 50 公頃、深數十公尺的泥炭土溼地，又

緊鄰活盆地的棉仔園聚落中，有一個古色古香的傳統洗衣

稱「曼波田」、有會跳舞的泥土之趣稱，係經數千年的水

場，舊時婦女都會聚眾洗衣，成為獨特的農村風景。雖

草生長與淤積交互作用，方有如今地質景觀，同時因土壤

有因年久失修而廢棄之時，但經妝點後，如今也是知名景

肥沃，孕育多樣生態，若有機會，不妨來到這裡，感受一

點，既可一窺古早風情，還可體驗絲瓜及金銀花手工肥皂

下土地的呼吸與律動吧！

DIY，懷舊又趣味十足。

新春
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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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日月潭 一起 Happy 黑皮布農
Tamazuan 2 日遊

Day1

臺中出發→南投信義雙龍部落巡禮→雙龍瀑布生態巡禮→迪克斯布農工藝坊
及夏莎 V 工作坊 ( 手工串珠 ) →布農手工 DIY 體驗→ Tamazuan 部落廚房
傳統餐→布農之夜

Day2

大曲流 ( 土虱灣 ) →地利 ( 達瑪巒 ) 部落巡禮→布農部落神鳥 ( 紅嘴黑鵯 )

傳說壁畫→達瑪巒文化藝術團 ( 傳統祭儀樂舞及八部合音 ) →丹大布農部落
人文輕旅行→丹大濁水溪生態巡禮→瑪菲 VI 工作坊→潭南 ( 諾亞方舟 ) 天主
堂及獵人的家 ( 布農族百步蛇圖騰及半日獵人體驗 )

遊程簡介

在全臺最大的陸地湖泊日月潭、全臺最長溪流濁水溪相遇之處，豐沃的土壤與絕佳地理條件，
除了吸引邵族，布農族也在南投扎根，沉積出豐厚的文化底蘊。本遊程串聯南投各大布農部
落，帶領民眾深入導覽，認識臺灣原生之美。

景點

景點

雙龍部落

大曲流

雙龍部落坐落在南投信義鄉濁水溪河岸。約 400 人居住

濁水溪沿著臺 16 線公路流淌，途經峽谷地形，形成旋轉

於此。若到訪雙龍部落，可以體驗竹杯與竹筷自製、品嚐

360 度的大曲流，因外型與土虱魚頭相似，而有土虱灣之

由當地農水產烹煮的滿桌美味、著用布農族傳統服飾、感

稱。土虱灣是濁水溪來到地利村的必經路段，鬼斧神工的

受傳統祝福儀式等，想要親近自然，也可步行前往雙龍瀑

地質景觀，除了使當地人都要忍不住駐足欣賞一番，亦吸

布，走過長長階梯，看銀鍊斜掛山崖，水澗漫天彩虹。

引不少攝影好手前往取景。

景點

景點

地利部落

潭南部落

地利部落舊名為「達瑪巒」，「達瑪巒文化藝術團」則是

潭南部落最著名的景點，莫過於全縣海拔最高的潭南天主

部落一大亮點，集結老、中、青三代，以傳承文化與歌謠

堂與巨大耶穌像。教堂四周建有玻璃圍牆，搭配祭臺後

為志業。表演內容豐富，以歌謠呈現祭儀及工作情景，並

方水池，營造天主無所不在的意象，寓意深遠又時尚感十

以傳統樂器合奏表現布農文化。靈感大多來自大自然的聲

足。獵人的家也是著名景觀，木造平房繪有百步蛇圖騰，

音，用心觀賞，就能聽見大地的心跳。

飾以山豬頭骨、打獵器械、小米穗，象徵屋主的身分價值
與地位。

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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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雲林 濱海 • 慢漫行 2 日遊
Day1

馬蹄蛤生態休閒園區→成龍濕地、成龍集會所→口湖遊客中心 ( 椬梧滯洪池 )
→好蝦冏男社或東石漁人碼頭午餐 →新塭嘉應廟、魚丸一條街→雙春濱海
遊憩區 ( 忘憂森林 ) →北門婚紗美地 ( 水晶教堂 ) →夜宿鹽鄉民宿

Day2

東隆宮王爺信仰文物館→將軍馬沙溝 3D 彩繪村→萬味珍海產午餐→勝益海
產加工廠 ( 曬烏魚子、伴手禮 ) →七股鹽山或臺灣鹽博物館→七股潟湖 ( 搭
觀光漁船遊潟湖 ) →七股水產 ( 黑琵食堂 ) 晚餐

遊程簡介

每年春節，除了除夕圍爐，長長的假期，也是難得的闔家出遊日，但是全臺都放假，不免也
要擔憂熱門景點的人潮影響旅遊心情，「濱海 • 慢漫行 2 日遊」將帶遊客避開壅塞人潮，
來到內行人才知道的景點，悠閒享受雲嘉南濱海風情，嚐遍特有海產美食。

景點

景點

馬蹄蛤生態
休閒園區

雙春濱海
遊憩區
( 忘憂森林 )

馬蹄蛤生態休閒園區坐落於雲林西南沿海的一個小村落，

雙春濱海遊憩區是位於臺南最北邊的綜合式生態遊憩場

從 61 西濱快速道路下，接臺 17 線進入金湖村，就可以

所，園區內規劃有南北兩條木棧道，可以近距離觀察紅樹

感受到一股濃濃的漁村風情。園區內建物以藍白為主調，

林與防風林等溼地景觀，還有招潮蟹、彈塗魚、水鳥等生

隨處可見貝殼做成的精巧裝飾。園方規劃多樣體驗內容，

動景致。另有臺南版小忘憂森林，白色的木麻黃枯木於湖

不僅可以實踐「摸蜆仔兼洗褲」，還可乘坐膠筏悠遊魚塭、

面描繪倒影，細品仍有遺世獨立的蕭瑟之美；或可走向沙

現場品嚐馬蹄蛤鮮美滋味，有得吃也有得玩！

灘，擁抱徜徉海風，都是不虛此行的玩法唷。

景點

景點

七股鹽山與
臺灣鹽博物館

將軍馬沙溝
3D 彩繪村

七股鹽場曾是臺灣史上規模最大的曬鹽場，鹽業式微後，

將軍馬沙溝 3D 彩繪村以李聖宮為中心，結合當地漁村特

重新規劃為遊憩園區，建設多項遊樂設施，再展鹽田榮景。

色，於大街小巷各個角落散布多樣畫作，如此規劃就像在

臺灣鹽博物館遠望如兩座白色金字塔，保存臺灣數百年鹽

社區內尋寶，讓遊客體驗到「轉角是藝術，巷弄有驚喜」、

業文化，是目前唯一鹽產業主題博物館。館內栩栩如生的

有別於一般彩繪村的氛圍。其中最具特色的彩繪圖「天馬

蠟像及文物珍藏是一幕幕鹽業歷史縮影；創意鹽商品、DIY

行空」，是在誠品書局創辦人吳清友先生之故居繪製，畫

體驗、鹽咖啡及鹹冰棒，則是一定要體驗的現代光景。

中書本堆疊成書牆，毛筆則為橋粱，映出誠品文化的韻味。

新春
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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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阿里山

來吉【勇士養成任務旅行】+
太和【茶屋生活旅行】2 日遊

Day1

嘉義高鐵站→嘉義火車站→山豬勇士開學儀式→勇士鄒食午餐體驗→勇士之

Day2

太和茶園採茶→揉茶 DIY( 太和茶學院 ) →特色風味餐→太和屋茶席體驗→

家勇士故事→勇士特訓射箭體驗→山豬勇士結業儀式→夜宿來吉民宿
茶園漫步 ( 觀日峰湖桶底茶園 )

原住民的勇士在眾多神話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不過在真實部落生活中，勇士同樣占
有一席之地，想要一窺勇士之貌，藉由完成養成任務而悟其精髓？絕對不能錯過來吉勇士養
成任務旅行！感受豪氣萬千之後，不妨來到太和喝杯茶，接著來到觀日峰，緩和身體的步調，
一覽眾山小。

景點

景點

FUZU 工坊

神話步道

來吉部落的鄒族色彩澧厚，傳統文化在這裡得到了養護與

阿古亞納民宿旁有一條小徑，名稱「神話步道」，傳說鄒

保存。FUZU 工坊正是來吉社區發展協會為積極推動傳承

族女神 nivenu 熱愛打掃，但因太過頻繁，終至土地崩塌，

部落文化而設，結合當地文化創意，一系列的山豬及貓

影響生活，族人只好於步道中央放置神似男性陽具的石

頭鷹工藝品廣受歡迎。工坊亦提供無菜單部落美食，隨節

頭，女神就會因為害羞不敢現身，部落才得以鬆口氣。平

氣變幻，提供道地新鮮的餐點，再搭配獨具風格的傳統盤

緩的神話步道橫跨不同林相，老少咸宜，漫步其間，聽著

飾，堪稱色香味俱全。

有趣的神話故事，最是愜意。

景點

景點

太和茶學院

大風埕
觀日峰

一位熱愛喝茶的山漂青年，在都市流連一陣後，看見臺灣

大風埕觀日峰海拔約 1,500 公尺，視野遼闊無遮蔽，放

茶的可塑性，遂選擇回到山上，創造平臺，與當地茶農攜

眼望去，近可觸無敵茶園景觀第一排，遠可眺望豐山村與

手一條龍，製作內蘊太和風味的特色茶，再透過空間體驗

來吉村，更遠處則有層層雲海浮光掠影，浪淘心靈。不過

的推廣，佐以當地文化與飲食，讓到此一遊的訪客，能在

最妙之景，仍是特地晨起捕捉的塔山日出，塔山是鄒族聖

當下體驗茶的細膩與美感，回到都市後，也能回沖出在太

山，破雲而出時帶出漫天金光，暈染天邊，彷彿天降神靈

和感受到的人情味。

的祝福。

新春
遊程

13
遊程簡介

地區

阿里山 鹿境隨俗一路玩到底 1 日遊
Day1

逐鹿部落午餐→部落藝術村導覽→梅花鹿園→鄒族射箭體驗→鄒族歌舞展
演→愛情大草原→獵人宴晚餐 ( 鄒族燻烤風味餐 + 聽獵人在唱歌 晚間限定 )

鹿境隨俗遊程由逐鹿部落居民親自導覽，走入部落，介紹鄒族傳統建物與涼亭文化，遊客亦
可依據個人喜好，預約多種體驗活動，豐富的選項令人目不暇給。獵人宴更是不可錯過的活
動，唱歌、舞蹈與酒水，共譜熱烈熱情的原民晚夜之歌。

景點

景點

逐鹿部落

梅花鹿園

逐鹿部落 poftongaveoveo，原意為「圍獵梅花鹿的峽谷」，

逐鹿除了可以體驗原民文化，感念先民狩獵之辛勤與收穫

相傳祖先打獵時，會先將梅花鹿趕到此地再進行圍獵，如

的歡喜，透過居民的努力，梅花鹿也得以在梅花鹿園現

今傳統已逝，為感念先人精神，遂將社區命名為逐鹿，代

蹤，不過不再是圍獵，而是在這塊阿里山山腳下最美麗的

表族人的內心依舊嚮往這片大地，同時為重現傳統，社區

平原，規劃梅花鹿復育機制，此舉不僅是為回饋大地與民

特別規劃射箭場，亦有假日市集、文化展示與歌舞表演，

眾，也是為延續鄒族人與梅花鹿在這片土地的傳奇記憶。

讓遊客親身感受部落文化。

景點
部落體驗
活動

景點
牛埔仔
遊憩園區
（愛情絲路）

昔日鄒族人圍獵梅花鹿，以箭為主要武器，為再現原民武

牛埔仔愛情大草原位於臺 18 線 32K 附近，是進入阿里山

士精神，部落特別開辦射箭體驗活動，拉開足有一人高的

國家風景區的前哨站，遍布園區的裝置藝術以「愛情」與

大弓，考驗眼力與準頭。隨後是歌舞展演與晚上才有的獵

「阿里山」為創作主題，一眼望去綠油油的草原，點綴有

人宴，特色燻烤料理，美食講究用勇士刀分享，再搭配自

半層樓高的純白色大禮盒、一顆火熱的愛心等，對比濃烈

釀小米酒、獵人的嘹亮歌聲……燈光不滅，今晚不歸。

的視覺饗宴，也像熱戀中的愛情濃醇而值得回味。

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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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嘉義 賞梅祈福曾文水庫迎春 2 日遊
Day1

梅嶺→玄空法寺→夜宿趣淘漫旅

Day2

曾文水庫搭遊艇→玉井老街

水是財，遇水則發，曾文水庫是全台灣最大水庫，搭乘觀光遊艇徜徉在曙光乍現與夕陽餘暉
波光粼粼的湖面上，與臺灣唯一會聽歌劇的「文青山豬」近距離接觸、在水庫上的釣魚平臺
當一日姜太公，還可欣賞老鷹叼食秀，再加上鄰近的梅嶺正值賞梅好時光，玄空法寺祈福趣，
迎新春，賀新年，賞梅祈福曾文水庫迎春 2 日遊是非來不可的最佳選擇。

景點

景點

梅嶺

玄空法寺

每年從 12 月中開始的花期，一直延續到隔年的 1 月，梅

玄空法寺以各式奇木、雅石、鐘乳石、樹化玉，妝點出深

嶺山地鋪上一層白，白得柔軟，白得細膩，可別誤以為才

具禪風的庭園。庭院四處都能看到佛教偈語，搭配精雕細

海拔 1,000 多公尺高的梅嶺竟下起雪來，那是白梅滿開的

琢的廟堂建築之美，讓觀者獲得平靜的心靈力量，更曾獲

姿態，開得燦爛，開得飽滿，為山頭上了清新的粉妝。

得臺灣宗教百景網路票選人氣景觀第一名。

景點

景點

曾文水庫
遊艇

玉井老街

曾文水庫是臺灣最大之水庫，乘著遊艇探訪曾文水庫秘境，

歷史悠久的城區，經由藝術家、在地商家及學校的通力合

遊賞山水綿延的壯闊，聆聽山豬、黑鳶、白鷺共譜之交響

作，蛻變為藝術不老街，繽紛彩繪與融入街景的小創意、

樂章，感受心與自然的對話，在曙光乍現與夕陽餘暈之波

大招牌，都令人印象深刻，邊逛邊玩時，還可以品嚐在地

光粼粼的水面上，享受黃金 FUN 逐之旅。

小吃如芒果冰，美味從舌尖融到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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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高雄 蝶戀雙城 2 日遊
Day1

旗山老街→美濃客家文物館→新威森林公園→十八羅漢山服務區→聚寶來景
觀休憩餐飲午餐→浦來溪頭社棧道健行→溫泉美食晚餐→夜宿寶來、不老溫
泉區

Day2

遊程簡介

茂林生態公園→茂林遊客中心觀賞 3D 影片→ 烏巴克原住民風味午餐→石板
彩繪及琉璃珠 DIY →龍頭山遊憩區→多納高吊橋→蝶 Svongvong 烘焙坊

寶來不老溫泉為南臺灣知名溫泉區，以碳酸氫泉與山林之美聞名。以此展開，有旗山美濃地
區，可體驗客庄風情、順遊新興打卡景點；茂林生態公園、龍頭山遊憩區可隨興漫步。深度
玩法則有體驗原民風味餐及 DIY 手作，將旅途回憶製成伴手禮，紀念精彩的連假時光。

景點

景點

聚寶來景觀
休憩餐飲

寶來溫泉＆
不老溫泉

聚寶來景觀休憩餐廳是由寶來遊客中心整修改建而成，目

相緊鄰的寶來溫泉與不老溫泉，享坐落於南橫必經之地的

前結合商家及餐飲服務，遊客可於「老樹廣場」悠閒品茗

地利之便，周邊設施新穎完善，飯店、度假山莊林立，可

及享用愛玉等在地美食。特別的是，愛玉不僅以元寶容器

以說是南臺灣的泡湯勝地。兩地皆屬碳酸氫泉，泉溫可達

盛裝，就連愛玉本身都是元寶造型，吸睛可愛。本據點亦

攝氏 60 度，泉色透明，無色無味，可飲可浴，據說還有

提供在地伴手禮。

養顏美容之效唷。

景點

景點

不老
溫泉步道

茂林
生態公園

沉浸湯泉，享受舒緩筋骨的暢快時，也不妨來到附近的不

想要一窺紫斑蝶的翩翩舞姿，一定要來到茂林生態公園！

老步道，換沐浴森林之間，遠離塵囂，看花草繽紛，滿山

每逢冬季，紫斑蝶都會來訪茂林過冬，形成獨特的「紫蝶

青翠，且步道平緩，老少咸宜，最適合闔家大小一起慢慢

幽谷」景象，也是世界兩大越冬型蝴蝶谷之一。遊客可以

散步，享受難得的共遊時光。

沿著賞蝶步道通往姿沙里沙里步道，全程 1.5 小時，感受
被蝴蝶包圍的綺麗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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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屏東 新春跳島漫遊趣 2 日遊
Day1

濱灣公園遊潟湖→大鵬灣濕地公園→東隆宮→東港華僑市場

Day2

小琉球搭半潛艇遇見綠蠵龜、環島賞遊美人洞、山豬溝、花瓶岩、厚石裙礁

在港都，自然要透過海與其對話。搭遊艇或帆船賞大鵬灣潟湖是感性的限定遊程，接著造訪
東隆宮、華僑市場，從文化吃食重新認識小鎮。自東港搭船 30 分鐘，即可完成跳島，與綠
蠵龜不期而遇，如此涵蓋海陸雙棲的國際觀光體驗，是萬不可錯過的精彩行程。

景點

景點

大鵬灣

經典小鎮 東港

大鵬灣為國內唯一單口囊狀潟湖，有風無浪，海域平靜，

東港是漁村也是農村，在鎮中心的豐漁橋邊，就可看到漁

除有豐富生態，亦有多項遊樂設施與景觀如鵬灣跨海大

船進出、港區作業等特有景觀，也因此，當地醞釀出多樣

橋、青洲濱海遊憩區、環灣自行車道等，玩法涵蓋海陸空，

限定美食，而旅遊不可或缺的當然是尋找美食，在此地首

一次滿足。另可欣賞到 2019 台灣燈會保存下來最具藝術

選為華僑市場，應有盡有，多是融合海產及農作，例如肉

特色的花燈，歡迎遊客春節蒞臨，享受難得假期。

粿、飯湯、旗魚黑輪、握壽司，吮指美味超新鮮。

景點

景點

東隆宮

小琉球

東港東隆宮，當地人習稱「王爺廟」，始建於 1706 年，

小琉球屬珊瑚礁島嶼，環境得天獨厚，沿岸棲息上百隻保

歷史悠久，香火鼎盛，除了用金箔層層疊起、號稱全臺最

育類動物「綠蠵龜」，是世界少有能在岸邊、海底輕易看

大的黃金山川牌樓，三年一次、仍然遵循古禮的「迎王」

見綠蠵龜的美麗島嶼，遊客下海浮潛，輕易就能與其同

祭典也是令人津津樂道，神聖莊嚴的神祕感與隆重科儀，

游。小琉球面積不大，環島一圈約 12 公里，可一覽花瓶

叫人即使身處天南地北，也要前往一探。

岩、厚石裙礁、祕密沙灘、漁村風情等，島嶼風情悠閒指
數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