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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品味隱世秘境 
花蓮秧悦美地度假酒店、太魯閣晶英三日 

特別安排 最新自強號 EMU3000 商務車廂(騰雲座艙) 

  

出發日期:111 年 07 月 26 日(星期二)    
 

集合時間 集合地點 人數 

06:00 發車前 30 分，臺南火車站前站入口處集合  20 位 

07/26(二)去程:自強號 06:30 臺南發車~10:22 抵達瑞穗【301 班次】                                  

07/28(四)回程:自強號 16:02 花蓮發車～20:32 抵達臺南【324 班次】 

飯店名稱 飯店住址 電話 

秧悦美地度假酒店 花蓮縣吉安鄉干城二街 100 號 03- 8129168 

太魯閣晶英酒店 花蓮縣秀林鄉天祥路 18 號 03- 8691155 
 
 
※ 導遊 :         先生   電話:  
 
※ 領隊 : 莊和菊  小姐   電話:0927-916469 
  
※ 司機 :         先生   電話:  
 
※ 車牌 :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7%A7%A7%E6%82%A6%E7%BE%8E%E5%9C%B0%E5%BA%A6%E5%81%87%E9%85%92%E5%BA%97&ei=fC7UYJ7jDI7l0AS_mqv4Cg&hotel_occupancy=2&oq=%E7%A7%A7%E6%82%A6%E7%BE%8E%E5%9C%B0%E5%BA%A6%E5%81%87%E9%85%92%E5%BA%97&gs_lcp=Cgdnd3Mtd2l6EAMyAggAMgIIADICCAAyAggAMgIIADICCAAyAggAMgIIADICCAAyAggASgQIQRgAUJ63BVietwVgrr0FaABwAngAgAHoAogBpwOSAQUxLjMtMZgBAKABAqABAaoBB2d3cy13aXrAAQE&sclient=gws-wiz&ved=0ahUKEwiekbuS2q_xAhWOMpQKHT_NCq8Q4dUDCA4&uact=5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4%AA%E9%AD%AF%E9%96%A3%E6%99%B6%E8%8B%B1%E9%85%92%E5%BA%97&ei=Etf3YIP1D8GSr7wP46qygAM&hotel_occupancy=2&oq=%E5%A4%AA&gs_lcp=Cgdnd3Mtd2l6EAEYADIICAAQsQMQgwEyAggAMgIIADICCAAyBQgAELEDMgIIADICCAAyCAgAELEDEIMBMggIABCxAxCDATIFCAAQsQM6CggAELEDEIMBEEM6BAgAEAM6BAgAEBM6CAgAEAoQHhATOgYIABAeEBM6CAgAEAUQHhATOgQIABANOggIABAIEA0QHjoKCAAQCBANEAoQHjoGCAAQCBAeOggIABAIEAoQHjoGCAAQDRAeOgQIABBDOgYIABAFEB46BAgAEB5KBAhBGABQras6WM7yOmDvijtoCHACeACAAZMCiAGcCZIBBjEyLjEuMZgBAKABAaoBB2d3cy13aXqwAQDAAQE&sclient=gws-w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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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台鐵最新自強號，EMU3000 商務車廂(騰雲列車)  
 

騰雲座艙乘車服務: 

為了讓旅客舒適地享受旅途，特別將 3000 型城際列車每列次第 6 節車廂打

造成騰雲座艙，和一般車廂相比，騰雲座艙提供 30 個座椅，提供寬敞的乘坐

空間、沉著色調及皮革扶手質感的專屬座椅。 

 

1. 免費精緻餐飲及專人服務 

為搭乘旅客精挑細選來自國內、外的各種優質點心、飲品，可透過官網購票，

預選餐點(其中騰雲座艙限定台鐵便當只要預訂就能享用)，即享有「專人直送」

餐點的獨有貼心服務。未經線上選餐，亦可於入座後，於列車上任選各式甜

點及罐裝咖啡、騰雲座艙限定氣泡水、EMU3000 型設計款瓶裝水等飲品。

於享受嚴選點心、飲品的超值體驗中，展開專屬搭乘旅客的騰雲座艙味覺旅

行。 

※考量台鐵便當之賞味期限及送餐時效性，以指定開放預訂便當車次及該車 

次便當派送區間為限。 
 

2. 每個座位皆設有 USB 插槽和 110V 充電插座 

提供旅客於車上使用電腦、手機等 3C 電子產品時，能隨時充電。 
 

3. 雙層行李架 

供旅客方便放置大型行李，小型行李建議可放置座位座位上方行李架。 
 

4. 車廂提供免費 wi-fi 

車廂提供免費 wi-fi，讓旅客享受便捷快速免費無線上網。 
 

5. 椅背收藏式餐盤 

方便旅客放置餐點、飲品，餐點食用完畢後可收藏回椅背。 
 

6. 男性及女性專用洗手間 

乾淨的洗手間環境，供旅客乘車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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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飯店 
秧悦美地度假酒店 Gaeavilla Resort 

三十多年前，《君達集團》選擇位於中央山脈山麓的花蓮吉安干城，

建立愛護自然生態的有機香草事業。四季更迭、農人耕牧，花香草綠、

蟲鳴鳥叫，成就《君達集團》穩健發展成為東部的指標產業。歷經三

年的籌備興建，《秧悦美地度假酒店 Gaeavilla Resort》正式於 2019

年 5 月 16 日開幕，期待讓更多來訪花蓮的客人感受有機香草的真、

善、美，並且能獲得更全面、貼心且完善的度假體驗。全國唯一、世

界罕見以有機香草為特色主題的《秧悦美地度假酒店 Gaeavilla 

Resort》，開幕即風靡旅遊市場。 

來到這裡，可以恣意嗅聞微風中的香草芬芳，在廣達兩萬坪的無毒土

地上，遇見純淨的自然生態。尊重環境的綠建築，高度私密的空間，

讓身心於山海天地間得以歇息，悠然自在的放逐自我，深沉融入萬物

與之對話，沉浸於內心的寧靜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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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晶英酒店 Silks Place Taroko (12 坪) 
 

唯一位於國家公園境內山岳型的五星級度假酒店。高品質的房間及餐

飲服務、場地開闊的宴會及會議空間、各項休閒娛樂娛施、及充滿峇

里島風味的『沐蘭 SPA』，讓您在置身太魯閣、擁抱當地絕色之美的

同時，為您的洽商或是全家歡聚帶來最難忘的五星級休閒之旅。 

太魯閣晶英酒店擁有 160 間寬敞的客房，分為行館樓層與休閒客房

樓層，每房 40 平方公尺起，每間房間皆擁有偌大落地窗，採光良好，

您遠離都市塵囂，徜徉在太魯閣夢幻般的山水間，享受身心靈全然釋

放的完美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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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6 
(星期二) 

第一天 

06:00 台南火車站前門/06:30 台鐵新體驗-騰雲
座艙~10:22 瑞穗火車站~午餐:劍柔餐廳~馬太
鞍文化之旅 馬太鞍文化導覽解說+搗麻糬DIY +

頭飾 DIY 及傳統舞蹈帶動跳~秧悦美地度假酒店 

06:00 臺南火車站前站入口處集合 

06:30 台鐵新體驗-騰雲座艙(騰雲座艙第 6 車廂)，台南火車

站發車。 

 臺鐵「EMU3000 型騰雲座艙」旅客獨有貼心網訂點餐
服務享受嚴選點心、飲品的超值體驗。 

 
 
 
 
 
 
 

10:22 抵達瑞穗火車站。      

11:30 午餐~劍柔山莊原住民風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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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鞍濕地昔日這裡長滿了樹豆，因此被稱為馬太鞍

（阿美族語樹豆之意）。而居住在此的阿美族人，發展

出「Palakaw」巴拉告生態捕魚法，利用中空的竹子、

樹枝等，製作出三層的結構物放入水塘中，讓魚蝦喜

歡、小魚能自由出入的棲息地，經過一段時間後，將

九芎枝幹提出水面，即可將攀附在樹枝間的小蝦抖入

三角魚網中；而藏放在底層的大竹筒能輕鬆捕獲鱔

魚、土虱或鰻魚等底棲性魚類。他們堅守不竭澤而漁

的原則，讓人感受到阿美族人的生活智慧。 

特別安排：馬太鞍文化之旅 馬太鞍文化導覽解說+麻

糬 DIY +頭飾 DIY 及然後大家一起來跳阿美族傳統舞

蹈帶動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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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 入住秧悦美地度假酒店  
三十多年前，《君達集團》選擇位於中央山脈山麓的花
蓮吉安干城，建立愛護自然生態的有機香草事業。四
季更迭、農人耕牧，花香草綠、蟲鳴鳥叫，成就《君
達集團》穩健發展成為東部的指標產業。歷經三年的
籌備興建，《秧悦美地度假酒店 Gaeavilla Resort》正
式於 2019 年 5 月 16 日開幕，期待讓更多來訪花蓮
的客人感受有機香草的真、善、美，並且能獲得更全
面、貼心且完善的度假體驗。全國唯一、世界罕見以
有機香草為特色主題的《秧悦美地度假酒店 
Gaeavilla Resort》，開幕即風靡旅遊市場。 
來到這裡，可以恣意嗅聞微風中的香草芬芳，在廣達
兩萬坪的無毒土地上，遇見純淨的自然生態。 
尊重環境的綠建築，高度私密的空間，讓身心於山海
天地間得以歇息，悠然自在的放逐自我，深沉融入萬
物與之對話，沉浸於內心的寧靜平和。 
【香草蒸氣浴豪華客房】全團安排 15 坪豪華大客房，
每間房間內皆配備有亞洲唯一設有蒸氣浴室的香草客
房，每個蒸氣療程 15 分鐘，無限制次數在房間內免
費使用，讓旅客護膚、護髮、香氛泡澡一次到位。豪
華大客房內還有沙發附上桌上水果，冰箱內還附上精
選的秧田良品迷迭香豆奶有機飲品免費品嚐，就是要
讓旅客們擁有這份獨一無二的七感療癒體驗，保證讓
您一夜好眠，充份得到吸收能量的後山舒壓之旅。 

 酒店另有其他設施： 
※香草精油按摩 Gaea SPA(30min，NT$1,800 起， 
需預約) 

※戶外溫水水療池、泳池(需泳衣.帽)自由享用。 
※泳池全年開放。夏季 6-10 月 07:30-22:00，冬季

11-5 月 08:30-21:30。 

 SOL BAR 歌手演唱 20:00~22:00 在池畔星光下，陪
伴您度過舒適宜人的夜晚 

早餐:   o                       午餐: 劍柔山莊原住民風味餐 
晚餐: 秧悦美地中式合菜 (17:30~19:00 享用) 
住宿: 秧悦美地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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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山脈山麓的沃土中，全國唯一以有機香草為特色主題的度假酒店，

在此可以恣意嗅聞微風中的香草芬芳，在廣達兩萬坪的無毒大地，遇

見純淨的自然生態。與環境共融的綠建築，高度私密的空間，讓身心

於山海天地間得以歇息，悠然自在沉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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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7 
(星期三) 
第二天 

晨喚~享用自助早餐~吉安慶修院~午餐:闔

家歡餐廳~花蓮沙灘車體驗+天空之鏡網美
景點~最愛古早味～佳興冰果室~住宿:太魯
閣晶英酒店 

10:00 出發 

10:30 吉安慶修院 
位在臺灣花蓮縣吉安鄉的寺院古蹟。原為真言宗

吉野布教所，為真言宗高野山金剛峯寺的海外別

院。本尊弘法大師、脇佛不動明王和毘沙門天、

創立者為川端滿二。通稱「吉安慶修院」。二戰後

改為供奉本師釋迦牟尼佛和觀世音菩薩。1997 年

政府指定為古蹟並收歸國有但仍未失去其實際宗

教功能，現為觀光景點。 

 
 
 

 
 
 

 
 
 
 

11:30~12:40 闔家歡餐廳 

13:15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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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花蓮沙灘車~天空之境 

花蓮新城 19 家沙灘車業者中，規模最大，硬體設施

最好的天空之鏡沙灘車，唯一使用 3500 坪別墅沙灘

車基地，2000 坪訓練場地，1500 坪超大停車場，

20 幾間舒適衛生間＋熱水淋浴間（免費盥洗），擁

有 100 輛全新沙灘車（一次可承接三台遊覽車的數

量），20 位原民帥哥/美女教練陣容最資深，拍照道

具最多不等待，想騎車想拍照可分開來帶，原民帶

隊幽默感歡樂無極限。 
 
沙灘車流程說明  

沙灘車體驗時間 120 分鐘(含拍照攝影保險) 

1.沙灘車基地報到 

2.安全規定宣導/騎乘教學 

3.前往沙灘/穿越叢林/s 型飆沙灘 

4.天空之鏡道具拍照、DIY 拍照 

5.沙灘車山棧溪水衝刺 

6.回程基地/跟教練接收照片影片(AirD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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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愛古早味～佳興冰果室】 

花蓮新城必訪老字號冰果室「佳興冰果室」. 媒體及

部落客推薦!!! 每一口都能喝到實在的感覺，絕不添加

檸檬酸劑、防腐劑，讓您喝得健康安心！連皮帶打的

工法將檸檬素釋出卻不造成苦澀，再加上道地黃金比

例，清香順口，餘韻回甘的檸檬汁. 贊不絕口。 

【☛☛☛特別安排～每人贈送一瓶檸檬汁(600cc)】 

 (此屬贈品，若不飲用，恕無法折現退費)  

 

16:30 入住~太魯閣晶英酒店 

以傲人之姿，座落於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境內的國際

五星級度假酒店，為晶華國際酒店集團旗下飯店。飯

店座落於東西橫貫公路之天祥地區，伴立霧溪貫穿其

間，秀麗山色即是天然藝術品；全館擁有 160 間客

房，規劃行館樓層與休閒樓層，提供多樣化料理服

務，滿足您崇尚在地、美味與視覺等多重饗宴。 

任何季節來訪，太魯閣皆有不同的景色，面峽谷、望

山嵐、聆聽溪水協奏曲，讓能量在千年峽谷裡轉化昇

華，恣意享受來自於太魯閣迴響的清新與暖意。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闔家歡餐廳  

晚餐: 酒店內中式合菜 

住宿: 太魯閣晶英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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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8 
(星期四) 
第三天 

太魯閣晶英酒店出發~太魯閣國家公園~ 

九曲洞隧道~午餐: 洄瀾灣景觀餐廳無菜單料
理~松園別館~ 16:02 花蓮火車站~搭乘 
台鐵新體驗-騰雲座艙~賦歸台南 20:32 到達 

07:30 晨喚!!早安!!Morning Call，於飯店享用自助式 

早餐 

10:00 出發 

10:30~11:30 九曲洞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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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峽谷之外，大理岩壁上的斷層、節理、褶皺等

地形，以及在峭壁上絕地逢生的岩生植物，都是值

得觀察的重點。九曲洞步道路面寬闊平緩是一條大

眾化的遊憩步道，和戶外地質教室。 

 

12:00~14:00 午餐~洄瀾灣景觀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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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5:20 松園別館舊稱 

為花蓮港陸軍兵事部，建於西元 1943 年，當時為

日軍在花蓮最高軍事指揮中心，又因園內松樹繁

茂，環境十分清幽，且地勢居高臨下，同時可遠眺

花蓮港及太平洋，成為當時高級軍官的休憩場所。 
 

 

 

 

 

 

 

 

 

 

 

 

 

 

 

 

 

將專車前往花蓮火車站～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結束休閒慢活花蓮

火車三天遊～搭乘台鐵新體驗-騰雲座艙 自強 EMU3000 列車，

經由南迴鐵路~返回溫暖的家。 

15:30 抵達花蓮火車站 

16:02 台鐵新體驗-騰雲座艙(騰雲座艙第 6 車廂) ，花蓮火車站

發車，提供騰雲座艙限定台鐵便當。 

 

 

 

 

 

 
 
20:32 平安抵達台南火車站。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洄瀾灣景觀餐廳   

晚餐: 騰雲座艙限定台鐵便當   

住宿: 甜蜜的家 



                                  16        禾掬最用心、讓您最放心 

出團日期:2022 年 07 月 26 日 (星期二)  
 

旅遊費用：(二人房)每人報價如下 
 

20 位成團雙人房每位現金報價:NT$24,900 元商務車廂(騰雲座艙) 

65 歲以上長者,可扣團費 800 元 
 

團費包含 
  

車資 行程所需用遊覽車.火車。 

住宿 
秧悅美地度假酒店*1 晚。 

太魯閣晶英酒店*1 晚。 

餐食 
素食請告知。 

早餐:3 餐 午餐:3 餐 晚餐:2 餐+便當 

小費 全程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用。 

門票 行程上所列的景點。 

貼心 車上提供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保險 
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
臺幣 300 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 萬 

(實支實付)】。 

 
團費不含  
 

1.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如飲料、酒類、私人購物費…等。  

 

2.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建議、自費或自由行程所衍生 

之任何費用。 

 

團體需知 作業金：報名即繳付團費作業金每位 NT$8,000 元， 

以保留房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