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 北美華裔青 (少) 年夏令營 

精緻台灣環島文化之旅 
USA Summer Camp in Taiwan 

 
主辦單位 :  瀚學文化教育交流協會 

         協辦單位 :  中華航空公司 

         贊助單位 :  有富國際集團 

                   
    報    名 :  五月十五日截止報名，美東40名 額滿截止(名額有限,請提早報名) 

    報名專線 :    TEL: 215- 591-0135, 202-5808792 

                      908-721-0366, 

                      973-659-1350*110 
                或 E-Mail: carolyn19025@gmail.com  

                    

    日     期：  7/1-7/12/2007  
                             

    地     點 :  台灣 

        

    對     象:   青年,青少年12-24歲以上(歡迎家長陪同) 

 

    費     用 :  US$999自行購票, Hotel(2人/room),除了1 night青年活動中心(4人/room)           

                    含車資\司機服務費\雙語導覽\過路停車\住宿\活動費\門          

                     票\保險\餐費包24餐(3餐自費)共27餐若行程中包含行程不參加視同放   

                     棄.不退費,保險則二百萬台幣意外險\十萬台幣醫療險 

                       US$2,251(含華航團體機票) JFK-TPI-JFK  
                  

                          

 

    退     費 : 5/1/2007以前百分之七十 

               5/1/2007以後百分之五十 

               5/15/2007以後恕不退費 

 

    活動宗旨與特色: 

 

 為增進海外華裔青少年相互認識以及了解台灣建設與政經發展，促進海內外華僑互動交流， 

 美國瀚學文化教育交流協會主辦，有富國際集團贊助。 

 活動內容包括：全程語言學習教室安排於車上, 後應用於實際生活 

 認識台灣、聯歡晚會、Special event(基隆市中正國中,民俗藝術表演觀摩、文化學習交流)、 

 坑道體驗、秀姑巒溪泛舟、快艇、香蕉船、浮潛、搭乘海底觀光半潛艇、上山下海看日出、 

 了解體驗台灣本地、客家、原住民文化，介紹台灣傳統美食，寶島攬勝。全程語言學習教室 

 安排於車上, 後應用於實際生活。政治大學外交系學生游晃銘負責全程介紹台灣(2006年參 

 加全世界250個國家青年文化推廣活動,台灣唯一代表,榮獲世界獎項。) 

 

 
 

 



                               【 預 定 行 程 】 
第  一 ,二  天【７／1, 2】  
21: 00 JFK 機場會合或 7/3/2007 桃園中正機場入境廳會合 
 
第  三  天 【７／３】 

08:30-10:00 桃園中正機場入境…前往台北 

10:00-12:00 

故宮博物院   

http://www.npm.gov.tw/  

  

 國立故宮博物院新址位於台北市外雙溪，於民國 54 年國父誕辰紀念日興建完成，為一座

中國宮殿式的建築。院內藏有全世界最多的無價中華藝術寶藏，其收藏品的年代幾乎涵蓋了

整部五千年的中國歷史。院內提供了中、英、法、德、日、西、韓等七國語言專業導覽，定

期舉辦各類文物研習課程、專題演講及巡迴展出活動，出版一百三十種以上的刊物及專輯，

落實文化傳承工作。此處是國外遊客來台必訪之地。 

 

院內典藏了歷代文物藝術精粹；舉凡書畫、銅器、瓷器、玉器、漆器、雕刻、善本圖書、文

獻檔案等等，品類豐富，近七十萬件展現了中華文化源遠流長的歷史光輝。故宮博物院於民

國五十四年落成，採中國宮廷式設計，仿北平故宮博物院形式，與美、英、法(羅浮宮)收藏

之豐富，舉世公認並列世界四大博物館，成為中國藝術文化研究及保存的重鎮。 

 

博物院內 62 萬件收藏品中，大多數是昔日中國皇室的收集品，始自一千多年前的宋朝。故

宮博物院自九十年八月十四日起，展覽館局部開放拍攝，全館禁用閃光燈，惟須注意的是於

展場內攝影而取得之文物及展場陳設畫面或影像，院方仍擁有專屬權。 

12:00-14:00 午餐及專題(台灣民俗-面相) 

14:00-16:30 

陽明山國家公園  

 http://www.ymsnp.gov.tw/  

國家公園管理處參觀+簡報 

 

小油坑 

小油坑位於七星山的西北麓，從陽金公路的小觀音站右走可以到達觀景步道，沿途景色優

美。小油坑海拔約 800 多公尺，其最具特色的景觀為火山噴氣孔、溫泉、崩塌地形及硫磺結

晶等…特殊自然景觀，是一處最佳的親子自然教室。 

 

擎天崗 

早在日據時代的民國 23 年，日本人即有設置大嶺牧場(包括今擎天崗、冷水坑、七股山)的

計劃，而這些類地毯草據說最早即是由日本人種植的，台灣光復後，民國 41 年政府依據原

大嶺牧場中擎天崗、冷水坑一帶的規劃設置了陽明山牧場。陽明山牧場由當時的陽明山管理

局、士林鎮公所、北投鎮公所、陽明山農會、士林農會及北投農會等 6個單位共同經營。台

北市改制為院轄市以後，此牧場即歸屬台北市農會經營。因此在擎天崗附近所看到的牛隻是

陽明山牧場放牧的牛隻。

17:30-18:30 享用晚餐 

18:30-21:00 
台北統一大飯店 check in 

安排逛士林夜市..品嚐小吃.. 

本日注意事項： 

1.陽明山國家公園夏季午後有時會下午後雷陣雨，建議攜帶雨具；而行程中將會安排其中步道，建議穿著

  輕便服裝+布鞋，若怕夏季太陽太大可以戴帽子或是撐洋傘，為了避免蚊蟲叮咬，最好不要穿短褲。 

2.晚上逛士林夜市，品嚐台灣小吃，盡量避免冷熱交替吃，以免吃壞肚子。 

 

第  四  天 【７／４】 

07:00-08:30 享用飯店內早餐

http://www.npm.gov.tw/
http://www.ymsnp.gov.tw/


08:30-13:00 
前往基隆中正國中活動中心 

活動內容【民俗藝術表演觀摩、學習交流、午餐】 

13:00-16:00 

黃金博物館 

http://www.gep.tpc.gov.tw/index.asp
 
黃金博物園區位於台北縣瑞芳鎮金瓜石的山城裡，擁有豐富的歷史人文與自然資產，並且是

台灣首座以生態博物館為理念所打造而成的博物園區。 

 
黃金博物園區的主要館舍規劃包含有：介紹與展示礦業文化及黃金物理特性的「黃金博物

館」；讓民眾能夠深入礦坑坑道體驗採礦情景的「本山五坑坑道體驗」；展示金瓜石地區生

態環境與地質礦體特色的「環境館」；「太子賓館」則開放周邊庭園參觀，讓民眾欣賞優雅

的日式宮廷建築之美；此外，地質公園、黃金神社、茶壺山、戰俘營、黃金瀑布等人文生態

地質景觀，亦是園區週邊不容錯過的重要景點。 
 
九份 

http://www.easytravel.com.tw/action/nineportion/index.htm

 

九份為昔日的台灣採金中心，位於台灣東北部丘陵地，環山面海，擁有變化多端的山海美景；

為一座小小的山城，保有著純樸的舊日生活風貌。 

 

 清初之際，這裡只有九戶人家，出入全靠水運，當時貨船運送這九戶人家的日常用品時，

常將其分為〝九份〞，久而久之，便以〝九份〞作為此地的代稱。 

 

 光緒年間，發現金礦後，頓時繁榮了起來，為此山城留下了〝小香港〞的稱號。到了民國

33 年，終因礦產缺乏開採價值，九份的輝煌時期因而宣告結束。 

 

17:30-18:00 金山青年活動中心 check in 

18:00-19:00 晚餐 

19:00------ 聯歡晚會活動..大家同樂… 

本日注意事項： 

1. 黃金博物館特別安排，山本五坑坑道體驗，請穿著長褲+布鞋，能夠親身體驗實際的礦坑坑道，並對其

工作環境有所進一步的了解。 

2. 晚上住宿青年活動中心，備有溫泉 SPA，請攜帶泳裝+泳帽。 

 

 

第  五  天 【７／５】 

07:00-08:30 享用飯店內早餐

08:30-12:00 一路上走在北台灣的海邊..沿途鼻頭角公園..北關..遠眺龜山島..蘭陽平原…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7:00 

國立傳統藝術中心(台灣本地文化之旅) 

http://www.ncfta.gov.tw/

 

國立傳統藝術中心位於宜蘭縣五結鄉冬山河風景區內，創立於 91 年 1 月 16 日，中心佔地總

面積約 24 公頃，國立傳統藝術中心規劃包含入口處、停車場區、行政中心區、住宿區、演

藝廳區、工藝坊區、產業景觀區等各具特色的區域。 

 

國立傳統藝術中心的建築由簡學義、陳森藤、蔡元良、黃聲遠等多位建築師合作，把台灣傳

統建築表現得十分精美，也讓國立傳統藝術中心園區榮獲『2001 台灣建築佳作獎』，從戲劇

http://www.gep.tpc.gov.tw/index.asp
http://www.easytravel.com.tw/action/nineportion/index.htm
http://www.ncfta.gov.tw/


館、曲藝館、圖書館、工藝傳習所、目仔窯、民俗街坊、住宿中心至文昌祠、戲台、黃舉人

宅....等等，都非常有味道，值得細細觀賞；國立傳統藝術中心園區的展示系統分為動態和

靜態展示，動態展示以市街聚落區以及水岸的露天舞台、田園景觀區等之技藝展演活動為

主，靜態展示則以『展示館』的傳統工藝美術與『戲劇館文物陳列室』的音樂戲曲相關文物

之展示為核心；國立傳統藝術中心裡的大漁翁餐廳以及小吃坊都提供了多樣的宜蘭傳統美

食，街坊中，還有數十家的工藝店家林立，像是古早電影院、木屐館、戲偶館、陶藝館、玻

璃館等，各有特色，也是遊客最愛停留的地方。 

 

國立傳統藝術中心內容相當豐富，不僅讓宜蘭人驕傲，更是讓台灣人瞭解到台灣的歷史發展

以及相關文獻，體會古早先民們開拓台灣的蓽路藍縷，在旅遊的輕鬆時刻，也能學習到很多

的知識，一舉數得！ 

 

17:30-18:30 羅東宜泰飯店 check in 

18:30------ 
羅東之夜..飯店就為在羅東最熱鬧的街道上..晚上非常熱鬧 

晚餐自理….品嚐宜蘭道地小吃…… 

本日注意事項： 

1. 國立傳統藝術中心佔地廣大，融合地方建築、人文、戲曲、手工藝..等…並且每個月都會有傳統戲曲或

是民間傳技藝表演….我們安排足夠的時間在園區內….到時可以全部看到園區所安排的表演。 

2. 晚上住宿的飯店位在羅東熱鬧的街道上，安排逛羅東夜市；並可品嚐宜蘭道地的小吃。 

 

 

第  六  天 【７／６】  

07:00-08:00 享用飯店內早餐

08:30-09:30 

南方澳漁港底端的南天宮媽祖廟 

http://travel.network.com.tw/main/travel/point/showpage/770.html

 

宜蘭南方澳南天宮，位於第一漁港底端，供奉一尊全台最大的金身媽祖神像及五尊湄州媽

祖，吸引許多人來此朝拜，香火鼎盛。南方澳附近的居民大都以捕魚為業，經年累月在海上

為生活而奔波忙碌，常因颶風駭浪，以致經常有漁民不幸傷亡的事件發生，謀生環境困難，

為求生活富足，萬事順利，所以當地居民幾乎家家供奉媽祖，祈願媽祖神澤廣被。 

   居民出海作業捕魚時，由於海上常起狂風巨浪，眾人默祈媽祖神威顯靈相救，屢獲神蹟，

民國卅九年元月，遂由鄉紳簡阿坤發起興建南天宮媽祖廟，並於民國四十五年落成，主體建

築採南式宮殿造型，金碧輝煌，光彩奪目，宏偉壯觀，成為南方澳地區居民信仰生活的重心。

頭城籍漁船進豐三號因逢海上颱風警報，在無法分辨方向下，轉往南方澳漁港，受艙內供奉

五尊福建湄州媽祖等神像相救，眾人於是焚香膜拜，恭迎眾神上岸，並將五尊湄州媽祖神像

交由南天宮供奉，頓時全國各地善男信女紛紛組團，前來瞻仰媽祖聖容，因而成為全國有名

的媽祖廟。 

 民國七十五年，南天宮委員會全體決議，為表敬意決定用純金來打造一尊全台最大的金媽

祖神像，隨即委請二十幾名師傅開始打造，並成立「金媽祖基金」，廣邀信眾共籌打造基金，

經過一年多的設計打造，完成眾所期待重達二百公斤的「金媽祖」純金神像，並於民國八十

四年舉行安座大典，莊嚴肅穆的儀式，更輝映著「金媽祖」金碧輝煌的光采。 

09:30-12:00 
前往花蓮的路上…走蘇花公路抵達花蓮 

搭車時間會比較長..蘇花公路為山區道路..會暈車者建議準備暈車藥 

12:00-13:00 午餐時間 

12:30-16:00 

太魯閣國家公園  

http://www.taroko.gov.tw/winter/  

 

國家公園管理處參觀+簡報 

 

整個太魯閣國家公園以其高山及峽谷最負盛名，尤其是中部橫貫公路太魯閣至天祥一帶的立

霧溪谷，兩岸全是大理石岩層，可見開發之維艱！在高山方面，本區連有合歡群峰、南湖大

http://travel.network.com.tw/main/travel/point/showpage/770.html
http://www.taroko.gov.tw/winter/


山、中央尖山、羊頭山、畢祿山及奇萊連峰等２７座。 

 

神秘谷位於花蓮縣秀林鄉富世村內，即立霧溪支流砂卡礑溪，溪水清淺可涉，太管處已完成

往神秘谷的遊憩步道，神秘谷中有被溪水沖蝕成千奇百怪的大理石岩塊，清澈見底的湛藍水

潭及兩岸險峻的峭壁風光。谷中潭水潔淨澄澈；在最下游處的水潭是神秘谷最美麗的部份，

溪谷較寬闊，並可露營。 

 

 

16:30-17:30 慶祝豐年祭與原住民共舞 

17:30-18:30 享用晚餐 

18:30-21:00 

花蓮國統飯店 check in 

安排南濱夜市…傳統夜市有童玩..小吃.並可欣賞海景..當地人約會的好去處 

http://travel.network.com.tw/tourguide/point/showpage/1350.html  

本日注意事項： 

1.上午撘車時間較長，由台北沿濱海公路+蘇花公路，大約 2.5 個小時，其中蘇花公路道路蜿蜒，容易暈車

者請攜帶暈車藥、並於開車前 30 分鐘服用(領隊無法提供口服藥物.有需要者務必要自行準備)。 

2.太魯閣安排神秘谷步道，全程都是平路很好走，神秘谷步道可以接近溪水，必須注意安全。 

 

 

第  七  天 【７／７】  

07:00-07:30 享用飯店內自助式早餐（吃到飽） 

09:00-14:00 

秀姑巒溪泛舟 

 http://www.easytravel.com.tw/action/summer/page1.htm  

 

秀姑巒溪源於花東交界處，全長約９０公里，從台東縣池上附近的北坡地沿花東縱谷北流，

於瑞穗鄉瑞美村 東折，橫斷海岸山脈，由大港口出海。由瑞穗到長虹大橋段之秀姑巒溪峽

谷，水道寬長２２公里，激流、險灘處處，峽谷雄偉、奇石林立。  

因水流平緩處間有２３處激流，且沿途山澗溪谷殊美，故已開發成為台灣橡皮艇泛舟的熱門

去處。其中瑞穗大橋至奇美有七處激流，其餘則分布在奇美以下至長虹橋之間，以第七處激

流最為驚險。  

 

沿途經過的景致有呼拉灘、猴跳灘、姑奶奶灘等砂石灘，以及謝武德台地、萬物象、長虹橋

等三處景觀可供觀賞。泛舟之旅由瑞穗大橋啟航，初時兩岸溪床開闊，砂灘遍佈，過第一 處

激流後，溪床大幅轉彎，右側是謝武台地，溪床高地呈河階式隆起，溪岸則為砂石灘，水清

石多，為理想露營地。 

 

行約兩小時，陸續經過幾處激流後穿過奇美吊橋，迎面而來的是第七處激流，通過這一關的

考驗，即可來到奇美休息地，暫時停泊休憩。此地是一片廣大砂灘地，遊客多於此用餐休息。

奇美過後，呈現出不一樣的峽谷秀麗風光，此段水域潭深水闊，沿途是一連串漩渦與險灘，

此時始進入真正的泛舟高潮。待長虹橋展現，激流、險灘已成過去，取代的是寬闊平緩水域，

泛舟之旅遂於此畫上休止符。   

 

本日午餐由於大家上岸時間不同.上岸盥洗之後.本日午餐享用便當 

 

14:00-17:00 

花東海岸風光 

 

長虹橋 

http://www.eastcoast-nsa.gov.tw/tc/travelinfo/travel/travel_area.php?place_name=長虹橋

&travel=1  

秀姑巒溪源於花東交界處，全長約９０公里，從台東縣池上附近的北坡地沿花東縱谷北流，

http://travel.network.com.tw/tourguide/point/showpage/1350.html
http://www.easytravel.com.tw/action/summer/page1.htm
http://www.eastcoast-nsa.gov.tw/tc/travelinfo/travel/travel_area.php?place_name=%E9%95%B7%E8%99%B9%E6%A9%8B&travel=1
http://www.eastcoast-nsa.gov.tw/tc/travelinfo/travel/travel_area.php?place_name=%E9%95%B7%E8%99%B9%E6%A9%8B&travel=1


於瑞穗鄉瑞美村 東折，橫斷海岸山脈，由大港口出海。由瑞穗到長虹大橋段之秀姑巒溪峽

谷，水道寬長２２公里，激流、險灘處處，峽谷雄偉、奇石林立。 

 

八仙洞 

http://www.eastcoast-nsa.gov.tw/tc/travelinfo/travel/travel_area.php?number=4&place_name=八仙

洞&travel=2  

長濱的八仙洞以擁有獨特的海蝕洞景觀和台灣最早的史前文化遺址著稱，目前被列為國家一

級古蹟。洞穴共有十多個，大小深淺不一，這些洞穴原在海面下經由海浪沖蝕而成，但現在

卻高低散布於山壁上，乃是東部海岸不斷上升的最佳明證。 

 

三仙台 

http://www.eastcoast-nsa.gov.tw/tc/travelinfo/travel/travel_area.php?number=4&place_name=三仙台&travel=2  

三仙台的八拱跨海步橋，以波浪造型呈現，造型夠眩，如長龍臥波，氣勢壯觀；島上地形景

觀與生態資源極為獨特稀有，散布著海蝕溝、壼穴、海蝕柱、海蝕凹壁等海蝕景觀，除外，

海岸植物種類繁多，是研究海岸植物生態的重要據點，可循規劃良好的步道觀賞沿途生態及

地質觀賞。附近海域魚類豐富，是漁場亦是有名的磯釣場所。 

17:00-18:00 享用晚餐 

18:00------ 
知本 泓泉渡假村 check in……..享受知本溫泉….. 

享受之本溫泉..飯店設有戶外 SPA 溫泉泡湯..請自備泳裝+泳帽 

本日注意事項： 

1.泛舟其實具有危險性，遊客應做好安全準備，以防範意外傷害。泛舟活動並非適合所有人，患有心臟病、

羊癲症者及十二歲以下孩童不宜泛舟。泛舟服裝以輕便為宜，並著軟底布鞋或膠鞋，以方便在河床上行

走及泛舟中防止刮傷，並注意防曬準備。建議穿著長袖衣褲，並記得帶瓶礦泉水。前來泛舟，除應多備

一套更換之內外衣服外，不宜攜帶過多之行李及貴重物品。出發前需要將個人用品固定，如眼鏡，並將

重要證件做好防水處理，救生衣及頭盔一定要繫緊，確時做好求生設備才上路。泛舟前及進行時切勿飲

酒。泛舟時請勿攜帶食品，也請勿隨處丟棄垃圾，以免污染環境。 

2.下午行程沿著花東海岸公路南下台東，都是在海邊，請注意防曬或戴帽子，三仙台景點必須注意不可太

過靠近海邊或是下海戲水(沒有安全人員或是救生員)。 

 

 

第  八  天 【７／８】  

07:00-08:00 享用飯店內自助式早餐（吃到飽） 

08:00-11:00 走南迴公路..約 2 個小時前往楓港…再往南走至墾丁.. 

11:00-12:00 

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參觀 

http://www.sttf.idv.tw/images/document/iandscape_a/chiu_14.htm

 

墾丁國家公園成立於 1984 年 1 月，是我國第一座成立的國家公園，三面環海，為我國同時

涵蓋陸域與海域的國家公園，海陸域面積共 33,268.65 公頃。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7:00 

活動２選１（Ａ或Ｂ行程.自己選擇其一） 

 

Ａ。三合一水上活動『快艇、香蕉船、浮潛』 

浮潛就是針對不會游泳的旱鴨子進行的水上活動，教練先在岸邊教學，如何使用裝備，等到

遊客適應了水性，再由教練帶領游客自在、安全的漂浮在水面上，欣賞世界級的珊瑚保護區

以及在海中央的平台享受餵魚的樂趣。我們提供專業教練、五樣全套的裝備－蛙鞋，面鏡、

防寒衣(水母衣)保險、冷熱沖水。 

香蕉船是一條形狀像香蕉的橡皮艇，由快艇托著走，在海面上衝剌跳動，為了剌激，駕駛會

來個緊急轉彎，讓游客翻船，此時記得要先吸一氣，然後放手，若緊抓著不收手，很容易乘

http://www.eastcoast-nsa.gov.tw/tc/travelinfo/travel/travel_area.php?number=4&place_name=%E5%85%AB%E4%BB%99%E6%B4%9E&travel=2
http://www.eastcoast-nsa.gov.tw/tc/travelinfo/travel/travel_area.php?number=4&place_name=%E5%85%AB%E4%BB%99%E6%B4%9E&travel=2
http://www.eastcoast-nsa.gov.tw/tc/travelinfo/travel/travel_area.php?number=4&place_name=%E4%B8%89%E4%BB%99%E5%8F%B0&travel=2
http://www.sttf.idv.tw/images/document/iandscape_a/chiu_14.htm


員撞在一起受傷。 

快艇可以體驗乘長風、破萬浪的快感，欣賞後壁湖漁港的風貌以及可看海底世界的美貌。 

 

Ｂ。搭乘玻璃船欣賞海底風光 

搭乘海底觀光半潛艇，除了可觀賞五彩繽紛海底綺麗世界，還可走上甲板觀賞貓鼻頭、南灣、

墾丁...等沿岸景緻；走入船艙透過特殊玻璃窗往下瞧，海底綺麗世界裡，各色各樣軟、硬

珊瑚，隨海流搖曳著，珊瑚礁熱帶魚群，悠遊於珊瑚礁隙縫間，穿梭著嬉戲、覓食；站長曾

親自體驗過，發覺海生館內是人工佈置景觀，而此地是大自然環境，心境各別不同；體驗過

三次，終於看見海龜悠遊其中，全船遊客發出驚喜、讚嘆之聲不絕於耳，還要求船老大追隨

海龜游跡；哇！不虛此行。 

17:00-18:00 墾丁伯爵飯店 check in 

18:00------ 
墾丁之夜..晚餐自理 

飯店就為在墾丁最熱鬧的街道上..晚上非常熱鬧 

本日注意事項： 

1. 安排水上活動，必須穿著泳裝(另會準備防寒衣)，全程都有交鍊陪同並且指導。 

2.晚上住宿的飯店就位在墾丁最熱鬧的街上，露天 PUB 都是營業到清晨(PUB 內會有工作人員炒熱氣氛，越

晚表演內容會越….越….ㄟ…ㄟ…  ^.^＂火熱 ^.^＂)，最好能要求 PM11:00 前請同學回到飯店。 

 

 

第  九  天 【７／９】 

07:00-09:00 享用飯店內自助式早餐（吃到飽） 

09:00-12:00 北上前往嘉義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阿里山公路風光…山路會暈車喔..一路上到海拔 2000 公尺的山上 

15:00-18:00 

阿里山森林遊樂區 

森林遊樂區位於嘉義市東方 75 公里，東臨玉山山脈，與玉山國家公園相鄰，西靠嘉南平原，

北界雲林、南投縣，南接高雄、臺南縣。全部屬於國有林班地，總計面積 1,400 公頃，為東

南亞最高峰玉山的支脈。阿里山森林遊樂區因位於海拔二千公尺以上，四周高山環列，氣候

涼爽，平均氣溫為攝氏 10.6 度，夏季平均 14.3 度，冬季平均氣溫 6.4 度。阿里山除了日出、

雲海、晚霞、森林與高山鐵路，合稱阿里山五奇。 

 

阿里山森林鐵路有七十多年歷史是世界上僅存的三條高山鐵路之一。途經熱、暖、溫、寒四

帶，景緻迥異，搭乘火車如置身自然博物館。尤其三次螺旋環繞及第一分道的Ｚ字形爬升，

更是難忘的經驗。阿里山一向以五奇著稱，登山鐵路、森林、雲海、日出及晚霞。 

 

姐妹潭是二個大小不同的鄰近湖泊，『姊潭』呈長方形，佔地 160 坪、『妹潭』略呈圓形，

佔地 20 坪，相傳有二位山地女孩在此雙雙殉情，故後人附會而稱姐妹潭；姐潭湖區還設有

一座以檜木為基座的相思亭，姐妹潭週邊更設有全長 180 公尺的環潭步道，可讓遊客遊覽全

湖是觀賞姐妹潭最佳的方式；夏季為滿水期，冬季則為枯水期。 

 

受鎮宮奉祀玄天上帝、福德正神和註生娘娘，香火非常鼎盛。傳說以往每年３月都有三隻神

蝶飛來朝拜，不吃不飛一週後就不見蹤影，傳為神跡。三代木同一根株，能枯而後榮，重覆

長出祖孫三代的樹木，是造化的神奇安排。如今第一、二代的前身均已枯老橫頹，第三代卻

仍然欣欣向榮。 

18:30-19:00 櫻山大飯店 check in 

19:00----- 晚餐後要早點休息喔…明天好早就得起床了… 

本日注意事項： 

1.上午撘車時間較長，其中阿里山公路道路蜿蜒(約 2.5 小時)，容易暈車者請攜帶暈車藥、並於開車前 30

分  

  中服用(領隊無法提供口服藥物.有需要者務必要自行準備)。 



2.阿里山海拔約 2000 公尺，與山下溫差很大，本日必須穿著薄外套，山上蚊蟲較多，最好不要穿著短褲，

  夏季山上午後容易下雷陣雨也必須隨身攜帶雨具。 

 

 

第  十  天 【７／１０】  

04:00-07:00 坐火車前往祝山日出，祝山是觀賞日出的最佳地點 

07:00-08:00 早餐

08:00-12:30 

新中橫公路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遊客中心 

http://www.ttvs.cy.edu.tw/kcc/alisanyn/tatachia.htm  

 

玉山國家公園為我國面積最大的國家公園，位於台灣的中央地帶，群峰並峙，百岳高山多達

30 餘座。  

   

橫跨南投、嘉義、花蓮及高雄四縣，總面積約達 105,490 公頃，是典型的亞熱帶高山的地質，

其地形以高山及河谷為主。在高山峻谷中除了蘊含豊富的地理景觀外，同時也塑造最珍貴的

資源寶藏和生態環境，期許永續的生命，保持原始風貌，登山遊客要發揮環保心、子孫情，

愛惜大自然。 

 

玉山國家公園規劃的遊憩點並設立遊客中心為新中橫公路的塔塔加遊客中心、南橫公路的梅

山遊客中心與東部地區的玉里、南安遊遊客中心，此三處對於一般遊客欲瞭解玉山國家公園

全貌的最佳去處；登山活動則集中於玉山山區、八通關古道的東埔至八通關與南安至瓦拉米

的東西兩出口與南橫公路的關山、塔關山、關山嶺山和向陽山。 

12:30-17:30 

九族文化村(原住民文化之旅)  

http://www.nine.com.tw/  

 

九族文化村的景觀分為四部分： 

一、現代景觀部分的水沙連花園、水沙連麗宮，採歐洲宮廷式的建築，典雅浪漫，令人流連。

二、科技景觀部分的雷射音樂噴泉，在此可欣賞姿態漫妙、極具聲色之美的『水之舞』。 

三、以世界廣場為主體的未來世界區，此區包括有超時空劇場、星際旅遊、世界廣場及太空

    山等多項設備，仿若狄斯奈樂園的精華縮影。 

四、古代區的山地文化村，內含雅美、阿美、魯凱、卑南、賽夏、排灣、布農、鄒、泰雅等

    九族的村落，以生活化的立體形態展列台灣山胞特有的建築、手工藝。 

   

園區另新闢金礦山探險區，供遊客大顯身手。山地歌舞表演每天在第九村旁的那魯灣劇場，

固定演出數場，另在第五村的石音劇場也有邵族杵歌表演。  

   

九族文化村於 2001 年啟用全台灣第一座專供觀光遊憩之用的「空中纜車」，是台灣第一座

輕載量的空中纜車系統，由奧地利 Doppelmayr 公司製造，採銀灰色亮麗的車廂流線設計，

從園區的歡樂世界，向上延伸至觀山樓，全程總長度 1000 公尺，纜車鳥瞰距地面高度 40 公

尺，計有 26-36 個車廂數，一個車廂可以搭乘載８位遊客，單程時間平均３分鐘，從空中纜

車上的全視野的角度鳥瞰九族文化村整個園區美景，更可從不同的視野發現九族的山林之

美。台灣最長、最高的空中纜車、最經典的空中捷運在九族文化村。 

 

本日午餐發點券，於園區內各餐廳自行享用 

18:00-19:00 享用晚餐 

19:00------ 埔里鎮寶大飯店 check in 

本日注意事項： 

1.早上預計 AM04:00 起床前往看日出，一直到太陽出來之前會寒冷，今天必須穿厚外套喔。 

2.本日撘車時間較長，午餐後走新中橫公路前往南投公路蜿蜒，大約 2個小時，容易暈車者請攜帶暈車藥、

  並於開車前 30 分中服用(領隊無法提供口服藥物.有需要者務必要自行準備)。 

3.九族文化村將會安排部落的導覽+原住民的歌舞表演，園區內遊樂設施都是無限次數。 

http://www.ttvs.cy.edu.tw/kcc/alisanyn/tatachia.htm
http://www.nine.com.tw/


 

 

第  十一  天 【７／１１】 

07:00-08:00 享用飯店內自助式早餐（吃到飽） 

08:00-11:00 搭車經由高速公路北上 

11:00-16:00 

新竹北埔知性之旅(客家文化之旅) 

http://www.embid.net.tw/314/035801096/index1.htm

 

竹語茶廬之旅，焢窯、三合院與古農具導覽、坐牛車，開窯吃午餐(地瓜、玉米、雞腿、客

家鹹湯圓、客家艾草包、甜湯、礦泉水)，客家麻糬 DIY、紮稻草人比賽、客家擂茶或主題彩

繪。 

 

近年來，行政院農委會、桃園區農改場、北埔鄉公所農會及台大農推系與輔大葉教授的協助

與輔導下，積極推動休閒農業與傳統客家文化的保存與傳承，其中尤其以世代務農，現任蕃

薯產銷班班長的莊謙謹，在歷經近半世紀的農事耕作後，深深體悟到，傳統文化漸漸在科技

日新月異的洪流中消逝殆盡，便毅然於民國八十八年投入客家文化的傳承工作，以實際行動

先後完成傳統客家農村新風貌的重建與農具展示館的成立，並擅用昔日務農習得的精湛竹編

手藝，成立竹編展示館保存客家文化，全家人一同投入經營竹語茶蘆的農村生態旅遊，包括

客家文化、家族史、建築導覽，老農具展示，牛車之旅，還有烤地瓜、草編、竹編教學…，

未來還希望擴大發展民宿，讓南埔成為農村田園旅遊的代表景點。 

17:30-20:30 
前往台北１０１…逛街….晚餐自理….. 

並可自費搭乘酷電梯前往觀景台俯瞰台北夜景 

21:00------ 台北六福客棧 check in 

本日注意事項： 

 

 

第  十二  天 【７／１２】 

07:00-08:30 享用飯店內自助式早餐（吃到飽） 

 10:00------ 準備離台或訪親友 

 

 

http://www.embid.net.tw/314/035801096/index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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