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鳴遊島嶼】環島鐵道誌｜里山藝境．馬太鞍溼地．枋野秘境．扇

形車庫．五星連泊｜鳴日號環島 5 日（台北出發） 

出發日期：2021/01/24(日) 

團費 : 每人 49000 元起 

行程特色 

 

 

榮獲 2020 日本設計大獎「Good Design Award」的鳴日號觀光列車， 

留下莒光號傳統的橘色調的車身，結合象徵尊爵的黑色調，再把臺灣最美的景色收進車廂裡， 

讓美好光景得以在鳴日號延續，也讓臺灣的鐵道故事邁向未來。 

以美學為始，啟動鳴日列車，隆重出發。 

 



 

 

 

 

 

極東站-石城車站 / 極南站-枋山車站 / 極西站-臺南車站 



 

 

羅東林業園區 

步行於飄散著檜木清香的園區，在貯木池畔感受早期臺灣林業的繁華。 

馬太鞍溼地園區 

湧泉不絕的天然沼澤濕地，孕育出多樣化的動植物生態。 

鸞山部落 

走路布農族部落，由族人帶領我們造訪全臺最完整的楠榕混生林。 

多良車站 

列車緩行於堪稱全臺最美的多良車站，一覽太平洋遼闊景致 。 

 

正一茶園田媽媽 

鹿野著名紅烏龍茶烹煮入菜，不只喝好茶也能夠吃好茶。 

埔里金都 

來碗招牌米飯！中臺灣最具代表性的餐廳，歷屆總統、名人必訪之地。 

阿成的家 

環繞於大自然的用餐環境，享用老闆阿成一家人親自種植的鮮蔬食材，沒有華麗的外觀，取而代之的

是臺灣特有的人情味。 

 

 

 



 

| 秧悅美地度假酒店 | 

入住五星級酒店，享受慵懶南洋風棕櫚泳池遠離塵囂，徜徉於酒店獨有的香草花園懷抱。 

 

| 鹿鳴溫泉酒店 | 

座落於鹿野溫泉飯店，是原住民的古獵場，100%原湯引自鹿野溪地底蘊藏千萬年的紅葉溫泉水脈，暖

心泡湯，舒心愉快。 

 

| 台南晶英酒店 | 



座落於中西區的國際五星級度假酒店，將儒風意象化為設計元素，走入飯店，皆是藏於細節中的心

意。 

 

| 雲品溫泉酒店 | 

旅居日月潭第一泉，坐看雲起，偕日月、山水、炊煙，享受無拘無束的自在。 

太麻里 / 曙光日初音樂祭 

雙鳴日號將於此合流，伴隨樂音共鳴，劃破晨曦迎接每位旅客的來訪，感受音韻舞動，也乘載祝福的

美好，迎向新年。 

國本農場 / 草地音樂會 

在日閩合一的東部老宅，特別安排草地音樂會，原住民歌手獻唱，茶席上，來一杯在地好茶，一同仔

細品味時光。 

鹿野鸞山部落 

Sazasa 是森林的秘語，是布農族的囈句，是沒有邊境的自然，是蘊含著台灣山林瑰好的—鸞山森林部

落。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南港石城 – 大里【緩行遠眺龜山島】龜山【 馥蘭朵里山之境】 頭城 和平【台泥 DAKA】 花蓮【秧悅美

地】 

【環遊起行】北方繞東，淺嚐海洋 

07:00【集合】 南港車站 

08:00【啟程】 鳴日之旅，華麗開展 

來到南港火車站，與氣勢奔騰的鳴日號相見，將行李交由服務人員後從容登車，期待悸動的心，啟程，

寶島的萬種風情，動人如畫的山嵐美景，靜心咀嚼，探索從這刻開始。 

【緩行】石城－大里｜緩行遠眺海岸與龜山島 

太平洋的美是千看不厭的。 

穿過隧道駛入臺灣極東的火車站 – 石城站，火車將由此開始以低速慢行，無論您想要細品近處海岸美

景，或是遠觀眺望龜山島，都有足夠的時間享受。 

 

【龜山】里山藝境｜與自然合一的純淨禪意 



昔日的北關農場，如今以「里山精神」為本，全新打造為馥蘭朵 – 里山藝術文化園區。當人們重返山

林，會與自然產生什麼互動？而山林將以什麼模樣回應？或許深藏於「里山之境」的環境劇場，能為您

帶來不同的體悟。隨徑而上，人、水、聲，乃至一草一木，無不相互呼應。園中餐點以臺灣在地食材為

主軸，致力將每樣食材的美好本質呈現予旅人，體現最純淨天然的風味。 

 

【和平】台泥 DAKA｜和平成長的美好瞭望 

在千禧年成立的台泥和平廠，經過數十寒暑，已是和平村居民生活中的一部份。台泥 DAKA 是全臺唯一

一座開放參觀的現役水泥工廠，為旅人開展更貼近生活的空間。DAKA 一詞為太魯閣族語中「瞭望台」

的意思，期望由此開始，將生產水泥的工廠轉化為更有溫度的場域，持續守護凝望著和平村落。 

【瑞穗】秧悅美地｜被香草包圍的療癒時光 

今晚您將入住全臺唯一以「有機香草」為主題的特色飯店 – 秧悅美地。除了少數特殊房型外，每間房均

配有香草蒸氣浴室、浴缸，讓您在本日旅程終了時，能愜意享受被香草環繞的療癒感。飯店晚餐更精心

挑選在地小農種植的有機蔬菜，讓旅人不僅身心放鬆，更達到健康平衡的效果。 

※旅客最晚請於發車前 30 分鐘抵達始發車站並完成報到手續，避免因旅客個人因素未提前抵達而影響

登車或遊程權益。 

※本日鳴日號運行路線為：南港至龜山／龜山至頭城／頭城至和平／和平至花蓮。 

※最終運行路線和時間點以台鐵局核准為主，行程配合最終班次時間會有部分調整，敬請知悉。 

---------------------------------------------------------------------------------------------------------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 馥蘭朵里山藝術園區 

晚餐 ： 飯店晚餐 

飯店 秧悅美地度假酒店  

第 2 天 

花蓮 光復【光復糖廠、馬太鞍溼地】 東里【車站導覽】 池上【單車紀行】 鹿野【鹿鳴酒店】 

【東岸靜泊】天地純美，五星緩遊 

【光復】光復糖廠｜日治時期的綿密回憶 

於日治時期 1913 年，東臺製糖株式會社在花蓮縣壽豐鄉設立花蓮港製糖所，來擴大製糖產量，以供當

時的軍資需求。然而在二次世界大戰時，這兩處糖廠被美軍轟炸而損毀，之後由臺糖接手，逐漸修復並

轉型為現在的觀光糖廠。 

【光復】馬太鞍園區｜自然與人文皆俱的生態天堂 

名稱源自阿美族的馬太鞍部落，位於花蓮縣光復鄉馬錫山腳下，是一處湧泉不絕的天然沼澤濕地，更以

栽種夏季景觀蓮花田聞名，透過導覽，認識獨特的巴拉告捕魚法，與自然和諧地共處，深入體驗在地的

生活文化。 

【東里】佇立田中央，四時皆美｜中央山腳 

東里車站以綠色稻浪聞名，卻不想其實在一年所有時序中，都有美景可覽。由架高的車站體看出去，從

車站一路延伸至中央山脈山腳，映入眼中一望無際的田野，心情好似也舒暢開闊了起來。在此奉上小

點，在賞遊景致時，也以美食照顧味蕾。 

【池上】單車行｜緩輪慢行 

臺東縣池上鄉的一條田園小路，踩著自行車，沿著鄉村小徑徜徉而去，微風徐徐吹來，放眼廣大翠綠的

稻田，不僅使心靈遠離喧囂擾嚷，更能體驗放鬆的純粹，因此被譽為「翠綠的天堂路」。 

【鹿野】鹿鳴溫泉酒店｜舒適入住 



以紅葉泉源、別名「美人湯」的弱鹼性碳酸氫鈉泉，加上讓住客體驗熱氣球繫流的加值服務，使鹿鳴溫

泉酒店成為台東著名的度假住宿選擇。鹿鳴溫泉酒店的媲美五星級的用心從許多細節都可見一斑。由於

位於產地，鹿鳴溫泉酒店與在地使用自然農法（不施肥也不灑農藥）的小農契作，甚至利用園區圍墾一

處養生菜園，將小農與員工自己種植的時令蔬食野菜。 

※本日鳴日號運行路線為：光復至東里／東里至池上／池上至鹿野。 

※最終運行路線和時間點以台鐵局核准為主，行程配合最終班次時間會有部分調整，敬請知悉。 

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馬太鞍田園料理  

晚餐： 飯店晚餐  

飯店 鹿鳴溫泉酒店  

第 3 天 

鹿野【鸞山部落】 太麻里 枋野【秘境車站】 枋山【觀夕秘境】 台南【臺南晶英、阿舍宴】 

【列車小站】網羅探訪，輕巧收集 

【鹿野】鸞山部落｜森林之境 

Sazasa 是森林的秘語，是布農族的囈句，是沒有邊境的自然，是蘊含著台灣山林瑰好的—鸞山森林部

落。 森林沒有入口，心的寬幅決定土地的遼闊，唯有透過阿力曼館長的帶領，才能逐步緩緩了解極具生

命力、「會走路」的巨木白榕。一木成林，都蘭山畔的楠榕混生林帶，敘述著人與自然，布農族與森林

的友善與和諧共存。 登上森林瞭望台，飲食裡的文化，更將徐徐而來。木炭微燻出一股香，烤滾著獵人

喜愛的肉，獨有的小米酒與飲品，都是部落迎賓的盛禮。在這您可以遠眺花東海岸驚人的地貌，板塊交

界、卑南溪七層河階、縱谷、高台。 接著將走入布農家屋，深居部落生活的脈動。土地上的祭儀，向祖

靈山神問候，汲取山林生活的過往經驗，如何將森林的話語一代傳下一代，以無痕的方式和自然共存

榮。 

【午餐】正一茶園，以茶入菜｜口嚐在地好時節 

鹿野，茶園漫佈。鹿野茶區所產，研製茶湯水色橙紅、甘醇回釀，是適合冷泡的本土茶系，命名紅烏

龍。一心二葉，茶性具熟果香，富有活性且耐泡。正一茶園的傅姊，用細緻的烹調手法，將紅烏龍深刻

入菜，在茶香與食材之間取得溫厚的平衡。隨著時令變化，總能在口中乍現最新鮮的該季該地料理，伴

隨著紅烏龍獨特的香韻，每道菜餚都有料理人的真心，都有土地的真切，願您感受到以茶入菜的在地美

味。 

【太麻里】日耀之地｜迎接東方 

走入太陽照耀的肥沃之地－太麻里，出站即是通往太平洋的筆直大道，彷彿通往海洋的伸展台一般，迎

向蔚藍的呼喚，繼續隨著列車攀升，沿海而行。 

【枋野】秘境車站巡禮｜小巧走訪 

在渺無人煙的山區，存在著一個既無月台、附近也無住家的車站，除了車站本身的工作人員外，絲毫看

不到其他人影，但是正因為火車不停站，開車也難以前往的特殊性，吸引一眾願意翻山涉水的鐵道迷，

特地前來朝聖，除了細細品味站場環境，也與舉旗目送每一台經過車站的列車、辛勞守護鐵道的站長，

打聲招呼！ 

【枋山】秘境車站巡禮｜觀賞夕陽 

被稱為極南也極「難」抵達的枋山車站，位於半山腰的位置讓其成為觀賞夕陽的其中一個秘境。走出車

站前，從南到北眺望巴士海峽與台灣海峽無敵海景，在日落之際，天空轉成一片緋紅雲靄，欣賞大自然

最絢麗的色彩。在國境之南，追夕賞海。 



【晚餐】晶英阿舍宴｜府城味蕾風華 

府城風華，由阿舍宴席開展，帶領鳴日貴賓遊歷一趟老台菜的味覺旅程，從食材精細揀選輔以講究的料

理工法，乃至於餐桌之上的擺盤呈現，都無不講究，追溯經典重現同時，也帶動料理技法的復興。 

※本日鳴日號運行路線為：鹿野至太麻里／太麻里至枋野／枋野至枋山／枋山至台南 

※最終運行路線和時間點以台鐵局核准為主，行程配合最終班次時間會有部分調整，敬請知悉。 

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正一茶園餐廳  

晚餐： 阿舍宴  

飯店 臺南晶英酒店  

第 4 天 

台南 彰化【扇形車庫動態展演】 二水【集集支線風情】 集集 水里【阿成的家】 車埕 日月潭 

【中台風緻】山水之佳，走踏日月 

【彰化】扇形車庫｜列車動態展演 

全台唯一僅存的扇形車庫，以建築前的調車轉盤為中心而建的放射狀半圓弧狀車庫，現為彰化的縣定古

蹟。目前台灣著名蒸汽機車火車頭於完成懷舊之旅後，皆進駐彰化扇形車庫，讓這座扇形車庫更具歷史

和文化保存價值。由台鐵安排，在此位鳴日貴賓以蒸汽車頭透過列車轉盤做動態展演，刻下別樣的鐵道

旅遊記憶。 

【集集】支線風華｜檜木車站 

集集車站以檜木建造聞名，早期鐵道運輸沿線鄉鎮的旅客、香蕉、稻米、水果和木材，是附近鄉鎮的農

產品集散地，經歷九二一地震造成嚴重傾斜，經修復後的集集車站保有日式木造外觀，是目前碩果僅存

日治時代留下來的火車站。 

【午餐】阿成的家｜龍眼樹下的自然饗宴 

環繞於大自然的用餐環境，享用老闆阿成一家人親自種植的鮮蔬食材，沒有華麗的外觀，取而代之的是

台灣特有的人情味。 

【車埕】木業歷史走讀｜ 日治森林 

埕是臺灣話「場」的意思。昔日埔里糖廠於 1916 年始以台車運送糖到車埕車站將生產的糖運出，在車

埕車站前有許多台車停放，地名因此而來。在日治時期為全台伐木加工的重鎮，所以在此也保留了許多

日式的建築與風格。漫步於小鎮內，隨著當地導覽人員的介紹，來場歷史走讀。 

【日月潭】雲品溫泉酒店｜ 

雲品溫泉酒店獲頒為五星级國際觀光旅館，爲日月潭第一家温泉酒店，全館皆以大型落地窗帷幕，直接

引進天然美景，提供旅客最大的視覺空間映像，偕日月，賞山水炊煙，享受無拘無束的自在，在此尋回

最純淨的心靈。 

※本日鳴日號運行路線為：台南至彰化／彰化至二水 

※二水至集集轉搭乘區間車，非搭乘鳴日號列車，請您知悉。 

※最終運行路線和時間點以台鐵局核准為主，行程配合最終班次時間會有部分調整，敬請知悉。 

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阿成的家  

晚餐： 飯店晚餐  



飯店 雲品溫泉酒店  

第 5 天 

日月潭【船遊湖光山色】 台中【車站導覽】 南港 

【鳴遊島嶼】圓滿之圈，返境南港 

【日月潭】湖上船遊｜水色之美 

日月潭是臺灣原住民邵族生活的主要地區之一，生活在該潭四周的族人稱其為「水社海」。由於過去當

地附近平埔族稱居住於山裡的原住民為「沙連」，當地又是山區最大的積水盆地，日月潭及其周圍地區

因而得名「水沙連」。搭乘日月潭遊船體驗，聆聽船長細數日月潭的歷史與故事，近距離感受日月潭之

美。 

【台中】舊站日治風華｜新站並立獨有味 

於 1906 年通車後，為昔日台灣中部地區的第一大站，濃厚的文藝復興巴洛克式建築，中央為山牆式設

計，屋頂由青銅片拼成，成為台中最重要的地標之一。於 1995 年內政部將臺中站審定為國定古蹟，特

此保存一深具歷史及建築意義的百年火車站。 

19:10【返抵】南港車站 

晚上時分返抵南港車站，在服務人員的歡送下，結束五天四夜鳴日環島之旅。 

期望與鳴日號的相遇，為您帶來全新的台灣鐵道旅行回憶。 

※本日鳴日號運行路線為：台中至南港  

※最終運行路線和時間點以台鐵局核准為主，行程配合最終班次時間會有部分調整，敬請知悉。 

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埔里金都  

晚餐： X  

飯店 X  

 

 

 
聯絡人:湯雅如 
聯絡電話:02-25181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