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00 環島趣_新竹出發(10 天 9 夜) 

騎乘總距離：1000 KM ／等級： （挑戰級） 

～捷安特旅遊 0800-717333～ 

   【全程約 1000 KM  平均時速約 20-25 KM】 

Day1 

10/ 5 

(三) 

 

 

新竹市 → 台中市 ～ 新竹－頭份－銅鑼－三義－后里－台中 

台 1 + 台 13 + 台 3 公里數 90 KM 

路線

細流 

08:00 新竹市議會後方公園集合、整隊。 

08:20 啟動儀式、貴賓致詞、拍照。 

09:00 鳴槍出發 

10:00 天仁茗茶 (15K)(休息 15mis) 

11:40 百茶文化園 (22K)(休息 15mins) 

12:30 蘭庭餐廳 (5K)(午餐休息 1hr)  /  13:30 再出發 

14:50 三義農會後空地 (20K)(休息 15mins) 

16:00 后里 (12K )(休息 10mins) 

17:30 台中兆品酒店 (16K)(Check in) 

18:30 飯店晚餐 

路線圖：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04014 

早餐 自理 午餐 蘭庭餐廳 晚餐 飯店晚餐 

住宿 台中兆品酒店 

Day2 

10/ 6 

(四) 

 

 

台中→嘉義 ～ 台中－烏日－溪湖－西螺－大林－嘉義 

台 1 + 台 19 公里數 100 KM 

路線

細流 

06:00 morning call / 06:30 早餐(行李托運) / 07:10 集合做操 

07:30 取車出發 

09:00 成功火車站 (16K)(休息 10mins) 

11:00 溪湖糖廠 (26K)(休息 15mins) 

12:00 西螺大橋 (16K)(大合照) 

12:30 天送餐廳 (2K)(午餐休息 1hr)  /  13:30 再出發 

15:00 大林糖廠 (24K)(休息 15mins) 

16:30 嘉義兆品酒店 (16K)(Check in) 

18:00 飯店晚餐 

路線圖：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04194 

早餐 飯店 午餐 西螺天送餐廳 晚餐 飯店晚餐 

住宿 嘉義兆品酒店 

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04014
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04194


3500 環島趣_新竹出發(10 天 9 夜) 

騎乘總距離：1000 KM ／等級： （挑戰級） 

～捷安特旅遊 0800-717333～ 

Day3 

10/ 7 

(五) 

 

 

嘉義→高雄 ～ 嘉義－後壁－麻豆－安平－茄定－左營－高雄 

台 1 + 台 17 公里數 125 KM 

路線

細流 

06:00 morning call / 06:30 早餐(行李托運) / 07:10 集合做操 

07:30 取車出發 

08:30 後壁車站 (17K)(休息 10mins) 

10:00 總爺國小 (24K)(休息 10mins) 

12:30 周氏蝦捲 (29K)(中間設一補水點)(午餐休息 1hr)  

13:30 再出發 

15:00 情人碼頭 (18K)(休息 10mins) 

16:30 世運主場館 (23K)(休息 15mins) 

17:30 高雄翰品酒店 (14K)(Check in) 

18:30 飯店晚餐 

路線圖：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04434 

早餐 飯店 午餐 周氏蝦捲 晚餐 飯店晚餐 

住宿 高雄翰品酒店 

Day4 

10/ 8 

(六) 

 

 

高雄→墾丁 ～ 高雄－小港－東港－枋寮－楓港－車城 

縣 188 + 台 1 + 台 26 公里數 90 KM 

路線

細流 

06:00 morning call / 06:30 早餐(行李托運) / 07:10 集合做操 

07:30 取車出發 

08:30 高雄公園 (12K)(休息 10mins) 

10:00 大鵬灣遊客中心 (25K)(休息 15mins) 

12:00 萬巒豬腳加祿店 (23K)(午餐休息 1hr)  

13:30 再出發 

14:30 海豚灣 7-11 (12K)(休息 20mins) 

17:00 車城泊逸 (18K)(Check in) 

18:00 飯店晚餐 

路線圖：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23646 

早餐 飯店 午餐 加祿萬巒豬腳 晚餐 飯店晚餐 

住宿 車城泊逸渡假酒店 

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04434
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23646


3500 環島趣_新竹出發(10 天 9 夜) 

騎乘總距離：1000 KM ／等級： （挑戰級） 

～捷安特旅遊 0800-717333～ 

Day5 

10/ 9 

(日) 

 

 

挑戰組 ～ 悠活－車城－牡丹－壽卡－金崙－太麻里－知本 

勇腳組 ～ 悠活－鵝鑾鼻－滿州－旭海－牡丹－壽卡－金崙－太麻里－知本 

縣 199 + 台 9 + 台 26 公里數 
挑戰組：110 KM 

勇腳組：170 KM 

路線

細流 

06:00 morning call / 06:30 早餐(行李托運) / 07:10 集合做操 

07:30 取車出發 

08:30 牡丹水庫 (14K)(休息 15mins) 

10:00 牡丹國小 (12K)(休息 15mins) 

11:30 壽卡鐵馬驛站 (15K)(休息 15mins)(準備下滑、安全提醒!!) 

12:30 同發順餐廳 (17K) (午餐休息 1hr)  /  13:30 再出發 

15:30 金崙 7-11 (25K) (休息 15mins) 

17:00 華源海彎 (20K) (休息 10mins) 

17:30 知本 F Hotel (7K)(Check in)  /  18:30 飯店晚餐 

路線圖：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24109 

早餐 飯店 午餐 尚武同發順 晚餐 飯店晚餐 

住宿 知本 F Hotel 

Day6 

10/10 

(一) 

 

 

知本→瑞穗 ～ 知本－卑南－鹿野－關山－池上－富里－瑞穗 

台 9 + 縣道 193 公里數 120 KM 

路線

細流 

06:00 morning call / 06:30 早餐(行李托運) / 07:10 集合做操 

07:30 取車出發 

08:30 卑南遊客中心 (16K)(休息 10mins) 

10:00 脫線牧場 (15K)(休息 10mins) 

11:00 瑞和火車站 (15K)(休息 10mins) 

12:30 池上悟饕 (20K)(午餐休息 1hr)  /  13:30 再出發 

15:00 東里鐵馬驛站 (20K)(休息 10mins) 

16:30 泛舟中心 (28K)(中間設補給點)(休息 10mins) 

17:30 虎爺溫泉 (6K) (Check in)  / 19:00 接駁晚餐 

路線圖：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24864 

早餐 飯店 飯店 池上悟饕便當 飯店 溫泉鄉餐廳 

住宿  瑞穗虎爺山莊 

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24109
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24864


3500 環島趣_新竹出發(10 天 9 夜) 

騎乘總距離：1000 KM ／等級： （挑戰級） 

～捷安特旅遊 0800-717333～ 

Day7 

10/11 

(二) 

 

 

瑞穗→花蓮 ～ 瑞穗－光復－鳳林－吉安－花蓮市 

瑞北自行車道 + 台 9 公里數 70 KM 

路線

細流 

06:30 morning call / 07:00 早餐(行李托運) / 08:10 集合做操 

08:30 取車出發 

09:30 大農大富 (16K)(休息 15mins) 

10:10 光復糖廠 (6K)(休息 15mins) 

11:00 林田山豬腳 (8K)(午餐休息 1hr)  /  12:00 再出發 

13:00 新光兆豐農場 (12K)(休息 10mins) 

15:30 水資源局 (20K)(休息 15mins) 

16:30 康橋商旅 (8K) (Check in) 

18:00 散步 5 分鐘用晚餐 

路線圖：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25204 

早餐 飯店 午餐 林田山豬腳 晚餐 太監雞餐廳 

住宿 花蓮康橋商旅 

Day8 

10/12 

(三) 

 

 

花蓮→基隆 ～ 冬山站－壯圍－頭城－福隆－龍洞－瑞濱－基隆 

冬山河自行車道 + 台 2 + 舊草嶺隧道 公里數 95 KM 

路線

細流 

06:00 morning call / 06:30 早餐(行李托運) / 07:00 集合 

07:10 步行前往車站，預計搭乘 #4613 次 區間車 花蓮(07:34)→冬山(08:54) 

09:00 整裝、做操、領車 

09:30 吹哨出發!! 

11:00 壯圍永鎮廟 (20K)(休息 10mins) 

12:30 大溪漁港 (22K)(午餐休息 1hr)  /  13:30 再出發 

15:00 金沙灣海濱公園 (22K)(休息 15mins) 

16:30 碧砂漁港 (24K)(休息 10mins) 

17:30 北都飯店 (7K) (Check in) 

晚餐廟口，搜尋小吃美食。 

路線圖：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42781 

早餐 飯店 午餐 大溪漁港海鮮餐廳 晚餐 基隆廟口夜市 

住宿 基隆北都大飯店 

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25204
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42781


3500 環島趣_新竹出發(10 天 9 夜) 

騎乘總距離：1000 KM ／等級： （挑戰級） 

～捷安特旅遊 0800-717333～ 

Day9 

10/13 

(四) 

 

 

基隆→淡水 ～ 基隆－萬里－金山－石門－淡水－新莊 

台 2 + 河濱自行車道 公里數 90 KM 

路線

細流 

06:00 morning call / 06:30 早餐(行李托運) / 07:10 集合做操 

07:30 取車出發 

09:00 龜吼漁港 (13K)(休息 10mins) 

10:30 石門洞 (22K)(休息 10mins) 

12:30 漁人碼頭 (25K)(中間設補水點)(午餐休息 1hr)  /  13:30 再出發 

14:30 關渡大橋 (12K)(休息 10mins) 

16:00 重新假日花市 (15K)(休息 10mins) 

16:30 新莊翰品 (3K) (Check in) 

18:00 飯店晚餐 

路線圖：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43446 

早餐 飯店 午餐 漁人碼頭 輕鬆開飯 晚餐 飯店晚餐 

住宿 新莊翰品酒店 

Day10 

10/14 

(五) 

 

 

新莊→新竹 ～ 新莊－龜山－桃園－楊梅－湖口－竹北－新竹 

台 1 公里數 68 KM 

路線

細流 

06:00 morning call / 06:30 早餐(行李托運) / 07:10 集合做操 

07:30 取車出發 

09:00 三民運動公園 (16K)(休息 15mins) 

10:30 新勢公園 (14K)(休息 15mins) 

12:00 湖口餐廳 (22K)( 午餐休息 1hr)  /  13:00 再出發 

14:30 新竹市議會 (16K) 

回到原點，挑戰成功!! 

 

 

路線圖：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44416 

早餐 飯店 午餐 湖口心湖客家川菜館 晚餐 慶功宴 

住宿 溫暖的家 

 

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43446
https://ridewithgps.com/routes/13844416


3500 環島趣_新竹出發(10 天 9 夜) 

騎乘總距離：1000 KM ／等級： （挑戰級） 

～捷安特旅遊 0800-717333～ 

【費用說明】 

 

房型 單人房 二人房 備註 

專案費用 $53,900 元/人 $43,800 元/人 自備單車，再扣 3000 元 

      ※以上費用以 100 人參加活動做估價，若人數低於 100 人需另行加價。 

 

■ 費用包含：  

1. 活力補給物料、單車維修費用、專業單車及安全帽的租用、隨行拍照 (僅平面照相，無錄影 )。  

2. 服務人員服務費。  

3. 行程表所列住宿及餐食、門票費用。  

4. 服務資源：全程巴士 1 台、支援車 3 輛、工作人員 13 人。  

5. 花蓮→蘇澳新站：台鐵車票 (無對號座 )、卡車 (運送單車 )。  

6. 活動贈品 (水壺、證書 ) 

7. 本活動已投保 :旅遊責任險 (500 意外險及 20 萬醫療險 )、500 萬履約保證保險。申請理賠時必須提供診斷證  

    明及收據正本。  

 

■ 費用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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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由行程所衍生之任何費用得自費。  

3. 如使用個人單車，維修物料需自行準備，內胎除外。  

4. 行程前後交通接駁、住宿。  

 

■ 備註：  

1. 請於報名時告知身高、體重以便配合預訂自行車；緊急聯絡人姓名、電話。  

2. 活動對象：年滿 12 歲以上身心健康者，未滿 20 者，需檢附家長同意書。 (未滿 16 歲者需法定代理人陪同

參與。）  

 

■ 注意事項：  

1. 住宿飯店及行程路線之確認，以行前通知為主，如遇預約狀況不同，需變更住宿點，將以同等之飯店作變

更。  

2. 如遇天候等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活動最終之說明權利，有權臨時變更行程，如有離隊放棄行程者，

恕不退費。  

3. 因單車活動騎乘難度較高，不適合慢性、急性疾病患者參加（如心血管疾病… 等），請考量自我身體狀況。 

        旅客若有個別需求，得自行投保旅遊平安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