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車環島趣_台北出發(9 天 8 夜) 

騎乘總距離：912 KM ／等級： （挑戰級） 

～捷安特旅遊 0800-717333～ 

 
     專業服務團隊，讓您環台美夢輕鬆行～ 

     環台雖是個創舉，卻不如想像中難以完成， 

     捷安特提供完善環台設備、資源及服務， 

     陪伴您用單車拼湊屬於您的台灣的故事。 

 
    【全程約 912 KM  平均時速約 20-25 KM】 

 

Day1 

 

 

新店→新竹 ～ 大溪老街－新埔教會－城隍廟 

台 3 + 台 1 公里數 82 KM 

當日

特色 

【集合地點】早上 8:00 新店捷運站後方”東岸停車場” 

            (出新店捷運站，往碧潭方向右手邊) 

車水馬龍的西部，要適應的是都市的繁亂交通，先帶領各位走小徑探訪大溪之美

後，再正式融入這西部的急進生活中，台灣海峽的景致與東部大不同，多了些人文

的影嚮，這是我們這趟路程最接近海峽的路段！沿途會經過漁港、台灣中部的小村

莊及田園景致。今天的行程緩和中帶點起伏，請大家多保持體力，一訪新竹城隍老

街的神秘。 

新竹城隍廟－人稱新竹城隍廟，是位於台灣新竹市的城隍廟，列屬三級古蹟。 

光緒 17 年（1891 年），清廷因張天師星象卦算，推測出將發生大災難，後經新竹

名人推舉，決定以新竹城隍廟為消災法會舉行地點，故決定封本地城隍為「都城隍，

威靈公」，總轄台灣，當時一度為台灣地區唯一的省級城隍廟，廟內的木雕由大師

王益順雕刻，頗值得一看。 

 

早餐 自理 午餐 大溪水源地餐廳 晚餐 城隍廟夜市 

住宿 新竹福華大飯店或同級 

Day2 

 

 

新竹→鹿港 ～ 新竹－十七公里海岸線－崎頂－通霄－巨大機械－龍井－伸港－

鹿港 

台 61 線 +台 17 線 + 台 1 線 公里數 120 KM 

當日

特色 

沿著十七公里海岸線長征，這段路相當舒適，也可觀看大型風力發電機，一路遇到

自行車騎士打聲招呼。經新竹、崎頂、苑裡、到大甲。今日的重頭戲，我們一起回

娘家，到巨大集團休息，在總部留念拍照，和大家分享活動的喜悅。今日轉往海線

鹿港，漸漸感受到不同風情，祈福平安。 

 
巨大機械－巨大機械由劉金標於 1972 年在臺中縣大甲鎮成立，1981 年創立「捷安

特」品牌，並成立「捷安特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業務銷售。創辦人劉金標指出，當

初巨大機械是八個人合作創業，其中大甲人佔多數，故在大甲設廠。 

早餐 飯店 午餐 大甲家園川菜海鮮餐廳 晚餐 精緻晚餐 

住宿 鹿港知達飯店或同級 



單車環島趣_台北出發(9 天 8 夜) 

騎乘總距離：912 KM ／等級： （挑戰級） 

～捷安特旅遊 0800-717333～ 

Day3 

 

 

鹿港→嘉義 ～ 鹿港－員林大排－西螺大橋－斗南－民雄肉包－嘉義 

縣道 145 + 台 1 線 公里數 83 KM 

當日

特色 

橫跨濁水溪，亦有遠東第一大橋之稱的西螺大橋，在朱紅色的輝映下，更顯它特色

的魅力，行經其中，觀望田野，將台灣從北島跨越南島。雲林西螺盛產米，琴蓮碗

糕清香彈牙、特製清草茶爽口潤喉，在地好滋味。 

 
西螺大橋－西螺大橋全長 1939.03 公尺，橋面寬 7.3 公尺，共 32 座橋墩、31 個橋孔，

採華倫氏穿式，以鋼鐵作架，橋泥主要為水泥。完工當時，是僅次於美國舊金山金

門大橋的世界第二大橋，也是遠東第一大橋。 

早餐 飯店 午餐 西螺琴蓮碗糕 晚餐 文化夜市 

住宿 嘉義兆品酒店或同級 

Day4 

 

 

嘉義→高雄 ～ 嘉義－北迴歸線－善化糖廠冰棒－台南孔廟－岡山－高雄 

台 1 線 公里數 125 kms 

當日

特色 

今年從“嘉＂出發，劃過北迴歸線抵達台灣熱帶區，嘉南平原一路順暢，一望無際的

田野，和稻田，讓心情輕快起來，連自行車也變優雅的。中午品嚐台南地道小吃，

豐富人文氣息的古跡孔廟小憩片刻，別忘了還有以水果月曆盛名的莉莉冰菓室，無

論是果汁，或豐富的挫冰，都要試看看。 

 
北回歸線－每年夏至日，太陽直射點在北半球的緯度達到最大，此時正是北半球的

盛夏，此後太陽直射點逐漸南移，並始終在北緯 23.5 度附近和南緯 23.5 度附近的

兩個緯度圈之間周而復始地循環移動。因此，把這兩個緯度圈分別稱為北回歸線與

南回歸線。 

早餐 飯店 午餐 台南小吃 晚餐 飯店合菜 

住宿 高雄翰品或福容大飯店或同級 

Day5 

 

 

高雄→四重溪 ～ 高雄－小港－潮洲冷熱冰－仿寮 7-11－楓港海景－車城福安

城－四重溪 

台 1 線 + 縣道 188 + 台 26 線 + 縣道 199 公里數 108 KM 

當日

特色 

早上路程行走於 88 快速道路下，少了陽光的眷戀，算是最舒適的。 

走，我們到潮州吃冷熱冰，燒燙軟 Q 的湯圓、小米粒，攪和在古式挫冰滿溢的冰糖

裡，那種幸福甜蜜的口感，一定要嚐一口。屏鵝公路上，感受到南灣氣氛。傍晚前

往台灣四大名湯〃四重溪的路上，暖陽灑落，宛若靜謐的村落。 

車城福安城－在台灣，土地神有財神的能力，商家會在舊曆的每月初二日、十六日

祭拜土地公，稱之為「作牙」。素有全台最大土地公廟之稱，及自動運鈔輸送帶，

值得一看。 

早餐 飯店 午餐 萬巒豬腳 晚餐 大山羊肉爐餐廳 

住宿 屏東四重溪南台灣溫泉飯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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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四重溪→知本 ～ 四重溪－牡丹水庫－東源水上草原－壽卡－大武海景－金崙－

知本 

縣道 199 + 台 9 線 公里數 102 KM 

當日

特色 

今天是環島挑戰之一，沿著縣道 199“騎到飽＂，從海拔 100 公尺，爬升近 500 公尺，

保持慎重的心情，一步一步踩踏而上。緩緩爬昇牡丹水庫，高點稍為休息，眺望排

灣族部落、矮黑人遺址，再往東源水上草源，夏天時刻野薑花香撲鼻而來，忘情拍

照，哭泣湖畔訴說著淒美的愛情故事。 

壽卡－台九線和縣道一九九交會處，已變成著名景點，在這還可以簽名留念。 

早餐 飯店 午餐 大武同發順海產飯店 晚餐 田媽媽餐廳 

住宿 台東東遊季溫泉渡假村或同級 

Day7 

 

 

知本→瑞穗 ～ 知本－卑南－鹿野－捷安特關山站－池上便當－大坡池－縣－

193 瑞穗 

台 9 線 + 縣道 193 公里數 125 KM 

當日

特色 

全台灣最長的縣道 193，平行於花東縱谷（台 9）與花東海岸公路（台 11），最適

合騎乘自行車的優勝美地，沿著平緩的路段，鄉間田徑，來這裡和大地拍照，為自

己留下美麗倩影。原住民的小朋友在一旁為我們加油加油，這畫面我們永遠不會忘。 

 
池上飯包－是台灣台東縣池上鄉的特產，池上於清朝光緒年間時稱為「新開園」，

為「新開闢的田園」之意。在日治時期，由於居民大多聚集居住在大坡池之上，故

將之改名為「池上」並沿用至今。池上便當有三大特點：必頇是使用池上米、用木

盒裝盛、乾式便當。 

早餐 飯店 午餐 池上全美行便當 晚餐 飯店合菜 

住宿 瑞穗溫泉民宿或同級 

Day8 

 

 

瑞穗→羅東 ～ 瑞穗－光復糖廠－林榮－鳳林－北迴鐵路－蘇澳－羅東 

台 9 線 + 台 11 丙道 + 鐵道 公里數 86 KM 

當日

特色 

今天的行程最輕鬆！留點時間給自己，買名產、紀念品，慰勞親朋好友喔！喘一口

氣，無料升等，從“經濟艙升為商務艙＂，坐墊變大變軟了、車速變快了、視野更為

開闊，花蓮前往蘇澳搭乘區間車，鐵軌叩叩作響，透過玻璃窗，看盡山的壯麗、海

的開闊。今天，將能讓騎乘 5 天的身體，稍微的放鬆一下。 

 
光復糖廠－直到十幾年前花蓮糖廠光復職工福利會決定投資機械生產冰品，「光復

冰」竟因而揚名全縣。光復水源地的好水質煮沸後，加上糖廠生產的特級砂糖，已

具備好吃的基本條件，難得的是尚有盡職的經營人員肯用心研發改良口味，使糖廠

冰品特別香純誘人。 

早餐 民宿 午餐 花蓮精緻便當 晚餐 羅東海南島餐廳 

住宿 宜蘭羅東久屋麗緻客棧或同級 



單車環島趣_台北出發(9 天 8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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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羅東→新店 ～ 羅東－礁溪－北宜公路－石牌－坪林茶葉博物館－小格頭－碧潭

－新店 

台 9 線 公里數 81 KM 

當日

特色 

坪林素有茶鄉之稱，在風味餐廳品嚐美味，一旁的茶葉博物館來參觀。爬上小格頭，

總算辛苦已過，山區的地勢，溼氣較重，下坡時務必請小心，安全為要。 

平安順利完成九日單車環台，用最緩慢的節奏、用最深刻的回憶、用最謙卑的態度，

雙輪踩踩親吻土地！我的 Ride Life〃Ride Giant。 

 
坪林茶業博物館－座落於台灣台北縣坪林鄉北勢溪畔，是一座閩南安溪風格的四合

院建築。收藏全台灣最豐富「茶」的專業知識與文化。其中的展示區與主題館展示

茶的物質面與精神面，而茶藝館則讓遊客在參觀展示後，可以實際參與屬於茶文化

的體驗。 

 
【解散地點】約傍晚 6:00 新店捷運站 

早餐 飯店 午餐 合歡茶宴風味餐廳 晚餐 自理 

住宿 溫暖的家 

 
【費用說明】15 人(含)以上成行 

房型 單人房 雙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原價 45,300/人 36,400/人 34,400/人 33,700/人 

限定日期優惠價格 39,600/人 30,000/人 27,500/人 2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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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援行李車、單車活動記錄片。 

2. 服務人員服務費。 

3. 行程表所列住宿及餐食、門票費用。 

4. 本活動已投保:旅遊責任險(500 萬意外險及 20 萬醫療險)、500 萬履約保證保險。申請理賠時必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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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程單車免費借用，如不使用恕不退費。如使用個人單車，特殊規格之維修物料，請自行準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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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行程休息點及餐食會視實際天候狀況及團員的腳程而有所調整。 

■服務項目： 

1. 補給車服務：優質服務隨隊補給及自行車收送之服務。 

2. 故障排除：專業技師/工具，安全騎乘無後顧之憂。 

3. 安全維護：控團/領騎/壓隊等專業人員陪騎。 

4. 騎乘導覽：特殊景點特色介紹。 

5. 旅遊服務：全程交通、住宿及餐飲安排。 

6. 旅遊記錄：全程單車旅遊攝影記錄服務。 

7. 單車租借：捷安特高級自行車租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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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住宿飯店及行程路線之確認，以網站活動公告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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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旅客若有個別需求，得自行投保旅遊平安保險。 

■報名方式 

1. 索取報名表或至捷安特旅行社網站線上報名 

2. 填寫報名表 

3. 匯款、ATM 轉帳、刷卡 

戶名：捷安特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彰化銀行(009) 南屯分行  匯款帳號：4042-01-006182-00 

4. 繳費後請電話 04-35075168 確認匯款。 

5. 刷卡者，請來電索取 “信用卡付款同意書＂。 

 

諮詢專線 04-35075168；0800-717333 

傳真電話 04-35075188 

公司地址 407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 117 號 2 樓(河南路與甘肅路交叉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