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辦事處 

（110）年度會（委）員聯誼自強活動 

 

委辦項目：南投 3 日旅遊【詳細行程如行程表所列】 

舉辦日期：預定 110 年 06 月 19 至 21 日 

 

日期 行程簡表 

DAY１ 

07:00 台北集合出發 

10:30-11:00 埔里市區巡禮 

11:00-12:00 中餐(金都埔里餐廳) 

13:00-14:00 清境－老英格蘭莊園 

14:30-16:00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 

17:00-18:00 今埔里渡假大酒店 check in 

18:00-19:00 飯店內晚餐 

早餐：敬請自理 

中餐：金都埔里餐廳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今埔里渡假大酒店 

DAY２ 

08:00-09:00 早餐時間 

10:00-11:00 車埕木業休閒園區 

11:30-12:30 中餐(邵族風味合菜或套餐) 

13:00-17:00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日月潭遊湖 

17:30-18:00 今埔里渡假大酒店-自由活動 

18:00-19:00 飯店內晚餐 

19:00-22:00 卡拉 ok 歡唱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邵族風味合菜或套餐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今埔里渡假大酒店 

DAY３ 

08:00-09:00 早餐時間 

09:30-10:00 紅茶文化主題館 hohocha 喝喝茶 

11:00-12:00 中興新村 

12:00-13:00 中餐(花珍饌景觀美食餐廳) 

13:30-14:30 猴探井微笑天梯 

17:00-18:00 晚餐(大溪山水庭園餐廳) 

19:00 快樂返回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花珍饌景觀美食餐廳 

晚餐：大溪山水庭園餐廳 

住宿：溫暖的家 

 



 
 

南投 3 日旅遊 

ＤＡＹ１ 

110/06/19 (六) 

【伯朗咖啡館－南京一店】集合出發→埔里市區巡禮→中餐（金都埔里

餐廳）→老英格蘭莊園→清境高空觀景步道→今埔里渡假大酒店→晚餐

時間 

07:00 集合出發 集合地點：伯朗咖啡館－南京一店 

10:30-11:00 埔里市區巡禮  

11:00-12:00 中餐－金都埔里餐廳 

13:00-14:00 老英格蘭莊園 

老英格蘭莊園的一磚一瓦歷經9年時光，將正統都鐸式建築風貌

堆砌起，一股王者氣度重新演繹歐洲古堡美學，成為清境的傳奇，

讓清境山區的風景擁有台灣小歐洲的名號。 

  

14:30-16:00 
清境高空觀景步

道 

清境農場最新打卡地點，斥資了4,400萬打造全長1.2公里、寬2.5

公尺，中間還有６座景觀平台，是全台最長的高架景觀步道，遊

客並可同時欣賞周遭高山風景，與腳下綠意盎然的樹冠層生態。 

 

17:00-18:00 
今埔里渡假大酒

店check in 

今埔里渡假大酒店於2013年全新登場，全棟採ＳＲＣ結構，建築

華麗穩固，擁有華貴飯店外觀、與貴族般歐式大廳氣與非凡。飯

店位置在埔里都心邊陲，周邊熱鬧商業點眾多，卻又鬧中取靜。

 

18:00-19:00 飯店內享用晚餐 

早餐：敬請自理     中餐：金都埔里餐廳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今埔里渡假大酒店 



 
 

ＤＡＹ２ 

110/06/20 (日) 

飯店早餐→車埕木業休閒園區→中餐（邵族風味合菜或套餐）→日月潭

國家風景區＋日月潭乘船遊湖→今埔里渡假大酒店（自由活動）→晚餐

時間 

08:00-09:00 飯店早餐 

10:00-11:00 
車埕木業休閒園

區 

車埕早在日據時期因蔗糖、樟腦、木材等之輸運交易以及日人興

建日月潭水力發電計畫所導入的人力和物力而盛極一時，這裡有

豐富的鐵道、木業文化，園區內陳列了許多鐵道相關文物。沿著

貯木池搭建的木棧道，以悠閒緩慢的步調漫步於此，或於楓樹下

感受片刻的寧靜，走累了還可以到貯木池旁的茶屋稍作休憩，感

受閒情逸致的風情。 

  

11:30-12:30 中餐－邵族風味合菜或套餐 

13:00-17:00 

日月潭國家風景

區＋日月潭乘船

遊湖 

水社碼頭：擁有湖光山色宛若詩境之稱，除了水社商店街與飯店

外，可慢活於水社碼頭親水步道及自行車道，欣賞美麗景致。 

伊達邵碼頭：逐鹿市集，提供日月潭在地農特展、原住民料理、

手工藝術品。 

水蛙頭步道：潭邊設置「青蛙疊羅漢」銅雕，是水位升降的觀測

指標，沿途林木、孟宗竹林、蕨類生態豐富，行走其中生意盎然。 

文武廟：採中國北朝宮殿式建築，規模龐大，在日月潭高山碧水

的映襯下，更顯氣宇不凡。 

慈恩塔：為日月潭最高點，從慈恩塔最高層的塔頂瞭望，可看見

拉魯島(光華島)、玄奘寺與慈恩塔皆同在一條中軸線上 

梅荷園：擁有居高臨下無障礙的廣闊視野，向下望可欣賞廣闊的

日月潭潭面；另闢有石階步道可步行到湖邊。 

向山遊客中心：以擁抱日月潭為意象，讓建築與自然環境共生，

兼具遊客中心與風景區管理處等兩項機能。 

  



 
 

在搭乘遊艇時可一邊看著湖畔風光，一邊聽著船長有趣的導覽解

說，由在地人帶你深入了解日月潭的景點與歷史。 日月潭共有三

大碼頭，分別為水社碼頭、玄光寺碼頭、伊達邵碼頭，船班航行

方向皆以逆時針行駛（水社碼頭→玄光寺碼頭→伊達邵碼頭→水

社碼頭），遊湖船票為一日票券，一日內可無限次搭乘遊艇。 

特別說明：如日月潭起霧或是水位過低等，因天候因素影響或其

他不可抗力因素而停駛的情況，則另更改行程。 

 

17:30-18:00 
今埔里渡假大酒

店（自由活動） 

今埔里渡假大酒店於2013年全新登場，全棟採ＳＲＣ結構，建築

華麗穩固，擁有華貴飯店外觀、與貴族般歐式大廳氣與非凡。飯

店位置在埔里都心邊陲，周邊熱鬧商業點眾多，卻又鬧中取靜。 

本館設施：卡拉OK、三溫暖、健身房、會議室、麻將室、咖啡休

憩區。 

18:00-19:00 飯店內享用晚餐 

19:00-22:00 卡拉ok歡唱 附基本茶水；位於本館9樓。（約可容納30-40人）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邵族風味合菜或套餐  晚餐：飯店內晚餐 

住宿：今埔里渡假大酒店 

ＤＡＹ３ 

110/06/21 (一) 

飯店早餐→紅茶文化主題館 hohocha 喝喝茶→中興新村→中餐（花珍

饌景觀美食餐廳）→猴探井微笑天梯→晚餐（大溪山水庭園餐廳）→溫

暖的家 

08:00-09:00 飯店早餐 

09:30-10:00 

紅茶文化主題館

hohocha 喝 喝

茶 

每人招待茶葉蛋一顆及紅茶一杯 

台灣香日月潭紅茶廠，全台最大紅茶觀光工廠開幕囉！台灣香紅

茶故事主題館 IG打卡網美集散地／南投日月潭魚池景點。

Hohocha喝喝茶一開幕就成日月潭必遊景點，凡經過必停下腳步

歇息處。 

特別說明：如遇Hohocha喝喝茶預約滿或休館時，將調整至日月

老茶廠，敬請見諒。 



 
 

 

11:00-12:00 中興新村 

綠色大道：左右兩側的樹木在頭頂上互相依偎，形成一片天然的

遮陽蓬，炎炎夏日走在底下徐徐微風吹來真是再愜意也不過了！ 

巨大郵票牆：「中興郵局第七支局」是當地的熱門打卡景點。在建

築物的西側滿滿的郵票整齊排成一面牆，全部共約有三百多張發

行過的郵票 

小興苑文化藝術館：由知名女建築師修澤蘭所操刀設計，充滿時

尚現代感宛如藝術作品的外表成為了近期的人氣打卡聖地。 

  

12:00-13:00 中餐－花珍饌景觀美食餐廳 

13:30-14:30 猴探井微笑天梯 

「天空之橋」全長204公尺，以265個階梯連結而成，來回走完約

需花上15分鐘！「天空之橋」懸空掛在南投與彰化兩線之間，橋

面距離山谷最深達70公尺，彰化平原的美景盡收眼底～ 

 

17:00-18:00 晚餐－大溪山水庭園餐廳 

-19:00 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花珍饌景觀美食餐廳  晚餐：大溪山水庭園餐廳 

住宿：溫暖的家 

 以上行程所載明之行車時間僅供參考，因路況或假日車流過大時，行程順序或時間將視實際情況調整 

 



 
 

 今埔里渡假大酒店 Hotel Modern Puli 

  今埔里渡假大酒店於 2013 年全新登場，全棟採ＳＲＣ結構，建築華麗穩固，擁有華貴

飯店外觀、與貴族般歐式大廳氣與非凡。飯店位置在埔里都心邊陲，周邊熱鬧商業點眾多，

卻又鬧中取靜。 

 電話：049-2422088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南興街 79 號 

 本館設施： 

 卡拉 OK－開放時間 18:00~22:00，租用費用：一般包廂 3,000/次(約可容納 30-40 人)，

附基本茶水；位於本館 9 樓。 

 三溫暖－開放時間 16:30~22:00，設有藥浴養生湯、冷泉健身池；為了安全考量，三溫

暖不接受 120 公分以下兒童進入使用；位於本館 8 樓。 

 健身房－開放時間16:30~22:00，為了安全考量，健身房不建議12歲以下兒童進入使用；

位於本館 8 樓。 

 會議室－教室型排法可容納 140 人，3 小時收費 6,000，附投影設備、紙筆、茶水、三合

一咖啡；位於本館 8 樓。 

 麻將室－不限時段，每桌收費 1,000，另押金 1,000，附茶水；位於本館 8 樓。 

 咖啡休憩區－營業時間 18:00~22:00；位於本館 9 樓。 

 

標準雙人房（共１０間） 商務雙人房（共２５間） 

  

客房設備：電子 RFID 系統安全門鎖、平面 42 吋 LCD 電視、全頻道有線電視、高級個人衛浴清潔

用品、吹風機、毛巾、浴巾、室內拖鞋、乾濕分離衛浴、高溫殺菌寢具、進口即熱式熱水瓶、免費

埔里礦泉水、免費咖啡及茶包、電子保險箱、自動空調控溫裝置、靜音式冰箱、有免費停車場(數量

有限)、嬰兒床、澡盆、板凳(數量有限需事先告知)、房內有免費 WIFI 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