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年 環台趣
07/14（三）～ 07/23（五）

十日自行車環台旅遊

行經14個縣市：

台北→桃園→新竹→苗栗

→台中→彰化→雲林

→嘉義→台南→高雄

→屏東→台東→花蓮

→宜蘭→台北

約總計

 

1010KMs

環台路線圖
出發地點：台北大稻埕出發地點：台北大稻埕

結束地點：台北新店結束地點：台北新店



Day 1台北‥新竹
 

Day 2新竹‥彰化

DAY1

起→迄 距離 住宿 詳細路線

台北-新竹 96 福華飯店 台北-桃園-新竹

道路別 當日特色

自 行 車 道 +

 

台

 
15+台61

【集合地點】台北大稻埕07:00

7月的西濱是逆風的季節，今天您不僅要適應您的單車，更要抵抗大自然的強

 
大力量，加油!此趟旅行不僅是認識朋友、認識台灣、更是見識大自然的獨特

 
力量。

餐飲 中餐：觀音－便利商店便當

 

晚餐：麥當勞

DAY2

起→迄 距離 住宿 詳細路線

新竹－員林 123 員林雅迪飯店 新竹-苗栗-台中-彰化-員林

道路別 當日特色

台61+台1

Morning Call  05:00

會遇到苗栗三義的小山考驗，雖標高不高，但卻為環台的行程。，第一個考驗

 
點，加油。今天中午會在巨大公司休息，帶大家勇闖捷安特的核心總部。

餐飲 中餐：達美樂披薩

 

晚餐：麥當勞



Day 3員林‥台南
 

Day 4台南‥屏東

DAY3

起→迄 距離 住宿 詳細路線

員林－台南 160 劍橋普悠瑪飯店 員林-嘉義-台南

道路別 當日特色

台1

Morning Call  05:00

今天是一條平順的路線，為的是舒緩連日的疲累與不適，利用今天調整自己騎

 
乘的節奏，為後續的旅程訓練良好的體力，沿途有最道地的台南小吃陪伴你！

餐飲 中餐：火雞肉飯店

 

晚餐：麥當勞

DAY4

起→迄 距離 住宿 詳細路線

台南-屏東車城 135 荷蘭邨 台南-高雄-屏東-潮洲-車城

道路別 當日特色

台

 

1+

 

台

 

26+

 

縣

 
188

Morning Call  05:00

離開高雄市進入88快速道路，平順的路程可以盡情享受騎乘樂趣。枋寮路後

 
，景色優美，山與海陪你共譜環島戀曲，晚上則投入南台灣熱情國度中，好好

 
休息，為明日的挑戰加註滿滿的活力。

餐飲 中餐：潮洲麥當勞

 

晚餐：飯店合菜



Day 5屏東‥旭海
 

Day 6旭海‥知本

DAY5

起→迄 距離 住宿 詳細路線

車城-旭海 82 旭海民宿 車城-墾丁-滿洲-旭海

道路別 當日特色

台 26+

 

縣 199

 

甲

 
縣200

Morning Call  05:00

走入台灣最南端，今天給你看到的是最獨特的景色，一種比擬世界盡頭的感受

 
，但要注意，今天的路線雖然短，但也是一大的爬坡挑戰喔！

餐飲 中餐：滿洲牛肉麵

 

晚餐：麥當勞

DAY6

起→迄 距離 住宿 詳細路線

旭海-知本 95 知本東遊記 旭海-壽峠-大武-金侖-知本

道路別 當日特色

縣199+台9

Morning Call  05:00

挑戰壽峠，跨越中央山脈，今天我們要正式的走入東岸風情，原鄉、原土、原

 
風、原味，實地的見識原住民的生活風情。

餐飲 中餐：大武同發順海鮮

 

晚餐：飯店合菜



Day 7 知本‥玉里
 

Day 8 玉里‥花蓮市

DAY7

起→迄 距離 住宿 詳細路線

知本-玉里 97 東都商務旅館 知本-鹿野-關山-池上-玉里

道路別 當日特色

台9

Morning Call  05:00

走入東岸的山間小路，今天會覺得自己是渺小的，這就是大自然給人的啟示，

 
懂得謙虛、懂得不只是想自己，就在這一圏一圏的輪跡中，認識自己與台灣！

餐飲 中餐：池上便當

 

晚餐：玉里麵

DAY8

起→迄 距離 住宿 詳細路線

玉里-花蓮市 95 國廣興飯店 玉里-鳳林-花蓮市

道路別 當日特色

縣193+台9

Morning Call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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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飲 中餐：光復糖廠-便當

 

晚餐：台北牛排



DAY9

起→迄 距離 住宿 詳細路線

花蓮市-羅東 57 宜泰飯店 花蓮-新城-太魯閣-火車-宜蘭-羅東

道路別 當日特色

台8+火車+台9

Morning Call  06:00

今日騎乘是重頭戲，三棧溪的清澈溪絕對讓你難忘，著名的太魯閣，峽谷內

高山峽谷雲海、霧氣、彩霞等天象景觀變化多端，大自然所賦予的特殊景觀資

 
源，使太魯閣充滿靈氣與神秘感。！

餐飲 中餐：新城牛肉麵

 

晚餐：羅東夜市

DAY
10

起→迄 距離 住宿 詳細路線

羅東-台北新店 70 無 羅東-礁溪-北宜-坪林-新店

道路別 當日特色

台9

Morning Call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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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環

 台的畢業考，加油勇士。

餐飲 中餐：坪林茶葉博物館

 

晚餐：無

Day 9 花蓮市‥羅東
 

Day 10 羅東‥新店



0714-0723環島住宿點

日期 住宿點 地址 電話

Day1  07/14 新竹福華大飯店 新竹市中正路178號 (03)5282323

Day2  07/15 員林雅迪飯店 彰化縣員林鎮新生里南和街51號 04-8332333 

Day3  07/16 劍橋－普悠瑪飯店 台南市忠義路二段145號7樓 06-227-5566

Day4  07/17 車城-荷蘭邨 944屏東縣車城鄉仁愛路36號 08-8823131

Day5  07/18 旭海民宿 屏東縣牡丹鄉旭海路1-3號 (08)8830189

Day6  07/19 知本東遊記溫泉 台東縣卑南鄉溫泉路376巷18號 (089)516111

Day7  07/20 東都商務汽車旅館 花蓮縣玉里鎮大同路42號 038-880-501

Day8  07/21 國廣興飯店 花蓮市國聯五路223號
03-8325222

Day9  07/22 宜泰飯店 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 155號
03-956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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