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著大學生遊花蓮— 

旅遊推薦路線 2「外拍美景秘密基地大募集」 
Day1——漫城街道 Snap shot！ 

抵達花蓮火車站→民宿─夏慕尼咖啡民宿→午餐 橄欖園→佐倉瀑布（撒固兒步道）→自強夜市→遠雄飯
店夜景→民宿 

² 民宿─夏慕尼咖啡民宿 

◎推薦原因：這間民宿的獨特處在於既是咖啡廳也是民宿，內部擺設非常的精緻美麗，無菜單的餐點
十分美味。地理位置位於美崙山腳下，到市區或是往北到七星潭、太魯閣等都很方便。是許多攝影師
喜愛的拍攝場景。 
◎距花蓮火車站 2.7km／8min 

地址：花蓮市菁華街 14 號(對面) 
電話：03-831-0099  
email：chamonix_vs_abu@yahoo.com.tw 
手機：0978-375880 
官網：http://www.chamonix.pgo.tw 
 

² 午餐─橄欖園 

◎推薦原因：一對夫妻經營的簡單店舖，卻有著驚人的美味，幾乎只有在地人才會光顧的口袋名單。
鮮美多汁的小籠湯包、ＱＱ的麵條以及特殊的香料味都讓人一試成主顧，建議大家一起點餐然後分
食，價格合理又能吃到多種美味。 
◎距民宿 1.2km／3min 

◎路線：往西南走菁華街→從菁華街靠左行駛，進入公園路→於明禮路向右 轉→於民國路向左轉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民國路 78 號（花東客棧斜對面） 
電話：03-835-1172 
營業時間：11：30 AM – 14：00 PM、17：00 PM – 20：30 PM 
 

² 佐倉瀑布（撒固兒步道） 

◎推薦原因：距離市區只需 15 分鐘車程的大自然景觀。從步道起點步行至瀑布約 15 分鐘，非常適合
飯後散步，是個還未被媒體炒作的世外桃源。以往可以自由地進入瀑布踏水，從今年起因安全因素所
以只能觀看不能進入。注意請勿餵食野生動物。 
◎距午餐地點 5.9m／15min 

◎路線：往西南走民國路朝三民街前進→在第 3 個右轉路口向右轉，走中山路/花 15 鄉道→於國福街/花 15-1 鄉道向右轉→

於佐倉街向右轉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沙婆礑山東麓（花蓮市中山路往山的方向走到底，右轉國福街，在十字路口有一
木造且不太清楚的指標，寫著「佐倉森林步道」，此地左轉進入小巷，直走到底就會看見停車場。） 
電話：03-832-5141 
網站：http://tour-hualien.hl.gov.tw/Portal/Content.aspx?lang=0&p=005070001&area=3&id=16 



 
佐倉瀑布 

² 重頭戲——自強夜市 

◎推薦原因：花蓮人跟外地人都超愛吃的台灣美食聚集處，也是你這趟旅行必備絕對要去的地方。「夜
市劇場」要切不要辣的表演在那裏等著你呢！所以準備好你的胃和相機，捕捉死黨看演出的每一種神
情，在夜市裡來一場奇妙的表演之旅吧！ 
◎距步道 5.3km／12min 

◎路線：走佐倉街→於國福街/花 15-1 鄉道向右轉→在第 1 個左轉路口向左轉，進入中山路二段/花 15 鄉道→於富國路/花

25 鄉道向右轉→繼續直行，目的地在右手邊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和平路和自強路口 
電話：03-832-2141 
營業時間：從下午五點到凌晨兩點，客人最多的時間出現在八點至十二點之間 
網站：http://tour-hualien.hl.gov.tw/Portal/Content.aspx?lang=0&p=005070001&area=3&id=22 

 

² 遠雄飯店夜景 

◎推薦原因：騎著崎嶇的道路，一路往上，這種跟親友一起去看夜景的經驗絕對前所未有。一上到遠
雄飯店後，花蓮的街景盡收眼底，燈火通明的花蓮像在訴說著東海岸的生命力，帶一些宵夜上去看美
景、吃東西，享受美好的夜晚時刻！ 
◎距自強夜市 11.9km／21min 

◎路線：往西南走自強路/花 25 鄉道朝和平路一段前進→在第 1 個左轉路口向左轉，進入和平路一段→於南濱路/193 縣道

向右轉→於花東海岸公路/台 11 線向左轉→於大橋向右轉，朝嶺頂路前進→接著走嶺頂路，目的在左邊 

Ø 貼心小提醒：上去的路很陡很黑要小心！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山嶺 18 號 
官網：http://www.farglory-hotel.com.tw 



 

返回民宿 
◎距遠雄飯店 11km／19min 

◎路線：往北走嶺頂路朝大橋前進→於大橋向左轉→在第 1 個左轉路口向左轉，進入花東海岸公路/台 11 線→在第 1 個右轉

路口向右轉，走南濱路一段/193 縣道→向左轉，朝菁華街前進→在第 1 個右轉路口向右轉，走菁華街，目的地在左邊 

 

─────完成第一天的旅程───── 
 

Day2——和海岸線來一場浪漫的秋日野餐。 

民宿（附早餐）→將軍府→牛山呼庭（野餐）→磯崎國小舊址後的海灘→新社梯田→晚餐：新社海產餐
廳→民宿 
 

² 將軍府 

◎推薦原因：寧靜的日式建築坐落在美崙山腳下，悠悠地吐露早期日本人生活在此地的氣息。隨著歷
史的時光長廊，我們彷彿造訪了真的日本。現場還可以試穿和服並閱讀從前的那段歷史，也是喜愛攝
影的你不能錯過的好景點。 
◎距民宿 900m／3min 

◎路線：往西南走菁華街→於花崗街靠右行駛→於中正橋/中正路/蘇花公路/台 9 線向右轉→於中正路 622 巷向右轉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 622 巷 
電話：03-833-3626 
開放時間：14：00 AM - 17：00 PM 
（週六、日增加上午 09：00 -12：00，週一休館） 
官網：http://hl.pgo.tw/spot.php?ID=970015 
 

² 牛山呼庭（野餐） 

◎推薦原因：沿著北部的海岸線走，就會發現東部獨特的美景，沿路的碧玉藍天、白花花的海浪、搭
配鄰近的山脈，形成大自然的壯闊美感。攝影師絕對要去捕捉的畫面！另外，也可以到海灘上玩水，
感受與七星潭不一樣的沙灘型態。 
◎距將軍府 30.1km／46min 

◎路線：往西北走中正路 622 巷朝中正路/蘇花公路/台 9 線前進→於中正橋/中正路/蘇花公路/台 9 線向左轉→於明禮路向左

轉，靠右行駛，進入軒轅路→於花崗街向右轉→於中山路/花 15 鄉道向左轉→於南濱路/193 縣道向右轉→於花東海岸公路/

台 11 線向左轉→於牛山向左轉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牛山 39 之 5 號 
電話：03-860-1400 
開放時間：10：00 AM – 19：00 PM 
官網：http://www.rainbowiscoming.com/huting/index.htm 
 



² 磯崎國小舊址後的海灘 

◎推薦原因：在這看似不起眼的國小,後面有著一片美得不得了的海岸。不像牛山的人擠人與塞車,它是
一片清幽的海灘,並且是花蓮少見的沙岸。可說是一個秘密基地! 
◎距牛山呼庭 11.2km／21min 

◎路線：往西北走牛山朝花東海岸公路/台 11 線前進→於花東海岸公路/台 11 線向左轉→沿台 11 線直行注意左手邊的小路，

路口有磯崎國小字樣的塗鴉 

 

磯崎國小舊址海灘 

 

² 新社梯田 

◎推薦原因：海岸邊的梯田，一大片綠和一大片藍，大自然的顏色就是這麼簡單鮮明。到新社還可以
參觀全台灣唯一的香蕉絲工坊，以及到葛瑪蘭海鮮餐廳大啖新鮮海產或是原住民美食。 
◎距海灘 6.3km／10min 

◎路線：朝花東海岸公路/台 11 線前進→靠右行駛，即到目的地 

地址：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 
位置：台 11 線 43.5Km(花蓮往台東濱海公路) 
 

返回民宿 
◎距離新社梯田 44.6km／60min 

◎路線：往東朝花東海岸公路/台 11 線前進→於南濱路一段/193 縣道向右轉→直行後向左轉，朝菁華街前進→在第 1 個右轉

路口向右轉，走菁華街，目的地在左手邊 

─────完成第二天的行程───── 



Day3——打開光圈，收納山的壯闊。 

民宿→早餐：三花無名早餐→太魯閣（白楊步道＆水濂洞）→新城照相館→佳興冰果室→回家 

² 早餐：三花無名早餐 

◎推薦原因：隱藏在巷弄之中，早晨的上課上班時間總會大排長龍，門口可以看到現炸油條的阿伯和
正在煎蛋餅的阿婆。蔥餅，鹹酥餅，小籠包和蛋餅都不能錯過，還有店內內用的獨門沾醬一定要加。
隱藏版早餐店，晚去就吃不到囉！ 
◎距民宿 2.4km／7min◎路線：往西南走菁華街直行行駛，進入公園路→從公園路直行行駛，進入中華路→於榮正街向左轉

→在第 1 個右轉路口向右轉，走德安一街，目的地在左手邊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德安一街 59 號(無招牌) 
電話：03-833-5408 
營業時間：05：30 AM – 10：30 PM、16：00 PM（包子饅頭出爐）- 20:00 PM 
 

² 太魯閣（白楊步道＆水濂洞） 

◎推薦原因：長長的步道可以邊走邊玩，在鬼斧神工的大自然美景之下展開一段一整天的獨特小旅行。
白楊步道的中繼站有一個特別的吊橋，可小作休息。最經典的地方是山頂的水濂洞，是一個天然的洞
口，裡面湧出自然的泉水，為這段小旅行做最好的結尾。 
◎距早餐 43.6km／73min 

◎路線：往西南走德安一街朝中原路 638 巷前進→在第 2 個右轉路口向右轉，走中原路→接著走中原路一段於中央路三段

向右轉→接著走中央路四段於嘉里路/蘇花公路/台 9 線向左轉→靠左以繼續行駛嘉里路/蘇花公路/台 9 線→於花 6 鄉道向左

轉 

地址：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富世 291 號 
電話：03-862-1100 
官網：http://www.taroko.gov.tw/zhTW/ 

 
太魯閣白楊步道吊橋 



 

² 新城照相館、佳興冰果室 

◎推薦原因：好喝的檸檬汁，酸酸甜甜在入冬時節剛好可以為平日的飲食解膩。最重要的一點是，電
影《盛夏光年》的海報拍攝地點就在檸檬汁隔壁─新城照相館，因此有許多人會駐足這裡，學著主角
的姿勢在同一個場景裡留下倩影。絕對是喜歡電影或攝影的你不能錯過的地方。 
◎距太魯閣 23.4km／42min 

◎路線：往南走中部橫貫公路/台 8 線朝天祥隧道前進→接著走新田路橋;新興路/新興路/蘇花公路/台 9 線→靠左行駛，進入

博愛路，目的地在左手邊 

地址：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博愛路 18 號、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博愛路 22 號 
電話：03-861-1888 
營業時間：08：00 AM – 17：00 PM  
官網：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4%BD%B3%E8%88%88%E5%86%B0%E6%9E%9C%E5%AE%A4/103688596

375805 

 

─────整理行囊，收工回家───── 

 

 
行程設計規劃：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三年級 蘇姝嘉、潘姿彣、謝澤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