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台 東 山 海 秘 境 三 日 之 旅 
四人即可成行、專車到府接送 

 

 

★出發日期:限週日～週四出發，連休假期和連休假前一天除外，每車只接 4~6人。 

★全程使用賓士車 V-CLASS九人座車，2018年 05月全新交車。 

★行程包含多良車站、農場樂活、採果體驗、森林公園散策、生態文化探索、台東最

美海岸線、富岡漁港。 

★有旅遊團的便利，自由行的方便，無購物壓力。【安全是我們最重要的考量】 

★不同於以往團體餐，餐食由旅客自費和決定餐點。【每人每天車上 1瓶礦泉水】 

★行程中順路如有需另外加景點或是親友拜訪，另外加一站費用加 500元。 

★此行程以大台中地區為主，外縣市地區需另加收車資。(台灣西部地區皆可出發) 

★此行程可配合客人需求，客製化修改內容或飯店，量身訂做。 

★費用包含：三天車資、兩晚住宿費用、餐食 2早、門票(鸞山部落費用、採水果)、

保險、雜資。 

 

 

 
 
 
 
 
 
 
 
 

行 程 特 色 



第 一 天 
台中出發【預計出發時間 08:00】→台東→泰源幽谷→小魚兒的家→富

岡漁港→飯店 

【台中出發】欣賞美麗的國道風光，沿途停靠休息站休息一下，愉快的旅程即將開始

囉! 

【台東市區】台東排隊餐食：榕樹下米苔目、海邊黃記蔥油餅、林記阿達滷味麵食館、

藍蜻蜓速食專賣店、林家臭豆腐、七里香水煎包滷味、正氣路寶桑湯圓、正宗烤肉刈

包…..等，好吃的美食等您親自去發掘。 

建議停留時間：1 小時 

【泰源幽谷】從東河橋沿東富公路深入海岸山

脈，即可來到著名的泰源幽谷。泰源幽谷位在

海岸與縱谷的過渡地帶，綿亙 4 公里，周圍群

山包圍，加上河流侵蝕作用，形成峽谷地形，

尤以登仙橋至泰源村間的溪谷風光為最，因峭

壁斷崖拔地陡起，氣勢懾人，更顯出大自然的

奧妙，也有人稱其為「小天祥」。溪流湍急奔騰

而下，水質清澈，美景天成，宛如世外桃源。 

  泰源幽谷同時也是臺灣獼猴嬉戲的天堂，晨昏覓食的時段常在樹林成群出沒，或直

接向遊客索取食物，形成極為獨特的景色，也是臺東賞猴的最佳去處，為旅程帶來更

多意外的驚喜。 

  泰源幽谷進去後可到達登仙橋遊憩區，欣賞完溪谷風光接著可以到達東河休閒農

場。由於氣候絕佳，泰源村各種果蔬豐富，盛產大白柚、葡萄柚、文旦柚、甘橘，遊

客可前往休閒農場、觀光果園，享受美景之餘飽啖山林時鮮蔬果，充滿野趣。 

建議停留時間：1 小時 

【小魚兒的家】靠海邊的小魚兒的家是咖啡廳，

這裡是作為台東海岸線旅遊很好的休憩點，在小

魚兒的家低消便宜，少少的花費就能坐在海邊吃

美食、聽海浪拍打的聲音...吃完餐點之後，還可

沿著一旁的樓梯，到達海邊～在海邊玩沙、餵

魚、看螃蟹，好好親近大自然！ 

建議停留時間：1 小時 

【富岡漁港-晚餐自理】富岡港口離台東市很近，每天早上一到十點，船就陸陸續續回



到港內，帶回一簍簍新鮮又好吃的海產，放在碼頭上拍賣，想吃那新鮮又便宜的海產

來這裡就沒錯了。如果您想嘗鮮，在富岡的地方有許多的海產店，可以讓您飽嚐一頓

新鮮味美的海鮮大餐呢！其實，富岡的生魚片也是我們台東的名產呢！站在富岡的碼

頭上，您可以看看船進船出的忙碌景象，假使您沒親眼看過船，沒看過漁夫捕魚出航

的情景，這裡可是最佳的學習地點呢！當然您也可以站在堤防邊，欣賞這浩瀚的太平

洋，這也是許多遊客喜歡駐足在這裡的原因之一喔！ 

建議停留時間：1 小時 

餐  食： 
（早餐）自理 （中餐）配合行程當地自理餐（晚餐）配合行程當地自理

餐 

住  宿： 台東富野渡假酒店、凱旋星光酒店 

第 二 天 

飯店出發→鸞山森林博物館生態文化拜訪體驗之旅(替代行程鹿野龍田移

民村+鹿野高台+愛嬌姨茶餐廳+初鹿牧場)→月季優質農場→春一枝鹿野

76冰棒 

【森林博物館生態文化拜訪體驗之旅含餐】森林文化博物

館不是一個觀光景觀、也不是

民宿或農場的模式來招攬客人

的地方。成立森林文化博物館

作為環境教育、文化重建、族

群交流、部落遊學、野外靈修、生態體驗等的互動平台。

不只成龍在六年前特別選森林博物館原始森林廊道拍攝

十二生肖電影，宮崎駿大師也特地搭乘計程車而來參訪會走路的樹的奧秘。近年來，

也特別感謝 在公益平台基金會嚴長壽總裁的支持與協助下，儼然成為花東縱谷國內外

深度生態文化參訪體驗的最愛。 

必備物品及注意事項 

1.務必準備個人環保碗筷，午餐用，請攜帶碗筷，

請勿攜帶盤子 盤子在這裡無法使用。 

2.每個來的團體（不論人數）自行準備一份見面禮:

一瓶米酒，一包檳榔，土地祭儀打招呼用，檳榔

在檳榔攤買，料理米酒在一般商店買，一個團體

一份即可。 

建議停留時間：5 小時，人數不足將調整行程內容(一日遊，當天總人數滿 30 人才會



開伙；半日遊，當天總人數滿 20 人才安排行程) 

阿凡達的原鄉─森林博物館生態文化拜訪體驗之旅 

時間 內容 地點 

09:00-09:20 

前往鸞山派出所廣場會合，前往森林博物館  

1.與導覽老師、接駁車會合  

2.上洗手間、乘車人車安排  

3.體驗行程說明 

台東-鸞山派出

所廣場 

09:40-10:10 

拜訪「會走路的樹」家族  

1.揭開在地山林思考的布農族人從原居地高海拔

的中央 山脈遷至低海拔海岸山脈鸞山部落新奇

的故事  

2.他們是如何重新適應、詮釋新的生態光點─會

走路的樹  

3.又如何找回原有人和森林對等友善的關係 

「會走路的樹」

家族 

10:20-10:30 

森林博物館瞭望台  

※布農族迎賓禮〈現烤布農族木碳烤肉、獵人的

舒跑、特色小米酒〉  

1.位歐亞板塊〈中央山脈〉與菲律賓板塊〈海岸

山脈〉造山運動交會地帶  

2.一覽卑南溪七層河階美麗的地形地貌  

3. 可眺望花東縱谷、高台、初鹿牧場、小黃山的

美景  

4.森林博物館環境與布農家屋配置介紹  

5.sazasa鸞山部落歷史變遷與現況簡介  

6.環境生態倫理、生活倫理規範說明 

瞭望台、傳統家

屋 

10:30-11:50 

探訪珍貴森林博物銀行  

1.舉行土地祭儀，向祖靈山神打招呼  

2、傳統布農族人利用森林資源的經驗與智慧  

3.認識布農族如何永續利用生活的冰箱、倉庫、

銀行─森林珍貴的文化資產  

4.尋找童年爬樹、 

4.推動無痕山林，綠色旅遊，原始森林 SPA 

森林文化博物

館〈進入森林博

物館請關手

機，用安靜、謙

虛學習的心探

訪〉 

12:00-13:10 

布農族森林風味餐 

1.體驗傳統木頭炊事 

2.品嚐就地取材野菜料理 

3.品嘗阿嬤、媽媽古早的味道 

森林文化博物

館傳統廚房 

13:30-13:50 

營造現代人心靈的原鄉─種樹 

1.響應讓地球冷卻 

2.保護森林，永續地球 

3.留住二億〈記憶、回憶〉─種植希望的小樹苗、

合照 

森林博物館 



14:00- 回程  

替代行程【鹿野龍田單車行】龍田自行車道

全長約 7.2 公里，附近有許多景點可以欣

賞，如知名的小葉欖仁綠色隧道，綿延一公

里的綠色隧道舒適涼爽，蔭涼的樹蔭配上蟲

鳴鳥叫，讓人心曠神怡，若是跟隨著當地腳

踏車店的導遊踏尋這裡，導遊會讓遊客在這

裡的車道上躺下，感受鹿野最舒服的環境，

跟其他的自行車道的體驗非常不一樣！ 

由於早期龍田村是個移民村，所以可以看到一些日式傳統建築，純正的日本味是每個

遊客拍不停的著名景點，另外還有證嚴法師的駐息地－崑慈寺，行經茶葉改良場時，

也可看到難得的採茶景色，都是很有特色的在地景點。 

龍田另有「蝴蝶的故鄉」之稱，低頭可看到地上有蝴蝶的標誌，抬頭看路標也有蝴蝶

的模樣，如果季節來對的話，或許還可以看到蝴蝶翩翩飛舞。路途上所到之處都美得

像幅畫，令人流連忘返。 

若想再騎遠一點，可以騎上具有挑戰性的鹿野高台，或是也可以騎去鹿鳴吊橋那一帶，

那裡可是泡溫泉的好地方。來到龍田真的可以待久一些，因為四周的景色真的會讓您

沉醉其中。 

建議停留時間：1 小時 

替代行程【鹿野高台】鹿野觀光茶

園主要位於鹿野鄉永安村及龍田

村，是台東縣境開發較早的茶農

區，高台觀光茶園居高臨下，視野

甚佳，可近賞整齊美麗的綠色茶園

風光外，也可遠眺花東縱谷以及龍

田河階上方整的農田景緻。此外，

台東現有的飛行傘、滑翔翼練習場，皆位於觀

光茶園一帶，假日來此，常可見到花花綠綠的

飛行傘翱翔天空，為茶園增色不少。 

建議停留時間：1 小時 

替代行程【愛嬌姨茶餐】鹿野是台東重要的茶



產地之一，過去以鹿福茶著稱，烏龍、金萱、翠玉等皆有產出，近年則以「紅烏龍」

打響名聲。在高台上，一畦畦的茶園向四周延伸，「愛嬌姨風味茶餐」就坐落在茶園之

中，沒有起眼的外觀，但一走進餐廳，迎面而來的是滿室茶香，原來是甘老闆正在烘

焙茶葉，不時地翻動茶葉，使得茶葉散發出陣陣清香。也因為靠著這製茶好手藝，甘

老闆的紅烏龍拿下金牌評鑑，而老闆娘愛嬌姨也不遑多讓，以茶餐打響口碑，每日都

有特地前來用餐的饕客。 

建議停留時間：1 小時 

替代行程【初鹿牧場】初鹿牧場於民國 62 年成立，是臺東地區歷史最久的大型觀光牧

場，原為國有財產局委託土地銀行代管經營，後於民國 94 年轉為民營。初鹿牧場位於

海拔 200 至 390 公尺之間的高台地上，由於山坡平緩，排水良好，牧場裡種植了大面

積熱帶盤固拉牧草作為畜牧用食草。   

初鹿牧場園區面積約 72 公頃，飼養 250 頭乳牛，牧場內規畫有放牧區、滾草區、餵

食區、森林浴等不同區域，另有餐廳及產品販賣區，可在餐廳吃到初鹿鮮奶所做的小

饅頭，產品販賣區則有不同口味的初鹿鮮乳與其他相關製品可供購買。 

建議停留時間：1 小時 

【月季優質農場】下定決心做有機已十幾年了，真是賠錢買功夫。土地被殺草劑破壞，

農藥的大量使用，得癌症的人越來越多，看在眼裡，我能為這個環境做什麼??毅然決

定走上有機這條路，賠了很多錢也不放棄，現在食安的問題發生了，我們也被肯定了，

真是走對路，雖然辛苦但也很值得，現在土地養的非常好，種了珍珠芭樂與水晶芭樂，

為了生態平衡採混種枇杷及各種水果，非常適合民眾來體驗採果哦! 

建議停留時間：1-2 小時 



【春一枝鹿野 76 冰棒】春一枝創辦人李銘煌

出生台北。喜歡旅行的他造訪台東時，深受鹿

野高台山明水秀與純樸吸引。他發現鹿野農民

在豐饒的土地上生產出許多水果，有時生產過

量被不平等的低價收購；抑或過熟無法進入市

場，只能棄置，造成水果耕作的血本無歸。為

了試著解決農民經濟、就業，以及水果生產問

題，不以營利為主要目標的春一枝於焉誕生。堅持使用 100%台灣新鮮水果、手作無添

加高品質冰棒、友善交易愛護農民並關懷消費者權益，春一枝將台灣冰棒帶入新紀元！ 

建議停留時間：半小時 

餐  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鸞山部落用餐或特色餐（晚餐）配合行程

當地自理餐 

住  宿： 台東富野渡假酒店、凱旋星光酒店 

第 三 天 
飯店出發→台東森林公園→阿美麻糬→多良車站→屏東萬巒豬腳→嘉義

檜意森活村→溫暖的家【預計抵達時間 17:00】 

【台東森林公園】臺東森林公園內設有自行車

道，穿越木麻黃林並連接三座湖泊。三座湖分

別為地下湧泉形成的「琵琶湖」、原本為沼澤

濕地後經過整治的「鷺鷥湖」，與人工興建能

夠舉辦各項水域及鐵人競賽活動的「活水

湖」。三座湖泊與木麻黃林形成完整的河口海

濱濕地生態，物種十分豐富。※推薦可自行租

借腳踏車遊公園。 

預計停留時間：1 小時 

【阿美麻糬】已有三十多年杜侖製作經驗的花東地區老品牌-【阿美麻糬】，靠著董事

長余宗柏先生對於阿美族文化的熱愛與收藏，承襲阿美族杜侖的製作技藝，將原住民

傳統美食加以改良量化，率先成為花東第一家使用小米材料的名特產品牌，好吃美味

的阿美斯杜侖及精心製作的花東名產糕點，都獲得遊客的喜愛與回響。 



過去三十年來，余董

事長從山產到海產的

經營，從加工製造到

批發銷售的歷程中，

累積了許多經驗與心

得。特別揭示︰「傳動文化食品，永無休止運轉」

作為事業推展的方向；從此，有了正確的努力方向，讓飲食不再只是滿足口腹之慾，

更昇華為文化之基石。 

【多良車站】月台上的紅色欄杆為明顯特色，

站在此處可鳥瞰太平洋，被譽為全臺灣最美的

車站，吸引許多鐵道迷前來朝聖。來到這最美

麗的車站參觀時請注意，因月台與軌道間無任

何安全措施，請勿隨意跨越鐵軌以免發生意外。 

預計停留時間：30 分鐘 

【屏東萬巒豬腳】從不起眼的小小路邊攤，到今日

膾炙人口的地方小吃...五十年來，林家豬腳幾乎已

成為萬巒鄉的代名詞，在林家阿嬤－林陳玉妹的帶

領下，秉著最初的堅持與信念。為每位喜愛萬巒豬

腳香的顧客，端出滿桌精緻好菜！每隻精挑細選的

豬腳，與精心調製的醬料，數十年如一日的執著，

只為滿足人們記憶中難以取代的好滋味...一塊肉、

沾點醬，在入口的剎那，洋溢在人們臉上的幸福！

就是林家豬腳最難以言喻的驕傲。陪伴許多人走過半個世紀，林家豬腳沒有因此而自

滿，因為未來的路仍長遠，讓美味在記憶裡飄香，是林家豬腳給予顧客一輩子的承諾...  

預計停留時間：1 小時 



【嘉義檜意森活村】「檜意森活村」位於嘉義市東區，佔地約有 3.4 公頃，以林森東路

劃分為南北兩塊腹地，北邊是早期日籍基層職員的宿舍群，南方則是高級職等的官舍，

因歷史悠久，後來以傳統的日式工法及採用原材料修復，歷經四年的努力，得以讓舊

時日式宿舍的風貌重現，並登錄為市定古蹟及歷史建築。目前保留下 28 棟木構造歷史

建築，這裡不但是最早的林業村，也是保存最完整、範圍最廣的日式官舍建築群。 

 「檜意森活村」也是 2014 年國片「KANO」的拍攝場景之一，旅客可以跟隨著導覽

介紹牌，漫步在檜木香撲鼻的森活村內享受特殊的林業歷史風情與電影文化交織的獨

特美麗，或是停下腳步買個充滿文創風味的小東西，帶走屬於這裡的小悠閒吧。 

預計停留時間：1 小時 

餐  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配合行程當地自理餐（晚餐）溫暖的家 

住  宿： 溫暖的家 

 

【備註】 

▲本產品為每位貴賓投保 500 萬旅責險及 20萬意外醫療險，乘客責任 1000萬 

▲提醒您別忘給予辛勞的司機嘉勉。按照國際禮儀，旅客每人每天小費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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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順序將視實際情況調動。 

▲為保持行程上的順暢及完成性，以上表定停留時間也將隨現場狀況臨時調整，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因天氣和不可抗拒的因素，會在出發前通知更改出發日期或更改路線，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飯店介紹 

名 稱 介紹 

 

【台東富野渡假酒店】 

 

 

 

 

 

 

 

http://www.hoyaresort.com.tw/taitung/ 

「台東富野渡假酒店」位於台東市區，為富野飯店集團第 6 個營運

點，歷經兩年的建設與籌備，摩登的黑色建築透出低 調氣質，80

間客房採現代簡約風，空間舒適且溫馨，加上便捷的交通，優越的

地理位置，不但要提供遊客最優質的住宿體驗。 

 

【凱旋星光酒店】 

 

 

 

 

 

http://www.kaishotel.com/ 

凱旋星光酒店鄰近的黑森

林琵琶湖公園輕鬆自在的

徜徉森林湖光中，除此之

外緊鄰的海濱公園遠眺深

藍海洋，讓來到台東旅遊

的旅客們感受大自然的魅

力。坐落在台東市區旁的

海岸線道路上，遠眺了太平洋的碧海藍天，還能一覽都蘭山的山水

秀麗，讓您在飯店享受全視野的視野，璀璨的虹彩天光讓入住的旅

人們留下美麗的回憶。 

★台東餐食推薦 

名 稱 
營業時間 

(僅供參考) 
介紹 

米巴奈山地美食坊 

 
11：30-14：00 

17：30-21：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台東縣台東市傳廣路 470 號 

位於台東市街上的「米巴奈風味美食坊」是眾多

當地人都推薦的原住民風味美食餐廳，有許多別

處吃不到的創意美食。推薦菜色：漂流木烤肉 、

山橘子肉 、山地沙西米(檸檬魚片)、奶烤墨魚、

麻燒雞、甘蔗芯、炸蛋肉片湯、烤春筍 

http://www.hoyaresort.com.tw/taitung/
http://www.kaishotel.com/


花喬海鮮蒸氣火鍋 

 

 

 

17：00-00：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台東市漢陽北路 390 號 

採用新鮮海鮮以現蒸方式，突顯食物的美味&原

味，無煙無油，清爽無負擔，原汁原味健康嚐鮮。 

榕樹下米苔目 

 

 

 

09：30-15：00 

17：00-20：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台東市大同路 176 號 

榕樹下米苔目是一間當地人和遊客都會去吃的小

店，生意超好！ 

用餐時間一位難求，建議可以早一點或是晚一點

來用餐都是不錯的選擇。 

上味食堂肉羹 

 

 

 

 

11：30-13：30 

17：00-21：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台東市中華路一段 563 號 

香菇肉羹 傳承上一代的好滋味，裡面有肉羹有白

菜、香菇、筍絲、蛋花，湯勾芡稠度剛好 味道清

淡清爽又很有味  特別喜歡蛋花那綿密的口感很

加分！ 

林記臭豆腐 
 

 

 

 

14：00-21：3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台東縣台東市正氣路 130 號 

外微酥內嫩的口感，搭配酸甜台式泡菜和九層塔

絲的獨特香氣，使得臭豆腐的香臭味不會太重。 

 

 

 

七里香水煎包滷味 

 

 

 

 

15：30-01：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台東市正氣路 385 巷 7 號 

遠近馳名的『七里香水煎包滷味』就在台東市區

的正氣路小巷內，其招牌水煎包跟小薛拳頭一樣

大！煎到金黃酥脆的外皮一口咬下，裡頭盡是滿

滿的餡料！口感相當豐富吃的很有飽足感喔。 

寶桑湯圓 

 

 

 

 

14：30-23：00 

公休日以現場為主 

台東市正氣路 189 號 

『溫記寶桑湯圓』更位於台東市中心，傳承近七

十年的古早味，可選擇冰湯圓和熱湯圓，裡面還

有紅豆、綠豆、花生、脆圓…等多種配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