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 紫蝶翩翩 大武山之戀 四天  

 
 

2021 出發日 每周四 出發                               **此行程適用 十月中~三月初**  

                                                       

參考高鐵班次 

城市 班次 時間 預估車行時間 

臺北+++左營 
   高鐵-0113 08:31+++10:05 1 小時 34 分 

(或)高鐵-0615 08:21+++10:45 1 小時 59 分 

左營+++臺北 
   高鐵-0676 18:35+++20:33   1 小時 58 分 

(或)高鐵-0678 19:00+++20:59 1 小時 59 分 

 

貼心安排 

◆豪華九人座小巴士車（每梯次需達 10人以上，方可成行）。 

◆午、晚餐食皆提供桌水。 

◆車上無限量提供礦泉水。 

◆保險：300萬履約責任險附加 20萬醫療險，安心出遊平安回家。 

◆包含司機服務費。 

 

 



主題推薦 

原鄉部落心旅遊 

 

福爾摩沙，這聳立於太平洋濱的巍峨璞

石，曖曖透亮的奇異光彩，是這片土地自

始擁有的瑰寶，且讓我們循著璞石紋理，

探詢這寶石般的原住民部落！。 

心旅遊 原鄉部落 

 

紫蝶翩翩如「幻光」 

 

大英博物館蝴蝶學者 Dick Vane-Wright

在 2003 年出版的《蝴蝶》一書中描寫到：

這是一個在 1971 年冬天的台灣，讓人全

然意料之外的發現…..全世界兩種大規模

的越冬型蝴蝶，分別是墨西哥的帝王斑蝶

及台灣的紫斑蝶。茂林紫蝶，此生必看的

世界級百萬奇觀。 

世界級的紫蝶遷徙地 茂林紫斑蝶幽谷 

藏在山裡的遺世瑰寶 

 

老七佳部落(tjuvecekadan)位在山腰上

的遺世聚落，保有了最完整且原始的風

貌，有 118 處遺址、46 幢完整的排灣族

傳統石板屋，成為此處在這世界上最獨一

無二的特色。 

最中間的部落 老七佳 tjuvecekadan  



魯凱族之鄉霧台 

 

部分魯凱族人在離開了台東遷徙到屏東

霧台，縣境內最大的魯凱族部落，亦為縣

內唯一以魯凱族為主要居民的聚落。走過

莫拉克風災重生後的神山部落和霧台部

落，正以動人之姿，再次以撩撥著每個人

的心，可別再說：「霧台之美不在霧台」。 

 

魯凱之鄉 霧台之美 

 

典藏饗宴  

部落大地美食 

 

柴燒原汁原味      黑暗部落無菜單料理 

 

原鄉旅遊帶您上山下海，走跳部落，尋找

~以「食」認識部落文化、以「嚐」探索

部落百味、以「吃」感受部落熱情 

；就來台東體驗原鄉生活，讓您感受原民

部落之美。典藏原鄉風味料理，品嚐香氣

十足的柴燒烤肉、竹筒飯、吉拿富 

….等等傳統部落料理。 

 

魯魯灣 Luluwan 

 

魯魯灣的用餐空間像是個家庭式的餐廳，

用了自己彩繪的家族圖騰與種植的蔬果鮮

花來佈置，營造一種部落式的鄉村風格，

用餐的感覺非常的舒適自在，還有像似故

事館的包廂空間，呈現部落歷史的老照片 

，更能拉近用餐者彼此的情感，是一間很

有溫度的餐廳。 

很有溫度的餐廳 魯魯灣無菜單料理 



 

秋月的店 

 

座落懸崖之上，風都會從這裡刮起來，白

天吹河風、夜晚吹山風，族人們稱這塊地

為 karuvekuv，意為「風吹過樹梢，窸窸

窣窣的聲音」故命名為風刮地。秋月是原

民藝術家撒古流 · 巴瓦瓦隆的妻子，這兒

原是他的工作室，後來由秋月改造成一家

景觀餐廳，這裡用餐有藝術、展演、藝品、

音樂可欣賞唷！ 

風刮地 秋月的店 

 

這歌很好吃~ 

 

莉姆姆的歌源自霧台鄉一位麵包老師傅所

發想，這 Lremumuteke 歌在魯凱族語，

意指形容空心圓的意思，剛好很符合甜甜

圈的形象，也像原住民傳統舞蹈，手拉著

手圍著一個超大同心圓，將彼此的心緊密

拉近在一起；因此取莉姆姆的歌這個很有

意義的名字取代小米甜甜圈。 

莉姆姆的歌 小米甜甜圈 

 

我在「旁聽席」 

 

傳說中在地摩兒秘境-旁聽席，跟 Akame

一樣厲害。低調隱密於山中，主人親手打

造出充滿童話的夢境，被譽為台版小歐洲。

走進旁廳席，彿彷來到了歐洲。在如此濃

厚的歐風庭園中，你可以悠悠哉哉地享用

主廚創意料理美食。 

我在地摩兒我在 我在地摩兒 旁聽席 



典雅住宿 

大路觀樂園酒店 

 

酒店坐落在北大武山下，是屏北最舒適

愜意的度假勝地，全館以峇里島式的建

築風格爲主，客房皆環繞中庭泳池，使

得每間客房都能欣賞中庭泳池坐落在北

大武山下的美，達到身心靈完全放鬆。

大路觀的美，值得您細細品味。 

峇里島建築風格 大路觀樂園酒店 

 

行程內容 

 

第 01 天  台北 ++ 左營 - 琉璃珠吊橋 - 地磨兒藝術公園 

今早搭乘高鐵前往左營，saabaw !或 Nasuljivat sun「你好、辛苦了」！抵達後我們 

來到地磨兒鄉河谷中最美的微笑曲線吊橋山川琉璃吊橋。全長 262公尺的琉璃吊橋， 

橫跨了高屏溪支流隘寮溪，全橋以原住民珍寶「1664顆琉璃珠」做為裝置藝術，每一 

款琉璃珠都有一段故事，橋體兩側鑲有 32面故事牌，講述 32個不同部落的故事。排 

灣族語「timur」地磨兒，既代表三地村，也意旨排灣族為太陽子民之意涵。園區內排 

灣族藝術遍佈在各個角落，具指標性的生命舞臺、祖靈柱、母灶、動植物祭台、百步 

蛇座椅、水道…等等藝術皆象徵排灣族族人的宇宙和生命觀。公園的居高處嗜鳥瞰高 

屏，能將美景盡收眼底。 

 

【含門票參觀景點】琉璃珠吊橋。(夏令 09:00-17:00，冬令至 16:00；每週一休。)  

【下車參觀】地磨兒藝術公園。 

//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左營-(50Km/00:50)-琉璃珠橋-(2Km/00:30)-地摩兒- (7Km 

                      / 00:10)-旅館 

 

早餐：X 午餐：魯魯灣無菜單料理 晚餐：旁聽席餐廳  

住宿：大路觀樂園酒店或同等級。 



部落聽、看、聽 山川間的微笑琉璃吊橋  

「音樂，讓部落文化如浪潮般拍擊所有人的耳 

朵，也如湛藍色的大海，療癒彼此的心。」「原

民傳統文化藝術創作，沒有超大明星卡司，有

的盡是土地上最真摯的生活溫度。」「以食認

識部落文化的知識。」讓我們用五感來體驗部

落生活、與在地人文化。 

琉璃珠又稱「蜻蛉珠」為排灣族三寶之一，昔

日是排灣貴族視為無上珍貴的家傳寶物，也是

貴族家世的象徵。吊橋展現當地原住民文化與

歷史，琉璃珠的意象裝置由在地藝術大師撒古

流．巴瓦瓦隆設計，分別鑲嵌在橋上兩側及引

道上計有 32 面故事牌，述說著部落動人故事。 

 

第 02 天  旅館 - 老七佳部落  

早餐後，我們來到北側排灣族聖山石可見山山腳下已有五百年歷史的老七佳石板屋部 

落。在排灣語：Tjuvecekadan七佳，在族語中為「中間」的意思，因為老部落介於舊 

時白鷺與力里兩部落之間，因而以轉音「七佳」方式命名。目前，該聚落內保存有近 

50幢完整的排灣族傳統北部式石板家屋。如今，人煙罕至，老七佳依然留有數百年前 

的原始風貌，不論是石板屋的狀態或規模，都是目前台灣特有的珍貴人文遺跡。雖然 

居民早已遷離，但其傳統文化仍保存歲時祭儀，如 masaljut(收穫祭、豐年祭)、

pusaut(送靈祭)、papusepi(祈福祭)、semanpulju(除喪祭)..等等；仍由女巫主持，並 

因此成為排灣族文化傳承的重要地區。 

 

 〄備註：1.入山注意！八月、九月份適逢颱風季節，老七佳容易因為強風豪雨以致 

   山路坍方、河床無法通行，所以八月、九月老七佳將會關閉兩個月，休生養息！ 

   2.若想進入石板屋參觀，請先徵得主人同意。 

 

【含門票參觀景點】老七佳部落。 

【下車參觀】力里溪伏流水圳公園、老七佳吊橋、頭目之家、祖靈祭祀台、石板屋。 



//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旅館-(47Km/01:25)-老七佳-(47Km/01:25)-旅館 

 

早餐：旅館內 午餐：黑暗部落傳統料理 晚餐：大路觀酒店晚宴 

住宿：大路觀樂園酒店或同等級。 

  

家屋 umaq 木石雕刻之美 

老七佳石板屋藝術之美，在排灣族的藝術都是

為了彰顯階層制度中的貴族，鞏固其地位，成

就其尊榮，換句話說，只有貴族才能享有家屋

umaq 木石雕刻、刺青文身、穿著美服、特殊

頭飾、擁有古陶壺、琉璃珠等特權。 

會呼吸的房子石板屋 

原民石板屋的好處在於比熱大，室外的冷熱不

易影響到室內氣溫，且石板在冬天白天吸受太

陽熱能後，晚上就能釋放熱能溫暖室內，這對

於生存在高山地區的原住民族來說是對抗惡

劣氣候的一大福音。 

 

第 03 天  旅館 - 神山部落 - 霧台部落 

今早途經「霧臺生命之橋」谷川大橋，從景觀台上你可俯瞰全國最高的橋梁，橋長 654 

公尺，從墩柱基礎底面到橋面頂端高達 99公尺，約 33層樓高。續到素有「白雲故鄉 

」之稱的霧台鄉，是縣內唯一的魯凱族部落。之後來到有著「月神歇腳之地」傳說美 

名的神山部落(月亮部落)，這充滿魯凱族藝術圖騰，岩板、百步蛇、百合花、陶甕、琉 

璃珠的小鎮，漫步在部落的巷弄間，且處處充滿著驚喜，你可感受到族人藝術傾向的 

生活態度。午後走入霧台部落，首先映入眼簾的絕對是這大廣場，是族人慶典祭儀的 

聖地。續探訪霧台部落最美的藝術街道岩板巷，小巷如同百步蛇般，蜿蜒棲息於霧台 

鄉，以傳統的石板鋪設，小巷兩旁以魯凱族陶壺和部落圖驣壁畫來裝飾。 

  

【下車參觀】谷川大橋、岩板巷、霧台獵王之家、霧台基督長老教會、霧台文化廣場 



            、神山第一家、耶穌聖心堂、部落活動廣場、太陽神石柱、月神石柱、 

            運動榮耀之家、藝術家家屋。 

 

//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旅館-(15Km/00:30)-谷川大橋-(7Km/00:15)-霧台-(47Km/ 

                               00:45)-旅館 

 

早餐：民宿早餐 午餐：神山部落料理 晚餐：秋月的店精緻單人鍋物 

住宿：大路觀樂園酒店或同等級。 

 

雲霧之鄉-霧台 

屏東縣的霧臺鄉，平均海拔在 1000 公尺以

上，是縣內最高的鄉鎮，也是縣內最大的魯

凱族部落；因有著寬闊的溪谷與山林風光加

上常有雲霧環繞猶如仙境，所以有著「雲霧

之鄉」之稱。我們特別安排魯凱原鄉兩部落

霧台、神山一遊。 

霧台必嘗的美食  

非「神山愛玉」莫屬，口感偏紮實的「神山愛 

玉」不只有純天然的手工愛玉，加了燉透稍帶 

點咬感的綠豆或加了帶一點黏性且嫩口的小 

米，再淋上酸甜金桔檸檬汁，完成。香氣十足， 

口味清爽，且甜度不會過高，這樣特殊的組合 

只有這裡才吃得到。 

 

第 04 天  旅館 - 茂林紫蝶翩翩 - 古納達望部落 - 左營++ 台北 

一生必訪！在茂林最美翩翩蝶影季節裡。冬日的清晨，第一道曙光射入紫蝶幽谷時，

喚醒了沉睡中的紫斑蝶，並開始熱烈的追逐著那穿透樹冠、林間投射的光線，時而一

動也不動的展示著牠的幻色彩衣，時而高高低低的在山谷裡穿梭飛行。續往古納達望

(多納)魯凱族部落，沿著雕像牆來到勇士呼喚台、勇士步道，讓人彷彿看見過去部落族

人狩獵的情景；和魯凱勇士馘首(waulri)後的祭人頭台，將敵首級高掛於此，以撫慰被



擄殺兄弟的靈魂及其家屬的哀傷；信步在多納村內隨處可見魯凱傳統石板屋及圖騰與

石雕。午後來到了龍蛇雜處之地，全台僅此地才有，三面河流環繞絕壁形成這環流丘

地的質地形景觀；如有臥龍一樣的龍頭山和酷似百步蛇頭之地的蛇頭山，龍蛇相互輝

映。之後跨越全長 172米、橋寬 9米，造型線條柔和白色橋體的多納大橋前往 

左營。向晚時分搭乘高鐵返回台北。masitikadringay！dyanga. 

 

【特別企劃】茂林紫蝶翩翩。在有陽光、沒有風的 10月中~3月初，上午 6-14時。 

【含門票參觀景點】茂林國家公園。 

【下車參觀】紫蝶幽谷(生態公園)、古納達望(多納)部落、勇士步道、祭人頭場、多納

石板屋、龍頭山、蛇頭山、多納大橋。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旅館-(21KM/00:30)-茂林國家公園-(12KM/00:30)-多 

                納部落-(66KM/01:30)-左營 

 

早餐：旅館內 午餐：多納部落傳統料理 晚餐：火車因素，敬請自理。 

住宿：Sweet Home。 

  

茂林紫蝶幽谷  

每年冬天，成千上萬的台灣紫斑蝶會從北而南

的乘著滑翔翼般來到了南台灣的大武山腳下

溫暖避風的山谷，形成最高可達 100 萬隻以

上的越冬集團「紫蝶幽谷」，和太平洋彼端的

墨西哥「帝王斑蝶谷」，併列為目前世界兩種

大規模「越冬型蝴蝶谷」。 

馘首-祭人頭場 

祭人頭場是將那些被處決的侵略部落外來者

人頭放置在此，並以此祭慰族人上天之靈的場

所。以前祭人頭場對於部落村民來說是敬而遠

之的，但現在已開放作為參觀景點。 

 



▲如遇颱風、地震、豪雨等大自然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延期出發或全額退費之權利。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利，若有不

便，敬請見諒。 

 

貼心提醒相關規定： 

▲到部落觀光該注意的事 

  1.文化不是用眼睛看      2.節慶祭典才不只是慶祝豐收   3.非請勿入的禮貌要有      

  4.部落不是表演的舞台    5.拍照獵奇也要看場合         6.別以為原住民都瘋狂在喝酒 

  7.請尊重部落是族人的家   

▲此行程原訂高鐵票台北左營來回，標準車廂對號座來回車票金額為台幣$1490*2=2980。 

▲單人報名若無另外告知，則由旅行社安排與其他單人旅客配房；若需求使用單人房，請務必「主

動」與旅行社說明「自願補單人房差」。另，出發前若無法完成配房，須請旅客補足單人房差

價；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