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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好神 3 天 2 夜．6 人成行 

雲霧秘境│天涯海角琅嶠卑南古道│四大溫泉之一│異國風 

   

 

 

 

 

霧台是魯凱族的原鄉， 

也是屏東縣地勢最高的鄉鎮， 

如「雲霧秘境」般的美麗   

 

  

 

●行程特色 

一、雲霧秘境・魯凱族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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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海拔 1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擁抱下的霧台鄉有「白雲故鄉」之稱，是屏東縣海拔最高點之行

政區域，也是屏東縣唯一之魯凱族部落。三千多人分佈在山林簇擁的谷川部落、神山部落、大

武部落及霧台村。2009 年，莫拉克颱風帶來的暴雨寫下了八八風災的記憶，當時重創了整個台

灣，大雨傾瀉、河川暴漲，部落被土石流淹沒，唯一的聯外橋樑更是被颱風給沖垮，全鄉鄉民

宛如生活在孤島，原本美麗的霧台也一夕之間風雲變色，一個颱風就此改變了多少人的命運，

也改變了一個鄉鎮的面貌。隨著災後重建，前往霧台的道路恢復，改用先進的技術橫抗風災，

蓋了一座新的「谷川大橋」的主要道路，現在霧台積極轉型推廣部落文化之旅，歡迎旅客來山

裡面走走、看看，看看他們重建的路、看看他們努力之後的故事。豐富的魯凱文化藝術、從產

地到餐桌的食農體驗，療癒的生活步調，這是沒有親身到訪永遠沒辦法體會的一種簡單而純粹

的快樂。 

 

二、天涯海角．琅嶠卑南(阿塱壹)古道  

「阿塱壹古道(旭海-南田)」真正應稱為琅嶠卑南古道或恆春卑南古道，這是早期通往東部相當

重要的道路，在清代官方還沒整理前，它是恆春半島先民們走的羊腸小徑，臨接海岸的部分就

依當下海潮情況，必要時涉海水而過，一直到牡丹事件後，恆春設縣，撥專款整修並編為官方

道路使用，日治期間，古道雖然逐漸少人使用，但恆春地區還是利用它通往台東最為便捷安全。 

琅嶠卑南古道位於恆春半島東北隅、台東縣最南端，依山臨海，沿太平洋海岸而行，路線是由

恆春東門經滿州至太平洋海岸，沿海岸經八瑤灣、牡丹灣北上至達仁鄉後直達台東卑南，全程

約 203 公里。 

因台灣環島公路網(台 26 線省道安朔-旭海段)在此中斷未修通，且離最近都會區屏東市及台東市

交通均在 80 公里以上，是台灣平地陸路交通最不發達最偏遠的地區之一，沿途人煙罕見，景觀

自然原始，有「海角天涯」之稱。至 21 世紀初，安朔至旭海以及港仔至佳樂水這段，仍是台灣

環島公路的唯一缺口。2006 年公路局推動「台 26 線安朔至港口段公路整體改善計畫」，著手開

闢南田段的公路，引起登山界和環保團體的危機意識，也使得沉寂許久的「阿塱壹古道」成為

新聞的焦點；因尚未人為開發，更被喻為是台灣最美的原始海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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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天氣因素，如連日來大雨造成古道坍塌、或颱風形成並發佈海上颱風警報、縣政府公告關

閉古道不得進入，則形成調整或改為棚集山並每人退費台幣 500 元整) 

 

三、台灣四大名湯．四重溪溫泉 

位於屏東縣車城鄉溫泉村四重溪畔，是南台灣著名的溫泉區；四重溪主流溪全長 31.9 公里，上

游發源於內文山區，另一條上游支流牡丹溪則源自於東源山區；因清朝同治年間沈葆禎提兵巡

台，地處群山環繞，居民出入須由河川涉水，步行四層彎島河川，所以稱「四重溪」。 

1895 年，日本憲兵屯所曹長高橋在四重溪築有小屋，並建浴槽，逐步開發四重溪溫泉；至西元

1898 年，恆春廳長柳木通義為開發四重溪，並設置警察派出所、浴場之後，始有發展雛形；1917

年，由於物產交換業者集資完成基礎溫泉建設，以供應浴客方便使用；1930 年，更因日本昭和

天王胞弟高松宮宣仁親王帶著新婚的妻子來到四重溪共度蜜月而聲名大譟，至 1950 年正式將四

重溪改名為『溫泉村』。四重溪溫泉泉質為無色無味的鹼性碳酸泉，有「美人湯」之稱，其源頭

來自虱母(石門)山麓的石縫中，水源豐沛終年不斷，清澈潔淨，觸感滑溜，無色無味，富含多種

礦物質，泉水是台灣諸溫泉中是最好的，水清質佳無色無味，泉溫約在攝氏 50 至 60 度之間，

屬於弱鹼性碳酸泉(PH8)，具有養顏美容及減緩輕度皮膚炎之功效，故也有「美人湯」之美稱，

日治時期四重溪與北投、草山（陽明山）、關仔嶺名列為「台灣四大溫泉」。而四重溪蜿蜓於群

山峻間，景緻秀麗，引人入勝；溫泉區群山環繞，清靜幽雅，更是著名的避暑勝地，台灣絕佳

的泡湯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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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跟風偽出國~IG 打卡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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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飯店自由搭(兩人一室)： 

旅遊也可量身訂作，本行程依照其四季變化及路程，為您搭配選擇下列飯店標準房，若您想升

等房型或心有所屬其它飯店，也歡迎來電洽詢喔!        

→↓每人售價 
東星飯店 

標準雙人房 

富光飯店 

標準雙人房 

鮪魚家族 

標準雙人房 

茴香戀戀 1 晚 

雙人套房 

8,100 8,200 8,400 

牡丹風情 1 晚 

風泉雙人房 

9,200 9,300 9,600 

                                                 備註：以每車為單位之選擇需相同喔 

●行程內容 

DAY1.                                                                              
       

屏東市火車站 > 車城福安宮 > 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 > 四重溪                                                                  

12:30 於屏東市火車站集合出發我們將安排八人座車，準時出發前往~正確集合地點及司機連絡

電話於出發前一日電話通知為主，謝謝。抵達後首先前往全台最大的土地公廟，福安宮位據台

灣南端車城邑之西郊，廟背大海，東朝四重溪，南依龜山，北接里龍山嶺，形似環抱，鍾靈毓

秀，氣勢雄偉。現今福安宮殿後海濱，古時稱為「鐵錠港」，三、四百年前，早期先民多自福建

泉州沿海地區，渡台移民抵台南安平，再轉南台灣墾殖拓荒，由此「鐵錠港」上岸。據當地耆

老傳敍：「古早時代，大帆船由唐山載貨抵達台南安平港後，再散裝小型的「貨物船」，經達鐵

錠港集貨，再轉運南台灣各地」。當時可謂為小型的轉口船塢碼頭，亦為南台灣開發史上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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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席之地。當時本地未開發之前，荒煙蔓草一片，瘟疫瘴癘橫患，先民墾殖斯土為艱辛萬難，

不堪瘴霧瀰漫瘟疫肆瘧，先民為求平安康泰，謀議雕塑「土地公」神像庇祐群黎，由於當時先

民大部分來自泉州晉江等地，因此憑依祖居「土地公」的神態相貌雕塑，奉祀今已有三、四百

年之久。去不了奈良沒關係~我們帶您來到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可以零距離與梅花鹿餵食、互

動，小鹿們可愛的模樣真的是萌翻了，大口咀嚼的模樣讓人看了都融化了，不過請注意，鹿還

是很容易受驚嚇的動物，請不要被眼前的小鹿迷住，還是要控制家裡的小寶貝不要追逐或喧嘩

喔。接續前往四重溪，日治時期四重溪與北投、草山（陽明山）、關仔嶺名列為「台灣四大溫泉」；

1895 年，日本憲兵屯所曹長高橋在四重溪築有小屋，並建浴槽，逐步開發四重溪溫泉；至西元

1898 年，恆春廳長柳木通義為開發四重溪，並設置警察派出所、浴場之後，始有發展雛形；1917

年，由於物產交換業者集資完成基礎溫泉建設，以供應浴客方便使用；1930 年，更因日本昭和

天王胞弟高松宮宣仁親王帶著新婚的妻子來到四重溪共度蜜月而聲名大譟，至 1950 年正式將四

重溪改名為『溫泉村』。四重溪溫泉泉質為無色無味的鹼性碳酸泉，有「美人湯」之稱，其源頭

來自虱母(石門)山麓的石縫中，水源豐沛終年不斷，清澈潔淨，觸感滑溜，無色無味，富含多種

礦物質，具有養顏美容及減緩輕度皮膚炎之功效，故也有「美人湯」之美稱。每年 11 月初起至

隔年將舉辦濃濃日式風情的溫泉季，2020 年 11 月 7 日至 2021 年 3 月 1 日，以桃花為主題，

熱鬧。 

【貼心提醒】本行程集合地點為屏東火車站，若有額外之車票需求須另行報價。 

【下車參觀】車城福安宮。 

【含入場卷】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 

早餐 X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當地合菜 

住宿 精選飯店 

 

DAY2.                                                                              
       

       

四重溪  > 琅嶠卑南古道(阿塱壹古道) > 職人町 > 屏東市區                                          

美麗的早晨，我們利用閒餘的時間再來一泡吧！今日我們一起來到到天崖海角，擁有全台灣最

美的海岸線，以及豐富多元文化交織而成的部落風情。琅嶠卑南古道(阿塱壹古道)是清朝期間屬

於琅嶠卑南古道的其中一段，為昔日原住民打獵、學者探險紀錄的路線、更是先民拓荒的舊道。

在清代官方還沒整理前，它是恆春半島先民們走的羊腸小徑，臨接海岸的部分就依當下海潮情

況，必要時涉海水而過，一直到牡丹事件後，恆春設縣，撥專款整修並編為官方道路使用，日

治期間，古道雖然逐漸少人使用，但恆春地區還是利用它通往台東最為便捷安全，尤其若楓港

以北，山區道路遇到坍方，河水暴漲，恆春卑南道還是可做為當時送往公文，人員移動的最佳

替代選項。現行古道約全長約 7.2 公里，步行單向進出就要 5.5-6 小時，不論旭海或南田端，兩

邊的交通都不便利，走完古道還得請人接駁交通，也因為交通不便，更增添這條古道的神秘感。

屏東縣政府將林管處的舊宿舍所改造而成的青年創業天堂的夢想園地、文創市集，仿歐洲建築

的塗鴉牆、羅馬巷道，讓您誤以為人就在歐洲小鎮裡；而鄰近的萬年溪 5.5 公里的沿岸種植了

長 2 公里的台灣欒樹，台灣欒樹：春季幼葉嬌嫩、夏初茂密濃綠、夏末秋初滿樹黃花、花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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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果鮮紅可愛，「圖考」一書曾有「絳霜燭天，丹纈照岫，先於霜葉，可增秋譜」記載，描述整

片紅色蒴果美麗的景象；到了冬季落葉滿地，只見一身傲骨。 

【貼心提醒】 

1. 進入古道須攜帶有照片之證件(身份證、駕照、健保卡 擇一)，以方便管制站人員核對名

單，沒有攜帶者將無法進入古道。 

2. 本活動屬長距離行程，參加活動須自行斟酌體力狀況，請確定個人身體健康良好，如有

心臟病等突發性疾病者，重大疾病、心血管疾病、氣喘病患者、癲癇及孕婦，請勿報名。 

3. 請穿著適合野外之服裝、運動鞋、拐杖並請視天氣情況攜帶雨具。 

4. 請自備充足茶水以及輕食。 

5. 在活動時間之外，絕對不要擅自接近危險區域，以免因無人照顧而發生意外。 

6. 報名已成團或已經入山申請完成後，將無法退費、無法取消、無法更換遞補人員。 

【含入場卷】琅嶠卑南古道(如因天氣因素，如連日來大雨造成古道坍塌、或颱風形成並發佈海

上颱風警報、縣政府公告關閉古道不得進入，則改為棚集山並每人退費台幣 500

元整)。 

【下車參觀】職人町。 

早餐 旅館內 午餐 簡易獵人餐盒 晚餐 敬請自理 

住宿 精選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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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飯店 > 雲霧秘境~神山觀光巴士 > 屏東轉運站                                                                        

今日無專車服務，自行前往屏東轉運站(位於屏東火車站旁)，搭乘「神山線」郵輪式觀光巴士，

開往原鄉的秘境，路線行經目前台灣橋墩高度最高的橋梁谷川大橋、探訪雲霧中的原鄉秘境霧

台鄉「月神歇腳處」神山部落、「獵王故鄉」霧台村及「脫鞋子部落」的禮納里部落，全程都是

絕美景色，快來場深度部落旅遊，一窺雲霧中的原鄉秘境(霧台神山部落)。 

 

【谷川大橋】 

高達 99 公尺是全台最高橋墩，全長 654 公尺，寬 10 公尺，跨越隘寮北溪河中僅落 1 墩，橋樑

景觀以象徵魯凱族百合花、百步蛇、陶甕及雄鷹羽毛等圖騰設計；橋西端引道之景觀平台可鳥

瞰橋樑全景，橋面護欄內外裝設 LED 燈，夜景璀璨獨特，已成為屏東最熱絡的新景點。 

【神山部落】 

位於隘寮北溪左岸台地，海拔高度約 700m，除了南面外其餘皆為陡峻的崖坡，唯一高位河階

地形，與隘寮北溪河面落差約 400m。聚落隔著隘寮北溪成一幅員遼闊，可以眺望對面的德文

與佳暮部落高聳的山脈，雨過之後山嵐由山谷升起，形成一幅美景。部落下方山谷溪流，由於

山形陡峭蜿蜒，形成壯闊的水瀑與水潭，生物豐富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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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臺部落】 

霧臺是霧臺鄉最大部落、公共設施完善、觀光資源豐富，其中最著名景觀之二為岩板巷、櫻花

王，是遊客前來霧台鄉必訪之處。岩板巷區內各具風格的石板民宿群聚，傳統工藝工作坊也大

多集 中於此地，前往觀賞櫻花王的花巷道入口聳立代表尊貴的羽毛及蝴蝶結，步入花巷道進入

眼簾的是繽紛多彩的花卉彩繪，每年的春節遊客更是絡繹不絕，只為一睹霧台櫻花王的風采。 

【禮納里部落】 

禮納里部落因八八風災造三地門鄉、霧台鄉、瑪家鄉重大災情，經由政府與民間團體協助，於

瑪家農場建立禮納里部落，以安置三地門鄉大社村、霧臺鄉好茶村、瑪家鄉瑪家村的族人，而

禮納里的意思為「我們一起走，大家一起往那兒去的地方」。 

【貼心提醒】請提早自行前往屏東轉運站，您可先將您的行李寄放於飯店回程再取，或是於屏

東火車站進入大門後右邊手扶梯旁，置有行李寄放櫃(需付費)，請務必於 09:20 發

車前 10~20 分鐘至屏東轉運站屏東客運櫃台，兌換領取乘車券及餐券。 

【下車參觀】谷川大橋、神山部落、霧臺部落、禮納里部落。 

【含入場卷】台灣好行神山線 (含午餐/下午茶/專業導覽人員)；如遇停駛會於前一日 17:00 前

以電話方式通知並全額退費。 

早餐 旅館內 午餐 部落風味餐 晚餐 敬請自理 

住宿 X 

 

參團需知                                                       

1. 本行程不包含火車票及第三天之專車接送服務，若有需求，可為您代訂。 

2. 每車須達 6 人即可成行 (最晚於行程出發前七天，客服人員會告知確認是否成團)，此行程

為合車制出團並採用八人座包車(最多坐七位)，但仍會依照當日出發報名人數調整車型，抵

達各景點後自由參觀活動。 

3. 此行程為半自助旅遊套裝行程，無領隊或導遊全程陪伴。 

4. 本行程保險 300 萬履約責任險附加 20 萬醫療險。 

5. 針對本行程之飯店搭配，須以車為單位，每車之飯店皆需相同。 

6. 需用素食者請於報名時先告知。 

7. 本行程不可攜帶寵物上車，不可攜帶腳踏車等，敬請諒察。 

8. 請於規定時間內準時集合，報名時登記的手機請開機，以免延誤甚至取消往後行程。 

9. 若您確定報名本行程，需先繳交預約「作業金」，每人新台幣 5,000 元整，本公司方可受理

飯店預訂、團位預訂。 

10. 「作業金」特別說明如下：本預約作業金非訂金性質，非擔保契約履行，僅為旅遊元件預

約調度及人事作業成本費用不負擔保證確定成行之責，如本產品已額滿或訂位未成功（訂

位未成功含：指定車航班已額滿、旅客指定之飯店已額滿，旅客指定入住飯店之房型已額

滿等均屬之），導致行程無法成行，則旅客所繳付之預約作業金將全額無息退費。《線上預

約並非保證訂位成功，仍需以客服人員回覆確認為準》。旅客如已繳付預約作業金，並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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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客服人員回覆車航班均已訂妥後，將由業務人員與您進行國內個別定型化契約書之簽

署，旅客已繳交之作業金將自動轉為團費之一部並扣抵尾款。旅客不得主張變更或取消本

行程，如旅客任意取消或變更本行程者，旅客已繳納之預約作業金恕無法退還或要求本公

司為其他之補償。預約作業金繳交期限：以業務回覆您時間內繳交，尾款以回覆訂位成功

確認為準。 

11. 本商品經訂購付款後，如要取消或延期所衍生之費用需旅客自行負責。 

12. 法定年齡未滿 18 歲之報名旅客，須取得法定代理人親筆簽名同意書，始可參團。 

13. 身障者（請務必攜帶身障手冊）＜偕一名陪同者＞因行動不便，特殊需求請事先通知，出

發日當日恕無法受理，敬請見諒。 

14. 行程出發前二日另行傳真或電話或電郵通知相關注意事項。 

15. 好國民出門必帶身分證件及健保卡。 

16. 行程中如旅客因個人因素私自脫隊，本公司不予退費。 

17. 行程所載明之車行路線僅供參考，司機依當天人數、活動節慶或天候等因素調整行程順序

及停留時間，敬請配合及見諒。 

18. 車上座位的編排，將為當日出發上車，自由選位入座，無法事先協助安排車位，敬請見諒。 

19. 敬請自備防寒衣物及雨具，個人慣用隨身藥品：如暈車藥、感冒藥、防蚊蟲液等。 

20. 車上屬密閉式空間，為了您與其他旅客的健康，若有感冒咳嗽等症狀之旅客請記得戴上口

罩喔！另外請勿攜帶寵物及危險物品上車，以免影響遊客安全，謝謝合作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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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取消規定：本公司作業均遵依照觀光局相關規定，與旅客簽署旅遊契約書。 

距出發日前第 41 天以前取消扣活動費用 5%；出發日前第 31 日～第 40 日以內扣 10%；

出發日前第 21 日～第 30 日以內扣 20%；出發日前第 2 日～第 20 日以內扣 30%；出發前

一日扣 50%；出發當日未到則扣全額 100%。詳細取消規訂請參閱「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

書」規範執行。以上通知日需以人事行政局公告之正常上班時間為依準，超過時間以下個

工作日計算，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