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讀台灣

環島     天之旅
深度探訪的台灣文化之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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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台灣三大族群原民、客家、漢人之文化歷史

全程安排6晚五星級飯店和4晚高級度假飯店(村)

精選3條懷舊老街
品味6項文化體驗

走訪五座特色博物館

導讀台灣 | 尊爵享受

入住晶英酒店旗下頂級台南晶英及太魯閣晶英 入住全國唯一、亞洲頂級以香草為主題的秧悅美地

度假酒店

台東市區連泊兩晚最高級、評價最優的

桂田喜來登酒店，盡情享受後山悠活



早餐：飯店內   午餐：向天湖咖啡民宿簡餐    晚餐：飯店內尊享料理  

住宿：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01
Day

台北－向天湖－南庄老街－泰安觀止

南庄老街

泰安觀止

向天湖

南庄老街的巷弄裡有許多小店販售各種南庄小

吃，還有早期婦女用來洗衣服的洗衫坑、日劇時

代的老郵局及南庄戲院等景點都是遊客不能錯過

的重點，而桂花巷是其中一條小巷子，平緩而上

曲折狹窄的巷道，綴以朱紅色磚塊牆壁，徒步其

中別有一番新鮮感。南庄早年的歷史與九份有些

許相似，鄉中煤礦產業開採極盛，當地居民以客

家族群為主，整條老街歷史悠久並具有濃濃的客

家文化氣息。

向天湖海拔約738公尺。相傳幾百年前，這裡

原是湖泊，昔人因見湖仰望天空，從此便取名

向天湖。由於這裡的地勢較高，因此經常霧氣

瀰漫，向天湖每兩年一祭、十年一大祭的矮靈

祭，也是賽夏族人最重要的祭典。我們將帶領

各位貴賓探訪這座白雲縹緲，有如人間仙境的

深山湖泊，並在此享用午餐，餐廳就緊鄰著向

天湖，是一間白色的高雅建築，在群山環繞

下，顯得格外的寧靜優雅。

泰安觀止隱身在溪畔，地處泰雅族原住民部落之原始

山林，氣候多變四季動植物林相分明。獨特的清水模

外牆，經歲月的洗禮，整棟建築將呈現出彷彿歐洲古

堡般的優雅氛圍，乍看之下觀止就像尚未完成的毛丕

外觀，接近細看可謂處處驚訝，嘆為觀止。泰安觀止

兼具時尚、自然、休閒與復古氣息，以慢活的悠閒步

調，拋去一身的疲憊與繁忙，享受到完全放鬆的山城

時光。



02
Day

卓蘭大峽谷－卓也小屋藍染體驗－麗寶樂園福容大飯店

早餐：飯店內   午餐：卓也小屋內餐廳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   

住宿：5星級麗寶樂園福容大飯店

卓也小屋度假園區位於苗栗縣三義鄉，園區復興傳承

客家藍染，設有DIY體驗工坊讓遊客體驗藍染的神奇

魅力，並提供蔬食創意料理，記起食物原味，讓身體

好好休息。春淋桐花、夏聽蛙鳴、秋賞楓紅、冬迷霧

語，四季不同美麗。草字頭的「藍」，原表示藍草，

如馬藍、木藍等植物，「青」表示從藍草轉變而來的

染料與染出的青藍色彩，藍靛主要是以大菁植物經提

煉而成的，也是藍染重要原料，在早期曾是台灣人重

要的生業資源，在1880年台灣外銷的產業中，藍靛以

重量統計排第三名，如以金額統計排作第一名，而大

菁藍液所染製的藍布衫，隨先民悠然穿梭山林，開疆

闢地。

卓蘭大峽谷位於苗栗與台中交界的大安溪河

床，整體長約300公尺，深度約10公尺，因

九二一地震擠壓加上颱風雨勢的沖刷，將河

床分割成兩邊，裸露出層層岩層的樣貌，形

似美國大峽谷的景致因而得名。



泰安觀止隱身在溪畔，地處泰雅族原住民部落之原始

山林，氣候多變四季動植物林相分明。獨特的清水模

外牆，經歲月的洗禮，整棟建築將呈現出彷彿歐洲古

堡般的優雅氛圍，乍看之下觀止就像尚未完成的毛丕

外觀，接近細看可謂處處驚訝，嘆為觀止。泰安觀止

兼具時尚、自然、休閒與復古氣息，以慢活的悠閒步

調，拋去一身的疲憊與繁忙，享受到完全放鬆的山城

時光。

早餐：飯店內    午餐：585居家禾洋料理    晚餐：樺榮海鮮餐廳   

住宿：5星級耐斯王子大飯店

03
Day

虎尾持法媽祖宮－故宮南院－東石漁人碼頭夕照

－耐斯王子大飯店

虎尾持法媽祖宮位於雲林縣虎尾鎮，是近代少數具有文化氣息的傳

統寺廟，藉由人文的元素，營造出靈性的空間，拋捨塵囂與浮華，

賦予了淨化心靈的功能。主要供奉天后聖母，提供光明燈、文昌御

守、平安天燈等祈福點燈。這裡也是全台第一間不燒金紙的媽祖

廟。宮內的許多造景都融合了藝術，整體景觀成功的將傳統宗教信

仰與藝術結合，宗教之外也很有人文藝術氣息。

故宮南院總面積約70公頃，包含博物館區20公頃，由知名

建築設計師姚仁喜所設計，以傳統水墨畫之「濃墨」、

「飛白」及「渲染」三種筆法為概念發想，發展出虛、實

量體相互交織的流線形體。館內完善涵蓋典藏文物概念與

文化史觀論述，並以之策劃展覽，提供南部觀眾有別於臺

北院區的藝術文化饗宴。

東石漁港自明清時期開始，便是臺灣西部重要的漁船進出港，早期

漁獲甚豐，供應全臺各式海產，近年因港內泥沙有淤積現象而逐漸

轉型為觀光漁港的型態。在滿天彩霞與夕陽西沉的餘暉中，自然成

為觀賞夕照的好場所。



04
Day

花磚博物館－福樟良材DIY體驗－南科考古館

－台南晶英酒店

花磚博物館用二十年的歲月，默默為台灣

保留數千片百年花磚，並成立修護中心，

協助台灣花磚老屋的修復工作。花磚除了

需要匠師純熟的雕刻技法，還需要多年對

陶瓷燒製與釉藥特性的了解和實作經驗，

因製作所需的技術太過困難，兼具歷史與

藝術價值的花磚沒有被大量復刻生產。博

物館以台灣匠師的手工技藝，一同努力重

現花磚的美與文化。

福樟良材木創工坊以木為主發點，進駐嘉義舊監監獄舍

群，推廣木建築、木文化與木教育，承接著舊時代的木歷

史，讓各位貴賓親身體驗木材與人的距離。

南科考古館現址原屬臺糖公司，後因開發科學園區發現之

遺址多達82處，其中位於南科園區的遺址共計28處，埋存

之史前文化，最早距今約5000年，最晚則約300多年前，

涵蓋時間範圍長達4500年。本館2017年建成，為臺灣南部

地區史前文化保存與文化資產研究奠定發展基礎。
早餐：飯店內    午餐：桃花源江浙福州料理    晚餐：台南府城食府   

住宿：5星級台南晶英酒店



05
Day

06
Day

 旗山老街巡禮－美濃客家文物館－枋山秘境車站

－墾丁H會館

 恆春鎮上巡禮－佳祿奶導覽－牡丹灣Villa

旗山老街自清朝以來便官商雲集、繁華一時。漫步在歷史與

人文氣息匯集的百年山城老街，巴洛克立面裝飾的紅磚建築

與砂岩堆砌的石拱亭仔腳，無不散發優雅古典的氣息。旗山

地區原為西拉雅族支族馬卡道族「大傑巔社」的所在地，後

來相傳於清康熙末年時住於鳳山的漳州墾民從福建汀州招募

佃人到此向大傑巔社人租耕土地，而由於他們在此搭建竹寮

並種植番薯，這裡便有了「蕃薯寮/藔」之稱，日治時期再更

名為「旗山」。

美濃客家文物館成立於2001年，肩負著客家文化歷史的保存

與傳承的重要使命，展現美濃的歷史與文化上的多面性並，

深入將族群特質與環境的互動關係表現於文物展示中，提供

貴賓認識豐富的客家生活文化。

枋山車站坐擁無敵海景，獨家帶領各位貴賓探訪這座台灣最

南端、遺落在南國鐵路的秘境車站。

早餐：飯店內   午餐：卓也小屋內餐廳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   

住宿：5星級麗寶樂園福容大飯店

早餐：飯店內      午餐：山下人家家常菜或渡假飯店內尊享料理     晚餐：Villa內尊享料理

住宿：牡丹灣Diumie Villa或墾丁H會館(若牡丹灣Villa客滿，每人每晚退費4,100)

恆春古地名「瑯嶠」或「琅嶠」，氣候宜人，四季如春，才改名

為「恆春」。鎮上的恆春古城保存的相當完整，歷史氛圍濃厚，

是臺灣現存最完整的古城，自西元1875年興工至今已近140年歷

史。今日將帶領各位貴賓走訪恆春鎮上，感受古意濃厚的恆春古

城。

佳祿奶導覽需經過蜿蜒山路、高低起伏，微微山風吹拂之下，這

一片原始的森林，是旅人的歇腳秘境，享受與世隔絕、心靈沉靜

的風味饗宴。

(若住宿牡丹灣Villa，將取消佳祿奶的導覽和山下人家家常菜，改

在度假村內享受設施！)



07
Day

 布農部落休閒農場－台東森林公園－鐵花村－台東桂田喜來登酒店

早餐：飯店內    午餐：休閒農場內     晚餐：深黑義餐酒館    

住宿：5星級台東桂田喜來登酒店

布農部落休閒農場結合布農族傳統藝術與文化，是

全台灣唯一一個以原住民為主題的休閒農場。我們

將帶領各位貴賓，體驗獨特的布農族文化，品嘗部

落族人自給自足有機蔬菜及新鮮肉品，與感受無污

染的空氣和水質，帶給各位貴賓深刻的在地體驗。

鐵花村音樂聚落由臺鐵貨倉宿舍改造而成。聽

著原民歌手高亢清亮的歌聲，享受著被山海文

化孕育出的後山創作，讓臺東市的夜晚不寂

寞。

台東森林公園舊稱「黑森林」，

位於卑南溪出海口，遼闊的園區

內擁有豐富的河口海濱溼地生

態、廣大的草地與茂盛的森林。

在此讓各位貴賓騎乘自行車漫

遊，平緩的車道騎起來十分舒

適，車道穿越木麻黃林並串聯琵

琶湖、活水湖、鷺鷥湖三處湖

泊，享受悠閒的午後時光，欣賞

湖光山色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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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鸞山森林博物館體驗－鹿野高台下午茶－台東桂田喜來登酒店

早餐：飯店內    午餐：森林博物館內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   

住宿：5星級台東桂田喜來登酒店

喬宣咖啡是一間位於鹿野高台的咖啡廳，有著滿滿大

地氣息的味道，我們將在此享受悠閒的下午茶時光，

搭配著鹿野高台絕佳的視野，高台地區與卑南溪谷底

的田野景色盡收眼底。

(7/03~8/08熱氣球季節，咖啡廳無法事先預訂、將

安排別的咖啡廳替代！)

鸞山森林博物館沒有路標，學習找回人與自然的連結。鸞山

sazasa意即「這是一個甘蔗會長得高、動物會活躍、人會活得

很好的一塊地」，這裡的榕樹又被稱作「會走路的樹」。希望

在這片營地上推動心靈淨化、研究與教育推廣的功能，近似歐

美open air museum的作法，因此定名為森林文化博物館。

帶領各位貴賓在此用不同角度體驗台灣的美，找回人和森林對

等友善的關係。



09
Day

 豐富部落海岸莊園咖啡體驗－秧悅美地度假酒店

早餐：飯店內   午餐：Sinasera 24法式餐廳   晚餐：豐富部落咖啡莊園  

住宿：秧悦美地度假酒店

豐富部落海岸莊園用部落的蔬食文化結

合莊園在地咖啡，古老傳統竹編方式製

作的餐桌，打造出獨特的海岸咖啡部落

廚房。我們將聽著咖啡莊園主人述說部

落的小故事，踏上獵人的腳步一探野生

動物的足跡，讓這趟旅程增進對在地文

化的了解，並在此享用令人難以忘卻的

山海盛宴。

午餐安排在「Sinasera 24」法式餐廳，30歲

的主廚楊柏偉曾在法國馬賽的米其林3星餐廳

擔任海鮮處理、烹調的領班，卻捨棄繼續在

米其林餐廳修練、選擇來到長濱，將大地食

材運用法式料理手法製作24節氣的美味。

秧悦美地度假酒店是全國唯一、世界罕見以有機香草為特色主題渡假酒店，來到這裡，可以恣意

嗅聞微風中的香草芬芳，在廣達兩萬坪的無毒土地上，遇見純淨的自然生態。高度私密的空間，

每房皆有設置香草蒸氣浴室、浴缸。



花蓮太魯閣晶英酒店以傲人之姿，座落於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境內的國際五星級度假酒店。在旅程的最

後，我們安排各位貴賓入住這間全國唯一位於國家公園境內山岳型的五星級度假酒店，高品質的房間、

飯店設施及餐飲服務，替這趟綜觀台灣深度之美的環島旅程，畫下完美的句點。

10
Day

 飯店內香草廚藝體驗－七星柴魚博物館－太魯閣晶英酒店

11
Day 飯店自由活動－長春祠－

台泥DAKA園區－台北

早餐：飯店內  午餐：飯店內有機健康養生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 

住宿：5星級太魯閣晶英酒店

早餐：飯店內     午餐：飯店內尊享料理       晚餐：自理

香草廚藝料理教室以香草文創為主

軸，打造有機、健康及養生的料理教

室，課程結合在地小農有機食農體

驗，親自摘採新鮮香草，發揮創意，

享受味覺與嗅覺七感療育的身心靈饗

宴，並透過烹飪樂趣品嘗食物的純

淨。

長春祠矗立在立霧溪谷峭崖邊階，為紀念開闢中橫公

路殉職人員所建，祠旁湧泉長年流水成散瀑，取名為

「長春飛瀑」，循著長春祠環狀步道，沿途可飽覽峽

谷及曲流地形風光。

台泥DAKA園區工業，工廠不但是一個生產產品的地

方，也可以是生活園區，一個傳遞知識的教室，典藏

藝術品的博物館。

七星柴魚博物館滿載著 40 年歷史的柴魚工廠轉型而成，為了讓歷史得到見證，重現了全台唯一承襲日

本製魚技藝，且整合了在地海洋生態教育、黑金產業文化、五感探索體驗與食魚教育推廣等多方目標發

展，提供給貴賓深度的在地體驗。



出發日期：7/14、8/11、9/08、10/13、11/03

出發前60天報名再優惠1,000；只要是老客戶支持並報名再優惠888元

6人成行搭乘賓士9人座VITO車       每人現金價85,888元起 // 刷卡價每人87,888元起

10人成行搭乘34人座3排椅遊覽車    每人現金價88,888元起 // 刷卡價每人90,888元起

16人成行搭乘34人座3排椅遊覽車    每人現金價78,888元起 // 刷卡價每人80,888元起

報名請洽業務：02-87724126

團費包含：

1.團費包含上述行程所詳列之所有景點門票及在地人員導覽(少部分地區由隨團領隊帶領解說)

2.上述行程所列之餐食及住宿標準房(兩人一室)，每天晚餐供應1瓶紅酒和1瓶果汁

3.包含旅行社200萬履約險及10萬意外醫療險

4.車上隨時提供礦泉水或是氣泡水，每人一份驚喜禮物包和隨時的驚喜安排

5.專業領隊隨團人員服務費以及導遊、司機小費

團費不包含

1.午餐的飲料或酒精類及購物等費用

2.住宿飯店內的盥洗衣物費用以及屬於個人性消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