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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部落一起體驗不一樣的旅程 

原鄉部落 禮納里 神山部落 哈尤溪 2 日遊 

出發日期及團費資訊： 

 每週二、四出發 $15,990/人 

註 1：此團體以 6 人成團為計價，將派隨團服務人員，敬請知悉。 

註 2：住宿以四人一室為報價基準，如欲需求其他房型，請來電洽詢。 

註 3：如有其他指定出發日期，請來電洽詢。 

1- 小車迷你旅行，家族、閨密、好友說走就走 ! 六人即成團 !  

2- 季節限定～只有枯水期才能進區的【哈尤溪溫泉】 

3- 搭乘四輪驅動車奔馳溪床野林 

4- 輕溯溪探索山林溫泉 

5- 在地族人專業深度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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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豹之湯~哈尤溪溫泉 

霧台秘境溫泉~哈尤溪溫泉，藏身在屏東霧台鄉，玄武岩中混著鐵、硫磺、石英等各種物質，使高聳的

岩壁出現紅、黑、黃、白、綠等各種斑斕繽紛的色彩讓人驚艷，與清澈見底的溪水，相映成仙境般的

絕美景色。只有在每年 12 月至隔年 4 月枯水期才能前往的秘境，讓看到的人無不驚呼「真的美翻

了！」 

 

 

探索原住民料理的新風貌~LULUWAN 魯魯灣 無菜單料理餐廳 

餐廳位在屏東瑪家鄉的禮納里部落內，主要提供部落傳統美食和無菜單料理。料理所用的食材大多來

自部落在地農產品，並以少油低鹽的方式烹調。「LULUWAN 魯魯灣」這個名字是魯凱族語，來自家族

名稱，餐廳主人 BALU 本是台北人，在莫拉克風災部落受到滅村遷村後，便返回部落參與重建的工

作。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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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整間餐廳更為溫

暖。以食材自然面貌以及真實的原味，提供給顧客，樸實真摯的部落在地飲食文化與生活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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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參考 

第一天 台北高鐵站+++高雄左營站-屏東三地門-禮納里部落-琉璃吊橋-谷川

大橋-神山部落-部落民宿 

07 : 31~09 : 05 台北高鐵站(109 號次)++ 台中停靠時間 08 : 20++高雄左營站  

09 : 05~10 : 00 高雄左營站 ~ 長治百合部落園區 

長治百合部落園區 : 融合魯凱族、排灣族等共六個部落在此生活，為了讓遊客方便了解不同部落的特

色，也提供多才多藝的族人，擁有一個行銷手藝與農特產品的平台，特別打造”百合部落產銷館” 。

除了可以選購當地最新鮮的農特產品、最酷最夯的特色工藝飾品，這裡親切的解說人員，能為遊客提

供專業的旅遊諮詢服務。 

10 : 30~10 : 50 長治百合部落園區 ~ 禮納里部落 

禮納里部落 : 因 98 年的莫拉克風災，造成屏東瑪家鄉瑪家村，三地門鄉大社村，霧台鄉好茶村部落

重大災情，於是在政府安排下，他們遷到這裡~現在的「禮納里 Rinari 部落」。這裡開始了他們新的

家、新的生活、新的故事~ 

禮納里（RINARI），意思是「我們一起走！大家一起往那兒去的地方」，浴火重生的部落，有大社、瑪

家村、好茶的三個原住民部落的居民，由世界展望會建置歐式風格永久屋，將族人遷至這被上帝祝福

的迦南美地。而禮納里遊客中心設置在大社村與好茶村中間，提供旅客對於原民傳統文化的旅遊資

訊，索取了部落散步地圖後，帶著輕鬆、愉悅的心情，一起往你那裡（禮納里）走吧！ 

luluwan 魯魯灣餐廳 :「luluwan 魯魯灣」這個名字來自家族名稱，是魯凱族語。推動原住民飲食文化

復興的主人巴魯，以低油低鹽的健康新式手法、搭配上原住民傳統食材創意料理，變化出一道道新鮮

又飽含傳統文化的饗宴，以認識台灣原住民真正傳統的飲食與農耕文化，以及傳統的頭目制度與祭儀

文化，提供給遊客文化性的消費體驗。(預約制-無菜單-原住民特色料理) 

13 : 30~13 : 40 琉璃吊橋 

三地門琉璃吊橋 : 山川琉璃吊橋是連接屏東三地門鄉三地村與瑪家鄉北葉村的一座美麗吊橋，這山川

琉璃吊橋全常有 262 公尺，是全國最長的臥床式吊橋。橋身還飾有原民的琉璃珠，而白色橋身在河谷

間就是一道最美的微笑曲線。 

14 : 00~14 : 30 谷川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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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台谷川大橋 : 霧台谷川大橋是台灣一座公路橋梁，位於屏東縣三地門鄉與霧台鄉交界處，橫跨荖濃

溪支流隘寮溪的支流隘寮北溪，乘載省道台 24 線，是霧台鄉民的唯一聯外橋樑，也是前往阿禮瀑布、

谷川部落(Kudrengere 亦稱伊拉部落 ILa )巴冷公主部落遺址、小鬼湖等觀光景點的必經道路。橋墩高

達 99 公尺，超越 68.1 公尺高的國道 6 號國姓交流道高架橋，成為目前台灣橋墩高度最高的橋樑。 

14 : 50~15 : 15 神山部落漫步 

神山部落 : 屏東霧台鄉是個以魯凱族為主的原民之鄉，神山部落是霧台重要的魯凱族部落之一，部落

內處處可見代表魯凱族的百步蛇、百合、陶甕等圖騰意象，就連街屋建築、巷弄階梯等，也多使用石

板來建構。走在林立石板屋的道路，寧靜氣氛，溫度熱情，故事陪伴，悠悠漫漫地感受神山的幽靜。 

神山部落存在著幾段傳說事蹟，其中最著名的一段美麗神話跟「月神」有關，相傳幾百年前月神降臨

神山部落歇腳，因而稱為月亮部落，又說是月神歇腳的地方，由於月神非常喜愛神山這地方，於是順

勢而坐神山丘陵地，一直都沒離開，一直到後來部落的族人送給月神苧麻帶，才送走了祂，因此部落

中常見月亮元素。 

神山耶穌聖心堂 : 1959 年設立的耶穌聖心堂又稱神山天主堂、天主教霧台耶穌聖心堂、天主教聖心

堂，教堂內、外部鋪設大大小小的石板，據說當年是地方居民一步一腳印搬運上來的，曾榮獲全球百

大特色教堂，作為神山部落的信仰集會中心，平時並不對外開放喔！ 

17 : 00~部落民宿 CHECK IN  

 

早餐：X X X 午餐：魯魯灣無菜單原住民特色料理 晚餐：原鄉部落合菜+碳烤山豬肉 

住宿：旮達甯嵐民宿 或 霧台山豐民宿 或 綠光森林民宿  或 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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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部落民宿-彩色岩石秘境哈尤溪(吉普車接駁、嚮導帶領溯溪、黃金瀑

布、鐘乳石區、溫泉)-大武部落-霧台岩板巷-霧台魯凱文物館 

高雄左營站+++台北高鐵站-溫暖的家 

07 : 00 ~ 07 : 20 大武部落集合場 

07 : 30 ~ 08 : 30 大武部落吉普車溯溪入山 

哈尤溪 : 被譽為「雲豹之湯」的哈尤溪溫泉，藏身在屏東霧台鄉，以高聳的七彩岩壁與清澈見底的溪

水，相映成絕美景色。從大武部落進入此地約 16 公里，以越野車接駁加步行探索哈尤溪溫泉，(來回

含休息午餐約 6 小時) 。想要親近哈尤溪溫泉，必須先穿越數十個河床，接著涉水步行約一小時才能

到達。溯溪是前往七彩岩壁必經之路，彩色岩壁有紅、黃、黑、白、橘等，七彩顏色是玄武岩混鐵、

硫磺、石英等物質所造成，斑斕繽紛的色彩令人驚艷 ! 

前往七彩岩壁必需搭乘四輪傳動車穿越河床與溪流，再溯溪而行(建議穿上溯溪鞋)，是每年 12 月至隔

年 4 月枯水期的季節限定行程。 

09 : 30 ~ 10 : 30 徒步哈尤溪 

10 : 30 ~ 12 : 10 彩色絕壁：哈尤溪  午餐 

12 : 20 ~ 12 : 50 大武溫泉泡湯 

13 : 00 ~ 14 : 00 吉普車溯溪回程 

14 : 00 ~ 14 : 20 大武部落集合場 

14 : 50 ~ 16 : 30 霧台部落漫步 

魯凱族文物館 : 文物館外觀是由當地藝術家杜巴男所設計，曾經在四十歲時單人獵殺過一頭熊，並將

熊掌取下製成頭飾，在當地傳為佳話。目前杜家三代都是藝術創作家，霧台鄉境道路兩旁有許多藝術

造景，幾乎都是出自杜巴男家族之手。霧台的魯凱文物館就在霧台部落的精華區內，也就是霧台國小

校門旁，這是一棟四層樓建築，目前一、二樓作為魯凱族文物展示。文物館以以石板屋建築方式裝飾

外觀，雕有百步蛇、陶甕、豐年節等圖騰。館內收集不少魯凱族人使用的舊器皿、服飾、雕刻作品，

還有布置一棟石板屋，另外，有許多老照片、圖表描述著魯凱族文化，相當具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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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台岩板巷藝術街 : ~雲端最美的巷子~依百步蛇行經設置的岩板巷，石板屋外有著精采絕倫的雕刻藝

術，每一戶人家都有各自的故事，充滿魯凱文化風情，是來到霧台不能錯過的景點。造訪霧台山區，

一定要到岩板巷走一走，岩板巷左側臨靠霧台國小，前有文化廣場，廣場四周則是社區活動中心、石

板家屋等，位處部落中央地帶，為當地居民群集的活動重心。細看家家戶戶門前的木雕、石雕、彩繪

等工藝，手法精細，各具巧思，遠眺雲霧纏綿，繚繞群山林野，昔日莫拉克風災重創霧台，但岩板巷

卻是安然無恙，被認為是雲端最美的一條巷子。 

霧台基督長老教會 : 採魯凱族傳統建屋架構，由霧台部落的族人耗時三年完成，將西方傳統教堂的元

素與魯凱原鄉文化結合，宛如一座升級版本的原住民石板屋，位處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高度，加上山

巒與雲霧包圍，具「天堂中的教堂」此美譽。神聖而莊嚴的霧臺基督長老教會是地方族人集會禮拜的

重要場域，也是拍照熱點，建築物因融入現代美學設計與魯凱族特有文化的風格，堪稱公共藝術的經

典作品。 

16 : 50 ~ 18 : 00 返回高雄左營站 + 晚餐時間 

18 : 55 ~ 20 : 32  高雄左營站(152 號次)++台中停靠時間 19 : 32 ++台北高鐵站  ~期待下次再見~ 

 

 

早餐：民宿內用 午餐：野溪餐盒  晚餐：精緻合菜 

住宿：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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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說明 

行程包含 

1. 台北高鐵站++高雄左營站 來回高鐵票。 

2. 高雄起始至行程結束之九人座商務車 

3. 行程表上列出之門票、餐食住宿費用。 

4. 大武部落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入山申請 

5. 司機、隨團服務人員差旅費。 

行程不包含 
1. 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如飲料、私人購物費…等。 

2. 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依規定旅客若有個別需求，得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3. 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建議、自費或自由行程所衍生之任何費用。 

補充說明 

※哈尤溪溫泉之旅【訂購須知】（★如可接受再請下單） 

1. 報名下訂後仍須待「大武部落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哈尤溪行程）」申請成功，方

能成行。 

2. 如訂購之日期已無額度或剩餘梯次時間無法配合，則可辦理全額退款不收手續費。 

3. 因申請後須於 7 天前完成部落聯繫及名單審核，且報名後仍須庶務作業時間，故

恕不接受二周內訂單。 

4. 遊程申請成功後，恕無法接受增減人員；如有取消或異動名單之情事，則依照部落

自觀區申請規定辦理。 

5. 官方公告適合年齡：15 歲以上至 75 歲以下；哈尤溪體驗非大眾化行程，約 6 小

時遊程均須獨立完成，沿途有越野車溪床顛簸、徒步涉水溯溪路段。 

6. 報名前請評估自我體能體適條件，如有心臟病、高血壓、氣喘、癲癇症、行動不便

及孕婦等不適合刺激活動及跋山涉水者，不宜報名。 

7. 如詳閱並接受以上須知後，報名時請一併提供所有人員姓名、性別、國籍、身分證

證號、出生年月日及主要聯繫人電話及 Email，以利遊程申請。 

8. 「大武部落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為高保育度的管制區域，申請進入後仍須遵照其

管制事項進行探訪，報名前可至官網詳閱相關訊息。 

 

備註 : 哈尤溪行程均為合車方式，無法派遣專車服務。哈尤溪位於深山，進出皆有管

制及一定的路程。因山區天候較難預測，為了您的安全，請務必全程遵照當地嚮導與領

隊的安排，並且不要隨意離開嚮導建議的遊憩區域。 

取消規定 

本商品經訂購付款完成後，視同雙方同意簽屬觀光局發布的【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

恕 無法任意更改日期及行程，如要取消或延期將按照契約收取相關費用。 

第十一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須收取費用如下： 

(一)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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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知於出發日前第十一日至第二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三)通知於出發日前第四日至第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四)通知於出發日前一日至第三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七十。 

(五)通知於出發日當天解除契約者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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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鐵票 

特別說明 

◆本行程高鐵票於出發前２0 日始開放預訂，需視開放訂購期間票況，若遇高鐵票訂位

額滿，將由業務與您溝通以下操作方式： 

＊方式一：如訂單在高鐵票已開放情況下付訂成立，未預約成功，則全額退費，訂單

取消 

＊方式二：如訂單在高鐵票未開放情況下付訂成立，因需待高鐵票開放預約後，才能

回覆旅客高鐵訂位狀況，屆時若無訂到高鐵票，則需請旅客當日現場排隊購買自由座

票，退行程所含高鐵票費用給您，如搭乘自由座，請依行程指定時間前往集合。如因

高鐵票無預約成功，而取消行程，取消行程費用依定型化契約操作，請見諒。 

＊本行程高鐵票團體車票恕無法保證車票座位連續性。 

＊行程出發前二日另行傳真或電話通知相關注意事項。 

◆高鐵票特殊取消費用加註說明 

行程因法定災害原因解除契約時，旅遊出發地或目的地因陸上颱風警報發佈，並經地

方政府公告停止上班上課時，狀況如下： 

1.列車已公告停駛時，經通知取消或延期者，除已發生且無法轉移之費用外，無需再

收取其他費用。 

2.列車仍繼續行駛時，可由旅客自行決定是否繼續行程，惟取消或未到者，需收取旅

遊費用２０％。 

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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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客服人員確認回覆

後，始可生效，並視同雙方同意簽署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敬請詳閱該契約書內

容。 

2. 旅客於訂購行程完成付款，經服務人員確認後，因故取消行程或延期，所衍生之費

用需自行負責，併將依據【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第十二條之規定（105 年 12 月

12 日觀業字第 1050922838 號函修正）】辦理。通知日之計算，依人事行政局公

告之正常上班時間為依準，超過上班時間通知，則依下個工作日計算。如訂購人非

旅客本人，訂購人將居於代理人地位，亦即有義務充分告知使用旅客本人各行程內

容及相關約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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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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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利。 

4. 本行程所載明之車行時間或景點停留時間僅供參考，隨車服務人員（領隊）會實際

之狀況（如當地節慶活動、塞車或天候等因素），做行程順序之調整。 

5. 此行程為合車制出團，所使用車型車款將依照當日出發報名人數調整。出發、集合

時間，請依規定地點及時間內準時集合，以維護其他旅客之權益；出發當天請攜帶

網路報名時登記的手機出遊並請開機，以免隨車服務人員（領隊）聯絡不到旅客，

造成無法上車，因故無法趕上，將依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

規定收取全額。 

6. 敬請自備防寒衣物、遮陽防曬用品、雨具及個人慣用隨身藥品：如暈車藥、感冒

藥、防蚊蟲液等。 

7. 旅遊景點之設施及飯店附屬之設施開放與否，須以現場公告為準；部分設施如遇維

修施工中，敬請見諒！ 

8. 此行程內所包含活動項目或門票為團費包含，如旅客自動放棄者，恕不退費（不可

抗拒之原因除外）。 

9. 因遊覽車為密閉空間，請勿攜帶寵物及危險物品上車，以免影響遊客安全。 

10. 疫情期間，如非必要，請旅客於遊覽車上全程配帶口罩，以維護自身健康，謝謝合

作；如額溫超過 37.5C 以上之旅客，請勿上車參加旅遊行程，【隨車服務人員（領

隊）有權拒絕旅客上車參加旅遊行程】，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11. 團體旅遊，素食餐點並非葷食菜色一樣豐富多菜，敬請旅客體諒；若食用素食之旅

客，請於報名時，先告知客服人員，以利事先安排素食餐點。 

12. 車位之編排，依起始地當天旅客報到之先後順序排隊劃位，如非起始地上車之旅

客，將由各地之上車之順序，依續安排車位，恕無法事先保留車位，如有老弱婦孺

及行動不便者，將由領隊事先安排，敬請旅客體諒。 

13. 若您對上述問題有任何不瞭解或疑問之處，請務必再次確認您所報名的客服人員，

以求得最正確的答案，也同時保障您的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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