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度

⾶⿂故鄉

5⽇

⼭.海.村.城.｜ 2022

1
⾏��點

���度��｜⾶⿂�
野銀�下屋（��參�）
絕�海�世界（浮�）
傳�服��驗
⻑��蹈表演
夜�⾶⿂（��限定）
夜�活動（��⾓鴞）
壯�景�秘境

2
到府��服�

島上3-4⼈⼀台⾞

早���服�

�隊拍照回憶�其�服�

3

原部���⺠宿（4�泊）
＃⼀⼈⼀床

4

舒�住宿

⼩團制�6⼈成團
6位貴賓即成⾏的��⼩團

�別��



交�（來回���當�交�）�住宿（⼀⼈⼀床）�����

�費�活動費�⾨��司�服�費��險(旅責500�/20�)

因個⼈因素所產⽣之�費�����點⼼...��

本⾏�上未註明之景點���建議�⾃費或⾃由⾏�所衍⽣之

費⽤�

⽇期�團費

1. ⽇期��⼀團｜2022/04/18 ( ⼀ ) ~ 04/22 ( 五 )｜�綬��雛

                   �⼆團｜2022/05/02 ( ⼀ ) ~ 05/06 ( 五 )｜絕�銀河

 2. 團費�兩⼈⼀室｜�� $ 53,300/位��� $ 57,000/位

                    單⼈⼀室｜�� $ 54,500/位��� $ 58,200/位

＃台�-台東⾶��價���$ 2,280/位���$ 4,560/位

（可⾃⾏購��從團費扣除費⽤）

   費⽤包��

   費⽤不��



本⾏���成團⼈��6位

�上⾏�僅供出發�參考�正確⾏��旅�依⾏���為準�

為使⾏�順利�⾏�本�司�留⾏�變更�對�之�利�⾏��

容����住宿�店之確�依⾏���為主����理�容�住

宿�型�����店當⽇實�提供為主�

�⾏�中����求������(素��不吃⽜∕⽺ �)��於

報��先告知服�⼈員�利作��

�奇�報�或���定單⼈���補����於訂團�確�之�

費⽤另�洽詢�

注意事項【⼀】

1.

2.

3.

4.

5.

���國������經濟�來回����間�實�預訂�間為

主���⼀經開出�不得�隊或�回�不得���改期�

提����國�������個⼈��證正本�利登��未�⼗

四歲之孩童���健�卡正本(�照�)或戶⼝��正本作為��

證件�

⾏�因��∕客輪�間���可�性����⾏��整結果為

主��因��∕客輪�間更動影響���增加或減少���另提

供⾃費加購��服�或��⾃理∕��費�不便之����⾒

諒�

��天�不佳(������因素)��該��∕客輪�法�台

��旅客�⾃⾏負��留費⽤���⾒諒�

⾏�中���檔會��當��產店為貴賓提供採買�購贈�伴⼿

禮�項���何購物�⼒�

注意事項【⼆】

1.

2.

3.

4.

5.

SPIRIT TOUR



蘭嶼深度x飛魚故鄉
9日｜概要行程

SPIRIT TOUR

01
DAY  01

02

03

04

到府�� → ⾶� (�⼭-台東) → �� (台東-�
�) → 東�部� → �⼈洞 

⺠宿 → ��站健⾏ → 野銀�下屋 → 午休 →
��南�半環之旅 → ���原⽇� →夜�⾶
⿂

DAY  02

⺠宿 → 絕�海�世界 → 潮間��� → 午休 →
⽣�旅�→⻑��表演 →夜�活動

DAY  03

⺠宿 →乳頭⼭步�→ 秘境軍�岩→午休→��
��半環之旅→傳�服��驗→欣賞星�

DAY  04

05 ⺠宿 → ⾃由活動 →�往�場（��-台東）→
秘�私廚→ �往�場（台東-�⼭） → 溫暖的
家

DAY  05



蘭嶼出發預防針

SPIRIT TOUR

蘭嶼住宿：蘭嶼資源缺乏，無法提供高級民宿，但可以給您乾淨、寬

敞、舒適的空間。

蘭嶼交通：如飛機因為風速過大無法起飛，改乘船：時間約為2小時，

有時會因為海況不佳，容易有比較大的搖晃。（島上交通：租汽車

x2，領隊兼司機）

蘭嶼餐食：蘭嶼物資缺乏，餐食方面無法提供如本島高級餐食，但行

者會提供您島上最佳餐食。（早餐部分會由領隊外出幫各位做購買，

由於餐點等候需多時，請大家耐心等待領隊歸來。）

蘭嶼文化：麻煩參照『如何當個好旅人』最後面的地方（出發前提

供）。

蘭嶼活動：浮淺活動，大家可以盡可能的放心，本活動危險性不高！

就算不會游泳的人也能夠參加！絕對不能錯過蘭嶼的海洋世界。（領

隊貼身照顧大家的安危，防寒衣、救生衣）

蘭嶼氣候：蘭嶼與台灣本島不同，是全台灣唯一被歸類於熱帶雨林氣

候的地區。年溫差小，終年氣溫溫和但潮濕多雨，同時也是全台灣日

照時數最少的地區之一。（麻煩攜帶雨具）

蘭嶼紫外線：蘭嶼的紫外線係數很高！防曬物品麻煩準備！（防曬油

請擦海洋友善）

行程調動：活動有時會因為氣候不佳而導致取消，敬請見諒。

攜帶項目：麻煩請參照最後一頁的個人攜帶物品。



民宿介紹：本民宿室內為挑高空間，寬敞明亮舒適，適野遼闊，旅遊

節目推薦之民宿！頂樓有360度環景視野，看日出視野佳。

房內提供：獨立筒床墊、冷氣、數位電視、吹風機、小冰箱、休閒桌

椅、USB｜3C充座、咖啡、茶包。

民宿公共區域提供：直立式冷，溫，熱飲水機。

民宿位置：本民宿地理環境位置，在島上位於東邊，面海背山，前面

有一望無際的大海，後面是青山綠水的山丘，有美麗的日出、東清海

灣、天然的港澳，是個非常美麗的部落，從民宿走路到東清7-11，只

需步行約5分鐘喔!

環保民宿：本民宿不提供浴巾及牙膏牙刷，請自備（減少製造過多的

不環保垃圾）。

節能民宿：開民宿請務必關掉電器、電燈！（蘭嶼近期因為遊客眾多

島上經常跳電，造成居民嚴重困擾！）

禁菸民宿：旅館內嚴禁吸菸。沒煩請去室外。

小叮嚀：蘭嶼島常因天候因素，強風大雨讓電視訊號不穩，有時無法

收看電視，請大家體諒。

入住＆退房：入住時間 下午15:00 以後。退房時間早上 11:00 以前

＃蘭嶼民宿皆無電梯 ＃皆無提供早餐 

蘭嶼住宿介紹

SPIRIT TOUR



       預計早上9:00與領隊、團員在松山機場集合後，我們搭乘立榮
航空班機，9:55出發，11:00抵達台東，接著轉往蘭嶼搭乘『德安航
空』大約30分鐘即可抵達蘭嶼。（德安航空機票搶手須在出發前2個
月前預訂，請儘早報名！以上航班僅供參考！）

       東清部落：該部落為蘭嶼熱鬧地區，除了有可以浮淺的東清秘
境、拍攝網美照的情人洞、能夠體驗拼板舟＆拍攝絕美日出的東清

灣，以及能夠俯視蘭嶼東邊美景的乳頭山步道！最後還有蘭嶼唯一的

夜市東清夜市呢！許多重要景點等待您的探索！

        情人洞：情人洞位於東清灣岬角，為天然海蝕洞，洞口為經年
累月受到海浪侵蝕形成的天然石拱門，直徑約5丈，十分壯觀，洞內
則為深潭，形成對比強烈的景觀。情人洞是賞海和聽濤的好地方，更

是達悟族人(雅美族人)強力推荐看日出最好的景點。

每日行程
山.海.村.城.｜蘭嶼深度 x 飛魚故鄉

到府�� → ⾶� (�⼭-台東) → �� (台東-��) → 東�部
� → �⼈洞 

DAY  01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蘭嶼特色餐 晚餐：蘭嶼在地料理

住宿：原部落精緻民宿         



       東清部落位在蘭嶼東北岸，是台灣第一道曙光照耀的地方，傳說
這裡是天神下凡之地。部落南自蝴蝶園旁的溪流到野銀部落，北到雙

獅岩和朗島部落為界。背山面海，部落左右後方是田園耕作地，居民

擁有各自的田地，自行引水灌溉芋頭田和種植根莖作物、果樹等。部

落前方美麗海灣的灘頭是祭儀活動的地點，天然珊瑚礁岩是部落婦女

採集海菜之地，海域則是男人從事海上活動之地，而祖靈居住地是部

落左方茂盛的叢林。山林海洋資源豐富，當地人常說：「山林是我們

的倉庫，海洋是我們的冰箱」以表感恩之情。

東清部落



       氣象站：位於紅頭村與野銀部落間的蘭嶼氣象站，沿著中橫公路
的支線即可抵達。這裡是島上視野最好的觀景點，白色建築依傍著清

澈湛藍的海水，寬廣的視野讓人心曠神怡。日據時期遺留下來的古老

建築，更是婚紗業者取景的新景點！屋樹共生的奇景，值得您一遊。

       野銀地下屋：野銀舊部落位於蘭嶼東部，鄰近東清灣，為達悟族
(雅美族)保存最完整的傳統聚落。在這裡可以體驗達悟族人極具智慧
的部落傳統建築藝術，以及順應自然的生活哲學。雕刻精緻美麗的拼

板舟、半穴居的傳統住屋與穿著丁字褲的男子，構成最經典的蘭嶼風

情。

       夜撈飛魚：體驗季節限定的夜撈飛魚活動，飛魚具有趨光性，在
船的甲板上掛盞燈，成群的飛魚會尋光而來，如飛蛾撲火，撞昏在甲

板上，是非常值得體驗的活動。

每日行程
山.海.村.城.｜蘭嶼深度 x 飛魚故鄉

⺠宿 → ��站健⾏ → 野銀�下屋 → 午休 → ��南�半環
之旅 → ���原⽇� →夜�⾶⿂

DAY  02

早餐：領隊外出採買            午餐：蘭嶼特色餐 晚餐：蘭嶼在地料理

住宿：原部落精緻民宿         



       蘭嶼公路是由環島公路與中橫公路所組成，安排南邊半環之旅深
入參觀島上南邊各式岩石、景點，沿路上的岩石麻煩發揮你的想像

力！猜猜是什麼岩石！一路經過鋼盔岩、睡獅岩、象鼻岩、龍頭岩、

老人岩，南島五大岩。安排核廢料暫存場短暫的行程讓您了解台灣唯

一核廢料暫存場的歷史。隨後前往日落點欣賞蘭嶼才有的美景！

＃蘭嶼奇景 ＃蘭嶼日落＃蘭嶼病

蘭嶼南邊半環之旅



       一早前往東清灣拼板舟停靠區，欣賞蘭嶼最經典的日出（經典：
日出＆拼板舟）！用餐完畢後，隨後前往蘭嶼の海世界，體驗浮淺的

美！（特別安排嚮導帶領參觀）結束浮淺行程後跟隨嚮導前往觀看潮

間帶的生態之旅！了解蘭嶼的海洋生態。

       午後特別安排蘭嶼鳥點尋找 巴丹綠繡眼、棕耳鵯、長尾鳩、蘭
嶼角鴞、紫綬帶...等。

       長髮舞表演：甩髮舞是高山族雅美人的女子舞蹈，具有濃郁的海
洋色彩。過去，雅美人婦女有白天不跳舞的習俗，此舞多在月夜進

行。

       夜觀活動：夜探角鴞、各式昆蟲、棋盤腳！等待各位去探索！安
排專業嚮導陪同。

攜帶物品：手電筒、防蚊液（必須攜帶）、一顆學習的心。

每日行程
山.海.村.城.｜蘭嶼深度 x 飛魚故鄉

⺠宿 → 絕�海�世界 → 潮間��� → 午休 → ⽣�旅�→
⻑��表演→夜�活動

DAY  03

早餐：領隊外出採買            午餐：蘭嶼特色餐 晚餐：蘭嶼在地料理

住宿：原部落精緻民宿         



麻煩大家餐點吃八分飽、蛋奶類盡量避免，易暈。

防曬乳、椰子油（請攜帶『海洋友善、珊瑚友善』成分的防曬，

不忘守護珍貴海洋）如果沒有不要擦！

請上完廁所換好泳衣或短衣褲與隱形眼鏡。

行程大約：2小時。

浮潛注意事項



       一早再次前往民宿頂樓欣賞不同角度的日出！頂樓的視野能夠全
覽整個東清部落的風貌，是欣賞日出的絕佳位置。用餐完畢後展開探

索蘭嶼旅程！

      乳頭山步道：乳頭山，又名奶頭山，因外型而得名，位於東清灣
情人洞旁，登山口雖未標示，但可看到木棧步道循著山丘蜿蜒而上，

步道不長，稍有陡度，山頂視野極佳，站在展望平台，可眺望東清灣

美麗弧度，依著翠綠綿延的山峰，有如行駛在海上的軍艦岩，俯瞰腳

下的情人洞，海浪拍打在珊瑚礁岩上濤聲隆隆，一整片湛藍色的海，

看了令人心曠神怡。

      傳統服飾體驗：達悟族的傳統服飾為藍白相間的衣服及丁字帶
褲，是由熱帶海島生活而發展出來的，和其他族群華美高彩的服飾很

不一樣。達悟族女子平時斜繫手織方巾配上短裙，在腰腹之間繫有一

條腰布，和男子一樣赤腳，夏天頭戴木製八角頭盔，手織衣物以白

底，黑、藍相間的色彩為主；在盛裝時掛銀、黃銅或螺殼製的耳飾，

瑪瑙或玻璃珠做成的頸飾，瑪瑙的胸飾及手環腳環等。

＃建議穿上傳統服飾搭配美麗的海島風景，留下難忘的回憶！

每日行程
山.海.村.城.｜蘭嶼深度 x 飛魚故鄉

⺠宿 →乳頭⼭步�→ 秘境軍�岩→午休→����半環之
旅→傳�服��驗→欣賞星�

DAY  04

早餐：領隊外出採買            午餐：蘭嶼特色餐 晚餐：蘭嶼在地料理

住宿：原部落精緻民宿         



       蘭嶼公路是由環島公路與中橫公路所組成，安排北邊半環之旅深
入參觀島上南邊各式岩石、景點，沿路上的岩石麻煩發揮你的想像

力！猜猜是什麼岩石！一路經過鱷魚岩、坦克岩、五孔洞、玉女岩、

母雞岩、雙獅岩、青蛙石。蘭嶼舊燈塔，位於台東縣蘭嶼鄉椰油村開

元港，雖已廢棄不用，但還是開元港上的美麗地標。走上去後可以俯

視開元港的美景！

＃蘭嶼奇景 ＃蘭嶼日落＃蘭嶼病

蘭嶼北邊半環之旅



一早起床後欣賞蘭嶼最後的日出風光或探索鳥獸（自由活動）！收拾

行囊＆用餐完畢後，前往蘭嶼機場搭乘德安航空回台灣本島，想必您

對於蘭嶼一定是相當的不捨～跟蘭嶼說聲再見吧！

＃以上行程如有變動請大家敬請見諒！活動有時會因為氣候不佳而導致取消！

每日行程
山.海.村.城.｜蘭嶼深度 x 飛魚故鄉

⺠宿 → ⾃由活動 →�往�場（��-台東）→ �往�場
（台東-�⼭） → 溫暖的家

DAY  05

早餐：領隊外出採買            午餐：蘭嶼特色餐 晚餐：敬請自理



出遊檢視表

O 行程表

O 醫療級口罩

O 施打疫苗証明（照片檔）

O 防風外套

O 牙刷|牙膏

O 浴巾

O 盥洗用具（洗髮精、沐浴乳）

O 摺傘|雨具

O 防曬用具 （遮陽帽）

O 太陽眼鏡（偏光鏡為優） 

O 面紙|濕紙巾 

O 水壺|保溫杯 （領隊會購買桶裝水，分裝）

O 常用藥品（ex.血壓、暈車藥） 

O 健保卡

O 身分證

O 信用卡|現金 

O 防蚊液|萬金油 

O 止滑效果好的鞋子 

O水陸兩用鞋

O換洗衣物 

O 睡衣

O 相機|錄影機 

O 充電器|電池|記憶卡 

O 拖鞋

O 隱形眼鏡|藥水 

O 遮陽帽

O 貼身包 

O 零食（島上711會多收一成

運費） 

O 手帕

O 筆記本|筆 

O 手機|充電線 

O 行動電源 

O 登山杖、手杖 

O 化妝品 

O手電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