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院校來台旅客組(溫泉與美食) 

第一名 

遍遊東 Fun 綠活 Taiwan/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DAY 1  
參考時間 地點 簡述 行程內容 

 桃園機場接機   

08:00-09:00 桃園機場-松山機場 路程 1HR 

10:00-11:00 松山機場-台東機場 路程 1HR 

10:00 台東機場 轉搭遊覽車 展開精采有趣的旅程 

11:30-12:30 

台東 

布農部落休閒農場 

風味午餐 
在布農部落享用充滿原住民風味的特色料

理 

13:00-13:50 部落導覽 
由專人導覽布農文化園區，欣賞布農部落

特有舞蹈及文化 

14:00-18:00 部落文化體驗 

體驗布農部落生活（如：射箭體箭、彈弓、

背柴火競賽活動、手工皂 DIY、皮雕教製

編織頭帶或腰帶等活動） 

18:00-20:00 美味晚餐 

體驗原住民的歡迎晚會，圍繞著營火，喝

著小米酒，搭配大啖山豬肉等山林野味，

享受難得的曠野豪情。 

20:00-21:30 夜間觀察 

來到台灣原始山林中和祖靈來一場心靈對

話，探索台灣特有的野生動物及昆蟲，了

解台灣夜間的生態，抬頭一看是沒有任何

光害的星空。 

21:30 晚安時刻 享受夜晚的星光蛙鳴，晚安明天見。 

住宿：台東布農部落休閒農場住宿區 

 



 

   

 

 

 

 

 

 

 

 DAY ２ 
參考時間 地點 簡述 行程內容 

07:00-07:30 台東 

布農部落休閒農場 

早起的鳥兒 

有蟲吃 
準備迎接一天豐富行程 

7:30-8:30 風味早餐 品嚐布農族風味的自助式早餐 

10:10-11:50 鸞山部落 

森林博物館 

(館長阿力曼 

親自帶領) 

森林探索 
整座森林就是一座天然博物館，親身體驗

原鄉部落的生活，展開森林探索旅程。 

12:00-13:00 美味野菜 

由館長阿力曼的家人用木柴生火炊煮，齊

聚在木屋旁大樹下用餐，並體驗島麻薯的

樂趣。 

13:30-14:00 
鹿野高台 

臺灣國際 

熱氣球嘉年華 

熱氣球講座 
專業的地勤組員教導遊客有組織地追球、

引導及收球等熱氣球步驟。 

14:00-16:00 瘋草原音樂會 

結合 2013 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邀請

臺東在地樂團、藝文表演者，讓民眾體驗

原汁原味的臺東好音樂。 

16:00-18:00 
熱氣球繫留驗 

自由空中遊覽 

體驗熱氣球的高空冒險，用 360 度全視野

悠哉地俯視並享受山脈溪谷、農田原野及

水塘湖泊之美。 

18:00-19:00 特色美食 

現場設有臺東美食、農特產品及熱氣球紀

念商品等特色攤位，玩得盡興之餘也可以

買些紀念品回家 

19:00-20:30 光雕音樂會 
欣賞熱氣球的火花結合音樂的鼓舞節奏，

一場視覺及聽覺浪漫激盪的精采饗宴。 

21:00 鹿鳴溫泉酒店 享受飯店設施 享受飯店各項設施，等待明日的到來 

住宿：鹿鳴溫泉酒店 

 

 

 



 

   

 

 

 

 

 

 

 

 

DAY 3 
參考時間 地點 簡述 行程內容 

7:30-08:00 鹿鳴溫泉酒店 
早起的鳥兒 

有蟲吃 
Morning  Call 

8:00-09:30  飯店早餐時刻 享用飯店自助式的美味早餐 

10:30-12:00 

初鹿牧場 

牧場體驗 

體驗原汁原味牧場生活的樂趣、DIY 手工

藝製作，以及欣賞牧場的美景。 

自由選擇活動： 

 體驗放牧 

 騎馬、滑草體驗 

 手工 DIY 

 紀念品選購 

12:00-13:00 美味午餐 
至牧場景觀餐廳享用健康的美食，欣賞戶

外花園及遼闊的草原。 

13:30-15:00 卑南文化公園 找尋文化蹤跡 

卑南文化遺址屬東南亞地區最大的墓

葬群遺址古蹟，另外可在考古現場區

親自瞭解考古挖掘的進行。  

15:30-17:30 
濱海公園 

自行車道 
自行車遊行 

騎著自行車，迎著海風、欣賞太平洋曲線，

沿著海岸線，夢幻藍線讓視覺上呈現不一

樣的感受。 

18:00-19:20 台東夜市 美味晚餐時刻 
體驗台灣夜間品嚐美食的特色，暢遊台

東夜市，購買伴手禮等。 

20:20-21:20 
娜魯灣大酒店 

娜路彎 

劇場的表演 

欣賞南島文化精彩的演出，現場樂手還會

與現場觀眾一起同樂或是一起跳舞，讓來

到飯店渡假的客人都有一個難忘的夜晚。 

20:00- 享受飯店設施 享受各種設施後，進入填美夢香。  

住宿：娜魯灣大酒店 

 



 

   

 

 

 

 

 

 

 

 

DAY 4   
參考時間 地點 簡述 行程內容 

7:30-8:00 
娜魯灣大酒店 

起床囉！ Morning  Call 

8:00-9:00 美味早餐 營養豐盛的自助式早餐 

9:45-10:45 
台東 

小野柳 
地形景觀區 

觀賞造型多變的海蝕景觀，天氣晴朗

時，從小野柳向東望去，可以清楚的看

見 32 公里外的綠島  

11:15-12:20 

台東 

富岡漁港 

美味午餐 

「特選海產餐廳」台東人推薦必來的新鮮美

食餐廳，餐廳裝潢簡單，有濃濃台灣味，菜

色種類十分豐富。 

12:30-13:30 
前往綠島 

賞鯨之旅 

欣賞野生鯨豚在海中迴旋的英姿，成群鯨豚

在浪花間追逐、飛躍，擺脫都市的塵囂與束

縛，讓前往綠島途中增加趣味 

13:40~14:10 
玲華園 

度假小木屋 
入住飯店 CHECK IN 放行李 

14:30-17:30 
綠島 

石朗潛水區 
潛水體驗 

享受仙境般的潛水樂趣，探索珊瑚礁與台灣

海底生態的奇妙妙。 

18:00-19:00 釣魚人餐廳 晚餐饗宴 

享用道地菜餚時，又能欣賞店長以釣獲的魚

骨標本作為裝飾的飾品，讓遊客感受綠島的

熱情。 

19:20-21:00 朝日溫泉 享受溫泉趣 
泡湯時不僅能夠聽海濤聲浪，還可欣賞動人

的星際天空，悠閒體驗島嶼風情。 

21:10-21:45 觀音洞 夜訪梅花鹿 
騎摩托車，帶上探照燈，憑著一點運氣，在

沿路上搜尋台灣特有的梅花鹿。 

22:00 
玲華園 

度假小木屋 
回到小木屋 放下一天的疲累，進入夢鄉。 

住宿：玲華園度假小木屋 



 

   

 

 

 

 

 

 

 

 

DAY 5 
參考時間 地點 簡述 活動內容 

7:00-7:30 
小木屋 

早起的鳥 

兒有蟲吃 
Morning  Call 

7:30-8:30 飯店早餐 享用美味的早餐(餐後退房) 

8:30-10:00 綠島 環島 

騎乘機車環遊綠島 

綠島監獄-小長城-睡美人哈巴狗岩-孔子岩-

帆船鼻-綠島遊客中心 

10:30-11:30 綠島搭船處 返回富岡漁港  

12:30~16:00 台鐵 新左營車站 車上享用台鐵便當 

17:00~18:38 高鐵 桃園站  

23:30 搭乘晚班機 

~快樂返航~ 

回想種種 

美好記憶 

經過這五天四夜的旅行，是否對生活又燃起

不同的思考還有那股熱血的精神呢！生活

真的可以這麼豐富簡單！ 

 

 

 

 

 

 

 

 

 

 

 

 

 



 

   

 

項目 內容 明細 個人金額 小計 

交通部分  

桃園機場-松山機場(小巴) $4000/20 人 $200  

松山-台東機場 $4360 人 $4,360  

遊覽車資(43 人座大型巴士) 

第 2、3、4、5 天 

$12,000*4 天/20 人 

$2,400  

台東-綠島船票 880*2 來回 $1,760  

台鐵車票(台東~新左營) $381/人 $381  

高鐵車票(新左營~桃園) $1330/人 $1,330  

桃園高鐵~機場接駁車 $30/人 $30 $10,461 

住宿費用 
第一天： 

台東布農部落 

 

四人房*10 間  

(20 位遊客+20 位留守志工) 

共 2800*10=$28,000/20= 

$1,400 

 

$1,400  

第二天： 

鹿鳴溫泉酒店 

(提供 MSPA 男女分浴裸湯券 

無邊際溫泉游泳池露天電影院

欣賞) 

二人房*10 間  

5,600*10=$56,000 

四人房*5 間

5,900*10=$5,9000 

(20 位遊客+20 位留守志工)共

115,000/20=$5,750 
$5,750  

第三天： 

娜魯灣大酒店 

(含 10%服務費) 

 

二人房*10 

9,020*10=$90,200 

四人房*5 間

13,200*5=$66,000 

(20 位遊客+20 位留守志工) 

共 156,200/20=$7,810 $7,810  

第四天： 

綠島玲華園度假小木屋 

 

四人房*10 間

4,140*10=$41,400 

共 41,400/40=$2,070 $2,070 

 

$17,030 



 

   

 

項目 內容 明細 個人金額 小計  

膳食費用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一天 X 台東布農部落團體合餐

$2,500/10 人 

台東布農部落團體合

餐$2,500/10 人 $500  

第二天 房價內含 鸞山山部落美食(部落提

供) 

X 自理(活動提供) 

$0  

第三天 房價內含 X 初鹿牧場午餐自理 X 台東夜市晚餐自理   

第四天 房價內含 中餐時刻: 富岡漁港特

選海鮮餐廳(九菜一湯一

水果)$3000/桌

(10)*4=12,000 

晚餐時刻:釣魚人餐廳

合菜(七菜一

湯)$1500/桌

(10)*4=6,000 
$900  

第五天 房價內含 午餐時刻:非炒不可.海

鮮食堂 

(超人氣吃飽飽套餐—

八人好料餐

$2,200/8=550 

X 自理 

$550 $1,950 

門票 布農族文化村門票 $150/人   

熱氣球體驗價格 $500/人   

鸞山部落導覽 $1200/20=$60   

初鹿牧場全票 $100 /人   

關山環鎮自行車道 $50/人   

卑南文化公園團體票 $20/人   

朝日溫泉票價 $100/人  $980 

保險費及雜費 2千萬履約責任險、 

200 萬旅遊契約險含 3 萬醫療險 

$50/人*5 天 

 $250 

司導費 $2000*5天/20人   $500 

總計 每人$31,171 

(不含來台機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