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屏建築讀旅【全年度適用‧週一出發】 
寶來國蘭花園 VILLA、枋客文旅、旗山、美濃、神山部落、潮州 

                 三天二夜 
 
 
 
 

 
行程特色 
-精選夜寐：六龜寶來溫泉國蘭花 VILLA 一晚；枋寮枋客文旅一晚 

-南國饗宴：美濃客家料理煙樓坊、神山部落百步蛇廚藝手作料理、潮州憶童年人文懷舊餐廳 

-經典甜食：旗山香蕉冰、潮州冷熱冰 

-絕美風光：霧台鄉神山部落、禮納里部落 

-建築讀旅：旗山車站、旗山武德殿、美濃濟南堂、枋寮一冊大目家屋、原住民部落石板屋、 

佳冬蕭家古厝、萬金聖母堂、潮州日式建築群 

行程售價 (六人即可成行, 採用中巴；六人以下價格另洽 ) 

房型 價格 

雙人房 (2021.4.19、5.3、5.17、5/31、6/14、6/28，週一出發) 15,900/人 

孩童價格(與二位大人同住)  

3歲-11歲孩童(不佔床、含飯店早餐、午晚餐、交通、門票、保險、小費)  

(國蘭花園 VILLA & 枋客文旅皆無法加床) 

12,900/人 

3歲以下孩童(不佔床、含飯店早餐、不含午晚餐；含交通、部分門票減免、保險、小費) 7,900/人 

※訂金 5,000/人 
 



★ 含門票入內參觀    ▼ 表示徒步遊覽 

當地導遊聘有〜旗山碾米廠 

【行程內容】 

DAY1 高鐵左營站→旗山老街→美濃→寶來溫泉度假區 
09:30 高鐵左營站集合 

10:30 抵達▼旗山老街，旗山過去為臺灣製糖業中心。參觀旗山車站（糖廠故事館）、★旗山碾米廠、旗山武德殿等，

並享用一人一支★旗山特色香蕉冰。 

12:30 前往美濃，享用午餐 

13:00 午餐 

14:30 參觀▼廣進勝油紙傘，瞭解美濃紙傘製程，體驗★迷你紙傘彩繪 DIY，並參觀傳統客家建築「夥房」▼濟南堂 

15:30 漫步▼美濃湖 

16:00 前往旅館 Check-in 

18:30 晚餐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客家料理煙樓坊(NTD 3,000/桌)   晚餐：會館內養生精緻食尚料理(NTD 4,000/桌) 

住宿：國蘭花園 VILLA 會館  或 轉角 26 VILLA 會館  或同級 
門票：旗山碾米廠、旗山特色香蕉冰、迷你紙傘彩繪 DIY 

【旗山車站及武德殿】 

蕃薯藔驛(旗山車站)站體約創建於大正 2 年(1913)至大正 4 年(1915)間。八角形尖頂彷如西方童話世界裡的小屋，然而三

角形屋頂、山牆和內部骨架儘是日本傳統建築工藝，特別是當時相當流行的「褲腰屋根」，更是滿滿的日本風。車站站

體前後原本各鋪了五分車的鐵軌。後面軌道是主要車道，向東經旗尾糖廠，終點可達美濃的竹頭角庄；軌道往南直抵九

曲堂庄，在此可轉接縱貫鐵道，進而連通打狗港市，乃至全台。1930 年代以後，蕃薯藔驛的乘客人數從 10 萬飆升至 30

萬上下，昭和 12 年(1937)更高達 36 萬多人，僅次於屏東驛和高雄驛而為高雄州內鐵道旅客運輸量的第三名。二戰後，

隨著公路運輸的便利性逐漸取代旗尾線的鐵道運輸，五分車逐漸回歸載運砂糖原料與成品，1970 年代製糖業也沒落，民

國 67 年(1978)旗尾線停駛，民國 71 年(1982)拆除全線軌道，只剩下火車站本體和幾根位於河床上的橋墩。後來歷經幾

度波折，終於民國 94 年(2005)7 月公告為歷史建築。 

西元 1934 年興建的旗山武德殿，位於鼓山公園下，採傳統日本式寺殿式樣建築建造，不過由於日式廟堂多仿唐朝建築，

故武德殿也具有相當濃厚的唐朝風格。1994 年武德殿遭逢大火付之一炬，整修後的透明玻璃帷幕屋頂卻又無法融入舊有

建築的日式氛圍，2014 年底經第二度重建復舊，武德殿總算呈現原來的歷史風貌，目前委由旗山蕉城美術協會管理，將

建物主體規畫為展覽空間、文創市集、專題講座及才藝教學。 

(文字及圖片出處: https://cishanstation.khcc.gov.tw/home01.aspx?ID=1;https://khh.travel/zh-tw/attractions/detail/107) 

【廣進勝油紙傘】 

1970 年代時，英文漢聲雜誌曾以廣進勝紙傘的創始人林享麟和他的油紙傘作為封面，大幅報道製傘生活及製傘過程，英

國國家廣播公司 BBC 也曾到台灣製作紀錄片〈長遠的搜尋〉（Long Search），拍攝美濃傳統油紙傘製作過程。加上 1983

年時，客家導演林福地曾在美濃拍攝連續劇〈星星知我心〉。該劇在日本播放後，日本人對劇中的油紙傘印象深刻，並

向台灣採購大批油紙傘，挽救了當時油紙傘工業逐漸式微的命運。1980 年代之後，台灣民生經濟逐漸富裕，美濃旅遊觀

http://www.corner26.com.tw/


光業也開始漸漸興盛，使得油紙傘逐漸由原本實用的生活目的轉變為與觀光結合的地區文化特色。 

 
(文字及圖片出處: https://www.facebook.com/kcsumbrella/about/?ref=page_internal) 

【國蘭花園 VILLA 會館】 

國蘭花園 VILLA 會舘，位於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的半山腰平台上，佔地四公頃，地處幽谷，山巒疊翠，會舘依山畔水，

建築設計以日式禪風加上庭園風格為主軸。 

會舘住宿區分為四種不同的房型—水漾 VILLA、河畔風呂、觀景麗緻以及微風水月，最大的特色是每一間客房都擁有私

人的 SPA 池及私人庭園，因居高臨下的視野讓山巒起伏盡收眼底。每間客房設計不同風格浴池，有鏡面戲水池、有以原

石砌的冷熱浴池也有氣泡按摩床的功能，一走進房內還洋溢著台灣檜木清香味。 

泡湯時打開落地窗，讓大自然與沐浴 SPA 池合成一體，一邊觀山雲霧繚繞，一邊聆聽潺潺流水聲及鳥鳴山幽，享受大自

然的饗宴放鬆身心靈。 

 

(文字及圖片出處: http://www.grand-orchid.com.tw/) 

DAY2 寶來溫泉度假區→神山部落→禮納禮部落→萬金→枋寮 
08:30 前往▼神山部落 

10:30 在全臺首間★百步蛇廚藝學校山味料理體驗 DIY，從採集食物，製作到享用，感受從產地到餐桌的食農教育 
15:15 前往禮納里部落 

16:00 ▼禮納禮部落係八八風災後，由政府所興建的永久住宅村。部落中有九座教堂，且各棟建築風格迥異，漫步其中，

感受排灣族及魯凱族原住民獨有的韻味。 

17:00 前往經臺灣最古老的教堂▼萬金聖母堂 

17:40 參觀▼萬金聖母堂。聖誕節期間，正逢萬金聖誕季，教堂以燈光裝飾，充滿異國情調 

18:40 前往旅館 Check-in，並享用晚餐 

19:30 晚餐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百步蛇廚藝學校風味餐(NTD 490/人)  晚餐：枋寮港邊餐廳霸氣海鮮塔(NTD 4,500/桌) 

住宿：枋客文旅  或同級  

門票：百步蛇廚藝學校 

  

http://www.fangliaohotel.com.tw/


【神山部落】 

神山部落位於山腹中央圓型台地，為霧台鄉鄉治中心所在地，當地稱下霧台，其部落多為魯凱族人。 

神山部落有一個古老的傳說與霧台部落的傳說相似：有一個來自古茶布安 Theveng 家族的獵人前來此地狩獵，要返家

時獵犬卻不肯離開，此時獵人正好看到 Kabalhivane 地方有炊煙，前往查看時， 有一 Kinunane 部落的人 Talhunu 正

在農耕，聽完獵人的描述後認為此地適合居住；後來遷入的族人漸多，狩獵所得之貢禮，較早居住此地的 Kinunane 貴

族 Palhibulhung 家與 Putuane 家互相退讓不收，最後族人決定請原古茶布安的大頭目家族 Lhavausu 夫婦前來擔任

部落大頭目，並以 Dumalhalathe 為家名，統領此地。 
(文字出處: http://www.tipp.org.tw/tribe_detail3.asp?City_No=17&TA_No=12&T_ID=426) 

【百步蛇廚藝學校】 

屏東縣霧臺鄉的神山部落，近年來積極發展部落觀光產業。108 年辦理<第二屆部落廚藝學校競賽>，針對農事體驗與製

作餐點關聯度、遊客互動程度、整體環境營造及菜色創新性等面向進行評比，參賽業者主題各有特色，最後由「魯凱百

步蛇餐廳」奪得第一名。「魯凱百步蛇餐廳」從採集到廚藝體驗過程都在農田中，迎賓時便讓遊客穿上部落手作圍裙，

場域規劃還藏有許多小巧思，從菜單立板、操作流程到商品陳列，都令人為之驚艷。餐廳以時令的「南瓜」、「山芋頭」

及「檸檬」為競賽主軸，推出一日樂活午茶體驗，製作部落甜心(南瓜阿拜)及芋見泥真好(千年芋頭丸)，搭配自製檸檬水，

健康又消暑。 

 
(文字及圖片出處: http://pingtungtimes.com.tw/?p=21083; https://www.maolin-nsa.gov.tw/04007662.html) 

【禮納里部落】 

因瑪家鄉相鄰三地門鄉與霧台鄉，98 年莫拉克風災造成這三鄉重大災情，而瑪家鄉瑪家村、霧台鄉好茶村及三地門鄉大

社村災區鄰近瑪家農場，因此，政府便將此三村災民遷至瑪家農場安置，並由世界展望會來援建瑪家農場永久屋興建，

經部落與各界討論，命名為「禮納里 Rinari 部落」，意為「我們一起走，大家一起往那兒去的地方」 

(文字出處: http://rinari.pgo.tw/index.php) 

【萬金聖母堂】 

萬金聖母聖殿為天主教臺灣第一座聖殿，也是臺灣現存最古老的教堂建築，閩洋折衷的建築造型及裝飾風格，既表達宗

教意涵也兼容本土色彩，除使用哥德建築形式及部分古典元素，並配合當地工法、就地取材。聖堂自清咸豐時期開教迄

今，改善平埔族人經濟，融入當地社會，居民作息遵循聖堂鐘聲，形成同一信仰的「教友村」，是臺灣罕見現象，也在

臺灣天主教發展史中寫下重要的一頁。歷史悠久的「聖母遊行」，結合西方宗教與在地民俗文化，為全臺最大規模的天

主教活動，並見證了萬金地區多元族群融合的歷史。 

http://rinari.pgo.tw/index.php


(文字出處: https://www.taiwangods.com/html/landscape/1_0011.aspx?i=24) 

【枋客文旅】 

枋客文旅，位於屏東的中心，下一站前的休憩，探索的起點 

無邊際泳池！向西的無邊際泳池，夕陽灑落在水面上，傍晚小琉球點點燈火，在此感受池岸旁的休閒與浪漫 

星空酒吧！位在池畔旁的酒吧，可以來一杯量身打造的特調，在微醺放鬆的夜晚，盡享城市繁華落幕後的樣貌 

(文字出處: http://www.fangliaohotel.com.tw/) 

DAY3 枋寮→佳冬→潮州→高鐵左營站 

09:15 參觀★一冊大木家屋。矗立於枋寮火車站旁的日式建築，是為完全不使用卯釘、鋼筋、水泥、油漆，僅使用木頭及

木造卡榫、石灰、天然物料等環保建材，來建造最適合人居住、最環保的永續建築。 

10:30 前往佳冬 

11:00 參觀★佳冬蕭家古厝 

12:30 前往潮州 

13:00 午餐 

14:30 享用當地美食★冷熱冰做為飯後甜點 

15:00 前往參觀▼潮州日式歷史文化園區 

16:30 搭車返回高鐵左營站 

17:30 抵達高鐵左營站，返家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憶童年人文懷舊餐廳(NTD 330/人)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門票：一冊大目家屋、佳冬蕭家古厝、冷熱冰 

  



【一冊大木家屋】  

座落在島嶼南端，離屏東枋寮車站不到五分鐘的車程，有一棟兩層半樓高的白牆日式建築。這是一棟依著日式工法施作、

採全榫接的大木家屋，是楊三二 50 歲那年的願望。但從構想、繪圖、選料、立柱、上梁、屋頂等工序，就他一個人，靠

一冊書，起一間厝，一鑿一刨，一刀一刻，施工即將迎來了第 18 個年頭，蓋屋的工程還在進行中。 

(文字及圖片出處: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911060754001633109310) 

【蕭家古厝】 

古佳冬因獨有的海港條件，經濟與人口蓬勃一時，蕭、賴、鍾、朱、林、黃、張、羅等客家開墾先民因經商，出現不少

盛名世家，在地方興建大宅聚落和富麗堂皇的祠堂，使得佳冬鄉的大宅院比其他客家鄉鎮要多。 

佳冬大戶人家賢人輩出，地方傳聞與宅第風水有關，漫步佳冬的老厝、宗祠中，除欣賞客家建築的雕梁畫棟之美，也可

研究房舍的坐向、或屋內排水系統的流向，一探早期大戶人家地理風水的祕密。 

(文字出處: https://www.pthg.gov.tw/townjto/cp.aspx?n=2E29A2C51D0E455F&s=0825E6EFC7C8919A) 

【潮州】 

潮州鎮位於屏東縣中心點，西與西南接壤崁頂鄉和新埤鄉、北隔東港溪與竹田鄉和萬巒鄉相望、東鄰大武靈峰，東西長

約 5 公里，總面積約為 42.4331 平方公里；潮州鎮境內除了東面的大武靈峰地勢較高以外，其餘地勢相當平坦且廣大，

地形由東向西漸漸傾斜，境內有民治溪流經是天然的排水溝，如此優勢的地形和自然環境，造就潮州鎮農特產品豐富的

成果。潮州鎮位於台灣西部的屏東平原，潮州地名原為廣東省潮州府之府名，開拓初期的墾民有不少來自廣東潮州府的

移民，這些移民在墾成一片新天地後，為懷念其故鄉的山川草木,風俗民情,就把他們祖籍的地名移植於這一新開發的土地,

命名為「潮州」庄,簡稱為「潮庄」。 
(文字出處: http://www.chaujou.gov.tw/index.php)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911060754001633109310


●費用包含 : 

1. 交通：三日專車 

2. 門票：行程表內有標示★符號即內含參觀門票 

3. 保險：旅遊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4. 小費：全程司機及導遊小費 

     ※  請留意 : 費用不包含行程表上自理餐、私人消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費及私人交通費等。 

●注意事項:  

1. 行程景點安排會因住宿地點調整、潮汐、車船調度、天候、風浪，而有前後順序對調，若有調整之處，敬請見諒及配合。 

2. 如遇颱風、地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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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部分天然景色受各景點當日氣候影響，屬不可抗力之因素，如未如預期欣賞到，請見諒。 

4.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必須團進團出 (特殊個別行程請報名時告知) 

5. 單人房加價費用，請洽詢業務專員。 

6. 如有特殊餐食需求，請於報名時事先向業務員通知。 

 
（航班、行程、飯店，安排均為暫訂，視實際安排情況調整 2021/03/18修正） 

《詳情請洽》 

太一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One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Web: www.t1tour.com.tw  10448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號 16樓 

電話：02-2567-3822  傳真：02-2567-3820 

Email : info@t1tour.com.tw 

 

http://www.t1tour.com.tw/
mailto:info@t1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