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費用─1099元/1日遊
      1899元/2日遊
      2699元/3日遊

對象─8-17歲青少年需家屬陪同
         18歲以上青年

住宿─紅瓦民宿
         古長老民宿

人數─4人成團

集合─潮州火車站09：00集合

洽詢資訊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社區發展協會
手機：0988-953086 (尤慧蓁)

匯款帳號

戶名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社區
發展協會

彰化銀行恆春分行

009

8348-01-0015600-0

機構

代碼

帳號

� � � � � 

1 在地參訪類 石門國小巡禮  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走踏  石板屋遺址走踏

2 DIY實作類(不含美食實作) 手作月桃編織-杯墊

早當日  午(野餐-手作勇士便當)  晚餐 風味餐4 佳餚饗宴類

3 活動體驗類 射箭體驗  狩獵體驗-設陷阱

費用─899元/1日遊
      1900元/2日遊
      2900元/3日遊

對象─家庭親子/青年

住宿─三地門大利安民宿
         禮納里接待家庭
         霧臺民宿

人數─10人成團

集合─三地門鄉公所10:00集合

洽詢資訊
屏北旅遊
手機：0935-605632 (蔡小姐)   
line ID：0925325781

※注意事項:因應愛地球環保運動，
   提醒大家要自備盥洗用具等。

※費用不包含交通、住宿、餐飲

匯款帳號

戶名
保證責任屏東縣屏北三鄉原住民
生態旅遊勞動合作社

台新銀行屏東分行

812

2030-01-0000342-9

機構

代碼

帳號

All Year.
整年
活動時間

All Year.
整年
活動時間

1 在地參訪類 排灣部落文化見習 魯凱部落文化見習

2 DIY實作類(不含美食實作) 琉璃珠DIY  皮雕DIY  石版DIY  童玩DIY 

傳統美食DIY4 佳餚饗宴類 在地風味文創料理(含早午晚餐及美食實作等)

3 活動體驗類 聽部落人說故事

童玩王國歷險 岩板巷尋寶

部落實習生 部落實習生
(排灣綠建築及山之味美食)

走訪屏北秘境，族人獻上花環熱情款待。悠遊

在山與雲的交會，旅人放鬆身心靈盡情地放空

。5感+1感~眼見傳統、耳聽歌謠、手趣實作、
聞心自然、食唯一、心新感動。來吧~生活部
落~感受屏北、體驗山林。

※注意事項:因應愛地球環保運動，
   提醒大家要自備盥洗用具等。

活動網站

Kapanan部落位於牡丹鄉石門村，日治前本無村落，日治
後為好管理故將附近傳統領域之部落集中管理，成新聚部
落。Kapanan部落中的石門國小，是縣內的理念學校，在
校內中展現傳統領域之生活型態，並將牡丹社事件融入學
校景觀。在校園中巡禮能了解排灣族生活型態，並能體驗
排灣族生活中的知識在土地。
走到石板屋遺址可以了解在600年前台灣原住民族運用土
地知識的智慧，健走的行程中也能認識很多山林植物及狩
獵時運用的知識。

Kapanan部落走讀 屏北綠生活

遊    學  屏東趣
PINGTUNG

2019

主辦單位

各地區景點介紹說明

可上官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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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社區發展協會

屏北旅遊

禮納里�-脫鞋子部落團隊

屏東縣霧台鄉魯凱族產業發展協會

超人家族休閒工作坊

五溝水守護工作站

協辦單位

忠孝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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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by



洽詢資訊
禮納里�-脫鞋子部落團隊
手機：0925-043288 (李先生)
屏東縣霧台鄉魯凱族產業發展協會� 
電話：08-7997198 (顏小姐)

匯款帳號

戶名 屏東縣霧台鄉魯凱族產業發展協會 李金龍

內埔水門郵局

700

0071062-0207628

機構

代碼

帳號

費用─499元/半日遊 2999元/3日遊
      888元/ 1 日遊
      1999元/2日遊

對象─一般民眾(7歲以上至65歲以下)

住宿─體驗部落共同經營的脫鞋子
         部落家庭住宿(接待家庭)

人數─4人成團

集合─屏東禮納里部落(好茶村停車場)
         16:00集合

� � � � � 

All Year.
整年
活動時間

禮納里-好茶部落，為莫拉克災害唯一滅村的原
鄉部落，災後所蓋的永久屋有臺灣普羅旺斯之
美稱。土地受限及生活機能不佳情況下，一群
返鄉青年用共同經營理念，投入部落產業重建
，以陪伴老人、培育人才、延續文化、社區關
懷的主軸發展出多元、創新的社會企業模式，
吸引熱愛部落漫遊、體驗原民生活的國內外旅
人到訪。

1 在地參訪類 參觀脫鞋子部落 部落導覽解說 參觀災後重建房屋文化語彙

參訪重建後社區營造

2 DIY實作類 琉珠手環DIY  琉珠項鍊DIY  琉珠吊飾DIY  小米吊飾DIY
月桃編織DIY  花環編織DIY  魯凱娃娃DIY  脫鞋子娃娃DIY
石頭彩繪DIY

(不含美食實作)

間餐/套餐/風味餐/創意料理/無菜單料理4 佳餚饗宴類 (含早午晚餐及美食實作等)

溯溪活動  獵人學校活動5 綜合性技術的戶外活動類
住宿不提供一次性盥洗用具及不主動提供免洗餐具並建議帶碗筷等6 環境教育類

7 文化生活體驗類 獵人學校  搗糯米體驗  射箭文化體驗  刺青文化體驗
鞦韆文化體驗  魯凱族美食文化體驗等

3 活動體驗類 迎賓活動  服飾體驗

活動網站

洽詢資訊
超人家族休閒工作坊

手機：0933-606670 (林小姐)
line ID：kt13159206815

匯款帳號

戶名 超人家族休閒工作坊  林育如

第一銀行恆春分行

007

753-10-058007

機構

代碼

帳號

費用─999元/1日遊
      1888元/2日遊
      2800元/3日遊

對象─家庭親子/青年

住宿─天堂水接待家庭

人數─6人成團

集合─屏東枋寮火車站11:00集合

� � � � � 

※費用不包含交通、住宿、餐飲

All Year.
整年
活動時間

湛藍的天、炙熱的陽光、金黃色的沙灘、綠蔭
光影，驚豔不已的自然山海美景，尋幽探秘穿
梭在熱帶雨林的溪流與瀑布，是蟲鳥彈唱各種
曲調的舞台。高潮低潮-濛濛渺渺的仲夏夜未眠
，讓我們接受山與海的邀約，旅讀當地文化生
活，屏東跳躍之旅，我來了!

1 在地參訪類 魯凱族藝術村導覽

南方半島資源展示廳導覽 漫遊山與海

銘泉生態休閒農場導覽

2 DIY實作類 DIY植物拓染 DIY蜂蠟布(不含美食實作)

紅藜風味餐4 佳餚饗宴類
DIY吉那富

在地風味料理 DIY鳳梨酥(含早午晚餐及美食實作等)

3 活動體驗類 夜探梅花鹿

星語呢喃

夜尋浪花蟹 潮間帶體驗 探索熱帶雨林

活動網站

※注意事項:因應愛地球環保運動，
   提醒大家要自備盥洗用具等。

探索臺灣的普羅旺斯 屏東山與海的邀約

洽詢資訊
五溝水守護工作站站員

手機：0980-235812 (林品軒)
信箱：pinsyuen@gmail.com
 FB：五溝水守護工作站

費用─300元/半日遊
      800元/1日遊
      對象─家庭親子（7歲以上）

住宿─無

人數─15人成團

集合─自行前往五溝水劉氏宗祠
        （屏東縣萬巒鄉五溝村西盛路70號）
          09：30集合

� � � � � 

summer
夏季
活動時間

五溝水是大武山下的寧靜親水聚落，被河川圍
繞的客家村莊，居民依水而生，至今仍保留了
完整的水圳與傳統聚落。
在小旅行中，我們會帶著大家到村庄的溪流裡
感受五溝水的生態環境，教大家在水圳中放陷
阱，近距離作生物觀察，並溯溪流而行。
漫步於聚落，體驗農村生活與客家文化，並將
農村常見的農業廢料重新手作成紀念品。

1 在地參訪類 五溝水客庄文化導覽

2 DIY實作類 農業廢料轉生 檳榔扇DIY(不含美食實作)

3 活動體驗類 五溝水濕地生態體驗

4 佳餚饗宴類(含早午晚餐及美食實作等)

5 其他

活動網站

※注意事項:因應愛地球環保運動，
   提醒大家要自備盥洗用具等。

匯款帳號

戶名
屏東縣萬巒鄉五溝土磚屋
傳統聚落保存協會 劉俊敏

郵局

700

0071521-0268038

機構

代碼

帳號

五溝水親子旅遊趣

※含住宿、餐食及遊程

洽詢資訊
超人家族休閒工作坊

手機：0933-606670 (林小姐)
line ID：kt13159206815

費用─999元/1日遊
      1888元/2日遊
      

對象─家庭親子/青年

住宿─天堂水接待家庭

人數─10人成團

集合─屏東枋寮火車站11:00集合

� � � � � 

※費用不包含交通、住宿

從海洋到養殖，從水裡到餐桌上。從餐桌上挑
動您的味蕾。打開你的雙手，和魚的第一類接
觸吧！
屏東的水果「正當時」，物產豐隆的屏東平原，
從沿山到濱海，鳳梨、檸檬、蓮霧、芒果等...
多樣的水果產業，串連起整個屏東縣。
讓我們遊學屏東趣，體驗漁農夫的生活吧!

1 在地參訪類 認識龍膽石斑與新龍社區 水果生長過程簡介導覽

2 DIY實作類 DIY膠版畫拓印 DIY午仔魚紙模型(不含美食實作)

5 其他

4 佳餚饗宴類 漁夫餐

DIY水果法式薄餅

農夫餐 DIY 龍膽石斑魚丸(含早午晚餐及美食實作等)

3 活動體驗類 餵食龍膽石斑：大魚吃小魚、農事體驗 ※依當季現在進行式的農作及農務體驗

星空探索

活動網站

※注意事項:因應愛地球環保運動，
   提醒大家要自備盥洗用具等。

All Year.
整年
活動時間

匯款帳號

戶名 超人家族休閒工作坊  林育如

第一銀行恆春分行

007

753-10-058007

機構

代碼

帳號

漁農夫生態體驗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