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落有機農特產業體驗小旅行 
 

(一)第ㄧ梯次活動名稱：《淨心等待啡魚》 

1.活動時間：8月 3-4日 

2.遊程特色：迦納納部落聞香淺嚐咖啡味、mikiyaki 體驗、pakerang饗宴、 

  情牽舞意、瑞良濕地文化之旅、傳統射獵及現代射藝體驗營。 

    3.適合參加對象：喜愛漫走漫遊、DIY體驗，想瞭解原住民文化、開啟新視野之   

                    家庭、 團體、 親子、情侶。 

    4.遊程地點：迦納納部落、淨心果園、奇蹟野戰射獵工作室。 

時間 活動地點 行程內容 備註 

     8月 3日星期六 

12：50~ 
13:00 

瑞穗車站 瑞穗西站集合 
 

13：00~ 
13:30 

迦納納 
部落 

迦納納部落聚會所相見歡 
 

13：30~ 
15：00 

聞香淺嚐輕訴咖啡味 
 

15：00~ 
18：00 

秀姑巒溪 Mikiyaki補魚文化體驗  

18：00~ 
19：00 

部落 Pakerang饗宴  

19：00~ 
21：00 

情牽舞意  

8月 4日星期日 

08：00~ 
8:30 

 準備集合囉! 
 

08：30~ 
12：00 

淨心果園 

乘著風踏上瑞良濕地文化之旅 
 

12：00~ 
13：00 吉蒸牧場牛奶火鍋饗宴 

 

13：00~ 
16：00 

奇蹟野戰

射獵 

工作室 
 阿美族傳統射獵及現代射藝體驗營 

 

16：00~ 賦歸溫暖的家 

(二)第二梯次活動名稱：《豐中傳奇、馬力再現》 



 

 

1. 活動時間：8月 10-11日 

2. 遊程特色：馬立雲部落 Padadiw會唱歌的麻糬、麻繩編手提袋、屋拉力部落 

                 豐年祭一起吼嗨央、奇美 Tatadok(達達鹿)尋密。 

3. 適合參加對象：喜愛漫走漫遊、DIY體驗，想瞭解原住民文化、開啟新視野之  

                 家庭、團體、 親子、情侶。 

4. 遊程地點：馬立雲部落、屋拉力部落、奇美部落。 

時間 活動地點 行程內容 備註 

     8月 10日星期六 

12：50~ 
13:00 

瑞穗車站 瑞穗西站集合 
 

13：00~ 
18：00 

馬立雲 
部落 

 Padadiw會唱歌的麻糬 

製作麻繩編手提袋 
 

18：00~ 
19：00 屋拉力 

部落 

部落風味餐饗宴  

19：00~ 
21：00 部落豐年祭一起吼嗨央  

8月 11日星期日 

08：00~ 
08:30 

 
準備集合囉! 

 

08：30~ 
09：00 

瑞穗泛舟

中心起點 
泛舟中心集合(著裝) 

 

09：00~ 
12：30 

奇美部落 

Tatadok（達達鹿）文化之旅 
 

12：30~ 
13：30 抵達奇美部落、沖洗換洗 

13：30~ 
15：00 部落風味饗宴 

15：00~ 
15：30 解說傳統茅屋 

15：30~ 
16：00 

 奇美-瑞穗路程 
 

16：00 賦歸溫暖的家 

 
 



 

 

 (三)第三梯次活動名稱：《稻地春風、珍珠加蜜》。 

1. 活動時間：8月 17-18日 

2. 遊程特色：水尾稻人小農夫體驗、迦納納部落豐年祭一起吼嗨央、宇還地有機 

  農場蜜境大冒險、屋拉力部落傳統魚簍捕魚體驗。 

3. 適合參加對象：喜愛漫走漫遊、DIY體驗，想瞭解原住民文化、開啟新視野之 

   家庭、團體、 親子、情侶。 

4. 遊程地點：水尾稻人、拉加善部落、宇還地有機農場、屋拉力部落。 

時間 活動地點 行程內容 備註 

     8月 17日星期六 

12：50~ 

13:00 
瑞穗車站 瑞穗西站集合 

 

13：00~ 

17：00 
水尾稻人 小農夫體驗、採鮮趣、煮食樂  

17：00~ 

19：00 迦納納 

部落 

部落風味餐饗宴  

19：00~ 

21：00 
部落豐年祭一起吼嗨央  

8月 18日星期日 

08：30~ 

09:00 
 起床集合囉! 

 

09：00~ 

12：00 宇還地 

有機農場 

蜜境大冒險 

 

12：00~ 

13：00 
午餐饗宴-當野菜遇到西餐 

 

13：00~ 

16 :00 

屋拉力 

部落 
阿美族魚簍捕魚體驗 

 

16：00~ 賦歸溫暖的家 

 
 



 

 

(四)第四梯次活動名稱：《柚見春魚、豐彌全場》。 

1. 活動時間：8月 24-25日 

2. 遊程特色：熊舞春生態農場柚見花香 DIY、馬聚集部落豐年祭一起吼嗨央、彌 

   勒有機果園一葉ㄧ世界葉拓包 DIY、好茶工作室花見珍珠 DIY。 

3. 適合參加對象：喜愛漫走漫遊、DIY體驗，想瞭解原住民文化、開啟新視野之   

              家庭、團體、 親子、情侶。 

4. 遊程地點：熊舞春生態農場、馬聚集部落、彌勒有機果園、好茶工作室。 

時間 活動地點 行程內容 備註 

     8月 24日星期六 

12：50~ 

13:00 
瑞穗車站 瑞穗西站集合  

13：00~ 

16：30 

熊舞春 

生態農場 
柚見花香 DIY  

16：30~ 

19：00 馬聚集 

部落 

前往部落風味餐饗宴  

19：00~ 

21：00 
部落豐年祭一起吼嗨央  

8月 25日星期日 

08：50~ 

9:00 
 起床集合囉!  

09：00~ 

12：00 彌勒 

有機果園 

一葉ㄧ世界葉拓包 DIY  

12：00~ 

13:00 
餐桌上的綠革命有機食堂  

13：00~ 

16：00 

好茶 

工作室 

茶園導覽及體驗採茶 

製茶過程解說及花見茶珍珠 DIY  
 

16：00~ 賦歸溫暖的家 

 



 

 

部落有機農特產業體驗小旅行 
日期：108年 8月 3、4日(星期六~日) 

一、第ㄧ梯次活動名稱：《淨心等待啡魚》 
二、遊程特色：1.邂遘美麗的迦納納、體驗原味咖啡、 Mikiyaki補魚文化體驗。 
              2.淨心濕地文化之旅。 
              3.享受傳統與現代的激情-阿美族傳統射獵體驗及現代射藝體驗。 
 

【迦納納部落-邂遘美麗的迦納納】 

kalala'加納納部落，以口傳方式，傳承至今。《舞鶴石柱》在阿美族人

石柱所在之地，遺跡及舊時器皿遺留下來的是聚

集生活過的軌跡，位置於北回歸線 23.5度，產業

適合栽種咖啡、茶等等是部落經濟來源之一。 

kiyaki'加納納族人環保又傳統捕魚方法，是生存

技能及生活態度，符合當今環保概念，特此讓遊

客感受族人遺留下來的生活智慧與環保態度。 

 

 

【淨心果園-濕地文化之旅】 

瑞穗鄉的文化發源地在瑞良地區，由於原住民部落，是逐水草為聚

居，以農業為主要作物，瑞良部落在秀姑巒溪、紅葉溪及馬太鞍溪

匯集處，慢慢發展成大村落、其後漢人及滿清軍隊到達，成為繁華

的精華地區，歷經數百年歲月，形成族群的大融合，但也因伐木業

及菸業等行業沒落，老街風華不再，但優美景色依舊，且目前交通

逐漸改善，冀望能讓瑞良部落在美景、懷舊及特色農業（牧場、咖

啡、紅茶）等結合，發展成觀光產業，讓瑞穗發大財。 

用自行車環繞瑞穗鄉瑞良部落，全長約 6公里左右，以自行車慢速

約估需 1小時，但因沿途有數個重要據點，有紅葉溪河階台地（淨心農園）、爛泥地、吉蒸牧場、沼

澤遺跡的魚池、秀山橋、百年老剎青蓮寺、老街風華、村長百年老屋、部落聚會所、瑞穗鄉開基土

地公廟，瑞良長老教會、龍山、秀姑巒溪泛舟服務中心。午餐在終點站－吉蒸牧場，品嚐牧場自產

牛奶火鍋。 

 

【奇蹟野戰射獵工作室-阿美族傳統射獵體驗及現代射藝體驗】 

來到阿美族部落，立足海岸山脈及中央山脈間的小溪流，認識傳說中阿美

族勇士在這山林溪水中如何補獵原始動物，見識

勇士們用弓箭、吹箭、彈弓、竹叉等獵器及槍枝

射獵技巧（氣槍代替）活動；身歷其境  親身體

驗在野地射獵的感受；並學習在野地野炊享受道

地阿美族勇士餐風情，這樣一連串行程，感受成

為阿美勇士的必經過程，實在值得挑戰與經歷。 

 

三、行程內容： 

08月 03日 12點 50分瑞穗火車站西站集合—迦納納部落聚會所相見歡、聞香淺嚐輕訴咖啡味、秀

姑巒溪 Mikiyaki補魚文化體驗、部落 Pakerang饗宴、情牽舞意—夜好眠—乘著風踏上瑞良濕地文

化之旅、吉蒸牧場牛奶火鍋饗宴(淨心果園)—阿美族傳統射獵及現代射藝體驗營(奇蹟野戰射獵工作

室) —08月 04日 16點賦歸溫暖的家。 



 

 

四、出團備註： 

 (一) 本行程體驗費用計新台幣 800元，活動前需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1,000元)始完成報名，名額  

      40 位，額滿為止。 

 (二) 參加人員需全程參與，保證金 (1 千元)扣除體驗費用（800元）後，計新台幣 200元於活動    

      結束前退回。 

 (三)因私人原因臨時取消參加時，請於行程開始 5日前告知主辦單位，得退還保證金七成；逾期 

      恕不退費，請於報名前謹慎考量。 

 (四)本行程包含體驗行程、風味餐、保險等；因提供原住民風味餐，恕不提供素食，請素食者於 

      報名前納入考量。 

 (五)本行程為二天一夜，為利活動流程順遂及安全考量，務必搭乘交通車，費用為 1人 450元。 

      (本所僅提供轉介服務，款項逕付業者)。 

 (六) 本行程住宿因八月適逢旅遊旺季，本次住宿採優先報名制，房間數量有限，遊客也可另尋 

       他住宿。(本所僅提供轉介服務，款項逕付業者)。 

 (七)本行程請勿攜帶寵物，敬請配合。 

 (八)服裝請以輕便休閒為主，防曬、防蚊、禦寒及其他個人所需用品請依需求自行攜帶。 

 (九)為了響應綠色環保政策，活動不提供碗筷，請自備餐具及環保杯。 

 (十)本行程如遇重大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得由主辦單位決定停止活動，並退還全額保證金。    

 (十一)其他注意事項或請上花蓮縣瑞穗鄉公所網站查詢。 

 (十二)本次小旅行活動若有相關疑問，可諮詢瑞穗鄉公所 03-8872222分機 181、182。 

 

 

 

 

 

 

 

 

 

 

 

 

 

 

 

 

 

 

 

 

 

 

 



 

 

部落有機農特產業體驗小旅行 
日期：108年 8月 10、11日(星期六~日) 

一、第二梯次活動名稱：《豐中傳奇、馬力再現》 
二、遊程特色：1.用心聆聽馬立雲部落~會唱歌的 Padadiw 。 

     2.參與屋拉力部落豐年祭一起吼嗨央。 
     3.全台唯一達達鹿尋蜜—tatadok文化泛舟。 

 

【馬立雲部落-會唱歌的 Padadiw】 

馬立雲部落是瑞穗鄉唯一一個撒奇萊雅族部落，也是撒奇萊雅族分布最南端

的部落。因為地勢隱密的緣故，所以保有獨特的語言及文化-Padadiw唱歌麻

糬就是其中之一。 

Padadiw唱歌麻糬是部落族人特別喜愛的食物，也是許

多旅外的族人思念的美味。每年大約在春節至掃墓節

期間，春暖花開之際，部落族人便會去野外採集鼠麴

草，將其混合糯米、黑糖、花生等原料做成一顆顆青

綠色的麵團，再以麵包樹葉包裹、蒸熟了之後，香噴

噴的 Padadiw唱歌麻糬就上桌啦！至於為什麼麻糬會

唱歌呢？這個秘密就只有您親自來體驗才能知道囉！ 

 

【屋拉力部落-參與豐年祭一起吼嗨央】 

阿美族的豐年祭是具有以下深厚的義意的:第一豐年祭是阿美族的過年。第

二豐年祭是感恩的節日。第三是阿美族選擇結婚對像的重要時候。第四是感

恩家人鄰居朋友一年來對本家的協助與支持並教導。第五此時也是社區部落

青年團隊的服務，軍事化的教育訓練更是在此階段做一個檢閱。您想要體驗

阿美文化嗎？趕快前進部落喔~ 

 

 

 

 
 
【奇美部落-達達鹿尋蜜 tatadok文化泛舟】 

tatadok(達達鹿)是阿美語順流而下的

意思，運用現代的船筏設備，舒適晃蕩

在群山環抱的秀姑巒溪當。讓奇美部落

的勇士帶著你順著溪水一路說故事、撒

網、抓蝦、野炊、玩耍、盡情融入阿美

族文化與大自然嬉戲。讓你放鬆心情慢

慢體會古老部落的文化智慧，以及大自

然的驚奇。沿途解說奇美故事、解說秀姑巒溪生態、撒網、抓蝦、野

炊、石頭火鍋、奇美御飯團便當、奇美冰涼萬歲飲品，上岸後盥洗、

品嚐部落風味餐、傳統屋體驗、部落文化導覽等。 

 

三、行程內容： 

08月 10日 12點 50分瑞穗火車站西站集合—Padadiw會唱歌的麻糬、製作麻繩編手提袋(馬立雲部

落)—享受部落風味饗宴、部落豐年祭(屋拉力部落)—夜好眠—奇美部落 Tatadok（達達鹿）文化之

旅、享受部落風味饗宴、解說傳統茅屋(奇美部落)—08月 11日 16點賦歸溫暖的家。 



 

 

四、出團備註： 

  (一) 本行程體驗費用計新台幣 800元，活動前需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1,000元)始完成報名，名額    

       40 位，額滿為止。 

  (二) 參加人員需全程參與，保證金 (1 千元)扣除體驗費用（800元）後，計新台幣 200元於活 

       動結束前退回。   

  (三)因私人原因臨時取消參加時，請於行程開始 5日前告知主辦單位，得退還保證金七成；逾期 

      恕不退費，請於報名前謹慎考量。 

  (四)本行程包含體驗行程、風味餐、保險等；因提供原住民風味餐 ，恕不提供素食，請素食者於 

      報名前納入考量。 

  (五)本行程為二天一夜，為利活動流程順遂及安全考量，務必搭乘交通車，費用為 1人 300元。

(本所僅提供轉介服務，款項逕付業者)。 

  (六) 因八月適逢旅遊旺季，房間數量有限，本行程住宿由本所提供轉介服務（款項逕付業者），

遊客亦可另尋本鄉其他住宿（惟需注意配合行程時間）。 

  (七)本行程請勿攜帶寵物，敬請配合。 

  (八)服裝請以輕便休閒為主，防曬、防蚊、禦寒及其他個人所需用品請依需求自行攜帶。 

  (九) 本次旅程前往【奇美部落】有下水體驗 tatadok文化泛舟，參加之幼童限年齡 7歲以上或身

高 120CM以上，並請以輕便著服、著軟底布或膠鞋為宜，並多備更換之衣服。  

 (十)為了響應綠色環保政策，本所不提供碗筷，請自備餐具及環保杯。 

  (十一)本行程如遇重大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得由主辦單位決定停止活動，並退還全額保證  

        金。 

  (十二)其他注意事項請上花蓮縣瑞穗鄉公所網站查詢。 

  (十三)本次小旅行活動若有相關疑問，可諮詢瑞穗鄉公所 03-8872222分機 181、182。 

 

 

 

 

 

 

 

 

 

 

 
 
 
 
 
 



 

 

部落有機農特產業體驗小旅行 
日期：108年 8月 17、18日(星期六~日) 

一、第三梯次活動名稱：《稻地春風、珍珠加蜜》 
二、遊程特色：1.插秧樂，農夫實習體驗。 
              2.參與迦納納部落豐年祭一起吼嗨央。 
              3.蜜境大冒險。 
              4.花見茶珍珠 DIY。 
 

【水尾稻人-插秧樂】 

知道米飯是怎麼來的嗎?知道米飯生長在

哪裡嗎?有多久沒有光著腳丫踏在柔軟的

土地上，感受土壤的溫度了，歡迎你來到

花蓮縣瑞穗鄉純淨的秀姑巒溪旁體驗，插

秧方法、技巧，一同感受玩泥巴的樂趣!

不單單只有插秧活動，還可以到農園裡採

收當季新鮮的蔬果，更能體會蔬果的栽培方法及樣貌。 

 

【迦納納部落-參與豐年祭一起吼嗨央】 

歌舞是豐年祭活動的重心，有歌舞才是完整的豐年祭。豐年祭的歌

舞男女有別，由男子擔任主要角色，女子僅居於助興地位。歌和舞

不能分開，且無個人表演，須加入隊伍同唱共舞以體會歌舞的意義

及精神所在。雖然豐年祭是以歌舞貫穿整個祭典活動，但整個祭儀

是必須分為準備、迎靈、宴靈、送靈等階段。您想要體驗阿美文化

嗎？趕快前進部落喔~ 

 

【宇還地有機農場-蜜境大冒險】 

知道蜂蜜是怎麼來的嗎?想了解蜜蜂的生態嗎?蜂蜜除了

風味香醇，營養價值高，且含有大量易於人體吸收的葡

萄糖與果糖，更富含多種維生素、礦物質及胺基酸。根

據神農本草經記載：「蜂蜜甘平無毒，主益氣補中，久服

輕身延年」，自古以來，已被老祖宗當作天然的營養品。

歡迎你來到宇還地親自體驗蜜蜂生態導覽。 

 
【好茶工作室-花見茶珍珠 DIY】 

花蓮縣瑞穗鄉種植柚子面積居全台之冠，面積超過四

百公頃，每年 3、4月是柚花盛開的季節，利用在地原

有的自然資源，將柚子茶作成粉末後，加入台灣生產

的樹薯粉及甜香的蜂蜜，製作成天然的珍珠，與瑞穗

知名的吉蒸牧場的鮮奶融合著，濃純香郁的醇香花茶

味，融在口中衝撞著我們味蕾感。 

 
 
 
 
 
 
 



 

 

三、行程內容： 

08月 17日 12點 50分瑞穗火車站西站集合—小農夫體驗、採鮮趣、煮食樂(水尾稻人)—饗宴部落

風味餐饗宴及部落豐年祭(拉加善部落)—夜好眠—蜜境大冒險、饗宴午餐-當野菜遇到西餐(宇還地

有機農場)—茶園導覽及體驗採茶、製茶過程解說及花見茶珍珠 DIY(好茶工作室)—08月 18日 17點

賦歸溫暖的家。 

四、出團備註： 

  (一)本行程體驗費用計新台幣 800元，活動前需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1,000元)始完成報名，名額   

       40 位，額滿為止。 

  (二)參加人員需全程參與，保證金 (1 千元)扣除體驗費用（800元）後，計新台幣 200元於活  

       動結束前退回。  

  (三)因私人原因臨時取消參加時，請於行程開始 5日前告知主辦單位，得退還保證金七成；逾期 

      恕不退費，請於報名前謹慎考量。 

  (四)本行程包含體驗行程、風味餐、保險等；因提供原住民風味餐 ，恕不提供素食，請素食者於 

      報名前納入考量。 

  (五)本行程為二天一夜，為利活動流程順遂及安全考量，務必搭乘交通車，費用為 1人 450元。

(本所僅提供轉介服務，款項逕付業者)。 

  (六) 因八月適逢旅遊旺季，房間數量有限，本行程住宿由本所提供轉介服務（款項逕付業者），

遊客亦可另尋本鄉其他住宿（惟需注意配合行程時間）。 

  (七)本行程請勿攜帶寵物，敬請配合。 

  (八)服裝請以輕便休閒為主，防曬、防蚊、禦寒及其他個人所需用品請依需 

      求自行攜帶。 

  (九)為了響應綠色環保政策，本所不提供碗筷，請自備餐具及環保杯。 

  (十)本行程如遇重大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得由主辦單位決定停止活動，並退還全額保證  

        金。 

  (十一)其他注意事項請上花蓮縣瑞穗鄉公所網站查詢。 

  (十二)本次小旅行活動若有相關疑問，可諮詢瑞穗鄉公所 03-8872222分機 181、182。 

   

 
 
 
 
 
 
 
 
 
 
 
 



 

 

 部落有機農特產業體驗小旅行 
日期：108年 8月 24、25日(星期六~日) 

一、第四梯次活動名稱：《柚見春魚、豐彌全場》 
二、遊程特色：1.柚遇見花香 DIY。 
              2.參與馬聚集部落豐年祭一起吼嗨央。 
              3.一葉ㄧ世界葉拓包 DIY。 
              4.阿美族魚簍捕魚體驗。 
 

【熊舞春生態農場-柚遇見花香 DIY】 

三月正值柚花開放， 在花朵初綻至飄落之前，以人工方式採摘，才能夠

保存最初而且迷人的香氣，並透過許多柚花產品，手工柚香皂、柚花蜂蜜

檸檬果茶及柚香蕉麻糬體驗，讓開花起就受到市場及消費者的關注，每年

的柚花節同時也吸引大量遊客造訪，皆能促進永續發展且結合在地特色的

農產品，彷彿柚花整年都在綻放著濃濃的香味。 

 

 

【馬聚集部落-參與豐年祭一起吼嗨央】 

按照傳統的習俗，豐年祭在夜晚揭開序幕，第一天禁止女孩子參與，最後

一天則部落全家大小全部參加，也在此時會邀請旅客一起參加慶典。豐年

祭有專屬的歌曲，各個年齡階級又有屬於自己的歌謠。豐年祭活動中包含

了對年輕男子生活禮儀、歌謠、舞蹈的訓練，而非外界認知純粹娛樂性的

歌舞。舞蹈時也有一個社會規範:依次由年齡階級高者帶頭領唱，每一階級

依序圈舞，不能混亂。目的在讓部落族人有向心力及文化傳承的使命。您

想要體驗阿美文化嗎？趕快前進部落喔~ 

 

【彌勒有機果園-一葉ㄧ世界葉拓包 DIY】 

有機農業的永續發展遵循著大自然法則，堅持友善土地的

種植方式，不僅保護大地，也在生活中傳遞友善土地的生

活態度-「有健康的土壤，健康的蔬菜」。花蓮瑞穗彌勒有

機果園的黃彥儒，返鄉陪伴年邁的父母，回到故鄉照顧果

園的果樹，回歸樸實。生活中我們與植物共存，共享著同

一片天空，呼吸著一樣的空氣，從路邊的小草，小花到餐

桌上的蔬菜、水果與森林裡的高大樹木，你曾仔細的觀察

它們葉脈姿態嗎？大自然花草樹木隨著四季更迭美麗的葉片也在時光記憶裡留

下深刻的拓印，夏天的季節裡走進森林採集自己喜歡的葉子從植物觀察到葉片拓印延續植物生命的

想像，將大自然的倩影帶回家吧! 

 

【屋拉力部落-阿美族魚簍捕魚體驗】 

阿美族祖先傳承下來的捕魚技術相當精湛，以往阿美族部落在小米收割的

最後一天，男性族人會前往捕魚，並祈求海神賜給部落一年豐足的雨水，

免除部落的疾病和瘟疫，同時保佑漁獲豐收、族人平安，這是阿美族捕魚

的由來! 捕魚祭中可以觀察到阿美族年齡階級組織一脈相傳的長幼有序、

敬老尊賢的美德，各級年齡階層彼此競爭，長老不但檢視各級男子的捕魚

成果，表現優良者給予讚許，表現不佳者更會嚴加訓示，捕獲而來的上等

魚肉會先請長老品嚐，然後再依據肉質優劣、數量多寡漸級分食而下。上



 

 

一級吃不完的魚食要拿給下級，如此一直往下傳，不浪費食物。「捕魚節是阿美族傳統的重要節日和

文化傳承」，族人堅持維護傳統，把祭儀和捕魚技藝傳承給下一代! 

 

三、行程內容： 

08月 24日 12點 50分瑞穗火車站西站集合—柚見花香 DIY(熊舞春生態農場)、部落豐年祭(馬聚集

部落)—夜好眠—一葉ㄧ世界葉拓包 DIY、餐桌上的綠革命有機食堂(彌勒有機果園)、阿美族魚簍捕

魚體驗(屋拉力部落)—08月 25日 16點賦歸溫暖的家。 

 

四、出團備註： 

  (一) 本行程體驗費用計新台幣 800元，活動前需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1,000元)始完成報名，名額  

       40 位，額滿為止。 

  (二) 參加人員需全程參與，保證金 (1 千元)扣除體驗費用（800元）後，計新台幣 200元於活   

       動結束前退回。   

  (三)因私人原因臨時取消參加時，請於行程開始 5日前告知主辦單位，得退還保證金七成；逾期 

      恕不退費，請於報名前謹慎考量。 

  (四)本行程包含體驗行程、風味餐、保險等；因提供原住民風味餐 ，恕不提供素食，請素食者於 

      報名前納入考量。 

  (五)本行程為二天一夜，為利活動流程順遂及安全考量，務必搭乘交通車，費用為 1人 450元。

(本所僅提供轉介服務，款項逕付業者)。 

  (六) 因八月適逢旅遊旺季，房間數量有限，本行程住宿由本所提供轉介服務（款項逕付業者），

遊客亦可另尋本鄉其他住宿（惟需注意配合行程時間）。 

  (七)本行程請勿攜帶寵物，敬請配合。 

  (八)服裝請以輕便休閒為主，防曬、防蚊、禦寒及其他個人所需用品請依需求自行攜帶。 

  (九)本次旅程前往【彌勒有機果園】為個人衛生起見，請自備以下物品： 

       1、膠鞋需自備。 

       2、斗笠、頭巾及袖套。 

  (十一)為了響應綠色環保政策，本所不提供碗筷，請自備餐具及環保杯。 

  (十二)本行程如遇重大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得由主辦單位決定停止活動，並退還全額保證  

        金。 

  (十三)其他注意事項請上花蓮縣瑞穗鄉公所網站查詢。 

  (十四)本次小旅行活動若有相關疑問，可諮詢瑞穗鄉公所 03-8872222分機 181、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