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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的故鄉～武界祕境賞櫻三日 
毛毛蟲山．沐心泉賞櫻+彭家梅園 

 

每年一月底到三月中，二萬多株櫻花開滿武界部落， 

粉嫩的花海在海拔約 1,700公尺的茶園中綻放， 

與層疊的山巒、柔軟的雲海、清新的茶樹交織出絕世美景！ 
 

出發日期：2021/01/25、02/01.22 

成團人數：6人 

行程特色：武界毛毛蟲山賞櫻、沐心泉休閒農場賞櫻、深度體驗武界部落祕

境、日出觀景台+自助式早餐、彭家梅園賞梅、集集火車站 

特別安排：部落縱谷溯溪涉水、寶湖宮地母廟祈福、和服體驗、紅茶文化體驗 

餐食特色：部落美食風味餐 

 

行程內容 

DAY１：台北集合出發-寶湖宮地母廟-埔里午餐-武界祕境探訪-部落風味晚餐-

烤肉宵夜+卡拉 OK歡唱 
07:00~07:30 台北集合～～準時出發，因團體行程活動，逾時不候。敬請見諒!! 

10:30~11:15 寶湖宮地母廟～為新的一年祈福 

「寶湖宮地母廟」位在南投縣埔里

鎮，創建於民國三十六年，「地母

廟」是一塊寶地，一座座鋪滿綠色琉

璃瓦片的莊嚴宮殿，給人一般沉穩寧

靜之感。主祀神旨為掌管大地山川之

地母尊，最九龍池，相傳只要到九龍

池中沐浴便可消災厄， 每年農曆的十

月十八日為地母至尊的聖誕，廟中會

舉辦盛大的法會。 

12:00~13:00 午餐：埔里鳥居喫茶食堂 

沒辦法出國玩耍也沒關係，台灣就有好多讓人一

秒到國外、有著濃濃異國風情的旅遊景點!! 是由廢

棄的日據時代「台糖遙拜所」改建而成的日式庭園

餐廳。這裡曾是臺灣地區海拔最高的新式製糖工廠

「埔裏社製糖所」裡供糖廠員工祈求平安的神社，

鳥居喫茶食堂日據時代神社改建的庭園有著濃濃日

式風情，還有提供浴衣體驗、餐飲服務～來拍美照

及用餐超愜意。(浴衣租借大人$200/人) 

13:30~17:00 武界祕境探訪：搭乘部落祕境專車溯溪、新武界

引水道拱橋、魚嘴岩、幸運石～龍紋石、萬年水波石、一線天戲水 

「武界」是布農族分布最北的部落，與泰雅族緊鄰交界，早期經常爭搶獵區

互戰，停火議合劃分界線而命名。「武界部落（法治村）」是布農族卓社群的

原住民社區，也是台灣布農族分布最北的一支坐落在武界山和干卓萬山之間，

http://nt.okgo.tw/
http://puli.okgo.tw/
http://puli.okgo.tw/


 

     

p.2 

並有濁水溪與栗栖溪穿流而過，形成山高谷深的峽谷地形，由於清晨有雲海湧

現，而被稱為「雲的故鄉」。 

走一趟武界看見大自然的美麗，站在山上俯瞰武界部落，風吹雲海，雲海瞬

間淹沒整片山間，在山與山之間流竄著，彷彿來到美麗的世外桃源，在這可享

受原始淳樸的美景，也可聽聽布農族的部落文化，將都市塵囂與煩惱一起拋到

腦後，體驗山中無甲子的悠哉～～ 

 

 

 

 

 

 

 

 

 

新武界引水道拱橋～武界新地標 

「新武界引水隧道」工程，是臺灣的一項水

利工程，連接原有武界壩、新建之栗栖壩及日

月潭，將武界壩上游濁水溪及其支流栗栖溪溪

水以越域引水方式引入日月潭。引水道最主要

的功能就是確保日月潭水源穩定，提高日月潭

發電系統利用率及運轉可靠性。該工程總經費

為新台幣 90億元，其中「新武界引水隧道」

與栗栖溪引水隧道總長約 16.5公里，是台灣

最長的引水隧道，過河段輸水鋼管拱橋則位於

武界壩下游約 3.5公里處，採大跨度 SRC的拱

肋拱橋，拱橋長約 165公尺，距離河面達 55

公尺高，已成為武界的新地標。 

魚嘴岩 

「魚嘴岩」是在新武界引水道下方一塊像魚張開嘴的大石頭，在這片寬廣的

河床上，運氣好的話可以發現小幸運喔。 

幸運石～龍紋石 

「龍紋石」是台灣特有礦產，內含豐富的銅礦物和多種礦物質，原石顏色以

青銅色居多，「龍紋石」的特色就是金、玉、石與共，經過琢磨之後，可展現

不同的閃閃發亮金屬線條，因而得名。目前台灣僅有三個「龍紋石」產地：宜

蘭清水溪、南投濁水溪和高雄老蕽溪，在這裡，您可以找尋看看象徵幸運的龍

紋石。 

萬年水波石 

在武界的產業道路旁，有一大片露天鐘乳石岩壁，因為岩壁的泉水中含有二

氧化碳，將岩壁上方的石灰石溶解生成碳酸氫鈣，並溶解在泉水中，娟娟滴水

如水蓮般的流下終年不停，使得這片山壁的鐘乳石形成得比一般岩洞鐘乳石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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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倍，每三年大約以一公分速度成長；武界當地人稱這片鐘乳石為「水洗

石」，台語則為「水波石」。 

一線天 

位在濁水溪支流栗栖溪匯口處的「一線天」，是由濁水溪切割出來的獨特地

型，溪水從兩片高聳的巨岩之間穿過，站在溪流中往上望就像一條細線般，人

在峽谷下有如螞蟻般的渺小，不經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前往「一線天」的

河床寬敞平坦，溪水清澈冰涼，兩岸風景迷人，讓人驚艶大自然的天然畫作。 

 

 

 

 

 

 

 

 

 

 

 

 

 

 

 

 

 

 

17:30~18:30 晚餐-享用部落美食風味餐 

19:30~21:00 烤肉宵夜+卡拉 OK歡唱 

21:00~      晚安，武界～～ 
 

餐 食 早餐：Ｘ / 午餐：埔里鳥居喫茶食堂（含餐、不含飲料） / 晚餐：武界部落美食風

味餐 / 宵夜：烤肉宵夜 
 

住 宿 武界休閒民宿 或 同級 

 

DAY２：觀景台賞櫻、看日出、雲海+自助式早餐-武界祕境探訪-部落風味午餐

-彭家梅園-Hohocha 喝喝茶 
04:00~04:30 早安，武界～～起早前往欣賞期待的櫻花花海、日出和雲海，耀眼的陽光將帶

給我們一整天活力喲。 

04:30~07:10 賞櫻 觀景台賞櫻、看日出、雲海+自助式早餐 
我們在清晨來到海拔 1,400公尺高的獨家日出觀景台，映入眼帘的是層層疊

疊浩瀚無垠的雲海，茶園隱身於山嵐之中，虛無飄渺宛若仙境。冷冽的空氣

中，屏氣凝神等待第一道曙光的出現，璀璨的朝陽躍出山頭的那一剎那，金色

陽光灑在白雲上，讓人感動不已。 

武界一年四季都是觀雲海的好時機，尤其是晨間的雲海在山谷中翻騰的景

致，更令人驚艷。武界高山茶園擁有絕佳的視野，在一片翠綠中，呼吸的空氣

都是清新乾淨的，相應潔白的雲海，更襯托出一片清靈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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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景台上除供應現做中式自助式美

味早餐、烤吐司，還有現做熱咖啡供應

喔（需付費），您可以同時從容享受早

餐和觀賞日出、雲海。 

08:50~11:30 武界祕境探訪：台電公司-肖楠步道、

思源吊橋、好漢坡、安寧宮、眺望武界

水壩、溢洪道或曲冰部落 

賞櫻 台電公司-肖楠步道 

「台電公司-肖楠步道」是本行程步行前往「思源吊橋」的起點，步道旁種

植了一整排台灣肖楠木（俗稱台灣壇香），步道旁種植許多櫻花樹，花開時

節，滿眼粉嫩映入眼簾，與肖楠木的綠意相呼應，形成一幅天然美景。 

思源吊橋 

延著步道往前走來到「思源吊橋」，「思源吊橋」由日人建於 1919年，提

醒布農族人不忘本「飲水思源」而命此名。吊橋全長約 100公尺，細長優雅地

橫跨濁水溪上游峽谷兩側，是部落最高也最古老的吊橋，台電於 1955年翻

修，並於 2017年再次翻修（為安全起見，行走吊橋限制人數 10人）。 

武界水壩 

「武界水壩」為一座攔河堰，跨及法治村、萬豐村，在日月潭東北方約 12

公里之處，於 1919年動工至 1934年完工，壩高 57.6公尺，壩長 86.5公尺，

主要功能為攔截濁水溪主流及萬大溪的溪水，透過引水道將水送至日月潭蓄水

調節，再引入發電廠發電。濁水溪上游輸沙量大，武界壩攔阻許多沙石，形成

沙洲綠意美景，土耳其藍的湖面，宛如身置歐洲美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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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00 午餐-享用部落美食風味餐 

14:00~15:30 賞梅 彭家梅園 
「梅花梅花滿天下、越冷她越開

花」，這是台灣人耳熟的旋律，沒

錯！每年一月正是觀賞梅花的最佳季

節。位於南投仁愛鄉互助國小後方的

「彭家梅園」，過去是所有熱愛攝影

的旅客的私房景點，隨著社群媒體的

傳播，現在已經成為熱門 IG打卡點

之一。 

16:10~17:10 Hohocha喝喝茶 

台灣香日月潭紅茶廠「Hohocha喝

喝茶」為一棟三層樓高的大型木造建

築，搭配日式庭院佈景，整體散發著

一股日式風情。在台灣，從平地到高

山都有茶樹蹤跡，辛勤的茶農們在這

塊土地上孕育出多元且美好、享譽世

界的茶風味。然而在先天作物看天吃

飯、後天缺乏行銷通路等資源的整合

之下，茶農的辛苦往往不易被看見。

「Hohocha喝喝茶」深耕當地多年，

透過合約契作與魚池在地小農穩定長期合作，保障農友辛苦種植成果能夠有所

收穫效益，與農友一同成長，守護發揚魚池鄉及日月潭地區的紅茶文化。來到

「Hohocha喝喝茶」，從茶樹、茶種、製作開始了解，您將會發現原來一杯茶

可以說出很多故事，從傳統到創新，帶您懂知識、喝好茶。 

17:30~      入住飯店、晚餐敬請自理 

 

餐 食 早餐：日出觀景台自助式早餐 / 午餐：武界部落美食風味餐 / 晚餐：敬請自理 
 

住 宿 和正大飯店 或 埔里小鎮歐式休閒民宿 或 同級 

 

DAY３：集集火車站-沐心泉休閒農場-快樂賦歸 
07:00~08:00 早安，埔里～～ 

08:50~10:00 集集火車站 

「集集火車站」建於 1930年，是一

座以檜木建造的古老車站，可說是集

集鎮的地標，也是鐵路集集支線上最

知名的站點；曾因 921地震損毀，完

成重建後的火車站，仍保有日式木造

外觀，是目前碩果僅存日治時代留下

的火車站。1994年，在鐵路局與鎮公

所的合力推展下，集集支線的小火車

轉型為觀光彩繪列車，假日時遊客絡

繹不絕，讓集集重現早年的風光。來到集集火車站除了體驗鐵道文化與飽覽沿

途秀麗的景緻，更能感受當地居民「打斷手骨顛倒勇（台語）」的韌性。 

11:30~14:30 賞櫻 午餐+沐心泉休閒農場賞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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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程 6 人成團～行程中無安排領隊全程陪同，由小車司導為賓客

們服務，司導將負責開車並聯絡行程中食宿等安排，基於行車安全考

量，行程景點提供簡易導覽。 

 

「沐心泉休閒農場」位於台中新社

600至 900公尺的高海拔山上，向南

可望酒桶山，西可遠眺台中港，東看

大雪山，農場東側與大甲溪河床約有

300多公尺的落差，其遼闊的景緻不

亞於站在台北 101俯瞰台北市；為了

不破壞山林的原有景緻，農場內不論

是涼亭、步道甚或屋頂皆以原始樸素

的基調去造做，以融入這片大自然的

好環境。除了寬闊的平台外，更將原有 2公里的農路修築成 4米寬的平坦道

路，道路兩側除了原有的嫩草鮮花與長年老木外，更滿山遍地種植了櫻花、杜

鵑、野百合、薰衣草、楓樹、金針花、油桐花、黃金花……等，農場中有十幾

座涼亭以及數座公廁，可提供旅客最舒適的遊園環境，餐廳提供養生火鍋、各

式套餐、咖啡、冰茶、法式特調、花果茶、鬆餅、點心等餐點供旅客選擇。 

15:00~      快樂賦歸～～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 午餐：沐心泉休閒農場（敬請自理） / 晚餐：Ｘ 

 
※上述時間將依當天路況做適當的調整，讓我們的旅遊更順暢！※ 

 

  

 

 

出團備註 

☆山區民宿請勿以都會區大飯店設施理念來住宿。 

☆深山旅遊請以遊山玩水之旅遊價值來放鬆心情度假。 

☆行程中有涉水的部分，建議攜帶防滑鞋，部份路段較窄，敬請貴賓配合領隊引導，注意安

全！另請注意：山區天氣較不穩定，請自備遮陽工具及雨具。 

☆戶外活動建議攜帶帽子、遮陽傘、相機、急救藥品等。 

☆此行程安排入住武界休閒民宿，因房況有限，恕無法指定館別，且無開放與他人拼房。 

☆山區夜晚寧靜，加上隔天需早起，請注意音量，以免打擾到其他旅客及部落居民。 

☆武界部落行程出發後，行程時間可能會依照團員體力、交通狀况、部落活動等有所調整，

若有變動敬請見諒。 

☆武界部落民宿較為簡樸，有水電供應，但不提供盥洗用品（牙刷、毛巾、沐浴乳等）務必

自行攜帶盥洗用具。 

☆武界部落民宿為團體方式進行包房，若出發前兩周取消，房費將全額沒收，敬請留意。 

☆武界部落行程出發前如認定將遇天災等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即使氣象單位仍未公布，為

了旅客安全，仍延期出發，並另訂定出發日。若無法改期者，需扣除手續費每人 500元。 

☆武界部落行程途中，如遇颱風等不可抗力之特殊因素影響而致使無法完成行程，本公司有

變更行程、遊覽項目或食宿的權利。 

☆請於集合時間前提前集合報到，為避免影響後續行程及確保其他團友之權利，恕無法等候

遲到之團友，如旅客因個人因素脫隊或集合不到，本公司不予退費。 

☆相關行前注意事項與聯絡資訊，將於出發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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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行：若人數不足無法成團，將於行前 7天，通知您改期或全額退費。 

☆本行程安排小車司導随團服務，部落祕境探訪行程由部落安排專人及車隊服務。 

 

每人費用：NT$8,980 

 

費用包含 

☆車資：八人座小車來回車資及停車費、部落祕境專車。 

☆導覽：武界祕境導覽。 

☆餐食：２早餐、２午餐、１晚餐、烤肉宵夜。 

☆門票：Hohocha喝喝茶、沐心泉休閒農場。                                                                                                                                                                                                                                                                                                                                                                                                                                                                                                               

☆住宿：武界休閒民宿 或 同級／和正大飯店 或 埔里小鎮歐式休閒民宿 或 同級。 

☆貼心：車上每人每日１瓶礦泉水。 

☆保險：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２００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２０萬（實支實付）】。 

旅客未滿１５歲或７０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２００萬、意

外醫療保額新臺幣２０萬 (實支實付)】。 

 

費用不含 

☆司機小費$100/人/天。 

☆餐食：第２天晚餐、第３天午餐。 

☆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如飲料、酒類、私人購物費……等。 

☆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依規定旅客若有個別需求，得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建議、自費或自由行程所衍生之任何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