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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堆遊春四日篇

六 堆 遊 春 四 日
2022 年 03 月 28～31 日

中堆（竹田）
、前堆（長治）
、後堆（內埔）
、左堆（佳冬）
、右堆（美濃、高樹、
杉林、六龜）
、先鋒（萬巒）
第1天
2022/03/28
Mon

台北/高雄/屏東
交通工具：旅遊小巴
建議台北出發的高鐵: <117> 09:31/11:05
11:15 集合:左營高鐵站。
午餐後遊覽林後四林平地森林園區:原是台糖
農場，自 2002 年起配合「平地景觀造林及綠
美化計畫」進行造林，園區內造林樹種主要有
台灣櫸、樟樹、無患子、水黃皮等 20 餘種;農
場田地出租種植南瓜、西瓜、香蕉等作物，
擁有混和林、農田、草生地，包含社區、
森林與農業並存的園區，展現了人與自然
和諧的態度。
園區建設過程中所產生的廢棄土方均於現
地做有效再利用，於平坦園區內堆置出二
處至高點，包含 9 公尺的夏至丘，及 6 公尺的冬
至丘。藝術家以排灣族人視為珍寶的琉璃珠進行
大型珠串作品創作，放置於夏至丘下方代表了對
北大武山及祖靈的敬仰。輕鬆步行約 2km，亦可
租腳踏車環園。
勝利星村創意生活園區: 屏東市的勝利新村和台
灣大多老眷村的命運一樣，都走入歷史的暮色之
中。分區逐步整修後的勝利新村，將過去眷村的
屋舍及文化完整保留，並融入了新時代的創意及
年輕人的活力，成功進化成為「勝利星村創意生
活園區。日據時期建築加上眷村文化，造就獨樹
一格的新風格，屏東勝
利星村創意生活園區
V.I.P ZONE 被稱為全台最美的文創區;在這裡，
可恣意走逛、巷弄穿梭，或享受美食、午茶、或
逛市集，沉浸在竹籬笆的懷舊氛圍中，感受濃濃
的眷村氣氛與南國悠閒慢時光。
目前保存了約眷舍 69 棟房舍，形成了屏東市
區最有特色的聚落及街區。有 50 多家品牌進
駐，包含餐廳咖啡店、服飾織品、在地特色選
物店、表演藝術、獨立書店、風格花藝、劇團
和文旅等。
屏東市近 40 年歷史的黎記冰糖醬鴨，接手的
第三代、25 歲黎承諭將老店帶回眷村，他說，冰糖醬鴨從眷村起家，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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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勝利星村，認識屏東在地眷村美食。黎記冰
糖醬鴨第一代創辦人 85 歲李福喜說，孫子願意接
手，讓醬鴨的味道能延續傳承，感動也很欣慰。
當年住在屏東市崇蘭里眷村，街坊鄰居一起料
理、吃飯，家裡的冰糖醬鴨受好評，慢慢開發成
商品，從自家廚房做起，在眷村裡開店，由於料
理過程繁複，又有「功夫鴨」之稱。如今由第三代接班人 25 歲黎承諭（中）
，
媽媽陳淑美（右）傳承奶奶李福喜的手藝。

宿: 屏東同合農科商務會館
第2天
2022/03/29
Tue

屏東市/內埔鄉/潮州鄉/佳冬鄉/屏東
交通工具：旅遊小巴
拜訪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
心:裡頭有著被人類非法走私、非法進口及棄養
的動物，種類眾多，例如紅毛猩猩、馬來熊、
長臂猿、亞洲黑熊、彪、食蛇龜、穿山甲和石
虎等，而收容中心最多的物種以靈長類居多。
看似動物園，但其實每隻動物都有讓人辛酸的
故事，幸好在收容中心能得到愛心的照料。在
義工朋友的帶領與解說下，來學習動物生命教
育課程。
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教授謝寶全，為協助
農民提升農產品
附加價值，以其
微生物發酵專
長，研發出許多商品，其中「薄鹽醬油」更是
超人氣。我們順便購買向負盛名的屏大醬油。
味道甘甜適合沾醬或是入菜。
午餐後南行，
途經長治溪河
濱公園:每年 3 月 4 月都是花旗木的盛開
期，河堤路沿線的花棋木長滿白裡透紅的花
朵，宛如置身櫻花道。
佳冬鄉客家聚落:佳冬屬於六堆中的「左
堆」，是典型的防禦性聚落，也是當中唯一靠
海的地域和全國
古蹟密度最高的
地區。
步行遊覽西柵門:
在清代閩粵關係
緊張的情況下，鄰近又有排灣族，因此閩、客、
排灣族三個族群間經常發生衝突。客家人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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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各村庄周圍皆種植莿竹，並在村庄的東、
南、西、北四個方位設有柵門，以作為防衛及進
出村庄之用。柵門在日後每改建為磚石的門樓。
蕭家祖屋:建於清咸豐年間，由蕭家第 19 代祖先
來台經商致富後，聘請唐山師傅仿故鄉廣東梅縣
的大宅格局而興建，古厝採用雙回字型的客家圍
龍屋形式，在格局或細部雕飾上都相當考究，使
這座建築不僅充滿傳統客家大宅的建築之美，還
融合河洛式的風格，並是台灣唯一五堂六院，顯
現氣勢十足的大宅院外觀。
居民在老建築牆上，印上客家詩詞和歌詞作品，
打造「詩人步道」。以詩詞文學搭配藝術創作，
點綴社區，讓遊客以「走讀」的方式，靜下心來，如同閱讀一樣，認識客
庄。
晚餐後返回飯店。
早餐: 山莊內
午餐:
晚餐: 住宿飯店
宿: 屏東同合農科商務會館

第3天
2022/03/30
Wed

屏東市/竹田/潮州/萬巒/高樹/內門
交通工具：旅遊小巴
遊覽屏東廢墟遺址公園:屏東縣政府整治殺蛇溪
時發現日據時期遺留的台糖舊廠和紙漿廠，經過
新舊融合的空間再造，成為「全台獨一無二的地
景融合機構」
。將荒廢 27 年的
廢墟改造為全台首座結合工業
遺址、水岸廊道而生的新型態公園，再次讓屏東美出新
高度。設計時刻意保留台糖舊紙漿的工業遺址，如地基
斑駁牆面、牆上模糊標語，令人重溫出百年歷史風貌。
「在水一方」，是以紙廠漿廠
時代的水池樣貌為設計概
念，打造一條不斷抬升到水面的特殊路徑，走入
其中有如漸漸踩上
水面，能感受四周風
景倒映在水面的風景。從池外往內看，更有一
種漫步水面的視覺感。
午餐後遊覽竹田驛園:
老車站竹田火車站建於
1939，至今已超過一甲子的歲月；曾經是竹田人的
共同生活地標，現在是台灣重要的古早車站保留園
區。日據時代留下的木構造車站保留著當時古樸優
雅的風格，車站大和頓物所咖啡: 將碾米廠改造，保留倉庫老樣加入新的
第 3 頁，共 5 頁

富都假期
FORTUNA HOLIDAY

六堆遊春四日篇

工業風設計風格，也讓這裡搖身一變成為唯
美玻璃屋咖啡館，在這新舊建築風格結合再
生的空間，不管點餐或是參觀，不妨放慢腳
步，好好感受歲月輪轉的痕跡與屬於這的靜
謐感!
檳榔樹原本是屏東內埔、萬巒一帶農民賴以
維生的作物，但因經濟價值日漸減少，政府與
民間亦不鼓勵栽種，農民於 15 年前陸續尋找
替代作物轉作。屏東六堆客庄於十多年前開始
種植可可樹，台灣巧克力更在近年躍上國際舞
台，成為巧克力大賽的常勝軍。參觀 Cocosun
可茵山萬巒創始店，由導覽員帶我們在結實纍
纍的園中穿梭，彷彿尋寶般找尋樹幹上冒出的
可可小花，以及隱匿於樹叢間，呈現綠、黃、
紅繽紛色彩的可可果，在聆聽可可故事之餘還
能品味可可茶，感受可可的多樣魅力。
遊覽萬巒彩繪吊橋: 是全台第一座 3D 彩繪吊橋，橫跨佳平、東港溪匯流
處，全長約 168 公尺，寬 2 公尺美麗的彩虹吊橋，可以朝迎大武山晨光，
暮送倒影在東港溪的夕陽，加上紅色橋身倒映水
面，潺潺流水與兩岸土堤翠綠青草，構成一幅大
自然美景。
赴高樹鄉採蓮霧。屏東是蓮霧重要生產基地，占
全國產量面積 7 成，產期由 12 月可以到五月。
我們由在地朋友選擇有機栽培的作物，享受採果
樂。抵達飯店品嚐內門總舖師的晚餐。
早餐: 山莊內
午餐:
晚餐:山莊內
宿:益賢山莊

第4天
2022/03/31
Thu

內門/六龜/美濃/杉林/旗山/左營(44km) 交通工具：旅遊小巴
春暖遊六龜賞花旗木:一貫道寶光建德神威天臺山
道場是全亞洲前幾大的一貫道道場，好似漫步在東
京著名的明治神宮般，非常靜謐、古樹參天、又有
些許宗教的肅穆感。中午在
美濃林家粄條店午餐客家。
下午赴杉林消遙園地有機
菜園摘菜。品嚐旗山糖廠的
酵素紅豆冰淇淋。旗山老街自由購買土特產伴
手禮。17:55 左營站-19:29 台北站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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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說明》
售價: NT$12,000. (含行程內之食宿交通、保險、優秀導遊-王逢月全程導覽。不含
高鐵票。團體由高雄左營高鐵站開始、結束。
本團使用 26 座椅的大中巴，行李箱在車外；限量 15 人以內小團。。
行程特色:
來到屏東，常常聽到或看到「六堆」
。這個實際存在，卻在地圖上找不到的地區，其
實是南部客家庄的統稱。我們走讀客庄桃花源、品嚐在地小吃、遊覽農業六級化的
農林蔬果產業。
選取屏東拿下國際大獎 (2021 美國 MUSE DESIGN AWARDS 景觀設計類「公園與
開放空間」項目最高殊榮「鉑金獎」)的遺址公園，50 年台糖紙漿廠遺址變身，融入
殺蛇溪水岸藍帶與綠帶整治，漫遊殺蛇溪河岸、走入地坑與水池探索。
屏科大保育動物收容中心每年得到林務局龐大金額的伙食費，讓曾經苦難的動物得
以善養；必得由志工安排才得以參觀喔。
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FORTUNA TRAVEL SERVICE CO., LTD.
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電話:(02)2562-8128
傳真:(02)7701-3158
電子郵件:william@ftntour.com.tw
交通部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甲字第 0041 號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TQAA)品保編號：北 0051
公司網址:http://www.ftntour.com.tw/
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ftntour/
富都假期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pages/fu-dou-lu-xing-she-fu-dou-jia-qi/16574347679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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