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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最 後 的 香 格 里 拉
台 東



如果用一個字形容台東，您會用
什麼字呢？

「真」是我認識的台東，卸下妝
彩美服，認識最真實的自己，也
是生命最重要的課題。

名作家徐璐在其著作「我的台東
夢」裡提到：如果是以心靈的距
離與速度，它花了我近十年，讓
我這個台北人，從宜蘭一路來到
台東，才找到了我內心一直尋尋
覓覓，可以札根落腳，可以過簡
單生活的地方。

台東因保護良好的自然山林、無
敵海景，純樸生活文化的獨特優
勢，成為企業家島內移民首選，
更是追求簡單、慢活的文人雅士
漂流必遊之地，是 2018 年旅遊
電子商務雜誌上唯一上榜的『十
大新興旅遊城市』。

他們，築夢台東
旅館教父嚴長壽在此成立公益平
台，創辦完全中小學；宜蘭不老
部落創辦人潘今晟受感召加入任
務式移居，為台東景觀美學把
脈；肯夢創辦人朱平築屋看海；
補教名師陳立成立未來學校；日
人青木淳為衝浪愛留台灣，東
河一舉成為世界衝浪聖地；更包
括鋼鐵大王、被動元件龍頭、金
控教父等企業家，各有隱山藏海
的品味居所，享受快活人生下半
場；藝術家們則設立工作室揮灑
創意，為台東注入新養份。

若您正在尋覓山居歲月生活，那
絕不能錯過台灣最後的淨土─臺
東香格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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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松山車站啟程 全覽神級山水

一嘗關山客家 手路風味料理

蔣勳翻轉小鎮 訪池上新地標

靜賞古典音樂 大坡池畔散策

國寶閩日建築 一嘗藥草晚宴

都蘭綠光森林 泳池畔觀星光

第2天
小農五蔬朝食 落雨松林散策

品味南島料理 私房四季旬味

台東歷史迴廊 寶町建築之美

夜幕品酩 藍調香頌微醺之夜

返回微光森林 淺嚐家廚料理

第3天
獨訪水產王國 椰林野營場

星級土雞學校 村長早點名

料理研究室 品賞文學藝術

南竹湖星廚 節氣產地盛宴

宿蔚藍秘境 攬太平洋入夢

第4天
東海岸隱藏 長濱山居歲月

藝術圈新銳 阿美工藝之美

新創原民料理 品純粹美味

揮別蔚藍太平洋 北上賦歸

每日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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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 是在地企業家於家鄉紮根及
提供青年就業機會，在都蘭這片
碧海藍天仙境，慢琢一處自然風
情。

園區坐擁山群，遠眺太平洋，以
天、海、山、林為主軸，落羽松
高低有致，陽光與海平面交錯出
光影線條美，走進 villa，感受大

攬山海入室
落羽松林會館
星空泳池畔觀星、賞月、
賞樂不捨入睡

自然的呼喚、心的悸動。

會館每扇窗都是畫框，將大自然
攬畫入室，無論是雲霧繚繞的山
巒或是蔚藍海景。走出房門獨門
別院的私人步道又引你看山、看
海、過生活。後山蓊鬱詩意，旅
人寧願恣意迷走，野餐桌、吊床
隨處散置。無論游泳垂釣、湖畔

觀景，靜心閱讀的旅人都能有自
己的一片天地，遊畢，泡個暖呼
呼熱湯，更是極上享受。

入夜，高處景觀台與星空泳池
畔，正是無光害台東絕佳的觀
星、賞月、賞樂美好所在，美空、
美聲、美好時光將讓人不捨入
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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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竹湖，近八仙洞、長虹橋，深
愛南竹湖生態環境及收藏美學成
痴的企業家，催生出一處人與自
然相處的靜謐美學空間。會館海
景無邊無際，海岸山脈疊嶺層
巒，隨時可看日、追日、戀銀河，
館內也一樣輕新脫俗。

二代企業家身段柔軟和鄉民打成
一片，發現偏鄉曾有冠軍主廚運
用產地食材教作法餐，遠赴法國
追到正與三星主廚學藝的明日之
星，回台打造主廚夢幻 24 人精
緻法國小館。

時常預約滿席的 9 道式節氣飲
食，有長濱白蝦、石頭蟹、海彈
塗、南湖風乾甜菜、玉里貞豚、
真柄竹筍、石梯坪海藻等，從山
野到海韻隨季演繹，仰望銀河，
慢 嘗 法 式 24 節 氣 產 地 餐 桌 盛
宴。

正當我們追求夢想中遙遠的蔚藍
海岸，其實台灣最美的東海岸已
開啟一段蔚藍世界的感動之旅。

蔚藍旅宿隱藏在南竹湖羊腸小
徑，設計師將東海岸的畫日風尚
帶入了絕美旅宿，後陽台有 270
度的太平洋，帶給我們聆聽海
風，感受陽光灑在身體上的溫
度，旅宿高規格類米其林法式餐
廳，更是以在地食材與地氣情
感，重新詮釋法餐的極致魅力，
也是味蕾滿足與身心靈釋放的慢
活之旅。

Sinasera24畫日風尚
晨起看日出 
攬太平洋入夢

萬里尋星廚
法式 24 節氣產地餐桌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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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誰下廚，你就要愛那個
人，要不，就要愛你作的食物。
因為，烹飪是種愛的表現。」，
男主人因愛留在台東，和女主人
一起以「不要怕」的信念修煉料
理，展開兩人的海居歲月也是長
濱的小情歌。

工作室每年選定主題做為料理發

齒草埔
長濱的小情歌
五感旨味的文學藝術料理

想的中心，並結合在地食材，開
發四季不一樣的獨特料理。

曾創作的料理主題有「秋收白
露」、「墨黑冬藏」，個個更甚
情詩，將文學和料理融合，依情
隨境任人想像，好似超越五感的
「旨味」。

齒草埔用餐須知
1. 齒草埔是私廚，用餐氛圍

安靜，喜歡喧嘩嬉鬧的旅
人請再三斟酌。

2. 餐間禁止走動敬酒、跨桌
聊天並降低用餐音量以避
免影響到其他客人。

3. 每季只有一版菜單，無接待
素食、挑食和食物過敏者。

4. 同時開餐，請不要遲到，
只要遲到會直接取消訂位。

5. 配合防疫、也為了維持送餐
動線的順暢，不接受併桌，
一桌最多容納人數是四位。

6. 不接受自備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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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取自齒草埔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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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漂流木對話

長濱有個面向蔚藍太平洋，宛如
電影場景的絕美創作工作坊，有
原木、陶藝、畫作工作場域，充
滿一切的可能。

藝術家以前往菲律賓駐村等經
驗，喚醒自己對祖先跳島貿易、
交流、移動的想像，並期待呈現
祖先精神，作品常受邀到國外展

覽，是近年藝術圈關注的新銳。
他最擅長以台東漂流木為素材，
從大型的地景藝術到小型的椅具
和雕塑，嶄露出融合部落工藝及
更抽象且當代的線條和風格。

女主人 Heidi 在香港出生，畢業
於加拿大藝術與設計學院，到
義大利留學，自己到墨西哥、西

藏、戈壁、紐約等地旅行且尋找
創作靈感，最後到了台灣。一個
被太平洋包圍的小島，激起她無
限的創作熱情。東海岸的自然風
景、植物、海洋、人與文化，開
啟了繪畫探險的未知世界。原本
擅長繪畫的 Heidi，成為阿美族
媳婦後，重拾阿美族傳統陶藝，
讓更多人在參與藝術創作的過

程，因而了解自己先人所擁有的
文化資產之珍貴，並在創作中再
次看見阿美陶的工藝之美。

藝術家也將邀請旅人進入蔚藍海
岸工作坊，認識獨立藝術家的創
作取材與歷程，並在雙導師的帶
領下，刻雕形塑屬於旅人自己獨
一無二的木雕創作。

山海工藝美學

圖／ Lafin Sawmah 'Kalo Orip' 
photo by David Chiu10, Heidi Ye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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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捐古典樂館
音樂傳教士下鄉領軍

催生穀倉美術館
大地藝術節

卑南遺址是臺灣考古史上出土文
物最多的史前遺址，名列國家一
級古蹟，也是世界遺產潛力點之
一，園內有一幢需要預約才能參
訪，是東臺灣唯一的閩日合璧三
合院建築。古宅是卑南首位鄉長
王家祖厝，也是台東拓荒的關鍵
先峰，外觀為閩式三合院，內部
卻是和室榻榻米，卑南遺址月形
石柱當作靠山，建立一道圍牆，
代表前有官腰、後有靠山。如今
園區更以復育台東原生民俗藥草
為使命，寶貴的歷史建築及藥草
宴正是台東不可錯過的旅程。

本是池上大坡池老屋，地方企業
家捐築樂賞音樂教育基金會後，
成為了充滿藝文氣息的古典樂
館，並由維也納音樂學博士下鄉
與池上鄉進行行動音樂廳計畫，
將古典樂美學同步遙傳到各個角
落。而即使在音樂館策展期間，
旅人也可以沿著 197 縣道大地藝
術季綠色走廊，欣賞海內外藝術
家們創作的大型地景作，這也是
池上的鄉間小徑，稻穗米香與藝
文美學得以時刻飄香引人而來。

池上因有林懷民雲門舞團以一齣
在田中央演出的「稻禾」讓舞
作與池上都揚名海內外。接棒
駐村的蔣勳不停的在池上走、
看、畫、寫，也說：「池上的色
彩、光影太豐富了！來到這裡向
土地學習，把腳步放慢，找回四
季、節氣、晨昏。」如今池上藝
術村有了穀倉美術館，蔣勳也成
為池上風景。唯一書店因他得以
永續、素人手藝因他可以留傳、
假日萬人到訪美學小鎮，我們選
在日常的池上閱讀池上的美學涵
養。

世界遺產文化園區

絕美大坡池畔

美學大師翻轉小鎮
閩日歷史建築
淺嚐民俗藥草宴

圖／取自台東觀光旅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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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拜訪
水產王國夢幻農場
見學景觀師
任務性山居歲月

落，陸續打造台東之光 Mata 飯
店、 知 性 旅 宿 余 水 知 歡、 邀 請
「食神」陳耀忠將日常飲食精
煉，讓東海岸有更多新亮點。
2014 年再度被台灣水產王國，
也是在地漁村文化的理想國延攬
打造都蘭教育農場。我們獨家拜
訪景觀師甫打造完成的水產王國
私人夢幻農場；占地十餘頃的綠

毯在碧海藍天下椰林婆娑，野菜
雞魚蓄牧農場、時尚原野棚帳、
面海靜心平台，各有功能，不拘
泥的任務式山居歲月及臥虎藏龍
的名人村落究竟是樂活慢食還是
孤寂難耐？

2005 年景觀設計師棄守在台北
白手建立的事業好牌，來到宜蘭
寒溪打造了遺世獨立山中傳奇，
連旅館業教父、台東公益平台創
辦人－嚴長壽都來取經。

2010 年受嚴長壽感召，任務性
移居台東，以社區營造成功經驗
整合資源、將更多的職人帶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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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費：44,800 元，16 人以上成行。
費用包含：期間導覽、參訪、食宿、交通、保險、小費等。
費用不含：因不可抗力因素而衍生之費用。
備         註：微光會館床型皆為一大床，每房僅接受兩人入住。

為確保疫情期間所有出團旅客的健康安全，我們會要求旅客繳交疫苗
接種小黃卡證明及健康聲明書，若無法提交，請於報名前告知旅程服
務專員，主辦單位保有拒絕報名的權利。

繳款帳號／
銀         行：臺灣銀行松山分行 ( 銀行代碼 004 ／分行代碼 0646)
帳         號：064-001-056-509
戶         名：有行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專         線：(02)8643-3926、(02)8643-3543、(02)8643-3581、
                       (02)8643-3517、(02)8643-3905
傳         真：(02)8643-3545
信         箱：udntravel@udngroup.com.tw

報名
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