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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綠島

綠島原名「火燒島」，南北長約 4 公里、東西寬約 3

公里，呈不等邊四角形，是台灣第四大的附屬島，位

在台東東方約 33 公里的太平洋海面上，是一座由海

底火山噴發後形成的火山島，也是台東縣管轄的兩座

外島之一。

島上最高點為火燒山，高度 280 公尺，東南臨海處多

為斷崖，西南角是長達十多公里的平原沙灘。西北近

海岸區地勢低緩，是全島主要聚落及商圈的所在地。

綠島是由火山集塊岩所構成的島嶼，因此造就藍洞、

睡美人岩等天然美景，整座島嶼的自然生態非常豐

富，白天可以潛水欣賞珊瑚礁和海底魚類，環島遊覽

則可到綠島燈塔、柚子湖、帆船岩等島上特有景區，

晚上跟著潮間帶導覽一探藍指海星、陽隧足等平常少

見的海洋生物；此外，綠島的人權紀念園區可以帶你

深入了解台灣白色恐怖的歷史。是一個兼具自然與人

文的特色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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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住在台南市南郊小聚落的灣裡，從小就生活在水稻田、紅

樹林、招潮蟹之間。

經歷過民國 70 幾年廢五金產業的高峰，當時看著天空因燃燒廢

五金瀰漫的五顏六色煙霧，地上的灌溉溝渠及二仁溪清澈的河

水變成黑龍江。當時，段文宏想破腦袋也想不通，環境與野生

生物的變動為何會如此快速。

在中學時搬到台南市區，求學過程中，生活與環境的連結越來

越少，心中那些環境的影像也漸漸變淡。直到大學後，因為又

有時間回到台灣的山林，才重拾人與環境的連結。

因為對環境與野生動物的興趣，段文宏大學畢業後到海洋大學

海洋生物研究所就讀，開始了珊瑚礁生物的研究。這些年研究

的內容，看海葵與海葵蝦如何一起生活、珊瑚如何準時產卵、

珊瑚健不健康。

民國 100 年，他到臺東大學任教，接觸到很多與教育工作相關

的理論與實務，開始了對環境教育的關切與研究，希望將科學

研究發展成為與野生動物保育及保護環境有實際的連結。

現職 : 國立臺東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

         兼任環境教育中心主任

        台灣珊瑚礁學會常務監事

段文宏 全程生態導覽

圖 / 段文宏 提供

段文宏老師到海底進行研究工作。圖 / 段文宏 提供



出生於最南端屏東，從小在稻田邊長大。習慣南臺灣

炙熱的陽光，對光影變化觀察非常敏銳，沉迷於光線

通過植物色澤飽滿，並且隨風擺盪的大自然交響曲。

林澔一有超過二十年的攝影經驗，對旅行和戶外生活

情有獨鍾。在許多城市中找尋美景和拍攝當地的人文

風情。在新聞攝影領域多年的他，獲得許多獎項肯

定。特別擅長捕捉「決定性瞬間」，不論是自然光線

的「魔幻時刻」或是被攝者的情感流露，認為影像中

的情緒和張力是關鍵。

因為熱愛旅遊和與人互動、分享，林澔一通過外語領

隊人員考試，並致力於攝影教學，希望讓現在人手一

機的時代，每個人都能以更輕鬆的方式拍出更好的相

片。藉由攝影和觀察，享受生活中的美和樂趣。

現職 : 聯合報撰述委員

林澔一 全程隨團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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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林澔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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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台東綠島鄉 哈巴狗與睡美人岩，

取自觀光多媒體開放資料



↑珊瑚與游魚。

←綠島十字礁。

潛
入
水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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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口浮潛區  

上帝遺忘在人間的水族館

猶如珍珠般屹立在太平洋中的綠島，島上居民以海為

天，靠海吃飯，絡繹不絕的外來旅人，則是為了一親

綠島觸手可及的大海而來，尤其是多采多姿的海底世

界，在這裡，彷如家中客廳的魚缸般平常。

所以，來潛水吧！來探索近在眼前，卻如龍宮般豐富

美麗的海底世界。

綠島最親民的潛水區是柴口，以壯麗的石珊瑚景觀著

稱，潛水區近海與大礁石間的潮間帶，海域變化層次

多，海底礁石林立，覆蓋在礁石上的珊瑚群體以石珊

瑚為主；在此潛水，可近距離觀察珊瑚礁與海底生態。

不想潛水太深的人，也可以體驗浮潛，感受腳邊有許

多魚兒悠游，浮潛完後，走在潛水步道上可近距離觀

察潮間帶生物，可找到海藻、海膽、海星的蹤影。

小
丑
魚
。

→
海
下
的
神
祕
洞
窟
。   

←
硨
磲
貝
。

海
蛞
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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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觀潮間帶  海岸邊的天然水族館

海水每日的漲與退之間，與陸地有一塊生機蓬勃的交

界，這裡就是潮間帶。澄淨的海水在潮間帶滋養了許

多珍貴的生命，來到這裡，看見河豚充氣保護自己，

看見藍海星綻放靛色，不用浸入海水就能參與的行

程，適合所有旅人。（導覽及文字來源：王羽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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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小長城  藍與綠交織成綠島標準色

由麻石柱橫直交錯建成之圍欄，是一條著名步道，走

在上頭像座迷你版的萬里長城，因此有「小長城」之

稱。

整條步道沿著綠島東海岸山稜線興建，一路蜿蜒到盡

頭處有兩座觀海亭，一座涼亭緊鄰無底懸崖，可以遠

望柚子湖；另外一座視野更是遼闊，往東可以看見哈

巴狗與睡美人岩；往南，可以看盡環島公路曲曲折折

依山傍海而走，可以遠眺綠意盎然的丘陵起伏，和不

斷變化的海岸風景區；西邊則是山巒疊翠的第二高

峰，綠島阿眉山系，各種植群穿插其中，蓊蓊鬱鬱，

好不熱鬧；轉向北，忽見太平洋就在眼前，深深淺淺

的藍由近而遠漸次鋪陳開來，一路藍到遙遠的地平線

尾端，隨著陽光的光影不停變化顏色。

東。南。西。北。藍色與綠色，在眼前堆疊起綠島最

美麗的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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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文化公園  當年的憤怒與哀愁

來到綠島，多數人首先飄進腦海裡的旋律是「綠島小

夜曲」。而優美旋律透出的絲絲哀愁，正是這座美麗

小島過往給人的印象。

監獄舊址過去囚禁了許多政治受難者，現已重新規劃

為綠島人權公園，由台灣知名建築師漢寶德所設計。

公園內呈現了當年在此發生的時代悲劇，其中有一座

人權紀念碑，又稱為「垂淚碑」，碑上銘刻了許多政

治受難者的名字，他們不一定在綠島監禁過，但同意

將名字列在碑上，是想藉由紀念碑來印證受難者在那

個年代走過的痕跡，象徵對民主、自由與人權的追求。

人權紀念公園附近可遠眺牛頭山、將軍岩等地質景

觀，是個兼具歷史意義與自然風景的特色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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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頭山 讓我在海邊休息一下

外形酷似一頭牛躺臥在海邊，這裡是從前軍隊操兵的

地方，如今仍可以看到一些殘留的軍事建築。爬到山

上的路途不遠，登頂眺望海景，感受被海包圍的感

覺。若是幸運，也有可能巧遇野放的山羊、牛、梅花

鹿等動物，夏日翠綠無比的青青草原，光呼吸都覺得

很舒服！

將軍岩 身披戰甲矗立海邊

矗立於綠島東北部海岸的巨大岩石群，在潮來潮往的

海岸平台上，有如頭戴鋼盔、身披戰甲、堅毅嚴峻的

將軍，栩栩如生，因而得名。將軍岩景緻奇異，與綠

島的湛藍海面構成極為豐富的視覺饗宴。

牛頭山

將軍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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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子湖聚落 曾經的海角樂園

柚子湖沒有湖？你沒看錯，這裡是爆裂的火山口，經

海浪侵蝕而殘留形成的灣澳，閩南語發音為「湖」，

被當地人稱為柚子湖。

灣澳沿岸景色優美，有珊瑚裙礁、白色珊瑚礁質地的

貝殼沙灘、黑色火山集塊岩及海蝕洞等地質景觀，被

譽為最自然且最富變化的一段海岸。

這裡有綠島最古老、典型，和保存完整的傳統建築

群。昔日農家聚落留下數間以珊瑚礁岩砌成的傳統民

宅，矗立在海邊，看得出當年是一個遺世獨立的海角

樂園。

柚子湖也是綠島重要的史前遺址，於日治時期受到學

者重視。經考古學家的調查與試掘，發現有大量史前

素面陶片、貝器、石器及貝塚、墓葬等，在考古學上

具有豐富的學術價值。

照片來源：j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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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燈塔  守護著島嶼和航海人

位於綠島西北岬中寮村內，塔高 33.3 公尺，白色直

筒狀建築，佇立在一片綠意盎然的草地上，頂著藍天

白雲，宛若一幅印象派畫作。到了夜晚，它搖身一變

成為「航海人的守護者」，是漁船、飛機的重要指標，

也是太平洋上深具歷史意義的一盞明燈。

1937 年，胡佛總統號 (President Hoover) 郵輪，從

基隆前往菲律賓途中，在綠島柴口海域觸礁擱淺，綠

島居民出動舢舨將船員及遊客營救上岸，獲得國際讚

譽。美國當局為了感謝綠島居民，透過紅十字會捐款

興建綠島燈塔。

二次大戰時，燈塔毀於空襲。1948 年重建，將外觀

改為純白色，採用新式四等旋轉透鏡交流電燈，每

20 秒連閃白光二次，光力 100 萬支燭光，燈塔的光

芒，重新守護著綠島周邊海域及航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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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溫泉泡湯  世界三大海底溫泉之一

綠島朝日溫泉是非常罕見的海底溫泉，全世界僅出現

在綠島、義大利北方與日本九州，是世界三大海底溫

泉之一，也是世界級的地質景觀。在這裡泡湯，夜晚

可仰望星空，觀海聽濤，晨間可迎接曙光，享受獨有

的島嶼風情之湯。

溫泉因朝日出方向而有此名，日治時期則稱為「旭溫

泉」。泉水出露點是在潮間帶的珊瑚礁旁，泉水來源

是來自附近海域的海水或地下水，滲入地底後經由火

山岩漿庫加熱所形成。

特別的是，這裡的溫泉帶有海水的鹹味，屬於硫磺

泉，對人類皮膚無刺激性。在溫泉區的潮間帶上遍布

珊瑚、海蝕溝，是很不一樣的泡湯體驗。

觀音洞  綠島人的信仰中心

位於綠島東北角楠仔湖附近，是隆起珊瑚礁經長年地

下伏流侵蝕岩壁而成的鐘乳石洞，形成鐘乳石、石

筍、石柱及伏流等石灰岩地形特殊景觀。

觀音洞是當地人信仰中心，島民從結婚、生子，或是

生活上的疑難雜症都會來此求石觀音指示。相傳清嘉

慶年間有漁民在海上遇難，發現東方有火球晃動，於

是朝著火球方向航行，果真順利返航。事後追查發現

一洞穴，內有一座高約一公尺的石筍，形似觀世音菩

薩，當地人因此將此處命名為「觀音洞」，並虔誠相

信觀音保佑居民。此處拜觀音的方式十分特別，由於

觀音石像正身朝東盤坐於蓮台上，正好背向信眾，因

此必須反方向敬拜。

朝日溫泉夕陽之美。照片來源：陶福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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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JAU, 馬來語「綠色」之意，也有生命、成長的意涵。

由星野餐飲集團打造的 HIJAU 青嶼，原汁原味將太平

洋熱帶島嶼的風情融入旅宿之中。風的味道、海的味

道、土壤的味道、植物的味道，化為旅宿的香味、食味、

趣味、人情味。在這裡，行走起臥之間，均能感受島嶼

的風土點滴。

 Hijau 青嶼 

←圖 / 取自 Hijau 青嶼味旅行館臉書

星 野 餐 飲 集 團 旗 下 餐 廳 包 括 PINOCOCO、JL 

Studio、MEATGQ、与玥樓等。

包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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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中創立 11 年的 PINOCOCO 皮諾可可，帶著專業團隊和豐

富料理經驗，來到綠島。

位在青嶼一樓的 PINOCOCO，保留了義式風味料理，以橄欖油

為主要烹調油脂，選用大量深色蔬菜、全榖根莖類、水果以及

各種豆類，與海島新鮮食材相遇，獨特的珍稀物產與自然風土

醞釀成的美味，是綠島的幸福味蕾之旅。

圖 / 取自 Hijau 青嶼味旅行館官網

青嶼 PINOC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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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取自 Hijau 青嶼味旅行館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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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廚羅振瑜
擅長義式及歐

陸 料 理， 最

愛發掘各種食

材最純粹的原

始風味，在看

似簡單的手法

間，傳遞難能

可貴的幸福滋

味。

←↓圖 / 取自 Hijau 青嶼味旅行館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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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冰與海藻蛋餅

盛產海藻的綠島除了會將海藻拿來煮湯之外，也發揮

創意將海藻融入各種料理之中，讓海藻料理成為拜訪

綠島必吃的特色料理之一，最為經典的就是海藻蛋餅

還有海藻冰。

海藻冰最大的特色就是利用超大貝殼當器皿，把剉冰

裝進去後再蓋上大量海藻與配料，變成冰品的海藻口

味，吃起來很特別，是都會人沒嘗過的奇妙風味。而

海藻蛋餅則是將海藻夾在蛋餅中，嚼起來口感相當柔

和，口味也也偏清淡。

黑糖海草冰

綠島陽光下人手一杯的黑糖海草冰，絕對是消暑首

選！佐料包含粉圓、椰果、蒟蒻、布丁、仙草凍、杏

仁凍等，再加入黑糖冰沙、海草、少許檸檬後，微酸

中帶著甜味，加上眾多佐料的不同口感，滋味錯綜複

雜，隱約帶有海草淡淡的鹹味，是在台灣本島難得品

嘗到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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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ㄟ蔥油餅 

蔥餅絕對會是你在台灣本島沒吃過的好味道！稍有厚

度的餅皮外酥內 Q 彈、非常有嚼勁，介於粉漿蛋餅

與蔥油餅之間，口味多樣，其中章魚蔥 Q 餅，餅皮

內放有九層塔、柴魚鬆、蛋及些許章魚顆粒，搭配特

製柴魚醬汁或阿嬤自製的涮嘴紅色鮪魚醬，是令人驚

豔的道地好味道。

大叔夏麵 

位在南寮大街上，提供牛肉麵、牛肉湯麵、蔥油拌麵

等麵食，店內主打嚴選台東手工麵條，讓麵條到綠島

時也能保持最新鮮的狀態，吃起來湯頭濃郁且麵條Ｑ

彈有勁，口感與香氣兼具。

綠島特色監獄冰

不解釋。就是在監

獄裡吃冰！唱一首

綠島小夜曲，拍幾

張照片帶回去做紀

念吧。

同場加映 有時間就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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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搭乘飛機前往台東→轉乘台東往綠島 13:30

船班→歡迎光臨綠島→綠島燈塔 / 小長城 /

哈巴狗 / 睡美人→青嶼主廚私房晚餐→朝日

溫泉泡湯或夜觀潮間帶→入住青嶼

第二天

早餐→觀音洞→柚子湖→綠島新鮮魚穫午餐

→歡樂浮潛趣→洗澡換裝稍事休息→回房休

息 or 逛南寮大街→青嶼主廚私房晚餐→朝

日溫泉泡湯或夜觀潮間帶→入住青嶼

第三天

早餐→人權紀念園區 / 將軍岩→午餐 / 南寮

大街自由逛自由吃 →前往碼頭候船→再見

綠島 / 搭乘綠島往台東 14:30 船班→前往台

東機場→搭乘飛機返回台北→賦歸

每日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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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 取自臺東縣觀光旅遊網

■航班資訊

日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出發地─目的地 航班資訊

5/18( 四 ) 10:00 11:05 松山─台東 立榮航空 B7-8721

5/20( 六 ) 18:40 19:40 台東─松山 立榮航空 B7-8728

■船班資訊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出發地─目的地

13:30 14:20 台東─綠島

14:30 15:20 綠島─台東



青嶼房型與團費 R03

R03 海景雙人房

特大雙人床 x1          

浴缸       

團費：52,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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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所有房型照片皆取自 Hijau 青嶼味旅行館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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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2  海景雙人房

特大雙人床 x1          

浴缸       

團費：50,800 元

R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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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  海景雙人房

加大單人床 x2          

浴缸       

團費：50,800 元

R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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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街景四人房

木製和式               

單人床墊 x4

團費：39,800 元

3F

305  海景雙人房

特大雙人床 x1

浴缸

可加床 / 邊間

團費：50,800 元

3F

303  海景四人房

標準雙人床 x2 

團費：48,800 元

3F

302  街景雙人房

加大單人床 x2

團費：39,800 元

3F



56 57 

2F

206  海景四人房

標準雙人床 x2            

浴缸      

可加床 

團費：48,800 元

2F

205  海景雙人房

特大雙人床 x1 

團費：46,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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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202  街景雙人房

加大單人床 x2         浴缸   

團費：39,800 元

2F

203  海景雙人房         

特大雙人床 x1          

團費：46,800 元

2F

201  街景雙人房

加大雙人床 x2         

團費：39,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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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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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包含：綠島島內導覽、全程隨團攝影、參訪、

活動、住宿、餐食、交通、保險、小費等。

■費用不含：因不可抗力因素而衍生之費用，包括因

天氣因素滯留島上所產生之費用。

■補充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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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離島行程受限潮汐及天候因素，如船班因風浪問

題臨時無法開航，導致團體未能如原計畫成行，將

另擇日期出發；或扣除已產生費用，退費給旅客。

■洽詢專線：
(02)8643-3517、(02)8643-3543

(02)8643-3926、(02)8643-3905、(02)8643-3581

■傳真：(02)8643-3545

報名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