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庫斯+鎮西堡三天二夜
一個隱藏在遠山深處的小村，原先交通建設落後，與外界文明連絡訊息完全隔絕，也是台灣
最後才通電的村落，最後又如何成為上帝應許的部落--『司馬庫斯』。
一個保留泰雅族原生態部落--『新光部落』，一座獨特造型、簡潔優雅的心靈凝聚場所，是他
們引以為傲的『教堂』，沒錯！這裡就是著名的『鎮西堡』。

二村遙遙相望，生態都很原始、植披更是豐富，還有壯闊的巨木群，這裡的流水清澈、空氣
清新，漫步在幽靜的林間小道，十足是一個豐富”芬多精”的自然氧吧！絕對讓您輕鬆悠閒、
壓力釋放…
行程概要：
第一天 台北→合興車站→錦屏大橋→宇老觀景台→司馬庫斯部落
07：30 台北捷運 松江南京 2 號出口門口集合。
07：40 出發，前進傳說的上帝的部落～司馬庫斯！
08：10 桃園地區的旅客，請於南崁交流道，長榮大樓前面上車。
08：40 南部旅客可乘坐高鐵至新竹，於新竹高鐵４號出口處上車。
※欲由此兩站上車，請於報名時備註，否則車不下交流道，謝謝。
09：10 休息，有愛情車站美稱的合興車站。
09：30 出發，前往內灣老街。

09：40 抵達內灣，安排逛內灣老街。
11：00 上車再度出發。
11：15 錦屏大橋～原住民的故事橋。是泰雅族祖先來往天界神聖的要道。
12：10 宇老觀景台，我們在此安排午餐。
14：00 泰崗管制站，前進司馬庫斯。約於 15：30 時抵達上帝的部落『司馬庫斯』
，安排住宿。
16：30 司馬庫斯部落巡禮！
這裡是全台最後通電，也是通往外界交通建設最落後的部落，所以被稱為黑暗部落，我們在
此安排部落人導覽他們的部落，讓您了解司馬庫斯的人文、生態、建築與歷史背景，尤其是
泰雅族的文化、民情。

17：30 晚餐安排個人套餐，但因部落偏遠資源有限，講究美食者請體諒。
19：30 部落之夜～（週六夜才有）。
司馬庫斯是個好客的民族，他們會以說故事、唱歌、跳舞的方式，讓您留下一個快樂與豐富
的夜晚。
隨後，就寢前你可以抓住機會享受司馬庫斯之夜空！如果運氣好的話、天氣晴朗時，在黑暗
的蒼穹夜幕下，將會滿天星斗銀河當空，相信會是您此趟最大的收穫…
早餐：X
午餐：以娜的家餐廳 晚餐：部落個人套餐
今天晚上的部落個人套餐，請於報名時註記清楚，因部落人力與資源匱乏，一旦選擇完畢，
現場是無法替換，敬請諒解！
1 號餐：鯖魚套餐。
2 號餐：馬告香煎雞腿套餐。
3 號餐：山豬肉套餐。
4 號餐：勇士鍋（豬肉鍋）。
5 號餐：素食鍋。
另有兩種套餐需加價每份 100 元：豬肋排套餐、烤半雞套餐。

第二天 早餐→司馬庫斯步道巨木林場漫遊巡禮→中餐→新光部落→鎮西堡教堂
06：00 晨喚！
06：30 早餐～部落早餐。
07：10 出發健行、漫遊司馬庫斯步道前往巨木群。
司馬庫斯巨木群步道～（１0.6 公里，來回約需５小時）
為了讓大家能盡情悠遊巨木群，漫遊於林道間享受這難得的芬多精，午餐請自理行動糧，你
可於巨木群附近享用。
約於 13：30 時回到部落，您可在新迦南咖啡屋，喝杯飲料，眺望山景。
14：20 時搭車前往位於對面山林，另一處原始泰雅部落--鎮西堡。
15：40 時安排辦理住宿。
16：20 時抵達後安排當地部落參觀導覽。
17：00 時參觀著名的長老教會教堂。
18：00 時享用晚餐。
20：00 時安排民宿晚餐(雖然簡易，但已經是當地最好的美食安排)。
早餐：部落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民宿晚餐
住宿：當地民宿。
第三天 早餐→鎮西堡神木群→內灣→賦歸
06：00 晨喚！
06：30 早餐～部落早餐。
07：00 搭車前往鎮西堡巨木步道停車場。
07：30 時開始出發健行，漫遊鎮西堡步道，悠遊 B 區巨木群。
鎮西堡 B 區巨木群為 P 型步道，全長約 12.7 公里，漫遊來回約需 7 小時。
今天午餐一樣請自理行動糧，你可於巨木群附近享用。
約於 15：20 時回到停車場，隨即上車返回台北，途中在內灣安排道地的客家餐飲。
早餐：部落民宿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客家餐飲

出發日期：

2020 年 05 月 21-23 日。 （本行程成團人數不含嬰兒 16 人）
報名網站：https://www.beclass.com/rid=2343bd65e8ae253916e1

費用：
由於司馬庫斯的房間分散很多區域，共有：
新迦南小木屋(景觀套房)、迦南小木屋(景觀套房)、恩典屋、喜樂屋、伯特利屋、佳美屋。
房型除了大小之外也分許多種類，從二人房(二張小床或一張大床)到四人房(二張大床)…，價
錢差異更是很大，從平日一晚 1,530 元到 5,600 元之間。
因此，我們將以您的需求來訂房，但將以最後訂到的房型來收費。
房型與房內設施請參考網站： https://www.smangus.org/lodging.html

區域屋型

以下費用為本次團費

床鋪規格

房價

長屋風格
共6間

二人房
(兩小床)

假日：$5,000 元
平日：$4,000 元

每間住 2 人：10,200 元/人

長屋風格
共6間

四人房
(兩大床)

假日：$7,000 元
平日：$5,600 元

每間住 4 人：10,200 元/人
每間住 2 人：11,800 元/人

美式風格
共5間

二人房
(一大床)

假日：$5,000 元
平日：$4,000 元

每間住 2 人：10,200 元/人

傳統風格
共6間

二人房
(一大床)

假日：$5,000 元
平日：$4,000 元

每間住 2 人：10,200 元/人

美式風格閣樓式
共4間

二人房
(一大床)

假日：$5,000 元
平日：$4,000 元

每間住 2 人：10,200 元/人

美式風格閣樓式
共3間

四人房
(兩大床)

假日：$7,000 元
平日：$5,600 元

每間住 4 人：10,200 元/人
每間住 2 人：11,800 元/人

迦南小木屋
(景觀套房)

雙併木屋
共 10 間

四人房
(兩大床)

假日：$7,000 元
平日：$5,600 元

每間住 4 人：10,200 元/人
每間住 2 人：11,800 元/人

恩典屋
(套房)

VIP 套房
共2間

二人房
(一大床)

假日：$4,200 元
平日：$3,570 元

每間住 2 人：10,000 元/人

套房
共 11 間

二人房
(一大床)

假日：$3,500 元
平日：$2,975 元

每間住 2 人：9,700 元/人

套房
共 11 間

二人房
(兩小床)

假日：$3,500 元
平日：$2,975 元

每間住 2 人：9,700 元/人

套房
共6間

二人房
(兩小床)

假日：$3,500 元
平日：$2,975 元

每間住 2 人：9,700 元/人

新迦南小木
屋(景觀套房)

喜樂屋
(套房)

房型

且訂到該房平日房費之報價

套房
共6間

二人房
(一大床)

假日：$3,500 元
平日：$2,975 元

每間住 2 人：9,700 元/人

小型套房
共4間

二人房
(兩小床)

假日：$2,500 元
平日：$2,125 元

每間住 2 人：9,200 元/人

伯特利屋
(雅房)

雅房
共 10 間

二人雅房
(兩小床)

假日：$1,800 元
平日：$1,530 元

每間住 2 人：9,000 元/人

佳美屋
(雅房)

雅房
共4間

二人雅房
(兩小床)

假日：$1,800 元
平日：$1,530 元

每間住 2 人：9,000 元/人

套餐選擇：
勇士鍋 可現場點餐
鯖魚套餐 可現場點餐

$350
$350

馬告香煎雞腿套餐 可現場點餐 $350
烤山豬肉套餐 需預訂
$360
團費加 100 元可改訂以下套餐：
豬肋排套餐 需預訂
$450
烤半雞套餐 需預訂
$450
素食：
養生蔬食鍋 可現場點餐
南瓜燉飯 可現場點餐
迦南豆腐堡 可現場點餐
山野素義大利麵 需預訂

$350
$350
$350
$350

費用包含：中巴來回車資(含鎮西堡新光部落到登山口接駁車)、車輛過路停車費、司機出差費
用、住宿(司馬庫斯聯營中心客房住宿一晚+鎮西堡民宿一晚)、餐食(三天二夜共五餐：2 早餐
+1 午餐(2 餐參請自理)+3 晚餐)、保險(200 萬旅行業責任意外險+20 萬意外醫療險)。
費用不含：領隊出差費(每位客人每天 100 元，3 天共 300 元)、個人消費(如飲料、酒類、私人
購物費…等)、個人旅遊平安保險、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

注意事項：
一、本行程有二次的步道漫遊，難度約為
1.5 級，各需 5 小時與 7 小時之間，請
務必斟酌體力參加，否則請勿報名參
加。
二、請確認個人身體健康狀況，剛開完刀、
或孕婦與行動不便或體力、腿力不佳
者不宜參加，超過 70 歲需有家人同行!
三、此行程安排部落個人套餐或民宿餐食，
但因部落偏遠資源有限，講究美食者
如無法體諒請勿報名或自備罐頭。
四、參與此項活動請遵守自然保護區各項
規定，不可有攜帶寵物進入與破壞生
態、植物等各項規定。
五、報名時請於二天內完成繳費(匯款、轉
帳)，如果只填報名表而未完成匯款者
為無效報名，完成匯款後請主動提供
匯款帳號末 5 碼，以方便主辦單位查
詢該筆款項。
六、為了全體團員們的權益，請按時集合
出發、不可遲到，於行程中也不可以
擅自離隊。
七、為了確保活動安全，如遇豪下雨與颱風期間，主辦單位得停止當天活動，活動將延後舉
行，延後日期將另行通知，屆時您可以申請退費(退團)或延後參加，敬請見諒！
八、取消規定：部落的住宿為團體房方式進行包房，若於出發前２週取消，房費將整個沒收，
敬請體諒，若不能接受，請勿報名。
1. 出發前八天取消且有替補人員，並將替補人員的個人完整資料繳交承辦單位，每位扣
除 300 元行政費。
2. 出發前八天內取消，而無替補人員，每位需收 3,000 元。
3. 出發前二天內取消，而無替補人員，每位需收 6,400 元(就房費與車費照付)。
4. 出發當天取消或未按時間集合(遲到)，費用全額不退。

九、出發與集合規定：嚴重遲到超過十分鐘，團體將不再等候，屆時無法參加行程者，恕不
退費！
十、事關投保保險事宜，不接受當天現場報名或當天自行找人遞補！
十一、交通巴士座位以旅客現場報到之先後順序選擇，禁止一人占據兩個位置！
十二、活動中敬請配合導遊講解、說明，尤其珍惜愛護景點、環境生態、集合時間之規定。
十三、請自行攜帶個人習慣性用藥，尤其是防蚊及暈車等藥品。
十四、此行程的路程或許會因為前天的下雨而造成步道路面潮濕，請小心慢行、慎防滑倒，
並請小心預防爬蟲、昆蟲。
十五、為了預防蜜蜂攻擊螫咬，當天絕對不要噴灑香水、花粉化妝品。

付款方式：轉帳 發現者旅行社有限公司
銀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城東分行
帳號: (822) 0715-4017-3345

代辦旅行社：
網站連結：http://www.travel104.com.tw/
FB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discoverertour/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76 號 5 樓 交觀甲字第 6862 號 品保協會會員證號：北 1573 號
電話：(02)2567-2616 傳真：(02)2563-1584 E-mail：travel104@yahoo.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