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學年度教育部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年

度 106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分項

名稱 實習機會之提供/就業機會媒合 

子計

畫名

稱 
台東鹿野高台、伯朗大道、台東森林公園 

填報

日期  107 年 07 月 02 日 

舉辦

日期 
107 年 06 月 29 日 
107 年 06 月 30 日 舉 辦 時 間 08 時 00 分 至 19 時 00 分 

總人

數 13/11 舉 辦 地 點 
台東鹿野高台 
伯朗大道 

台東森林公園 
活動

(競賽) 
名稱 

【實習機會之提供/就業機會媒合】台東鹿野高台、伯朗大道、台東森林公園 

執行

重點 
及具

體作

法 

  南華大學於 06 月 29-30 日帶領學生至台東鹿野高台、伯朗大道、台東森林公園，讓學

生可以近距離與企業接觸，即時認識企業的營運模式和工作內容。 

活動

內容 

  自民國 87 年 6 月 24 日東河包子正式掛牌營業以來，幾經技術改良，用心經營，塑造

出老榕樹下懷舊溫馨的回憶，但在省道改線、辛苦建立的名聲遭人以不友善、不尊重的方

式使用、老房子的複雜產權歸屬問題，不斷侵蝕認真務實所換來的珍貴成果，但我們不氣

餒，斥下鉅資購地興建新址、耗時年餘，在全體員工及好友的全力運作下 94 年 12 月 31

日下午，結束老房子的營業後，隔日元旦新址順利開幕營業。 

    堅持傳統手工的包子，讓人難以忘懷的好口味 ，店外大樹下（雀榕）吃包子，讓您

沉浸在大自然，放鬆的享受美食，讓您吃得開心是我們的宗旨。走過一甲子的堅持以傳統

手工，使用上等現宰豬肉，讓您吃得健康又安心。還有 多 種不同口味，精選上好食材，

絕對讓您刮目一新的好滋味。     

台東縣池上鄉的全美行，位於池上火車站前，在地營業 30 多年，從早年即參與月台

鐵路便當的兜售，馳名整個花東鐵路，並且聞名全台。從原本的肉商，一直到後來的飯包

製作的全美行，這數十年來，均秉持「盡善盡美」的理念，不僅提供來往旅客懷舊的鐵路

便當，更致力於當地觀光特色的推廣，是當地最具代表性的老店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池

上便當對於台東人來說，不僅僅只是隨車餐點，更是具有台東特色的伴手禮，若旅遊經過

花東，不妨帶個便當，為旅途作紀念。全美行自產自銷的池上便當米，嚴選出最上等優質

好米，其品質深獲好評，而且香米粒粒飽滿，烹煮後的口感香 Q，還帶些許甘甜，無論是



自用或送禮都兩相宜。 

位在台東池上鄉的一條田園小路，因知名咖啡曾在此地拍攝廣告而聲名大噪，從此被

命名為「伯朗大道」。由於沿路沒有任何一支電線桿、沒有屋樓林立，僅有一望無際的翠

綠稻田在風中搖曳，因此吸引許多民眾慕名前來拍照，並親身體驗一次鄉間的純粹。在秋

收季節時，可以看到如黃金般燦爛的一大片稻田，在你的身旁兩側蔓延，享受到最原始單

純的農村景色。多年後，伯朗大道再度因廣告拍攝、宣傳而湧入大量觀光客，除了伯朗大

道，在附近還有一條蜿蜒的小路被命名為「天堂路」，它也是因為知名航空公司的廣告而

出名。廣告中與知名藝人金城武一同入鏡的大樹也成了新景點，甚至有了「金城武樹」的

稱號。然而，暑假的出遊人潮正好是農忙時節，大量進出的車輛讓農民頭痛不已，因此暑

假期間將會進行車輛管制，請遊客將車輛停放遠處，用雙腳慢步走過，才能好好體會這一

幅大自然所賜予的美景。  

來到「稻米之鄉」的池上，除了一探伯朗大道的風光明媚外，還可至池上飯包文化故

事館、池上鄉農會觀光工廠金色豐收館等地，不僅可以去參觀稻米的碾製過程，館方也提

供各式 DIY 體驗活動，有吃又有得玩，讓你的台東之旅趣味豐富。 

永安社區最早移入者為阿美族人，當時阿美族人稱此地為「務祿干」，意思是多楓樹

與野鹿群的地方，本地區在清代時屬臺東直隸州廣鄉，而有一地名鹿寮社，係阿美族部落，

為目前鹿野鄉永安村永昌部落之前身。鹿寮之名一再出現在文獻上，直至大正 4 年（1915）

日本人在鹿野鄉設立鹿野、鹿寮兩移民村，在民國 37 年將原鹿寮村改名為「永安村」。並

且鹿寮則專指今永安村一帶。  

  在社會環境的變遷之下，永安已從往日農耕社會轉變成農業與觀光並重的地方，

昔日野鹿成群的鹿寮，如今已是每年有數十萬遊客參觀的觀光重鎮。永安村位於花東縱谷

南段，地形多為台地、丘陵及河階平原，平均海拔約在 300 公尺以上，由於地理環境的因

素，數十年來，永安經濟主軸都是農業，從早年的鳳梨、地瓜、白甘蔗，到後來的茶產業，

自從茶產業引進後，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社區居民有一半以上都從事與福鹿茶生產有關行

業，婦女們負責採茶、男士壯丁們負責製茶、而另一批人負責賣茶，當然老人們則負責喝

茶與品茶，茶鄉的生活與茶習習相關，茶產業為永安造就了社區生命力。  

  民國 50 年代，政府在鹿野推動紅茶事業，永安開始轉型成為茶區，許多鳳梨園

變成阿薩姆茶園，社區也蓋了台東縣第一家茶工廠「新元昌製茶工廠」，後來因為國際紅

茶價格下滑，茶農開始改種高經濟的小葉種茶，鳥龍茶、鐵觀音、武夷茶、金萱茶等陸續

引進鹿野栽種，社區內茶工廠也一家家的興建。  

  民國 71 年 4 月，前總統李登輝任台灣省主席，在地方政要的陪同下，前來鹿野

永安訪視，品嚐在地生產的茶葉，並應茶農之請，特將鹿野的茶葉命名為「福鹿茶」，從

此鹿野永安的茶就以福鹿茶行銷，逐漸發展成為東台灣最大的茶鄉。  民國 80 年代，



在政府的協助之下，成立高台觀光茶園，面積約 50 公頃，並且興建高台茶業展示中心，

讓茶產業升級，與休閒觀光業接軌，到高台觀光茶園品飲福鹿茶，欣賞高台美景，成為民

眾旅遊新選擇。隨後飛行傘運動也在高台發展，旺盛的上昇氣流，讓永安高台成為國內飛

行傘好手心目中理想的飛行傘基地，因此飛行傘逐漸成為鹿野鄉的重要觀光休閒運動，在

觀光局縱管處及台東縣政府的協助之下，鹿野高台已設置了專業的飛行傘體驗中心及起飛

場，每年更會舉辦飛行傘全國排名賽及花東縱谷國際飛行傘比賽，「想飛的季節」成為鹿

野推動飛行傘運動的代名詞，在飛行傘的加入，永安的發展也隨之起飛。 

民國 90 年，永安社區在一群年青人的努力之下，開始推動社區營造工作，並且以產

業振興與發展觀光為主軸，希望打造鹿寮新故鄉，5 年來，永安社區推動了許多社造工作，

包括發行社區報、成立了鹿寮解說服務隊、編印兩本村史、發展福鹿茶產業、辦理近百場

社區活動、成立社區巡守隊、推動社區綠美化等等，永安逐漸蛻變成長。民國 94 年茶農

陳錫卿參加第二屆全國優質茶比賽，拿下全國「總冠軍茶」的榮譽，讓福鹿茶更上層樓。 

永安社區在居民的努力之下，成為台東縣的績優社區、績優治安社區，更是台東合法

民宿戶最密集的村落，茶產業加上觀光產業，讓永安社區蛻變成東台灣的「山中傳奇」。 

高台地區屬於鹿野鄉永安村，是龍田北側的一處高地，海拔約 350 公尺。由於此地特

殊的地理條件，因此成為東部一處優良的天然空域活動場地。每當 6-8 月正是高台地區適

合進行熱氣球活動的好時機。 (詳細辦理日期請上臺東縣政府觀光旅遊網查詢) 

從龍田村沿著指標一路往高台走，只見地勢逐漸升高，經過高台茶葉展示中心後不

遠，好大一片綠草如茵的寬廣草坡隨即映入眼簾，這就是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規劃的高台

飛行傘訓練示範場。登上草坡最高處的高眺亭，整個高台地區與卑南溪谷底的景色，盡在

眼前，一覽無遺。沿著道路走到南方盡頭的福鹿山休閒農莊，馬路對面就是飛行傘起跳點，

飽覽大地美景，難怪近年來吸引許多遊客慕名而來。 

「台東森林公園」擁有大片面積廣大的木麻黃防風保安林地，又因為木麻黃顏色較

深，由遠處望去相當黝黑，因此又有「黑森林」的別稱，台東縣政府將這片"黑森林"與"

海濱公園"的綠意串連在一起，規劃成為「台東森林公園」。這片連串起來的休閒綠地，是

台東市區最大型的公園、鄰近一帶最完整的生態區，同時也是運動休閒的最佳場所，是來

到台東市遊玩最炙手可熱的遊憩景點。 

「台東森林公園」於近海處有一個因潮汐而自然形成的天然湖泊「琵琶湖」，深藏於

公園內綠蔭湖光幽靜秀麗、風光如詩、景緻若畫，是距離台東市區最近的天然湖泊，也是

台東市民最喜歡自在徜徉的後花園。公園北鄰有個人工所建立起來的湖泊「活水湖」，它

的樣子是相當規則的一個長條狀，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大得不得了的游泳池，縣內舉辦『南

島文化節』時，就是以這座湖為據點，策劃了一系列原住民文化活動，同時每年的龍舟競

賽、全國鐵人三項也都會在這邊舉行。近期還有個新完工結合休憩運動與濕地生態的「鴛



鴦湖」，廣大的綠地湖泊以層巒疊翠的岸山脈為背景，相當的詩意盎然。 

「台東森林公園」在經過多次維護整治後，除了"林中步道"蜿蜒交錯，並寫設置有自

行車道、休憩涼亭、遊客服務中心等設施，草原上也綴點著許多原味十足的裝置藝術。天

氣晴朗時站在公園的高處還能遠眺到綠島，到台東來，千萬別錯過這個可以看海、聽濤、

觀日出、散步、賞夕陽、觀星...的好地方。 

進行

方式 

  帶領同學至台東鹿野高台、伯朗大道、台東森林公園，並進入工廠認識企業界是如何

運作和經營。幫助同學提早對職場做初步探索，帶領同學深入參訪，了解各個工作環境裡

的實際運作，藉此帶給同學不同於學校教育的學習經驗。期許同學能增加對業界的了解之

外，亦有跨系的交流與學習，有多重的收穫。 

改善

措施 
     

活動

滿意

度 
問 卷 
結 果 

依問卷結果撰寫簡單的統計與分析 
ex： 

二 對於演講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題號 題目 
非常認

同 
有認同 普通 不認同 非常不 

認同 

1 
您對本次講座整體而言是否感

到滿意 
92% 8% 0% 0% 0% 

2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是否感到滿

意 
92% 8% 0% 0% 0% 

3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對您的幫助

程度是否感到滿意 
88% 12% 0% 0% 0% 

4 
您對本次講座講師的講述表達

能力是否感到滿意 
92% 8% 0% 0% 0% 

5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滿足您積極

討論之動機是否感到滿意 
92% 8% 0% 0% 0% 

6 
您對本次講座解決困惑之程度

是否感到滿意 
92% 8% 0% 0% 0% 

7 其他建議  
 

質量

化成

果 

透過企業參訪讓學生與企業機構建立一個良性互動機會。讓學生直接透過與企業面對

面的接觸晤談、參觀機構，協助學生確立自己的發展方向達到人才求職、企業求才、教學

致用的三贏效果。 

佐證

資料 

1. 檢附活動議程表 

2. 檢附活動海報 

3. 檢附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4. 檢附活動簽到表 

5. 檢附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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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機會之提供 就業機會之媒合 

企業參訪 
 
參訪地點：台東鹿野高台/伯朗大道/台東森林公園 
參訪日期：107 年 6 月 29、30 日(星期五、六) 
 

107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內容  

06:00 早餐-麥當勞  

06:30~06:50 報到：成均館中庭  

07:00~12:00 出發到台東 車程 5 小時 

12:00~13:00 三仙台/伯朗大道 
東河包子/池上便當  

13:00~14:00 午餐：東河包子/池上便當  

14:00~17:00 參訪：永安社區/茶體驗/鹿野高台熱氣球  

17:00~18:10 前往餐廳  

17:10~18:00 晚餐-米巴奈山地美食坊 
台東市傳廣路 470 號  

18:00~ 住宿：台東凱米荷蘭館 
叁伍貳零民宿  

107 年 6 月 30 日(星期六) 

08:00~09:00 早餐：台東凱米荷蘭館 
叁伍貳零民宿  

09:00~09:30 check out  

09:30~12:00 台東森林公園/琵琶湖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知本森林遊樂區  

14:30~ 賦歸 車程 5 小時 

 
產業議題： 
1.福鹿茶和熱氣球是永安社區吸引觀光客的主力，請以你熟悉的社區為例，舉例

說明如何以社區特色發展文化觀光及推廣環境教育？ 
2.台東每年湧入大批觀光客，近來美麗灣開發案爭議不斷，我們的參訪了台東的

山與海，你覺得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育之間能取得平衡嗎？ 
3.此次參訪我們享用了美味的原住民特色餐點，請問台東有哪些原住民？原住民

文化如何成為文化觀光的特色呢？ 

 



 



活動照片 

  
永安社區生態導覽 永安社區生態導覽 

  
永安社區生態導覽 永安社區生態導覽 

  
鹿野高台導覽 台東森林公園琵琶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