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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單趟高鐵】趣『春』淘『梅』【週六出發】 
深緣及水善糖文化園區、梅嶺、臺南市區自由行、趣淘漫旅臺南 
                      三天兩夜 
 
 

   

 

行程特色 
─凱薩飯店連鎖──趣淘漫旅 Cham Cham臺南冒險飯店 連泊二晚。適合企業員旅、team building 

─冒險飯店一日遊，上午曾文水庫環湖遊艇、下午多項室外冒險或室內益智活動任您玩 

─台劇「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拍攝地──深緣汲水善糖文化園區、梅嶺 

─團費包含去程交通高鐵，回程敬請自理，玩樂時間不受限 

─贈送臺南市區 Gogoro不限里程騎乘一日，自由探索心目中的大臺南 

行程售價 (十六人即可成行, 十六人以下價格另洽) 

房型 價格 

雙人房 (3/13、4/10、4/24、5/8、5/22、6/5、6/19週六出發) 12,500/人 

孩童價格(與二位大人同住)  

6歲─11歲孩童(佔床、含飯店早餐、午晚餐、交通、部分門票減免、保險、小費)  

(趣淘漫旅臺南僅可加 1床沙發床) 

10,000/人 

6歲以下孩童(不佔床、不含午晚餐；含飯店早餐、交通、部分門票免費、保險、小費) 5,500/人 

※訂金 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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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門票入內參觀    ▼ 表示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DAY1 高鐵臺北站++高鐵嘉義站→深緣及水善糖文化園區→梅嶺→趣淘漫旅臺南冒險飯店 

07:25 高鐵臺北站集合 

07:46 搭乘 0609 車次前往嘉義 

09:13 抵達高鐵嘉義站 

10:00 參觀▼深緣及水善糖文化園區。目前為善化糖廠，同時為 2020 夯台劇「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拍攝地，也可在

園區內的深緣烘焙購買著名的麵包及鳳梨酥 

11:30 前往享用午餐 

12:45 午餐 

14:30 抵達▼梅嶺，行走於伍龍步道，欣賞山林美景 

17:30 前往旅館 check in 

18:30 晚餐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福來梅子雞(每桌 4000)   晚餐：旅館內中式料理(每桌 5000+10%) 

住宿：趣淘漫旅臺南  或同級 
註：若不於臺北站出發之客人，將退費高鐵臺北─嘉義標準車廂票價 NT1,000/人，並自行於 09:15 在高鐵嘉義站集合 

註：依季節不同，梅嶺尚可於三至六月份採梅、欣賞油桐花及螢火蟲等，行程將依屆時情況微調，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深緣及水善糖文化園區】 

1904 年創辦的善化糖廠，舊名為「台南製糖株式會社」、「灣裡製糖所」，1961 年更名為善化糖廠！日治時代全台共

有 41 間製糖廠，1980 年代製糖產業沒落後，現僅存善化與虎尾兩座糖廠仍在生產。※每年 12 月到 3 月為製糖期。 

廠區有善糖文物館、親水公園、百年大樟樹、冰品部、深緣及水文化園區(深緣烘焙、及水火鍋、穎可達咖啡、光文會館、

沈園南亭)。 

 

 (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www.butterfly-love.com.tw/sugar/) 

【梅嶺】 

梅嶺位於楠西區灣丘村，原名「香蕉山」，後來香蕉沒落為梅樹所取代。經來訪之前副總統謝東閔先生見到滿山綻放的

梅花，遂改名為梅嶺。梅嶺是台灣產梅最大的栽培區之一，海拔高度約在 200~800 公尺之間，視野景觀遼闊，梅嶺盛產

梅、李、桃樹等，其中又以梅為大宗。滿山遍的梅林在冬至前後開花，盛開時梅花妝點整個山頭，十分壯觀！因此譽為

新南瀛勝景之「嶺梅映雪」 

https://tainan.chamcha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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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okgo.tw/butyview.html?id=1828) 

【趣淘漫旅臺南】 

2016 年．夏天．SUMMER 最受年輕人期待的飯店品牌 ─「HOTEL CHAM CHAM 趣淘漫旅」台灣首間冒險體驗主題飯

店，挑戰你的體能極限！ 

座落在全台最大的水庫「曾文水庫」風景區內，由凱撒飯店連鎖經營管理，打造一個專屬於年輕人的冒險體驗飯店。「CHAM 

CHAM」，西藏語，意為輕鬆自在的旅遊、踏青、采風等；取其趣音「強強」，願所有來訪的貴賓好友，能蓄積強又強

的能量動力，無有倦累，在賓客回歸職場、校園及家庭的時刻，充滿精神及喜悅。 

「趣淘」則取台語”玩耍”諧音，萃取台灣在地元素，隨興活潑地遊玩。趣淘漫旅地標「擎空塔台」是全台第一座連續

確保系統高空繩索場（Continous Belay System High Rope Course），高空四大冒險任務【翱翔漫旅】、【自由落體】、

【天空漫步】、【攀登競技】，邀請愛冒險的年輕人，一生必定要來挑戰！ 

 
 (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tainan.chamcham.com.tw/about/ ) 

DAY2 趣淘漫旅臺南冒險飯店一日遊 

今日將全天探索飯店 

09:30 搭車前往曾文水庫觀景樓碼頭 

10:00 搭乘★曾文水庫環湖遊艇 

11:00 抵返碼頭，準備享用午餐 

11:30 午餐 

14:30 贈送★五項戶外活動及兩項室內活動免費體驗 

18:30 晚餐 

早餐：旅館內享用   午餐：曾文水庫觀景樓餐飲(每人 300)   晚餐：旅館內中式料理(每桌 5000+10%) 

住宿：趣淘漫旅臺南  或同級 
門票：★曾文水庫環湖遊艇、五項戶外活動及兩項室內活動免費體驗 

【曾文水庫觀景樓】 

過了大壩後，沿著林蔭步道一路漫步，沿途有本局興建的各式觀景涼亭可供遠眺曾文水庫湖光山色，步道的中點是風景

區內最佳的賞景據點─觀景區，攀登該區的觀景樓以及怡心亭居高臨下，湖面更加開闊。偶遇農家的一葉扁舟緩緩劃過湖

心，這份慵懶閒適，正可滿足都會煩忙生活的人們內心的渴望。 

https://tainan.chamcha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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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www.wrasb.gov.tw/TSENGWEN/SignMapNew.aspx 

免費體驗活動設施表 
項目 地點 時間 注意事項 

 
 
 
 
 
 

主

題

挑

戰

活

動 

攀登競技  
 
 

 
戶 外 

擎空塔台 

 
 
 
設施開放時間 

09:00-11:30 

14:30-17:00 
 

最後著裝時間 

11:00 / 16:30 

※ 體重未滿 35 公斤及 110 公斤(含)以上，65歲(含)以上，不

得參加。 

※ 高空漫步體驗身高另需滿 130 公分以上。 
※ 患有心臟病、高血壓、腦溢血、氣喘、先天性癲癇或其他突發

性疾病患者、骨質疏鬆、習慣性脫臼、剛接受手術者及孕婦、

飲酒者不得參加。 

※ 進入擎空塔需穿著全身式吊帶及配戴岩盔， 並請穿著運動

服、球鞋。(為確保使用安全， 拖鞋、涼鞋、跟鞋不得體驗，

需換成合適鞋款。) 

高空漫步 

翱翔漫旅 

 

自由落體 

 

兒童攀岩

體驗 

※ 適合滿 5 歲並達 15 公斤以上兒童體驗。 

※ 需穿吊帶及配戴岩盔，請穿著運動服、球鞋。 
※ 基於安全考量若教練判定該體驗者不適合體驗，將暫停該設施

使用。 

※ 每場人數有限，依現場排隊為主。 
 

全館解謎 
 
 

B1 

戰勤基地 

 

09:00-21:00 ※ 手機先下載LINE APP 

※ 攜帶手機至B1 取題進行解謎 

 

光束任務 
 

14:00-22:00 
※  以現場排隊為主，最後排隊截止時間為21:30 

※ 體驗過程請將貴重物品或易掉落物品取下。 

※ 6 歲以下孩童需家長陪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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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體驗活動設施表 
項目 地點 時間 售價/人 注意事項 

 

 
室

內

活

動 

/ 

設

施 

親子 DIY B1 

戰勤基地 

 

16:30-17:30 

 

NT$100 
※ 適合五歲以上孩童體驗。 

※ 請於 16:00 前至B1 櫃檯登記報名。 
※ 單號日：水拼珠；雙號日：熱縮片 

鐳射戰場 
 
 
 
 

B1 

戰勤基地 

 
14:00-21:30 

 

NT$200 
※ 請於入住後至B1 櫃檯登記體驗場次。 

※ 每場人數依現場安排，最少 4 位最多 10 位。 
※ 需滿 7 歲及身高 120 公分以上。 

密室解救 NT$600/場 

(每場 2-6位) 

※ 請於入住後至 B1 櫃檯登記體驗場次。 

※  A 主題:冤獄逃脫 B 主題:謎漾柑仔店 

小米平衡車 週一-週五 
08:30-12:00 

NT$200/30min 
由教練進行教學，通過教學後即可在設定區域內 
自行駕駛；體驗過程需全程戴安全帽。 

趣淘桌遊  
 

08:30-22:00 

NT$100-$200 

/組 

押金  500 於歸還時退還，若遺失或損壞依定價 
賠償(可借回房間使用，隔日 11:00 前歸還即可) 

活力 

休閒設施 

 
房客免費 

撞球(使用時間 30 分鐘)、手足球、跑步機請至B1 

櫃台登記(需著運動鞋)。 

親子遊戲區 巨型疊疊樂、繽紛球池拍照區、樂高積木、疊杯 
遊戲….等 

鐵馬輕旅行 1F 

服務中心 
07:30-17:00 NT$100 

※ 自行車體驗 1 小時/礦泉水一瓶 

DAY3 趣淘漫旅臺南冒險飯店→臺南市區 Gogoro一日遊自由行→自行回程 

今日將提供★Gogoro 電動機車一日租賃（兩人一部不限里程，單人騎乘須付價差 300/人），臺南市區一日遊自由行 

09:00 出發前往位於臺南市區之電動機車租賃店 

10:30 抵達電動機車租賃店，取車並宣布相關事項，領隊服務結束。今日請自行還車及回程 

 

自由活動時間，您可探索臺南各大景點，包含 

◎經典古蹟：孔廟、赤崁樓、安平古堡及樹屋暨德記洋行、億載金城 

◎文創藝享：美術一館及二館（週一休館，僅能外部參觀）、河樂廣場、安平定情碼頭德陽艦園區、林百貨、夕遊出張

所、藍晒圖、海安路藝術大道、國立臺灣文學館（週一休館，僅能外部參觀）、吳園藝文中心 

◎自然風光：四草綠色隧道、漁光島 

以及嘗遍各大小吃，包括金得春捲、江水號、石精臼蚵仔煎、韋家乾麵、富盛號碗粿、協進國小旁無店名 2 元黑輪攤、

無店名鴨肉麵、籃記東山鴨頭、蔡家蚵嗲、鬍鬚忠牛肉湯、阿堂鹹粥、矮仔成蝦仁飯等 

註：請最遲於 22:00 前至取車地還車。欲續借者，請於報名時提出需求，並於現場付清車款。  

早餐：旅館內享用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門票：★Gogoro 電動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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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古堡】 

17 世紀初荷蘭人以軍商結合的隊伍，於 1624 年占領今日安平，並建熱蘭遮城為其防禦要塞，全部工程完成於 1634 年。

1662 年鄭成功取荷蘭城後，改稱安平鎮，改內城為內府，臺人因此稱其為王城。清領時代，因台江陸浮失卻其重要性，

加上清兵破壞熱蘭遮城建億載金城，故日漸荒廢。日治後重建，二戰後乃稱「安平古堡」。目前真正的荷蘭時期遺跡僅

存古堡前方外城南城垣的磚牆。老榕盤根，無限滄桑，見證著盡 400 年來的台江的歷史。 

1975 年配合觀光年計畫，台南市政府整修安平古堡範圍環境，在瞭望台上加一尖型屋頂，牆面漆成白色，就是現在我們

看見的安平古堡的模樣。 

 
(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www.twtainan.net/zh-tw/attractions/detail/671 ) 

【億載金城】 

億載金城古稱為「安平大砲臺」或「二鯤鯓砲臺」是為了對抗因牡丹社事件而犯臺的日本軍隊。西元 1874 年沈葆楨先抵

安平，認為應建立大砲臺以保衛府城，因此，西元 1876 年由法國工程師所設計完成的全臺第一座西式砲臺終於完成，也

是全臺第一座配備英國阿姆斯壯大砲的砲臺，臺灣的海防軍事也因此而邁向近代化的一大步。建築形制上，億載金城屬

於西洋稜堡式的方形砲臺，四角凸出，中央內凹。環繞砲臺並有護城壕，砲臺上分置大、小砲，城堡中央則為操練場；

形制完善、規模宏大，加上砲臺威力強大，億載金城可說是臺灣南北砲臺中，劃時代的重要里程碑。 

砲臺後遭毀損，曾一度荒廢，後被列為府城名勝之一而加以保存。光復後，大規模整修，形式和材質上已多有改變。但

整修後，仍大致可看出當年的規模。外圍城高約 2 公尺，城垣四周有護城河，林木茂密，由紅磚砌成的圓拱城門則高 5

公尺，穿過圓拱門，城內所見是綠草如茵，平坦寬廣，並有沈葆楨的紀念銅像及仿製的古炮。 

 
(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reurl.cc/7okQmN ) 

【河樂廣場】 

「河樂廣場 The Spring」由荷蘭 MVRDV 建築師團隊操刀，以「城市潟湖」為設計概念規劃下凹式露天水景廣場，並

結合生態景觀及循環水系統，打造市區內最大的親水潟湖親水空間。 

(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www.facebook.com/TheSpring.Tainan/photos/?ref=page_intern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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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包含 : 

1. 交通：專車、臺北─嘉義高鐵標準車廂、Gogoro 電動機車（兩人一部）租借費用 

2. 門票：行程表內有標示★符號即內含參觀門票 

3. 保險：旅遊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4. 小費：全程司機及導遊小費 

     ※  請留意 : 費用不包含行程表上自理餐、私人消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費及私人交通費等。 

●注意事項:  

1. 行程景點安排會因住宿地點調整、潮汐、車船調度、天候、風浪，而有前後順序對調，若有調整之處，敬請見諒及配合。 

2. 如遇颱風、地震等大自然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延期出發或全額退費之權利。 

3. 部分天然景色受各景點當日氣候影響，屬不可抗力之因素，如未如預期欣賞到，請見諒。 

4.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必須團進團出 (特殊個別行程請報名時告知) 

5. 單人房加價費用，請洽詢業務專員。 

6. 如有特殊餐食需求，請於報名時事先向業務員通知。 

（航班、行程、飯店，安排均為暫訂，視實際安排情況調整 2021/1/18修正） 

 

《詳情請洽》 

太一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One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Web: www.t1tour.com.tw  10448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號 16樓 

電話：02─2567─3822  傳真：02─2567─3820 

Email : info@t1tour.com.tw 

http://www.t1tour.com.tw/
mailto:info@t1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