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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臺北─臺南來回高鐵】府城漫步【2021.4月起週六出發】 
  十鼓文化園區、井仔腳鹽田、臺南古都、臺南晶英酒店連泊 

三天兩夜 
 
 

   

 

行程特色 
─『現代且雋永』──臺南晶英酒店  連泊二宿 

─十鼓仁糖文化園區、南鯤鯓代天府、老塘湖藝術村、井仔腳瓦盤鹽田、四草臺版亞馬遜遊船 

─臺南度小月、晶英軒極品烤鴨宴、安平丸珍水產 

─團費包含臺北來回嘉義高鐵標準車廂  

─暢遊臺南古都：前臺南州廳、美術館二館、河樂廣場、安平樹屋&古堡、林百貨 

行程售價 (十人即可成行, 十人以下價格另洽) 

房型 價格 

雙人房(4/10、4/24、5/8、5/22、6/5、6/19週六出發) 2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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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晶英酒店可加１臥榻 83cm*200cm) 

14,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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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人 

※訂金 5,000/人 



- 2 - 

★ 含門票入內參觀  ☆ 國家級古蹟  ▼ 表示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DAY1 高鐵臺北站++高鐵臺南站→十鼓仁糖文化園區→臺南市區→臺南晶英酒店 

07:25 高鐵臺北站集合 

07:46 搭乘 0609 車次前往嘉義 

09:32 抵達高鐵臺南站 

10:00 參觀★十鼓仁糖文化園區。十鼓文創為原狀保留百年製糖工業遺產，全區共有 22 處日治時代建築及自然生態空間。

特別安排欣賞▼擊鼓秀 

11:30 前往享用午餐 

12:00 午餐 

13:30 前往臺南市區 

14:00 臺南古都導覽散策，預計路線：☆▼國立臺灣文學館（原臺南州廳）→▼美術館一館（原臺南州警察署）→☆▼孔

廟→▼林百貨 

16:00★專人導覽 2019 年開館，由日本建築大師坂茂操刀，以臺南鳳凰花為設計理念的★美術館二館 

17:30 步行前往酒店 

17:45 抵達酒店 check in 

18:00 晚餐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臺南度小月首席國宴(每桌 4500+10%)   晚餐：晶英軒極品烤鴨宴(每桌 8000+10%) 

住宿：5★ 臺南晶英酒店  或同級 

門票：十鼓仁糖文化園區、美術館二館 

【十鼓仁糖文化園區】 

本廠前身為「車路墘製糖所」，1909 年由日資「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創立，1910 年開工生產。民國 34 年 11 月由國民政府資

源委員會監理，並於次年接收。34/35 年期製糖在資源委員會監理下，由原日人製糖會社人員完成。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本廠

雖未直接受到盟機轟炸，但間接影響設備失修及蔗作廢耕，製糖設備雖尚完整，但廠房等設備乃屬殘破不堪，尤其蔗園荒蕪、

原料生產失調更為嚴重。 

民國 35 年 5 月 1 日「臺灣糖業公司」成立，民國 39 年 7 月劃歸「總爺總廠」督導。民國 47 年 7 月總爺糖廠改為「麻佳總廠」，

為推行大廠制將「三崁店糖廠」併入本廠，改稱「車崁糖廠」，仍歸麻佳總廠督導。民國 56 年 7 月本廠組織調整，三崁店部份

業務劃出獨立，本廠恢復「車路墘糖廠」，改隸高雄總廠管轄。民國 58 年 8 月配合所在地鄉名更改廠名為仁德糖廠，組織照舊。

民國 64 年 6 月高雄糖廠撤銷，本廠改隸屏東總廠督導。 在日治時代，工場日壓榨量為 1,500 公噸，民國 60 年提升為日壓 2,600

公噸。民國 92 年 7 月本廠關廠併入善化糖廠，93 年 9 月由臺南區處接管。廠區部分倉庫出租給十鼓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圖片與資料出處: 臺灣糖業臺南區處) 

【臺南市美術館二館】 

由石昭永建築師及日本坂茂建築設計事務所共同打造，是由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所規劃設計的建築物。建築本體以鳳凰花為發

想概念，五角形的外型將使南美館成為一座象徵臺南的文化地標，垂直錯落堆疊的展示空間，結合大型碎形屋頂，構成南美館

二館的主要外型。 

http://www.shangri-la.com/tc/tainan/fareasternplazashangr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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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與資料出處:https://www.twtainan.net/zh-tw/attractions/detail/5533 

【林百貨】 

林百貨(ハヤシ百貨)臺南人俗稱五棧樓仔(Gō ͘-chàn-lâu-á)，是日本商人林方一投資，林方一是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年）十二

月六日出生於日本山口縣的山村裡，父母從小就過世，童年依靠叔叔、嬸嬸的照料，但叔父母相繼去世之後，僅餘林方一與姊

弟彼此相依度日。明治三十五年（一九○二年），年十九歲時就獨自一人出外謀生，入山陽鐵道株式會社，六年後離開自行創業，

開設運貨運商行。明治四十五年 (一九一二年)，林方一來到臺南闖天下，在吳服店當帳場，八年之後，在馬場德次郎的協力提

供大宮町一丁目二番地（現全美戲院對面轉角處）的住屋讓林方一創業，開設小商店，之後又陸續開設兩家商店，賺進他的第

一批財富，接著陸續他又先後投資了四家會社，讓他累積擁有創設林百貨的資金來源。1932 年 12 月 5 日，林百貨正式開幕，

僅比號稱「七重天」的臺北菊元百貨，晚幾天開幕，因此成為臺灣第二家大型百貨公司，也是南臺灣最大的現代百貨公司，同

時是當時臺南市最高的建築物，配備南臺灣第一座商用電梯。 

 

(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www.hayashi.com.tw/page.asp?nSub=A8A000&lang= 

【臺南晶英酒店】 

臺南晶英酒店座落於臺南市中西區，為晶華國際酒店集團旗下之國際級商務度假酒店。鄰近新光三越與小西門商圈，步行可抵

城市內的古蹟景點，擁有豐富歷史典藏、蘊含人文風貌、商業機能完善之特色；車行 30 分鐘可至臺南高鐵站與臺南科學園區，

交通便利，兼具商務與休閒度假的環境與功能。臺南晶英酒店相信『現代且雋永』，將臺南儒風意象化為設計元素，運用閩式建

築特色妝點空間，走入飯店皆是藏於細節中的心意。 

http://www.hayashi.com.tw/page.asp?nSub=A8A000&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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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tainan.silksplace.com/tw/ 

DAY2 臺南晶英酒店→老塘湖藝術村→南鯤鯓代天府→井仔腳瓦盤鹽田→臺南晶英酒店 

09:30 搭車一路向北，前往臺南市學甲區 

10:30 參觀★老塘湖藝術村，並搭乘特有的★纜繩船前往湖村中神秘島。藝術村由抽象畫派藝術家匡進福（匡乙）以各種

廢棄老建材打造，前後創作 30 餘年，在此可見到臺灣早期農村生活、閩式建築和蒙古塞外等不同風格的創作品。  

11:45 驅車前往享用午餐 

12:00 午餐 

13:30 前往臺南市北門區 

14:00 參觀臺灣南部王爺信仰中心☆▼南鯤鯓代天府。本廟擁有國定古蹟的身分及三百餘年的歷史，同時也是臺南面積最

大的廟宇。 

15:30 驅車往南前往鹽田，途經▼北門教堂，短暫下車參觀 

16:00 參觀▼井仔腳瓦盤鹽田，此為臺灣現存最古老的瓦盤鹽田遺址，若天氣良好，如鏡面般的鹽田倒映藍天白雲，恰如

玻利維亞的天空之鏡般美麗。 

17:00 驅車前往酒店 

18:00 抵達酒店，並自理晚餐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麻豆驢子廚房西班牙式料理(每人 400)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5★ 臺南晶英酒店  或同級 
門票：老塘湖藝術村及纜繩船 

【老塘湖藝術村】 

老塘湖藝術村，是由一位臺灣瘋癲畫家匡乙，創作出來的，畫家匡乙以大陸宏村及烏鎮做為題材，用創舊藝術的方法，廢墟的

靈感，來實現古城造村再現。 

 
 (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www.facebook.com/laotanglake/) 
【南鯤鯓代天府】 

主要祀奉李、池、吳、朱、范等五位王爺，五位王爺與囝仔公爭地建廟的神話故事至今依然讓很多人津津樂道著，沿海的王爺

信仰在這裡展露無遺，2012 年 11 月更是完成了一件創舉，將建廟以來信徒捐贈的大大小小金牌加上廟方添購，共集結了一萬

零八百兩黃金，在廟內的凌霄寶殿打造了總價約 6 億多，也是全球最大的黃金玉旨牌，從 1984 年開始，至 2012 年完成，可

說是建廟 300 多年來的超大盛事。 

http://www.shangri-la.com/tc/tainan/fareasternplazashangr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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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www.twtainan.net/zh-tw/attractions/detail/466) 
【井仔腳瓦盤鹽田】 

井仔腳瓦盤鹽田是北門的第一座鹽田，也是現存最古老的瓦盤鹽田遺址，原為清領時期的瀨東鹽場，西元 1818 年遷移此至，

至今未再移位，是臺灣最古老的現址鹽田，至今已有 200 年歷史。 

史書上記載，鄭氏諮議參軍陳永華，認為當時原住民族製鹽技術尚不成熟，故產出的鹽味苦澀，於是改革製鹽方法。在海邊築

埕，在其上鋪碎瓦片，引水至鹽池，經由日曬成瓦上的結晶鹽，推進人工造鹽產業的進程。 

以厚約 6 公厘的瓦缸片鋪成的瓦盤鹽田，呈現出馬賽克拼貼般的美麗藝術，為延續其曬鹽產業文化的精神，將鹽場復育，讓「井

仔腳」特殊的曬鹽景觀保留在北門永華里的海岸邊。 

 
(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swcoast-nsa.travel/zh-tw/attraction/details/369) 

DAY3 臺南晶英酒店→四草→安平→河樂廣場→高鐵臺南站++高鐵臺北站 

09:20 搭車前往四草 

10:00 搭乘★紅樹林隧道遊船，暢遊綠色隧道(行程約 30 分鐘) 

10:40 參觀★英商德記洋行及安平樹屋園區，自由活動 

12:00 前往餐廳用餐 

12:15 午餐 

14:00 抵達★安平古堡，臺灣最早的城堡之一，並有專人導覽 

16:00 參觀臺南最新景點▼河樂廣場 

16:30 前往高鐵臺南站 

17:00 抵達高鐵臺南站 

17:28 搭乘 1246 車次前往臺北 

18:54 抵達高鐵臺北站，賦歸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丸珍水產(每人 1000+10%)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門票：★紅樹林隧道遊船、英商德記洋行及安平樹屋園區、安平古堡 

【四草大眾廟生態園區】 

四草生態綠色隧道」擁有『臺灣迷你型的亞馬遜河』之稱。遊客可船隻或竹筏進入幽靜的綠色隧道，欣賞由紅樹林自然

形成優美景緻，隧道內水筆仔、海茄苳等水生植物滿佈，還可見招潮蟹、彈塗魚、白鷺鷥等動物，擁有豐富的濕地生態。 

https://www.facebook.com/wj09855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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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珍水產海鮮餐廳】 

丸珍水產之前在安平魚市場只賣生魚片、火鍋，位子小小的，生意很好常常客滿，老闆想讓客人有更舒適的用餐空間，

另外尋地搬到現在這邊，環境相當寬敞！走進店內有別一般海產店的感覺，丸珍水產也有提供包廂式用餐空間，供三五

好友、家庭、公司聚餐，享受美食與歡樂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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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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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來的臺江的歷史。 

1975 年配合觀光年計畫，臺南市政府整修安平古堡範圍環境，在瞭望臺上加一尖型屋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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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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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高鐵標準車廂來回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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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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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麻豆驢子廚房西班牙式料理(每人400)   晚餐：敬請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