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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城漫步桃城攻略【冬春行程‧週三出發】 
 國宴風味餐、米其林三星景點、臺南晶英、關仔嶺儷景溫泉會館 
                      三天兩夜 
 
 

   

 

行程特色 
─臺南晶英酒店一晚、關仔嶺儷景溫泉會館一晚 

─周氏蝦捲國宴級小吃饗宴、臺南最時尚的海產店─丸珍水產、溫泉會館特色血藤火鍋 

─臺版亞馬遜河: 臺江國家公園四草綠色隧道 

─一次暢遊臺南古都三個綠色米其林指南三星景點：大天后宮、赤崁樓、孔廟 

─參觀全臺最大日式建築群：嘉義檜意森活村 Hinoki Village +古色古香絕美花磚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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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27，2/17、2/24、3/17、3/31週三出發) 12,900/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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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0/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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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0/每人 

※訂金 5,000/人 

※儷景溫泉會館若升級為采憶雙人房（房間約 15坪，泥湯溫泉及冷泉雙湯池），加價 800/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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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門票入內參觀    ▼ 表示徒步遊覽 

當地導遊聘有─臺南孔廟、赤崁樓、大天后宮、億載金城 

【行程內容】 

DAY1 高鐵臺南站→大天后宮→赤崁樓→臺南孔廟→臺南晶英酒店 
11:00 高鐵臺南站集合 

11:20 前往餐廳，準備享用午餐 

12:00 午餐 

14:00 展開臺灣古都之旅，亦皆為米其林三星景點，並有專人導覽。首站為擁有近 400 年歷史的臺灣首學★臺南孔廟 

15:15 次站為★赤崁樓 

16:30 最後前往▼大天后宮 

17:30 導覽結束，搭車前往臺南歷史最悠久的夜市▼武聖夜市 

17:45 抵達武聖夜市，晚餐自理 

19:30 集合搭車返回飯店 check in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周氏蝦捲國宴廳 (每桌 4000+10%)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5★臺南晶英酒店  或 香格里拉臺南遠東國際大飯店或同級 
門票：★含孔廟、赤崁樓 

註：臺南市最著名的三大夜市為花園夜市、大東夜市、武聖夜市，各夜市營業時間不同。若出發日無法配合武聖夜市營

業時間，將以另外二座夜市替代。 

 

【周氏蝦捲】 

周氏蝦捲創始人周進根先生表示，早在五十年前他的父親就從事魚丸類小吃，周進根接手後就在觀音亭旁賣起自助餐，

而蝦捲便是其中一道菜，由於蝦仁料好實在，風味又獨特，許多食客專點蝦捲吃，所以便改為專賣蝦捲。 

周氏蝦捲源自於 1965 年當時創辦人周進根先生原本是辦外燴的﹝總舖師﹞，然而外燴不是天天都有生意，於是在閒暇時

於臺南安平經營小吃生意，當時販賣多種小吃，而蝦捲僅是其中一道菜。到了 1980 年左右將原本的蝦捲加以改良，以新

鮮蝦仁為主做成的蝦捲深受消費者的喜愛，因此便改以販賣蝦捲為主體，有鑒於商譽問題需要消費品牌，因此用本身之

姓氏〝周〞為店號，取名為〝周氏蝦捲〞。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經營，將傳統小吃店的經營型態，轉變為現代化的餐飲營運模式，例如電腦化的點餐系統，現代化的

廚具設備，舒適優雅的用餐環境....等在在都以消費者的立場去思考經營，因此成為臺灣極具規模與份量的餐飲店。 

 

 

 

 

 

 

 

(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www.chous.com.tw/chous/products.html ) 

【大天后宮】 

俗稱大媽祖宮，為臺灣最早官建的媽祖廟，原為寧靖王朱術桂府邸，1683 年，施琅率軍渡海來臺大敗鄭克塽，此後為收

復民心，有鑑於臺灣人民對於媽祖的信仰，特奏請清廷將靖寧王府改建為天妃宮供奉媽祖。 

https://tainan.silksplace.com/tw/
http://www.shangri-la.com/tc/tainan/fareasternplazashangr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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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reurl.cc/A8AmgK) 

【赤崁樓】 

赤崁樓乃荷蘭人於西元 1652 年創建，是荷蘭人據臺時期的行政中心，原稱普羅民遮城（荷文為永恆之意），漢人則稱之

為「赤崁樓」、「番仔樓」或「紅毛樓」。清初臺江尚未淤塞前，浪濤可直達赤崁樓下，「赤崁夕照」是當時著名的臺

灣八景之一。赤崁樓前有九座清代龜趺御碑，傳說贔ㄅㄧˋㄒㄧˋ屭為龍生九子之一，貌似龜而好負重，在上古時代常

馱著三山五嶽，在江河湖海裡興風作浪，而後大禹治水時收服了它，它便服從大禹指揮，洪水治服了，大禹擔心贔屭又

到處撒野，便搬來頂天立地的巨大石碑，上面刻上大禹治水的功跡，叫贔屭馱著。 

臺灣現存有十座龜趺御碑，乃清乾隆皇帝為了表彰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事件所賜。石碑高 3.1 公尺，寬 1.4 公尺，以金門「麻

糬石」雕刻而成，其中四座全刻滿文，四座全刻漢文，二座漢滿文合刻。龜趺御碑運抵臺南府時，其中一龜座不慎掉入

港內，於是另以砂岩仿造一座，原座直到 1911 年才被臺南漁民撈起，供奉在南廠保安宮內。碑座中的九座在赤崁樓中保

存，另漢滿文合刻的一座則立於嘉義，這碑座經數次遷移，現安置於嘉義公園中，名為福康安紀功碑。 

 

(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reurl.cc/ldDr99 , https://reurl.cc/d5DkXy ) 

【臺南孔廟】 

臺南孔廟是臺灣第一座孔廟，已有三百多年歷史，清領初期是全臺童生唯一入學之所，因此稱「全臺首學」，是臺南為

文化古都的核心，串聯起舊街區並連接附近主要的古蹟點，大南門、府中街、延平郡王祠等。 

而每年 9/28 秋祭大典向偉大的孔老夫子求智慧，爭相上殿拔取智慧毛更是來孔廟不能錯過的一大盛事。而每年祭孔過

後，文廟管委會也會準備五百份智慧毛提供民眾於販賣部購買，不過數量有限，錯過了可得明年再來排隊了。 

 
(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reurl.cc/avVmN9, https://reurl.cc/A8Am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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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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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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reurl.cc/3LxE4V ) 

【武聖夜市】 

武聖夜市為臺南歷史最悠久的夜市，始於 1984 年，成立至今已有 34 年，據瞭解旅美投手王建民從小最愛逛的夜市就是

臺南歷史悠久的「武聖夜市」，與其他夜市相比，百貨精品為該夜市的強項，價格也比一般商店優惠，成為一大特色。

臺南市最著名的三大夜市為花園夜市、大東夜市、武聖夜市，各夜市營業時間不同，因此創造了「大大武花大武花」或

「大尖武花尖武花」的口訣，讓人容易知道各夜市的營業時間。 

DAY2 臺南晶英酒店→四草大眾廟生態園區→安平樹屋→億載金城→紅葉公園→儷景溫泉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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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5 抵達★億載金城，參觀清朝末期所建有百年歷史的炮臺，並有專人導覽 

18:00 酒店 check in 

19:00 晚餐，餐後可前往大眾池體驗泥漿湯泉(須著泳衣，僅可入場一次，不限時間，開放至晚間十二時)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丸珍水產 (每桌 6000+10%) 

晚餐：儷景溫泉會館特色血藤土雞鍋 (每人 450) 

住宿：儷景溫泉會館  或 沐春溫泉湯宿  或 關子嶺統茂溫泉會館或同級 

門票：★紅樹林隧道遊船、英商德記洋行及安平樹屋園區、億載金城、安平古堡 

註：儷景溫泉會館若升級為采憶雙人房（房間約 15 坪，泥湯溫泉及冷泉雙湯池），加價 800/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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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看見招潮蟹、彈塗魚、白鷺鷥等動物，擁有豐富的濕地生

態。 

 

https://www.facebook.com/wj0985586157/
https://hans543.com/reikei-hot-spring-resort/
https://www.reikei.com.tw/
http://web.muspring.com.tw/index.html
http://guanziling-uniongo.toongmao.com.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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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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儷景溫泉會館】 

坐落於關仔嶺大棟山山腳下的儷景溫泉會館，樸實簡單風的生活館、露天南洋風的時尚館、有關仔嶺地標之稱的尊榮館、

頂極精緻雙湯屋的荷楓館，飯店針對不同的消費族群需求設計多樣化的泡湯方式與環境供選擇，除了每個客房內皆可隨

時泡泥漿溫泉外，另外也提供了露天泥漿溫泉池、SPA 水療池、養身藥浴精油池、天然冷泉池、紅外線檜木烤箱與礦鹽

蒸氣室等設施，讓大家來到臺南除了玩得痛快，也能住得舒適，放鬆度過美好假期。 每個房間內都設有泥漿湯池，供住

客享受泡湯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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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reurl.cc/2gLG59 ) 

DAY3 儷景溫泉會館→蘭潭月影潭心→檜意森活村→臺灣花磚博物館→高鐵嘉義站 
09:00 出發前往臺南白河區關仔嶺的紅葉公園，是南臺灣知名綠色觀光旅遊勝地，楓紅時期約 11─12 月 

09:30 紅葉公園自由活動，貴賓可四處拍照，享受園區秋冬風情 

10:30 出發前往嘉義知名裝置藝術▼蘭潭月影潭心 

11:10 抵達蘭潭月影潭心，貴賓自由拍照 

11:40 前往嘉義著名小吃，擁有 70 年歷史的嘉義噴水雞肉飯 

12:00 午餐 

13:30 驅車至 2014 年國片「KANO」的拍攝場景之一▼檜意森活村，同時也是全臺最大日式建築群 

15:30 安排參觀古色古香，帶有懷舊情感的★臺灣花磚博物館 

17:00 前往高鐵嘉義站，賦歸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嘉義噴水雞肉飯──小雅旗艦店 (每桌 2800)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門票：★臺灣花磚博物館 

 

【紅葉公園】 

紅葉公園位於臺南市白河區關仔嶺溫泉區北側枕頭山上，嶺頂公園的上方，途中經過大凍山，海拔 334 公尺處，又稱關

仔嶺公園，舊名為林仔坪，因為山上種滿了大株楓樹等變葉植物，在秋天時節便會滿山通紅而得名，因此紅葉隧道也由

此產生。目前紅葉公園已成戶外生態觀察重要據點，西拉雅國家風景區亦以環境優先為前提，將紅葉公園規劃升級為生

態公園，加強植栽，強化水土保持效果，營造綠色觀光旅遊環境。 
(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reurl.cc/141AWm ) 

【月影潭心】 

蘭潭佔地面積約 70 公頃，位於嘉義市東郊山仔頂附近，距市區 3 公里，古稱「紅毛埤」，相傳為 300 多年前荷蘭人所

鑿之埤，故稱「蘭潭」，是嘉義地區自來水主要供應源，腹地廣大，為自然生態資源，風景區的後山範圍有著相當豐富

的自然資源，包含多種不同植物與昆蟲等，為嘉義地區著名的旅遊景點。「月影潭心」是藝術家王文志老師的作品，係

由鋁片編織的縷空主題結構，月光下光影幻化，獨特的美姿，如鳥巢構築在潭水之上，呼應周遭樹群鳥隻，充滿自然野

趣氣息。 

 
 (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reurl.cc/Oqv38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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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噴水雞肉飯 小雅旗艦店】 

噴水雞肉飯創立自民國三十八年，嘉義必吃在地美食，在嘉義各區皆有分店。 

『噴水雞肉飯─小雅旗艦店』是嘉義唯一門市有五星級用餐環境的『平價』雞肉飯餐廳，另備有私人 VIP 包廂，也有商務

包廂，可容納 10─20 人，提供家人/公司聚餐的好所在，另備有專屬大停車場免費停車，歡迎貴賓來嘉義噴水雞肉飯小

雅店享受五星級平價在地美食。 
(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reurl.cc/0O10A6 ) 

【檜意森活村】 

檜意森活村是嘉義市東區旅遊景點之一，是臺灣第一座以森林為主題的文創園區，其是由共和路與林森東路間原林務局

的宿舍整修而成，占地約 3.4 公頃，並在忠孝路與林森東路路口設有「農業精品館」。園區內包含了 28 棟歷史建築「嘉

義市共和路與北門街林管處國有宿眷舍」以及市定古蹟「嘉義營林俱樂部」。 

  
(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reurl.cc/py60N8 ) 

【臺灣花磚博物館】 

花磚藝術博物館的主人用了 20 年的努力，收藏上千片古厝花磚風華再現，傾聽老房子的歷史，了解每一片花磚得來不易，

更加喜愛這有故事的博物館，百年前的臺灣，富貴家族都會在房屋上裝飾美麗的花磚，但隨老屋凋零與都市更新，這些

花磚在怪手的剷除下快速消失，所幸有一群人默默地走訪各個老屋拆除現場，從斷瓦殘垣中搶救這些珍貴的百年圖騰。

花磚的正式名稱為「馬約利卡磚」（Majolica Tile），最初造磚技術掌握在歐洲人手中，而日本人破解其技術，將花磚

之美引入亞洲，立刻在臺灣、新加坡等國家造成流行。但隨二戰爆發，日本人不再生產花磚，短短 20 年光景，花磚已成

為臺灣老屋上，曇花一現的美麗裝飾。不禁感嘆，「美麗的花磚，拆一片就少一片。」 

 
(圖片與資料出處: https://travel.yam.com/Article.aspx?sn=104573 ;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1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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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包含 : 

1. 交通：三日專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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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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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