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保協會 2017 國旅卡推薦優質行程~
十鼓文化園區ㄉㄟ哇帕.台灣亞馬遜河.
歐風奇美博物館藝術大賞.漫遊南元休閒農場渡假趣
推薦指數: ★★★★★
建議月份:一年四季
行程特色: 1.來回搭乘高鐵~讓您免去去舟車勞頓的辛勞，體驗時速 300 公里的極速快感
2.使用車輛均為合格、合法、正牌營業用 43 或 33 座三年內的豪華遊覽車，且嚴
格遵守監理所之安全規定，每車均附消防設備、滅火器、擊破器，且要求定期
檢驗及保養，為旅遊做最安全舒適的安排。
3.全新十鼓打擊文化園區
鼓樂表演:榮獲國內外大小獎項的世界表演藝術團隊，十鼓打擊樂團為您撼動演
出，讓您的視覺、聽覺，發自心靈的撼動與感動
專屬為大人打造亞洲最高的透明滑梯:讓您感受溜滑梯的八秒鐘刺激感
4.體驗搭膠筏遊台江紅樹林～透過解說員的解說，讓您對紅樹林生態有更進一步
的認識。
5.奇美博物館－都會新館～重新開幕～全新感官～美的震撼
6.悠閒慢遊南元農場～陶醉在２５公頃無公害的自然景觀中，專人帶領 您解說南
元之美、台灣島、情人步道、桂花迷宮、鳥園欣賞奇珍意異禽、搭乘遊艇欣賞
天鵝湖好不浪漫..
7.入住全國最大的植物園、鳥園、花園~南元休閒農場~全新落成渡假飯店&湖上原
木屋浪漫入夢鄉，呈現新風貌
8.高餐標，餐餐風味餐
(1)阜杭豆漿~~台北超人氣中式早餐店，招牌燒餅讓人一吃就上癮
(2)台南國宴小吃風味餐 (周氏蝦捲或府城食府餐廳)各式台南小吃，例如蝦捲
、浮水魚羹、擔仔麵、安平老街蜜餞、安平港清蒸紅蝦、棺材板、虱目魚丸、
魚皮湯、炒鱔魚意麵、迷你狀元粽、虱目魚粥、香菇肉羹、安平豆花、什錦
水果等....，多元化小吃、多重選擇讓您回味無窮。
(3)南元休閒農場嘉南風味特餐：南元獨特的山產及天然山菜，例如：農場生產
的天然植物製成的茄苳雞、明日葉燉雞、酥炸明日葉、天然山蘇、清蒸筍殼
魚、樹子曲腰魚＜又名總統魚：先總統蔣公生前愛吃之魚＞、羅李亮冰…等，
這都是周邊水庫及農場內生產的野菜、鮮魚、放山雞… ，而羅李亮冰更是
農場自行開發，內含天然果肉、果膠，天然美味，深受遊客喜愛的冰品，道
道珍饌，是老饕不可錯過的美食之旅。(明日葉、清蒸筍殼魚、樹子曲腰魚
為季節限定)
【羅李亮果】正式名稱為刺番荔枝，原是東南亞的水果，據說日本時代，日
本皇族喜愛品嚐此果，不過在沒有飛機、冷凍船的時代，從東南亞來不及運
到日本就會腐敗。日本人在台灣經過試驗後，發現台南六甲、柳營一帶最適
合栽種羅李亮，於是在此地精心栽培，等到收成之時，再以快船運往日本，
供皇族品嚐。
(4)葉陶楊坊人文食堂風味餐~氣氛一級棒的創意料理，且主廚為了現代人的健
康堅持做菜不加任何一滴味素
(5)回程於高鐵上安排台灣高鐵便當

台北高鐵站++台南高鐵站 台南十鼓文化園區(10.8 公里/車程約 20 分
鐘/停留約 2.5 小時) 台南小吃風味午餐(15.4 公里/車程約 30 分鐘/停
留約 1 小時-1 小時 20 分鐘) 戀戀四草～搭膠筏遊台江紅樹林(7.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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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程約 20 分鐘/停留約 1 小時) 井仔腳鹽田(30 公里/車程約 40 分鐘/
停留約 30 分鐘) 晚宿:南元休閒農場(42 公里/車程約 50 分鐘)
07:00-07:10 台北高鐵站準時集合前往魚米之鄉~南瀛之旅 (早餐請於高鐵上享用元氣早餐)
07:21-09:07 高鐵快捷 1607 班次【沿途停靠：南港、台北、板橋、桃園、新竹、台中、嘉義】
→台南車站搭乘全新打造的 700T 型台灣新幹線列車，享受時速近三百公里的極速
快感，沿途欣賞西部城鄉風光，大城的喧囂、小鎮的寧靜，阡陌縱橫的景色讓人不
由得心情也為之開朗。
(高鐵正確班次以實際訂票為主，出發前 1 個月方可開放訂票)
(旅客若想由其它高鐵站出發，可提出需求，旅行社可協助旅客訂票，其費用則扣
除台北段團體來回車票後，另加上需求段之高鐵票價)

09:40-12:10 【十鼓打擊文化園區】十鼓之村結合鼓樂打擊及製鼓文化，自足建造一座佔地約五
公頃藝術的新天地、老倉庫、挑高的建築內搭配震撼的鼓音，讓傳統音樂做出有台
灣味的創新，用台灣人的音樂打動世界的心。
鼓樂表演:榮獲國內外大小獎項的世界表演藝術團隊，十鼓打擊樂團為您撼動演出
，讓您的視覺、聽覺，發自心靈的撼動與感動
專屬為大人打造亞洲最高的透明滑梯:讓您感受溜滑梯的八秒鐘刺激感(限 12 歲以
上民眾使用)
專屬為 12 歲以下小朋友打造一座約 10 米高之旋轉滑梯+球池
(在這兒讓您親自上演電影“陣頭”的打鼓體驗喔)

12:40-14:00 午餐的約會~台南國宴小吃風味餐 (周氏蝦捲或府城食府餐廳)
〝台南小吃國宴風味餐〞除了周氏蝦捲招牌菜外，更加上各式台南小吃，例如蝦捲、
浮水魚羹、擔仔麵、安平老街蜜餞、安平港清蒸紅蝦、棺材板、虱目魚丸、魚皮湯、
炒鱔魚意麵、迷你狀元粽、虱目魚粥、香菇肉羹、安平豆花、什錦水果等....，多
元化小吃、多重選擇讓您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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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5:20 戀戀四草～搭膠筏遊台江紅樹林
位於嘉南大圳及運鹽古運河交匯處，有著一大片綠油油的海茄苳，這裡的人管它叫
「走私道」，浪漫一點的人稱它為「湖中湖」、「水上迷宮」或「水上森林」。從
陸地上觀賞，只見綠水倒影，諸不知裡面蘊藏著豐富的生態奇觀。如能搭乘膠筏，
從水路接近，隨著解說員的引導，便能親近它並欣賞其有趣的生態景觀。

16:00-16:30 井仔腳鹽田目前是台灣最古老的現址鹽田，西元 1818 年設立；井仔腳是他的地名
也有另一名字叫瓦盤鹽田。結晶池是用碎甕片拼貼而成很特殊，可以下到池中赤腳
踏在白苞苞的鹽田上體驗曬鹽文化及晒鹽人家辛勞。

17:20-18:00 南元休閒農場ＣＨＥＣＫ ＩＮ
南元花園休閒農場位於台南市柳營區，從台南市六甲區往楠西、曾文水庫方向 3 公
里處的 174 市道旁。園區總共佔地 30 多公頃，以保持自然生態為原則，活用大自
然的原始景觀及農村田園文化資源，南元花園休閒農場自對外開放以來，精心規劃
的園區、用心經營的態度，一致獲得消費者的信賴與肯定。
本園共分三個生態系：
森林生態系內擁有各種植物高達二千多種，分佈寒帶、溫帶、熱帶植物二十萬餘株，
並擁有長達十公里的林蔭步道，堪稱生物界大觀園。農場內擁有全國最豐富的樹
種，可盡情倘佯在「高達兩千多種芬多精」的懷抱中。
湖泊生態系有六個天然湖泊：
天鵝湖游艇區、湖上高爾夫球區、湖上動物島區、紅豆杉檜木區、野鳥觀賞區、瀑
布觀景區。
農場生態系的廣大“青青草原”可以讓您享受盡情奔跑、翻滾、放風箏…等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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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偎在旁邊的『台灣島』是一仿照台灣全島地形的島嶼，上面栽培了台灣各縣市所
代表的花卉植物及呈現台灣主要溪流的分佈；農耕區則是蔬果農作物示範栽培的展
示區；竹屋則是古式臺灣建築；鳥園、動物島，執著於知性、感性、教育性的生態
食物鏈，並備有專業解說員介紹農場內珍貴的保育類動物及鳥類；還有全台少見的
湖上高爾夫練習場，喜歡揮桿的朋友可享受另一種不同的刺激快感；到了回饋亭則
可以在這歇一下腳步，買罐魚飼料，欣賞湖中各色錦鯉爭食，熱鬧萬分。
全新落成渡假飯店&湖上原木屋浪漫入夢鄉，呈現新風貌
2015 年全新渡假飯店落成，採用台灣磚外觀，以ㄇ字型環山面湖，大廳前觀賞美麗
庭園，讓您享受最自然的蟲鳴鳥叫。
讓人最喜歡的就是可與歐美國家媲美的“湖畔度假原木屋”，走累了可以住宿頂級
湖上度假原木屋，建材全是加拿大進口著名的香杉原木，一開啟門,即可聞到香杉
原木的香氣。美式的浪漫風情，保證睡的健康、舒服。原木屋凌空搭築在湖面之上
與水波山色相互輝映，真的讓人以為彷彿置身在歐美洲！這絕對是國內休閒農場最
頂級的湖上度假原木屋。

18:00-19:20 晚餐的約會~農場風味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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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夜間生態體驗活動~大家一起動手做 DIY，爾後亦可跟農場租借茶具(需自費 300
元)，可至森林泡茶區泡泡茶..享受星空夜語..
阜航豆漿或
台南國宴小吃風味餐
農場風味晚餐
中華一餅餐
440/人
5500/桌
盒 85/份

住宿

南元休閒農場
南元農場風光 葉陶楊坊人文食堂午餐(27.5 公里/車程約 40 分鐘/停留
約 1 小時-1 小時 20 分鐘) 奇美博物館(25 公里/車程約 30 分鐘/停留約
3 小時) 搭乘台灣高鐵快樂歸賦

07:00-07:30 早安!起床拉!!蜜妮時間~~在大自然的懷抱中起床ㄌ!!
07:30-08:30 享用農場準備的豐盛早餐~~要吃飽飽喔!!
08:30-12:00 南元農場風光：陶醉在２５公頃無公害的自然景觀中，專人帶領 您解說南元之美、
錦鯉餵食區、釣青蛙區、台灣島、情人步道、桂花迷宮、鳥園欣賞奇珍意異禽、搭
乘遊艇欣賞天鵝湖、兒童園區、放風箏、玩飛盤。您亦可自費打場水上高爾夫或騎
腳踏車自由遨遊園區。
**園區生態導覽 09:00-10:30 專業動植物導覽(可自由參加)**

11:00-11:20 飯店 CHECK-OUT~別忘ㄌ別人的行李喔!!
12:00-13:20 午餐的約會~(葉陶楊坊人文食堂風味餐)~氣氛一級棒的創意料理，且主廚為了現代
人的健康堅持做菜不加任何一滴味素
13:50-16:50 【奇美博物館－都會新館～重新開幕～全新感官～美的震撼】
奇美博物館已遷移至臺南都會博物館園區奇美館，將於 2015 年重新開館。博物館
的建築呈現出如凡爾賽宮的美麗外觀，讓您來到這彷彿走到歐洲一樣，不管走到哪
個角度拍照，都會令您感受到有如置身歐風油畫裡的藝術氣息中。博物館內部除了
擁有豐富的美術、動物、武器以及樂器館藏，更有被譽為「四大鎮館之寶」的珍品
等著大家來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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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8-19:36 抵達台南高鐵站..搭乘台灣高鐵 670 班次返回台北..帶著滿滿的回憶返回溫暖的
家..期待再相逢..(晚餐請於高鐵車上享用高鐵便當)
(高鐵正確班次以實際訂票為主，出發前 1 個月方可開放訂票)
葉陶楊坊人文食堂
高鐵便當
農場早餐
7700/桌
100/盒

住宿

溫暖的家

售價

平日價格：每人新台幣 10,000 元(以二人一室報價)（週一.二.三.四出團）
旺日價格：每人新台幣 11,000 元(以二人一室報價)（週五出團）
假日及連續假日價格：每人新台幣 12,000 元(以二人一室報價)（週 六 出團）
以最少出團人數 16 人（不含領團人員）計價，出團日需適用國旅卡使用辦法
(旅客若想由其它高鐵站出發，可提出需求，旅行社可協助旅客訂票，其費用則扣除台北
段來回團體高鐵票後，另加上需求段之高鐵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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