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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 Enriching Life! 

悠遊古都台南 3 日 
 

《行程簡表》 
日 期 行 程 餐 食   住 宿 

Day 1 
10/24 

(一) 
 

0700-0710 台北集合出發 

0710-1100 國道風光 

1100-1230 奇美博物館 

1300-1400 午餐 

1400-1700 十鼓文化村(1500 夢糖劇場) 

1730-------- 飯店 CHECK-IN 

1800-2000 飯店晚餐 

早：摩斯早餐 65/人 

台南香格里拉飯店 

午：永不出軌 4000/桌+10% 

晚：飯店自助餐 1080+10% 

Day 2 
10/25 

(二) 

0700-0830 晨喚享用早餐 

0900-1000 四草綠色隧道 

1030-1130 七股鹽山 

1200-1300 午餐 

1300-1530 七股潟湖遊船+烤蚵吃到飽 

1630-1730 觀夕平台 

1800-2000 晚餐 

2030-------- 飯店 

早：飯店早餐 

台南香格里拉飯店 

午：龍門客棧  4000/桌+10% 

晚：玄饌海鮮宴會館 6000/桌

+10% 

 
Day 3 
10/26 

(三) 

0800-1000 晨喚享用早餐 

1000-1100 享用飯店設施 

1100-1200 安平樹屋+老街 

1230-1330 午餐 

1330-1600 前往三義雅聞香草植物工廠 

1600-1645 雅聞香草植物工廠 

1645-1830 賦歸(車上點心) 

早：飯店早餐 

溫暖的家 

午：台南福樓 4893/桌+10% 

    車上點心 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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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 Enriching Life! 

《飯店介紹》 

台南香格里拉飯店 
地址: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 89 號 

電話: 06-702 8888 

飯店簡介： 台南遠東香格里拉國際大飯

店提供豪華客房、設施、餐廳及一流的

服務，讓旅客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台南

遠東國際大飯店提供優良評價的遠東

Café自助餐等餐廳及 334 間精心設有

電冰箱以及迷你吧 (內含免費招待品)

的客房等您入住，享受家一般的溫馨與

舒適。 您的舒適加層床墊床墊搭配有羽

絨被以及高級寢具。有線和無線網路皆

免費，房內還提供平面電視以及衛星電

視節目等等娛樂。客房專用浴室搭配獨

立浴缸和淋浴設備，精心提供全浸式浴缸以及名牌盥洗用品。飯店精心提供免費有線上網、商務中心

以及禮車/豪華轎車服務。 

 

《詳細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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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 Enriching Life! 

Day 1 

10/24 

(一) 

台北集合出發→奇美博物館→午餐→十鼓文化村(1500 夢糖劇場)→飯店

(於飯店享用自助晚餐) 

0700-0710 台北集合出發 

0710-1100 國道風光 

1100-1230 奇美博物館 

1300-1400 午餐 

1400-1700 十鼓文化村(1500 夢糖劇場) 

1730-------飯店 CHECK-IN 

1800-2000 飯店自助晚餐 

奇美博物館 

蒐藏以西洋藝術、樂器、兵器、動物標本以及化石為主要收藏方向，總計展出約四千多件藏品，約整

體蒐藏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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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 Enriching Life! 

 

十鼓文化村 

將園區規劃成靜態與動態兩部份，其中內的世界鼓博物館收藏以東亞鼓樂器為主，展示台灣、中國、

韓國、日本等地的傳統鼓樂器，也有罕見的單皮巨鼓、三角形的幾何鼓。此外，擊鼓體驗教室準備一、

二十面小鼓，讓民眾在園區內現學現賣，體驗繫鼓樂趣，相當特別；十鼓文化村每天開放固定場次擊

樂表演，讓民眾在遊玩的同時，也能欣賞到精采絕倫的節目喔！ 

 

 

 早餐／貼心安排早餐      午餐／永不出軌餐廳       晚餐／飯店自助晚餐 

 旅館／台南香格里拉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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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10/25 

(二) 

飯店享用早餐→四草綠色隧道→七股鹽山→午餐→七股潟湖遊船+烤蚵吃

到飽→觀夕平台→晚餐→飯店 

0700-0830 晨喚享用早餐 

0900-1000 四草綠色隧道 

1030-1130 七股鹽山 

1200-1300 午餐 

1300-1530 七股潟湖遊船+烤蚵吃到飽 

1630-1730 觀夕平台 

1800-2000 晚餐 

七股鹽山 

是目前唯一保有鹽山的鹽場，在明鄭時期開始就有人曬鹽。這裡的鹽山爬上去還會喘哩！到鹽山頂還

可以覽看七股一帶的鹽田風光。這裡有獨一無二的鹽滷池，泡一泡對皮膚很好，還可以吃鹹冰棒。 

七股潟湖 

世界上第四大的潟湖地型，我們將乘坐改良式的竹伐一遊，因為有外海沙洲的阻檔所以風平浪靜，湖

面上充滿了蚵架，在解說員的講解下了解潟湖的紅樹林生態。上岸後還可以享用碳烤鮮蚵吃到飽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龍門客棧          晚餐／玄饌海鮮宴會館 

 旅館／台南香格里拉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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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10/26 

(三) 

晨喚享用早餐→安平樹屋+老街→午餐→三義雅聞香草植物工廠→賦歸(車

上點心) 

0800-1000 晨喚享用早餐 

1000-1100 享用飯店設施 

1100-1200 安平樹屋+老街 

1230-1330 午餐 

1330-1600 搭車前往三義雅聞香草植物工廠 

1600-1645 三義雅聞香草植物工廠 

1645-1830 賦歸(車上點心) 

 

古蹟巡禮(安平樹屋.老街) 

原是德記洋行的倉庫，歷經百餘年歲月滄桑，倉庫牆面滿佈榕樹盤據的氣根，高聳的榕樹成為倉庫的

屋頂，也為樹屋蒙上一層神秘氣息，形成特有的屋樹共生奇景，類似吳哥窟大樹盤纏著「塔普倫寺」。 

 

三義雅聞香草植物工廠 

三義雅聞打造一座研究香草植卉，蔬果品質改良並兼

具休閒、養生、旅遊功能的雅聞 ... 人驚豔的後山玫

瑰園更具精緻細膩的巧思，佇立其中，彷彿置身遠離

塵囂的世外桃源。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台南福樓          晚餐／車上點心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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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台南香格里拉飯店費用】每車 30 人 

個人費用 二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不佔床費用 

(含飯店早餐費用) 
備註 

成人(12 歲以上) 13,900 12,300 11,200 成人需佔床   

6~12 歲小孩 13,600 12,000 11,000 8,200 
  

3~6 歲小孩 13,200 11,600 10,600 7,600 
3 歲以上均佔

車、餐 

0~3 歲小孩 

不佔車床餐 
700 僅含保險、門票 

【報價費用說明】 

項目 說明 

費用包含 

 行程內容所列之巴士用車費、景點門票、餐食。 

 住宿：住宿 2 晚含早餐，全程飯店為兩人一室(全程無自然單間)。若落單需補單人房費 

 領隊.司機小費  

 旅遊責任險：每人 500 萬附加醫療 20 萬。 

旅客未滿 15 歲或 70 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每人 200 萬附加醫療 20 萬。 

費用未含 

 行程中未列之餐食。 

 個人費用：房間內冰箱的食物及飲料、飯店洗衣、私人交通費、其它活動設施使用費等。 

 台南香格里拉單人房差費用元 

 每桌人數需達 10 人,不達人數需補餐差 

 如住單人房須補單人房差台幣 6,000 元/人 

 依據每車 30 人報價，若低於 30 人將不適用此報價 

注意事項 

 此團報價每車最低成團人數 30 人(不同價格有不同費用), 人數不足需以實際成團人數重新報

價。 

 經公會議價後,此為 2022 年 10 月 24 日之台南 3 天 2 夜報價，若更改日期出發，需依據更改

日期之報價為主。 

 為確保旅遊品質，3 歲以上孩童佔巴士車位及餐位之費用。 

 本公司保留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而行程更改之重新報價之權利。 

 飯店以實際訂出並回覆確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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