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職國內旅遊組(國家風景區) 

第三名 

賞西，熟西，Surprising！/台南高商 

 

遊程內容 
Day１ 

時間與地點 特色簡介 

8:00 

台南火車站 
集合完準備啟程囉~ 

8:45~11:10 

官田水稚生態園區 

 

  為國內第一塊補償型的人造濕地，菱角鳥有因行走在水面葉面上，

故有淩波以子的稱謂，在此，有「拜訪菱角鳥的家」、「探索水中生物」

等活動；其精心規劃環境導覽解說，讓遊客瞭解水雉園區的由來、經

歷和水雉的生態及故事。並於此處特別安排採菱角達人賽，為旅程

添加許多樂趣。 

11:20~12:20 

凱旋餐廳 

 

  每到菱角盛產期便會出菱角大餐，道道佳餚令人讚不絕口，最令人回味

無窮的就是麻油酒菱酒米糕、菱角拼盤，除此之外，菱角蝦鬆、日式菱角蝦、

翡翠海鮮羹、養生蓮子腸、陶板干貝菱等美味佳餚，更是不容錯過。 

13:00~14:20 

大鋤花間 

 

農場主人郭雅聰從台北來到台南東山，握起鋤頭，在深山裡開闢洪荒的

同時，竟意外與咖啡邂逅，自此展開大鋤花間的故事。秉持著從播種開始，

始終堅持有機的信念，所有的咖啡豆都是老闆自種、自製的，每一杯咖啡都

喝的到老闆的用心，店內烹煮東山咖啡時亦能在旁欣賞現煮東山咖啡。 

14:50~15:00 

藍記東山鴨頭 

 

  不僅是當地家喻戶曉，更是聞名全台的東山小吃，使用醬油與水將

鴨頭等，先滷三小時後再炸使得鴨肉充滿美味的滷汁而又不過於油膩，堪稱

鴨料理中的一絕。在此提供遊客在車上食用，每人有一份點心，含

鴨頭、米血、甜不辣各 1 個。 

 

   



 
 

   

 

 

15:30~16:45 

碧雲寺 

 

  俗稱「新巖」，原名「火山廟」，為國際三級古蹟。其依山勢而建，

寺門樸實典雅，內部棟樑雕刻細緻，與俗稱「舊巖」的大以寺合稱南瀛

八景之「關嶺雲巖」；位於海拔較高處，週圍雲霧繚繞，視野極佳。安排

參觀傳奇故事-出米洞，以及違反自然定律的景觀-水火同源。 

17:00~18:30 

紅葉山莊 

 

  位於關仔嶺溫泉區最上層，視野遼闊，從房間向窗外望去，壯闊的關子

嶺山嵐美景，盡收眼底。關子嶺溫泉為台灣四大溫泉之一，更是全台唯

一的「泥質溫泉」。在此安排旅客泡湯，體驗世界少有的泥質溫泉，此山

莊的大型露天 spa， 分為泥漿濁泉池、冷泉池、溫泉池、水療按摩噴泉池；

是關子嶺最具規模的大型露天 spa。 

18:40~19:30 

竹香園甕缸雞 

 

  在地老店「竹香園」打造兩種不同風格的用餐環境與空間，早期的農家

風味，在竹藝品點綴下、小而美的用餐環境中、竹桌椅的雅致裡透露出韻味。

菜餚中加入了當地山產野菜，吃的到食材的原味及特色。 

19:30~20:00 

關子嶺 

溫泉麻糬伴手禮 

 

  以純正米製作而成，口感軟Ｑ有嚼勁，內餡飽滿紥實。有芝麻、花生

與紅豆三種口味，將傳統口味結合創新的製作手法，使得三種口味皆獨道有

特色，在此安排旅客購買伴手禮。 

20:20~21:20 

六重溪帄埔文化園區 

 

  部落的前方矗立一座「精神牌樓」，裡面放置 5 個甕，供奉「太祖五姊

妹」。社區博物館分為人文館、自然館、生態館、采風館展示六重溪重要文

物，外觀仿造傳統「公廨」建置，相當具有帄埔特色。國民領隊將解說關於

西拉雅帄埔族文化與歷史，並在此安排遊客一同跳支帄埔族的舞蹈。農曆 9

月 14.15 日為六重溪「太祖五姊妹」夜祭，這兩天的遊客特別安排夜祭觀禮

的活動。 

21:40 

紅葉山莊 
回到飯店，進入優美的夢鄉，準備明日的美好到來。 

 

 

 



 
 

   

 
Day2 

時間與地點 特色簡介 

7:00~7:50 

紅葉山莊 
梳洗完準備迎接新的一天! 

8:00~9:30 

南藝大 

 

  是台灣最具特色的專業藝術學校之一，學生宿舍旁的水道邊所種植

的柳樹是其最引人注目的景觀，懷舊的宋代古橋令遊賞至此的旅客

不禁想吟詩作樂。 

9:45~11:40 

烏山頭水庫風景區 

 

  有宏偉的大壩、溢洪道、送水站、三角埤公園、香榭大道及舞

風榭、親水公園、吊橋、八田與一紀念館等觀光據點，其中以八田

與一紀念館最具色，分為四棟建築:田中及市川宅、八田宅、赤堀宅、

阿部宅，在此安排旅客進入八田與一故宅參觀。 

12:00~13:00 

善化啤酒廠 

 

  有典雅歐式啤酒屋建築，工廠內時時瀰漫著濃濃的小麥發酵氣味與獨特

的酒香氣，除了台灣啤酒，還有特別的芒果啤酒，淡淡的果香搭配啤酒，滋

味絕配；這裡有全台唯一以活啤酒酵母製作成的麵包，麵皮軟 Q，有著啤酒

香氣，在此安排旅客於園區內的三言兩語餐廳享用啤酒餐，且可購買伴手禮。 

13:50~14:20 

玉井冰島芒果冰 

 

  為名聲享譽全國的芒果冰專賣店，清涼的冰上放滿了芒果果肉，一旁放

上少許的情人果來裝飾並襯托出芒果的甜味，最後在放上一球香味撲鼻的芒

果冰淇淋，提供旅客飯後享用。 

14:45~17:50 

大內曲溪社區 

 

  號稱「西拉雅聖地」，在此安排解說達人為旅客介紹，蓊鬱的「五指山」、

寸草不生但氣勢磅礡的「月世界」惡地地形。此地曲流及河階台地形發達，

挾酒甕林步道被發現有台灣特有種植物－「岩生秋海棠」。安排生皂及植物染

布的 DIY 活動，讓旅客留下更多深刻回憶。 

18:00~18:40   因四季盛產不同的水果，大內社區贏得「甜美之鄉」的美譽。將其盛產



 
 

   

社區媽媽水果風味餐 

 

之木瓜、芒果、酪梨等水果入菜，製成口味特殊的風味餐，研發出芒果乾及

寒天酪梨等相關農產品。 

18:50~20:50 

南瀛天文教育園區 

 

  園區裡設立了全國第二大的天文望遠鏡，因而又被喻為「星星的故鄉」，

且為國內第一個採用數位球幕３Ｄ的星像劇場。因位於光害極少之地，其觀

星條件佳，是全台唯一可供直接進行夜間星空導覽解說的天文館。 

21:10 

走馬瀨農場 

 

來到鄉村農場型住宿地休息一晚，補充明日的朝氣。 

 

 

 

 

 

 

 

 

 

 

 

 

 

 

 

 

 

 

 



 
 

   

 

Day3 

時間與地點 特色介紹 

5:00~5:20 

走馬瀨農場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準備看美不勝收的第一道晨曦囉!並為早起看日出的

遊客提供簡便麵包及飲料，補充熱量。 

5:50~6:50 

二寮觀日出 

 

  其景觀不輸給舉世聞名的「阿里山日出」，設有四座觀景帄台：部落觀景

點、觀日亭點、獅頭觀景點及伏牛觀景點，提供遊客觀賞美景、休息，其景

如潑墨畫一般詩情畫意，是國內攝影族三大攝影朝勝地之ㄧ，也是來到西拉

雅不容錯過的絕佳體驗。 

7:20~8:30 

走馬瀨農場 
回到走馬瀨農場享用早餐，小小休息一下繼續出發！ 

8:50~10:20 

烏山登山步道 

V.S獼猴保護區 

 

  為南台灣最熱門的登山路線之ㄧ，是一條兼具休閒、健行、賞景、生態

的健康步道；烏山台灣獼猴保護區是台灣唯一的獼猴保護區，由獼猴

爺爺林炳修先生飼養，至今已有超過 100 隻的台灣彌猴生存於此。 

10:50~12:20 

虎頭埤水庫風景區 

 

  為南瀛八大景之一，有「小日月潭」的美稱，風景區內的 8大美景，即：

虎溪釣月、虎嶼歸雲、虎頭倒影、閘口飛泉、江亭坐月、濠上觀魚、水橋虹

影、孤嶼螺痕。在園內有長達四公里的環湖路程，其景緻優美，在此特別安

排旅客騎自行環湖賞景。 

12:30~13:50 

葉陶楊坊 

 

  坐落於有「台南都會區的後花園」之稱的新化休閒綠帶前緣，是全台第

一個校園 BOT 餐廳。以堅毅的女人葉陶及其夫也就是知名詩人楊逵命名，裡

面景觀精緻，用餐完畢後建議至餐廳內四處逛逛，欣賞建築風格並享受氛圍。

在此享受葉陶拼盤、金勾蝦米糕、炭烤日式霜降肉、酸菜白肉鍋等美味佳餚。 

14:00~14:15 

新化警察局 

  為全台獨一無二的「警帽分局」，主體建築以警帽為屋頂設計，和帄鴿展

翅亟欲飛翔，顯示出淨化社會、打擊犯罪的意象，為台南首件大型藝術創作

品，在此停留供旅客為這極具特色的警局拍照紀念。 



 
 

   

 

14:25~15:30 

新化老街 

 

  新化老街為仿巴洛克式建築，並形成相連的街面，且為現今商店街，其

中推薦最有名氣的-新化瓜瓜園，來採買伴手禮，瓜瓜園嚴選白、黃、紅、紫

四種不同品種的蕃薯來製作其產品，根據品種的特性來選擇其製作的商品，

使每種番薯都物盡其用，是新化極具代表性的名產伴手禮。 

16:00 

台南火車站 
快樂旅程結束，回甜蜜的家 

 

 

費用分析 

類別 項目 個人小記 備註 

交通費 
大型遊覽車(含司機小費與過路停車費) 

＄12000 元×3天/30 人＝1200元/人 
1200元  

門票及 

體驗活動 

官田水雉生態園區採菱角 200元/人 

烏山頭水庫風景區團體票 160元/人 

虎頭埤水庫風景區團體票 64元/人 

虎頭埤水庫風景區租自行車 30 元/人 

大內曲溪社區 DIY肥皂 50元+染布 100元 

=150 元/人 

604元  

導覽 

解說費 

曲溪社區導覽： 

1600 元/30人=約 54 元/人 

官田水雉生態園區解說導覽: 

1200 元/20人=40元/人 

94元  

住宿費 

紅葉山莊： 

獨棟木屋雙人房 2880 元/2人=元/1440 人 

歐式豪華雙人房 3240 元/2人=元/1620 人 

獨棟別墅雙人房 3780 元/2人=元/1890 人 

走馬瀨農場： 

歐式旅館雙人房 4000 元/2人=元/2000 人 

渡假木屋雙人房 3000 元/2人=元/1500 人 

約 3400 元 

因旅館的房型眾

多，因此採帄均房

價做計算方式。 

紅葉山莊帄均約

1650元。 

走馬瀨農場帄均

約 1750元。 

膳食費 第一天: 2048元  



 
 

   

早餐:自理 

午餐:凱旋餐廳 菱角大餐 300 元/人 

飲料：東山咖啡-大鋤花間  150 元/人 

點心：藍記東山鴨頭 40元/人 

晚餐:竹香園甕缸雞合菜 368元/人 

第二天: 

早餐:紅葉山莊 

午餐:善化啤酒廠啤酒特餐 280 元/人 

晚餐:曲溪社區媽媽手工餐 200 元/人 

點心:冰島芒果冰 100 元/人 

第三天: 

看日出-麵包、飲料：30元 

早餐:走馬瀨農場(住宿費已含) 

午餐:葉陶楊坊合菜 580元/人 

保險 

☀保險費：每人 3天，共 210元，每人投保 500萬元旅

遊帄安險及 50萬元醫療險。 

☀15 歲以下孩童依保險法規定辦理：投保 200萬元旅帄

險(旅遊意外殘廢保險附加 20 萬醫療保險)，保險金額

與費率須經保險公司同意方可投保。 

☀65~69 歲：最高 500 萬元旅遊帄安險附加 50萬元意外

傷害醫療險。 

☀70~84 歲：最高保額 200萬元旅遊帄安險附加 20 萬元

意外傷害醫療險，須經保險公司同意方可承保。 

70元×3 

=210元 

◎依觀光局規定

承保甲種旅行社

履約保證保險及

貳百萬元旅行業

責任保險附加参

萬元醫療險 

個人 

總計 
每人新台幣 7556元 每車 30 人 

以上費用 

不包含 

1.行程中購買之伴手禮(善化啤酒廠、新化瓜瓜園、關子領溫泉麻糬)。 

2.按國際禮儀請給予國民領隊小費每人每日 100元，三日共 300元。 

3.以上標示自理之費用。 

4.新化老街內遊客另購之產品不納入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