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有垂詢，請致電 安達文化之旅：2316 1971                                                                                                                    
地址：九龍灣宏泰道23號Manhattan Place 36樓                                                                                   
此資料內容版權為安達旅運所有。 

台南建築。美食之旅 
   (旅程日期9/12/2014 - 13/12/2014) 

  

台南，為「明鄭」時期的國都，由於早期已經歷過荷蘭統治和發展，台南比台灣其他
地方蘊藏更多文化古蹟，無論是建築、藝術、文學和工商農業也有一定歷史根基。 
可見，到古城重鎮台南一遊可以一睹台灣的歷史演變的風采。 

團號︰1209TNN05A 

牌照號碼︰350296  
電郵︰culture@lotusint.com.hk                                                                                          

更新日期︰2014年10月28日 

mailto:culture@lotusint.com.hk


鳳山縣舊城 

第一天 09 Dec 2014    (含晚餐: 無菜單私房料理) 

 

香港  台南    參考航班︰ C I 78 68      11 : 40 / 13 : 00 

孔廟 → 延平郡王祠 → 赤崁樓 → 台灣文學館  

 遊覽【孔廟】，始於明鄭時期，為培育人才而發展教育，後來清朝政府定為台灣府學，康熙

御筆萬世師表懸於殿中。 

 參觀【延平郡王祠】，了解鄭成功如何建設台南的反清基地。後人尊他為「開台聖王」立廟
祭祀，為全台50座廟的第一座。祠中珍貴文物豐富，尤多清代楹聯，包括沈葆楨手書，筆力
雄渾，極具歷史價值。 

 隨後前往【赤崁樓】在1652年荷蘭人修建的行政商業中心，由三座近方形的台座相接而成，
後改建成飛簷紅瓦，有文昌閣、海神廟等中國式建築，見證了不同的統治文化。 

 參觀【台灣文學館】，前身為日治時期落成的台南州廳，屬於馬薩式樣建築，造型典雅大方，
散發出濃厚的古典氣息，被認為是日治廳舍建築傑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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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崁樓 孔廟 延平郡王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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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縣舊城 
 
第二天 10 Dec 2014  (含早、午：周氏蝦卷 、晚：阿霞飯店) 

 
台南 → 安平古堡 → 東興洋行 → 德記洋行 → 安平老街 → 億載金城 → 鄭成功紀念碑  
 

早餐後遊覽【安平古堡】，現存西洋建築是日治時代整建，上下兩層富有雉堞，凸出的稜堡附
設有瞭望塔，稜堡作為砲塔之用，各有大砲五門中央蓋起拱劵式的洋樓建築，在堡內古蹟中心
劍獅最具特色 。 

及後到【東興洋行】和【德記洋行】，參觀晚清以來的西方商人建築。 

前往【安平老街】，又稱「延平街」，為三百多年前荷蘭人在安平修建的第一條路。兩旁聚集
了許多特色店家，地道的懷舊童玩、小吃店等等。 

驅車前往【億載金城】，擁立全台灣第一座現代西洋化的大台，為台灣走進現代化象徵之一。 

前往【鄭成功紀念碑】。清朝收復台灣後，為免當時的台灣住民想念鄭成功，將台灣鄭氏墓葬
遷回鄭氏故鄉福建泉州。現時台南僅殘存鄭成功墓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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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載金城 鄭成功紀念碑 安平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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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縣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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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11 Dec 2014  (含早、午：台式風味料理、晚：度小月擔仔麵) 

 
台南 → 德元埤荷蘭村（1小時）→ 八老爺牧場 → 鹽水橋南老街 → 海安路藝術街 (1小時) 

早餐後驅車前往參觀【德元埤荷蘭村】了解荷式台南農業風格。 

然後遊覽【八老爺牧場】。位於台灣最大的酪農區的台南市柳營區內。原是單純的養牛區，由

於周休兩日休閒產業的盛行，轉型為具觀光價值的休閒業。牧場內有餐廳，提供各種由新鮮牛
乳製作的美食，如營養健康的鮮乳火鍋、牛乳糖、奶酪、牛奶布丁等等。 

接著前往【鹽水橋南老街】，了解台南一大產業，造鹽業的貿易發展歷史和欣賞當年流行的住
商混合傳統街屋風格。 

前往【海安路藝術街】，欣賞一條由一眾藝術家打造的創意街道，在晚上配合燈飾更顯吸引力。 

 

 

德元埤荷蘭村 八老爺牧場 海安路藝術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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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12 Dec 2014  (含早、午：碳佐麻里燒肉、晚：馳名岡山羊肉爐) 

 
台南 → 高雄（1小時）→ 鳳山縣舊城 → 龍虎塔 → 眷村文化館 → 皮影戲數位博物館  
→ 岡山老街 

早餐後驅車到高雄。 

參觀【鳳山縣舊城】，位於左營的城門古蹟是台灣第一座土石造的城池，建於清道光五年(1825)，
清領時期鳳山縣的範圍涵蓋現在的高屏地區，現今位於左營區仍留有北、東、南三個城門及部
分城牆，保留最為完整，已列為國家一級古蹟。 

及後參觀左營著名的【龍虎塔】，建於1976年，分龍禪、虎禪兩塔，塔高七層，遊客遵循由龍
口進，虎口出的參觀順序，依民間習俗有「入龍肚、出虎口」大吉大利，可消除災厄。 

前往【眷村文化館】了解台灣的懷舊生活，內有不少1950到1980年代的生活品珍藏。 

然後到【皮影戲數位博物館】，皮影戲是藉由雙手操控木桿子，在靈巧的抽放之間，牽動舞台
上造型千變萬化皮偶的靈魂，透過有如魔術師的光影變化，投映在薄薄的簾幕上，傳演著一齣
又一齣生動迷人的戲劇人生，帶給農業社會人們閒暇時光的娛樂。 

前往【岡山老街】，一條以懷舊產品和食物聞名的街道。 

 

 

鳳山縣舊城 龍虎塔 皮影戲數位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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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縣舊城 
 
第五天 13 Dec 2014  (含早、午: 老新台菜) 

 

高雄  香港                                                                                             參考航班：CI937 18:50/20:10 

高雄 → 高雄勞工博物館 → 駁二藝術村→ 旗津→ 高雄  香港 
  

早餐後參觀【高雄勞工博物館】，見證台灣工藝歷史發展。 

及後參觀【駁二藝術村】，欣賞現代高雄藝術文化發展。這原是被歷史塵封的陳舊倉庫，現在

搖身一變成充滿生命力的藝術特區。 

然後坐船到【旗津】，到「旗後燈塔」、「旗津海岸公園」和「旗津特色海產街」。旗後山上
屹立一百二十幾年的旗後燈塔，塔區的視野景觀優良，可俯瞰整個高雄港灣美景，磚造八角形
巴洛克式的白色建築，一閃一滅孤單的身影，在許多人心目中，依然有著難以抹滅的記憶。， 

最後到高雄小港機場離開返港，完成愉快的旅程。 

 

 

高雄勞工博物館 駁二藝術村 旗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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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地區 酒店名稱 

第一天 台南 大億麗緻大飯店 或同級 

第二天 台南 大億麗緻大飯店 或同級 

第三天 台南 大億麗緻大飯店 或同級 

第四天 高雄 漢來大飯店 或同級 

第五天 - - 

鳳山縣舊城 

住宿資料 

航班資料 

日期 航線 航班編號 及 起飛/到達時間 

09/12/2014 香港  台南  CI7868                  1140/1300 

13/12/2014 高雄  香港   CI937                    185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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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分佈圖 

赤崁樓 

龍虎塔 

旗津 

德元埤荷蘭村 
八老爺牧場 

安平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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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一. 費用 
 
 
 
 
 
 
*備註:   
              1.  以上所述之團費費用並未包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司機及導遊小費。 
              2.  以上所述之團費，以兩人一房計算。單人報名者，若出發時未能安排與其他團友共用 
                    一雙人房，即使未有要求入住單人房，仍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3.  以上所述之團費以10人成團計算。 
              4.  以上所述價錢只供參考。行程及機位並未確定，價格隨時變更，一切以旅行社通知為                                          
                    準。  
 
二. 團費費用包括: 
 

1. 來回香港/台南//高雄/香港的經濟客位團體機票（航班以航空公司確認後為準） 
2. 航空公司名稱 ：航空公司的選用會根據不同行程及景點而作出安排 
3. 限制 ：不得轉換航空公司、不得轉換所經航線、不得退票 
4. 酒店住宿將按行程內所列或同級酒店，以二人一房為原則。 
5. 行程內所列各項遊覽項目及入場費用 
6. 行程內所列之膳食  
7. 採用空氣調節旅遊觀光巴士及旅程表內所列之各式交通工具 
8. 領隊﹑導遊及司機隨團服務 
9. 基本團體旅遊保險 
10. 旅遊業議會0.15% 印花稅及參加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最高賠償額為港幣十萬元） 
11. 每位限攜帶手提行李1件(22吋x14吋x9吋) ，寄艙行李數量及重量需視乎航空公司而定 
 
  

三. 團費費用不包括: 
 

1. 簽發旅遊證件、各國入境簽證及辦證費用 
2. 領隊﹑導遊及司機服務費 
3. 各國之離境機場稅、指定稅項 (各國之離境機場稅需視乎兌換率而定及當地政府公佈為準) 
4. 額外或行程安排以外之節目費用 
5. 行李超重之附加費 
6. 各種純屬私人開銷如洗衣、電話費、傳真費及酒水等 
7. 個人旅遊平安、醫療、行李等保險 
8. 因私人交通阻延、罷工、颱風或其他突發情況而非本公司所能控制而引致之額外費用 
9. 其他沒有在第三項"費用包括"上列明之項目 

 
 
 

團費 (以兩人一房計算) 單人房附加費 機場稅、燃油附加費 
領隊﹑導遊及司機 

【全程建議服務費】 

*港幣8,299元 港幣2,500元(4晚) 港幣620元 港幣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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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 每位限攜帶手提行李1件。 

• 團費並不包括保險費及各項小費 (詳情請參閱”團費費用不包括”項目)。 

• 本公司及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個人旅遊綜合保險。 

• 以上行程、用餐、住宿地區及酒店安排只供參考，如有變動均以實際交通情況及當地接
待社之安排為準。 

• 行程中安排入住之酒店或旅館在未獲有關單位按照國家規定的標準正式評級下，是本公
司以”特色標準” 為其評級，只供旅客參考。 

• 本團不設特定購物點，若中途用餐及休憩處出現商品販賣人士，乃非本公司安排。 

• 為確保旅客權益，請詳細參閱報名須知、責任細則及臨時取消細則。 

• 如受天災及意外影響而引致之額外費用如車資、住宿及餐飲等，需由團友各自分擔。 

• 旅行團服務費屬建議性質，全程港幣100元 X 5天，共港幣500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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