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蕙質蘭心
小旅行

無米樂農村
體驗之旅 / 1日遊

臺南國際蘭花展+無米樂菁寮老街風情+
奇美博物館+安平老街 / 2日遊

臺南市無米樂稻米促進會

無米樂稻米文化園區集合

遊程日期│105/3/12-3/21

遊程價格│600元/人

下田體驗 畫米袋 包米DIY 米饅頭DIY

午餐(富貴食堂) 菁寮社區導覽 賦歸

後壁區菁寮里2-1號，佳香美食館旁

0928-328-952、06-662-2749

hsueh_0620@yahoo.com.tw

張美雪 總幹事

15人以上成行，需預約。

遊程日期│全年

無米樂後廍社區發展協會 遊程價格│500-1,000元/人

無米樂農村
深度之旅 / 1日遊

賦歸

百年菁寮國小(普立茲獎聖十字教堂) 老街巡禮 茄芷阿嬤工作坊染布DIY

午餐(社區風味餐) 社區特色店家 無米樂體驗園區 米食館享用晚餐

出發點台中1st Day│ 臺灣國際蘭展 烏樹林小火車 無樂米菁寮老街風情 林初埤風景區

台灣金屬創意館(志鋼金屬) 晚餐 入住大億麗緻酒店

午餐

大億麗緻酒店2nd Day│ 奇美博物館 午餐 安平古堡外圍 安平老街、劍獅埕 台鹽博物館

黑面琵鷺賞鳥 返回北上

後壁區後廍里19號

0933-690-953、06-662-2667

h6623496@gmail.com

黃正雄 里長

行程內容可客製化調整時間遊程

遊程日期│全年
臺南市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

土溝農村
生活體驗 / 1日遊

後壁區土溝里56-1號

0973-455-620、06-687-4505

togoartmuseum@gmail.com

張文杰 專員

參訪土溝社區家戶空間及街道，瞭解過去營造歷程與居民生活故事。漫步藝術農村，藉由導覽員解說過程中，感受『藝術即

生活，生活即藝術』農村新生活美學氛圍。

2016
臺灣國際蘭展
套裝遊程

南區中華南路二段300巷5號

06-265-6699

遊程日期│105/3/11-3/20

導覽解說費│刷卡價4,188元/人(30人平攤)

翔麟旅行社

報名網址│http://www.tainantravel.com/2016/01/2.html

http://www.e-flying.com.tw/

2016臺灣國際蘭展
套裝行程 / 2日遊

出發點嘉義高鐵站1st Day│ 高跟鞋教堂 水晶教堂 井仔腳鹽田午餐好美里3D立體彩繪村

臺灣國際蘭展屬) 夜宿富華飯店雅緻客房（兩小床）或同等級飯店

善化胡厝寮彩繪村2nd Day│ 港香蘭應用生技 綠色健康知識館 午餐 奇美博物館 賦歸

北區富北街18號7F-1

06-222-9889

遊程日期│105/3/12-3/21，六人(含)出團

臺灣國際蘭展+關子嶺+
北門七股生態行 / 2日遊

台南高鐵站或台南(新營)火車站1st Day│ 烏樹林休閒園區 2016臺灣國際蘭展

卡多利亞良食故事館(含午餐) 土溝農村美術館 關子嶺風景區 夜宿統茂溫泉會館(含晚餐)

七股遊潟湖、鹽山、和明織品文化館 午餐 南鯤鯓代天府 北門水晶教堂、遊客中心、錢來也

井仔腳瓦盤鹽田 晚餐 賦歸

2nd Day│

漂鳥旅行社

https://www.facebook.com/soartravel 

http://line.me/ti/p/@vhm3475b

集合│早上9點嘉義高鐵站(建議班次高鐵班次807，07:00從台北出發)

結束│台南高鐵(16:50)、台南火車站(17:30)

LINE

臺灣國際蘭展+烏樹林園區+
土溝農村遊 / 1日遊

台南高鐵站或台南(新營)火車站 烏樹林休閒園區 2016臺灣國際蘭展 卡多利亞良食故事館(含午餐)

土溝農村美術館 林初埤木棉花道 晚餐 賦歸

佳里區義民街299號

06-723-4211

遊程日期│105/3/12-3/21

導覽解說費│2,100元/人，安排9人座車

遊程日期│105/3/12-3/21

導覽解說費│5,400元/人(雙人房)、5,100元/人(四人房)，安排9人座車

佳成旅行社

http://cctours.ittms.com.tw/web/foreign_index.asp

佳里區義民街299號

06-214-2131

2016臺灣國際蘭展
套裝行程 / 1日遊

遊程日期│105/3/12-3/21

天恩旅行社

台南火車站或嘉義太保高鐵站行程一│ 2016台灣國際蘭展 延平郡王祠 愛國婦人館 孔廟 赤崁樓

安平古堡

延平郡王祠 鹽田生態文化村台南火車站或嘉義太保高鐵站 2016台灣國際蘭展 七股鹽博物館行程二│

台南火車站或嘉義太保高鐵站行程四│ 2016台灣國際蘭展 午餐割稻飯風味 菁寮老街

菁寮農村生活體驗博物館 菁寮農村生活體驗博物館 嫁妝老街 文化資產社造

保安車站 奇美博物館台南火車站或嘉義太保高鐵站 2016台灣國際蘭展 十鼓文化園區行程三│

台南火車站或嘉義太保高鐵站行程五│ 2016台灣國際蘭展 午餐割稻飯風味 台糖烏樹林文化園區

土溝農村美術館 菁寮農村生活體驗博物館

台南火車站或嘉義太保高鐵站行程六│ 2016台灣國際蘭展 午餐割稻飯風味 卡多利亞良食故事館

關子嶺溫泉風景區

台南火車站或嘉義太保高鐵站行程七│ 2016台灣國際蘭展 午餐割稻飯風味 水晶教堂 烏腳病紀念館

南鯤鯓代天府 井仔腳鹽田挑鹽

1st Day│ 2016臺灣國際蘭展 菁寮老街 七股黑面琵鷺午餐 北門井仔腳

四草綠色隧道 安平老街、安平古堡 樹屋2nd Day│

2日遊

行程一

1st Day│ 2016臺灣國際蘭展 水火同源 關子嶺泡湯樂午餐 夜宿曾文水庫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億載金城 安平老街自行車 媽祖廟 安平古堡、安平樹屋、德記洋行

二寮日出 眷村早餐 天主教文物館 樹屋 安平老街 四草綠色隧道 台鹽博物館2nd Day│

行程二

門井仔腳體驗挑鹽、看夕陽

行程三

二寮日出 烏山頭水庫、八田與一紀念館 2016臺灣國際蘭展2nd Day│

1st Day│

夕遊出張所 台安日式宿舍、東興洋行 台安日式宿舍、東興洋行 台江紅樹林濕地

1st Day│ 2016臺灣國際蘭展 關子嶺泡湯樂 東山咖啡老街特色夜景,美食午餐

烏山頭水庫 八田與一紀念館 台灣歷史博物館 夜遊安平港2nd Day│

3日遊

3rd Day│四草綠色隧道 赤崁樓 安平古堡 樹屋、安平老街 七股黑面琵鷺

北門井仔腳體驗挑鹽、看夕陽 夜遊安平港

4th Day│早餐 賦歸奇美博物館或十鼓文化園區

1st Day│ 關子嶺風景區 關子嶺特色晚餐、泡湯欣賞夜景飯店Check in

早餐 2016臺灣國際蘭展 飯店Check in 晚餐 神農街文創夜遊2nd Day│

4日遊

3rd Day│早餐 四草綠色隧道 洋行樹屋、安平古堡、安平老街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 赤崁樓

天主教文物館 晚餐 夜市

1st Day│ 2016臺灣國際蘭展 關子嶺風景區 晚餐 夜宿關子嶺

5日遊

吉貝耍西拉雅文化深度之旅 八田與一紀念園區 烏山頭水庫風景區 午餐 新化街役所2nd Day│

天主教文物館 楊逵紀念館 新化老街 虎頭埤風景區 晚餐

3rd Day│二寮觀日出 草山月世界 經龍崎、關廟 早餐、伴手禮 奇美博物館 午餐 保安車站

十鼓文化園區 晚餐 夜宿府城

4th Day│臺南首學孔子廟 臺灣文學館 赤崁樓 祀典武廟 大天后宮 午餐 阿度鐵馬遊安平

樹屋、德記洋行、安平古堡、安平老街 四草大眾廟綠色隧道 觀夕平台 晚餐 夜宿府城

5th Day│七股鹽山 北門井仔腳鹽田 南鯤鯓代天府 大天后宮 賦歸

1st Day│ 2016臺灣國際蘭展 關子嶺泥漿溫泉

5日遊-含外縣市

關子嶺風景區 安平老街巡禮 夜遊神農街、五條港2nd Day│

3rd Day│台灣歷史博物館 七股鹽山 墾丁大街

4th Day│墾丁水上活動 龍鑾潭 佳洛水 林邊 台南

5th Day│奇美博物館 賦歸

r1237602

r1237602@gmail.com

LINE

導覽解說費2,000元/1台遊覽車(40人)/2小時(本收費不限人數，不

足40人仍以40人計，超過1台遊覽車人次需以2台遊覽車計價)。

本遊程以步行方式漫遊土溝，若需租借腳踏車，費用為50元/台，社區導覽解說採預約制，請提早預約。

田園野宴，30人以上即可預約，250元/人。

1.

2.

3.

2016。臺灣國際蘭展

一年一度的臺灣蘭展，從3月12日(六)起至3月21日(一)，在台
南市後壁區的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展開，展覽內容與規模一次比
一次還盛大。

在參觀精彩豐富的展覽之外，跟著我們的腳步，走訪蘭花生物科
技園區周邊地區，品嘗在地美食、體驗深刻的土地故事，人文創意，深
入孕育精彩蘭花的台南大地，進行一趟感受質樸大地之美，親切暖心
人情的「蕙質蘭心」小旅行。

詳盡套票規則，請參閱ibon購票訊息，或請撥打本套票客服專線：02-2501-1120

＃9。（服務時間9：30∼17：00）

詳盡活動資訊，請參閱活動官網 http://www.tios.com.tw/

旅遊資訊

楊媽媽菓子工坊

後壁區後壁里99號

06-687-1929

09:00-18:00

後壁冰糖醬鴨

後壁區後壁里42-18號

06-687-2078

08:00-19:00

好

伴

手

好

伴

手

烏樹林休閒園區

後壁區烏樹里184號

06-685-2681

遊

後壁火車站

後壁區烏樹里77號

遊

荷蘭井湧泉民宿

後壁區菁寮里129號

06-662-2705

遊

卡多利亞良食故事館

後壁區後壁42-27號

06-687-3480

09:00-17:00，週一公休

食

木棉花道

白河區玉豐里

木棉道3號周邊

遊

小南海風景區

後壁區與白河區交界處

遊

更多相關資訊可上網查詢。

http://www.fst.tw/tios/

2016
台灣
國際蘭展

小旅行
住宿建議

蘭展月好康

旅遊資訊站

後壁區烏樹里烏樹林325號

06-201-8958

活動日期│3月1日中午(二)12：00起7-ELEVEN ibon機台限定開賣

銷售地點│全國7-11販售

套票內容│高鐵來回票1張、蘭展門票1張及蘭花紀念禮盒1份

2016台灣國際蘭展於23月12-21日在台灣蘭花生物科學

園區盛大登場。本年除了在地各式美麗的蘭花以外，更以

主題「齊天來獻瑞臺南猴幸福」為出發，主辦單位特別

引進蘭花稀有品種「猴面蘭」一同共襄盛舉。猶如

齊天大聖孫悟空幻化而成的猴面蘭，主要生長在

南美洲，因為外觀和猴非常相像，乍看之下

不像是植物，讓人不禁讚嘆大自然奇妙力

量。如此稀有的蘭花，令人嘖嘖稱奇。

近百家多間臺南名店，共同推出優惠好康最多的

詳情，

蘭展月專案，想要了解更多優惠

請上2016臺灣國際蘭展網站查詢http://www.fst.tw/tios/discount

高鐵活動套票

高鐵套票票價表

台北-嘉義

板橋-嘉義

桃園-嘉義

新竹-嘉義

苗栗-嘉義

台中-嘉義

彰化-嘉義

雲林-嘉義

臺南-嘉義

左營-嘉義

區間

蘭展門票1張

(原價250元)

+

蘭花紀念禮盒1份
(原價400元)

優惠價420元

2,170元

2,130元

1,920元

1,710元

1,470元

1,050元

850元

690元

890元

1,100元

套票價

2,160元

2,100元

1,480元

1,580元

1,280元

760元

500元

300元

560元

820元

高鐵標準車廂

對號座來回原價

1,750元

1,710元

1,500元

1,290元

1,050元

630元

430元

270元

470元

680元

高鐵標準車廂

對號座來回8折優惠

稻稻來社區餐廳

後壁區墨林里189號

06-662-2733

周六、日10:00-14:00

食

富貴食堂

後壁區菁寮里7-2號(陶友居旁)

0952-669-199

10:00-14:00，週一公休

食

無米樂米食館

後壁區菁寮里292號

06-662-3818

09:00-16:00，週三公休

食

安妮咖啡屋

後壁區土溝里327號

0911-374-276

周六、日09:00-17:00

食 T-bike

慢慢租車店-後壁驛頭

後壁區後壁里77號側門

(後壁火車站前，出口左前方)

0935-033-043  王小姐

僅木棉花花期營業

樂活單車生活館

白河區玉豐里木棉道3號

0938-619-027  薛先生

行
菁寮無米樂旅服中心

小南海風景區普陀禪寺旁

烏樹林休閒園區

白河7-11新蓮鄉門市

0988-865-215(客服專線)

無米樂旅遊服務中心

後壁區菁寮75號

06-662-2725

如意臭豆腐

後壁區後壁175-36號

06-687-2222

芳榮米廠

後壁區頂長里1號

06-662-2749

統一超商(菁寮門市)

後壁區墨林里346號

06-662-1468

後壁冰糖鴨有限公司

後壁區後壁里42-18號

06-687-2078

統一超商(後壁門市) 

後壁區後壁里後壁71號

06-687-3221

統一超商(蓮營門市)

後壁區福安里200號

06-635-8177

楊媽媽菓子工坊

後壁區後壁里99號

06-687-1929

萬味香醬園

後壁區菁寮里58號

06-662-1559

臺南市香瓜聯合運銷合作社

後壁區竹新里3-10號

06-637-1938

各地區合法安全住宿飯店、民宿查詢網站

http://taiwanstay.net.tw/

06-687-2055

問 路 店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