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大作戰、勿忘多運動

台南歸仁仁德健康一日遊
行程特色：
●日常生活中若缺乏身體活動的機會，易造成慢性疾病、抵抗力降低、心理的 壓

力與疾病等威脅，台南市政府呼籲民眾應進行適當運動，本行程包含運動及旅
遊. 特別安排仁德運動公園+健走步道(單程 1km)
●特別安排

行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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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
7:00 集合前往歸仁－8:00 歸仁美學館－9:00 歸仁七甲花卉區－10:00 奇美博物館
－12:00 午餐－14:00 奇美食品幸福工廠－15:00 仁德運動公園－16:00 十鼓仁糖文
創園區－18:00 回到集合點
歸仁七甲花卉區：走入歸仁七甲花卉區，玲瑯滿目的花草樹木造景令人目不暇給、不論是
被花吸引進園區，或是來此採買回家自行培植的客人，都能在此找到合乎心意的花卉，滿
載而歸。以園藝聞名的七甲花卉區由多個廠商共同
經營，有各式種類及特色的展售區，是花卉的集中
地，在園區幾乎可找到所有市面上流通的花草樹
木、園藝用品等相關材料器具，是喜愛園藝者的天
堂。
交通資訊：
國道一號：仁德交流道下轉往(東)歸仁方向走中山路
(182 縣道)，至歸仁鄉公所前圓環，繞行圓環北轉中
正北路一段直行，後接中正北路二段(177 縣道)至台
南市歸仁區七甲五街(花卉園區)。
歸仁美學館：來到歸仁圓環，目光很難不被這棟典雅
的黃色建築所吸引，約落成於 1934 年的歸仁美學館，
日治時期為歸仁莊役場，後來也曾為台南縣警察局歸
仁分局所使用，直到歸仁分局遷移之後曾經閒置一段
時間，後來因為空間活化而成為歸仁在地的美學館，
除了展覽及圖書以外也成為瑜珈與韻律等教室使
用，從一個嚴肅的警局空間變為美麗慢活的都市休閒
去處。原本警察局內的拘留室依然保留，目的是要留下建築的歷史痕跡，也具備一絲的教
育意義，沒想到拘留室卻成為整個美學館中遊客最愛的角落，爭相進入體驗拘留室內的感
覺，也成為此處非常有趣的現象。
交通資訊：
【幹線公車】
● 紅幹線(安工區－關廟龍崎)、紅 3 路(臺南公園－關廟)、 紅 10 路(關廟－奇美醫院)、紅
14 路(關廟－長榮大學)、綠 16 路(新化－關廟)公車:
至歸仁文化中心下車，沿者指標步行約 7 分鐘即可到達。
【高鐵】
搭乘高鐵抵達高鐵臺南站，轉搭
● 紅 3 路(臺南公園－關廟)、紅 14 路(關廟－長榮大學): 往關廟方向至歸仁文化中心下車，
沿者指標步行約 7 分鐘即可到達。
● 綠 16 路公車(新化－關廟): 往新化方向至歸仁文化中心下車，沿者指標步行約 7 分鐘即
可到達。
● 搭乘計程車即可到達。
【鐵路】
搭乘鐵路抵達臺南火車站，轉搭
● 紅幹線公車 由〔火車站北站〕往關廟、龍崎方向至歸仁文化中心下車，沿者指標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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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7 分鐘即可到達。
● 紅 3 路公車 由〔火車站北站〕往關廟方向至歸仁文化中心下車，沿者指標步行約 7 分
鐘即可到達。
● 搭乘計程車即可到達。
或 搭乘鐵路抵達保安火車站，
● 轉搭紅 3 路公車 由〔保安轉運站〕往關廟方向至歸仁文化中心下車，沿者指標步行約
7 分鐘即可到達。
● 搭乘計程車即可到達。
*公車動態:可下載 APP【大台南公車】查詢或語音查詢專線 06-2998484（我坐坐－巴士巴
士）
之後前往仁德區（臺灣話：Jîn-tik-khu）位於臺灣臺南市西南端，東鄰歸仁區，西鄰東區、
南區，南隔二仁溪與高雄市湖內區、路竹區相鄰，北接永康區。除西面有一丘陵地之外銜
接臺南台地，全境地勢低平；本區交通便利，擁有三座火車站，更有多處交流道以及一座
機場，促成仁德今日以工商業著名，境內有保安、新田、太乙三個工業區，讓仁德區有「企
業之鄉」之美名。近年來藝文觀光發展愈臻成熟，境內景點有著名打卡勝地奇美博物館、
十鼓仁糖文創園區（即仁德糖廠）、歷史悠久的保安車站；仁德區更是臺南市觀光工廠密
度最高的區域，境內還有四家觀光工廠：虹泰水凝膠世界、台鉅美妝觀光工廠、奇美食品
幸福工廠、臺南家具產業博物館。另未來腹地約三十公頃的二仁溪大甲高灘地，規劃搭配
二仁溪沿岸至奇美博物館的水岸自行車路線，將成為沿路的重要觀光景點。
仁德運動公園：為鄉內首建的休閒型運動公園，佔地三
公頃多，內有游泳池、網球場、籃球場、槌球場、溜冰
場…等綜合運動設施，公園內矗立著象徵「力與美」的
古希臘運動選手雕像，每逢早晨或傍晚沿著運動公園周
圍健走，總是可以看到青春洋溢的年輕人，帥氣的在溜
冰場上舞出圓舞曲，或是充滿蓬勃朝氣的韻律操隊媽
媽，踩著自信與美麗的舞步，還可看到頭髮斑白的耆老，
在綠意盎然的草地上揮杆玩槌球，不同世代的民眾齊聚
ㄧ地運動，健走起來格外有勁！
健走步道：沿著仁義路之仁德運動公園大門→經慈濟靜思堂→步行仁德運動 公園側門→
經區立游泳池→步行至春風球場→沿仁德消防分隊→返回仁德運動公園，單程全長 1 公
里，約 1517 步，約消耗 47 大卡
大眾運輸工具 :
可搭紅幹線至仁德鍾厝或慈濟台南分會下站走路 5 至 10 分
午餐：可參考健康餐飲店 或 在奇美博物館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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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博物館：當看到這樣的景象，會以為這是歐洲某
處宮殿的景致吧，走過陽光下映著彩虹的阿波羅噴
泉，穿過護城河上的橋墩，勇猛優雅的白色獅頭一字
排開，橋面上莊嚴的奧林帕斯眾神也整齊陳列，走過
橋面，博物館正面入口採高聳的圓頂造型及各面不同
的希臘列柱設計，這樣的氣勢更能襯托出典藏寶物宮
殿的華麗，安置於博物館建築物最高點的「榮耀天使」
雕塑，是臨摹法國雕塑家路易‧巴里亞斯(Louis-Ernest
Barrias)的作品，這座手持桂冠和號角的榮耀天使，將永遠佇立於奇美館建築的最頂端，象
徵守護這塊土地，榮耀世間的美好人事物。在 2015 年開幕的台南都會公園奇美博物館，主
建築正面全長 150 公尺寬，高 42 公尺，耗資 13 億，是奇美集團的許文龍先生建造完成後
捐贈給台南市的大禮物，開幕後也成為全台灣遊客甚至是國外遊客的必到之處。佔地 9.5
公頃的博物館，典藏無數珍貴的國際級藝術品，許文龍先生的大願已然達成「在地的博物
館，推展從 3 歲稚童到 9 旬阿公阿嬤看得懂、聽得懂的音樂與藝術，一個沒有門檻的美學
文化殿堂」到台南就能進到媲美歐洲充滿藝術珍品的殿堂裡，是所有台灣人的福氣。

臺鐵



定時導覽：
專業帶您看門道！
路線一
動物廳、兵器廳、樂器廳 (每日 10:00、15:00)
路線二
藝術廳、羅丹廳、雕塑大道(每日 11:00、14:00)
費用 30 元/人，現場報名制。
＊費用不含門票。
＊本服務需使用導覽機，請憑有效身分證件或 1,000 元押金租用，設備歸還即可退回。
華語解說，每場次約 50 分鐘，30 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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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參加者須自行準備奇美博物館〈常設展〉門票。

每場次開始前 30 分鐘開放報名。
報名地點：1F 大廳「個人語音導覽機租借處」。
交通資訊：
臺南保安火車站 → 步行約 15 分鐘，或至保安轉運站搭乘公車（紅 3、紅 3-1、紅 4） → 奇
美博物館
高鐵
1. 臺南站下車

搭乘快捷公車（H31 臺南市政府線） → 奇美博物館

搭乘臺鐵沙崙線至保安火車站 → 步行約 15 分鐘，或至保安轉運站搭乘公車（紅 3、
紅 3-1、紅 4） → 奇美博物館
2. 臺南航空站
搭乘公車（5 號、紅 3、紅 3-1） → 奇美博物館
3. 自行開車

高速公路
國道 1 號或 3 號 → 台 86 號東西向快速道路（往西 / 臺南方向) → 於臺南交流道下 → 台
一線（往臺南市方向） → 奇美博物館

省道
台一線 342 公里處即為奇美博物館
奇美食品幸福工廠：位在台南國際門戶-台南機場前的奇
美食品幸福工廠，奇美一直都是台南精神的企業代表，但
大家往往只想到博物館或奇美電子，比較少會想到奇美食
品。但奇美食品也是大家平常會常接觸到的喔，7-11 裡面
常買到的包子，甚至是國外迪士尼買到的刈包通通來自這
裡，很符合他們國際化的形象，工廠內部除了參觀食品製
程以外，可愛的老街商店布景是親子家庭最愛的拍照留念
處，精緻的烘焙 DIY 體驗讓孩子像是專業的小廚師一樣做
出好吃的甜點，琳瑯滿目的商品區及餐廳除了填飽五臟廟
更能買到不少精美的伴手禮。
交通資訊：
1. 從臺南火車站搭乘公車公車(紅 3)→ 奇美食品幸福工廠
2. 從保安火車站搭乘搭乘公車(紅 3)→奇美食品幸福工廠
3. 從高鐵台南站搭乘 H31→奇美食品幸福工廠
導覽預約：
◆導覽預約方式
(1)燒包品牌形象館門票每人 50 元。(可兌換一顆鳳梨酥+驚喜小禮物)
(2)一般遊客：需導覽報名者依照現場定時導覽場次。不需填寫表單，可直接來訪(可先電
話詢問時間，場次將依人潮適時調整，請以現場為準)
(3) 20 人以上團體單位：線上預約 http://www.happychimei.com.tw/visitBooking.php
(4)特殊團體需求/戶外教學/DIY 包場，請於上班日電話詢問 06-2698588 轉 12105 林小姐或
轉 9 服務台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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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日時間為每周二至周日)
『線上預約』系統為 20 人以上團客使用，其預約需待館方 email 聯繫確認資料無誤後，
才算導覽預約確認。
◆導覽服務
本館提供 20 人以上的團體遊客導覽服務，建議提前五天預約，避免向隅。
未達 20 人的遊客若有導覽需求，可直接現場定時導覽。
◆導覽時程
(1) 導覽為預約服務，達 20 人以上即可預約導覽服務。
(2) 導覽時間約 0.5 小時。
(3) 每週日一工廠參觀，因生產線公休，生產線上將無作業人員。
十鼓仁糖文創園區：十鼓仁糖文創園區佔地約 5 公頃 ，
共有 16 座日治時代所建築之舊倉庫，2005 年由十鼓接手
重新規劃，以活化閒置空間的概念，在精心規劃下，將
閒置多年已有近百年歷史的仁德車路墘糖廠賦予新的風
貌，讓糖廠風華重現，並融入十鼓獨創的台灣特色鼓樂，
是亞洲第一座鼓樂主題的國際藝術村。夜間的十鼓文化
村是名符其實的夢糖工廠，老糖廠在夜間的燈光下變得
夢幻無比，頗受遊客喜愛，充滿想像空間的歡樂氛圍似
乎可以聞到甜甜的糖香，巨大的齒輪成了夜間的表演舞
台，封存糖蜜的巨大鐵罐成了遊憩空間與咖啡廳，順著外圍的草皮穿越一層一層有如時光
隧道的白色框架登上甜蜜之丘，坡頂的飛機與蜻蜓是許多旅人甜蜜的約會場所，園區內另
有體驗刺激的五層樓高極限滑梯，及居高臨下眺望奇美博物館的天空步道，最近更增設了
約 7 樓高的自由落體，吸引不少追求刺激感的遊客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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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解說:(中導平日:1000 元/位、假日:2000 元/位)
1.自由參觀，免費定點服務
2.付費導覽:中導 員(9:30-12:00、13:10-16:30 擇一時段)
交通資訊：
搭飛機
至台南機場
○計程車→十鼓仁糖文創園區。
○走省道往仁德方向轉進文賢路，直走再左轉進文華路，越過鐵軌，即至十鼓仁糖文創園
區。
搭火車
至臺鐵保安站
○步行 文賢路轉文華路，越過鐵軌，即至十鼓仁糖文創園區。
○保安公車轉運站 搭乘 紅３公車（往臺南公園方向），至十鼓文化村站。
○出保安火車站後，租借 T-Bike，往奇美博物館方向，轉文華路，越過鐵軌，在十鼓站歸
還 T-Bike，即至十鼓仁糖文創園區。
搭高鐵
至高鐵臺南站
○計程車→十鼓仁糖文創園區。
○臺鐵沙崙線→保安火車站→保安宮車轉運站搭乘 紅３公車（往臺南公園方向），至十
鼓文化村站。
○臺鐵沙崙線→保安火車站→租借 T-Bike。
自行開車
○國道 1 號(或 3 號)，轉 86 號(往西/臺南方向)，於 5K 臺南交流道下，靠右往台一線（臺
南市方向），第一個紅綠燈右轉直走陸橋下便道，越過鐵軌，即至十鼓仁糖文創園區。
○省道 1 號─走省道 1 號轉文華路（或轉文賢路接文華路），越過鐵軌，即至十鼓仁糖文
創園區。

健康餐飲店參考：
一、歸仁
區 別

名 稱

地 址

電話

類型

歸仁區

品茶園

歸仁區大潭里長榮路一段 321 號

2783657

飲料

歸仁區

響茶(歸仁文化店)

臺南市歸仁區文化街二段 96 號

歸仁區

e 家 e 咖啡簡餐

臺南市歸仁區民權南路 17 號

06-2300999

餐廳

歸仁區

悟饕池上飯包(歸仁店)

臺南市歸仁區中正南路一段 22 號

06-2306666

餐盒

歸仁區

田園餐廳

歸仁區中正北路一段 168-1 號

06-2301131

早餐店

歸仁區

橘子廚房

臺南市歸仁區民族北街 30 號

06-3387709

早餐店

歸仁區

南方澳

臺南市歸仁區信義南路 191 號

06-2302878

小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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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料

二、仁德
區 別

名 稱

地 址

電話

類型

仁德區

仁德自助餐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 547 號

06-2795352

餐盒

仁德區

水巷茶弄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 2 段 1132 號

06-2708851

飲料

仁德區

悟饕池上飯包(仁德店)

臺南市仁德區中清路 72 號

06-2491080

餐盒

仁德區

悟饕池上飯包(仁德二店)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二段 484 號

06-2794600

餐盒

仁德區

甲嘴王正宗肉圓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三段 58 號

06-2497090

小吃店

仁德區

大欣美食自助餐館

臺南市仁德區民安路一段 443 號

06-2708672

餐盒

參考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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