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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彰投文化美學古蹟巡禮 2日 

 
 

◆ 行程特色 

─拜訪彰化成美文化園區,享用精緻台菜料理。 

─台灣第一座花園城市-中興新村,見證省政府時期的歷史風華。 

─草屯工藝園區參訪,向台灣國寶工藝匠師學習。 

─參觀霧峰林家頂厝及廈厝。 

─聽在地嚮導解說在地故事。 

 

◆ 走訪亮點 

 

https://ortaiwan.net/%e9%b9%bf%e6%b8%af%e5%b0%8f%e9%8e%ae%e5%8f%b0%e4%b8%ad%e6%96%b0%e8%88%8a%e5%9f%8e%e6%96%87%e5%8c%96%e4%ba%8c%e6%9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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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遍植台灣原生樹種     ㄒ                     ▲紅瓦厝 

 

▲百年松樹                                        ▲水池旁則有將近 200公尺長的落羽松大道\ 

 

【成美文化園區】 

成美文化園區擁有國寶級匠師近代修繕的「百年客家古厝-成美公堂」與匠心獨具維護的「百年

古樹之家-和園」；成美堂為魏氏百年客家古宅，傳統閩南建築，花費 7 年修復完成，相當具有

歷史價值；和園則是仿唐式庭園造景，有許多珍貴植栽和百年古樹，還有小橋流水和水池，園

區裡面每個角落都很適合拍照，將由專人導覽美麗庭園與古厝。 

 

▲偽出國最佳的景觀餐廳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81%BD%E5%87%BA%E5%9C%8B?__eep__=6&__cft__%5b0%5d=AZVQ0n8UqbE4LZ5MbWtOOovp1FDXUnDuCJD1wsBVQwxkrb3phFaVvOTHtvCw3uHGt3f1l7LZEAPIrt__2eAgA8R54NjbU8TadncqpTfySXi1z6qpB0lH5ya9AWhykauaDC3ZwrfddoaSfbJF69t0omQI&__tn__=*NK-R
https://1.bp.blogspot.com/-h-ynbop-uE8/XwHwjSyG7TI/AAAAAAAAAwQ/A5P4lSega746MN2j9wST0IoWUTJlc4ZYQCLcBGAsYHQ/s1600/IMG_7185.jpg
https://4.bp.blogspot.com/-NfeEoaAoYOk/XwHwwZYmrBI/AAAAAAAAAwg/PxFyLOoxaq4TBQbaxEP4mdMvYz0NfzqdgCLcBGAsYHQ/s1600/IMG_3383.jpg
https://2.bp.blogspot.com/-11Sk-yiunuU/XwHxITO7ywI/AAAAAAAAAxI/nQVkjmcI_rAjK1BTHow0bTXD-Fj_SjJjACLcBGAsYHQ/s1600/IMG_719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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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灣最佳景觀餐廳                              ▲創意台菜出自王牌主廚之手。 

 

【松柏軒景觀餐廳】 

松柏軒餐廳請到日本庭師石田京市運用職人經驗規劃設計庭園風貌並借鏡日本島根縣足立美術

館，以落地窗環圍四周視野遼闊景色宜人，落地窗形成的天然畫框，是借鏡日本島根縣足立美

術館，可觀賞枯山水景、白砂青松庭，可眺望珍木奇岩、巨型裝置藝術，坐覽國際級庭園，來

一趟美食與藝術的交感旅程。 

 

 
【中興新村】 

中興新村一個有著豐富歷史文化底蘊的城鎮，承載濃厚的歷史記憶，仿造英國新市鎮模式打造，

眷舍與道路規畫仿照了西方花園城市的架構建設而成，有著「花園城市」的美名，是一座辦公

機構與住宅區為一體的行政社區,完善的社區規劃及優雅的環境景緻，更曾被票選為台灣最適合

居住村落。 

而今，政府致力於進行該區域的再造、活化，包含濟部中台灣創新園區的設立、成立中興新村

活化辦公室及近年由資策會和在地業者合作，推動「省府日常散策」計畫，藉由「空間活化進

駐」及「在地商家串聯」雙管齊下，開始帶動中興新村的活動並帶來生機，新舊交織亦使得省

府聚落更富有特色。 



 

| LINE 線上客服 | bit.ly/3iggrnO      | FB 粉絲專頁 | www.facebook.com/ortaiwan.net 

 
【走尋巷弄的故事】 

南投中興新村為臺灣歷史上極具年代意義與人文價值的造鎮城市，不僅見證了世代關係的變遷，

文化面更以獨特的英國花園城市概念的空間規劃，融合臺灣近代包括王大閎、楊卓成、修澤蘭

等知名建築師的作品；在生態面的多樣性，包含大王椰子、樟樹、菩提、白千層等不同樣貌的

鄰里街道樹，加上穿梭於林木間的動物，以及人文發展的美食文化共同建構出中興新村獨有的

面貌。 

 

 
 
 
 
 
 
 
 
 
 
 
 
 
 
 
【下午茶】 

在最具森林風情的省府花園，沉浸於放鬆的時光，以品茶、咖啡為主搭配著店家特製的甜點，

結合中興深厚的文化及人文底蘊，打造慢活舒適的氣氛，讓每個留下來的人都能放慢腳步，細

細品味幸福滋味。 

 

【走訪聚落特色店家】 

小花園夢想生活家、1985 音樂公寓、大美生活提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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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_省府家鄉菜】 

融合各省分家鄉菜的中興省府花園餐桌,將最豐富的文化體現在飲食上，搭配美好的巷弄眷舍空

間，是中興新村最美味的中餐!!透過特色店家與居民拿手菜的日常餐桌計畫，讓省府平凡的雋

永滋味，飄香在巷弄的紅牆瓦片中。餐桌將提供特色省府餐點與當地食材，分享點滴記憶同時

烹飪出最具省府味的生活日常。 

 

 
【草屯工藝文化園區】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為臺灣唯一國立專門工藝輔導機構，為使臺灣工藝永續發展、持續

推廣,進而興建「臺灣工藝文化園區」。園區面積約 6 公頃，規劃定位以推動臺灣工藝之「傳承、

生活、創新」為核心價值，建制工藝展示、蒐藏、研究、推廣、教育、溝通、娛樂等完整的功

能。園區內工藝文化館、工藝設計館、工藝資訊館、生活工藝館以及地方工藝館可供參觀，各

館皆為獨立建築，前來臺灣工藝文化園區，在這裡除了用眼睛看-欣賞各種具有創意的工藝品，

也能動動手體驗製作屬於自己的作品，將完成的作品帶回跟家人一起分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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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林家】 

霧峰林家是台灣五大家族之一，因其發跡於霧峰(古稱阿罩霧，今台灣臺中市霧峰區)而得名。

自 19 世紀中期以來，林家因協助平定太平天國、戴潮春事件並參與中法戰爭，而掌有數千精

良兵勇，以及樟腦專賣權等特權，掌控了中台灣大量的田地，進而成為清領時期以降台灣社會

最具影響力的家族之一。日本時期，霧峰林家與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鹿港辜家、高雄陳家並

列為「台灣五大家族」。國定古蹟-霧峰林家宅園，係指霧峰林家位於阿罩霧地區的園林與宅邸

建築之總稱，霧峰林家建築古蹟範圍:包括廈厝系統、頂厝系統以及萊園三大部份。 

 

 
【霧峰林家花園林獻堂博物館園區】 

景薰樓為頂厝系統主要宅邸林獻堂故居，主建築分為三進九開間,即俗語所說「大厝九包五、 三

落百二門」，為傳統合院式格居，林奠國於 1864年開始興建，1867年林文鳳完成第一落內外護

龍、正身與景薰樓門樓；1883年林文欽完成第二落主體建築與第三落部分。後來林獻堂在日治

時期重新整修，增建正廳前葡萄架，並將原本的門樓重建，形成今日我們所看到的規模。 

 

蓉鏡齋為林家後代子弟的私家書齋，時人俗稱為「新學堂」。並取唐代傳奇《酉陽雜俎》中「芙

蓉鏡下及第」的典故，命名為「蓉鏡齋」。可謂台灣格局最完整的私家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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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 

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開放參觀區域為隸屬下厝的「宮保第」和「大花廳」兩處空間，皆為臺

灣傳統建築的典範，相當具有文化藝術的價值。臺灣閩式官宅代表「宮保第」，1858 年興建至

1895年完工，十一開間五進深規模宏大、全台第一。牆面的李鴻章字畫，整體彩繪細緻豐富一

匾額一故事，令人眼睛一亮，而細木作部分，變化多端，典雅不俗，材料使用上呈現在地特色，

窗花細部刻有蝙蝠、螭龍等傳統吉祥圖案，更增添華麗氣派感。臺灣僅存的福州式戲台建築「大

花廳」，1890年興建至 1894年左右完工，面寬五開間，明廳與洞窗設計頗富特色，作為宴客和

家族聚會看戲等活動用途，是霧峰林家下厝鼎盛的重要象徵。在大花廳空間，過往曾舉辦過不

少政治、民族、女性相關社會議題講座活動，如臺灣議會請願、新文化運動等，帶給臺灣民主

社會深遠的影響，而現在也會不定期舉辦表演藝術活動，與社會大眾共享這處別具歷史意義的

空間。 

 

 
【草屯知達工藝會館】 

知達開發，取音自「知」書「達」禮，就是希望將中國數千年來的儒家精神帶入集團經營的中

心思想中，並藉由此一精神，能發揮對工藝文創事業的「頂真」思維與時時「魯力」感恩做事，

將美好的事物發揮到極致，傳承千秋廣佈全球國際。草屯知達會館，將工藝藝術參訪、體驗結

合工藝休閒服務，打造一個「身、心、靈，五感體驗」的休憩空間。 

 

◆ 旅遊天數  2天 

 

◆ 每日行程 
【Day1】 台北→彰化→成美文化園區→午餐→中興新村騎單車及享用下午茶→晚餐→入住草屯

知達工藝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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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0集合於台北火車站南一門。 

早餐 / 敬請自理 中餐 / 精緻台菜 晚餐 / 省府家鄉菜 住宿: 草屯知達工藝會館 或 同級 

 

【Day2】 草屯工藝園區→午餐→霧峰林家頂厝園區→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賦歸 
早餐 / 會館安排 中餐 / 精緻台菜 晚餐 / 自理 住宿: 溫暖的家 

 

◆ 特別提醒 
‧ 司導全程車上服務、定點式導覽，另特定點與文人雅士對談及互動。 

‧ 因車輛調度問題，出發前 1~2日提供集合時間地點.以及司導聯絡電話。 

‧ 自然行程探訪請您一同維護珍貴資源，除了足跡什麼也不留，將美好風光留予後代子孫。 

 

◆ 報名須知 
‧本案屬專案行程，佔車位之孩童一律與成人同價。 

‧本商品含午晚餐，如有素食(全素／蛋奶素)或特殊餐食的貴賓，請務必於報名時告知。 

‧如因個人因素未及上車或中途下車時，均視同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或分段補搭乘。 

‧如司導依當天路況、活動節慶或天候等因素調整行程順序及停留時間，敬請配合見諒。 

 

◆ 出團日期  

2021/08/20-21 

2021/09/03-04 

2021/09/24-25 

2021/10/01-02 

2021/10/22-23 

2021/11/12-13 

2021/11/26-27 

2021/12/17-18 

 

◆ 費用說明 

成團人數 : 20人成行 

價格備註：每人 12,000元。 

二人一室住宿知達工藝會館 2樓標準客房，可以加價每房 2000元到 5樓套房 1大床型。 

費用包含： 

1.行程中之交通費用（45人座遊覽車） 

2.住宿一晚(二人一室)。 

3.行程表所列之各站專業導覽解說、領隊、司機小費及住宿費。 

4.餐食：2早 2午 1晚。 

5.300萬旅行業責任險（附加 20萬元意外醫療險），15歲以下及 70歲以上依保險法規定辦理。 

6.旅讀雜誌 3期新刊。 

 

◆ 自費項目 

△前往集合點來回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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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如飲料、酒類、私人購物費…等。 

△若有個別需求加保「個人旅遊平安保險」，由旅客自費投保。 

△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建議、自費或自由行程所衍生之任何費用。 

 

◆ 其他說明 

本商品經訂購付款完成後，視同雙方同意簽屬觀光局發布的【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恕無

法任意更改日期及行程，如要取消或延期將按照契約收取相關費用。 

第十二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須收取費用如下： 

(一)通知於出發日前第四十一日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 

(二)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三十一日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三)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四)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五)通知於出發日前一日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六)通知於出發日當天解除契約者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之。 

《※通知日需以人事行政局公告之正常上班時間為依準，超過時間以下個工作日計算，敬請見

諒。》 

 

發現者旅行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76號 5樓  

交觀甲字第 6862 號  品保會員證號：北 1573號  

電話：(02)2567-2616  傳真：(02)2563-1584  E-mail：travel104@yahoo.com.tw 

 

轉帳資訊： 

戶名：發現者旅行社有限公司   

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城東分行   

帳號：(822) 0715-4017-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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