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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資小旅行-「回家吧!發現被遺忘的味道」 

活動簡章 

壹、 活動目的 

為開啟本縣文化資產深度遊程推廣先機，落實在地推廣、在地學習價值。本

活動從「食、衣、住、行、育、樂」角度切入，擬定以「感受五感」體驗為目標，

結合南投深厚的文化氣氛，將生活中的各項文化事物，以視覺、聽覺、嗅覺、味

覺和觸覺的方式呈現，讓民眾在體驗過程，看見文化之美、聽到文化故事、聞到

文化氣息、品嘗文化美食、體驗文化技藝。 

貳、 活動時間 

111 年 5 月 21 日(六)，上午 9 時~下午 4 時 30 分。 

參、 參加對象 

限國小以上(須由家長陪同)，無國籍、居住地等限制 (詳報名網址)。 

肆、 報名費用 

原價新台幣 1,399 元，活動優惠價新台幣 500 元/人。 

伍、 報名方式 

即日期至 111 年 4 月 29 日(五)止，統一採線上報名，完成報名後，請於

三天內完成匯款，並來電及 E-MAIL 告知匯款帳號末五碼，以利查詢確認；

經主辦單位電話或 E-MAIL 回覆後，才算報名成功 (辦理取消，請詳壹拾、注意事

項─三)。 
※報名網址：https://is.gd/UptIi6 (名額上限 15 位，額滿為止)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臉書 報名網址 

陸、 匯款資訊 
匯款銀行：臺灣銀行 (004) 南投分行 (0325) 

匯款帳號：032-038-194278 

匯款戶名：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匯款完成，請來電及 E-MAIL 告知匯款帳號末五碼，以利查詢確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6%96%E8%A6%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AC%E8%A7%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7%85%E8%A6%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B3%E8%A6%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B3%E8%A6%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B8-%E5%A3%93%E8%A6%BA
https://is.gd/UptI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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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活動內容 

時間 分鐘 類型 行程 地點 

09:00~09:30 30分鐘 報到 簽到、集合 

南投文化園區-陶藝教室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二段

65號) 

09:30~09:40 10分鐘 致詞 
長官致詞、來賓介紹 

(含今日行程介紹) 

南投文化園區-陶藝教室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二段

65號) 

09:40~10:20 40分鐘 導覽 
【導覽解說】武德殿及其附屬建築

群 

南投文化園區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二段

65號) 

10:20~10:25 5分鐘 路程 南投文化園區→南投稅務出張所  

10:25~10:55 30分鐘 導覽 【導覽解說】南投稅務出張所 

南投稅務出張所 

(南投縣南投市中山街 260

號) 

10:55~11:00 5分鐘 路程 南投稅務出張所→南投文化園區  

11:00~12:00 60分鐘 體驗 【體驗】漆器工藝-筷子 

南投文化園區-陶藝教室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二段

65號) 

12:00~13:00 60分鐘 中餐 

【品嚐】在地小吃宴 

南投意麵、空心菜肉湯、楊家綠豆

粉粿、平安餅、南投手工茶品嚐 

南投文化園區-日式中庭廣

場 

(雨備：陶藝教室) 

13:00~13:10 10分鐘 路程 南投文化園區→藍田書院  

13:10~14:10 60分鐘 導覽 【導覽解說】藍田書院 

藍田書院 

(南投縣南投市文昌街 140

號) 

14:10~14:20 10分鐘 路程 藍田書院→南投戲院  

14:20~14:40 20分鐘 導覽 【導覽解說】南投戲院 
南投戲院 

(南投縣南投市大同街 87號) 

14:40~14:50 10分鐘 路程 南投戲院→龍泉井  

14:50~15:10 20分鐘 體驗 【體驗】洗衣 
龍泉寺 (天然湧泉) 

(南投縣南投市公園街 99號) 

15:10~15:0 10分鐘 路程 龍泉井→民權市場  

15:20~16:20 60分鐘 

體驗 

X 

品嚐 

【體驗】紅龜粿 DIY及品嚐 
民權市場 

(南投市民權街 131巷 10號) 

16:20~16:30 10分鐘 路程 民權市場→南投文化園區  

16:30   賦歸 

南投文化園區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二段

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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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二、 承辦單位：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三、 協辦單位：文化資產管理單位及技藝保存者、南投縣政府文化志工隊 

玖、 聯絡資訊 
一、 聯絡電話：049-2231191#415，林先生，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文化資

產科 
二、 聯絡時段：週二~週六，上午 8 時~下午 17 時 
三、 E-MAIL：abelyuki@mail.nthcc.gov.tw  

壹拾、 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若有未盡告知事項，承辦單位保有活動調整、異動之權利，

不另行通知。 

二、 需線上報名及三天內匯款完成，才算報名成功。 
三、 匯款完成後，因個人因素而無法參與者，請於 111 年 5 月 3 日(二)

前，於聯絡時段以電話或 MAIL 告知主辦單位，以利後續退費(匯款

手續費需由報名者吸收)，逾期將不受理，活動當日無法出席者亦不

退費。 
四、 如遇颱風、地震、豪雨等大自然不可抗拒之因素，主辦單位保有延期

出發或全額退費之權利。 

五、 本活動收取之費用支應於各體驗項目，參加者不得指定任一項目執

行。 
六、 活動場域若有體驗(DIY、導覽)行程，請陪同大人注意孩童安全，必

要時請務必從旁協助，並全程聽取現場人員指令執行。 

七、 活動進行中將會拍照或錄影等紀錄，以提供主辦單位成果彙整使用。 

八、 因應 COVID-19疫情，活動辦理前中央指揮中心發布全國實施疫情警

戒，即刻暫停辦理，俟疫情狀況，另行公告。 

九、 活動期間 (體驗、導覽等)，請務必全程配戴口罩，並與他人保持室

內 1.5 公尺以上、室外 1 公尺以上之社交距離，且配合協辦單位進行

體溫測量措施。 

十、 依據疫情警戒標準二級─「集會活動人數上限：室內 50 人，室外 100

人」為限。 

十一、 若身體出現不適 (發燒、咳嗽等)，請配戴口罩儘速就醫，且勿搭

乘大眾運輸工具，並告知醫師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是否群聚

(TOCC)，以及時診斷通報。 

mailto:abelyuki@mail.nthc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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