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揪團遊七「GO」官網說明 

一、活動目的： 

舉辦 2017年臺南市七股區海鮮節-揪團遊七 GO，推廣在地特色產業，行銷

七股之美，走訪魅力景點，體驗農漁村樂趣，感受七股人文特色。 

二、活動地點：臺南市七股區 

三、活動時間：7/16(日)~8/19(六)，計 13梯次，收費活動，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一)半日遊：5梯 

7/23(日)、8/12(六)鹽山之戀搶好康   
7/18(二)、7/20(四)欖人民宿漁村樂 
8/19(六)春園 Golf鮮食行 

(二)一日遊：7梯 

7/16(日)鹽鄉挖蛤美食趣 
7/27(四)、8/3(四)龍海號遊潟湖 
7/25(二)、8/1(二)、8/15(二)農漁樂活挖蛤趣 
8/10(四)虱目鹽田烤鮮蚵 

 (三)二日遊：1梯 

8/5-8/6(六、日)深度暢遊七寶宴 

四、活動專線：06-7872611轉 213、264(週一至週五 8:00-12:00、13:00-17:00)，

若需團體報名者，請逕電洽。 

五、報名時間：106年 6月 29日(四)上午 9時起開放報名。 

六、報名網址：臺南市七股區公所「2017七股海鮮節」活動資訊頁面。 

七、報名費用：（本遊程不建議 3歲以下兒童參加，3歲以下不佔位兒童僅收保險費

15元/人） 

(一)半日遊：99元/人 (原價 450元)。 

(二)一日遊：599元/人(原價 1,200元)、999元/人(原價 1,500元)。 

(三)二日遊：2,700元/人(原價 3,500元)；因船價優惠 100元，3-15歲兒童 2,600/

人。〈以上遊程費用，包含車資、保險、午餐及體驗活動等費用〉 

八、繳費方式： 

(一)電匯：以匯款完成順序為報名成功順序，逾期未匯款者將取消資格；匯

款資訊如下： 

戶名：臺南市七股區樹林社區發展協會 

銀行名稱：第一銀行佳里分行(銀行代碼 :007、分行代碼 :6249) 

帳號：624-50-404283 

(二)資格確認：各梯次遊程報名後，請於 3 天內匯款完成，並於網路報名系統登錄

匯款帳戶資料，始完成報名資格。 

九、注意事項： 

(一)退費方式：依交通部觀光局觀光法規之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範本，

詳見                 

http://admin.taiwan.net.tw/law/law_d.aspx?no=130&

d=713。  

http://admin.taiwan.net.tw/law/law_d.aspx?no=130&d=713
http://admin.taiwan.net.tw/law/law_d.aspx?no=130&d=713


(二)因天候或不可逆因素，主辦單位保有處置權利。  

(三)參與活動者，同意將此活動之錄影、相片，用於播放、展出或登載於指導、主

辦和協辦單位網站及刊物上。 

(四)活動相關訊息: 

1.詳見臺南市七股區公所官網「2017七股海鮮節專區」。 

2.各梯次出團前 10 日內，「活動行前通知」將於上述網頁公告，提醒

活動須知。  

十、活動內容： 

(一)半日遊： 

7/23(日)、8/12(六)鹽山之戀-搶好康原價 450元優惠價每人 99元每梯限 48人 

說到七股就想起，七股地標-「鹽山」及早期鹽工生活，帶您體驗踩龍骨水車

的樂趣。去鹽博物館，走訪世界各國鹽時代的製鹽歷史，自己動手做傳統道地鹽滷

豆花，品嚐七股在地小吃。 

時間 地點 內容 

09:00-09:20 臺鹽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七股

鹽場 

報到 

09:20-10:50 
園區導覽/龍骨水車體驗/鹽冰棒品嚐/

小火車體驗 

11:00-12:30 台灣鹽博物館 

鹽文化導覽/鹽屋體驗/鹽雕(彩鹽糖果

屋)/鹽滷豆花 DIY 

在地特色小吃 

註： 

1.請自備交通工具，不提供遊覽車服務。 

2.僅提供葷食。 

7/18(二)、7/20(四)欖人民宿漁村樂 原價 450元優惠價每人 99元每梯限 40人 

<樹子脚>社區之歌主唱寶田里長，親自帶您體驗白鶴社區農村風情，自己動手

做種子 DIY。欖人民宿坐落以「金德豐」為名的魚塭裡，是台灣少數以魚塭生態為

主題的民宿，體驗親自拉竹筏的樂趣，享受悠閒漁家生活。 

時間 地點 內容 

09:00-09:20 七股區公所 報到/出發 

09:40-11:00 樹林白鶴社區 白鶴社區巡禮/種子 DIY 

11:15-12:30 欖人生態民宿 
拉竹筏體驗/花草茶品嚐 

在地特色小吃 

註： 

1.請自備交通工具，不提供遊覽車服務。 

2.僅提供葷食。 

8/19(六)春園 Golf-鮮食行  原價 450元  優惠價每人 99元  限 40人 

https://www.facebook.com/taianago/或臺南市七股區公所官網「2017


踩在青青草原上，體驗高爾夫球揮桿，看場長與園內可愛動物逗趣對話。欖人

民宿坐落以「金德豐」為名的魚塭裡，是台灣少數以魚塭生態為主題的民宿，體驗

親自拉竹筏的樂趣，享受悠閒漁家生活。 

時間 地點 內容 

09:00-09:20 七股區公所 報到/出發 

09:30-11:00 
春園高爾夫休

閒農場 
園區導覽/高爾夫球解說/揮桿體驗 

11:10-12:30 欖人生態民宿 
拉竹筏體驗/花草茶品嚐 

在地特色小吃 

註： 

1.請自備交通工具，不提供遊覽車服務。 

2.僅提供葷食。 

(二)一日遊： 

7/27(四)龍海號遊潟湖 原價 1200元優惠價每人 599元  限 40人 

跟著阿德船長一起出海遊潟湖沙洲，聽青蚵嫂敘述著潟湖生態，烤著肥美的鮮

蚵。去鹽博物館，走訪世界各國鹽時代的製鹽歷史，自己動手做傳統道地鹽滷豆花，

品嚐鹽工餐盒。到和明紡織觀光工廠，聽七股在地ㄟ孩子，是如何接下國際大牌訂

單的故事，動手幫自己染出專屬獨特的絲巾。說到七股就想起，七股地標-「鹽山」

及早期鹽工生活，帶您體驗踩龍骨水車的樂趣。 

時間 地點 內容 

09:00-09:20 七股區公所 報到/出發 

09:35-12:30 
海寮碼頭 -龍

海號 
潟湖生態導覽/烤鮮蚵 

12:40-14:20 台灣鹽博物館 
鹽文化導覽/鹽屋體驗/鹽雕(彩鹽糖果

屋)/鹽滷豆花 DIY/鹽工餐盒 

14:30-16:00 
和明紡織觀光

工廠 

織品文化館深度導覽/手染絹 DIY/餐

點品嚐 

16:10-17:40 

臺鹽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七股

鹽場 

園區導覽/龍骨水車體驗/鹽冰棒品嚐 

註： 

1.提供遊覽車服務。 

2.僅提供葷食。 

 

8/3(四)龍海號遊潟湖 原價 1200元優惠價每人 599元  限 40人 

到和明紡織觀光工廠，聽七股在地ㄟ孩子，是如何接下國際大牌訂單的故事，

動手幫自己染出專屬獨特的絲巾。去鹽博物館，走訪世界各國鹽時代的製鹽歷史，



自己動手做傳統道地鹽滷豆花，品嚐鹽工餐盒。跟著阿德船長一起出海遊潟湖沙

洲，聽青蚵嫂敘述著潟湖生態，烤著肥美的鮮蚵。說到七股就想起，七股地標-「鹽

山」及早期鹽工生活，帶您體驗踩龍骨水車的樂趣。 

時間 地點 內容 

09:00-09:20 七股區公所 報到/出發 

09:25-10:55 
和明紡織觀光

工廠 

織品文化館深度導覽/手染絹 DIY/餐

點品嚐 

11:05-13:00 台灣鹽博物館 
鹽文化導覽/鹽屋體驗/鹽雕(彩鹽糖果

屋)/鹽滷豆花 DIY/鹽工餐盒 

13:20-16:00 
海寮碼頭 -龍

海號 
潟湖生態導覽/烤鮮蚵 

16:00-17:30 

臺鹽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七股

鹽場 

園區導覽/龍骨水車體驗/鹽冰棒品嚐 

註： 

1.提供遊覽車服務。 

2.僅提供葷食。 

 

7/25(二) 、8/1(二)、8/15(二)農漁樂活挖蛤趣 原價 1200元 優惠價每人 599元 

每梯限 40人 

來到七股享受魚塭風情~「摸蛤兼洗褲」，品嚐尚青ㄟ漁夫風味餐，這可是在地

才有的好味道!在以魚塭生態為主題的民宿，體驗親自拉竹筏的樂趣。到白鶴社區

走訪農村之美，動手做種子 DIY。踩在青青草原上，體驗高爾夫球揮桿，看場長與

園內可愛動物逗趣對話。 

時間 地點 內容 

09:00-09:20 七股區公所 報到/出發 

09:40-12:40 
文蛤產銷班第

6班 

摸文蛤體驗/手撒網虱目魚體驗/漁夫

風味餐 

13:00-14:10 欖人生態民宿 拉竹筏體驗/花草茶品嚐  

14:30-15:50 樹林白鶴社區 白鶴社區巡禮/種子 DIY 

16:00-17:30 
春園高爾夫休

閒農場 
園區導覽/高爾夫球解說/揮桿體驗 

註： 

1.提供遊覽車服務。 

2.僅提供葷食。 

8/10(四)虱目鹽田烤鮮蚵  原價 1200元   優惠價每人 599元   限 40人 



說到七股就想起，七股地標-「鹽山」及早期鹽工生活，帶您體驗踩龍骨水車

的樂趣。七股頂山是虱目魚主要產地，擁有鹽田、魚塭、鳥類豐富生態，保有最自

然的鹽鄉風貌。跟著阿德船長一起出海遊潟湖沙洲，聽青蚵嫂敘述著潟湖生態，烤

著肥美的鮮蚵。踩在青青草原上，體驗高爾夫球揮桿，看場長與園內可愛動物逗趣

對話。 

時間 地點 內容 

09:00-09:20 七股區公所 報到/出發 

09:30-10:50 

臺鹽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七股

鹽場 

園區導覽/龍骨水車體驗/鹽冰棒品嚐 

11:00-12:50 頂山社區 一夜干體驗/鹽田導覽/在地風味餐 

13:10-16:00 
海寮碼頭 -龍

海號 
潟湖生態導覽/烤鮮蚵 

16:20-17:30 
春園高爾夫休

閒農場 
園區導覽/高爾夫球解說/揮桿體驗 

註： 

1.提供遊覽車服務。 

2.僅提供葷食。 

7/16(日)鹽鄉挖蛤美食趣  原價 1500元 優惠價每人 999元  限 40人 

現撈處理高級食材專賣店的"七股水產"楊大哥，是在地養殖業者，店的周邊是

大片養殖魚塭，提供知名總舖師們，補給食材的供應平台。美食家楊大哥不僅對食

材及無菜單創新料理有鑽研，更說得一口好菜。聽完鹽埕菜色的故事，咱們就來鹽

工和漁夫體驗吧! 

時間 地點 內容 

08:30 台南高鐵沙崙站 

準時出發 
09:05 台南火車站-北門派出所 

09:10 台南火車站-兵工廠停車場 

09:40 七股區公所 

10:00-11:00 台江六孔遊客中心 美麗的台江國家公園 

11:30-12:45 七股水產/黑琵食堂 
美食家說七股在地食材筵

席料理 

13:00-14:00 

七股鹽山 

鹽滷豆花+諾鹽罐 DIY 

14:00-14:30 
鹽工體驗.踩龍骨水車.鹽

滷泡腳 

14:50-15:20 

文蛤產銷班第 6班 

漁夫示範打漁趣 

15:20-16:30 海水體驗:摸文蛤兼洗褲 

16:30-17:00 洗刷刷+鮮烤海鮮 



17:30-18:00 七股區公所 農村市集 

註： 

1.提供遊覽車服務。 

2.僅提供葷食。 

3.部落客帶團。 

(三)二日遊： 

8/5-8/6(六、日)深度暢遊七寶宴  原價 3500元  優惠價每人 2,700元  限 40人 

七股怎麼玩?就該這麼玩!!端出破盤天團…總舖師的秒殺辦桌七股七寶海鮮

宴，暢遊自然海景的潟湖烤蚵，走訪臺灣唯一鹽主題博物館，靜賞神秘難測的蚵棚

夕照，夜遊台南花園夜市，隔天甦醒在青青草園度假農場，認識穿的保養品和明紡

織，品嚐長壽示範社區的風味餐，還有小朋友最愛的「摸文蛤兼洗褲」，這麼豐盛

的景點、美食整合，一定要讓您愛上大七股。 

第一天: 

時間 地點 內容 

11:00 台南高鐵沙崙站 

準時出發 
11:30 台南火車站-北門派出所 

11:35 台南火車站-兵工廠停車場 

12:00 七股區公所 

12:10-14:50 七股國小 訂桌秒殺-七寶宴 

15:00-16:00 
台灣鹽博物館 

臺灣「鹽」歷史與鹽工故事 

16:00:17:00 世界「鹽」開採方式與科學 

17:30-18:50 七股私房秘境 一起看夕落 

19:30-21:30 台南花園夜市 來趣迺夜市 

22:30 春園高爾夫球休閒農場 入住七股青青草原 

 

第二天: 

時間 地點 內容 

09:00-09:50 青青草原早餐  春園高爾夫球休閒農場 

10:00-11:00 
海寮碼頭-龍海號 

嚐鮮烤生蠔 

11:00-12:30 潟湖生態導覽 

12:30-13:20 樹林白鶴社區 在地風味餐 

13:30-15:00 和明紡織觀光工廠 手染帕 DIY 

15:15-15:30 

七股區文蛤產銷班第 6班 

漁夫示範打漁趣 

15:30-16:30 海水體驗:摸文蛤兼洗褲 

16:30-17:00 洗刷刷+鮮烤海鮮 

17:30-18:00 七股區公所 農村市集 

註： 



1.提供遊覽車服務。 

2.僅提供葷食。 

3.部落客帶團。 

4.遊程第一天因夜遊台南花園夜市，故不提供晚餐。 

5.專案住宿房型： 4 人房價，每房提供 2 張雙人大床，恕不接受單

客，由主辦單位為遊客調整男女各 4 人一間房或團體自組 4 人一

間房，另若升等為 2 人房，每人加收 750 元。  

********************************************************** 

指導單位：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南市七股區公所。 

主辦單位：臺南市七股區樹林社區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臺南市七股區里長聯誼會、臺南市七股區各國中小學、臺南市七股區農會、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 物研究

保育中心七股研究中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臺灣黑面琵鷺保育

學會、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七股鹽場、臺灣鹽博物館、臺南市七股區三股社

區發展協會、臺南市七股區頂山社區發展協會、臺南市北門社區大學、七股區

文蛤產銷班第 6班、保證責任台南市七股潟湖產業生產合作社、和明紡織觀光

工廠、春園高爾夫休閒農場、晶水工藝社、統大海產城、統益海產城、黑琵食

堂、七股水產行、鹽山阿城海鮮餐廳、紅風車餐廳、阿宗蚵嗲、廟口蚵嗲、阿

國七股蚵嗲、龍海號、台江號、龍山號、國泰號、海洋號。 

       

本活動為推廣遊程,名額有限,限時限量優惠價，歡迎把握機會報名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