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名稱 區域 地址 電話 傳真 預約方式 門票 營業時間 休館日 官方網址 聯絡信箱 備註

食品類 瓜瓜園觀光工廠—地瓜生態故事館 新化區 台南市新化區中正路65-1號 06-5902966 無 電話預約 免費參觀 9:00-17:00 休館日於網站公告 http://www.kky.com.tw sun@kky.com.tw

食品類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 安平區 台南市南區新忠路2號 06-2616990 06-2617080 線上預約 免費參觀 9:30-17:30 每週一 http://www.blackbridge.com.tw 無

食品類 奇美食品幸福工廠 仁德區 台南市仁德區機場路1008號 06-2698588 無 線上預約/電話預約 門票50元，可兌換鳳梨酥與小禮物9:00-18:00 每週一 http://www.happychimei.com.tw/index.php service_happy@chimeifood.com.tw

食品類 彼緹娃藝術蛋糕觀光工廠 佳里區 台南市佳里區民安里同安寮1-1號 06-7236328 06-7231893 電話預約 免費參觀 9:00-17:00 每週一 http://beautiful-baby.com.tw/index.php beautifulbaby0401@gmail.com

食品類 新百祿燕窩觀光工廠 南區 台南市南區新和路38號 06-2650924 06-2615700 電話預約 免費參觀 9:00-17:00 每週一 http://www.sblbio.com.tw twsblbio@gmail.com

食品類 卡多利亞良食故事館 後壁區 台南市後壁區後壁里42-27號 06-6873480 06-6872334 電話預約 門票100元，可全額折抵館內消費 9:00-17:00 無公休 http://www.cadozea.com.tw cadozea.storyhouse@gmail.com

食品類 東和蜂文化觀光工廠 東山區 台南市東山區東勢1-18號 06-6800231 無 線上預約 免費參觀 9:30-17:30 每週三 http://www.thbc.com.tw/ thbc2015@gmail.com

食品類 虱目魚主題館 安平區 台南市安平區光州路88號 06-2931097 06-2931197 電話預約 免費參觀；DIY活動另計 9:00-17:00 無公休 http://www.sabafish.com/tw/index.asp?au_id=6&sub_id=28service@sabafish.com 適合國中小

酒類 善化啤酒觀光工廠 善化區 台南市善化區成功路2號 06-5838511#435 06-5838517 線上預約 免費參觀 9:00-17:00 每週六日 http://event.ttl-eshop.com.tw/sh/index.aspx 無

花卉類 蘭都觀光工廠 六甲區 台南市六甲區和平街185-7號 06-6995208 06-6988178 電話預約 免費參觀 8:00-17:00 無公休 https://www.orchid-city.com/pages/guan-guang-gong-chang-dao-lanmavis@yo-sun.com.tw 適合國中小

健康知識類港香蘭綠色健康知識館 新市區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一路1號 06-5052505 06-5058505 電話預約 免費參觀 8:30-17:30 無公休 http://www.biotanico.com.tw 無

健康知識類『腳の眼鏡』足部科學體驗中心 安南區 台南市安南區工業一路23號 06-2380713#316 06-3843358 線上預約/電話預約 門票80元；學生團體50元 9:30-17:30 每週六日 http://www.goodarch2u.com/tourism/home.html 無

健康知識類華美光學eye玩視界 安定區 台南市安定區中沙里沙崙30號 06-5937597 無 線上預約 門票100元，可全額折抵館內消費 10:00-19:00 每週一二 http://www.eyecol.com/Factory/Visit service@eyecol.com

健康知識類立康中草藥產業文化館 永康區 台南市永康區環工路29號  06-2335356 06-2022688 線上預約 免費參觀；專人導覽服務 8:00-17:00 無公休 http://likang.herbalmed.com.tw/?lang=1 LKFT@herbalmed.com.tw

健康知識類Sonispa漾魅力音波體驗館 安南區 台南市安南區科技一路8號 06-3842889#284 06-3842868 電話預約 免費參觀；DIY活動另計 9:00-17:30 無公休 https://www.facebook.com/sonispa/ h5@hes.com.tw

健康知識類台鉅美妝觀光工廠 仁德區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三段589號 06-2052013 無 電話預約 免費參觀；DIY活動另計 9:00-17:00 每月最後一週星期二http://tjcos.com.tw/ tjcos@tairjiuh.com.tw

健康知識類虹泰水凝膠世界 仁德區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三段523巷116號 06-2724880 無 線上預約/電話預約 門票100元，可全額折抵館內消費 9:00-17:00 每週一 http://www.hometech.tw/ 無

健康知識類康那香不織布創意王國 將軍區 台南市將軍區三吉里三吉66之1號 06-7941573 無 門票100元，可全額折抵館內消費 9:30-17:00 每週一 https://www.knhtour.com/index.php/zh-TW/ 無

健康知識類天一中藥生活化園區 官田區 台南市官田區二鎮里工業路31號 0800-363-749 06-6986662 電話預約 免費參觀；DIY活動另計 8:00-17:00 每週四 http://www.itenergy.com.tw/ ser@tenergy.com.tw 適合國中小

健康知識類麗豐微酵館 官田區 台南市官田區二鎮里工業路48號 0800-882-789 06-6989806 電話預約 免費參觀；導覽每人80元 8:30-17:00 每週日一 http://www.microfer.com.tw/index.php?temp=intro&lang=chtservice@microfer.com.tw

製造類 和明織品文化觀光工廠 七股區 台南市七股區大埕里大埕189號 06-7875288 無 電話預約 門票100元 9:00-18:00 每週一 http://www.hermin.com/hmtm/ museum@hermin.com.tw

製造類 台灣金屬創意館 永康區 台南市永康區永科環路598號 06-2030728 06-2037489 線上預約 門票100元，可折抵館內消費50元 9:00-16:30 每週三 http://www.tmcm-no1.com.tw/ 無

製造類 國王家族羽絨服飾觀光工廠 佳里區 台南市佳里區民安里同安寮2-8號 06-7213380 06-7213373 電話預約 免費參觀 9:00-18:00 每週六日 http://www.kingsfamily-down.com.tw/ 無 較適合成人

製造類 美雅家具觀光工廠 白河區 台南市白河區甘宅里101-1號 06-6817456 無 線上預約 全票100元；半票50元；團體票80元9:00-17:00 每週一二 http://www.meiyafurniture.com.tw/ 無

職探中心 後甲國中—職探中心(餐旅、電機電子)東區 台南市東區東平路260號 06-2375970 06-2375970 每學期公文通知申請 免費參觀 8:30-16:00 每週六日 無 無

職探中心 六甲國中—職探中心(設計、食品) 六甲區 臺南市六甲區民權街43號 06-6982040 06-6989885 每學期公文通知申請 免費參觀 13:30-16:30 每週六日 無 無 建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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