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內糖廠斯卡羅清代漢人市街 / 鹽水歷史文化導覽 - 預約付費導覽名單
#
#
#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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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下列名單中選擇1位導覽員，請您主動聯繫導覽員，洽談導覽細節
費用說明：岸糖斯卡羅導覽費用50元/人，現場支付導覽員，最低10人成團，每團上限20人。
推薦多停留1.5小時外加鹽水歷史文化導覽，費用1,000元/場，請詳附件「影視雙城魅力 1 日遊」
導覽員姓名

黃國書

聯絡電話

0928-779918

電子信箱

kuo4130tw@yahoo.com.tw

自我介紹

※華語，台語專業資深的導覽解說老師
※華語:導遊
※華語:領隊
※台南市解說員職業工會會員。
※從歷史的遠近，地理的縱深，空間的概念，人物的軌跡切入，綜
合而成四度空間(人.時.地.物)的解說元素。歡迎各位嘉賓蒞臨鹽
水小鎮，帶領您們暢遊斯卡羅影視基地，與鹽水鎮內景點深縱的造
訪，讓各位感受到鹽水小鎮400年來演驛的精緻與細膩。
※其他相關景點:
菁寮無米樂,關子嶺,尖山埤,烏山頭,北門井仔腳,麻豆,葫蘆埤,德
元埤,新化,玉井,左鎮,二寮,楠西,安平等處,皆可為您規劃導覽解
說服務，半日遊或一日遊的行程。
#讓專業的導遊領隊+解說高手帶領您們暢遊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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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淑華

張素月

0982-291590

0925-594530

hr510916@gmail.com

a6527869@gmail.com

華語,台語導覽人員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土生土長的在地人、希望將鹽水地方文化及人文歷史、分享來自
各地遊客，更進一步了解鹽水特色與在地習俗活動、品嚐在地小吃
，用誠懇的心將遊客視為自己的好朋友，為來自八方的遊客服務，
享受一趟知性之旅。目前在月津文史發展協會服務，已經有16年，
對於導覽這份熱忱，從未改變，現在多了岸內糖廠景點，文化部和
市政府來整頓糖廠，創造一座屬於公部門的時代影城，希望能藉著
影城的開放，能讓來自各地的親朋好友到此一遊，能讓我有學習的
機會，更進一步的成長。
◆經歷：鹽水區公所導覽志工證照、台南市米其林之旅解說、台南
市月津文史發展協會解說員

4

楊繕鎂

0956-129690

a0956139690@gmail.com

◆簡要介紹: 鹽水在地人，邁入解說經驗第15年，帶領大家導覽鹽
水區的文化、古蹟及附近各個風景區。喜歡將臺南鹽水區在地美好
的人事地物，用親切熱情的方式與眾人分享，並佐以美妙歌聲帶領
您進入鹽水當代風華。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解說經歷:
◎月津文史工作室 導覽組長
◎擔任小小導覽員訓練講師
◎擔任各大學文化導覽訓練講師
◎學校鄉土教學、古蹟生態解說、學術交流團解說
◆其他:
◎接受多家媒體採訪報導，有「賴上剛in台灣」、「樂事美聲
錄」、「生活接力棒」、「浩客漫遊」、「寶島神很大」、「台灣
保庇」⋯等。
◎新聞雜誌多篇訪談。
◆華語，台語資深解說人員。
◆曾受南瀛解說大隊，西拉雅國家風景區，雲嘉南國家風景區專業
的導覽解說課程訓練。亦擔任走馬瀨農場解說員，尖山埤江南渡假
村解說員，烏山頭水庫解說員，後壁菁寮無米樂嫁妝一牛車導覽員
， 鹽水小鎮深度解說人員。
找我輝哥，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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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輝

0937-346235

r0937346235@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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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玉霞

0937-769717

lienyuhsia@icloud.com

華語台語導覽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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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芳滿

0973-330757

q6529931@gmail.com

◆華語/台語導覽解說人員。
◆從月津文史發展協會，鹽水區公所志工團隊，台南市觀光旅遊局
米其林受訓，烏山頭水庫風景區培訓，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培訓，雲
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培訓等，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就是堅持成就
最完整的內涵，能在導覽解說方面，發揮最大的能量!
希望各位嘉賓來參觀這個有文化內涵的小鎮時，能透過鹽水在地人
的導覽解說，帶您們走入台灣古早的城市風景，體驗月津港曾有的
風華年代。
讓我們來一場，斯卡羅影視基地，與鹽水文化小鎮上的漫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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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惠敏

0933-352757

alife20206@gmail.com

◆華語/台語導覽解說人員。
◆鹽水人因為喜歡漫遊鹽水參與導覽解說培訓，更進一步認識鹽水
文化歷史。生活在鹽水，分享鹽水不一樣。2021/09/17糖廠斯卡羅
開放參觀，讓鹽水再造另一個話題，希望能陪大家一起漫遊鹽水。
看看鹽水經典小鎮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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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曜鍾

0988-759393

yaochung1025@gmail.com

◆華語/台語導覽解說人員。
◆從小在鹽水岸內糖廠長大，每到冬天空氣中就有一種甜蜜的氣味
，如今成了影視拍片基地，不同的年代有著不同的樣貌。鹽水有著
豐富的歷史古蹟與人文活動，台灣文學作家葉石濤先生說: 這是個
適合人們作夢、幹活、戀愛、結婚，悠然過日子的好地方。透過導
覽解說相信你會愛上鹽水的每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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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煜楠

0937-611916

matowchen@yahoo.com.tw

◆華語/台語導覽解說人員
◆鹽水，台灣的經典小鎮，充滿人文薈萃之地，月津港的風華歲月
令人懷念。帶您再一次體驗，享受没有壓力的輕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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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娟瑩

0939-155124

cci0415@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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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忠欽

包綉月

0911-990512

0938-138687

◆華語/台語導覽解說人員
◆歡迎“逗陣”看東看西，聽東聽西，吃東吃西。
◆台南市觀光旅遊局米其林鹽水導覽員

tomcchsu@hotmail.com.tw

◉語言：國語、台語。
◉經歷：荒野保護協會台南分會第九期解說員。鹽水圖書館志工。
◉得獎：鹽水古鎮影像之美攝影佳作。第六、七屆南瀛文學獎散文
佳作、第一名。第四、五屆府城文學獎佳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
成果「重建與重生」徵文比賽佳作。
◉介紹：「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自己雖然不是鹽
水人，但也在鹽水這個小鎮生活了三十年。喜歡生活在小鎮裡，日
常生活所需用品、郵局、銀行、戶政、家電…，不需要跑太遠，在
方圓不到一公里的範圍裡都可以找到。鹽水小鎮裡，除了常民生活
所需，更有豐富的歷史街區。走訪小鎮，探索倒風內海時期的鹹水
港。彎如月的月津港河道、岸內糖廠的百年老茄苳、吃了不會變豬
頭的豬頭飯…。鹽水小鎮，歡迎光臨！
（週五下午、週六日全天可導覽）

r0938138687@yahoo.com.tw

◆華語/英語/台語導覽解說人員
◆經歷：四健會國際導覽志工
◆自我介紹：小時候在鹽水生活，爸爸和家裡長輩們都是台糖員工
，所以我是吃台糖的糖長大的，對岸內糖廠和鹽水這份土地有很深
的情感。曾經到澳洲生活一年、美國實習3個月，時下的斜槓青年
，涉略教育、心理、旅遊、商業…等等的領域。喜歡與人互動，讓
我來帶你們遊覽鹽水，用不同的角度看到更多層面的鹽水。
讓你們好好地品嚐鹽水與其他小鎮不同的滋味，嚐到的不只是美食
，更是一段網路不一定有記載，曾經風華絕代的歷史。
導覽經歷：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鹽水經典小鎮、斯卡羅岸內影視基地、後壁
無米樂（俗女村）專業導覽解說員、新營文化中心故事媽媽
#嗨！我是愛說故事愛唱歌的包老師，在斯卡羅拍攝的影視基地裡
，我將帶領大家進入台南府城的清代漢人市街穿街走巷，聽聽斯卡
羅故事中的故事。
#2015年與飾演卓杞篤的查馬克 法拉屋樂分別帶領學生到廈門演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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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婷棋

丁羿嫣

0921-240209

0908-168366

a0921240209@gmail.com

evating1125@gmail.com

▲華語/台語導覽解說人員
經歷：鹽水區公所導覽志工、溪北觀光文化導覽協會解說志工、後
壁經典小鎮導覽、小南海風景區解說員
▲請跟著我的腳步深入鹽水……走訪文化底蘊深厚的經典小鎮，您
將難忘精彩的鹽水之旅
◆華語/英語/台語導覽解說人員
◆經歷：四健會國際導覽志工
◆自我介紹：小時候在鹽水生活，爸爸和家裡長輩們都是台糖員工，
所以我是吃台糖的糖長大的，對岸內糖廠和鹽水這份土地有很深的情
感。曾經到澳洲生活一年、美國實習3個月，時下的斜槓青年，涉略教
育、心理、旅遊、商業…等等的領域。喜歡與人互動，讓我來帶你們
遊覽鹽水，用不同的角度看到更多層面的鹽水。
讓你們好好地品嚐鹽水與其他小鎮不同的滋味，嚐到的不只是美食，
更是一段網路不一定有記載，曾經風華絕代的歷史。

影視雙城魅力 1 日遊 | 配合文化局岸內糖廠影視基地開放 9/17~10/31
以下為推薦遊程，實際遊程請與導覽員溝通規劃。導覽細節、時間、導覽費、行程等，皆是導覽員與旅行社之間的交易、自由協調
說明 ， 區公所不參與導覽規劃、不經手導覽費。 導覽費用，由貴單位現場支付給導覽員。鹽水區公所諮詢專線：06-6521038#182 吳
小姐
流程

請貴單位先向文化局報名岸糖參觀梯次，「臺南市政府影視支援中心官網」線上報名，疑問請撥(06)2149510#22文化局窗口。 報
名成功後，貴單位請主動聯繫鹽水導覽員，洽談導覽細節。

本次活動限量推出影視基地的導覽，費用50 元/人，最低10人成團，每團上限20人。推薦另外加鹽水市區導覽1,000元/場 (市區約
費用 1.5小時)。 本次外加整修後鹽水小火車站的導覽，因此新的導覽內容跟路程涵蓋較廣、內容豐富 。 未來岸糖開放尚未定案，因
此現在正是暢遊鹽水的最佳時機 。
後壁
推薦行程中後壁部分，請洽臺南市後壁休閒農村產業文化發展協會0979-169012林小姐。
行程

斯卡羅參觀梯次 & 推薦搭配行程
參觀岸糖梯次 09:30-10 :30
A

早上09:30-12:00 | 岸內糖廠影視 基地 →鹽水小火車站 倉庫群 →大眾廟→穿梭古巷弄 →八角樓 →王爺廟→永成戲院 →月
津港親水公園 →觀光美食城用餐
下午14:00-16:00

|

後壁：卡多良食故事館 (DIY) → 小南海風景區 →菁寮老街

參觀岸糖梯次 11:00-12:00
B

早上09:30-12:00 | 大眾廟→穿梭古巷弄→橋南老街→月津港親水公園→永成戲院→八角樓 →鹽水小火車站倉庫群 →岸內糖廠
影視基地 →觀光美食城用餐
下午14:00-16:00

|

後壁：卡多良食故事館 (DIY) → 小南海風景區 →菁寮老街

參觀岸糖梯次 14:00-15:00
C

上午09:00-12:00

| 後壁：小南海風景區→菁寮老街→義昌碾米廠DIY 紅龜粿→卡多良食故事館用餐

下午14:00-16:30 | 岸內糖廠影視基地 →鹽水小火車站倉庫群→大眾廟→穿梭古巷弄→八角樓→王爺廟→永成戲院→月津港親水
公園→ 自由下午茶時間（鹽水水煎包、銀鋒冰果室、豆簽羹、有肉冬瓜茶等）
參觀岸糖梯次 15:30-16:30
D

上午09:00-12:00

| 後壁：小南海風景區 菁寮老街 →義昌碾米廠 DIY 紅龜粿 →卡多良食故事館用餐

下午14:00-16:30 | 大眾廟→穿梭古巷弄→橋南老街→月津港親水公園→永成戲院→八角樓→鹽水小火車站倉庫群→岸內糖廠影
視基地→自由下午茶時間（鹽水水煎包、銀鋒冰果室、豆簽羹、有肉冬瓜茶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