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縣觀光工廠及相關協會聯絡資訊
序號

1

2

3

場域名稱

說明

相關圖片

一個提供台灣本土藝術家免費展覽之場域，由台明將公司創立的「臺灣
玻璃館」，除了展示玻璃藝品，並以「四面亮麗、八方驚奇」的創意呈
現於社會大眾眼前。館內以寓教於樂的方式，使參觀者能與玻璃有「零
距離的另類接觸」；突破玻璃業傳統的刻板印象，讓人耳目一新，並使
大眾深入了解這個晶瑩剔透的大千世界，一次滿足所有玻璃相關的知識
臺灣玻璃館
與資訊。
館內介紹分劃數個主題區，一次滿足所有的買家與消費者，如：建材玻
璃、傢俱玻璃、傢飾玻璃、藝術玻璃…，使參觀者與玻璃都能有"零距
離的另類接觸"，讓大眾深入了解這個晶瑩剔透的大千世界。若有需要
，我們亦會提供您最完善的導覽服務。

樂活襪之鄉博物館，詳細圖文介紹襪子歷史、公司沿革和豐富的襪子知
識，設置影片區，以動態解說，讓遊客更容易理解。
主打機能襪系列、可連續穿15天之抗癬襪等深受好評，親身感受襪子的
樂活襪之鄉 製作環節，從第一代到最新款義大利進口製襪機並榮獲法國發明獎銅牌
博物館
的釘標機、國家產業創新獎、國家產業表揚獎殊榮。專屬織襪DIY，為
參訪之旅增添不同的樂趣！LOHO為您展現一針一線編織成的MIT襪，讓
您感受在地精神，體驗出奇的舒適感。

「桂園畜牧場」以在地蛋農起家，從民國69年起從事蛋雞養殖，主要的
產品為雞蛋，「桂園自然生態農場」秉持著由雞健康無污染的種原培育
桂園自然生 出代代相傳具有良好抵抗力的雞隻，並以天然無毒的食品餵養、以及使
態農場
用能量水製造機，讓雞隻可以喝到具有能量的飲用水，使雞隻更加健康
，同時也要注意土壤等環境，一貫作業的嚴格監控，讓雞隻能在天然無
毒環境下健康成長。落實自然生態永續發展、無毒健康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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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場域特色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
南四路30號

電話

047811299*268

場域特色：玻璃廟

彰化縣社頭鄉朝興
村社石路559號
04-8720522
場域特色：彩繪建
築物、DIY課程

彰化縣埔鹽鄉南新
村好金路3巷27-3號
04-8650823
場域特色：雞蛋故
事館、餵雞體驗

序號

場域名稱

說明

相關圖片

4

走一趟鹿港小鎮百年風華老街巷弄之美，廟宇祈福之旅、古蹟踏查、美
食銅板價...，尤其鹿港廟口小吃宴可省去尋覓在地美食的時間；多點
鹿港廟口協 時光踏足在文化古蹟小鎮。
會
廟口商圈資源豐富：糕餅業、電動三輪車、特色民宿、背包客棧、DIY
教學（捏麵人，鳳眼糕，春仔花，傳統獅頭吊飾，燈籠 紙扇彩繪，口
酥餅...）在地專業導覽人員規劃設計行程。

5

就是愛荔枝樂園位於彰化縣芬園鄉，占地4.3公頃，是全臺首創荔枝主
題樂園及餐廳。園區擁有天然的美麗風景，園區內更有廣闊的草皮及多
項體能活動設施、戲水池、小火車，還有彩繪風箏、太陽餅等DIY活動
就是愛荔枝
，是家庭朋友聚會、親子歡樂、團體活動最佳場所。園區也是通過認證
樂園
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目前園區有兩套通過認證的環境教育課程:
【搖擺吧 ! 蜜蜂】和【乾坤遇卦山】，非常適合國小學童做為戶外教
學的場所。

6

「台塑企業」首家、也是唯一開放民眾進入的廠區，亦為臺灣首座生活
及保養品全產線從產品研發、品質控管到生產製造系統開放參觀，能眼
見為憑看到「台塑生醫」化粧品GMP彰化廠在「產醫學」發展的用心與
努力。
館域除了有從研發、品檢、生產到包裝等專業知識外，亦結合居家照護
檢測、全能i醫體健儀及智慧肌膚水分檢測等各項檢測，並規劃界面活
台塑生醫觀
性劑的趣味DIY、健康小博士闖關遊戲，展覽內容透過多種互動將產業
光工廠
艱難的專業知識趣味化，整個館域都是你的健康講師，寓教於樂回味無
窮。
2018年陸續新增戶外休憩區、主題輕食餐廳、室內兒童遊戲區、網美拍
照牆、巨型扭蛋機、雲朵棉花糖機、彈跳小子爆米花機、互動小遊戲（
套圈圈）等等，使遊客更加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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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場域特色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
路407號

電話

04-7745448

彰化縣芬園鄉中山
路167號
場域特色：荔枝主
題、DIY課程、環境
教育課程

04-8590909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
路三段359號
場域特色：DIY課
程、台塑牛小排、
健康小博士的闖關
認證

04-7236101

序號

7

8

場域名稱

說明

相關圖片

華新MASK創意生活館為亞洲首座以創新口罩為主題的觀光工廠，以「創
意、發明、品質、教育」4大訴求，傳達口罩與生活環境的健康依存關
係。
館域除了有從研發、品檢、生產到包裝等專業知識外，亦透過導覽人員
解說，了解PM2.5與環境依存關係，更能深刻瞭解防護健康的重要，透
MASK創意生
過互動將產業艱難的專業知識趣味化，與趣味問答的活潑化，讓原本生
活館
趣無謂的口罩歡樂了起來，館內更有口罩體驗DIY課程，讓行程更為豐
富；華新MASK創意生活館結合知識與育樂，與您走向時尚健康的最前線
2018年陸續新增休憩區、輕食餐飲吧、室內兒童遊戲區、網美拍照牆等
等，使遊客更加流連忘返。

緞帶王觀光工廠成立於2011年，是亞洲首座緞帶博物館，也是「真正的
觀光工廠」，因為這兒不只給遊客觀光，也是實際在生產的工廠！大小
朋友可以親眼目睹一條龍的生產線，看見師傅們在機台間穿梭。緞帶博
物館內，館藏超過2,000種款式，約7萬捲緞帶，每年生產緞帶長度可以
繞地球15圈!
緞帶生產可以追溯至黃帝嫘祖教人養蠶取絲，真正誕生於法國里昂，17
世紀的波旁王朝，緞帶是貴族不可或缺的裝飾品，1870年以後，是法國
緞帶王觀光
絹織緞帶的黃金時期!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緞帶逐漸式微，1929
工廠
年大蕭條及大二次世界大戰後，絹織緞帶幾乎消失。如今，緞帶是以化
學纖維技術開發為主流，也成為家家戶戶都愛的裝飾品。
新娘子禮服的蕾絲花邊、裝飾會場的絲質緞帶、禮物盒上的蝴蝶結、聖
誕樹上的裝飾品，能讓主體閃閃發光的，這些都是緞帶的功勞，但你知
道緞帶是怎麼作出來的嗎?歡迎來鹿港「緞帶王觀光工廠」，看看師傅
如何編織出一條條漂亮的緞帶。

第 3 頁，共 9 頁

地址/場域特色

電話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
路二段751號
04-8752116
場域特色：口罩主
題、DIY課程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
路15號
04-7813366
場域特色：緞帶主
題、DIY課程

序號

9

場域名稱

說明

相關圖片

台灣唯一餅乾知識館，蘊藏著神祕的魔幻力量，在守候著大小朋友來發
掘餅乾帶給大家歡笑的神奇魔力。台灣優格餅乾學院，位於彰化縣線西
鄉，純樸的小鎮有著濃濃的人情味與鹹鹹的海風，田野間，聳立著一棟
灰色的城堡，一年365天，總是飄散出令人口水直流的餅香。
台灣優格餅乾學院，於2014由台灣優格食品有限公司成立，志在宣導美
台灣優格餅
味健康的餅乾所能帶來的幸福魔法、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學院對於環
乾學院
境保育之不遺餘力，都是希望能透過餅乾學院帶動教育、環境、地方發
展的建設，能讓家鄉在地更美好。
2018年開始成立「聆風農場」品牌，拓展農村體驗、依據季節農作物生
長期程帶遊客體驗採摘農作物的樂趣，並定期舉辦「農呼市集」提供在
地人舞台，讓更多人看見我們。

白蘭氏成立至今以有184年歷史，在臺灣深耕40餘年，2003年在彰化鹿
港成立以健康為主題的白蘭氏健康博物館 ，提供遊客免費參觀，免費
導覽，及多項產品免費試喝。館區擁有業界唯一公開完整製程，全程透
白蘭氏健康 明化供消費者了解雞精製作過程。並提供科學健康學習營多樣化活動，
10
博物館
適合每個族群：瘋狂搖一搖、眼明手快、樂高機械基本原理(國小團體
適用)、兒童歡樂學習單、建築師科學營…活動免費參加，結束每人還
可獲參加獎一份，參加活動請事先預約，以利保留場次時間及準備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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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場域特色

電話

彰化縣線西鄉草豐
路501巷5號
04-7582448
場域特色：特色建
築、DIY課程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
路18號
場域特色：3D智能
體驗、DIY課程

047810077*17

序號

場域名稱

說明

相關圖片

台灣手套產業曾是世界五大出口國之一，近20年來傳統產業大量外移，
亦展公司成為台灣僅存的針車手套廠，基於對產業延續的使命感，於
2018年初成立了台灣手套博物館，開始對外開放參觀。
透過有獎徵答式的導覽，介紹50-60年代的手套實品、製作手套的小工
台灣手套博
11
具，讓大家更了解手套產業史，還有千奇百怪的手套六兄弟、各種不同
物館
功能的手套絕對超乎您的想像，加上互動式DIY參與手套配色、彩繪、
修剪線頭、翻套的過程，最後再看手套師傅為您現場縫製。
館內設施還有360度高鐵觀景台、室內外用餐區、沙坑區、免費手套人
自拍機等。

興麥蛋捲烘焙王國是一座以生產蛋捲為主，各式甜點為輔的烘焙國度。
全臺第一間蛋捲觀光工廠更是全台第一使用無水天然奶油製作蛋捲，口
感扎實，入口散發天然奶油自然獨特的香氣，成了興麥蛋捲最大的特
興麥蛋捲烘
12
色。且不斷推陳出新具創意的手作烘焙課程，讓王國內時常充滿了孩童
焙王國
純真的歡笑與親子互動的溫馨畫面。透過繽紛多彩的展館空間規劃、演
繹自特色商品的可愛形象公仔、深入淺出的烘焙應用知識展示，希望帶
給您最獨一無二的感官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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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場域特色

電話

彰化縣社頭鄉朝興
村織襪一路8號
04-8736168
場域特色：全球最
大手套、DIY課程

彰化縣線西鄉和線
路741巷5號
場域特色：DIY課
程、蛋捲為純天然
奶油製成

04-7588389

序號

場域名稱

說明

相關圖片

卷木森活館位於鹿港彰濱工業區內，是文創與環保風格濃烈的木皮板觀
光工廠，為真實體驗手作的DIY活動樂園。
一、 手作活動：
卷木森活館之手作木皮板素材，以忠實呈現原木質感為基調，規劃出涵
蓋藝文、益智、趣味等範疇之作品。
1. 藝文性品項強調美感與美學寓意，
2. 益智性品項著重機械原理及邏輯設計，
3. 趣味性品項以實用功能為延伸，讓手作者從實做樂趣中培養生活品
13 卷木森活館
味。
二、 導覽服務：
館內展示區則以森林為主題，建構生動繽紛的場景，並以說故事的方式
進行導覽服務，循序漸進地帶入水循環、食物鏈、人工林、動物保育等
環保觀念，藉以呼應各級學校之教學內容。
三、 主題場域(五大主題區)：
魔法森林、木創學堂、匠人工坊、卷木市集及卷木咖啡，空間功能涵蓋
教學、手作、餐飲、休憩等，適合親子旅遊與團體戶外教學。

水銡利的創辦人，在水五金產業奮鬥數十載的歲月中，遇見了無數自行
修繕家中水龍頭的爸爸，因為零件規格的差異，造成採購不易，維修作
業事倍功半的困境。在理解了水龍頭於外觀的美感追求外，更重要的是
功能與實用性的體現，因而創立了「水銡利」品牌，期望以回歸本質的
核心訴求，建立產品DNA，為民眾帶來更理想便利的生活。
水銡利廚衛
水銡利以創造好生活為品牌的核心理想，與大自然為伍，與消費者並肩
14 生活村觀光
，以不斷開創優質產品為追求，積極展現環保信念、關懷在地人文、崇
工廠
尚便利安全、體現生活美學。全台唯一的最大的水龍頭，除了讓同學們
瞭解水龍頭製造的相關過程，還有了解水資源的環保概念，資源回收救
地球，大家一起為地球做環保~館內豐富有趣,是非常適合親子共遊的地
點，有小朋友喜愛的沙坑、戲水池、遊戲球池、豐富的DIY、3D壁畫、
互動遊戲...等，是晴天、雨天都適合的好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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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場域特色

電話

彰化縣鹿港鎮工業
東三路6號
0928-182079
場域特色：認識綠
色建材、DIY課程

彰化縣秀水鄉下崙
村育民巷2號
04-7682712
場域特色：戶外巨
型水龍頭、DIY課程

序號

場域名稱

說明

相關圖片

魔菇部落創辦人方世文愛吃菇，傳統栽種的菇蕈使用大量用藥抑制果蠅
及雜菌，於是決定投入有機菇蕈，如今魔菇部落每一朵菇蕈都是在六星
級菇舍所培育。創辦人方世文更榮獲95年神農獎殊榮。
魔菇部落有好吃又好玩的生態及手作體驗，菇菇PIZZA及餅乾DIY鍛鍊孩
魔菇部落休 子手作培養創造能力，讓孩子發揮想像力，種菇DIY將菇蕈瓶帶回家觀
15
閒農場
察菇菇經過走菌、栽培照顧直到菇蕾慢慢冒出採收，觀察菇的生長史，
親手採收，體驗菇農生活， 落實食在地要當季「食農教育」。
魔菇部落有豐富生態，小朋友在大草原馳乘跑跳，透過巨菇蟲團隊競賽
及滾大球遊戲培養孩子與其他人的合作能力，協調合作。

「愛玩色創意館」位於彰化縣北斗鎮，專業生產安全無毒彩繪顏料的生
產廠，是國內少數的親子見學體驗觀光工廠，除了提供孩子們一個發揮
自我原創力的學習場域之外，我們也希望讓來到愛玩色創意館的每一位
愛玩色創意 大小朋友們，都可以從中學習到色彩及彩繪顏料的相關知識及基本概念
16
館
，「發掘孩子的藝術基因，讓創意從玩樂開始」是我們的期許。
活潑溫馨的氛圍和玩不膩的彩繪活動，無論大人小孩只要走進館內，必
定會被喚醒童心，一同進入豐富的彩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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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場域特色

電話

彰化縣埔心鄉埤腳
村柳橋東路829號
場域特色：DIY課
程、認識菇的成長
環境

彰化縣北斗鎮三號
路296號
場域特色：顏料主
題、DIY課程

048521898*531

04-8886016

序號

場域名稱

說明

相關圖片

有看過恐龍嗎?牠是距今大約2億3,500萬年前，生活在地球的一種大型
爬行動物，而我們希望打造一座屬於台灣的侏儸紀森林。
「百果山探索樂園」全臺唯一採用真實森林場景，多方呈現史前恐龍棲
百果山探索 息方式，無論是擺頭搖尾、撕裂叫聲、皮膚紋路、牙齒細緻度，完整打
17
樂園
造近４０隻仿真恐龍，經典肉食性「霸王龍」、脖子最長的「腕龍」、
溫和的「三角龍」等… 豐富的品種及特別設計的解剖恐龍、恐龍孵化
蛋，以教育為出發點，可近距離觀看恐龍特徵，用寓教於樂的方式學習
恐龍知識，在孩童發展時期是觀察力與記憶力最好的提升。

清水岩生態文創協會是由社頭鄉清水岩寺輔導成立的協會，旨在推展環
境教育及食農教育小旅行，遊程依照時序來規劃，內容豐富多元，兼具
清水岩生態 廣度與深度，並可依照需求來規畫適合的戶外教學活動，尤其適合班親
18 文化創意產 會的親子遊。
業協會
遊程選項：清水岩生態古蹟小旅行、18彎古道探險營、與蝶共饗~蝴蝶
食草料理大餐、永續生活體驗營~窯烤料理大餐、野外求生培訓營、社
頭好好玩遊程…等。

創始自民國66年起源於埤頭鄉，老闆的父親也就是創始人，早期以傳統
麻糬代工起家，所製作的麻糬銷售地遍及全省的餐廳、麵包店、流水
席、宴席等，由於創始人對麻糬的製作要求嚴謹，內餡材料講求新鮮，
19 冰粽發明館 因此經營近30年來訂單不斷，10年前創始人的兒子承接父親的事業，為
讓消費者方便冷藏儲存，將麻糬改良為可冷凍冷藏而不失傳統風味的日
式麻糬，不但保留傳統手工餡料的新鮮材料選取自製，並提高麻糬外皮
的Q度，更容易食用且順口易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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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場域特色

電話

彰化縣員林市出水
巷12-1號
04-8369411
場域特色：恐龍主
題、DIY課程

彰化縣社頭鄉清水
村清水岩路1號

04-8725086

彰化縣埤頭鄉和豐
村6號巷107號
04-8872007
場域特色：冰粽主
題、DIY課程

序號

場域名稱

說明

相關圖片

Hanlix由黃清雲先生於1979年成立，當時專注於五金掛勾的外銷，致力
於DIY的推廣。後來，黃清雲先生發現台灣DIY的發展無法像歐美那樣普
及，深入了解發現，原來臺灣一般小家庭沒有電鑽相關工具，在購買產
8518購-吸 品後，都要額外請水電師傅裝設，不只花了大筆的費用還大興土木，花
20
盤工廠
費金錢與人力。黃清雲先生立下一個願景，要透過他一系列的產品，讓
需要的人找到安全簡單的方式，改變居家環境，打造舒適生活。黃清雲
先生滿懷熱誠的投入免電鑽產品和不破壞牆面的技術研發與製造，
Hanlix品牌就由此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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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場域特色

電話

彰化縣線西鄉和線
路851號
場域特色：3D彩繪
牆、台灣優格餅乾
學院旁

04-7580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