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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岛族群婚礼－情牵大武山
爱你一生、情定日月潭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山海恋
北海岸婚纱留倩影
顶鲜101美景美食餐厅
诚品生活松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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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达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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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宾馆
二延平步道、顶石棹步道
奋起湖
沼平公园－天空步道
姊妹潭＋永结同心树
理想大地渡假饭店
铁道文化园区
鲤鱼潭
太鲁阁公园
石梯坪
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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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台湾伴手礼
甜而不腻牛轧糖

铁定美满火车饼

除了当伴手礼，台湾也有不少新人把牛轧糖
当成婚宴后的喜糖，让宾客感受甜蜜喜气同
时，更感受到温暖的诚意。严选香浓奶油与
爽口花生的牛轧糖，以多层次、甜而不腻的
口感，掳获了众多人的心，每一颗在老师傅
严控制作下，不仅奶香浓郁富嚼劲，也让人
嚐到那份手工的幸福感。
图片提供 郭元益

来到阿里山，除了奋起湖便当，一定要品嚐
这里独特的火车饼，奋起湖第一家饼店，最
初以喜饼与糕饼起家，而后以传统手艺与山
城茶馅料研制的火车饼，不仅口感极佳，饼
皮上还印有早期阿里山森林铁路的蒸汽火车
图案，满足味蕾同时，也让阿里山的历史文
化印入心头，实为送礼的最佳选择。

甜蜜细致凤梨酥
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点心－凤梨酥，是许
多观光客来台的首选伴手礼，疏松的外皮，
搭配爽口不腻的细致内馅，更成为许多新人
致赠宾客的伴手礼，经典的好滋味也象征著
幸福的爱情，甜甜蜜蜜携手过一生。
图片提供 佳德凤梨酥

永恒坚贞日月潭红玉红茶

越陈越香特制纪念酒

被专家誉为世界顶级的红玉红茶（台茶18
号），是日月潭特有的稀少珍宝，其滋味甘
润醇美，具有天然薄荷与淡淡的肉桂香，让
人品嚐后久久无法忘情，有不少新人拿作为
喜宴伴手礼，健康又具巧思新意，而红宝石
的茶色，更象征美好的爱情，永恒坚贞。
图片提供 圳阿萨姆红茶专卖店

爱情就像酒一样，越陈越香，为了保存这份
真挚的感情，台湾烟酒公司南投酒厂特别推
出特制纪念酒，将新人的甜蜜结婚照变成客
制化酒标，浪漫又具纪念意义，无论做为婚
礼上喜宴酒或结婚小物都很适合，也为即将
迈入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留下最难忘的
幸福回忆。
图片提供 南投酒厂

浪漫台湾特色婚礼

南岛族群婚礼－情牵大武山

爱你一生、情定日月潭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山海恋

北海岸婚紗留倩影

浪漫又具异国风味，「南岛族群婚礼」已是台湾最具特色

绿意群山环绕、清澈碧绿湖面，风光明媚的日月潭，向来

在阿里山千年神木的见证下互许神圣的誓言，浪漫充满诗

最浪漫动人的婚纱倩影，从北海岸开始。由于兼具平坦沙

的原住民部落婚礼，每年固定 3 月于屏东玛家乡、三地门

是新人举办户外婚礼及蜜月的胜地，近年更举办集团婚礼

意的「神木下婚礼山海恋」，每年总吸引许多海内外新

滩和陡峭海岸的独特自然景观，加上沿海的特色咖啡厅、

乡及雾台乡轮流举办，遵循排湾族贵族结婚传统，新人将

「情定日月潭」，引领新人搭乘游艇、缆车欣赏日月潭的

人参加，会场以千年香林神木及周边神木群为背景，搭配

石门婚纱广场、朱铭美术馆等人文特色，北海岸已成为海

经历下聘、抬轿、荡秋千等仪式，在台湾原住民部落族人、

美好景致，并在山水及亲友的见证下，许下一生的甜蜜誓

玫瑰花，呈现如梦似幻的浪漫婚礼，当新人携手神木下，

内外新人拍摄婚纱的热门地，自 2006 年起也开始举办「北

亲友的祝福下，许下一生的甜蜜誓约。

约，浪漫的经验绝对难忘。

也象征著迈入人生幸福的新旅程，两人的感情就像神木一

海岸婚纱留倩影」摄影比赛，让风光明媚的北海岸，为新

Info

Info

样，千年永垂不朽。

人留下最美好的浪漫回忆。

Info

Info

茂林风景区
每年3月
www.tsta-b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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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风景区
每年中秋后
www.tsta-b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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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风景区
每年10月
www.tsta-b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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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岸及观音山风景区
每年4∼10月
www.tsta-b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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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提供

婚订路线1

顶鲜101美景美食餐厅

Info
顶鲜101美景美食餐厅
台北市信义区信义路五段7号86楼
+886-2-8101-8686
11：30∼22：00
www.dingxian101.com
搭乘捷运信义线至「台北101 世贸站」
下车，自4号出口出站。

台北。云端婚礼浪漫感动
到有台北曼哈顿之称的信义商圈，绝不能错过登高一览钻石夜
景的机会，如今，台北 101 不仅开放新人登上户外与室内观景
台拍婚纱，更有著全世界最高的婚宴场地，以挑高设计搭配水
晶吊灯，营造出摩登又贵气的空间，令人惊艳的是，透过大片

With every

落地窗，将整片好风景延揽入室，白天可了望都会繁华，夜里
能欣赏迷人台北夜景，予人独一无二的浪漫感受。不仅对于空

good wish

间细节极为讲究，也提供新人难忘的顶级佳肴飨宴，主打鲜美
海鲜料理，融合中餐西吃的创意料理手法，至高无上的美食配
美景，勾勒出完美的云端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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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5、6提供 萝亚结婚精品
图片3、4提供 Chee`s Wedding爱婚旅

台北。顺游周边

诚品生活松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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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南村

华山 1914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大安人文漫步」生活街区

由日本建筑大师伊东豊雄所设计，半弧式立面建筑，加上

早年为眷村，由于住户均为联勤第四十四兵工厂的厂工，

前身为台北酒厂，后来得到艺文界人士支持，转型成艺文

大安区为台北市最富文教味的生活圈，区域内不仅涵盖多

阶梯式绿带阳台，外观十足吸睛，还可眺望松山烟厂古迹

因而得名「四四南村」。之后随著社会变迁，拆除改建规

展演空间，光是园区的历史建筑就相当有特色，复古厂

所大学，艺文咖啡厅、独立书店、异国餐厅、生活杂货铺

群、中庭及莲花池，与自然相互呼应。室内规划多个文创

划成文教特区，并保留部份旧有的连栋式平房，让人得以

房也常为新人婚纱摄影的热门地，并有多家文创商店与

与艺廊也多聚集于此，包括融合古典与现代的茶馆「回

场域：「文创展售平台」将工艺家的工作室带入商场，打

穿梭小径里，遥想过去的眷村时光。里面部份房舍改建为

特色餐厅进驻，像是台湾第 1 间当代设计师礼品专卖店

留」，坚持料理使用自然农耕法种植的当令蔬果；台湾第

造跨界实演的工艺精神；「茶戏投影书店」以台湾茶文化

信义公民会馆，作为举办活动及展演的开放空间，以显现

「1914Connection」；台湾原住民手工艺展售空间「阿优

一家专卖公平贸易商品的「地球树」；老建筑改建的社区

作为书店精神主轴，将茶香融入书香；「文化展演平台」

眷村遗址；在「好，丘 good cho's」进驻 C 栋后，带来

依原住民精品百家店」；结合艺文展览、生活物件、乐活

艺文咖啡基地「CAFFÉ LIBERO 咖啡小自由」等。特别的

首度把电影院和表演厅入驻诚品，并由伊东豊雄团队打造

了在地商品展售、艺文展演、轻食饮料等元素，假日广场

飨食的「好样思维」；融合台湾特色小吃的「青叶新乐园」

是，他们对于生活都有独自的经营模式，秉持「赚生活而

顶尖的声学、灯光及内装；还有台湾首家黑胶唱片馆、世

还有小农、手作与二手主题 Simple Market，让人感受到

等，怀旧与新潮兼容并蓄。此外，门口的大片绿地也深受

非赚钱」的工作哲学，因此这里的店主们，个个都有独特

界面包冠军吴宝春面包店等，可说集合台湾文创、都会、

丰富自在的生活气息，特殊的场域与氛围，吸引许多新人

市民青睐，每逢假日还有市集、艺文活动，想感受充满创

的文化气质，来到这里旅行，往宁街静巷钻，相信旅客也

设计与时尚的美学生活，每一处都能发现惊喜。

来此拍婚纱。

意与生命力的台北，来这里就对了。

能感受台北城慢活漫游的生活乐趣。

Info

Info

Info

Info

台北市信义区烟厂路88号
+886-2-6636-5888
11：00∼22：00（诚品电影院周六日及国定假日10：30∼22：00）
从「台北101」步行至捷运「市政府站」，搭板南线在「国父纪念馆
站」下，自5号出口出站，步行约10分钟。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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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信义区松勤街50号
从「台北101」步行约5分钟。

Best Wedding Venues

台北市中正区八德路一段1号
+886-2-2358-1914
营业时间各店家不一
从「台北101」步行至捷运「市政府站」，搭板南线至「忠孝新生站」
下，自1号出口出站，步行约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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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市中心，北起东门市场，南到台湾大学，东至大安森林公园，西
为中正纪念堂
从「台北101」搭捷运信义线在「东门站」下车，自5号出口出站可抵。

Best Wedding Venues

婚订路线2

Info
涵碧楼
南投县鱼池乡中兴路142号
+886-49-285-5311
www.thelalu.com.tw
开车走二高下雾峰交流道，转水沙连高速
公路下爱兰交流道，走台21线至日月潭续
行遇中兴路右转可抵。

日月潭。日月天地见证爱情
日月潭，犹如璀璨明珠镶嵌于台湾正中心，优美的湖光山色，
向来是新人梦想中的婚礼场地，湖畔亦有不少饭店举办户外婚
礼仪式，清雅的意境佐以自然景致，唯美的气氛让人抛开尘嚣，
不仅是婚纱摄影最爱的取景之处，也是最浪漫的婚宴地点。伴

With every

随著柔和音乐，穿著华丽白纱与伴侣携手走向红毯的另一端，
湖面倒映著两人的幸福身影，在日、月、天、地见证祝福下，

good wish

许诺永恒誓约，留下一生难忘的浪漫回忆。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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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顺游周边

图片1提供 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

林世忠摄影

图片3提供 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

叶世贤摄影

图片4提供 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

吴宗鸿摄影

图片5提供 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

萧庆良摄影

图片6提供 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

张政德摄影

图片7提供 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

苏佳美摄影

1

3

5

7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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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碧步道 耶稣堂

日月潭自行车道

伊达邵

文武庙

涵碧步道起点从梅荷园开始，为环绕涵碧半岛水滨的蜿蜒

荣 获 美 国 电 视 新 闻 网 CNN 旗 下 的 生 活 旅 游 网 站

伊达邵是日月潭重要的原住民文化园区，也是台湾原住民

主祀关圣帝君，另外加奉祀孔子与岳飞，庙宇采北朝式风

小径，全程 1.5 公里用石块砌成，是条老少咸宜的大众化

CNNGO，评选为「全球十大最美自行车道」的日月潭环

邵族主要的聚居处，可见许多邵族美食，像是包入邵族糯

格建筑，以金黄色为主，气势恢宏，终年香火鼎盛，人

步行路线。三面环湖的步道两侧植有花卉点缀，加上森林

湖公路，因优美湖景、原住民文化及丰富自然生态，每年

米饭的饭饭鸡翅、以鲜大骨及山猪肉煨煮的邵族面等，都

潮络绎不绝；庙方也会不定期举办热闹的庆典活动，让游

绿意，漫步其间备感舒适，且沿途行经杏坛、码头等历史

总吸引许多海外游客与自行车友前来朝圣，全长 33 公里

是不容错过的美味小吃。沿著德化街走，可抵逐鹿市集，

客感受在地的风土民情。正殿前方有览景台，从大门到内

遗迹，行至育乐亭，还可远眺青龙山脉与拉鲁岛，相传面

的环湖公路，景致各有特色。包括以玄光寺为起点的「月

这个由邵族人共同经营的小型商圈，集结风味餐厅、手工

殿，须拾 365 级石阶的年梯步道缓步而上，每个阶梯都刻

对此方向许愿几乎都能实现，一同来此许愿的情侣也会有

潭自行车道」，可饱览月潭南岸林相之美；地势比日月潭

艺品，其中最吸引人的是邵族歌舞表演，每逢假日还会特

有日期与当日出生的名人姓名，若感兴趣可以看看谁被刻

好姻缘，因而有「幸福连线」的称呼。沿著步道，往梅荷

还低的「头社自行车道」，能见识全世界稀有的泥炭土活

别邀请部落耆老表演精彩的邵族杵音、吟唱传统曲调，充

在上面。步道上，另外还有祈福风铃的设计，新人来到这，

园方向，可抵耶稣堂，这间朴素典雅的教堂，为昔日元首

盆地，行走其上有如踩在活水床般跳动感；新建完成的「水

满浓厚的原住民色彩。若想从不同角度欣赏日月潭美景，

可购买专属自己生肖的祈福风铃，经庙方加持过火后，写

在日月潭做礼拜的场所，白色罗马列柱式建筑风格，充满

社、向山自行车道」，其中包含一段台湾唯一筑于潭面上

不妨沿著伊达邵步道前往搭乘日月潭缆车，随著高度爬

上姓名与祈福内容，接著将之挂在生日所在的年梯步道两

异国情调，是新人拍摄婚纱的浪漫景点。

的水上自行车道，风景绝美，为近年婚纱取景热门地。

升，被山峦环抱的湖水在远处荡漾，更显得脱俗清丽。

侧栏杆上，浪漫幸福过一生。

Info

Info

Info

Info

南投县鱼池乡涵碧半岛水滨
从「水社游客中心」步行约7分钟可抵。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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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月潭自行车道」、「头社自行车道」及「水社、向山自行车道」
从「水社游客中心」步行约10分钟可抵日月潭自行车道。
捷安特日月潭站
南投县鱼池乡水社村中山路163号1楼
+886-49-285-6713
07：00∼18：00
休 周四休
租车第1小时NT$200∼NT$2000；第2小时起，任何车种每小时加NT$200（4小时后
不再累计费用）

Best Wedding Venues

南投县鱼池乡日月村德化街、义勇街、水沙连街
从「水社游客中心」可搭游湖巴士，在伊达邵站下车可抵；或从「水社
码头」搭交通船，在伊达邵码头下船可抵。
逐鹿市集歌舞演出
平日11：20、14：20、17：20于伊达邵逐鹿市集；假日10：20于伊达邵码头木栈
广场，11：20、14：20、16：20、17：20于伊达邵逐鹿市集。每周六日11：20、
14：20、17：20特别邀请部落耆老演出。
休 周三休
免费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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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县鱼池乡水社村中正路63号
+886-49-285-5122
05：00∼21：00
从「水社游客中心」搭游湖巴士，在文武庙站下车可抵。

Best Wedding Venues

图片提供 阿里山宾馆、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

婚订路线3

Info
阿里山宾馆
嘉义县阿里山乡香林村16号
+886-5-267-9811
alishanhouse.com.tw
开车走二高下中埔交流道，走台18线往阿
里山方向，至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将车辆停
放于旅客服务中心旁停车场，电洽宾馆
柜台并于旅客服务中心前搭乘宾馆接驳
车。

阿里山。千年神木真爱长久
走进巨木森林的绿色殿堂，极具在地特色的阿里山神木下婚礼，
每年总吸引许多海外新人参加，在千年神木的见证下完成终身
大事，象征著两人的未来长长久久。不仅婚礼仪式独一无二，
阿里山也被视为浪漫的婚纱摄影胜地，附近景点如：阿里山宾

With every

馆前百年历史的吉野樱，每年 3 月绽放出白雪般的花朵，微风
吹动落英缤纷的樱花雨谓为奇观，这里也是观赏日落、云海、

good wish

晚霞的最佳位置。若想体验独特的高山婚宴，也能满足需求，
无论顶楼空中花园或玻璃帷幕屋顶的丽景厅，皆提供客制化佳
肴，给予新人无比的尊荣感，留下满满的感动回忆。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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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顺游周边
图片提供 阿里山风景区管理处、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

二延平步道、顶石棹步道

奋起湖

沼平公园－天空步道

姊妹潭＋永结同心树

位于隙顶的二延平步道海拔约 1,200 公尺，两旁经常可见

奋起湖，是阿里山森林铁路的中继站，老街依山坡而建，

沼平车站旁的沼平公园每年樱花盛开时，满山遍野千岛

两个大小不一的高山湖泊，背后因有凄美的爱情传说而相

花卉绽放的美景，到了夏季更是赏萤的绝佳点，由于天气

至今仍维持狭窄传统的模样，洋溢怀旧氛围，吸引不少新

樱、吉野樱、富士樱及八重樱，美不胜收，从沼平车站

当知名。两潭相距不到 50 公尺，姊潭中央设两座木造相

晴朗时视野辽阔，加上地势让云海呈现瀑布状，还能顺道

人到此拍摄婚纱，来这也别忘了品尝著名的奋起湖便当与

出发的樱之道约略 2.6 公里，浸濡著森林芬多精，寻幽访

思亭，以木桥与岸边相连，引人流连；妹潭较小、澄澈清

拍摄沿途的茶园、石竹林，来回仅需 1 小时，因此成为近

火车饼，不只美食，老街上也可探见古老用品，如 70 多

径更惬意，春暖花开白色海芋也紧跟著传递纯洁爱情的花

静，漫步环潭木造步道可尽览湖景，阳光映照时碧绿优

年热门的婚纱拍摄景点；而不远处的顶石棹步道群，则包

年历史的白熊面霜等；而从老街后端经过百年土地公庙，

语，让人感受浪漫情怀。天空步道横亘沼平公园，是全台

雅，倒映著树影十分美丽，若是云雾缭绕其间更显轻灵出

含雾之道、茶之道、云之道、霞之道与樱之道，这 5 条步

还可连接杉林木栈道，全长 700 余公尺以原木铺设，漫步

海拔最高的景观栈道，全长 176.7 公尺，步道两端特别设

尘，气氛静谧。附近还有值得一看的奇特树木依偎在旁，

道穿梭于茶园、竹林和杉木林间，视野开阔，每逢春茶、

于林间，沿途可见各种自然生态景观，每年 4 ∼ 6 月间走

置观景平台，置身优雅柳杉林的自然美景之中，彷如武侠

仿佛终年守护潭水般不离不弃，像三兄弟为 3 株桧木笔直

冬茶采收时节，还可见采茶农妇的纯朴身影，得天独厚的

访此地，更有机会欣赏萤火虫美景；循著步道指标，可探

电影场景如实而逼真，站在观景台上享受森林浴，午后云

生长于砍伐后的树头上；四姊妹则是种子飘落于桧木头后

地理天候条件，孕育出阿里山上等的好茶，沿线茶行与茶

访电影《星空》的场景，铺著石栈道的蓝色小木屋，屋内

雾散去时，邹族人心目中的圣山─塔山山系清晰可见，冬

一起长成；而两株老桧木的树头与根巧妙相连成一个大心

庄民宿自然是游客必访的重点。

保留了电影中的道具，相当梦幻。

天时云海变化万千，就像一幅浑然天成的泼墨山水画。

型就成为永结同心，是情侣合影留念的热门景点。

Info

Info

Info

Info

嘉义县番路乡公田村隙顶、竹崎乡中和村石棹
从「阿里山森林游乐区」走台18线下山，约至53.1公里处可抵二延平步道
入口、约至63.5公里处可抵石棹茶之道。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15

嘉义县竹崎乡奋起湖
从「阿里山森林游乐区」走台18线下山，遇169县道右转至奋起湖可抵。

Best Wedding Venues

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嘉义县阿里山乡
+886-5-267-9917
门票全票平日NT$150，假日NT$200
开车走二高下中埔交流道，走台18线往阿里山方向可抵阿里山森林游乐
区。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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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嘉义县阿里山乡
+886-5-267-9917
门票全票平日NT$150，假日NT$200
开车走二高下中埔交流道，走台18线往阿里山方向可抵阿里山森林游乐
区。

Best Wedding Venues

图片提供

婚订路线4

理想大地渡假饭店

Info
理想大地渡假饭店
花莲县寿丰乡理想路1号
+886-3-865-6789
www.plcresort.com.tw
开车走北宜高下苏澳交流道走台9线往花
莲方向，出市区后经过木瓜溪桥后至理想
路左转可抵。

花莲。南欧庄园最美回忆
想完成一场梦想中的户外婚礼，拥有青山绿水、碧海蓝天的花
莲会是最佳选择，许多饭店也特别规划特色婚宴，让新人能在
纵谷花海或太平洋海滨，许下永恒誓言，打造浪漫回忆。南欧
庄园风渡假饭店让旅人仿佛置身西班牙，高第式建筑风格，加

With every

上四周运河围绕，蜿蜒小径旁种满了各式热带植物，增添浪漫
情调。正因为如此独特的风情，成为许多新人心中的最佳婚宴

good wish

场所，以西式户外婚礼为主打，奢华的欧式餐点佐以醇酿美酒，
在偌大的花园里，每一处都是婚礼最美的舞台。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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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2、7、8提供 亲密关系精品．婚纱．摄影

花莲。顺游周边

铁道文化园区

鲤鱼潭

太鲁阁公园

石梯坪

1

3

5

7

2

4

6

8

花莲最具代表的老式建筑，不仅是铁道迷的朝圣地，也吸

花莲鲤鱼潭是台湾东部最大的内陆湖泊，清澈的湖面映出

太鲁阁公园区内动植物生态丰富，从太鲁阁牌楼一直到天

花莲丰滨乡地形狭长，沿著滨海公路走，一路上都是山海

引新人来此拍摄婚纱；园区共分 2 个馆别，一馆位于花莲

碧绿山景与蓝天白云，交织成一幅如画风景。近年乐活风

祥沿途美景处处，是整个中横公路最美的一段，高耸的峡

交会的秀丽景观，而位于南侧的石梯坪，更是拥有东海岸

客运总站旁，早期为掌管花东铁路的总指挥所，洋式尖塔

气盛行，4 公里长的鲤鱼潭环潭自行车道，便成了单车运

谷以及蓊郁的山林景致有著完善的维护管理，让太鲁阁始

最美的珊瑚礁岩地形及海岸动、植物生态。由于这里的海

的正厅、防空洞与老树皆散发浓浓的复古味，站长室内还

动的最佳选择，自游客中心一路往南行，群山环绕下的美

终是花莲人气最高的观光景点。这里有许多步道可以欣赏

水清澈、能见度高，相当适合浮潜，夏日常见潜水教练带

提供站长制服供民众拍照留念；隔著一条街，就是二馆，

景尽收眼底，途中不时可见沼虾、溪蟹、赤蛙等踪迹，除

各种令人赞叹的景致，漫步燕子口步道 ，陡峭的峡谷风光

游客至石梯坪浮潜戏水，或沿著环状步道和通往海边的小

昔日为花东铁路保养维护与维安的单位，如今园区除了展

此之外，还可携带望远镜赏鸟，生态相当丰富，或在绿地

就展现在眼前；长春祠步道俯瞰立雾溪河道风光，有一览

径欣赏礁岩海岸林，太多令人放慢步调的旅游元素，值得

示老式铁道文物，特别的是，还可见识到当年的拘留所。

公园与休憩凉亭稍作歇息，惬意慢赏动人风光，当然也可

众山的豪情壮志；而塔比多部落遗址及猎径整理对外开放

细细品味。除了世界级的地质景观，石梯坪周边的石梯港

此外，每周六 09：00 ∼ 13：00，二馆固定举办「花莲好

选择步道漫游享受清新的空气、遥望美丽山景。鲤鱼潭周

后，即是塔比多步道，途中会经过了望巨石，这块突出的

是台湾赏鲸的发源地，夏天出海看到鲸豚的机率很大，此

事集」，透过购买当地小农生产的当季蔬果、特色农产品、

边还有提供出租独木舟服务，在山水环绕之中，来趟独行

大岩石可以看到整个天祥台地，视野无比开阔，因而为部

外，港边不乏海鲜餐厅，供应的海产大多是自家渔船出海

手创艺品等，感受最在地的台湾生命力。

环潭之旅，体验另一种宁静悠闲的氛围。

落的岗哨，也成了步道风景最美之处。

捕捞，物廉价美，新鲜没话说。

Info

Info

Info

Info

花莲县花莲市中山路71号（1馆）、花莲市博爱街24巷35号（2馆）
+886-3-833-8061
08：30∼12：00、13：30∼17：00
休 周一
走193县道进「花莲市区」，于中山路左转续行可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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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莲县寿丰乡池南村池南路、环潭公路
从「花莲市区」走台9丙线可抵。

Best Wedding Venues

花莲县秀林乡太鲁阁公园
从「花莲市区」走台9线左转往秀林方向，循台8线依指标可抵。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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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莲县丰滨乡港口村石梯坪52号（台11线63.7公里）
从「花莲市区」走193县道，于台11线左转，续行至63.7公里可抵。

Best Wedding Venues

图片提供

婚订路线5

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饭店

Info
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饭店
宜兰县五结乡公园二路15号
+886-3-960-5388
www.shang-rila.com.tw
开车走北宜高下五结交流道，至中山路左
转接亲河路直行，循指标可抵。

宜兰。水上教堂异国浪漫
盖在水上的美丽教堂，和煦的阳光穿过彩色玻璃窗洒落室内，
新人在亲友的见证与结婚进行曲的旋律中，互许一生不变的誓
言，这犹如童话故事般的梦幻婚礼场景，就在宜兰。永恒水教
堂于水中央筑成，周边环绕蔚蓝湖水，营造出梦幻的南岛气氛；

With every

步入室内同样惊艳，内部挑高以白色基调搭配彩色玻璃圆顶设
计，加上垂坠而下的水晶吊灯、长排型白色座椅与白色钢琴等，

good wish

站在证婚桌前，圣洁之感油然而生。此外，宴客场地可选择大
器的罗马宫殿风格，或浪漫典雅的温馨气氛，在当地食材的陪
衬下，献上属于两人的爱情合奏曲。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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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3、4提供 环球影城国际婚纱

宜兰。顺游周边

兰阳博物馆

仁山植物园

香格里拉休闲农场

宜兰传统艺术中心

1

3

5

7

2

4

6

8

远观仿佛东北角另一座单面山，兰阳博物馆自对外开放，

依傍著新寮山，园区广达 100 公顷，海拔约 50 ∼ 500 公

位在宜兰大元山麓，拥有高台观景区视野相当开阔，可以

以错落的怀旧建筑群，塑造出古色古香的氛围，位于冬山

不仅成为头城镇的旅游地标，建筑体多用石材和铸铝版平

尺，前身是造林苗圃，林木与花种繁多，四季景观分明，

眺望阡陌纵横的兰阳平原以及城镇景观，农场约有 55 公

河畔的传统艺术中心，以集结台湾民间艺术、古早味小

行分割、层迭分布，有如单面山经海蚀后所产生的特殊纹

加上距离市区近且交通便利，是当地人登山健行的休闲去

顷的面积，目前已开发 17 ∼ 18 公顷，种植大量的果树与

吃、古迹、传统技艺与古厝民宿，成为宜兰旅游必访的艺

理，呈现宜兰特有的人文背景和景观特色，这也使得兰阳

处。园内规划有东方庭园、西方庭园、大航海外来植物、

各种植物，其中包括珍贵的乌心石实验林区，这里同时也

文休憩园区，也是新人拍摄婚纱的最佳地点。事先网路申

博物馆成为海内外亮点，荣获 2012 年国际建筑奖的殊荣；

低海拔森林产业等主题景观区，多样的风貌令人称奇。在

是观察萤火虫生态的场所。农场设计了 10 多种 DIY 活动

请，入园者穿著婚纱即可享门票（最多 7 位）及停车免费

不仅建筑本身有特色，馆内的展示手法也是别具一格，楼

仿唐式亭台、回廊、曲桥、水榭而筑的艾园，可以感受如

体验，包括彩绘 T 恤、天灯制作、波浪鼓、彩绘陀螺等许

优惠；园内包含研习传统戏曲的曲艺馆和戏剧馆、典藏文

层由高至低分别设立山之层、平原层、海之层，游客游览

诗如画的人文雅兴；来到占地宽广的法兰西庭园，以花坛

多怀旧童玩，其中最具人气的项目就是竹头号，制作时间

物的展示馆、古迹迁建的黄举人宅等，还有重现传统街物

其中，有如见证地貌的推移过程，并透过鲜明布景、灯光

及喷水池来延续法式宫廷花园的华丽，让人宛如置身欧洲

约 30 分钟，即可体验古早乐趣。采果的最佳季节在每年

情境的民艺街坊，走在石板路上，逛逛童玩、手工艺品店，

运用，展现如剧场般的视觉印象，表达宜兰丰富多变的山

一般；而岚园的日式庭园造景，配合竹见亭与日式木门等

的 10 月至隔年 1 月，以金枣、甜桔等柑橘类较多，还可

十足复古情怀。另外，特别委托匠师以古法制造的文昌祠

海风情，手法相当巧妙用心。

陈设，充分描绘大和意境风情画。

搭配住宿套装行程。

与戏台，雕琢精致之美，也值得细细欣赏。

Info

Info

Info

Info

宜兰县头城镇青云路三段750号
+886-3-977-9700
周四至周二09：00∼17：00（售票至16：30）
休 周三
全票NT$100
走北宜高往北，下头城交流道，于台2庚线右转，接台2线续行可抵。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23

宜兰县冬山乡新寮路500号
+886-3-958-5991
24hr
免费
走北宜高下罗东交流道，进罗东市区于纯精路右转，再右转义成路三
段，直走到底右转往中山休闲农业区即可抵达。

Best Wedding Venues

宜兰县冬山乡大进村梅山路168号
+886-3-951-1456
08：00∼17：00
全票NT$250
走北宜高下罗东交流道，于台7丙线右转，于梅花路左转，三清路再左
转，至梅山路右转续行可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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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兰县五结乡季新村五滨路二段201号
+886-3-950-7711
平日09：00∼18：00（售票至17：00）；农历春节09：00∼19：00；暑假
期间（7至8月）09：00∼21：00
全票NT$150
走北宜高下罗东交流道，至传艺路左转，经传艺大桥至台2线左转续行可
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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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由行交通套票INDEX
台湾高铁周游券（限外籍旅客购买）
搭乘台湾高铁+台铁，轻松畅游台湾无限次。
www.thsrc.com.tw/event/2013/THSRPass/EN/index.html

高铁

票种
高铁3日券
高铁弹性3日券
双铁标准5日券

价格
NT2,400
NT3,200
NT2,800

双铁特级5日券

NT3,600

内容
连续3日内可不限次数搭乘高铁
指定7日内可任选3天搭乘高铁
指定5日内，不限次数搭乘台铁莒光号（含）
以下列车、任选2日搭乘高铁。
指定5日内，不限次数搭乘台铁自强号（含）
以下列车、任选2日搭乘高铁。

台铁 TR-PASS
火车环岛自由行，饱览台湾各地之美。
www.railway.gov.tw/tw/cp.aspx?sn=7452#02

台铁

票种
3日券
5日券

价格
全票NT1,800、四人同行票NT4,200
全票NT2,500、四人同行票NT7,000

内容
于使用期限内，可不限区间及次数划位搭乘各级
列车。太鲁阁列车、普悠玛列车、团体列车需有
座位始得乘车；观光列车、邮轮式列车及其他台
铁指定列车，均不得乘车。四人同行票限4人全程
同行之旅客

台湾好行—景点接驳服务
「台湾好行（景点接驳）旅游服务」是专为自由行旅客规划设计的公车接驳服务，从台湾知名景点所
在地附近的台铁及高铁站，接送旅客前往台湾主要的观光景点，规划最直接的景点接驳路线，以平价
的票价及易等易搭的班次，满足您深度探访台湾时的旅游交通需求，让您尽情感受台湾的独特魅力。
www.taiwantrip.com.tw/Package/#city

巴士
台湾观巴
「台湾观巴」集合全台知名景点，提供解说导览及专车接送服务，让您轻松悠游台湾，重新发现台湾
的无限魅力！台湾观巴可直接至饭店、机场及车站迎接旅客，并提供全程交通接送、导览解说（中、
英、日文之导游）和旅游保险等贴心服务，让您能轻松尽享台湾观光乐趣。
www.taiwantourbus.com.tw/Main

台北捷运
捷运+其他接驳运具，享受台北便利的交通，一卡在手轻松好行。
www.trtc.com.tw
票种

价格
一日券NT$180、二日券NT$310、

观光护照
三日券NT$440、五日券NT$700

内容
有效使用天数内不限次数搭乘台北捷运、台北联营
公车、新北市辖公车（贴有Taipei Pass贴纸之公车）
有效使用天数内不限次数搭乘缆车、台北捷运、台
北联营公车、新北市辖公车（贴有Taipei Pass贴纸之
公车）

猫空缆车版一日券NT$250

捷运

高雄捷运
搭捷运轻松游高雄，一卡在手畅游无阻。
www.krtco.com.tw/index.aspx
票种

价格
一日NT$150（一卡通使用者）

高捷定期票功能
二日NT$250（一卡通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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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于购买（设定）当日营运时间内不限次数
与里程搭乘高雄捷运。
自购买（设定）日起算2日内不限次数与里
程搭乘高雄捷运（不足一日以一日计，至
购卡第2日之营运结束时间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