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
小镇风情

台湾

小镇风情

台湾

「台湾小镇漫游年」推动100+小镇，在2019年优先推出30个经典小镇、10个客庄小镇，以及国
际认证的台湾四大「国际慢城」。本手册分别介绍17个县市与3个离岛的特色小镇，呈现当地独

特的风景与文化。2020年再增20个山城小镇，未来2021年及2022年分别加入单车小镇及铁道小
镇。让我们一起透过小镇漫游，发现台湾新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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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集

雲林縣

花莲县 凤林镇・瑞穗乡

金门县

南投縣

田尾

宜兰县 宜兰市・头城镇

澎湖县 澎湖群岛

花蓮縣

鹿港

屏东县 东港镇・恒春镇

台东县 池上乡・成功镇

宜蘭縣

苗栗縣

后里

台南市 盐水区
高雄市 美浓区

宜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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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义县 大林镇
高雄市 左营区

新北市

大溪/龍潭

新竹市

馬祖

頭城

恆春

蘭嶼

「国际慢城」认证

自1999年开始的「慢城认证」，起源于意大利慢食运动精神，进而推广成整体城镇的文化营造活动。目
前全球有超过200个城市获得意大利国际慢城组织认证，在台湾则有花莲县凤林镇、嘉义县大林镇、苗
栗县南庄乡与三义乡获得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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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基隆市
中正区

基隆市中正区从基隆港一路沿着海岸线，延伸到
新北市瑞芳区交界处，有着变化万千的滨海景

八斗子站（北与太平洋相邻）

澳铁道自行车上远眺太平洋，都是充分享受基隆

深澳线的终点站，从月台上即可眺望一望无际的湛

观。无论在和平岛公园饱览独特地貌，或是在深
海洋美景的最佳选择。

八斗子站被誉为「北台湾最美车站」，是铁路支线
蓝海景。深澳线原已停驶，直到2014年方才复驶，

路线自新北市瑞芳区的瑞芳站开始，经过基隆市中
正区的海科馆站，最后抵达八斗子站。2019年，八
斗子站之后的旧轨道路线，被打造成全长1.3公里

的深澳铁道自行车，游客可以在轨道上一边踩自行
车，一边将太平洋海天一色的景致尽收眼底。
深澳铁道自行车

www.railbike.com.tw

自台铁瑞芳站换乘深澳线，于八斗子站下车

潮境公园

潮境公园位于八斗子东侧，沿着海岸能远眺鸡笼山与九份，

和平岛公园（极北的和平之岛）

秀丽景致让来此游客络绎不绝。「潮境」原指海中寒暖洋流
交会处，有大量鱼群聚集，因此这里也是知名钓场。公园内

和平岛位于基隆港北端，隔着桥与台湾本岛相

有别具风格的装置艺术、鹦鹉螺造型的溜滑梯、自行车道等

邻。因长期受东北季风迎面吹袭及海蚀影响，

设施，最适合悠闲漫步其中。

造就出蕈状岩、豆腐岩等奇岩怪石的地形地
貌，退潮后露出的海蚀平台可让人戏水、观察
潮间带生物，而天然的海水游泳池还能与热带

 基隆市中正区北宁路 369 巷

鱼共游，是盛夏时分最受欢迎的设施。仿西班
牙圣萨尔瓦多城外型的游客中心，设有咖啡厅
与餐厅，最适合在此静静欣赏地质公园之美与
无敌海景。

 基隆市中正区平一路 360 号

5 月 -10 月 8:00-19:00、11 月 -4 月 8:00-18:00

  （最后入场时间为闭园前 1 小时）
www.hpipar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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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台铁深澳线海科馆站或八斗子站下车，步行约 15 分

潮境公园的装置艺术

NT$80

自台铁基隆站换乘基隆市巴士 101 或台湾好行巴士「滨
海奇基线」，于「和平岛公园」下车

03

北部

新 北市

九份夜景

坪林老街

坪林区是文山包种茶的产地。在坪林老街上，百年历史的闽南式石头
屋林立，茶行、餐馆、杂货店相邻，最受欢迎的是当地特产的茶叶、

瑞芳区・坪林区

茶叶蛋、以及包种茶棒冰等。坪林茶叶博物馆邻近老街，可以认识台
湾茶的相关历史及文化。

新北市瑞芳区与基隆市东侧相邻，早
期因开采煤炭与金矿而盛极一时；坪
林区邻近台北市东南隅，为著名的茶
叶产区。两处小镇均以充满怀旧氛围
而闻名。

九份名产「芋圆」

九份老街

九份早年为因开采矿产而繁荣的山间小城，过去曾有「小

坪林茶叶博物馆

上海」之誉。在热闹的「九份老街」上，各式商店栉比鳞
次，可以轻松边吃边逛。竖崎路上挂满整排红灯笼的石阶
道，是知名打卡拍照点，入夜后华灯初上的景象，有着奇
幻又带着神秘感的独特风情。

坪林老街

自台北捷运新店站换乘市巴士 923，于「坪林」下车

  1. 自台北捷运西门站或北门站，换乘新北快速巴士 965，

金瓜石

周一至周五 9:00-17:00、周六日至
17:30（每月第一个星期一休馆）

NT$80  

www.tea.ntpc.gov.tw

猴硐猫村

于「九份老街」下车      

2. 自台北捷运忠孝复兴站，换乘基隆客运巴士 1062，

过去盛产煤矿的猴硐，在开采结束后成为没落的小村落，直到外人发现小区

于「九份老街」下车       

内有许多猫咪栖息，在爱猫者之间蔚为话题，还曾被美国CNN评选为「世

3. 自台铁瑞芳站换乘台湾好行巴士「黄金福隆线」，于「九份」下车

九份老街

 新北市坪林区水德里水耸凄坑 19-1 号
+886-2-2665-6035

界六大赏猫景点」。从火车站穿过天桥向村内前行，一路上就能看到自由自
在、悠闲慵懒的猫咪们，让人感到无限疗愈。

黄金博物馆

由过去的金矿矿区转型而成的博物馆公园。
在重新翻修矿区相关建筑与设施后，于

2004年开园，透过文史数据展示、坑道体

 新北市瑞芳区猴硐里
于台铁猴硐站下车

验、淘金体验，以及重现矿工便当等方式，
让游客亲身感受早年的金矿文化风情。

 新北市瑞芳区金光路 8 号

平日 9:30-17:00、週末・假日 9:30-18:00，
每月第一个星期一休馆（最后入场时间
为闭馆 30 分钟前）

入园门票 NT$80、淘金体验 NT$100（需
事前预约） 坑道参观 NT$50

www.gep.ntpc.gov.tw

1. 自台北捷运西门站或北门站，换乘新北快速巴士 965，
于「金瓜石（黄金博物馆）」下车

      2. 自台北捷运忠孝复兴站，换乘基隆客运巴士 1062，
于「金瓜石（黄金博物馆）」下车

      3. 自台铁瑞芳站换乘台湾好行巴士「黄金福隆线」，于「黄金博物馆」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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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台北 市

温泉博物馆为台湾常见的
和洋折衷式建筑

北投区

北投区是北台湾最具代表的温泉地。从台北车
站搭乘捷运，不消一小时便可以抵达，交通相

温泉博物馆

当便利。在北投享受温泉有多种选择，有公园

北投地区早期是台湾原住民的聚落，

里的免费足汤，或是价格平实的公共浴池，当

自明代开始便有开采硫磺的记录，温

然也有各式温泉饭店可选择。建议在此住宿一

泉文化兴盛后，成为北台湾最具代表

晚，更能充分感受温泉乡的疗愈氛围。

于台北捷运新北投站下车，再步行至各景点

地热谷

位于北投温泉公园旁，是北投温泉的泉源之一，泉温80

至100℃，是大屯山火山群内水温最高的温泉，含有硫磺

成份，终年氤氲着一层白白的水气，风景如梦似幻。北
投温泉的泉质可分为青磺泉、白磺泉和铁磺泉三种，而
地热谷属于当中的青磺泉。地热谷特产的「北投石」，
含有微量放射性物质「镭」，是相当稀有珍贵的放射性
 台北市北投区中山路（温泉路出口旁）
+886-2-2883-5156
9:00-17:00、周一休园

性的温泉乡。展示着地方文史资料的

温泉博物馆，前身是1913年建造的
公共温泉浴场，为和洋折衷的建筑形
式，馆内的大浴场被欧风拱柱环绕，
阳光透过墙上美丽的彩绘玻璃，投影
出奇幻般的情调。

 台北市北投区中山路 2 号
+886-2-2893-9981

  9:00-17:00，周一休馆

温泉矿物。

地下大浴场

新北投车站

在1988年台北捷运开通前，台铁路线有经过北投地区
并且设站。1916年开通的「新北投车站」在捷运开通
后，一度将站体拆迁至彰化的「台湾民俗村」保存。设

站100周年纪念之际，将车站迁回原址附近整建重组，
木造车站采用和洋折衷建筑样式，屋顶的老虎窗也是当
年常见的建筑设计。
台北市北投区七星街 1 号

周二至周四 10:00-18:00、周五至周日 10:00-20:30，周一休馆
www.xbths.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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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台 北市

霞海城隍庙

霞海城隍庙是大稻埕的信仰中心，于清代

大稻埕

1865年建庙，祀奉城隍爷、城隍夫人、
月下老人、观音菩萨、注生娘娘等神尊，
其中又以掌管姻缘的月下老人最为信众敬

距离台北车站不远的大稻埕，在百年前以河

奉，前来祈求良缘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

港码头为中心，发展出繁荣的贸易活动。如

进香参拜时先购买供品及红线，依序向神

今的大稻埕虽然属于旧城区，但在一连串古

尊祈愿；参拜后若如愿觅得良缘，也别忘

迹活化、老屋重生后，成为充满旧时代记忆

记带着喜饼前来还愿。

的特色街区，过去古厝里的中药行、南北货
商店，纷纷改设成咖啡厅、文创商品店，展
现出新世代的活力。

 北市大同区迪化街一段 61 号
台
+886-2-2558-0346

  于台北捷运北门站、双连站，或大桥头站下车，再

6:16-19:47

步行至各景点

www.tpecitygod.org

庙埕的榕树下就是享用美食的好地方

ASW TEA HOUSE

探访历史建筑

 大同区迪化街一段 34 号 2 楼
+886-2-2555-9913

现在的大稻埕街区依然保留着从前繁华

9:00-18:00

时代的巴洛克式建筑、红砖洋楼、闽式

庙前成排的小吃摊

平房。老铺茶行「有记名茶」保存着80

年以上历史的茶叶煎焙设备，建筑本身

庙口小吃

就宛如一座博物馆；英式茶馆「ASW
TEA HOUSE」，位于1917年全台第一

漫步大稻埕，建议从大稻埕慈圣宫出发。

间西药房──屈臣氏大药房内；「臻味

超过百年历史的慈圣宫，庙埕前有成排的

茶苑」则身处于清代留存至今的老建物

小吃摊，早晨商贩开市，人们便陆续来

…不妨漫步其间，倾听这些老建筑诉说

访，在大榕树下一边享用早餐一边闲话家

的城市故事吧。

常。以红曲调味的酥炸红烧肉、口味清爽
的肉粥，都是在地生活的真实庶民滋味。
有记名茶  

 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二段
64 巷 26 号
+886-2-2555-9164

9:00-19:00，周日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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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味茶苑

 台北市大同区迪化街一段 156 号
+886-2-2557-5333
10:00-18:00

肉粥和红烧肉
慈圣宫

 大同区保安街 49 巷 17 号
※ 庙前小吃大多从早上开始营业，卖完就收摊，建议越早造访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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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桃园市

大溪区・龙潭区

桃园市大溪区因昔日淡水河水运发
达，与邻近的龙潭区曾有一段繁荣

大溪老茶厂

光景，而当时的大溪富商为了显赫
自家声势，纷纷以重金造屋，打造

初建于1926年，虽然曾历经火灾后重

出装饰气派、华丽又充满古典美的
建筑，至今依然可看出当年身为台

 桃园市大溪区复兴路二段 732 巷 80 号
+886-3-382-5089

湾北部商业重镇的繁华面貌。

10:00-17:00（周末延长至 17:30）

  www.daxitea.com

  自桃园客运桃园总站搭乘

台湾好行巴士「小乌来线」
（仅假日行驶），于「大
溪老茶厂」下车

建，但仍保留了当年建筑风格与历史
轨迹。目前茶厂仍持续制茶，在制茶

区还能看到有着70年历史、至今仍在
使用的揉茶机。茶厂入口是贩卖区，
可购买到本地生产的茶品，以及精美
茶器。文物展区是以过去的仓库区改
装，展示老文物及旧照片。以普洱茶
墙装饰的茶书屋，则是品茶与一尝特
色茶餐的好地方。

大溪老街

 桃园市大溪区和平路与中山路

菱潭街兴创基地

  自高铁桃园站换乘台湾好行巴士「大溪快
线」，于「新街尾（和平老街）」下车

豆干

大溪老街

主要指现今的和平路、中山路一带，
相连的街屋建筑融合了巴洛克式与闽
南传统样式，值得一看。老街最著名
的特产为豆干，以豆香浓郁、口感扎
实而闻名，豆花则绵密软嫩、冷热皆

宜。另外位于普济路上的木造老屋
豆花

群，在整理后成为「大溪木艺生态博
物馆」，展示在地的人文、产业、文
化与发展。

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

 桃园市大溪区普济路 11 号
+886-3-388-8600
9:30-17:00，周一休馆

三坑老街

 桃园市龙潭区三坑子  

  自桃园客运中坜总站搭乘台湾好行「石门水

库线」（仅假日行驶），于「三坑老街」下车

三坑老街

龙潭是桃园市内的客家聚落，在清代与邻近的
大溪一同成为货物运输的转运点而兴盛。当地
最著名的「三坑老街」，有别于大溪老街的活
跃，这里显得格外静谧，充满生活感。在古意
盎然的街道上饱尝客家美食后，不妨前往位于
龙潭市中心，逛逛由在地年轻人创立的文创新
据点「菱潭街兴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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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潭街兴创基地

 桃园市龙潭区南龙路 44 号

  自桃园客运中坜总站搭乘台湾好行「石门水库线」
（仅假日行驶），于「龙潭」下车

11

北部

新竹市

苗栗县

旧山线的美丽风光

三义乡

旧城区

自清代建城以来，新竹市的发展

苗栗县南部的三义乡是山区的客庄

建物集中在旧市街中心，是个充

数从事相关产业。近来三义运用旧

已超过180年历史，古迹及历史

聚落，当地木雕业兴盛，居民有半

满历史与文化韵味的城市。

铁道路线开通的铁道自行车，加上
入选「国际慢城」等话题，为小镇

  于台铁新竹站下车，再步行前往各景点
龙腾断桥

 苗栗县三义乡龙腾村乡道苗 49 线

新竹城隍廟

 新竹市北区中山路 75 号

  4:30-22:00

贡丸汤

新竹车站

新竹市东区中华路 2 段 445 号

自台铁三义站搭乘出租车前往

龙腾断桥

米粉

建于1905年，又称鱼藤坪断桥，特色是桥墩采传统工法建造，但
在1935年的大地震中摧毁，如今在山林间残留下的桥墩，呈现出
独特美感。

探访历史建筑

在新竹市的旧城区，保存着许多重要历史建筑，像

是自清代1748年建庙至今的新竹城隍庙、1913年落

成，被誉为「台湾最美车站」的新竹车站，以及建于1927年

竹堑饼

的新竹州厅（现新竹市政府），各自代表着都市发展的不同
阶段。来到新竹，除了走逛古迹，也不要错过名产「新竹三
宝」，其中米粉和贡丸可以在城隍庙口前的小吃摊吃到，竹
堑饼则可以在城隍庙前的新复珍商行选购。

胜兴车站

台铁「旧山线」，指的是自苗栗三义至台中后里之间全长15.9公
里的路段。在1998年废线后，保存下来的怀旧车站及沿线街道成

新竹县

道间，约6公里的废弃路段，推出「旧山线铁道自行车」，让游客
能在旧铁道上欣赏沿线美景。

勝興車站・舊山線鐵道自行車

 苗栗县三义乡胜兴村 14 邻胜兴 88 号
www.oml-railbike.com

北埔自古便是客家移民来台开
垦的重镇，为当时仅次于新竹
市区的商业中心。丰富的开垦
历史和古迹，让北埔成为保留
最多传统客家元素的小镇

 新竹县北埔乡北埔街、庙前街、
南兴街、城门街
自台铁竹北站／高铁新竹站换乘

台湾好行巴士「狮山线」，于「北
埔老街」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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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埔老街

位于新竹县西部的北埔，为客家人聚集的山城聚落，古朴的北埔老街
上有清代建立的北埔慈天宫、1946年兴建的巴洛克风格建筑「姜阿新

洋楼」等历史建物。当地也有许多在老宅内的餐厅或茶馆，其中以客
家茶馆「水井茶堂」最富特色，旅客可以在老宅空间里亲手体验客家
擂茶的乐趣。

旧山线铁道自行车

为受欢迎的观光景点。2018年，地方政府利用胜兴车站至六号隧

北埔乡

北埔老街

掀起新一波观光热潮。

龙腾断桥

自台铁三义站搭乘出租车前往

木造建筑的胜兴车站

三义水美街

客家粄条

水美街又称为木雕老街，沿着街

水美街（木雕老街）

道有200间以上的雕刻店，邻近

 苗栗县三义乡水美街

的「三义木雕博物馆」，则是台

三义木雕博物馆

湾唯一以木雕为主题的公设博物

 苗 栗县三义乡广声新城 88 号

馆。另外这里的客家料理也是一
绝，地道又美味，千万别错过。

  

9:00-17:00（最后入馆时间 16:30），

雕工精巧的木雕作品

周一休馆

NT$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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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庄乡

中部

北部

苗栗 县

桂花紫米
红豆汤圆

台中市

南庄老街

 苗栗县南庄乡中正路

新社区
后里区
雾峰区

自台铁竹南站换乘台湾好行巴士「南庄线」，
于「南庄游客中心」下车

桂花巷

南庄乡位于苗栗县东北部，与新

台中市为台湾第二大都会，市
郊城镇也很有魅力。不妨跨出
脚步，前往每年举办花海节的
新社、有着怀旧铁道遗迹的后
里区泰安，以及可以感受历史
建筑风景的雾峰。

竹县境相接。在1960年代前，
因产煤及林业繁荣一时，现在以
怀旧的小镇风情与自然美景广为
游客喜爱。

新社花海

每年12月在台中市新小区举办的盛大活动。在广阔的农场

南庄老街

南庄老街随处可见怀旧风格的早期木造建筑，过去曾为邮局的

「南庄文化会馆」是其中代表。桂花是南庄相当常见的植物，
南庄文化会馆

不仅老街有「桂花巷」的称号，桂花酿也成为当地特产，而加

里有着一望无际的浪漫花海，吸引了无数游客造访，会场
还会贩卖在地农特产品，相当热闹。
已停驶的旧鐡道线

入桂花酿的「桂花紫米红豆汤圆」是颇受好评的地方甜点。

新社花海

 台中市新小区协成里协兴街 30 号）
约每年 12 月举办

  自台铁台中站搭乘出租车前往，车程约 35 分
flowersea.tw

泰安旧铁道文化园区

台铁旧山线遗迹的泰安车站（旧站），是1910年建设的西洋风格
建筑，从验票口到月台须经过一段防空壕式的通道，是其最大特

色。站区与周边规划为文化园区，在此可欣赏旧铁道与横越大甲溪

陶艺体验

的花梁钢桥。

来到南庄，一定要来感受陶艺的魅力。游客可以从南庄老街
驱车前往「燕子陶」，只要约10分钟车程便可参加陶艺体

泰安铁道文化园区

验。先用双手揉捏，感受陶土的质地，不靠电动辘轳，单纯

 台中市后里区泰安里福兴路 52 号
9:00-17:00

以手捏塑、整型，再经过阴干、上釉、窑烧后，就能完成自

1. 自台铁泰安站（新站）步行约 20 分

己的作品，为旅行增添更多回忆。

      2. 自台铁泰安站（新站）换乘丰原客运
燕子陶

 苗栗县南庄乡南江村 19 邻南江 6-3 号
+886-919-703-015

周一至周五 10:00-18:00、周六日 9:00-19:00

www.yanzitao1995.com

  自南庄搭乘苗栗客运 5822，于「福南」下车

214，于「泰安」下车

探访雾峰历史

「雾峰林家」是当地最具代表的古建筑群。过去名
列台湾五大富商的林氏家族，自1858年开始兴建
私宅，前后历经近40年，完成了台湾规模最大的家

族宅邸，是台湾传统闽南式建筑的代表。目前开放
参观的是最菁华的部分，有建筑工法精细的传统宅
邸，以及台湾唯一现存的福州式戏台建筑。
雾峰林家（宫保第园区）

 台中市雾峰区民生路 26 号
+886-4-2331-7985

9:00-12:00、13:00-17:00（最后入场时间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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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 NT$250

wufenglins.com.tw

  1. 自台铁台中站换乘台中市巴士 50、201，于「雾峰」下车

       2. 自高铁台中站换乘台中市巴士 151，于「雾峰」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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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

彰化县

鹿港美食

漫步在鹿港街头，到处都是令人食指大动的传统美食。个头

鹿港镇・田尾乡

硕大的大肉包，包子皮有着淡淡奶香，再加上多汁肉馅，让
人大满足；古早味面茶以面粉加入砂糖炒制，加入冰品里又

是一绝；若要带点伴手礼，不妨造访创业于清代1877年的老

鹿港镇是彰化县北部的历史古镇，自

铺「玉珍斋」，是当地最知名的中式糕饼店。

明郑时期便有港口贸易往来，清代时
发展为台湾第二大都市。彰化南部的
田尾乡则素有「花的故乡」之称，是

肉包

台湾花卉栽培产量最多的区域。

鹿港老街一景

面茶冰

街道两侧并排的街屋建筑

鹿港老街

瑶林街与埔头街是鹿港发展最早的商店街，街道两侧古
典的红砖街屋并排接连，在过去港口还未有淤积时，商

船可以一路行驶到建筑的后方下货。1986年鹿港老街成
为台湾第一个以古市街保存的案例，老街周边有许多寺
庙、历史建筑，以及传统工艺品店、餐厅等，不妨漫步

玉珍斋

玉珍斋的「绿豆糕」

 彰化县鹿港镇民族路 168 号
+886-4-777-3672
8:00-22:00

其中，感受古朴的小镇风情。
彰化县鹿港镇瑶林街与埔头街

自高铁台中站／台铁彰化站换乘台湾好行巴士
「鹿港祈福线」，于「鹿港老街」下车

鹿港天后宮

匠师制作传统灯笼

田尾公路花园

位于彰化县南部的田尾乡，是东西向、地形狭长的农村地带。这里不
论是花卉产量或种类，都位居全台第一，素有「花的故乡」美称。园
艺店、花田集中在民族路、民生路、公园路一带，被称为「田尾公路
花园」。当地的「公路花园自行车道」长约 3公里，「百花齐放自行
车道」长约9公里，除了畅游乡间花海，更可以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田尾公路花园（田尾公路花园游客中心）

彰化县田尾乡民族路一段 156 号（怡心园旁）

自高铁彰化站／台铁田中站换乘员林客运 7 号
巴士，于「田尾」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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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

集集环镇自行车道

集集环镇自行车道联结了集集镇市区的观光景点，像是因921大地震倾倒毁坏、被永久保存的武昌宫；祀

奉着学问之神文昌帝君、清朝设立至今的明新书院；展示战车与战斗机的军史公园等，都极具代表性。
自行车道路线平缓，可以轻松悠闲地观光。

南投 县
集集镇

集集镇位于南投县西部山区，被丰饶的大自然所围绕。这里有
台铁最受欢迎的支线铁道集集线，以及风景清幽的绿意自行车
道，眼前郁郁苍苍的美景最令人心旷神怡，纯朴的田园景致欢
迎着旅人的到访。

武昌宫

 南投县集集镇八张街 181 号

军史公园

南投县集集镇民权路

山蕉的故乡˙集集

集集沿线不只以铁道及林业闻名，同时也

是知名的山蕉产地。当地的「Jijibanana
观光工厂」，透过展示香蕉制品的制造过
车站前广场的
蒸汽火车头

  1. 自台铁台中站搭乘至二水站，再换乘集集线

以桧木建造的集集车站

2. 自高铁台中站换乘台铁至二水站，再换乘集集线

3. 台铁另有贩卖集集线一日乘车券（二水站至车埕站间不限次数上下车），在台铁台中站、

明新书院

南投县集集镇东昌巷 4 号  

  6:00-21:00

户外可以看到少见
的香蕉花

程、DIY体验活动，可以轻松学到香蕉有
关的各种小知识，而工厂生产的香蕉巧克
力等伴手礼也相当美味；到了户外生态园
区，才发现原来从观赏用到食用的香蕉品
种竟然有这么多，绝对令人大吃一惊！
香蕉牛轧糖

新乌日站、二水站均可购得

集集车站

集集线自彰化县的二水站为起点，全长约30公里，是台铁最长的支线。早期因为运输蔗糖及木材、建设
发电厂，沿线市镇一度繁华兴盛，但仍难逃没落命运，也曾在1999年的921大地震中受到极大的灾害。

如今的集集镇，以怀旧的小镇风情成为受欢迎的观光胜地。集集车站的主体建筑曾在921大地震中毁坏，
后以相同的建筑手法原貌整建，优雅的红桧木造车站，是集集线的象征。

18

Jijibanana 观光工场

 南投县集集镇富山里大坪巷 38 号
9:00-17:00

免费参观，DIY 体验和导览需付费且事前预约

自台铁集集线搭乘出租车约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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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
北港工艺坊

北港朝天宫自清代开始便是台湾分
灵最多的妈祖庙，因此信众众多且
信仰坚定，让北港也成为宗教胜

地，不仅寺庙建筑多，艺阵文化发
达，宗教活动也很频繁，带动了传
统工艺师傅的活跃。2013年开馆的

北港工艺坊，以保存、传承北港传
统工艺为目的，馆内展示在地师傅
的作品，也有彩绘灯笼体验活动。

花生酥

雲林 县

  自台铁斗六站／高铁云林站换乘台湾好行巴士「北港虎尾
线」，于「北港朝天宫」下车

北港镇

云林县北港镇共和街 2 号

周三至周日 10:00-16:00

武德宫

 北港镇华胜路 330 号  

www.wude.org.tw

北港镇位于云林县西南隅，隔着北港溪与

乐咖啡 Le Cafe'

嘉义县相望。北港朝天宫是庶民信仰的宗

+886-5-783-9620  

9:00-18:00  

教胜地，每年元宵节时，朝天宫四处装饰
着光彩夺目的各式灯笼，让北港也被称为

武德宫

武德宫里祀奉武财神赵公明，巨大的淡蓝色金炉以早期
农仓「谷亭畚」为造型，装饰宏伟华美，香客在此诚心
化金，供奉天上神尊。本殿旁的「乐咖啡」是台湾最早
的寺庙咖啡馆，店内除供应咖啡，也有意大利面及甜
点，让来此香客悠闲渡过参拜后的片刻时光。

「灯笼的故乡」。

北港朝天宫

祀奉妈祖的北港朝天宫，自1700年建成以来，已有300

多年的历史。朝天宫后方的妈祖景观公园，有尊庄严慈
祥的妈祖石雕，是与湄洲祖庙缔结联盟的纪念，采用大
陆花岗岩打造。每年农历三月「北港迎妈祖」，全台的
妈祖都会回到北港，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宗教活动。朝
北港朝天宫

云林县北港镇中山路 178 号

20

天宫前有成排的特产行与餐厅，其中花生酥由北港特产
花生与麦芽糖制成，是最受观光客喜爱的传统点心，酥
脆的口感与花生香气，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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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

嘉义县

嘉义市

大林镇

东区・西区

大林镇位于嘉义县北端，曾是台湾

嘉义市位于嘉义都会圈的中心，

南部的制糖产业重镇，繁盛一时，

400年以来，陆续有来自大陆的

现今仍可以从车站前的商店街窥见

移民、荷兰人、日本人进行开

当年繁华的风貌。

发，因此市区内留下了许多不同
时期的历史痕迹。

桧意森活村

桧意森活村的前身是阿里山林业开发时代所建设的职工宿舍。近
年来将二十多栋桧木建造的平房依原工法修复整建，转型成为文
化设施，贩卖嘉义当地产业及设计商品。

  自台铁嘉义站下车，步行或租借自行
车前往各景点

  自台铁大林站下车，步行前往各景点

在大林已传承三代的泰成药行

泰成中药行

创业超过一甲子的中药铺，第三代经营者许开兴在附近开设「泰城中药文物馆」，让参访游客学习养生
保健的知识。店内除了依体质客制调养药材包，也能实际操作古董级的传统中药器具。

 嘉义市东区林森东路 1 号
+886-5-276-1601

10:00-18:00

泰成中药文物馆

www.hinokivillage.com.tw

 嘉义县大林镇中正路 514 巷 28 号
8:00-17:00  

森林之歌

泰成药行

免费参观

 嘉义县大林镇中山路 55-1 号

嘉义市林业文化园区内，设置了艺术家王文志所创作的大型装置

+886-5-265-2563  

艺术，以高耸神木及阿里山火车铁轨为意象，利用木材、铁轨、

8:00-22:00

黄藤、石材构筑而成。游客可穿过藤枝交错的隧道，进入蛋形的
建物本体，仰望日月星空。
 嘉义市东区林森西路 2 号

24 小时开放，夜间会点灯

北港朝天宫

云林县北港镇中山路 178 号

十信视界

十信视界是老字号眼镜行，邻近泰成中药行，店家第二代庄翰林将超过一
甲子的古宅整修，保存原有的建筑骨架，将老店摇身一变成为摩登的时尚
空间，桧木展示柜上的太阳眼镜、镜架，彷佛都成了艺术品。

森林之歌

 嘉义县大林镇中山路 55-3 号  

 嘉义市西区林森西路 282 号
+886-979-060-750

周三至周日 10:00-17:30

门票 NT$50，可折抵馆内商品消费

www.1920t.com

台湾花砖博物馆

花色瑰丽的各式花砖曾在台湾流行一时，是上个世纪台湾人共
同的生活记忆。台湾花砖博物馆是台湾唯一以花砖为主题的博
物馆，保存了来自全台各地古厝数千片的花砖。除了保存花砖
文化与传承技艺，也贩卖花砖纹样的各种原创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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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5-265-5656  

9:30-21:30、周日公休

万国戏院

早年大林小镇上曾多达5间电影院，娱乐产

业兴盛。1968年开业的万国戏院，经历了繁
盛、没落、长期闲置的年代，直到近年经过
在地青年大力奔走，得以变身为地方的艺文
据点，重现当年开业时的景况。
万国戏院

 嘉义县大林镇平和街 21-7 号
+886-952-251-234

充满怀旧风情的老戏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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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

台南市

盐水八角楼

盐水区

盐水八角楼是当地最重要的历史
地标，为清代1845年建设的木造

建筑，在上世纪初便已被列为史
迹。这栋由砂糖商贾耗费十年岁

盐水区位于台南市北部，是曾因河运而

月建筑的豪宅，历经战争空袭，

繁荣一时的河港市镇。平时小镇静谧，

仅有八角楼部份幸存。上层是木

但遇上一年一度的元宵节，整座城镇便

造回廊，下层则是红砖建造，八

热闹非凡，以传统的蜂炮仪式迎神辟

角形的屋顶是最大的特征，馆内

邪，各方游客熙来攘往，盛况空前。
自高铁嘉义站换乘台南市巴士黄 9，

于「新营」下车，再搭乘棕干线于「盐
水」、「桥南里」下车

则展示相关的历史资料。
月津港亲水公园  

 台南市盐水区康乐街、桥南街

台南市盐水区中山路 4 巷 1 号
8:00-17:00

月津港亲水公园

盐水因河道蜿蜒，自古就有「月津」之名，
满潮时河港涌入海水，因此也被称作「盐水

港」，昔日与厦门等地的商船往来不绝，曾是

台湾第四大港，盛极一时。如今河岸地带被规
划为公园，也是知名的元宵灯会会场。沿着河
岸的桥南老街长约400公尺，可以从古意盎然的
月津港灯节
桥南老街  

台南市盐水区桥南街

老街屋一窥盐水百年来的昔日风华。

月见红豆牛奶冰

肉燕酥汤

干意面

盐水美食

来到盐水，一定要品尝当地美

食。盐水最出名的「意面」，面
体有嚼劲，加入肉燥的干意面香
气十足，再来一碗摆上炸馄饨的
「肉燕酥汤」，是最地道的吃

法。「月见冰」是不能错过的冰
品，绵密剉冰上的蛋黄就像一轮
明月，再加上红豆、炼乳，搅拌
后食用，微微蛋香和清爽甜味在
口中化开，令人回味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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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

凤山县旧城（北门）

1722年清廷在台湾初建县城，便是今日的凤山县旧城迹。北门又名「拱辰门」，是由大陆运来的花岗岩

建成的石拱门，至今仍保存良好。城门设有阶梯通达城墙马道，是古代兵马行动的通道，游客也可以登
上城墙，一览脚下的街道风景，或是眺望莲池潭龙虎塔，感受这片土地枯荣兴衰的历史情怀。
高雄市左营区埤仔头街 1 号

自高铁左营站／台铁新左营站搭乘出租车前往，车程约 8 分

龍虎塔

高雄市左営区蓮潭路 9 号

高雄 市
左营区

左营区有台铁、高铁、高捷
三铁共构，是高雄的玄关。
知名的莲池潭是一定要前往
的观光胜地，也是打卡景

点，一起当个享受假日散步

莲池潭风景区

莲池潭是高雄最有名的观光名胜，自古便以莲池夕照驰名，亭台楼

阁彷佛浮在潭面上，与水面上的莲花、岸边的柳树交织出秀丽景
致，就像是世外桃源。龙虎塔是莲池潭地标，据说从龙口进，虎口
出，就能逢凶化吉，事事顺利；春秋阁是为纪念武圣关公而建，可

以从楼阁上欣赏潭面怡人景致；而镇守潭畔、高达22米的玄天上帝
像也是必见的朝圣景点。
莲池潭风景区

高雄市左营区莲潭路

自高铁左营站／台铁新左营站搭乘出租车前往，车程约 8 分

的网红网美吧！

以花岗岩砌成的北门「拱辰門」

瑞丰夜市

2008年高雄巨蛋落成，人潮聚集，邻

近的瑞丰夜市也年年扩增规模，到了
现在，面积已经超过300平方米，有

1000家以上的摊商，是高雄规模最

大的夜市，不只高雄人造访，各地的
观光客也慕名而来。从海产到庶民小
吃、异国风味，各式各样的美食料理
齐聚，晚间6点过后，狭窄的通道上挤
满了人潮，就像嘉年华会般热闹。

玄天上帝神像

高雄市左营区莲潭路 169-1 号

 高雄市左营区裕诚路与南屏路周边
周一、三公休

自高雄 MRT 红线巨蛋站步行约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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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阁

高雄市左营区莲潭路 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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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

高雄市
美浓区

美浓区位于高雄市郊，与繁华的市中心不同，是个清幽
恬静的小镇。虽然朴素无华，却有着丰富的文化特色。

体验擂茶DIY

纯朴小镇的悠闲静谧。

点，可说是客家茶文化的代

擂茶是客家人款待客人时的茶

在岁月静好的时光中，感受客家传统料理与文化，以及

表。在擂钵里放入花生、黑白
芝麻、玄米，以木制擂棒用画
圆的方式研磨，再加入客家山
茶粉、红豆等研磨至粉状，最

后放在碗里冲入滚水便完成
了。在「美浓驿栈」等店铺，

可以体验擂茶DIY或试穿客家传
统服饰「客家蓝衫」。

彩绘客家纸伞体验

油纸伞源于大陆，是美浓最具代表性的客家文
化。油纸伞除了可以遮风避雨，客语中的「油
  自高铁左营站换乘高雄客运旗美快线 E01，于「美浓」
下车，再步行或搭出租车前往各景点

广进胜纸伞

 高雄市美浓区民权路 47 号
9:00-17:00

 纸伞彩绘 DIY：NT$100

※ 彩绘干燥时间视纸伞大小有所不同

纸」与「有子」谐音，也是代表多子多孙的吉祥
象征。游客可以在「广进胜纸伞」等店家体验彩

美浓驿栈擂茶铺

绘纸伞的乐趣，在白色的半成品上，用笔与广告

高雄市美浓区成功路 142 号
+886-7-681-8475

颜料彩绘，再涂上松香，经过15分钟晒干，就可

10:00-18:00

以带着充满美浓回忆的油纸伞回家了。

 擂茶 DIY：NT$150

萝卜粄

客家传统美食

来到美浓，一定要品尝最正统的客家料理。说到客家
料理，最为人所知的是客家粄条，不管是汤的、干

的、炒的，粄条滑嫩有嚼劲，加上酱油底的酱汁，口
味绝佳；使用美浓特产白玉萝卜制成的萝卜粄，外皮
煎得香脆，内部软嫩，蘸着芫荽大蒜酱油，入口就能
感受到白萝卜的清香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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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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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

南部

屏东县

宜兰县

东港镇 ・恒春镇

宜兰市・头城镇

屏东县位于台湾本岛最南端，东港

宜兰市在清代被称为噶玛兰厅城，至今仍

镇与恒春镇分别位于屏东的南北两

是宜兰县的政经中心；位于宜兰县最北端

头。东港是东港溪河口的重要渔业

的海港头城镇，可以眺望太平洋上的宜兰

基地；恒春在清代即建有城墙，历
大鹏湾风景区管理处

 屏东县东港镇大潭路 169 号
+886-8-833-8100

  自高铁左営站换乘台湾好行巴士「垦丁

县地标龟山岛。

史相当悠久。

快线」，于「大鹏湾」下车，再徒步或
搭乘出租车前往各景点

  前往宜兰除了搭乘火车，利用巴士也很便利。可

以从台北捷运台北车站、科技大楼站，搭乘葛玛兰

大鹏湾跨海大桥 开桥时间

客运 1916，或从市政府站搭乘首都客运 1571，均

夏季（3 月 - 9 月）周六日 17:00

可直达宜兰市区，车程约一小时

冬季（10 月 -2 月）周六日 16:30

台铁 : www.railway.gov.tw

葛玛兰客运：www.kamalan.com.tw
首都客运：

华侨市场（东港渔港渔产品直销中心）
 屏东县东港镇朝隆路 39 号

    

  11:00-20:00，每月第一个周二公休

大鹏湾风景区

2003年设立的大鹏湾风景区，有台湾唯一的单口囊状舄湖，以及可开启式的跨海大桥。全局水深2米至6

米，水面平稳无波，即使是初学者也可以安心进行风浪板等水上活动；想要大啖东港新鲜海味，就到华
侨市场吧，黑鲔鱼生鱼片、旗鱼丸、樱花虾等都是有名的特产。

www.capital-bus.com.tw/yilan/ticket.html

宜兰车站

台铁宜兰车站旁有以绘本作家几米的作品为主题打造的公共艺术广场，是宜兰市区最受游客欢迎的景
点。在这里能看到长颈鹿从车站探出头；或是在站前的「丢丢当森林」里，看到《星空》里的蒸汽火
车，穿越铁制的九芎树森林；「几米公园」里则有《星空》、《向左走，向右走》的男女主角迎送往来
旅客，是旅客打卡的热点。

恒春老街

屏东县恒春镇中山路与福德路

自高铁左营站换乘台湾好行巴士

「垦丁快线」，于「恒春」下车

恒春老街

位于台湾本岛最南端的屏东县恒春镇，因气候一年四季如
春而得名。城镇历史悠久，建设于清代的四方城门依然镇

守在原处，恒春老街内的建筑与商家也多创业超过半世
纪，漫步在老街上，建筑风格融合了闽式、日式与巴洛克
式元素，别有一番怀古风貌。

兰阳博物馆

兰阳博物馆面对着龟山岛，三角形的外观非常吸睛，是以宜兰常见的单面山为设计意象，馆前水池映照
的倒影，就像是龟山岛浮在海面一般。由于建筑景观的独特设计，常成为电视剧或广告取景地；馆内有
着丰富的数据、模型与体验设施，可以认识宜兰县的自然文化与人文历史。
宜兰县头城镇青云路 3 段 750 号

  9:00-17:00，周三休馆
大人 N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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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ym.gov.tw

1. 自台铁头城站搭乘出租车前往，车程约 3 分

2. 自台北捷运圆山站换乘国光客运 1877，于「兰阳博物馆」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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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

花莲县

台东县

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

林田山曾名列台湾四大木材

凤 林 镇 ・ 瑞 穗乡

池上乡・成功镇

产地，但1991年全面禁止采

伐天然林后，林业衰退，现
今将原址整理为公园，展示

居民多为客家人的花莲县凤林镇，在

台东县池上乡坐落于台湾东部花东

早年留下来的机具设备、桧

2014年获得国际慢城认证，是台湾第

纵谷的南端，是台湾具代表性的米

木宿舍群与运输用的森林小

一个获得认证的城镇。瑞穗乡则是以

乡。成功镇位于台东的东北部，面

火车等，怀旧的氛围吸引了

温泉与农牧业闻名的山城，最适合来

临太平洋，是知名的赏日出景点。

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此享受悠闲旅程与大自然的恩惠。

伯朗大道  

花莲县凤林镇森荣里林森路 20 号

池上饭包使用池上米，是当地自豪的名产便当。在「池上饭包博物馆」，可以坐在退役的火车车厢内享

  自台铁花莲站搭乘台湾好行巴士

     「纵谷花莲线」，于「林田山林

用热腾腾的便当，体验铁道旅行的气氛。来到池上，不妨来趟自行车之旅，池上环圳自行车道沿途一望

业文化园区」下车

无际的水田，是伯朗咖啡的广告取景地，因此也被称为「伯朗大道」。

池上饭包博物馆

客家文物馆

花莲县凤林镇中美路 49 号
+886-3-876-0905

用品，可以看见当年由台湾

统的绞染工艺。文物馆内介绍
客家文物馆

8:30--17:00，周一休馆

温泉与农牧之乡˙瑞穗

瑞穗温泉距离台铁瑞穗车站不远，这里的温泉据说对于改善皮肤
病、关节炎有帮助，并且还有「生男之泉」的说法。弱酸性的泉

质，属于氯化物碳酸氢钠泉，水温约48℃，因富含铁质，接触空气
后泉水氧化成金黄色，也被喻为「黄金汤」。瑞穗一带有着好水、
好空气，加上丰饶的土地，使得农牧业相当兴盛，瑞穗牛乳及蜜香
红茶是闻名全台的特产，一定要尝尝看。

自台铁瑞穗站搭乘出租车，车程约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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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楼

花莲县凤林镇中华路 164 号（凤林公园内）
自台铁凤林站步行前往约 8 分

花莲县瑞穗乡舞鹤村 6 邻 157 号

自台铁池上站步行约 4 分

 纹染体验 NT$200 起

迹，也能在文物馆体验客家传

瑞穗牧场

  

  8:00-20:00

8:00-17:00

西部移居到东部的客家先民足

  

 台东县池上乡忠孝路 259 号
+886-89-862-326

花手巾植物染工坊

通过展示的衣物、农具、生活

林市街，已成为观光名胜。

自台铁池上站租借单车前往各景点

池上饭包与伯朗大道

+886-3-875-2100

9:00-17:00，周一休园

的「烟楼」现今依然伫立于凤

台东县池上乡  

瑞穗温泉

花莲县瑞穗乡、万荣乡

绞染工艺体验

三仙台

三仙台是位于太平洋沿岸的成功镇最有名的观光景点，
传说八仙中的吕洞宾、李铁拐、何仙姑曾造访此处因海
蚀形成的小岛，并留下足迹。走过跨海八拱桥便是仙人
秘境，更是迎接东海岸第一道曙光的要地。
三仙台

 台东县成功镇三仙里基翚路 74 号

自台铁台东站换乘台湾好行巴士「东部
海岸线」，于「三仙台游憩区」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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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岛

大菓叶柱状玄武岩

澎湖县
澎湖群岛

石花冻

澎湖是位于台湾海峡上的群岛，为玄武岩地质，
有着绝美的海岸线景观。除了本岛，位于南方的
望安与七美诸岛也值得一访。

www.penghu-nsa.gov.tw

澎湖本岛：台北松山机场、台中

澎湖本岛˙白沙岛˙西屿岛

澎湖本岛与白沙岛、西屿岛以桥梁联系，可以轻松往来。澎湖本岛东侧

的奎壁山是一处秘境景点，在退潮时会露出S型的玄武岩道；西屿岛上
六角形节理的「大菓叶柱状玄武岩」，是澎湖限定的世界级地质景观。
池东大菓叶玄武岩

 澎湖县西屿乡池东村 10 号

搭乘台湾好行巴士「妈宫北环线」，
于「大菓叶玄柱岩柱」下车

奎壁山

 澎湖县湖西乡

机场、台南机场、高雄机场都有

金门县

风狮爷纪念品

金门 过去曾长期处在军事戒严管理下，却也因此保

金门岛

留了丰富的自然环境、闽式古厝，以及巴洛克式的

在金门 各地镇风驱魔，守护乡里，是金门 最有意

江的出海口外，西与厦门市相望。

从台湾本岛出发，可自台北松山机场、台中机场、台南机场、
高雄机场搭机前往，飞行时间约 1 小时；或自福建厦门、泉
州，搭乘船班前往

思的街道风景，金门 特产的高粱酒，则以「清澈透
明、质地纯净、芳香浓郁」而著名。
狮山炮阵地

kinmen.travel

 金门县金沙镇阳沙路山后民俗文化村 3.1
公里处
+886-82-355-697

间约 1 小时

8:00-17:30

望安郷：自马公搭船约 50 分

炮操表演：10:00、11:00、13:30、

七美岛：自望安搭船约 45 分

奎壁山

搭乘北寮线／龙门线巴士

14:30、15:30、16:30，周四休

自金门机场搭乘 3 号巴士至「山外」，
山后民俗文化村

 金门县金沙镇山后民俗文化村（阳沙路）   
+886-82-355-347

于「北寮」下车

再换乘台湾好行巴士「C 线 - 狮山民俗

陈景兰洋楼

  8:00-17:00

 金门县金湖镇成功村 1 号
+886-82-332-528
自金门机场搭乘 3 号巴士至「山外」，

线」，于「山后民俗文化村」下车

线」，于「陈景兰洋楼」下车

再换乘台湾好行巴士「D 线 - 榕园太湖

马祖列岛的蓝眼泪

历史的闽南传统三合院建筑「中社古

着丰富的自然生态。特别是春天夜间在海面上熠熠生光的「蓝眼

厝」；七美岛是澎湖最南端的岛屿，
利用玄武岩和珊瑚礁所砌筑的双心石
沪，除了有捕鱼功能，更是澎湖最具
代表性的浪漫景点。

马祖与金门 一样，都经历了四十年以上的军事管制，同样也保存

泪」，奇幻光景令人惊叹。马祖传统聚落的建筑样式独特，以鱼肉
制成的「鱼面」是当地才有的美食，千万不能错过。若是安排二天
一夜的行程，可以在南竿与北竿活动；三天以上的话时间充裕，还
可以前往东引及东莒。

从台湾本岛出发，可自台北松山机场、台中机
场搭机前往，飞行时间约 1 小时

连江县
马祖列岛

马祖列岛位于台湾海峡正北

方，主要由大小36个岛屿、礁
屿组成。

马祖风景区 matsu-nsa.gov.tw

澎湖美食

黑糖糕是澎湖名产，口感湿润有

连江县交通旅游局 www.ematsu.com

弹性，也不会太甜，冰着吃风味
更佳。在澎湖本岛的湖西，则以

外脆内软的「炸枣」为人所熟
知，包入花生或红豆等馅料的炸
枣，是吉祥与喜气的象征。另外
使用仙人掌制成的冰淇淋，是澎
湖近年的新兴名产，十分特别。
仙人掌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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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线」，于「狮山炮阵地」下车

8:30-17:30

自金门机场搭乘 3 号巴士至「山外」，

只要不到一小时的船程，便可来到望
安乡与七美岛。望安乡有300年以上

炸枣

行的炮操表演，也为游客留下深刻印象，而风狮爷

班机前往澎湖马公机场，飞行时

望安˙七美

澎湖县望安乡中社村

洋楼建筑，造就出金门 的独特魅力。另外炮阵地进

金门 岛地处福建省东南方，位在九龙

再换乘台湾好行巴士「C 线 - 狮山民俗村

中社古厝

风狮爷守护的金门

黑糖糕

南竿北海坑道
北竿芹壁村

 连江县北竿乡环岛北路

自北竿塘岐村（北竿机场）搭乘台湾好行巴士「战
争和平公园线」，于「芹壁聚落」下车

 连江县南竿乡

自介寿公交车总站（南竿机

场）搭乘台湾好行巴士「妈
祖巨神像线」，于「北海坑
道／游客中心」下车

蓝眼涙

约每年 4 到 6 月间能观察到，另外游
客也可以造访位于南竿的「马祖蓝眼
泪生态馆」

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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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息
台湾铁路

台湾铁路路线遍布全台，停靠的站点十分密集，也很方便换乘
其他交通工具。目前营运中的车种分为「对号列车」与「非对
号列车」两大类型，对号列车包括自强号、莒光号、复兴号，
以及非对号的区间快车、区间车、普快车。除了环岛路网外，
台湾各地还有阿里山线、集集线、平溪线，与内湾线等观光支

线。另外台铁也有贩卖TR-PASS（台湾铁路周游券），分为3
日券、5日券、4人同行券等，以及观光支线的铁路套票等。
台湾铁路管理局
www.railway.gov.tw

台湾高铁

台湾西部主力交通工具之一，其沿途共停靠12个车站，
为南港、台北、板桥、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
化、云林、嘉义、台南，以及左营，最高时速为300公

里，从台北到高雄左营只需要90分钟。座位分为指定
席与自由席。旅客除了在车站售票窗口购票，各站也

发行单位 财团法人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

Express手机购票。也可事先于网络购票、电话自动语

网址 http://tst.org.tw

地址 台北市忠孝东路4段290号6楼

均设有自动售票机，或可使用便利店购票服务，或是T
音订位系统订票，再利用前述方式取票。

台湾高速铁路 www.thsrc.com.tw

北京办事处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乙12号双子座大厦西塔29层
电话 (010)65664100
传真 (010)65661921

长程客运、台湾好行巴士、台湾观巴

台湾本岛的主要城市之间都有长程巴士运行，在台北市内的台

北捷运台北车站、市政府站，都有大型的巴士转运站可以乘
台湾好行巴士 www.taiwantrip.com.tw

车。台湾好行巴士则是专为旅游规划设计的接驳巴士服务，从
台湾各大景点所在地附近的各大台铁、高铁站接送旅客前往各
主要观光景点，对于不想长途驾车、参加旅行团出游的旅客来

说相当适合。
「台湾观巴」为自饭店、机场及车站接送至知名旅
游区的观光巴士旅游服务，采固定路线，旅客须事先预约。行
程囊括全台所有热门旅游路线，费用包含全程交通、导览解说
和保险，每日出发、约1~4位即可成行。
台湾观巴 www.taiwantourb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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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办事分处

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168号都市总部大楼10层02室
电话 (021)63510909
传真 (021)63510696

上海办事分处福州办公室

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82号融都国际大厦18层06单元
电话 (0591)63335018
传真 (0591)63335017
发行日期 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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