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山主峰標高 3,952公尺，是台灣及東亞第一高峰。 （圖：觀光局提供）

北回歸線上唯一的綠色瑰寶

台灣
婆娑之洋，美麗之島，太平洋上的台灣，是北緯 23.5度線經過的國家之中，
唯一的綠色瑰寶。

台灣的面積雖只佔全世界的萬分之三，但因大陸板塊的造山運動，擁有海

岸、盆地、平原、丘陵、縱谷和兩百多座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等地形，同時

形成熱帶、亞熱帶、溫帶等多樣的生態系，櫻花鉤吻鮭、台灣獼猴、台灣黑熊、

藍腹鷴等原生特有物種就超過 3000多種，讓台灣成為世界保育重地之一。
便捷的鐵路與公路系統，讓您在短短 1小時內，從海岸經過平原到達高山，
盡覽熱帶、亞熱帶、溫帶的自然地貌；您也可以在一天之內，由北至南、由

西到東抵達台灣各地，體驗各種人文與景觀之美。

原住民族、閩南、客家及新住民，各自保存獨特的文化魅力，表現在祭典、

編織、工藝、音樂和建築方面。另外，台灣的美食能滿足老饕們的味蕾，華

人八大菜系、各國料理、著名的小吃及夜市，還有一年四季種類繁多的蔬果，

都值得您細細品嚐。

台灣更是華人世界唯一真正實施民主制度的國家，現代化的建設、良好的

治安及 2,300萬被世界公認最熱情、友善的人民，是休閒旅遊的好選擇。
歡迎來台灣，您將不虛此行，而且會一來再來。



外國人來台Info
台灣風俗民情醇厚，被喻為最有人

情味的地方，排名全球 10大安全國
家之一。來台旅遊，要注意入境及簽

證資訊，讓旅遊更加輕鬆便捷！

◎入境簽證
簽證依申請人的入境目的及身分，

共分為四類：

1.停留簽證（VISITOR VISA）：屬
於短期簽證，留期間 180天以內
2.居留簽證（RESIDENT VISA）：
屬於長期簽證，停留期間為 180天以
上

3.外交簽證（DIPLOMATIC VISA）
4.禮遇簽證（COURTESY VISA）
停留期一般有 14 天、30 天、60
天、90天等種類。持停留期限 60天
未加註限制之簽證者，若須延長在台

停留期限，須於停留期限屆滿前，準

備相關文件向停留地之內政部移民署

各縣市服務站申請延期。（https://
servicestation.immigration.gov.
tw）
外國人如何申請免簽證入境停留，

可上內政部移民署查詢。（https://
www.immigration.gov.tw）

◎緊急連絡電話
•急難：119
•報警：110
•英語查號台：106 
•外交部：(02)2348-2999
•台灣觀光協會：(02)2752-2898
•外國人在台生活諮詢熱線：0800-
024-111
•交通部觀光局 Call Center旅遊諮
詢熱線：0800-011-765

◎來台旅遊優惠資訊
至貼有外籍旅客購物退稅標誌之特

約商店購物，同一日向同一特約商

店購物累計含稅消費金額 2,000元以
上，可持入境證照向商店銷售人員申

請開立退稅表單，於 90天內將隨行
貨物攜帶出境者。

•外籍旅客退稅 e化服務網：www.
taxrefund.net.tw）
•交通部觀光局各旅遊資訊：admin.
taiwan.net.tw）

◎上網
只要購買適合天數的上網預付卡，

就能享受手機無限上網。入境桃園機

場時，至機場電信櫃台購買，只要

填一張申請表以及影印護照，不需

其他複雜手續。各熱門景點也有免費

WiFi服務，上網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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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交通工具非常發達，各知名航

空公司都有航線直達，抵達桃園機場

後，不論是第一航廈或第二航廈，皆

可轉乘客運、高鐵、捷運、或計程車

至各縣市，接駁便利。

◎台鐵
全台最主要的大眾運輸系統，由西

部幹線、東部幹線、南迴線以及 10
條客貨運支線組成，可環島一圈。分

為對號入座的自強號、莒光號、復興

號列車，以及非對號的區間車和普快

車。自強號另有普悠瑪列車、太魯閣

列車，停靠站少、更快速抵達目的地。

雄市均有綿密的捷運網絡，串連各人

氣商圈，轉乘也很方便。台北捷運

推出外國人一日券，於啟用當日不

限次數搭乘；桃園捷運可於特定站辦

理預辦登機。（台北捷運官網 www.
metro.taipei、桃園捷運官網 www.
tymetro.com.tw、 高 雄 捷 運 官 網
www.krtco.com.tw）

◎台灣好行
由交通部觀光局推出的旅遊新風

潮，專為遊人設計規劃的公車服務，

於台鐵、高鐵站接送前往全台主要

觀光景點，一日券於當日不限次數搭

乘，最適合自助旅行。（台灣好行官

網 www.taiwantrip.com.tw）

（台鐵官網 www.railway.gov.tw）

◎高鐵
台灣的高速鐵路系統，從台北到高

雄最快只要 105分鐘，分為對號座和
自由座，另有寬敞的商務艙。各站均

有前往市區或風景區的接駁車、台灣

好行和縣市客運，本身即推出各種樂

遊台灣的高鐵假期，各旅行社也有搭

配，省時又便利。（高鐵官網 www.
thsrc.com.tw）

◎捷運
目前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高

◎台灣觀光巴士
為方便國內外遊客休閒度假，各大

飯店、機場及車站至知名觀光地區

間，行駛固定行程之導覽巴士，由交

通部觀光局輔導旅行業者推出的「台

灣觀巴」系統，幾乎囊括全台所有

熱門路線，一張票包含全程交通、導

覽解說和保險。（台灣觀光巴士官網

www.taiwantourbus.com.tw）

◎ Ubike
為推廣民眾騎乘自行車，是短程接駁

的最佳交通工具，兼具運動休閒與娛樂，

只要下載App，馬上查詢各站點位置，
即時顯示各站目前的車輛數和停車格，

註冊登入簡潔，可使用信用卡 (VISA、
JCB、Master)單次租車而且費用便宜。（微
笑單車官網www.youbike.com.tw）

旅遊交通資訊

台鐵 台北捷運高鐵 桃園捷運 台灣好行高雄捷運 台灣觀光巴士 微笑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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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繽紛花妍競色

武陵櫻花祭

時間：花期從年初延續到
3月上旬
地點：台中市和平區平等
村武陵路 4號（武陵農
場）

觀音荷花季

時間：6至 8月底
地點：桃園市觀音區、台
南市白河區

浪漫桐花季

時間：4月下旬至 5月中旬
地點：全台各縣市

縱谷波斯菊

時間：元旦過後到農曆年
節期間

地點：花蓮至台東之間的
台 9線公路

春櫻綻放，由山櫻花

打頭陣，接著其他品種

的櫻花陸續盛開，全台

最具人氣的賞櫻勝地，

武陵農場排名數一數

二！農曆過年前後，宣

告櫻花祭正式來臨，「粉

紅佳人」是農場最自豪

的獨家花種，滿開的時

候，隨風飄落的花瓣可

媲美日本櫻之雪。另包

含了山櫻花、八重櫻、

白色霧社櫻等品種，花

期從年初一直延續到 3
月，上山人潮絡繹不絕，

留宿山中一晚，賞夜櫻

另有一番風情。

位於中央山脈和海岸

山脈之間的花東縱谷，好

山好水加上好土壤，孕育

了口感香甜好米。隆冬歲

末到農曆年節期間，農人

趁著休耕季播種油菜花及

波斯菊，一方面讓土地恢

復生息，一方面作為有機

綠肥。絢麗花海形成壯麗

景觀，也成了縱谷冬季鮮

明特色，騎乘單車以 20
公里的慢速欣賞花東美

景，閒適宜人。趁著欣賞

花海時，順便泡個溫泉舒

活身心，以及品嘗牧場的

新鮮牛乳，為新的一年儲

備體力。

每年 6至 8月底，是荷花綻放的季節，桃園觀音、
新屋一帶種植了一大片荷花田，亭亭玉立的荷葉和

挺直花姿，隨風翻飛成荷浪。穿梭在田園小徑，淡

雅的花色與盎然綠葉相映襯，再加上古厝和平房矮

舍，恬適風光讓人暑意全消。台南白河也是賞荷重

鎮，清晨披著一層薄霧，為荷花增添幾許清麗氣質。

趁著荷花季，當地農場、餐廳也推出各式荷花風味

餐，美味又健康。

浪漫台三線除了客家聚落風情外，象徵客庄守護

神的油桐花也非常有看頭！春夏交接之際，純白色

的油桐花像是繁星般漫佈整個山頭，又有「五月雪」

之稱。一陣風吹來，小巧花瓣如雪花般從天灑落，

遊人驚呼連連，拾起花瓣排成各種形狀。從北到南，

各地串連舉辦桐花季活動，在油桐樹下聆聽音樂

會、野餐，或是舉辦聯合婚禮，各式季節限定的桐

花商品讓人愛不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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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風景輪替，大地也跟著換上不同色彩！

春櫻、夏荷、秋楓、冬梅，還有許多特色花卉爭妍綻放。

跟著花季去旅行，享受迎風撲鼻的淡雅香氣，

享受被萬紫千紅花海包圍的感覺，如夢似幻美景散發生生不息的活力。



道地台灣味
台灣被喻為「美食天堂」，獨特夜市文化是外國遊人必訪的景點之一，

各種庶民小吃融合了閩南、客家、潮州等風味。

街邊街口店家林立，蒸騰霧氣和香味誘人，

迷人魅力歷久不衰，各種食材交融出經典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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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線

香滑順口的麵線，是台灣道地小吃，大街

小巷幾乎都可瞧見其蹤影。早期農業社會，

為了補充農耕體力，把麵線煮成一大鍋供大

家食用，後來陸續加入蚵仔等配料。甘甜的

湯頭加入香菇、柴魚熬湯底，選用手工麵線

耐久煮，上桌前撒上香菜、蒜末和烏醋，飽

滿鮮美的蚵仔加上濃稠麵條，讓人一口接一

口。有些店家特製獨門辣椒醬或香辣油，多

了醇厚的風味。

蚵仔煎

源於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小吃，在台灣非

常盛行，而且改良成各種吃法，如雞蛋煎、

蝦仁煎、花枝煎等。店家使用大平底鍋，依

序放上蚵仔、雞蛋、青菜，最後加入勾芡

水，煎到外邊酥脆、中間軟嫩後，淋上特製

醬料，擄獲許多饕客味蕾。幾乎每個夜市都

有賣蚵仔煎的攤位，各縣市使用的青菜大不

同，如小白菜、豆芽菜、九層塔等，充滿在

地風情。

牛肉麵

牛肉麵也是遍布大街小巷的平民美食，早

年台灣人並不吃牛，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老

兵因為思念家鄉滋味而烹煮了獨有的台灣麵

食。各處作法不同，有清燉、紅燒以及番茄

等不同口味，後來又創新了咖哩、蔥燒、沙

茶等，「台灣牛肉麵節」一次嘗遍所有名店。

牛肉麵可說是匯集了中華美食的料理精隨，

濃郁的湯頭、吸滿湯汁帶有嚼勁的麵條，搭

配軟嫩可口的牛筋、牛肉，永遠百吃不膩。

臭豆腐

臭豆腐是台灣國民小吃，自然發酵製作臭

滷水，再放入豆腐乾浸泡，雖然味道濃郁，

但炸過之後食用，有另一種甘香。新鮮臭豆

腐整塊丟入油鍋裡，或是對切成三角形炸到

金黃酥脆，搭配台式泡菜和鹹香醬料最對

味！這道小吃對外國人來說非常新奇，因為

味道而有點抗拒，但製作方式和入口後的豆

香，可以用國外的起司來形容，吃過就會愛

上。



必買超人氣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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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梨酥

鳳梨酥主要原料為麵粉、奶油、糖、蛋、

冬瓜醬混合鳳梨醬所搭配製成的精緻精緻甜

點。鳳梨因閩南語發音有「旺來」的諧音，

有祝福受贈者吉利與幸運之意。搭配鳳梨的

微酸與冬瓜的蜜甜，混合奶油香氣，皮薄餡

厚、鬆軟香甜。輕輕咬上一口就可以感受到

絕妙的精緻風味。金色的小黃磚外觀非常討

喜，是最受歡迎的送禮首選。

牛軋糖

層次豐富、好吃不黏牙，是牛軋糖讓人一

試上癮原因。帶著迷人濃郁奶香，搭配堅果

的香氣，咀嚼時軟中帶硬的口感，綿密又不

甜膩。除了牛奶原味，也有巧克力、抹茶、

紅豆等，蔓越莓帶點酸甜滋味，甚至還有地

瓜和芋頭口味，現代人訴求健康養生，減糖

甚至以其它食材代替砂糖，店家陸續研發新

吃法，將酥脆的蘇打餅融合牛軋糖，吃了停

不了！

滷味

滷味是將各式食材，以醬油、八角、冰糖、

滷包等滷汁，再加上特色調味秘方燉煮，鹹

鹹甜甜令人允指回味。各縣市街巷滷味小吃

攤林立，幾乎每個夜市都有人氣名店，食用

方法很多，加熱食或冷食各有不同風味。台

灣有多家出名的滷味專門店，鹹香麻辣又微

甜，最基本款的包含雞翅、鴨翅、豆乾，特

色鴨舌頭擄獲許多港星味蕾，是許多遊客來

台必買的伴手禮。

麻糬

麻糬在過去是台灣原住民族於慶典或節日

才吃得到的名貴美味點心，現在則是常見的

地方名產代表。由糯米或小米製成的外皮，

口感 Q滑，軟嫩又帶有韌性。搭配多種不
同的內餡，如紅豆、花生、綠豆、芝麻、黑

糖、抹茶等，好吃不黏牙。小小一顆麻糬餡

料飽滿，不甜不膩、風味極佳，各店家包裝

成精緻的禮盒，顯現送禮的尊貴，送禮自用

兩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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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餅

太陽餅是從傳統漢餅中的「酥餅」改良而

成，餡料加入麥芽，因此又稱為「麥芽餅」。

好吃的太陽餅講究外皮酥鬆、內餡不黏牙，

麵皮非常講究，按比例採低筋與中筋麵粉摻

合，揉成麵糰後再搭配精製的豬油烘焙，才

有多層酥鬆的特性。太陽餅是大台中地區的

特產，非常適合搭配茶飲，每到中秋佳節，

知名老店從早忙到晚，幾乎一上架就賣光

了！

茶葉

台灣種植茶樹已有三百多年歷史，產區分

佈廣泛，幾乎各地都有生產，是民眾傳統的

飲品之一，與人文風俗密不可分。早年台灣

茶葉外銷全世界，「福爾摩沙茶」打出名號，

又以烏龍茶最受歡迎。發展迄今，包種茶、

鐵觀音、白毫烏龍、高山茶龍井茶、阿里山

珠露茶等，備受遊人喜愛，來台灣怎麼能錯

過這甘醇滋味呢？除了走訪茶園，別忘了帶

包茶葉，回憶溫暖的好味道。

豆干

小小一塊豆干，經過滷汁的洗禮，吸滿了

香濃汁液，成為知名伴手禮！老字號店家嚴

選非基因改造的黃豆，經過一道道製程，做

成豆干後再準備下鍋滷製，工法繁複費時。

除了店家獨門滷汁配方，另有五香、蒜茸、

香辣等口味，直接當成零食解饞。桃園大溪

的純淨水源造就甘醇好滋味，每年還舉辦

「大溪豆干節」宣傳這項健康食品，吸引許

多人嘗鮮。

方塊酥

由烙餅作法結合酥餅改良的方塊酥，因形

狀正方而得名，這項伴手禮於嘉義發跡，可

說與城市齊名！酥脆口感非常容易掉碎屑，

所以食用時多用手捧著，有一種珍惜愛物的

感覺。吃起來清爽不膩，是當茶點的好選

擇，店家也開發出黑糖、海苔、咖啡、巧克

力等口味。為了方便實用，還有一口一塊的

改良型大小；各大通路都有販售，被列為大

賣場必買人氣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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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熱鬧的節慶活動，

是台灣人文生活經驗累積的總結，

反映出獨特風俗民情，除了歲時節氣與民俗廟會，

近年來也發展出許多特色祭典。

一年四季，從台灣頭玩到台灣尾，

體驗最溫暖的人情、感受多元台灣風貌！

玩
樂
台
灣
一
整
年

台灣燈會
時間：農曆元月元宵節前後，為期約 9天
地點：各縣市輪流主辦，2018台灣燈會於嘉義縣登場（3/2-
3/11）

自 1990年舉辦以來，已成了元宵節最熱鬧的燈
會活動，原本僅在台北市舉辦，後來移師到全國各

縣市。每年依照生肖主題製作大型主燈以及各式花

燈，結合各地鄉土民情以及地景特色，延續農曆正

月的過年氣氛，曾被探索頻道評選為「全球最佳慶

典活動」之一，繽紛的璀璨燈光，加上聲光效果，

彷彿動態藝術饗宴。

鹽水蜂炮
時間：農曆元月 14、15日
地點：鹽水武廟周邊

由台南鹽水武廟主辦的元宵祭典，

數萬支蜂炮齊發，發出震耳炮聲巨

響，猶如置身在槍林彈雨中，刺激萬

分。相傳清朝時期，鹽水一帶霍亂瘟

疫流行，地方士紳恭請關聖帝君在正

月十五日前夕出巡遶境，沿途燃放鞭

炮助陣，漸漸演變成習俗特色。漫天

震響的鹽水鎮，連續兩天瘋狂轟炸，

已成為舉世聞名的民俗慶典活動。

野柳神明淨港文化祭
時間：元宵節前後，天數依系列活動不一

地點：新北市萬里區港東路 69號（野柳保
安宮前）

為了酬謝神恩、保佑漁民出海平

安，每年農曆正月 15日，野柳信眾
會舉辦「神明淨港」儀式，祈求出海

滿載而歸。熱鬧儀式包括淨海巡洋、

神明淨港與神明過火，最有看頭的莫

過於一群好漢扛著神轎躍入漁港中，

在隆冬季節考驗勇士們的耐寒度。為

期 2天的的淨港文化祭活動，全台灣
獨一無二，吸引眾多遊客前來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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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龍峒保生文化季
時間：每年農曆 3月 15日    
地點：台北市大同區哈密街 61號

農曆 3月 15日為保生大帝誕
辰，大龍峒保安宮熱鬧非凡，舉

辦「保生文化祭」，一系列民俗

表演、古蹟巡禮、傳統佾舞表演

和祭典三獻禮，各路戲班競相登

台獻藝，一次看齊所有劇團演出。

當晚燃放全台廟會碩果僅存的

「放火獅」，象徵驅逐瘟疫保平

安，蜂炮直衝天雲霄，在隆隆爆

聲中體驗台灣地方特色文化。

內門宋江陣
時間：每年 3月（2018年為 3月 17日至 4
月 1日）    地點：高雄市內門區內豐里內埔
82號（內門南海紫竹寺）

高雄內門區擁有全國最多的民俗藝

陣陣頭，被喻為「藝陣之鄉」，昔日

因強身、保衛、團結鄉里而組織的宋

江陣，漸漸演變成民俗技藝，「高雄

內門宋江陣」被列為台灣 12大節慶。
每年 3月，民俗文化饗宴熱鬧登場，
國高中職暨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

賽是活動焦點，另外還有總舖師辦桌

美食，歡迎一起來看陣頭呷辦桌。

竹子湖海芋季
時間：每年 3月中下旬    地點：台北市北投區竹子湖路

春暖花開，竹子湖一片白色浪漫！這處位於大屯山、七星山與小觀音山之間的凹谷，曾是一漥

天然堰塞湖，湖水退去後，肥沃土壤成了蘊育海芋的最佳環境。竹子湖海芋季大約於 3月中旬登
場，每年都有不同遊憩主題，結合周邊各農園花藝，以及山產美食，適合規劃一趟春郊賞花之旅。

沿著海芋環狀溪畔步道，登高俯瞰整片海芋梯田，純白清麗花色讓人心情舒暢。午後山嵐雲霧繚

繞，更增添神秘色彩，可串聯順遊陽明山景點。

大甲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
時間：每年農曆 3月，擲筊請示媽祖當年度
遶境起駕時間

地點：大甲鎮瀾宮→南瑤宮→西螺福興宮→
新港奉天宮→西螺福興宮→北斗奠安宮→彰
化天后宮→清水朝興宮→大甲鎮瀾宮。

農曆 3月媽祖進香，是全國最盛大
的傳統宗教文化活動，台中「大甲媽

祖遶境進香」已被文化部指定為重要

民俗，每年吸引許多信眾一起徒步遶

境進香，經過路線萬頭攢動。行經的

8座百年宮廟都有精彩表演，從鎮瀾
宮啟程、駐駕各宮廟、回程、返抵鎮

瀾宮，9天 8夜橫跨四縣市，總路程
超過 300公里，連外國人都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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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鮪魚觀光文化季
時間：每年 4至 6月
地點：屏東縣東港鎮新生三路 175號（漁會大樓）

屬於洄游性的黑鮪魚，每年 4至 6月會到台
灣巴士海峽海域準備產卵，此時肉質豐腴肥美，

符合「第一鮪」條件的黑鮪魚撈

捕上岸後，特別舉行遊街

活動及拍賣會，宣告東

港黑鮪魚觀光文化季正

式展開。黑鮪魚俗稱

「黑甕串」，因為運動

量大，肉質結實鮮美，是

生魚片中的極品，許多饕客特

地前來大啖油脂滿溢的好滋味。東港漁港漁產

品直銷中心熱鬧滾滾，別錯過櫻花蝦、油魚子

等在地美食，各種烹調方式風味迷人。

宜蘭綠色博覽會
時間：每年 4月左右
地點：冬山火車站周邊 

以農業生活、生態保育、永續未來等

方向為主軸，宜蘭綠色博覽會結合在地

好山好水，以及充滿創意的田園造景，

深度參與農事體驗。歷年場地都在蘇澳

鎮武荖坑風景區，2017年移師至冬山鄉
舉辦，增加了嶄新文創元素，步出美麗

的冬山火車站就能親臨會場。四周花海

繽紛，結合休閒農業、當地觀光，一系

列綠色輕旅行綠線讓人耳目一新。

墾丁春天吶喊
時間：每年 4月第一個週末，為期 3天
地點：鵝鑾鼻國家公園

4月和煦春風，為熱鬧滾滾的「春天吶喊」揭
開序幕！自 1995年舉辦至今的音樂盛事，最初
只是讓表演團體有上台演出的機會，慢慢發展

成大型音樂祭，規模也擴增至上百多團的盛況，

不分族群、年紀、形式，激盪出許多創作火花。

每年必定朝聖的音樂活動，連國外地下樂團也

來共襄盛舉。近幾年固定於鵝鑾鼻國家公園舉

辦，在碧海藍天的環境下開唱，跟著音樂搖擺

哼唱，沉浸在迷人旋律中。

澎湖海上花火節
時間：每年 4月份
地點：澎湖縣馬公市觀音亭園區

最早是因為空難重挫澎湖觀光，澎湖

縣政府與中華航空攜手於七夕舉辦活

動，以絢爛花火秀為當地注入新的活力。

自第一屆舉辦迄今，每年都有不同的主

軸及小旅行體驗路線，煙火型態推陳出

新，漸漸成了澎湖最大觀光活動，吸引

國內外遊客蒞臨。花火節於觀音亭園區

施放，西瀛虹橋的彩虹七道色彩，加上

數萬枚繽紛煙火，照亮菊島的夜空。結

合樂團輪番跨夜演唱，交織成夏日璀璨

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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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隆國際沙雕藝術季
時間：每年 5月至 7月
地點：新北市貢寮區福隆街 40號（福隆海水浴場）

福隆海水浴場是北台灣知名度最高的戲水聖

地，柔細的沙子屬於石英沙，加了水之後可塑

性高，非常適合創作沙雕。自 2008年舉辦首屆
「福隆國際沙雕藝術季」，各式主題作品吸引

觀賞人潮，融入電影、卡通人物、新聞時事等，

非常貼近生活。來自世界各國的國際沙雕師進

駐開雕，一起互飆創意，精緻細節讓人嘆為觀

止，作品數量也不斷改寫紀錄。

台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時間：每年 6月至 7月
地點：台東縣鹿野鄉永安村高台路 46號（鹿野
遊客中心）

初夏的台東鹿野天際，點綴了一顆顆

繽紛熱氣球！抱著滿心期待的心情抵達

高台，排隊搭乘熱氣球漫天翱翔，將整

個縱谷美景盡收眼底。自 2011年開始
的嘉年華盛事，每年都推出各種造型熱

氣球，包括憤怒鳥、黑武士等，遊人爭

相一睹風采。除了以繩子固定定點昇降

的繫留體驗，還有自由空中遊覽；地面

上的活動則包括光雕音樂會，為台東夜

晚增添浪漫色彩。

台北 101國際登高賽
時間：每年 5月初
地點：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7號

台北 101大樓的高度令人崇敬，曾居世界第
一高樓，2005年首度辦理「台北 101國際登高
賽」，吸引世界各國好手參加，為了安全考量，

選手必須通過健康檢查才能正式加入比賽。活

動當天，所有選手齊聚一樓廣場，待哨音響起，

所有人邁開步伐一層一層往上爬，畫面非常壯

觀。390公尺高的垂直高度，共有 91層樓、
2046階，規模超過紐約帝國大廈，被愛好運動
者視為一定要嘗試挑戰的經典賽事。

台灣自行車節
時間：每年 6月至 12月    地點：數個風景區

隨著樂活風盛行，單車人口越來越多，電影《練習

曲》的經典對白：「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

做了！」感動許多人，除了慢速體驗台灣各角落風景，

也帶動單車環島風潮。一系列「台灣自行車節」活動

陸續展開，開闢許多條悠遊型或挑戰型路線，包括花

東海景、太魯閣峽谷、新中橫公路等。不同的距離、

高度、坡度讓人盡情揮汗，還能近距離看到世界級的

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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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美食嘉年華
時間：每年 9月至隔年 6月
地點：全台各溫泉風景區

秋意漸濃，全台「溫泉美食嘉年華」

啟動！大自然賜予的寶貴湯泉，有美

肌、療養身心作用，各地都有不同的

泉質。包含大屯山的硫磺溫泉、無色

無味的礁溪溫泉、關子嶺稀有的泥漿

溫泉等，緩緩浸入氤氳蒸氣中，撫去

身心疲憊，肌膚也變得滑溜水嫩。不

論是自己獨享湯屋，或是跟家人、好

友共泡大眾池，各家風呂誠心款待。

活動搭配在地美食饗宴，盡情享受美

食、好湯，心頭也跟著暖暖的。

台灣夏至 235
時間：每年 6月至 9月
地點：嘉義縣市、花蓮縣、澎湖縣

北回歸線橫亙嘉義、花蓮、澎湖縣，

每當夏至節氣來臨，陽光直射北回歸

線 23.5度，北半球的白晝時間變長。
結合地理空間與節氣概念推出的「台

灣夏至 235」活動，仲夏另類瘋遊，
只要是北回歸線通過的地區，一系列

食、遊、藝、樂優惠活動讓人意猶未

盡，可到阿里山吃愛玉、遊賞花蓮的

蔚藍太平洋，或是到澎湖大啖海鮮，

寓教於樂貼近年度天文盛事。

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
時間：每年 7月中旬
地點：新北市貢寮區福隆里興隆街
40號（福隆海水浴場）

蔚藍東北角海岸，每年到了

七月，許多人換上花襯衫、戴

了遮陽帽，準備朝聖一年一度

的「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

自 2000年開辦迄今，已是音
樂創作人成為歌手、樂團的夢

想搖籃，連國外的地下樂團也

共襄盛會，台上台下一起舞動

哼唱。表演單位以接力方式輪

流上台，進場完全免費，年輕

人展現熱情活力，仲夏與音樂

來一場美麗邂逅！

頭城搶孤
時間：每年農曆 7月最後一晚
地點：宜蘭縣頭城鎮和平街 105號
（慶元宮前）

中華文化慎終追遠，目蓮救

母的故事從孝親演變成超渡，

農曆七月象徵邀請好兄弟到陽

間作客，各地準備了豐盛供宴

祭拜孤魂野鬼。最著名的包含

基隆中元祭、宜蘭頭城搶孤以

及恆春豎孤棚。頭城搶孤在七

月最後一晚舉行，在烏石港旁

的競技場架起孤棚與孤棧，總

高度加起來超過 10層樓，攀
爬塗滿牛油的粗大柱子可不簡

單，深夜的宜蘭彷彿不夜城般

熱鬧。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
時間：每年 7月至 8月
地點：宜蘭縣五結鄉親河路 2段 2號

炎炎夏日，「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清涼展開！

蜿蜒流經冬山鄉到五結鄉的冬山河，整治成功後，

順勢規劃為親水公園。每年 7、8月，公園變身為
水樂園，各項戲水設施讓人在盛夏時分恣意消暑，

從早到晚泡在水裡也捨不得離開。另特別邀請國外

表演團體展現傳統舞蹈、音樂技藝，結合生活享樂

藝術。獨一無二的大型遊戲設施一年比一年精彩，

整個公園充滿了大人小孩的笑聲，無限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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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101跨年煙火
時間：每年 12月 31日
地點：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7號 

全球備受期待的跨年盛事，「台北 101煙火秀」
每年都有新的突破，不斷加入嶄新元素，滿足聲光

視覺饗宴。自 2004年舉辦以來，跨年夜當天吸引
數十萬人至現場觀賞，加上週邊的跨年活動，眾多

知名藝人陪伴觀眾一起迎接新年。摩天大樓式的煙

火，除了上萬枚的煙火配置，也引進電腦燈和音樂

製作，全民齊心讀秒倒數，跨越新年的那一刻掀起

高潮，所有人歡呼擁抱！

日月潭萬人泳渡
時間：每年中秋節前後

地點：朝霧碼頭集合出發下水，至德化社碼頭上岸

每年中秋節前後，日月潭湧入上萬人潮，

大多是為了參加泳渡活動，來自國內外的游

泳好手齊聚朝霧碼頭，等待下水的那一刻。

全台最大的淡水湖泊，整個橫渡路線大約

3,000公尺，於 2002年正式列入世界游泳
名人堂。大會規定必須配戴魚雷浮標確保選

手安全，一旁的浮台供應食物，選手們精心

裝扮，點綴藍綠色的湖面，邊遊邊欣賞湖光

山色。

台北國際馬拉松
時間：每年 12月中
地點：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台北市市民廣場）

馬拉松是一項考驗體力和意志力的運動，

慢跑過程耐人尋味，在一吸一吐之間享受流

汗的暢快。行之有年的「台北國際馬拉松」

屬於城市路跑競賽，奔馳在仁愛路、信義區

等市中心，用不同的角度貼近台北風貌。賽

道通過 AIMS/IAAF認證，已被列為國際
賽事，每年參加人數屢創新高，連國外好手

也跨海前來挑戰，讓 12月的台北街道充滿
盎然生氣。

阿里山日出音樂會
時間：每年 12月 31日
地點：嘉義縣阿里山鄉香林村 17號（阿里
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阿里山的日出、雲海、鐵道、森林、

晚霞等奇景聞名海內外，在山上過一

晚，隔天凌晨起個大早，趕上祝山觀

日平台欣賞曙光。「阿里山日出印象

音樂會」於 2003年開辦，在 2,500
公尺的海拔高度聆聽悠揚樂曲，一起

迎接新年第一道曙光。清晨拂曉，當

金黃色光芒從對面玉山山脈躍起的那

一刻，所有人感動沸騰，也象徵新的

一年好運旺旺來。



台灣四面環海，擁有許多海岸地形，

各項水域活動發達，

帆船、獨木舟、衝浪等，

盡情親水悠遊。

戶外登山活動也很受歡迎，

攀登百岳盡攬山水奇變，

沉浸在寧靜悠遠的曠野。

趁著風和日麗的好天氣，挑戰各項活力運動！

活
力
動
感

新手百岳

衝浪景
點

浮潛潛水

極限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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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隆貢寮海最為人所知的，

除了海洋音樂季與國際沙雕

藝術季每年在這裡熱鬧登場

之外，更是許多衝浪愛好者

的天堂，而且還入選美國衝浪

雜誌《Surfing Magazine》全
球 50大最棒衝浪景點之一。
最佳的衝浪點位於東興宮廣場

前，擁有國際級的細柔沙灘、

浪型大且厚的右跑浪，全年平

均浪高約 2∼ 3公尺，也很適
合初學者到此練習。

交通：從台北車站搭乘台鐵至「福隆」
站下車

遠離墾丁大街的喧囂，寧靜

的南灣顯得格外悠閒，也因為

這樣，在這裡從事水上活動讓

人有如置身國外的感覺。在南

灣西側有一處專門規畫給衝浪

愛好者的海域，衝浪客可以盡

情地與海浪一搏，珊瑚礁盤造

就的完美浪點，浪型又浪又

穩，平均浪高約 2∼ 3公尺，
一年四季皆有不錯的浪況，不

論是初學者或高手都會愛上這

個衝浪勝地。

交通：從高雄火車站或高鐵左營站搭
乘國光客運、高雄客運、中南客運、
屏東客運至「南灣」站下車

位於宜蘭縣頭城鎮大溪附

近的蜜月灣，是北關以北唯

一的沙岸，可遠眺龜山島，

海灣呈月眉形，景緻秀麗，

海水清澈，沙灘平緩、沙質

細軟，海灣的中心點就很適

合衝浪，假日更是眾好手比

拚實力的勝地；而海灣的右

側因受岩石地形影響，浪勢

較有變化，浪高可達 3公尺，
衝浪的挑戰度也跟著拉高，

得要有些身手的人才能駕馭。

交通：從台北車站搭乘台鐵至「頭
城」站下車

東河鄉至金樽漁港一帶海域，海水潔淨，平緩的海底地形激起的海浪相對

也比較平穩，浪型或浪高都屬國際級水準，全年皆可從事衝浪運動，秋冬的

東北季風更是吸引無數愛好者到此追浪。金樽更是台灣唯一獲得亞洲國際衝

浪組織（ASC）與國際職業衝浪組織（ASP）評定為亞洲最新衝浪比賽場地，
一年一度舉辦的國際賽事，則是集結世界各路好手到此較勁。

交通：從台東火車站搭乘鼎東客運（海線）至「東河」站下車

福隆貢寮

墾丁南灣

頭城

蜜月灣 臺東東河

福隆貢寮 墾丁南灣

台東東河

頭城
蜜月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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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山素有「最容易親近的百岳」

之稱，位於台 14甲合歡山莊附近，
海拔 3,237公尺，從登山口步道到登
頂，約 784公尺，步行來回約 30分
鐘，山勢和緩，山頂平坦開闊，是合

歡山群峰中最容易攀登的一座。沿途

玉山圓柏、玉山杜鵑等高山植物生態

豐富，登頂還可眺望合歡山主峰、奇

萊山主峰、屏風山、中央尖山、南湖

大山等山脈，也是觀看日出的好地

方。

交通：從台中火車站搭乘豐原客運梨山線於
「合歡山」站下車再步行或轉搭計程車，登
山口位於台 14甲線 33.4K處

屬雪山山脈的雪山東峰，海拔3,201
公尺，連結武陵農場，由此登山里程最短，是大

部分登山者進入雪山的主要路線。從登山口出

發，約有 5公里的陡升路段，其中約 4公里處的
哭坡，山坡陡斜，令人生畏；但只要過了這一關，

眼前的合歡群峰、武陵四秀、南湖中央尖山色美

景姿態萬千，再辛苦也絕對值得。登山前記得先

辦理園許可證，可上雪壩國家公園網站申請哦。

交通：從宜蘭轉運站或羅東車站搭車至武陵農場，從「雪山
登山口管制站」入山

合歡山主峰是太

魯閣國家公園西

邊的界山，也是立

霧溪與濁水溪的分

水嶺，海拔 3,417公尺。早期
有軍隊駐守，自 2000年撤離
後，由太魯閣國家公園規畫管

理，步行至觀景台即可欣賞到

山巒美景，登頂後可將合歡群

峰、奇萊山、能高山、南湖大

山、中央尖山，甚至玉山攬進

眼底，欣賞日出日落，待上一

天也不會無聊。

夏季則是百花爭艷、冬季雪

花紛飛，更是國人最愛去賞雪

的地方。

交通：從台中火車站搭乘豐原客運梨
山線於「合歡山」站下車，登山口位
於台 14甲公路 30.8K處

玉山主為東北亞第一

高峰，海拔 3,952公尺，
為台灣群山之首，百岳排

名第一，壯麗高峻的山容與

絢爛的日出景觀，吸引無數中

外登山客前來征服。登玉山有

兩條路線，一為東側的八通關

線，一為西側的塔塔加鞍部

線，是最多登山客走的路線，

距離排雲山莊約 2.2公里，是
玉山唯一有人管理的山中旅

館。延途自然生態豐富，日出、

雲海、花海、白雪，一年四季

景觀多樣貌，此生必攀登。

交通：從高鐵台中站搭乘員林客運至
「東埔」站下車，再搭計程車前往塔
塔加，轉由「塔塔加鞍部登山口」入
山；或從高鐵嘉義站搭台灣好行阿里
山線至「阿里山」站，再搭計程車前
往塔塔加

石門山

雪山東峰

合歡山

主峰 玉山

合歡山
主峰

玉山

雪山東峰

石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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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琉球

澎湖

目斗嶼

墾丁

後壁湖 蘭嶼

屏東縣小琉球保育綠蠵龜有

成，不只在海邊可以看到綠蠵

龜，下海浮潛更有機率近距離

與綠蠵龜共遊！每年 5∼ 10
月是綠蠵龜上岸產卵的季節，

孵化後約有 5,000隻小海龜游
回大海，因此小琉球附近的珊

瑚礁海域都可以看到牠們可愛

的身影。但綠蠵龜保育不易，

到小琉球浮潛時切記別太逼近

或碰觸驚嚇到牠們，留給之後

的遊客再相遇的機會。

交通：從屏東火車站搭乘客運至「東
港碼頭」，再搭乘交通船前往

位在群島最北方的目斗

嶼，除了黑白高大的目斗嶼

燈塔，周圍珊瑚礁岩生態非

常完整，燈塔正前方的港灣

被喻為浮潛天堂，是初學者

最佳體驗之境。海蝕作用將

玄武地形切割出一條海蝕隧

道，漲潮和退潮各有不同風

貌。跟著專業教練優游藍色

海地世界，海水清澈透明，

熱帶魚和小丑魚穿梭珊瑚礁

其間，煞是美麗。

交通：從馬公本島赤崁碼頭搭船
前往，或參加當地套裝行程

後壁湖是墾丁國家公園內最大的漁港，碼頭市場裡新鮮的魚獲，每逢假日總是擠

滿大啖海鮮的饕客，相當熱鬧。後壁湖也是恆春半島最美麗的海域，臨近海岸有深

約 1∼ 3公尺的珊瑚礁岩瀉湖地形，景緻優美。在國內保育人士的維護下，使得此區熱帶魚種豐
富，民眾可藉由浮潛或潛水欣賞海底生物、珊瑚、海膽以及潮間帶生態。

交通：從高鐵左營站搭乘高雄客運、屏東客運、國光客運、中南客運、墾丁快線至「後壁湖」下車

來到蘭嶼，除了參訪達悟

族的原民文化，各式各樣的

活動都能讓您全面認識蘭

嶼，並愛上蘭嶼，像是探索

角鴞生態、划拼板舟、夜探

飛魚、釣小管或浮潛等都是

不錯的體驗。其中，浮潛可

說是親近海洋最容易的方式

了，蘭嶼有世界級的清澈海

水以及豐富海洋生態，是國

內外遠近馳名的浮潛勝地，

珊瑚礁岩多不勝數，熱帶魚

在此恣意優游，海底世界熱

鬧極了，絕不能錯過。

交通：從台東火車站或機場搭計
程車至台東富岡漁港轉渡輪，或
從台東機場轉搭飛機至蘭嶼

墾丁
後壁湖

小琉球 澎湖
目斗嶼

蘭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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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洞攀岩

親水斷崖

獨木舟

烏岩角

獨木舟 花蓮泛舟

位於台灣東北角海岸的

龍洞攀岩場，介於鼻頭角

與和美之間，是一處矗立

在龍洞灣旁一整面的高聳

岩壁，綿延將近 2公里，
岩壁最高處約有 70公尺，
堪稱台灣唯一國際級的戶

外天然岩場。除了完整的

大片岩壁，還規畫有 600
條的攀登路線，包含運動

攀登、傳統攀登、抱石與

落水攀登等路線，攀岩路

線下方也有寬敞的腹地可

供休憩，吸引眾多攀岩愛

好者到此挑戰。

親近東海岸奇觀，首先，上完基本

的訓練課程，穿上救生衣，手持划

槳，聽著教練的指令破浪而出，從坡

下沙灘出發，約莫 6公里的行程，從
海面的視角觀看親水斷崖，壯麗雄偉

的景像，不禁令人讚嘆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不論你是第一次划獨木舟，或

是經驗老道的划手，參加朝陽團體驗

破曉時陽光在海面上的七彩變化，亦

或想感受陽光洗禮的午後團，皆能感

受東海岸山海之美。

交通：從台北車站搭乘台鐵至花蓮「崇德」
站下車

烏岩角位於宜蘭南方澳與東澳兩大海灣之間，亦是中

央山脈主脊的起點。從東澳出發，來回約 10公里的獨
木舟行程，在夏季海況平穩的季節造訪最是合宜，順著

太平洋吹起的南風，揮舞著雙槳，運氣的好的話，還有

飛魚、鯨豚為伴，穿過東海岸最大的萬年海蝕洞，感受

更是奇妙；一路來到純淨無汙染的烏岩角，體力好的人

或許可以再到島上攀岩，欣賞海天一色的美景。

交通：從台北車站搭乘台鐵或國光號、葛瑪蘭客運至「東澳」站下車

熱愛水上活動的遊客們，絕不能錯過

花蓮秀姑巒溪泛舟！秀姑巒溪兩旁陡峭

的峽谷、曲流、河階等地形景觀多變，每

年 5∼ 10月是最佳的泛舟時期。從瑞穗大橋出
發，必須靠著同船隊友的齊心協力，沿途會遇

到大大小小的激流、險灘，還要閃開奇石，穿

越二十幾處驚險河段；划至長虹橋，河床豁然

開朗，水流平緩，約 24公里的泛舟行到橋下已
達終點，刺激無比的體驗令人意猶未盡。

交通：從台北車站搭乘台鐵至花蓮「瑞穗」站，再轉乘業
者接駁專車

交通：從台北車站搭乘國光客運，或從基隆火車站搭基隆客運至「龍洞南口海洋公
園」站下車

龍洞攀岩

烏岩角
獨木舟

親水斷崖
獨木舟

花蓮泛舟



叢爾寶島，四面環海、各種地形豐富，

有著多樣化的自然美景，

共有 9座國家公園以及 18處國家森林遊樂區。
從海平面到 3,952公尺的玉山高度，
橫跨了熱帶、亞熱帶、溫帶、亞寒帶植物環境，

而且隱藏許多絕美秘境，

讓人驚呼「台灣好美」！

絕
美
台
灣
聖
地

一
定
要

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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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台北後花園」之稱的陽

明山國家公園，境內擁有許多

得天獨厚的自然特殊景觀。其

中，小油坑位於七星山海拔八百公尺處的西

北麓，是「後火山作用」造成的地質景觀區，

包含火山噴氣孔、硫磺結晶、溫泉還有令人

讚嘆的崩塌地形。沿著步道可遠眺竹子山、

大屯山與小觀音山等，以及金山海岸，是一

處充滿視覺、聽覺與嗅覺的自然教室。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竹子湖69號（小油坑遊客服務站）
交通：搭乘皇家客運 1717路線公車可直接到達，或
是前往陽明山的公車於總站轉乘 108遊園公車

美麗的北海岸是

許多人假日出遊好

去處，位於新北市瑞

芳區的深澳岬角、舊

稱「番仔澳」內的象鼻岩，

更是數一數二的美景勝地。由於

長年歷經東北季風吹拂，以及海

水侵蝕而形成的海蝕天然拱橋，

壯麗景象宛如一頭巨象將象鼻伸

入海面喝水，令人讚嘆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從入口處經過濱海步

道，沿途有許多海蝕景觀，山坡

上的蕈狀岩也很有看頭。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深澳里深澳路

交通：從瑞芳火車站搭乘基隆客運 1051
至「深澳發電廠」站，沿深澳路步行即
可抵達

瑞雙公路素有「北台

灣最美的公路」之稱，

也是許多單車客熱愛挑

戰的路線之一，蜿蜒山路

可同時欣賞美麗的山景與海

景。尤其秋季芒草盛開時，山

路兩旁的芒花猶如海浪般隨風

襲來，令人著迷於山巔風光。

不厭亭就位在公路的最高點，

是欣賞整條寂寞公路的最佳地

理位置，同時也可眺望雙溪全

景以及遠眺瑞芳海岸，常有許

多汽車廣告來此拍攝取景。

地址：新北市雙溪區瑞雙公路（雙溪
與九份交界處附近）

交通：台北車站搭乘基隆客運 1062
號至「金瓜石」站，轉搭計程車

九份
不厭亭

小油坑

陽明山
夢幻湖

深澳
象鼻岩

夢幻湖生態保護區位於陽明山七星山山腰，湖水主要來源為雨水。一般來說冬季

水量較為豐沛，夏季有時則低淺或乾涸。夢幻湖因湖中生長著被列為國寶級的珍貴

植物「台灣水韭」而成為生態保護區，園區內還有七星山穀精草以及拉都希氏赤蛙等重要

的的動植物資源。沿著環湖步道欣賞神秘的湖泊面貌，午後山嵐湧現時，如置身夢幻仙境。

地址：台北市陽明山竹子湖路 1-20號（陽明山管理處）
交通：從捷運劍潭站搭乘小 15路公車於「冷水坑站」下車

金瓜石黃金神社為日治時

期留下的古蹟建築，神社

步道入口位於黃金博物館園

區，步道以石階砌成，拾階而

上可遠觀基隆山與茶壺山的秀麗風景。1933
年，日本礦業株式會社接管礦山後，將神社

搬遷擴建於此，主奉治鍊之神，為當時信仰

中心。台灣光復後，此處慢慢荒廢棄置，現

僅存有鳥居兩座、石燈籠四對、旗幟台一對

及正殿石柱，另有一番歷史況味。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金光路 51-1號
交通：瑞芳火車站搭乘基隆客運，往金瓜石方向於「黃
金博物館」下車後步行

金瓜石
黃金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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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瓜石十三層遺址是一座雄偉卻又神祕、帶著暗棕色調的巨大建築，聳立於黃

金山城間。1933年落成竣工，依山形地勢層層向上搭建而成，日治時期為處理
礦砂生產粗銅，全台最大的選礦煉製場，山頂可眺望水湳洞、陰陽海、廢煙道以

及遠方的基隆嶼。附近可以找到 3條綿延數公里長的廢煙道，如同巨大蟒蛇般壯
觀，老舊建築見證了九份與金瓜石昔日繁華景象。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金水公路（新北市北部濱海公路 78.5公里）    交通：瑞芳火車站搭乘基隆客運 1001號至「水湳洞」站

北濱海公路與海的交界處有一

大片風化岩石區，這裡是南雅

地質步道，一整片岩層全都是大

埔層砂岩。海岸岩塊因為長年風化

及海水侵蝕作用，造成垂直節理甚多，

岩塊易被風化侵蝕成針狀或柱狀的岩

峰。奇特的地貌，紋路如同藝術大師

畫筆下的特殊彩繪線條，吸引廣告、

MV拍攝，其中有一座尖尖竹筍，像
極了冰淇淋形狀，引人無限想像！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員子山路（台 2線 80.8公
里處）

交通：台北火車站搭乘國光客運 1811、1812
至「南雅」站

大陸有千島湖，台灣也有千島湖！

位在新北市石碇區翡翠水庫上游塗潭

的茶園內，因水庫集水作用加上原本

地形地貌，形成大大小小的特殊湖泊景

色。山與水的蜿蜒交錯、一畦畦茶田與湛

藍天空相映襯，使得千島湖增添了如同人

間仙境的動人色彩。眾多小島或延伸至湖

泊的地形中，尤以遠觀似鱷魚頭的半島人

氣最旺，不同角度都有驚人的新發現。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永安里

交通：新店捷運站搭乘新店客運綠 12於「十三股」下車

內洞森林遊樂區有另一個可愛的

名稱「娃娃谷」，南勢溪的上游

侵蝕形成陡峭峽谷景觀，瀑布群

馳名全台，尤其陰離子含量居於

全台森林遊樂區之冠！園內的森林浴

步道長達數公里，平緩好走，鳥類、蛙類、蝶類相

伴，加上淙淙流水聲和清新空氣，頓時忘卻塵囂。

秋日楓紅與浪漫春櫻花美不勝收，可同時賞花又賞

瀑布。

地址：新北市烏來區信賢里

交通：捷運新店站轉搭新店客運烏來線，至「信賢村」站下車
即可達

金瓜石
十三層遺址

石碇
千島湖

南雅奇岩

內洞森林
遊樂區

老字號的烏來雲仙

樂園，擁有全台獨一無

二的交走式高空景觀纜車，想入園只

能經由這個交通方式！透過車窗玻

璃，可俯瞰整個烏來山區和流瀉而下

的瀑布。因為溪水相隔，園內保留了

廣大原始林、上百種原生動植物。許

多復古式的遊樂設施和木頭遊憩，讓

人重溫兒時回憶。5月螢火蟲季時，
園內螢光點點，適合來一趟生態賞螢

小旅行。

地址：新北市烏來區瀑布路 1-1號
交通：捷運新店站轉搭新店客運烏來線，至
「烏來站」站下車轉搭台車或步行

烏來
雲仙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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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庄
向天湖

位於北海岸石門區老梅里的石槽海岸，是

季節限定隱藏版美景！數萬年前大屯火山

爆發後，遺留海岸邊的火山礁岩在海浪長

期沖刷侵蝕下形成石槽。潮溝地形的岩脊

紋理十分美麗。每年東北季風吹起，滔滔浪

花滋潤了石槽岩面，開始滋生石蓴、海髮絲等海藻，隔年

3到 5月附滿於石槽上，將整個海岸染上鮮綠色彩，形成
令人驚嘆的特殊綠石槽景觀。

地址：新北市石門區下員坑    交通：淡水捷運站或基隆火車站搭乘兩地
對開的淡水或基隆客運，於「老梅」站下車後步行至老梅社區

觀霧森林遊樂區位處新竹縣與苗栗縣

交界，海拔高度約 2000公尺，此處因
長年受雲霧籠罩故得名「觀霧」。園內

共有五條主要步道，以瀑布、巨木、榛山、

賞鳥、雲霧等主題規劃路線。每條步道皆有其

不同特色，有如絲娟白幔的瀑布、有數千年的巨

木，有的可眺望雪山聖稜線和大霸尖山等名峰，

登高健行沐浴芬多精，是享受森林浴的絕佳去處。

地址：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觀霧

交通：無大眾運輸，需開車或包車前往

如夢似幻的汐止新山夢湖

步道，是「新山」與「夢湖」

兩者合稱，位在山中的小湖

泊，午後常飄起雲霧，吸引

許多新人到此拍攝婚紗相片。

碧綠色的湖水和四周疊翠山巒，增添幽靜神

祕氣息；春夏杜鵑花、油桐花和螢火蟲輪番

登場，秋冬則有變色葉植物。沿著步道環湖

一圈，可近距離觀賞湖中的保育類動植物，

或是攀登至新山山頂，視野無限廣闊。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夢湖路（於汐萬路三段轉入）

交通：搭乘台鐵至汐止火車站，轉乘新北市巴士 F910
（五指山線）至「夢湖路口」站下車，再循指標步行

純樸的苗栗

南庄以山林

秘境聞名，

尤其是賽夏族

人的重要祭典聖

地「向天湖」，冬春之際，

湖面常常瀰漫霧氣，宛如世

外桃源。山字型的湖泊腹地

廣大，湖中各種魚類優游，

充滿靈秀氣韻。湖畔周邊種

了一大片老杉木、油茶林以

及桂竹，動植物生態豐富多

元。沿著湖畔散步、觀賞賽

夏博物館，認識當地最重要

的原民文化與賽夏族矮靈

祭，有機會可參與同歡。

地址：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 16鄰
向天湖

交通：從南庄遊客中心搭乘台灣好
行向天湖線至「向天湖」站

位於桃園大溪及復興區交

界，轉進幽靜產業道路內，

不久即可到達這棟獨特美麗的

老教堂。當地的泰雅原住民自動自發到附近

溪河岸邊鑿石，一塊塊挑上山堆砌建造。牧

師即為設計師，以「通往天堂的鑰匙」為概

念，打造獨特的入口風格，牆面古樸雅致，

散發裸石建材韻味。午後 3、4點，光影斜
斜灑落，映襯出遺世獨立氣韻以及神聖光

輝，被文建會列為歷史百景之一。

地址：桃園市復興區三民村 18鄰 96-3號
交通：從桃園或中壢火車站搭桃園客運至大溪總站，
再轉乘往復興的公車至「三民」站下車；或往蝙蝠洞
的公車至「蝙蝠洞」下車步行

基國派
老教堂

新山夢湖

觀霧森林

老梅石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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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的崎頂車站是一

處日平均進站人數不超過

百人的無人招呼小站，除

了純樸的建築，沿著指標前

往崎頂一、二號隧道，這處舊

隧道是台灣唯一兩座相連的雙軌隧道，又有

「子母隧道」之稱。因為平日人煙稀少，樹

林盎然茂密，宛如《龍貓》的秘密基地，又

像是《神隱少女》充滿神秘色彩的詭譎隧

道，彷彿可以通往另一個奇異世界。

地址：苗栗縣竹南鎮崎頂里北戶 55號（崎頂車站）
交通：搭乘至崎頂車站沿著指標步行

跨越魚藤坪溪的龍騰斷橋，又稱「魚

籐坪斷橋」，位於舊山線泰安火車站

到勝興火車站之間，因為關刀山大地

震而剩下橋墩。磚拱鐵路橋造型優美，

總長200多公尺，當年竣工時是全台跨距最大的橋樑，
紅磚橋身讓人遙想昔日火車在山區蜿蜒而行的光景。

結合周邊三義、勝興、泰安等山城遊憩廊道，桐花季

期間，漫山紛飛雪白花瓣，成為攝影的最佳景點。

地址：苗栗縣三義鄉龍騰村鄉道苗 49線
交通：三義火車站搭乘三義采風觀光巴士至「龍騰斷橋」站

南投杉林

溪旁矗立了

一大片原始

森林，筆直

高聳的杉木林與

周邊自然生態形成幽境，著

名的忘憂森林為 921大地
震後所形成的淤積沼澤，樹

木則因長時間浸在湖水中而

成了枯木，時間一久，變成

了今日特殊的白木林森林景

觀。這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

的風景，枯樹與積水相映、

在藍天白雲下襯著清亮的光

線，就如同仙境般的夢幻景

色，引人駐足。

地址：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興產
路

交通：台鐵台中站轉搭台灣好行
公車至「溪頭」站，轉搭開往杉
林溪森林遊樂區的公車至忘憂森
林登山口下車，步行上爬產業道
路或是乘接泊車上山

台南的井仔腳瓦盤鹽田是全台最古老的鹽

田，至今已有近 200年的歷史，隸屬雲嘉南
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為了延續曬鹽產業

的文化精神，特將鹽場復育於北門永華里海岸

邊，保留曬鹽景觀，重現引進海水後再利用日光

曬鹽製作晶鹽的流程。遊客可在此體驗傳統曬鹽、

挑鹽、收鹽的樂趣，是一處適合親子同遊的知性

旅遊景點。

地址：台南市北門區永華里井仔腳興安宮旁

交通：台南火車站前搭乘藍幹線至「佳里站」，再轉搭乘藍 2
支線至「井仔腳」

位於台江生態文化園區的

四草綠色隧道，有著「台灣

袖珍版亞馬遜河」之稱，路線

分為搭乘觀光船的四草湖航線與搭乘竹筏的

綠色隧道航線，非常適合搭船親近自然生

態。遊覽紅樹林生態圈，一次可飽覽五梨

跤、水筆仔、欖李、海茄苳四種紅樹林。紅

樹林交織成水上綠色隧道，恣意享受大自然

靜謐，並感受不同光影在隧道內所帶來的視

覺饗宴。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大眾路 360號（搭船地點）
交通：台南火車站轉乘市區2號公車至「四草站」下車，
或轉乘台灣好行 99台江線至「四草生態文化園區」站

四草隧道

忘憂森林

龍騰斷橋

崎頂鐵路

台南
井仔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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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桐為屏東恆春的一個靜謐小村落，同時也是熱門

的潛水地點。海岸線長約 1公里，擁有著名的海底景觀，
海面下地形多變化，從巨大礁石到深溝裂谷形成的峽谷隧

道等，吸引潛水愛好者。這裡也是恆春沿海石珊瑚生物相最豐

富的地區之一，淺水處有石珊瑚、軟珊瑚、海百合、海綿等生物。電

影《海角七號》拍出唯美畫面，海天一色的「墾丁藍」令人心動。

地址：屏東縣恆春鎮萬里路

交通：從恆春轉運站搭乘墾丁街車菊線至「悠活」站再步行

奎壁山是早期澎湖八景之一的「奎壁聯輝」，可以站在山頂眺望周邊島嶼。其

中赤嶼至奎壁山海岸的潮間帶平時整片淹沒水中，每當退潮時海水會悄悄往左右

兩邊退去，出現一條踏浪步道，與對岸的赤嶼相連，可通抵達島上，如同「摩西

分紅海」般上演神蹟，特殊奇景也成為觀光客的熱門必去景點。要特別注意的是，

欲觀此奇景，要注意算準潮差時機喔！

地址：澎湖縣湖西鄉北寮村    交通：北寮線及龍門線皆有公車抵達北寮

即便是晴天太平山也會起霧，而來

到見晴這個地方剛好是脫離起霧的範

圍，因此又稱之為「見晴」。幽靜的

見晴懷古步道是當年為太平山運輸木

材的鐵路，運材軌道原長約 5.5公里，沿
途保留鐵道、轉轍器等歷史痕跡。步道平穩好走，環

境清幽，曾被評為全球最美 28條小路之一，目前修
復保留了近千公尺，是暫時遠離都市塵囂的好地方。

地址：太平山宜專一線 23公里處
交通：從宜蘭或羅東搭乘國光客運路線至「太平山」

花蓮玉里的赤科山地處海

岸山脈約九百公尺的峰頂上，

是台灣兩大金針花的產地之一，

每年夏季的金針花季，山頭一整

片金黃花海盛開，令人心曠神怡，

忘卻憂愁，難怪金針花又有「忘

憂草」之稱。同時，別忘走訪「赤

柯三景」，即金針田中的三顆黑

色火成岩、千噸石龜這兩處天然

地景，以及逾半世紀歷史的汪家

古厝，在廣場前的曝曬、烘乾流

程，是攝影玩家最愛。

地址：花蓮縣玉里鎮觀音里高寮村 
交通：搭乘火車在「玉里站」下車，轉搭
計程車上山

除了看日出，東清灣北處有一秘境，由於

海水漲退潮的關係，在珊瑚岩群的環抱中，

形成一處天然的水域，碧藍清澈的水質，水

位不深，戲水或浮潛可見寄居蟹、小魚優游

其間，猶如世外桃源。這裡沒有明顯的路標，從

東清部落自行騎車往東北方向約 1分鐘後看到圍籬，
經過碎石路段後，騎到底抵秘境停車場，再步行往海邊

方向，沿途有不少礁岩，請留意您的腳步，注意安全。

交通：搭乘飛機或到台東富岡漁港搭船至蘭嶼，轉乘計程車或自行
租車至東清灣約 20分鐘。

澎湖
奎壁山

見晴
懷古步道

屏東
萬里桐

赤柯山

東清秘境



台灣位居太平洋花采列島中央位置，

板塊地質運動造就離島多樣性，

包含澎湖、金門、馬祖、綠島、蘭嶼及小琉球等，

適合來一趟跳島之旅。

每座島嶼都擁有深厚的人文歷史，

美食海鮮也非常豐富，彷彿置身另一個國度。

離
島
蒐
集
輕
旅
行



牛頭山位處綠島東

北角，三面環海，

是綠島的地標。從

人權紀念公園遠眺牛

頭山，就像一頭老牛

趴臥在海面上，牛頭、

鼻、耳、頸是那麼的維妙維肖，像是守望

在那兒等著遊客的到來。牛頭山頂是一大

片碧草如茵的草原，在海風吹拂下格外清

爽宜人，同時也是一處適合觀海、看夕照

的地方，居高臨下看著夕陽緩緩落入海岸

山脈，別有一番感受。

交通：搭乘飛機或船至綠島，租借機車約 19
分鐘可抵達

綠島監獄因

收容黑道首

領級人物而

聞名，在島上

也有一間監獄文

創店「大哥ㄉ故

事」，以趣味、搞笑的大哥造型公仔為發

想，結合相關主題，做出許許多多紀念商

品，店內擺設則以監獄為主題，特製兩間

牢房，還有逼真的茅廁，供遊客免費拍照

留念。熱賣的 T恤、鑰
匙圈、杯具等，以黑白

為主軸，搭配時事或逗

趣的字眼，令人會心一

笑，成為遊綠島必買的伴

手禮。

地址：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漁港路 27-1號
電話：089-672-510
交通：搭乘飛機或船至綠島，步行約 1分鐘
即可抵達

綠島地景豐

富，生態更

是迷人。從

前綠島有個美

麗 的 別 名「 鹿

島」，因為養殖

梅花鹿是綠島的經濟命脈，之後養鹿風潮

退卻，梅花鹿被野放山林。近年來，在綠

島較高地勢的開設梅花鹿生態園區，梅花

鹿再度成為綠島閃亮的一顆星。占地 23
公頃的園區綠草如茵，同時也規畫民眾與

梅花鹿的互動區域，與可愛的小鹿斑比可

以更近距離接觸哦！

地址：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草山 201號    
電話：089-672-510
交通：搭乘飛機或船至綠島，租借機車約 13
分鐘可抵達

睡美人

岩與哈

巴狗岩

位於綠島

的東方，

從海參坪

遠眺，可見睡美人岩以仰臥的姿態望

向綠島湛藍的天空，而白色沙灘就像

她的秀髮飄散在海面上；一側的哈巴

狗岩則忠心地靜靜守候在睡美人旁。

有人說他們原是一對恩愛的情侶，因

為得罪了神仙而被變成石頭；也有一

說是哈巴狗為守護被女巫詛咒的睡美

人，不論哪個傳說，都為綠島的美景

增添童話想像與神祕氛圍。

交通：搭乘飛機或船至綠島，租借機車約
19分鐘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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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頭山

監獄文創

哈巴狗岩與
睡美人岩

梅花鹿



澎湖群島

約有 90
個 大 大

小的小島

嶼，大多由

玄武岩熔岩

所構成，說它是「玄武岩之鄉」一點

也不為過。玄武岩奇景渾然天成、氣

勢磅礴，全台僅有，更在 2002年被文
建會列為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像是

西嶼鄉大菓葉柱狀玄武岩，日積月累

深受水侵風蝕，六角的垂直狀節理矗

立在海邊，在大雨過後，岩前一處低

窪積滿水時，映照著玄武岩壯麗，格

外夢幻醉人。

交通：搭乘飛機至馬公機場，轉乘計程車
或自行租車約 40分鐘至西嶼鄉大菓葉柱
狀玄武岩。

每年 6月
至 中 秋

節前後，

夜釣小管

是澎湖漁民

重要漁撈活

動，主要漁場在東海、虎井、

七美以南等海域，由於小管

屬趨光性動物，宜在夜間七

點半過後出海，以數十顆集

魚燈吸引小管靠近，就能輕

鬆捕獲。後來夜釣演變成澎

湖當地熱門的觀光休閒活動，

全程大約 2個小時，釣完之
後還可以吃到鮮嫩可口的小

管沙西米或小管麵線！

到澎湖不吃海

鮮怎對得起

自己的五臟

廟呢？澎湖附

近海域水質好，

常見的「澎湖縣

魚」玳瑁石斑、土魠魚，以及營養價值

媲美黑鮪魚的海鱺，還有肉質扎實的大明

蝦、肥美鮮甜的小管、人間美味的馬糞海

膽⋯⋯不論是養殖或現撈，做成各式海鮮

料理，鮮美程度自然不在話下，絕對讓人

讚不絕口、食指大動。

要認識一個地方，

最快且最容易入手

的就是市場了。北

辰市場是馬公市最具

規模的傳統市場，一

樓販售海鮮、蔬菜、

熟食、乾貨等，二樓則是家禽肉品類，加

上市場外的攤商，相當熱鬧活絡。市場裡

裡外外可謂臥虎藏龍，特有的澎湖絲瓜、

山茼蒿、海菜、石斑魚、石 、花菜干、

楊梅⋯⋯還有各式各樣的在地小吃，如炸

粿、炸棗、狗母魚丸等等，可是在台灣吃

不到的美味哦！

交通：搭乘飛機至馬公機場，轉乘計程車或
自行租車至北辰市場約 18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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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岩

夜釣活動

海鮮大餐

逛北辰市場



來自福建泉漳的閩式建築，以馬

背、燕尾、隘門等形式交織出古

色古香的氣韻風華，建材、雕功，

甚至風水格局皆十分講究。1920∼
30年代，到外地謀生的金門人，衣錦
還鄉後，引進南洋建築風格興建洋樓，

外觀多為開放式外廊與西式山牆雕刻圖案，當地人稱其為「番仔

樓」。因地理環境、氣候及政治時局因素，在金門可以欣賞到保

存相當完整的傳統建築。

在兩岸軍

事對峙的年

代，金門人自

組民防自衛隊，

人人皆兵，各

家民宅紛紛挖掘坑道，鞏固民防工事，全

島有多處大大小小的地下坑道，猶如地底

迷宮。直到民國 81年，金門戰地政務裁
撤終止後，民防自衛組織正式走入歷史，

觀光開放後，這些戰備坑道成為代表當年

砲戰的歷史見證者。走在坑道裡，兩旁堅

硬如磐石的牆面，還有為之振奮的精神標

語，不禁令人肅然起敬。

風獅爺在金門處處可見，

是當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

文景觀。早年因為金門缺乏

林木遮擋，深受風沙之苦，而

以石頭刻成氣勢威武的獅子來

鎮風止煞、祈福，被居民視為

村落的守護神。現存的風獅爺大多以花崗岩為主，少數為

磚泥或水泥、陶土建造。造型多變，有手持元寶、太極、

劍、彩球，姿勢或蹲或立，亦或面帶笑容、仰天長嘯，十

分可愛。

不同於台灣本島的逛

夜市般喧嘩熱鬧，晚

間體驗金門夜生活多

了一份文化氣息。您可

以走訪後浦小鎮，在當

地導覽員的帶領下，以

2個小時的時間帶您從全台唯一現存的清
朝官署－總兵署開始，認識金門的歷史、

建築與廟宇、洋樓等景點，白天喧騰的模

範街，在夜燈初起之際，有古樸味道格外。

想要參加夜遊遊程記得先報名預約哦。

地址：金門縣金城鎮浯江街 53號（後浦小鎮
總兵署）

電話：082-325-632莒光樓旅遊服務中心
交通：搭乘飛機至金門機場，轉乘計程車約
18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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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式與
洋樓建築

坑道烽火歲月

尋找風獅爺

夜逛金門



馬祖共

有 4 座 天
后 宮，3 座
位 在 南 竿，

1 座 位 在 東
引，其中以南竿馬祖村的天后宮香

火最為鼎盛。相傳媽祖林默娘投海

救父，背著父親屍體漂流到南竿，

當地居民將其隆重安葬，並建廟祀

奉，在馬港村天后宮可媽祖靈穴石

棺，吸引不少信徒前來朝聖。每年

農曆 9月 9日舉辦的「昇天祭」，
相傳是媽祖升天的紀念日，兩岸三

地的進香團紛紛到此，相當熱鬧。

交通：搭乘飛機至南竿機場，轉乘計
程車至天后宮約 15分鐘

馬祖位於閩江口，屬黑潮

與親潮支流交匯處，充沛

的微生物食物及暗礁造就

豐富的漁場。居民豐收回來

的魚類製成各式魚製品，其

中最具特色的魚麵，以魚漿

加入地瓜粉或樹薯粉、麵粉等材料混合做成麵條，製

作相當費工。煮起來的麵條略帶透明，但口感非常帶

勁有韌性，鮮而不腥，伴著魚丸、魚餃、蝦皮、紫菜，

滿滿的鮮滋味，只有在馬祖才吃得到哦！

馬祖建物依山而建，高高低低，錯

落有致，閩東式建築在夜晚點點螢

光的照映下，像極了希臘聖托尼里的

景象，而有「東方地中海」的稱號。

芹壁是馬祖保存最完整的古厝聚落，當

時的居民就地採用花崗石築屋，以獨棟

雙層居多，方正的造型就像一枚印章，因而被稱為「印章屋」。

漫步在石階步道上，清晰可見屋牆上的反共標語，逗趣之餘也可

感受當年的政治時局。

交通：搭乘飛機至北竿機場，轉乘計程車約 7分鐘

上好的糯米與紅麴是釀製老酒的重要關鍵，

溫和的口感中帶著一絲甘甜。對馬祖人而

言，老酒幾乎是家家必備，它所代表的不單

單是生活中的必需品，更是情感上的支柱。早

期馬祖漁民清晨出海捕魚前習慣飲老酒驅寒，

再去跟大海搏鬥，滿載而歸後，老酒更是與

三五好友相聚時的飲品。除此之外，老酒還可以入菜，老酒麵線、老酒

煎蛋、老酒蒸魚，在寒冬之際暖胃又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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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文化

特色魚麵

芹壁聚落 醇香老酒



屏東縣小琉球

保育綠蠵龜有

成，不只在海邊可

以看到綠蠵龜，下

海浮潛更有機率近距

離與綠蠵龜共遊！每

年 5∼ 10月是綠蠵龜上岸產卵的季節，孵化
後約有 5,000隻小海龜游回大海，因此小琉球
附近的珊瑚礁海域都可以看到牠們可愛的身

影。但綠蠵龜保育不易，到小琉球浮潛時切記

別太逼近或碰觸驚嚇到牠們，留給之後的遊客

再相遇的機會。

交通：至屏東縣東港碼頭搭乘船前往

近年來小琉球特產－手工麻花捲火紅到

不行，鹹的甜的，口味應有盡有，常

常是人手好幾包帶著走。其實除了好

吃涮嘴的零食，小琉球現採的珊瑚海菜

也十分受遊客喜愛，不論是涼拌、清炒或

煮湯，都很美味可口。此外，用珊瑚海菜

或鹿角草熬煮的海菜凍，類似果凍的滋味，清甜

不膩。小小的一個小琉球島，盡然有這麼多特

色美食，有玩有吃，還可以買伴手禮送給親

友，您絕不能錯過。

交通：至屏東縣東港碼頭搭乘船前往

小琉球引人入勝的地方就是沿

岸的珊瑚礁岩地形，花瓶岩、

美人洞、威尼斯海灘等獨特景

觀，值得一一探訪。最著名的花

瓶岩受海水侵蝕而上粗下細，岩

石上還長滿了植物，像極了插著

花草的花瓶，成為許多遊客拍照打卡的景點。在小琉球西南

方有一處凹凸不平的海蝕平台與珊瑚裙礁，黑色怪石嶙峋，

由於較少人為開發，因而保有完整的自然景觀。

交通：至屏東縣東港碼頭搭船前往

屬珊瑚礁岩洞的烏鬼洞，又稱「鬼界

厝」，該洞有許多傳說，有人說是

鄭成功來台為驅離荷蘭人，少數黑

奴被棄置躲在這裡；另一說法為 1636
年拉美島事件，島上的原住民遭遇荷蘭

人發動軍事行動而躲避山洞，荷蘭人斷

其糧、封住所有洞口並煙燻逼使他們出來，結果造成數百人罹難，

屍體燻黑難辨，而有「烏鬼」一稱。不論哪一個傳說都為烏鬼洞

帶來些許神祕色彩，等著您前來探索。

地址：屏東縣琉球鄉環島路    電話：08-861-2501
交通：至屏東縣東港碼頭搭乘船前往，從碼頭搭計程車至烏鬼洞約 14
分鐘

58 59

綠蠵龜生態

小琉球特產珊瑚礁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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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因應特殊的氣候及環境，發

展出獨特的半穴居。他們就地取材，

以、石、竹、茅為主，搭建出主屋、

工作房及涼台，冬暖夏涼，錯落有致的

村落景觀，目前在野銀部落及朗島部落

依稀可見。另一項最具蘭嶼特色，當屬拼板舟了，對達悟族人而

言，這是他們海上生計及儀式活動中相當重要的工具，造型優美，

色澤典雅外，同時也彰顯出族人的社會地位。

交通：搭乘飛機或到台東富岡漁港搭船至蘭嶼

每年 3至 6月是蘭嶼的飛魚季節，
黑潮帶來的飛魚，成為島上居民重要

的生計之一，而達悟族人則會先舉辦

招魚祭，正式宣告捕捉飛魚開始了。因

此，在春夏之際來到蘭嶼，可以看見家

家戶戶門前曬掛著飛魚。不論是新魚火煎，或是受到純淨海風與

大太陽洗禮的一夜乾吃法，只要抹上薄鹽，飛魚的鮮甜細嫩、滿

口留香，千萬別錯過這道蘭嶼美味。

交通：搭乘飛機或到台東富岡漁港搭船至蘭嶼

蘭嶼位於台灣東南

方，是全台第一個迎

接曙光的地方，近年來

成了跨年熱門景點。前

一晚不妨先到島上最大

的海灣「東清灣」住宿，晚上細數滿天星空，黎

明之際等待朝陽從海平面一端升起之時，萬縷金

光灑耀在海面上，晨彩變化萬千。廣闊的太平洋

海面，雲朵由灰黑漸轉成橘紅、金黃，瞬間的色

彩變化點亮了大地，這份感動一定要來體驗。

交通：搭乘飛機或到台東富岡漁港搭船至蘭嶼，轉乘
計程車或自行租車約 20分鐘。

達悟族

飛魚風味餐

全台
第一道曙光

台灣觀光優惠手冊
推廣店家介紹及優惠

使用說明：

1.  優惠使用期限：2018/9/01~2019/8/31
2. 請主動向店家出示本手冊，方可享有優惠
3. 優惠限用一次，不可重複使用
4. 本優惠內容不得與店家其他優惠活動合併使用
5. 詳細使用限制及條件、期限，依各店家現場公告為準

旅遊推廣 P.60~P.62

旅行社 P.67~P.92

住 P.93~P.100

遊 P.93~P.100

食 P.93~P.100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Beyond Sweet
超越甜蜜。台灣水果旅行

來台灣一定不能錯過採果體驗！季節限定的水果有錢

不一定在買得到！不管任何時候來台灣旅行，全台各地

都能讓您「看得到、拍得到、採得到、吃得到」最棒的

台灣水果！更重要是可以在社交媒體上傳幸福採果照！

讓人看到羨慕地按讚送愛心！

電話：+886-3-938-1269
網址：www.taiwanfarm.com.tw

台灣大哥大桃園機場門市
在台灣享受高速上網服務，就要辦台灣大哥大

預付卡，它不僅價格划算、速度快，更是台灣首家

4G+預付卡！從桃園機場一出閘便可看到台灣大哥大櫃
台，申辦簡單快捷。上網吃到飽服務陪您盡情遊台灣！

電話：+886-3-393-1595
網址：www.taiwanmobile.com/events/
airport/prepaidcard/
地址：桃園機場一航廈入境大廳 1F/一航
廈入境管制區 /二航廈入境大廳 1F
價格：3日無限上網+100元通信費 $300；
5日無限上網 +50元通信費 $300；7日
無限上網 +150元通信費 $500

{Coupon}
凡憑本券（可拍照
使用）到桃園機場
台灣大哥大門市申
辦預付卡，可免費
換得 1 日無限上
網，優惠至 2018
年 12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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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雙層露天敞篷雙層觀光巴士
臺北市露天敞篷雙層觀光巴士 Taipei Sightseeing媲
美倫敦、巴黎、紐約、上海 ..等國際級時尚首都，提供
國內外參展客戶短時間內遊覽城市風貌 ! 將臺北的美攜
手推向國際，提供紅、藍兩條精緻路線 旅客輕鬆暢遊
臺北，集結 20個觀光亮點延伸串連超過 100家知名商
家吃喝玩樂一次網羅 !別具特色、臺北唯一 ! 吸引
海內外媒體爭相報導 !體驗無微不至的專業雙
層觀光巴士服務！

電話：+886-2-8791-6557 ext.6006
網址：www.taipeisightseeing.com.tw

{Coupon}
旅客憑雜誌出示廣告內頁
上車即可享 9折優惠

坎城婚紗攝影有限公司 
Cannes Wedding Photo Studio
婚紗王國建立在台灣，坎城婚紗位於美麗的港都，坐

擁大片天然美景與豐富的人文資產，品味獨具，整體禮

服的創意設計，與攝影師秉持著肢體與神韻的帶領，牽

引著新人導向時尚的潮流，為每一對新人打造專屬的典

藏回憶，留下幸福的永恆，完美的結合盡在坎城婚紗。

電話：+886-2-2425-6968
E-Mail：canneswedding@hotmail.com
網址：www.facebook.com/Cannes288/
地址：202 台灣基隆市中正區信二路 288 號

{Coupon}
憑本手冊於本公司預約攝影配套合約，即加
贈 3D 婚紗動畫影音光碟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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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錩國際旅行社
想擁有只屬於自己與心愛的家人朋友專屬的

旅遊嗎 ? TRAVEL TAIWQAN GO提供專屬於
您的旅行，我們提供台灣地區量身訂製的旅遊

服務，無論您是私人深度旅遊、公司員工旅遊、

商務訪問行程、台灣單車騎行之旅，我們將提

供您最專業的服務。 讓我們帶您一起用不一樣
的角度認識美麗的台灣，TRAVEL TAIWAN 
GO！

電話：+886-4-2520-8777
網址：www.traveltaiwango.tw
地址：420台中市豐原區豐原大道七段 66號

和平旅行社
和平旅行社主要是以全方位的 INBOUND為主，專門接待國外旅客來台旅遊的地接社。香港、
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以及澳洲、美國、加拿大至全球同業達數百家，深獲

好評與肯定 ! 公司成員集數十年經驗之資深人員至新進人員共治一堂，穩健中求新，踏實進取。
以專業、敬業、樂業之服務精神，以客為尊，努力將臺灣的「好山好水」與全球旅客分享 !
服務項目

飯店：現有多達 300家飯店代理合約。
住宿：直營 民宿 (好客三星 )、以及休閒農場、文創會館、溫泉會館 (目前籌備中，即將開業 )。
交通：自營九人座 小客車 及大巴。
票券：主題樂園票券、高鐵 (雙鐵 )票券及台北捷運一日票券之代理。
旅遊：5~7天 GV2 系列團 (兩人成行天天出發 )、穆斯林團、學生團、獎勵旅遊、會議團、
參訪團，系列團及量身訂做之包團等。

電話： 
+886-2-2518-1507
網址：www.
letsgotaiwan.com.tw
地址：104 台北市長
安東路二段 108號 8
樓之 2、之 3

{Coupon}
凡預約本公司的包車服
務就送你台灣旅遊護
照，只送不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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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南豐天玥泉溫泉會館 since 2013
泡湯 /住宿 /小食 /手作坊 /宴會 /精油芳療
座落於台北市近郊的新北投溫泉區，距離捷運新北投
站僅需要三分鐘的步行距離，與濃密綠蔭的百年北投公
園優雅相對望，清幽雅緻的的環境與多元化服務，深受外
國旅客喜愛，更榮獲知名平台全球飯店評選的高度肯定。

台東南豐鐵花棧 since 2016
住宿 /手作坊 /南洋料理 /音樂酒吧 /鐵花藝文
座落於台東市中華路與鐵花路交通要道上，基調簡約
的大地人文建築，在台東市區綻放閃耀光芒。傳承了以
人為本、以客為尊的精神，109間全新各式客房，專業
客制化每位旅人的體驗，第一間南洋風 Live音樂
餐廳，精緻細膩的服務與專業，讓每位旅客都
可以有一場如家般的自在旅程。

電話：+886-2898-8661
網址：www.tyq.com.tw
地址：112台北市北投區
中山路 3號

{Coupon}
1. 北投南豐天玥泉出示本手冊，可享有泡
湯 9折優惠。
2. 入住台東南豐鐵花棧，出示本手冊即可
享有在地風味手工限定餅乾乙份。

注意事項：

1.使用期限至 2018/12/31止，且不適用於
特殊節日，如農曆除夕及春節、元旦跨年等。

2.本特殊優惠不得與現場優惠專案同時併
用。

圓山大飯店
成立於 1952年的圓山大飯店，由第一夫人蔣宋美齡

女士創辦，為肩負接待國際貴賓之重要使命而成立，至

今圓山已接待過 100多位友邦元首及 2,000多位各國政
要與名人。近期完成硬體建設整修與軟體意象改造後，

中西合併的裝置，為圓山注入新視界。還有大廳悠揚悅

耳的中西樂演奏、飯店內外為人傳頌經典故事的景點、

美味可口的餐廳佳餚等，進入圓山的多元文化，一定能

讓您的假期，豐富滿盈！

電話：+886-2-2886-8888
網址：www.grand-hotel.org/zh-TW/
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4段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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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勝生加賀屋國際溫泉飯店
北投唯一日式飯店 日勝生加賀屋
以OMOTENASHI的心 接待每位蒞臨的貴賓

獨特的數寄屋建築及純正和風的套房

處處感受的到濃厚且不失溫度的日式風情

天然的白磺泉、洗滌塵囂放鬆身心

提供能欣賞北投美景的個人湯屋和室內大眾池

精緻講究的極致之道，完美呈現日本文化雅典之美

使短暫的停泊成為美好的記憶，

讓所有賓客感受前所未有的和風體驗

電話：+886-2-2891-1111    
網址：www.kagaya.com.tw
地址：112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 236號
價格：NT$25,000 +10% ~ NT$29,000元 +10%

北投熱海溫泉大飯店
坐落於新北投捷運站旁的『北

投熱海溫泉大飯店』隨時以最誠

摯的心等候著每一位貴賓的到

訪，放慢腳步走進熱海，讓我們

的貼心、我們的專業，引領您走

入沉靜、舒壓的氛圍，體驗北投

溫泉的魅力。

電話：+886-2-2891-5161
網址：www.atamihotel.com.tw
地址：112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 258號

{Coupon}
平日住宿泡湯現場
價 9 折， 本 優 惠
不得與其他優惠併
用。

電話：+886-2-5579-3888
網址：www.parktaipei.com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317號

台北美侖大飯店
台北美侖大飯店座落於台北市中

心，緊鄰復興南路、信義路交叉口，

捷運淡水信義線及文湖線大安站

6號出口，交通便利、四通八達。以
「Your Home in Taipei」為概念出
發，提供一份家的溫馨與舒適，讓

您在悠閒的氣氛下徹底解放身心，

感受體貼的服務與禮遇。

{Coupon}
即日起至 2018 年
12月 31日止，住宿
期間憑本手冊入住，
每房 /天可免費享
用Mini Bar飲料 (酒
精飲品除外 )。(每
手冊僅限兌換乙
份，影印無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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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逸飯店
和逸飯店為國泰商旅首家自創品牌，以「時時體貼，

處處合意」為出發點，結合暖色調的裝潢、大量原木傢

俱、明亮採光及淡雅香氛，打造一個讓旅客卸下心防、

鬆脫領帶與高跟鞋的自在空間。至 2018年已開設四個
據點，交通便利、深受國內外商務人士喜愛的台北民生

館；鄰近華山文創園區、文藝氣息濃厚的台北忠孝館；

以 500坪戶外親子操場著名的台南西門館；還有位處高
雄精華地段，能眺望港灣的高雄中山館。和逸飯店較大

型飯店少了一點拘謹，比商務飯店則多了一份溫暖，以

適切的溫度，提供具親和力但不叨擾的服務品質，讓

每段旅程與住宿經驗都合您心意。

電話：+886-2-7706-3600
傳真：+886-2-7706-3601
網址：www.hotelcozzi.com
電子信箱：reservations@cathayhotel.com.tw
地址： HOTEL COZZI和逸飯店 

台北民生館 /台北忠孝館 
台南西門館 /高雄中山館

慕軒飯店
以紐約上東城為模範所打造的都會精品飯店

MADISON TAIPEI HOTEL 慕軒飯店，離台北 101僅
一站捷運站之遙，倚著台北最美的敦南林蔭大道，鬧中

取靜，室內空間發揮「Less is More極簡美學」的設計
概念，以沉穩大器的稀有石材、雅緻內斂的精挑原木、

搭配時尚風格的新古典家具，低調中自顯氣度。

如同品牌宗旨「渴慕之旅•靜心之處」，慕軒飯店致
力於提供房客講究細節的雋永空間與內斂的細膩服務，

更提供給懂得生活的品味人士，一個旅途中的雅緻居

所。慕軒飯店於 2016年榮獲Hotels.com全球十大最
受歡迎商務酒店、2017年世界奢華飯店大獎之殊
榮。

電話：+886-2-7726-6699
傳真：+886-2-7726-9070
網址：www.madisontaipei.com
電子信箱：reservations.mt@cathayhotel.
com.tw
地址：10685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3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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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力麗威斯汀度假酒店
位於宜蘭員山鄉 -水的故鄉的宜蘭力麗威斯汀度假酒店鄰近葛瑪蘭威斯忌

酒廠，是宜蘭首間國際連鎖品牌飯店，酒店共有 85間客房、套房與 6間獨
棟泳池別墅，房內皆設有個人溫泉湯池，酒店提供「知味西餐廳」、極具特

色的「舞 日本料理」與提供精緻下午茶點的「咖啡酒吧」。酒店泉源來自
員山溫泉，為碳酸氫鈉泉美人湯，此外酒店設有露天風呂、SPA及休閒設
施，是您度假放鬆不可錯過的選擇。

南方莊園渡假飯店
南方莊園渡假飯店為北臺灣第一家取得溫泉標章之國際觀光飯店，泉質為

碳酸氫鈉泉，俗稱「黃金美人湯」；總計111間溫泉客房。中、西、美式餐廳、
多功能宴會廳及1,500坪聯誼會SPA水療、戶外溫泉、健身房、100坪「Dino
親子館」等休閒設施，為目前國內親子、會議渡假首選。

{Coupon}
持本刊平日 (週一
至週五 )至宜蘭力
麗威斯汀度假酒店
知味西餐廳用餐可
享 9折優惠。
持本刊平日 (週一
至週五 )至宜蘭力
麗威斯汀度假酒店
露天風呂兩人同行
可享第二人五折優
惠。

{Coupon}
憑本手冊可享週
日 -週五住宿定價
4 折 +10%、週六
及國定假日住宿定
價 5 折 +10%、農
曆春節及特殊節日
住宿定價 +10%

電話：+886-3-923-2111
網址：www.westin-yilan.com

地址：264宜蘭縣員山鄉永同路 3段 268號
價位：NT$16,000~NT$88,000

電話：+886-3-420-2122
網址：www.southgarden.com.tw/

地址：32050 桃園市中壢區樹籽路 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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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酒店
春天酒店引領北投溫泉二十年，藏身幽雅小徑，彷彿

城市世外桃源，來自天然源頭的乳白色白磺原湯，泉質

滋潤，弱酸性的特質適合人體肌膚，因此有牛奶湯、美

人湯之稱，在汩汩的湯泉之中，恣意的感受輕鬆時光，

極盡奢華享受！

電話：+886-2-2897-5555
網址：www.springresort.com.tw

地址：11243 台北市北投區幽雅路 18號

{Coupon}
憑手冊優惠平日住
宿買一送一，售價
NT$7,200+10%(第
二間需加收服務費
10%)，假日每房每
晚需加 NT$2,000
憑手冊優惠露天風
呂買一送一，售價
NT$800
注意事項：

• 特殊節日不適用 (農曆春節期間、12/24 
聖誕節、12/31跨年 )
• 露天風呂營業時間 09:00~22:00 需著泳裝、
泳帽入場（限進出一次）。

• 使用期限至 2018.12.30止，逾期恕不延期。
• 限持觀光優惠手冊 Coupon方得享有以上
優惠，且不得與其它優惠併用。

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
距離羅東交流道約 5分鐘車程，緊鄰冬山河畔與親水公園咫尺對望，以希
臘地中海式純白建築襯映宜蘭的藍天，交疊出一道道完美的視覺弧線，呈現

出地中海極白的浪漫與沁人心扉的夢幻，為台灣少見的主題風格飯店。佔地

約六萬平方公尺，飯店內陳設義式古典家飾，宛如文藝復興的殿堂，華麗雍

容中讓人盡卸壓力，身心靈在此恣意放鬆。

電話：+886- 3-960-5388
網址：www.shang-rila.com.tw

地址：268宜蘭縣五結鄉公園二路 15號

{Coupon}
於 2018/01/01 ~ 
2018/12/31期間，
憑本手冊訂房享平
日 55折、旺日 65
折與假日 85折優
惠。本特惠價格無
法與其他特惠活
動合併使用，並且
不適用農曆春節期
間、連續假日、暑
假期間週五 ~ 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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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信大飯店
台北本館
汐止南港首座五星級飯店，於南港三鐵共構位置，擁

有優質住宿、中西式餐飲、會議中心、SPA三溫暖，
是商務人士旅遊洽公的首選。

台北二館
華麗新古典的裝潢風格，豪華氣派中具溫馨氣氛，館內

設有健身房及酒吧，使旅人享有沉澱、放鬆之環境。 電話：+886-2-2641-6333
網址：www.fushin-hotel.com.tw/taipei/tw/
地址：22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128號、
152號

電話：+886-2-2626-2929
網址：www.regalees-hotel.com.tw
地址：251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 89 號

電話：+886-2-2585-3258
網址：www.rivierataipei.com
地址：10461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646 號

{Coupon}
【2 0 1 8 / 1 / 1 - 2 0 1 8 / 
12/31】出示此券，即
可享「汎塔莎西餐廳、
樂廚自助餐廳、鼎園
中餐廳」用餐 9折優
惠（服務費不打折、
優惠不可合併使用）

{Coupon}
優惠期間入住贈送
淡水伴手禮一份。

童話村生態農場民宿
經台灣光觀局認證的好客民宿及環保局認證的環

保旅店，2017年全新裝潢的景觀溜滑梯湯屋民宿，位於
羅東夜市、冬山河、生態綠洲、新寮瀑布、梅花湖旁，附

近景點多且近，如連續住 3晚且續
住不用打掃享 8折優惠，期待大家
的到來~並帶著滿滿的回憶回家喔~

福格大飯店
福格大飯店地處淡水商業核心地帶，位於淡水

捷運總站，交通十分便利。飯店內具有大小各式的會

議室及專用設備，加上專業貼心的服務，是召開商務

會議最佳場所。

歐華酒店
臺灣地區首家且唯一， 獲美國

LEED 綠建築金級認證之飯店。
臺北歐華酒店座落於林森北路與

民族東路交接處，生活機能便利，

此外飯店提供臺北市知名觀光景

點及展期展覽館免費接駁服務，

為商務及觀光旅客的住房首選。

地址：宜蘭縣冬山鄉廣興村梅花路 300 號
網址：www.fairy-story.com.tw　
電話：+886-932-090-003
wechat：m0932090003
WhatsApp：+886932090003
E-mail：kinglan.wu@msa.hinet.net

{Coupon}
入住歐華酒店，
Check in 時出示手
冊優惠券，享免費
迎賓飲料一杯。

PANTONE 126

印刷特別色

PANTONE 874

印金

C15  M25  Y100  K30

四色印刷

PANTONE 301

印刷特別色

C100  M55  Y10

四色印刷

K 80

四色印刷

{Coupon}
每房憑此優惠券，
贈送每人 499 元開
心農場體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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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頭聽濤園渡假山莊
山莊位於南投鹿谷鄉，週邊知名景點有溪頭森林遊樂

區、妖怪村、杉林溪、忘憂森林等。園區內以竹子搭配

中式美學，打造獨樹一格的世外桃源。我們希望除了住

宿之外，餐食、活動、園區一景一物都能夠帶給旅人前

所未有的旅遊體驗。

東埔帝綸溫泉渡假大飯店 
東埔帝綸溫泉渡假大飯店誠心歡迎您前來感受

玉山之美，體感原鄉、原味、原湯的感性之旅。

電話：+886-49-275-5677　網址：www.tingtau.com.tw
地址：南投縣鹿谷鄉和雅村愛鄉路 1之 12號

電話：+886-49-270-2789
網址：www.tilun.com.tw
地址：556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開高巷 86 號

{Coupon}
平日一般訂房享賣
價 8 折 優 惠（ 附
贈早餐）。（平日
定義請參見官網或
來電洽詢）優惠期
間：自即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優惠內容
如有變更，以山莊
官網公告為準）

{Coupon}
1. 平日訂房 55 折 ( 
日 ~ 五 )、假日訂
房 8 折 ( 星期六 )。
2. 咖啡廳、KTV、
館內用餐消費 9 折
優惠。

3. 男女裸湯 8 折優
惠。

* 一本優惠手冊限
折抵一間房價，不
得與其他優惠合併
使用。

電話：+886-049-2612121
網址：www.mingshan.com.tw
地址：558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興產路 2-3號
價格：平日 6折、假日 9折；暑假期間：週一∼
週四 7折。週五、週日 8折。週六依定價。
※以上報價均需加定價 10%。

溪頭妖怪村主題飯店
溪頭妖怪村主題飯店座落於溪頭自然教育園區旁，來

到溪頭，除了享受深山靜謐的氛圍，進行綠意盎然的森

林浴之外，千萬別錯過隱身於此的神秘之村。妖怪村

內，隨處可見各式各樣奇特造型的妖怪及創意塑像，以

及壯麗雄偉的河漲屋；夜晚紅燈籠亮起，彷彿在幽綠的

森林月夜中抹上一條長紅，讓來此夜宿的旅人，在大紅

燈籠下夜尋山林中的神秘感。來到溪頭，不妨安排時間

造訪妖怪村，下榻吉祥物枯麻、八豆主題房，以及親子

密室逃脫房，體驗親子益智闖關之樂趣，園區內更販售

了咬人貓麵包、瞐巧克力魔坊等以妖怪為主題的創意

商品，不妨來趟溪頭，享受這魅惑山城的美好景

緻，一探妖怪的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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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886-4-2452-8479
網址：hoteldream.com.tw

地址：407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 311號

電話：+886-4-2452-5387
網址：www.chasehotel.com.tw

地址：407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 230號

夢樓旅店
繼鵲絲旅店後，同樣採用無人自助式經營理念，用 1930年代上海古典風
格 , 打造新潮與復古兼具的創意風格。置身旅店，猶如時空穿梭。此外，旅
店特別引進了旅人愛拍 S-PINK進駐，可化身上海灘男女主角，留下美好
紀念。館內設計典雅華麗，並提供五星級才享有的膠囊咖啡、歐舒丹備品，

智能的服務、五星的享受，是台中住宿的新選擇。

鵲絲旅店
坐落於一級戰區逢甲商圈的鵲絲，為全台第一間智能無人旅店。外觀以極

簡風格打入年輕族群，館內採全自動數位入住和退房自助式服務，以及獨特

的機器手臂行李寄存服務。館內採用無真人服務，還是設有 24小時遠端客
服，十分安心方便，成為了未來住宿趨勢。

{Coupon}
凡入住即贈送墾丁
微風旅店住宿折扣
券 ( 平 日 2.1 折 /
假日 2.3折 )

{Coupon}
凡入住即贈送墾丁
微風旅店住宿折扣
券 ( 平 日 2.1 折 /
假日 2.3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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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on}
憑本優惠券，可享
平日醉月小樓雙人
房住宿一晚 6930
元 ( 含早餐 )，及
新營火車站至園區
免費接駁一次。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由台灣糖業公司經營的「尖山埤江南渡假村」，以秀麗的自然景觀、完善

的設施規劃以及親切的專業服務，於交通部觀光局的考核評鑑中連續 10年
榮獲特優等風景遊樂區的殊榮，園區佔地 100公頃，擁有木屋、會館、醉
月小樓等共 102間客房，並備有游泳池、酒吧、中西式餐廳、宴會廳及環
境教育認證場地。

在這裡，您可以搭著畫舫欣賞湖岸邊的美景，享受台南道地的獨特美食，

享受森林浴或野炊露營，徜徉於山林之樂。另外園區為豐富遊園行程特別規

劃有漆彈、遊湖、踩船、獨木舟 ...等行程，讓每位來渡假的旅客，都能抱
著滿滿的美好回憶返家。

電話：+886-6-623-3888　
網址：www.chiensan.com.tw

地址：73658 台南市柳營區旭山里 60號

SunRise 235莊園
SunRise23.5N民宿靠近阿里山公路，旅客們
欲轉往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奮起湖、石卓自然生態

保育區等熱門景點相當方便而鄰近。擁有便捷的交通

優勢，更擁有明媚宜人的茶園景緻和綠林環繞的清新

環境。

電話：+886-5-256-1358；+886-975-158-
958
網址：sunrise235.okgo.tw
地址：604嘉縣縣竹崎鄉中和村 20鄰石
棹 25之 3號

8584



電話：+886-8-885-1666
網址：www.elpuerto.com.tw

地址：946屏東縣恆春鎮砂島路 252號

墾丁微風旅店
微風旅店以白色的建築工業風格，靜靜的矗立在寧靜的沙島岸上。早晨，

聽著海浪聲聲晨喚，睜開朦朧的雙眼，窗外美景映入眼簾。館內提供活力早

餐吧、海灣咖啡吧，精緻美饌依時令伴隨著微風、海洋、藍天、星空之不同，

提供旅人隨心所欲的味蕾享受，此外，客房內規劃了寬敞的客廳區域，雅痞

的設計風格，打造了專屬的品味。會館也推出 3D立體插畫入駐，一樓海洋
生物區、二樓可愛動物區、三樓自然生態區，各個都是驚奇體驗，不可錯過

的拍照景點。

{Coupon}
凡入住即贈送夢樓
旅店住宿折扣券
（平日 2.3折 /假
日 3.8折）

花蓮理想大地渡假飯店
台灣唯一入選世界百大飯店，

被譽為「提升心靈之地」。坐擁

西班牙式環河景觀別墅、2.2公里
運河、萬坪綠野、古董傢俱、藝

術藏品，處處可見驚喜與格調。

星空海藍大飯店
全館共 85間以現代感獨特設計的客房，眺望

太平洋海岸，比鄰東大門夜市，距離市中心步行只

要 15分鐘，無論是要品嚐在地
小吃、逛街、購買伴手禮都非常

便利，鬧中取靜的理地位置，期

望每位旅客都能用愉快放鬆的心

情、感受一個全新不同的住宿體

驗與旅程。

電話：+886-3-865-6789
網址：www.plcresort.com.tw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理想路 1號
價位：NTD9,900~36,000

電話：+886-3-832-5788
網址：shinyoceanhotel.com
地址：970花蓮市和平路 217號

{Coupon}
訂房享平日 6折、
旺 /小假日 65折、
假日 85折（春節
大假日不適用，暑
假需加訂第二餐）

{Coupon}
憑手冊住宿訂房，
享現場價 95折優
惠，本優惠不得與其
它活動合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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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國主題樂園
小人國為亞洲第一個以迷你景觀建築為主題的樂園，全園區共分為前後兩

大區塊，中間以獨具特色的環球號小火車相連。服務內容依類型又可分為模

型景觀、遊樂設施、水樂園及表演秀等四大主題。

電話：+886 -3-471-7211　網址：www.woc.com.tw
地址：325 桃園市龍潭區高原里 7 鄰高原路 891 號　價格：NT$799

{Coupon}
國外旅客出示此
觀光優惠手冊及
非臺灣護照，現
場購票可享優惠
價 NT$399 ( 原價
$799)。使用期限
至 2018/12/31。

電話：+886-6-926-6288
網址：www.fourpoints-penghu.com
地址：880澎湖縣馬公市新店路 197號

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
坐擁漁港灣景，配佐珊瑚沙外牆綠建築，完美呼應海

港特色風情，鄰近南海遊客中心，便利乘船悠遊南海諸

島，331間現代簡約套房、港景無邊際戶外泳池，待您
徜徉於海天一線間，時尚潮酷的微浮酒吧、網羅在地時

令鮮味的中西餐廳、SPA芳療、桑拿室、兒童遊憩、
健身房等休閒空間，完美打造澎湖新型態旅程，尊享澎

湖之美。 {Coupon}
全館餐飲單筆消費滿 500元，憑本手冊及
滿額發票，即可兌換 Best Brews精釀啤酒
乙杯。

*每冊僅限兌換一次，贈品恕不累計贈送
*兌換地點：藍洞餐廳、Swave酒吧
*兌換商品恕無法折現，優惠內容如有異
動，依本酒店公告為準。

*優惠期間：2018年 12月 31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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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族文化村
九族文化村是台灣最大的原住民主題樂園，位於臺灣中心以日月潭纜車和

日月潭緊緊相連，園區主要由「原住民文化村」、「歡樂世界」、「歐洲花

園」三大主題區構成，是認識台灣原住民文化的窗口，2018年起日月潭纜
車啟動了透明水晶纜車，乘坐時能一覽日月潭美景，台灣旅遊的一時之選。

每年二月五千棵櫻花盛開，舉辦九族櫻花祭，是日本櫻花協會唯一海外認

證的「櫻花名所」，曾獲米其林綠色指南二星推薦，並獲 TripAdvisor旅行
者之選Traveler’s Choice 和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的好評，是國家肯定、
國際認證的優質景點。

電話：+886-49-289-8835
網址：www.nine.com.tw

地址：555南投縣魚池鄉大林村金天巷 45 號

{Coupon}
1. 憑本券購票，
贈送精美小禮物一
份。

2. 有 效 期 限 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3. 園區保留贈品更
換的權利。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香格里拉農場坐落於海拔 250公尺山麓上，占地 18
公頃，氣候舒適、景色迷人，為全台最早成立的休閒農

場。輕鬆漫步在森林小徑，欣賞四季變化的植物蔬果，

體驗農村生活的簡單娛樂。全新客房品牌 -松羅館，以
珍貴台灣紅檜打造，給旅人回歸自然最純粹的感動。

電話：+886-3-951-1456
網址：www.shangrilas.com.tw/shangrila/
地址：269宜蘭縣冬山鄉梅山路 168號

{Coupon}
於 2018/01/01 ~ 2018/12/31期間，憑本手
冊訂房享平日 65折、假日 85折與暑假專
案 95折優惠。本特惠價格每日最多限訂 2
間房，無法與其他特惠活動合併使用，並且
不適用農曆春節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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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
杉林溪海拔約 1600-1800公尺，屬於溫帶季
風氣候，保存原始自然風貌，終年雲霧繚繞景觀變

幻無常，夏季均溫為 20℃，氣候涼爽宜人青山綠水景
色清新，是非常適合休閒渡假的避暑勝地。

電話：+886-49-261-1217
網址：www.goto307.com.tw
地址：557南投縣竹山鎮大鞍里溪山路 6號
價位：NT$ 2500∼ 8000

{Coupon}
憑本券住宿大飯
店、主題會館、木
屋， 於 1~3 月、
5~6 月、9~12 月
平日（週一至五）
依定價 6折，4月
平日依定價 7折。

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
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位於臺南學甲區，佔地約有二十公頃，最有特色之處

是採半開放式觀賞，讓遊客與動物們間的距離更靠近。而園內均為溫和可愛

的動物，讓親子可很自然的融入這個環境，可近距離與動物互動，園區有

三百多種溫馴可愛動物，包含長頸鹿、水豚、 大象、羊駝、袋鼠、斑馬、
科摩多龍、龍貓、企鵝等等。其中，水豚和科摩多龍是全台唯一，只有來頑

皮世界才能一睹風采哦， 尤其水豚也是園區的超人氣動物，天然呆的萌樣，
吸引了眾多遊客的心呢 !! 
頑皮世界推出全新節目【動物知識小學堂】，將為大家介紹淘氣豬尾猴、

可愛金剛鸚鵡、活潑迷你豬以及亞洲象愛麗美的習性和特殊動物行為，讓您

更認識他們，頑皮世界歡迎您前來，與動物們同聚紓壓心身憶童年！

電話：+886-6-781-0000　網址：www.wanpi.tw/pc.php
地址：72649 臺南市學甲區三慶里頂洲 75-25 號

{Coupon}
憑手冊優惠 350 元
(原價 480元 )，一
本限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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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振南漢餅文化館
高雄觀光新景點，背包客與自由行旅客探索高雄的最

新選擇！

鄰近大寮捷運站的舊振南漢餅文化館，在融合傳統與

時尚的空間中，提供綠豆椪、鳳梨酥等多樣化的中式糕

點手作體驗課程，還可以在漢餅房優雅地品嚐精緻美味

的漢餅，享受悠閒愉快午後時光，透過五感體驗，深入

了解台灣的漢餅文化。

電話：+886-7-701-8986
網址：www.jzn.com.tw/tw/about/architecture.php

地址：83150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 298號
價位：手作體驗 550元起

{Coupon}
兩人同行享 JZN 
Cooking Lab 手作
課程及漢餅房下午
茶 85折優惠，手
作課程需於三天前
線上預約。

欣葉 101食藝軒
高處於台北 101大樓 85樓，
遠眺淡水河口、俯瞰雲霧流洩，

擁有絕佳的用餐景致；傳承自欣

葉四十年的美饌，透過藝術創作

與精湛廚藝，以現代樣貌呈現出

精緻多元的台灣意象，雲端上的

饗宴盡在食藝軒。

電話：+886-2- 8101-0185
網址：www.shinyeh.com.tw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路 5段 7號 85樓之 1(台北 101大樓 )

{Coupon}
憑券送迎賓果汁一
杯，4人以下適用

欣葉台菜
傳承記憶中的古早味，融入新

技法與觀念，以細緻、健康的方

式，呈現兼具傳統與現代的台菜

料理；是旅居海外的台灣遊子深

層的思念，也是外籍友人訪台的

指定首選。

電話：+886-2-2596-3255
網址：www.shinyeh.com.tw
地址：創始店、南西店、忠孝店、信義新
天地 A9店、雙城會館

{Coupon}
憑券送季節甜品，同桌每人一份， 適用
創始店、南西店、忠孝店、信義新天地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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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鮮到
原林森北路劉家老山東 40年老店，台北人氣

老店！以眷村麵食的好味道！來吃面鮮到，幸福跟著

到！ 2014年清燉牛肉麵榮獲全國第三名，2016吳宗
憲的小明星大跟班節目中，清燉

牛肉麵和家傳燒雞  鮮魚蒸餃票選
榮獲電視冠軍第一名。 2017年兩
岸十大名店台灣必嚐好滋味。

電話：+886-02-27616858
網址：mliu1688.business.site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4段 80號
價位：NT$60~580

{Coupon}
憑 2018觀光優惠
手冊來店消費即贈
送開胃小菜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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