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 9 日 8 晚路线

【台式清新文艺范儿】



行程特色：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台北新竹张学良故居+基隆野柳地

质公园

※双夜市+双老街+西门町

※台北故宫、101 大楼、日月潭、阿

里山著名景点不落单

※精选酒店：台北圆山饭店、阿里山

樱山、垦丁冒烟的乔、台东野鹿温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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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沈阳-台北-苗栗县

沈阳机场集合，乘机飞往台北，抵达后晚餐，后入住酒店

参考航班：CZ3011 15:00-19:05

餐食:晚餐。

参考酒店：新竹国宾大饭店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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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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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台北桃园国际机场

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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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简称桃园国际机场、桃园机场，是大台北地区的联外

国际机场、以及台湾规模最大的民航机场，位于北台湾的桃园市大园区，

为台湾主要的国际客运出入地，也是台湾本岛最北端的机场。1979

年 2 月 26 日启用时的名称为中正国际机场，2006 年 10 月改为现

名。经营机构为桃园国际机场公司。

联系方式

+886 3 398 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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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台湾桃园县大园乡航站南路 9 号

到达方式

机场大巴或的士

主页

www.taoyuan-airport.com

新竹国宾大饭店

Ambassador Hotel Hsinchu

位于新竹市，新竹国宾大饭店是游览新竹县时的完美住宿选择。 酒店为顾

客配备了一系列的设施和服务，旨在让各位住客能够享受更多舒适与便

捷。 免费房内无线网络, 无障碍设施, 无线网络(公共区域), 代客泊车,

停车场等设施都已配备，可供住客使用。 设计舒适，部分客房内可提供

储物柜, 毛巾, 地毯, 体重秤, 拖鞋等设施，可让您在酒店享受惬意与舒

适。 在一天的外出观光之后，您还可以享受酒店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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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设施，其中包括按摩浴缸, 健身中心, 桑拿, 室内游泳池, 蒸浴

室等。 在 新竹国宾大饭店 住宿期间，你会发现酒店内气氛温馨，服

务一流，带给您宾至如归的感受。

酒店设施：

入住时间(Check-in):-

儿童和附加床(Children and Extra Beds):不同类型的客房允许儿童

入住和加床政策可能不同，请注意查看客房详细信息。

所提出的任何加床或婴儿床的要求均需获得酒店的确认。附

加费用不会自动计算在总价中，您需在入住时另行支付。退

房时间(Check-out):-

地址

中華路二段 18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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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新竹市-南投县

酒店内早餐，

游览新竹张学良故居，内湾老街，后乘车前往南投，抵达后乘

船游览日月潭风景区，自费品尝茶叶蛋，入住南投酒店。

餐食：早、中、晚；

参考酒店：南投清境空中花园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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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故居

Zhangxueliang Former Residence

1936 年发动西安事变的少帅张学良，一生历经 55 个年头的软禁生涯。

1946 年由重庆转至台湾后，就居住在新竹县五峰乡直至 1959 年转至

高雄西子湾，共在这处当年日人称“井上温泉”，后改称“清泉温泉”的地

方居住了 13 年。

原来的张学良故居在早年时因为台风而被冲毁，近年来，新竹县政府先

后投入了 6000 万元重新整修了张学良清泉故居，还是根据张学良侄女

所提供的 500 多张照片，前后花了 4 年的时间才恢复房舍旧貌，并选

在 2008 年西安事变的同月同日开放参观。

张学良故居是一栋日式的黑瓦农舍建筑，造型与周遭山景相当融合，虽

然重新修建的屋舍，感觉太新，但是当地的老人都说与记忆中的原来建

筑完全一致。目前这里建制成张学良的纪念馆，馆内陈列与张学良相关

的史料，透过影片介绍、老照片、老地图、老文件等等，叙述中国近代

史上最传奇的少帅一生。

清泉部落是个很幽静的地方，据说当年张学良被软禁在此时，曾托人送

了一只表给蒋介石，暗示他“关了够久了，该放了我吧？”，结果蒋介石

回赠了他一支钓竿，意思是“继续耐心钓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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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09:00-17:00

联系方式

+886-3-5856613

地址

台湾新竹縣五峰鄉清泉部落

到达方式

自驾

主页

http://general-oldhome.emmm.tw

日月潭

Sun Moon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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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内地同胞心目中台湾名声最大的两大景点之一，日月潭可说是游览

台湾时不得不到的地方，就连日月潭所在的鱼池乡都计划要改名为日月

潭乡。相较于内地众多的名山大川与大湖，日月潭或许就像小池塘般，

但放在台湾这样一个地狭而山众的地方，却突显出它的沉静与特别。日

月潭美不美，当然美，最美的时刻是每天清晨薄雾笼罩湖面之时，可惜

大数来这里的游客都不过夜，对日月潭的印象也就匆匆一瞥。

这里主要是原住民邵族的生活圈，如果环潭一圈，能看到许多原住民的

木雕作品，还有属于原住民的特有饮食。由于环湖巴士耗时较长，也不

能好好欣赏日月潭的美景，因此建议旅客搭乘由水社码头出发的游艇，

在游艇上享受微风吹拂的畅快之余，亦能一览日月潭的风景。或者可以

租一辆自行车，环着全球十大最美单车道之一的日月潭环湖单车道，迎

着微微山风，随意前往想去的方向。

地址

台湾南投县鱼池乡中山路 5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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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清境空中花园

SHANGRILA HANGING GARDEN & RESORT

地址

南投市仁爱乡荣光巷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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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南投县-嘉义

酒店内早餐，

游览清境农场，后乘车前往阿里山风景区，游览后入住酒店

餐食：早、中、晚；参考酒店：阿里山樱山大饭店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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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境农场

Cingjing Farm

清境农场现在已是大名鼎鼎，一般对清境农场的印象就是绵羊、欧式建

筑风格的民宿。清境农场能满足你对欧洲牧场的所有想象：青翠山坡上

随处可见的小羊，牧羊犬追逐的羊群，还有多条步栈道可供游人散步。

栈道视野辽阔，居高临下能够观看清境全貌，沿途还可以远眺中央山脉

群峰峥嵘。这几年游客越来越多，清境已经形成了一个商圈，就连 7-

11、星巴克都有，越来越多旅游业者在这里买地建造民宿。现在一登清

境，随处可见满溢着浓厚欧风味的民宿建筑，所以现在每当提到清境农

场，很多人喜欢称之为很有欧州风情的“小瑞士”。

小贴士：

1. 给绵羊喂食的时候注意不要用手捏着饲料，手指容易被绵羊当做食

物啃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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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场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即便是夏天也要注意带上外套，夜晚

可以御寒。

门票价格

160 新台币、假日 200 新台币，团体 120 新台币、假日 160 新台

币，学生平时 120 元新台币、学生假日 120 新台币，敬老儿童平日

80 新台币、敬老儿童假日 80 新台币。小瑞士花园需另收费，全票

120 新台币优惠票 90 新台币。

开放时间

每日 8:00-17:00。小瑞士花园：9:00-21:00。青青草原：8:00-15:00；

绵羊秀表演时间：国定节假日、周六、周日的 9:30 和 14:30 各一

场，逢寒暑假除每周三休演外，其余每天定时安排

联系方式

+(886)4-9280274

地址

南投县仁爱乡大同村仁和路 170 号

到达方式

搭乘高铁至台中乌日站下车，从第 5 出入口第 3 月台转乘南投客运（高

铁快捷）至埔里，再转乘南投客运（往翠峰、松岗方向）至清境（农

场）。或直接搭乘南投客客台中至清境无缝旅游专车（每日 5 班）。

搭乘火车至台中站下车，转乘南投客运或全航客运至埔里，再转乘南

投客运（往翠峰、松岗方向）至清境（农场）。

搭乘公车，台北可搭乘国光客运至埔里下车，台中出发可搭乘南投客

运或是全航客运至埔里下车，然后转乘南投客运（往翠峰、松岗方向

至清境（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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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www.cingjing.com.tw/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Alishan Forest Recreation Area

阿里山森林游乐区是一个有阿里山、嘉义、国家风景区的森林游乐区，

网友认为值得推荐的有：火车站、神木、樱花、日出、森林铁路

门票价格

782 元新台币

联系方式

05-2679-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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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嘉义县阿里山乡中正村 59 号

阿里山樱山大饭店

Ying Shan Hotel

位於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內，海拔 2200 公尺 左右，是最近於阿里

山商店街、火車站的飯店，距離各風景點 交通便捷，櫻山大飯店秉持

『顧客至上』的服務理念，以熱誠 親切的服務態度，和舒適乾淨的住

宿環境為目標，以真正用心 的經營理念來回報各界之愛護與支持。

飯店內的所有客床全面採用各大五星級飯店指定之德泰床墊！ 以提供

您最舒適的睡眠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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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设施：

免费 WiFi(Free WiFi):有

地址

嘉义县阿里山乡中正村 3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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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高雄

早起观看日出（根据天气情况）

酒店内早餐，

乘车前往高雄，游览景点，晚餐后入住酒店。

餐食：早、中、晚；

参考酒店：高雄寒轩大饭店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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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

位于高雄市大树区的“佛光山”，是台湾四大佛教山之一，其他三座是：慈

济、法鼓山、中台禅寺，而佛光山也是台湾最大的佛教道场，在世界各地拥

有数十家分院，而几十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座荒山。创办人星云法师，1967

年起带领弟子披荆斩棘，一砖一瓦建立起“佛光山”，提倡“人间佛教”这些年

广为众人接受，成为台湾信众最多、最负盛名的佛门圣地。佛光山开山宗长

星云法师 1992 创办的法会国际佛光会，现已成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NGO

成员。这里信众香客永远络绎不绝，是台湾拜佛的最佳去处。佛光山除了最

主要寺院建筑外，最具特色的是大佛城，是

“佛光山”的地标，拥有总高 108 米的世界最高铜坐佛，四周皆有 480 尊

小型金身阿弥陀佛塑像围绕，景象庄严，是一座极具特色的雄伟建筑。

此外，佛教文物陈列馆珍藏古今各国文物多达数千件，有机会上山值

得一观。每年元宵节期间是佛光山最热闹的季节，满山挂满花灯，入

夜后一片灯海，满满都是参观的民众。

地址

高雄市大树区兴田村兴田路 15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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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岛捷运站

地址

美丽岛站(原名大港埔站)位于台湾高雄市新兴区

西子湾风景区

Sizih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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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湾位于高雄市西侧，寿山西南端的山麓下，是一处有著夕阳美景

及天然礁石的美丽港湾，西子湾原名「洋路湾」或「洋子湾」，曾经

有位文学家曾肇昌写了一首诗－「斜湾樵唱」，「斜湾」闽南语音为

「西仔湾」，因此「西子湾」之名不迳而走。

西子湾的夕阳是高雄八景之一，每到黄昏时分，情侣们相约至此互道

情愫，更增添一份浪漫的气息，而频繁的货轮进出情形更为壮观，临

近的雄镇北门、英国领事馆也都是值得一游的好景点。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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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台湾高雄市鼓山区莲海路 70 号

六合夜市

六合夜市

六合夜市是高雄代表性的夜市，位于高雄市区六合二路上，靠近高雄捷

运美丽岛站，沿中山一路直行至六合二路左转即是。这里白天是车水马

龙的大马路，入夜后摇身一变，成了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的夜市。不必担

心夜市影响交通，在夜市开始时就会封路，等到凌晨收摊就会马上清扫

街道，白天就能恢复原状。在这短短 300 多米的马路上，聚集了超过

近 200 个的摊位，可以品尝小吃，享用宵夜，更可以买衣服、小饰品

还有看电影等等夜市娱乐，领略正宗夜市文化。

白天你可以逛逛高雄周边的景点，等到傍晚六点左右，六合夜市里也开

始出摊了，此时来到这里开始美食之旅吧，最惬意的就是吹着夜风吃着

美食，和朋友谈天说地，只要你愿意，可以一直逛到凌晨一两点。一整

条路上招牌林立，不论是山产、海产、冷饮、水果都可以买到，种类之

多应有尽有。

马路上光牛排店就有几十家，可以买到平价的家庭牛排套餐，性价比不

错值得尝试。高雄靠海，各种海产品新鲜而价廉，你可以吃到烤鱼烤虾

烤鱿鱼，整条大街都香喷喷的；加了粒大饱满的蟹肉和虾的海鲜粥，

100

新台币一份，很实在。还有高雄名产木瓜牛奶味道香醇浓郁，一律 50

台币，算是夜市必买小吃之一，郑老牌木瓜牛乳摊曾有马英九等众多名

人光顾过，现场还有小马哥的立牌，有兴趣的话可以与之合影。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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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售卖的土魠鱼羹摊位就不要大意地来一碗吧。这样小吃要趁热吃，

淋上芡汁配上酥脆的鱼肉，入口一点也没有腥味。

另外你还可以在夜市摊上寻觅一种名为“棺材板”的台湾名小吃，其实就

是将猪肝片、腊肠片、年糕片和各种配料一同爆炒，装入炸好的土司盒

中，最后再盖上炸好的吐司片。由于外形和色泽形似台南的松木棺材，

所以称之为棺材板，还有升官发财之意。

还有盐蒸虾、筒仔米糕、臭豆腐、乌鱼腱、过鱼汤、十全药炖排骨、

担仔面„„都是夜市招牌特色，走过路过不可错过。

地址

台湾高雄市新兴区六合二路

高雄寒轩国际大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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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高耸的建筑与视野，能将高雄的全景一览无遗, 四通八达的交通，

更将机场、购物、娱乐、古 蹟名刹尽在彼邻!! 矗立於林荫浓密的四维

路大道旁，位居市中心，交通往来方便迅速，距高雄国际机场仅 20~30

分钟车程，四十二层高耸入云的美观建筑设计，明亮、剔透的景观玻

璃，雄伟稳重，简静典雅。您可尽情享受完善的馆内设施与迎面而来的

亲切笑容，寒轩国际大饭店，在乎您的每一次商务或渡假之行与温馨感

受..... 。

达的交通，更将机场、购物、娱乐、古 蹟名刹尽在彼邻!! 矗立於

林荫浓密的四维路大道旁，位居市中心，交通往来方便迅速，距高雄国

际机场仅 20~30 分钟车程，四十二层高耸入云的美观建筑设计，明

亮、剔透的景观玻璃，雄伟稳重，简静典雅。您可尽情享受完善的馆内

设施与迎面而来的亲切笑容，在乎您的每一次商务或渡假之行与温馨感

受..... 。

地址

高雄 苓雅区 四维三路 33 号 ，近永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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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垦丁

酒店内早餐，

乘车前往垦丁，抵达后游览，晚餐后入住酒店。

餐食：早、中、晚；

参考酒店：冒烟的乔雅客旅店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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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銮鼻公园

Ngoluanpi Park

鹅銮鼻公园位于台湾最南端，前身为海底礁岩，故园内珊瑚礁、石灰岩

地形遍布，因受海浪、强风及雨水侵蚀，造成巨礁林立、奇峰、洞穴等

奇观。步道纵横交错，可通往好汉石、沧海亭、又一村、幽谷、迎宾亭

等风景区。园内步道纵横交错，就好象是迷宫一样，好汉石、沧海亭、

又一村、迎宾亭等风景点，处处引人入胜。

以灯塔驰名，为台湾八景之一。园内珊瑚礁石灰岩地形遍布，怪石嶙峋，

步道纵横交错。鹅銮鼻灯塔为公园标志，高 18 米，周长 110 米，以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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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为塔基，围墙上设有枪眼，四周更有壕沟，为全世界唯一的武装灯

塔。白色铁塔内分五层，第一层储煤油，第二层置格林炮，三层为洋人

憩所，四层则设置榕林炮，第五层则为光源所在。二次大战末期曾遭炸

毁，后改建并换装新式大型四等旋转透镜电灯，是目前台湾地区光力最

强之灯塔，享有“东亚之光”美称。此外在塔旁还有巨像一座，供游人瞻

仰。巨像前有“台湾八景”纪念石碑一座，供旅客照相留念。

小贴士：

凭青壮卡门票半价。

门票价格

60 新台币

开放时间

1 至 3 月、11 和 12 月 7:00-17:30；4 至 10 月 6:30-18:30。

联系方式

+886 8 885 1101

地址

屏东恒春镇最南点

到达方式

自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搭往恒春的台汽客运国光号，中兴号

或直达车，再从恒春搭台汽客运往鹅銮鼻，在鹅銮鼻公园下车

主页

http://www.ktnp.gov.tw/cht/theme.aspx?type=2&themeTourI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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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南点碑

垦丁国家公园地处台湾本岛最南端的恆春半岛，因此台湾本岛最南的端

点也在这里，就位在名闻遐而的鹅鑾鼻公园附近。由鹅鑾鼻公园旁的公

路右转后（往龙坑生态保护区及最南点），可抵达灯塔旁的最南点停车

场，依指示牌指引前行可见一条铺设石块的林荫小径，沿小径步行约十

餘分鐘，即可看见立於礁岩上的最南点意象标誌。 最南点（东经 120

度 50 分 0 秒；北纬 21 度 53 分 59 秒）的位置介於鹅鑾鼻公园与

龙坑生态护区之间，在这方寸之地本处设置了木造眺望平台与意象标

誌，让到此一游的游客可立足南疆、胸怀天下，并可观察海滨特殊的植

物群落。很多人以为鹅銮鼻灯塔就是台湾最南点，其实这里才是，浪大

的时候这里的海景非常壮观！

地址

台湾屏东县恒春镇灯塔路 51 巷 5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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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由鹅鑾鼻公园旁的公路右转后（往龙坑生态保护区及最南点），可抵达灯

塔旁的最南点停车场，依指示牌指引前行可见一条铺设石块的林荫

小径，沿小径步行约十餘分鐘，即可看见立於礁岩上的最南点意象标

誌。

垦丁大街夜市

垦丁大街到了晚上非常热闹，沿路会有非常多的小摊子出来，贩卖各种

各样的美食。

地址

946 台湾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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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烟的乔雅客旅店 smokeyjoes

SMOKEY JOE'S 雅客旅店为 AMY'S Group 中的最新成员，承接垦丁经

营超过 28 年的雅客之家原址保留荣获优良设计奖的建筑主体，在

2013 年的 6 月赋予了全新的面貌。 SMOKEY JOE'S 雅客旅店前门就

是热闹的垦丁大街，后门步行不到十分钟就可看到美丽的大湾沙滩以

及邻近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南湾精华景点，是垦丁大街上唯一前后

临路的旅店，大门口就是多家客运站牌，提供从外地来的您更多的方

便。从热带椰林与大型石雕造景的旅店入口漫步走进，将发现迎接您

的每一步都是惊喜，每一处都是缤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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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台东县

酒店内早餐，

乘车前往台东，抵达后游览，下午后入住酒店。

餐食：早、中、晚；

参考酒店：台东鹿野鹿鸣温泉酒店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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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龍田自行車道

Luye Longtian Bikeway District

骑着脚踏车在龙田村里可以感受到乡村的惬意，很棒的自行车道，轻松自

在、风景优美，沿途非常多的水果及树木，还有浓浓日式移民村的味

道

地址

Longtian Vil.,Longtian Vil.,Luye Township,Taitung,Taiwan

台东鹿野鹿鸣温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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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仲夏蒸汽火车 穿越时空回忆古早时脱离城市暂离职场，伴

着家人远走台东，是多么让人渴望又快意的

事啊！

鹿鸣温泉酒店已经为您准备好了，随时欢迎您来到台东进驻鹿鸣，

享受山中无岁月的时光，有的只是欢乐与放松，夫妻亲子间的天伦之

乐，充满幸福。

鹿鸣有宽广的庭园，花木扶疏，草原青翠，馆内还设计了许多适

合亲子共同参与的活动，让家庭客层非常满意，因而荣获知名网站

TripAdvisor 郑重推荐台东 2015 全家出游第一名的饭店，此项奖项

确实客观的呈现鹿鸣在业界中的独特之处。

鹿鸣温泉和红叶温泉同源，均来自于鹿野溪红叶谷，是最优质的

碳酸氢钠泉美人汤，属弱碱性可饮可浴是有益健康的名泉。

热气球嘉年华是台东的经典活动，鹿鸣温泉酒店园区内天天有热

气球系留，晚上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是全台湾在饭店园区内即可搭乘

热气球的饭店，客房阳台也可欣赏热气球光雕音乐会，又是令人难忘的

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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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鸣的套装行程一个接一个的推出，就看您的需求来做选择。像家庭

专案「全家出游~儿童 FUN 心玩」，每房赠送一名儿童免费早餐。

蒸汽火车花东游，台北游客可在台北搭普悠玛号火车到花莲的玉

里，转搭国宝台铁复古蒸汽老火车头，膨洽膨洽一路冒着烟到台东，真

真实实的体验老蒸汽火车头奔驰在铁轨上的年代，铁道迷怎可错过！

地址

台东 鹿野乡 中华路一段 200 号 ，近中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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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台东县-台北

酒店内早餐，

乘火车前往台北，台北市区游览，晚餐后入住酒店。

餐食：早、中、晚；

参考酒店：台北圆山饭店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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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东火车站

車站有點特色,最主要的是內有遊客中心,可以去拿地圖及資料。

台东火车站也不大，但是却让人非常舒服，干净是一方面，游客中心

关于台东各种活动、景点介绍，义工也会给你讲解，还有各式各样的

纪念章，有一个流动图书馆让我很吃惊，在这样一个人员流动大的地

方，图书馆无人管理，所有人都可以去看书，也可以借书在火车上看

之后到下一个火车站还书，里面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地址

台湾台东县台东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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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车站

台湾铁路纵贯线、台湾高速铁路、台北捷运红线和蓝线的转运车站，是

大台北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台北车站整体建筑地上六层、地下四层，

地上一楼为大厅楼层，设有东、南、北、西每面各三个出口，地上二楼

是由微风广场接手的微风台北车站以精致的美食料理为商场招牌，地上

三楼至六楼则为台铁和高铁的行政中心；地下一楼有高铁相关事宜服务

台、台铁地下街，北侧与中山地下街和台北地下街市相连街、南侧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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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品捷运商场和台北新世界购物中心；地下二楼则是两个岛式台铁月

台和两个岛式高铁月台，地下三楼和四楼分别为台北捷运蓝线和红线

的岛式月台，共设有 8 个出入口其中有和台北凯撒大饭店 Metro A8

地下美食街、站前地下街和台北新世界购物中心相连结，台北车站形

成路线密集可与其它地区互通有无的交通枢纽地带。

开放时间

全年

联系方式

+886 2 2371 355

地址

台湾台北市中正区北平西路 3 号

到达方式

乘坐捷运淡水信义线或板南线即可到达

主页

http://www.railway.gov.tw/taipei/

国立故宫博物院

Taipei'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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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Taipei's National Palace Museum)是台湾著名的历

史与文化艺术史博物馆，坐落在台北士林区外的双溪旁。整座建筑依山

而建，是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形式，庄重典雅，极富传统色彩。博物院

内收藏各类文物珍宝约 60 万件，展馆会展出其中的一部分藏品，每三

个月更换一次，不定期还会举行各种特展（展览信息可浏览

http://www.npm.gov.tw/zh-TW/）。除了参观稀世文物，博物院内还建

有仿宋明庭院风格的“至善园”和“至德园”，“张大千先生纪念馆”也坐落在

此。

台北故宫博物院依山傍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雄伟的建筑在绿色山峦

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壮阔。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三大镇馆之宝，分别是肉形石、翠玉白菜和毛公鼎；

翠玉白菜和肉形石皆是精巧绝伦的工艺品，栩栩如生的造型足以以假乱

真；而毛公鼎则是迄今为止镌刻铭文最多的重器，珍贵程度世所罕见

（当时的青铜器不但以质地、古旧程度论价，而且还按照铭文的字数加

价，一个字可以加一两黄金）。

联系方式

+886 2 2881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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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111 台湾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 221 號

主页

npm.gov.tw

国父纪念馆

National Dr.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建成于 1972 年的国父纪念馆，是著名建筑师王大闳的作品。本体建

筑为唐朝宫殿式风格，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了建筑元素，也是台北的地

标性建筑之一。到这里一般都是参观整点时的国军仪仗队交接班的仪

式，还可以看到一些孙中山先生的墨宝。现在国父纪念馆主要设以“中
山先生与中华民国”、“中山先生与台湾”为主题的展览，除了馆内经常

举办展览和演出外，已经成为台北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在廊下经常可

以见到学生在练习跳街舞。国父纪念馆广场也是拍摄台北 101 大楼的

最佳角度之一。

开放时间

纪念馆开放时间：9:00 至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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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台北市信义区仁爱路四段 505 号

台北 101 大楼

Taipei 101

这座曾经是世界第一高的大楼，如图腾般大量出现在有关台湾的一切宣传

物上，台北地标之一，总高度达 508 米，结合证券、金融、商业活动与娱

乐、生活、购物等用途，购物中心内规划有时尚服饰区、名牌精品区、化

妆品专柜、书店等。每天也有络绎不绝的旅行者来此参观，除了在下面商

场购物外，游客一定都会乘坐号称世界最快电梯上升到 89 楼鸟瞰台北(不

过这世界最快电梯的纪录马上要被上海中心的新电梯打破)。大楼的 89 层

至 91 层均为室外观景台，可以俯瞰台北全市。跨年和重大节庆时的 101

烟火表演也是其重要看点。在大楼内那个阻尼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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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看，毕竟在地震多发的台湾，要建这么一栋超高大楼，也是突

破极限的事。101 大楼的设计概念为竹节高升，在台北这毫无天际线

的城市显得鹤立鸡群，经常被台北人笑称为“101 灵骨塔”，在台北人眼

中是个俗不可耐的象征，如果你让台北人来票选台北最丑建筑，101

大楼绝对会是第一名。

小贴士：

1、大楼全面禁烟，并禁止口香糖或槟榔。

2、服装不整或穿拖鞋者谢绝入内。

3、上观景台请勿外带食物、宠物入内。

每年台北的跨年晚会，都是以台北 101 大楼的跨年烟火表演作为压轴

演出。数分钟中以烟火作为主题所举办的跨年活动，搭配周边的跨年活

动，每年均吸引数十万人于现场观赏，并成为国际及台湾最知名的跨年

活动之一。

游客可以凭随门票附赠的语音导览系统兑换券与押金新台币 1000

元，向柜台换取语音导览机的使用权，内容长度约 40 分钟。台湾地

区以外的游客可改以护照抵押；在巨柱上方有标明编号，只要按下巨

柱上的编号与绿色按钮，就可收听该位置景色的介绍。支持七种语

音：汉语普通话、闽南语、英语、日语、粤语、德语、韩语。语音导

览系统必须归还后，才可离开下楼或参观 91 楼户外观景台。

门票价格

500 新台币，优惠票 450 新台币（限学生、军警），团体票 450 新台币，

1.15 米以下儿童免费，但需由一名成人陪同。

开放时间

购物中心：周日-周四 11:00-21:30，周五-周六 11:00-22:00。观

景台周一-周日 9:00-22:00，21:15 为最后购票入场时间。

联系方式

02-8101-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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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信义区市府路 45 号

到达方式

信义线「台北 101 站」4 号出口

板南线「市政府站」2 号出口步行約 10 分钟

主页

http://www.taipei-101.com.tw/

宁夏夜市

宁夏夜市位于台北民生西路至南京西路段，长约 400 公尺 , 汇聚许多传

统台湾小吃 , 充分展现大稻埕的古早风味。宁夏夜市是台北少数将摊贩集

中在道路中间的夜市，走在行人徒步区里，两侧皆有令人垂涎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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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的美食，该从何下手让人伤透脑筋。宁夏夜市饮食以台湾传统特色

小吃为主，包括蚵仔煎、蚵仔面线、台南碗粿、猪肝汤、郭鱼汤、卤

肉饭等等。此外，山东赤肉蒸饺、上海生煎包、蒙古烤肉等大陆美味

在这里也都找得到。

门票价格

无需门票

开放时间

全天开放

地址

台北市大同区民生西路至南京西路段

到达方式

乘捷运淡水线或北投线至双连站下，再步行约 10 分钟。

台北圆山饭店

The Grand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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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山饭店不仅是台湾的地标，朱圆柱与金碧辉煌的大厅，更是这座岛屿

的影子，记忆着数不尽的辉煌历史，巍峨高耸於圆山之腰，前临蜿蜒的

基隆河为镜，後倚秀丽的阳明山为屏，东望松山，西睽淡水，极目所

视，大台北市的景物，历历如在眼前。集西方建筑的雄伟与东方建筑的

古雅於一体，兼具力与美的表现无论兴建的大厦，或者是原有的金龙、

麒麟各厅，都依传统的宫殿型式，内部的装潢陈设，以及家俱摆饰，无

不皆具中国传统的艺术色彩，极见匠心独运。号称世界最大的旅馆大厅

与房间内部的明式、红木家俱。

联系方式

00886-2-28868888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区中山北路四段 1 号 ( 1 Section 4 of North Chung Shan

Road (Zhongshan Bei Lu Si Duan), Zhongshan District,Taip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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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台北-新北市-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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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柳地质公园

Yeliudizhi Park

自野柳地质公园入口到海岬的末端，长约 1.7 公里，期间最宽的地方

不及 300 公尺。自基金公路野柳站到海岬的末端，长约 2.4 公里。

野柳地质公园的奇岩是世界奇观之一。由于海岸延伸的方向与地层及

构造线方向近于垂直，外加波浪侵蚀、岩石风化、及海陆相对运动、

地壳运动等地质作用的影响，因而产生罕见的地形、地质景观。

地址

台湾新北市万里区港东路 167-1 号

九份老街

Chiufen (Jiufen Old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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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份位于台湾台北县瑞芳镇，早期因为盛产金矿而兴盛，矿藏挖掘殆尽

后从而没落。1990 年后，因电影《悲情城市》在九份取景，九份的独

特旧式建筑、坡地以及风情，透过此片而吸引国内外的注目，也为此小

镇重新带来生机，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观光景点。后来 2001

年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作品，神隐少女（即千与千寻）中的街道，灵

感也是取自於九份老街，吸引了大批日本游客。陈绮贞《九份的咖啡

店》这首歌更是让很多人慕名前来。

九份的老街，怀旧景观主要集中在基山街、竖崎路及轻便路三条街道上。九

份国小至九份派出所之间为贯穿九份的竖崎路，长达 300 多阶的石阶路为

早期九份运送物资的要道，而今咖啡茶楼林立，古朴的街道让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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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九份的象徵。基山街聚集了九份老街的许多主要景观，这里保留了许多

日治时代的旧式建筑，小吃芋仔番薯、九份第一家茶坊以及九份文史工作室

都设置于此，这里还有座景观台可以观看九份的海景。除了这三条大路之

外，还有很多小的巷弄胡同，随意探索一下都会发现惊喜喔！

小贴士：

逢假日易塞车，且游客众多，可提早出发。许多店铺晚上 8 点就打烊。

地址

台湾新北市瑞芳区基山街九份

到达方式

公交

西门町

Xi Men Ting



D8

西门町位于台北市万华区，由武昌街二段、汉中街、峨嵋街的行人徒步

区所形成的区域为西门町的黄金地带。大台北地区来往公车的密集交

界，流行元素走在前端，是许多年轻学子及各国观光客朝圣之处。 台北

著名的流行商圈和最具特色商业步行街，西门红楼、刺青街、电影街、

KTV、万年大楼、万国百货、诚品书店和各式各样的精品小店随处可见，

是台北人假日最喜爱的去处之一。

小贴士：

潮流聚集地，西门町是时下年轻人的潮流聚集地，有五月天阿信投资的

STAYREA 潮服店，和各式运动服装品牌店。平日能在西门町看到街头艺

人和青少年的街头表演，也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穿着特殊的潮人群众，非

常有特色。武昌街旁边的美国街则充满了美式风格的嘻哈服饰与个性行

头、涂鸦创作，为台北画上了异国的妆扮。目前西门町有 20 家以上的

电影院，是电影院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喜欢游乐场活动，可以到万年大

楼顶楼的汤姆熊游乐区。肚子饿了，强烈推荐李天禄卤味和阿宗面线、

日本料理店“美观园”、小吃“鸭肉扁”，价格实惠，性价比高。感受西门町

的气氛，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小型演唱会、签唱会、唱片首卖会登场，各

种电影宣传、街头表演等活动也常常可见。

地址

西门町

圆山大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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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山大饭店位于剑潭山西南，是中华民国的表征，台北的代表地标，

世界十大旅馆之一。

七彩画梁、丹珠圆柱与金碧辉煌的大厅，台北圆山大饭店不仅是台

湾的大地标 、过去贵族宴客的高级场合与负责敦睦邦交的国家招待

所，更是这座岛屿的影子，记忆着数不尽的辉弘历史。

台北圆山大饭店属于财团法人台湾省敦睦联谊会所管辖，非以营

利为目的，圆山饭店以经营国际水平之旅馆餐厅及附属事业，开发国

际观光事业，招待外宾暨国际贵宾，促进国民外交敦睦联谊及中外社

会之公益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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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圆山大饭店客房装潢设融合东西方设计美学，兼顾体贴细腻的

舒适要求。特级的舒适套房，优质的专业服务，充分的休闲娱乐生活，

以及交通便捷邻近圆山捷运站及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与科技的会议场

所；无论是住宿商务，台北圆山饭店都让您宾至如归，拥有元首般的尊

荣享受。

联系方式

+886 2 2886 888

地址

台湾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四段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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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台北-沈阳

酒店内早餐

台北市区游览，中正纪念堂，下午台北免税店，

后前往机场，乘机返回沈阳，

参考航班： CZ3012 19:05-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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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纪念堂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中正纪念堂和自由广场也是旅行者必到的地方。这是一整个园区，包括中

正纪念堂、音乐厅和戏剧院，还有外围的公园。中正纪念堂是为纪念蒋介

石而建造的纪念堂，造型仿北京天坛顶部造型和埃及金字塔的主体建筑样

式，大厅中央放置蒋介石坐姿铜像，底座部份设有展览室和放映室，陈列

蒋介石的一些文物，供民众参观。现在纪念堂里正殿每到整点都有驻守的

仪仗队交接仪式，一般来说，17:00 关殿前那一班会比较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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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而一楼的常设展，则展出了各样与蒋介石有关的文物资料，有时

会有些艺文展演。

整个广场两侧，仿古代宫殿式的音乐厅及戏剧院，是台湾一流的展演中

心，整年都有海内外一流团体在这边演出。中正纪念堂最值得看的不是

那座铜像与建筑，而是台湾最高级的演出场地两厅院中随时更替、便宜

而目不暇给的演艺活动。因为中正纪念堂有充满宗教意涵及语汇般的设

计，所以在 80 年代台湾反对运动人士就很喜欢称这为“中正庙”，各种

集会活动也都在这集合，沿着仁爱路一路走到孙文纪念馆是经典游行路

线，后来陈水扁把这里改名为自由广场及民主纪念馆，在他下台后，又

改回中正纪念堂，为取折中，自由广场的名字还留着。

小贴士：

1. 换岗仪式的最佳观赏位置是大厅两侧靠近站岗卫兵处和正对铜像的

位置，可直观的看到卫兵的一整套动作。2.换岗时一楼的电梯不能使

用， 建议游客提早在铜像大厅等候。

3. 整个仪式庄严隆重，切勿大声喧哗。

4.每当整点时间，交接仪式开始，持续 15 分分钟。

门票价格

免费开放

开放时间

9:00-17:00

联系方式

+886-2-2343-110

地址

台湾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南路 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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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20、204、209、237、249、0 东、38、291 路等，在中正纪念堂、弘

道中学等站下车。

主页

http://www.cksmh.gov.tw

昇恒昌免税店(民权路店)

《昇恆昌免稅店》是由國人百分之百投資經營的免稅店，創辦人江松樺

先生號召多位觀光、旅遊界人士，在 1995 年 9 月 27 日成立 Ever

Rich D.F.S. Corporation《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進軍免稅零

售服務業，以「經營國際化、服務在地化」的精神，把台灣免稅產業推

向國際為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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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人很多，需要用上入台证，通行证，和行程单。

开放时间

8:00-21:00 全年无休。人很多，需要用上入台证，通行证，和行程单

联系方式

00886-02-080009

地址

松山区民权东路三段 72 号(近复兴北路)

到达方式

公交，步行

主页

http://www.everrich.com/tw/

台北桃园国际机场

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简称桃园国际机场、桃园机场，是大台北地区的

联外国际机场、以及台湾规模最大的民航机场，位于北台湾的桃园市

大园区，为台湾主要的国际客运出入地，也是台湾本岛最北端的机

场。1979 年 2 月 26 日启用时的名称为中正国际机场，2006 年 10

月改为现名。经营机构为桃园国际机场公司。

联系方式

+886 3 398 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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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台湾桃园县大园乡航站南路 9 号

到达方式

机场大巴或的士

主页

www.taoyuan-airport.com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的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的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