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浪漫在臺灣購物在臺灣
購物零時差，精品、文創兼備

在臺灣，您可以於兼具時尚與人文的購物環境，享受

shopping樂趣，不但有與全球零時差的國際時尚精品及設

計師品牌，也有本土設計師結合臺灣傳統與創新，激盪出

充滿臺灣味的服飾精品、文創設計精品及生活用品，結合

多元休閒娛樂和美食的大型購物中心或百貨公司林立的商

圈，都能滿足每位旅人的購物慾望。

創意無限，文創產品獨特性強

隨著文創產業抬頭，臺灣有許多活躍的藝術家，創作

出結合臺灣特色與生活創意，盡現巧思和趣味的文創商

品，在台北的迪化街、西門紅樓、華山1914創意文化園區

以及松山文創園區，或是高雄的駁二藝術特區，都可採買

到各式特色文創商品。

物美價廉的購物天堂，等您來挖寶

除了高價位的時尚精品，在有寶島美名的臺灣，您也

可以挖掘到物美價廉的服飾鞋帽、文具、用品、三C產

品。走一趟臺北西門町、五分埔、後車站批發商圈，或臺

中一中街、逢甲夜市，高雄的新堀江、三多商圈，以及夢

時代購物中心，即可感受臺灣年輕人的潮流文化，盡情在

購物天堂挖寶。

 

樂活在臺灣
茶鄉品茗，盡在臺灣

臺灣得天獨厚的自然地形、好山好水，從北到南孕育

出獨樹一幟的茶鄉，從北到南，走一趟百年茶路，就能感

受文山包種茶、峨眉東方美人茶、魚池阿薩姆紅茶、阿里

山高山茶及瑞穗蜜香紅茶的香氣，再從茶園到茶桌，體驗

採茶與製茶的樂趣，一趟樂活悠閒的品茗之旅讓您感受茶

文化的奧妙。

密集溫泉區，體驗泡湯樂趣

全臺灣擁有超過100個溫泉區，各具不同療效：南部的

不老、寶來和四重溪溫泉，東部的知本、綠島、文山、礁

溪和仁澤溫泉、蘇澳的冷泉都含有碳酸鈉泉，會在皮膚上

產生氣泡。烏來、礁溪和知本的溫泉則含有碳酸氰鈉，能

潤滑肌膚。

位於北部陽明山和北投的溫泉，屬於硫磺溫泉；金山

溫泉屬於純水溫泉，具有較溫和的療效。臺南關子嶺的泥

泉則有天然的鹹味。溫泉飯店通常也提供餐飲，泡湯後可

享用特色美食料理，度過舒暢愉快、樂活無限的一天。

養生風盛行，有機樂活之旅流行

隨著臺灣養生風氣興起，旅途中您可以嘗試東方獨特

的禪坐、太極、氣功、瑜珈及SPA，感受全東方的悠閒養

生感受。目前許多餐廳並提供有機餐飲，更有結合養生料

理烹飪、SPA按摩、瑜珈、禪修及精油調配的課程，讓旅

客達到身心靈的平衡，享受全方位的樂活之旅。

生態在臺灣

高山島嶼，地理景觀多變

臺灣以高山聳立聞名國際，是有名的「高山島嶼」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多達272座，其中3952公尺的玉

山，更是東北亞第一高峰。因地理資源豐沛，臺灣擁有複

雜多變又奇特的地理景觀，除了高山外，還有丘陵、平

原、盆地、縱谷、優美的海岸風光與海底珊瑚礁等。

東西南北，奇特地景吸引人

臺灣四周環海、海岸線長，西部海岸多沙灘、瀉湖與

沙洲；東部海岸屬於岩岸，高山與深海相鄰，岩岸平原狹

窄；北部海岸屬於岩岸，岩石岬角與海岸相間；南部海岸

也是岩岸，則以珊瑚礁地形為主。此外，離島地區也有令

人讚嘆的地質區，如澎湖群島的玄武岩方山、金門的花崗

岩地形、馬祖的海蝕景色都相當奇特。

生態資源獨特，動植物種類多

這美麗的島嶼擁有數量龐大、種類眾多的動植物生

態，以及獨特的生態資源，例如與德國一樣的黑森林、三

千到六千萬年前的植物─紅豆杉、紅樹林、臺灣水韭、以

及罕見的高海拔草原景觀，另外，地球上最古老的青蛙─

山椒魚、臺灣黑熊、臺灣獼猴、帝雉、臺灣藍鵲、櫻花鉤

吻鮭等，都是台灣特有的動物。

賞蝶、賞鳥、賞魚，悠游臺灣

臺灣也是許多賞蝶、賞鳥人士的天堂！根據統計，全

世界約有17,000種蝴蝶，臺灣就有將近400種，其中約50

種是特有種；又因為臺灣溫暖多雨、植物茂密，且位於太

平洋西岸鳥類遷移南來北往必經的路徑上，留鳥、候鳥共

有440種，包含黑面琵鷺、燕鷗等均可見其蹤跡。此外，

臺灣還擁有豐富的海洋生物資源與磅礡的動人地景，像四

周海域溫暖清澈、適合珊瑚生長的墾丁及綠島，就提供了

優良的生態環境，吸引各色熱帶魚悠游其間。 

八座國家公園，各有巧奪天工

臺灣擁有八座國家公園，東部有以立霧溪畔高聳深邃

的峭壁峽谷所構成的太魯閣國家公園；北部有以火山地形

聞名的臺北市陽明山國家公園；中部有以臺灣特有魚種─

櫻花鉤吻鮭著稱的雪霸國家公園，以及層層峰巒綿延天際

三C產品，款式新、價實惠

三C產品愛好人士，絕不能錯過資訊科技產業蓬勃發展

的臺灣，臺北市的光華商圈、臺中電子街、高雄的3C量飯

店，聚集了各式最新穎的電腦、手機通訊與消費性電子產

品專賣店，除了可以買到最新款式的三C產品，還能數以

百計的店家中挑選價格最實惠的產品。此外，每年的電腦

展也不容錯過，熱鬧的展場SHOW GIRL及下殺最底價的三C

產品，已然成為臺灣最受歡迎的展覽。

 精彩夜生活，越夜越美麗

臺灣的都會夜生活也十分精彩，不論是夜店、五星級

飯店的酒吧，都有國際級的DJ表演或是LIVE樂團演奏及歌

手駐唱，KTV與電影院等娛樂場所多營業至凌晨，甚至24

小時，玩到天亮也不成問題。不愛熱鬧夜生活的您，也可

至24小時營運的書店，沉靜在安靜書香中，豐富的中文及

外文藏書，提供購書或喜愛閱讀的人，體驗臺北的另一番

面貌。

 復古風潮重現，感受美好臺灣味

除了時尚潮流之外，臺灣有許多充滿歷史情懷的老

街，隨著文創產業與地方的整合發展，這些老街重整結合

社區經濟後，往往有令人驚艷的全新面貌！一邊回味古蹟

的歷史故事，一邊觀賞深具歷史意義的建築風格，或巴洛

克，或歐洲都鐸式，或中國風格，或日式風格，都細數著

台灣幾百年來的歷史、政治與經濟的演變。不僅如此，同

時還能欣賞本土藝術家的文創小物，在選購充滿臺灣味的

復古手工藝品或童玩之餘，也別忘了品嘗傳承百年的美味

特色小吃。

美麗寶島，浪漫寶島

臺灣有許多充滿浪漫情懷的旅遊景點，擁有歷史意義

的古蹟建築、博物館及都會時尚建築，或是可以展現自然

美景的山景、海邊，都是新人喜愛的獨特選擇。

夢幻景點，約會、拍婚紗兩相宜

北台灣臺北市的陽明山、北海岸「石門婚紗廣場」、

新北市的金瓜石、九份老街，皆是北部受歡迎的浪漫景

點；中臺灣的九族文化村、清境農場、南投集集，景色如

夢似幻，適合情侶或夫妻同遊，日月潭清晨的靜謐氣氛，

亦是許多新人不辭辛勞、早起拍攝婚紗的景點；南臺灣的

高雄愛河，是港都最浪漫的約會跟拍照景點，墾丁則是情

侶度假天堂；東臺灣的七星潭是公認最佳約會地點；離島

澎湖的雙心石滬，心心相印的美景則為有情人增加愛戀氛

圍，在玄武岩下拍攝婚紗，讓磅礡地景見證愛情。

自助婚紗夯，浪漫很簡單

自1950年代起，就有外籍旅客來臺灣度蜜月，近年則

流行來臺灣拍婚紗照並體驗浪漫之旅，留下愛情的見證。

完成婚紗拍攝後，到臺灣各地三天兩夜輕旅行，返國前挑

選照片，婚紗專輯完成後直接寄送到家，婚攝旅遊也可以

浪漫的很輕鬆。

賞夕陽、夜景，日夜皆浪漫

落日餘暉與浪漫月光能讓旅人放慢腳步，體驗旅行的

滋味。傍晚時分的淡水暮色是最美麗的期待，中部高美濕

地的夕陽如詩如畫，煞是醉人；入夜後從陽明山後山公園

望去的萬家燈火，與滿空星光映照的臺北夜景、高雄愛河

的夜景，都是當地人喜愛的私房景點。

單車環島，一起運動同樂

近幾年來，自行車運動在全臺灣蔚為時尚，創造另一

種「臺灣騎跡」！全臺設置不少擁有好山好水、樂活又好

玩的自行車道，透過長達5千公里的車道計畫進行全臺大

串連，有適合全家親子遊的河堤腳踏車道、鐵馬道，也有

讓各路好手挑戰的登山級路線。每年11月舉辦的臺灣自行

車節，有職業級的競技挑戰賽，也有短距的單車遊或環臺

旅程，讓全臺都騎起來，喜愛自行車運動的您，別錯過讓

全臺灣人都瘋狂的單車環島之旅。

完整路線規劃，受國際青睞

臺灣規劃完整的自行車道路網，也受到國外注目，日

月潭自行車道就曾獲美國CNN旗下的生活旅遊網站CNNGO評

選為全球10大最美自行車道之一，成為臺灣的驕傲。單車

環島可欣賞沿途的臺灣風景，還能嚐遍各地美食小吃，最

棒的當然是親身感受臺灣最珍貴的風景－臺灣人情味。

小白球之旅，樂活新星

臺灣是個多山的島嶼，大部分的高爾夫球場都興建於

山坡或丘陵上，地形豐富多變，有不少獨特的球道設計，

帶來擊球的樂趣與挑戰，居高臨下的視野，也讓球道上的

景色更加美麗。喜愛高爾夫運動的您，也可以選擇來一趟

臺灣小白球之旅。

臺灣13個國家風景區

特色 名稱

擁有特殊海岸地形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依山傍海、灣峽羅列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水果之鄉暨佛教聖地 參山國家風景區

湖光山色享譽國際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日出雲海、美景如畫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沙洲、濕地、潟湖景觀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平埔文化濫觴地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魯凱族部落風情 茂林國家風景區

豐富動植物資源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海崖嶙峋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

牧野風光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

玄武岩奇景 澎湖國家風景區

閩東之珠、山海之美 馬祖國家風景區

Time to Shop
Shoppers love Taiwan. From the 
designer boutiques of Dunhua 
to the gadget stores of Computer 
Lane, the island’s full of great 
places to indulge your passion. 
And thanks to our proud tradition 
of craftsmanship you can also stock 
up on happy memories of your trip. 

Paper lanterns painted by hand.
Beautiful woodcarvings. Stunning 
glass art. There’s even a weekend 
jade market fi lled with ornate 
trinkets made from the mythical 
green stone. Or visit the charming 
Maokong Tea Gardens and give 
friends a taste of Taiwan’s magic.

www.taiwan.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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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for Love
On our delightful island, love is always 
in the air. It’s also in the water. From 
romantic boat trips down Love River 
to moonlit strolls beside shimmering 
Sun Moon Lake. For something a 
little steamier, the hot springs of 
Wulu Gorge with their superb forest 

views are perfect for lovebirds of 
any age. And if you’re thinking of 
popping the question in Taiwan, a 
Rukai tribal wedding ceremony is 
a must. Rich in ritual, spectacle and 
joy, these glorious ancient nuptials 
will make your loved one say ‘I do’.

www.taiwan.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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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for Nature
Taiwan is rich in natural wonders. 
We have over 250 breathtaking 
peaks including the tallest in 
northeast Asia, at almost 4,000 
metres. Home to ancient aboriginal 
villages, rare orchids and millions  
of beautiful purple butterflies, our 
mountains take hiking to new 

heights. Back at sea level, you can 
laze on the white beaches of Penghu; 
dive off volcanic Green Island, or 
marvel at the coral island of Little 
Liuqiu. And don’t forget our famous 
hot springs. Loved by local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y nourish 
your skin – and soul. 

www.taiwan.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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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for Two Wheels
From the dramatic coastal landscapes 
of the eastern seaboard, through the 
stunning chasms of the Taroko Gorge, 
and across the mountain ranges to the 
shores of Sun Moon Lake, Taiwan’s 
compact geography can put a journey 
of epic contrasts within the reach of 
cyclists of all ages and abilities.

With modern, car-free cycle paths  
in all major destinations, and a wealth 
of opportunities to hire and return 
equipment across the island, two 
wheels offer all kinds of advantages 
over four. But the one thing you will 
find everywhere is our heartfelt 
delight in having you here.

www.taiwan.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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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玉山國家公園；南部則有充滿熱帶海洋風情的墾丁國家

公園。

另有以戰地文物地景著稱的金門國家公園、由珊瑚碎

屑及貝殼風化形成獨特白沙地質景觀的東沙環礁國家公

園，以及兼具人文歷史及生態保育的臺江國家公園。在國

家公園壯觀的自然風光之下，都蘊含了豐富的動植物生

態，不僅提供一個保護的環境，也是遊憩、環境教育、學

術研究的場所。

要感受這些多樣性生態，走一趟國家風景區、森林遊

樂區、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絕對讓您對於臺灣豐富的

自然生態與美景大表讚嘆。

鐵道之旅，另一種浪漫旅行

臺灣的鐵路不僅是交通工具，更和地方人文與社會發

展有著深厚的情誼，留下許多珍貴的鐵道遺跡，許多老舊

的車站或鐵道仍充滿濃厚的古意，散發特有的舊日風采，

有另一種浪漫風情。鐵道沿途風光千變萬化，每一條路

線各具特色，臺灣狹長的丘陵地，使得鐵道沿線佈滿山光

水色的妍麗景致，有的美景更是一般汽車旅行所無法感受

的。

來臺灣體驗浪漫旅程，若要細細品味美景，又不想被

不熟的路況、壅塞的車陣所困擾，不妨安排鐵道之旅，悠

閒玩賞鐵道沿途的海景、山色和田園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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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臺灣              
臺灣，是蘊含豐富文化的國度

從歷史面向綜觀臺灣政治與經濟的發展，這個小島歷

經數百年的演變，由曾經居住在此的不同族群，共同激盪

創造出多元的文化資產與地方人情。

文化史蹟，值得細細鑑賞

臺灣的主要都市，有許多是曾經風華一時的商城港

埠，臺北迪化街、艋舺(萬華)、臺中鹿港、臺南安平，現

在依然可見古城、寺廟、老街。艋舺龍山寺迄今擁有270

多年的歷史，鹿港目前仍保留部分舊時榮景的古街巷，以

及門面窄、屋深長的樓井式建築；古廟如鹿港天后宮、鹿

港龍山寺，皆為集藝術之大成的建築，值得深入探索。

外島&原住民文化，展現豐沛生命力

金門、馬祖、澎湖等外島也留有許多珍貴的文化史

蹟，原住民文化及客家文化同樣是臺灣珍貴的資產，包含

語言、服飾、習俗、飲食、住屋等，都極具該族群的傳統

特色，其中原住民的豐年祭與客家義民節，亦為臺灣重要

的特色民俗節慶，將臺灣豐沛的生命力表露無遺。

藝文即生活，藝術多元化

臺灣藝文風氣普及，全臺擁有多處文化展演舞台空

間，大至兩廳院，小至社區舞台，臺灣人不分老少，早已

將藝文欣賞注入日常生活中。不論是來自海外的各項國際

級表演，如歌劇、音樂演奏會、流行歌手、世界民俗舞

蹈、舞台劇，或是臺灣本土的文化藝術表演，全臺各地一

年四季都有表演場次。

重量級展館，文化之旅必訪

臺灣擁有許多各式主題博物館及美術館，多位於都會

區，交通便利方便遊客規劃行程。名列全球四大博物館之

一的故宮博物院，收藏5千餘年來中華文化歷代65萬件文

物珍寶、新北市金山區的朱銘美術館，則擁有深獲國際藝

壇肯定的雕刻藝術品，都是旅行臺灣時不容錯過的文化必

訪之地。

手工藝品，表現地方文化

臺灣藝術家豐沛的創作生命力，也展現在運用當地材

料創作的手工藝上，鶯歌、南投水里與金門的陶瓷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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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在台灣
物產豐饒，選擇眾多

臺灣由於氣候良好，地理位置優越，除了一年四季盛

產的蔬菜水果外，也有豐富的海產漁獲，加上歷史變遷

與經濟發展，在臺灣，您可以品嘗到最道地的中國各地菜

餚，還有讓臺灣人自豪的傳統臺菜，除了精緻的臺菜餐

廳，街頭林立的熱炒店及火鍋店也是好選擇。

精緻食文化，養生又健康

臺灣人懂得吃，也懂得創造精緻美食，透過中西飲食

文化交融，激盪出專屬於臺灣人的精緻餐飲文化。在饒富

東方風味的餐點中融入些許西方菜餚的巧思，亦或在西方

料理中，巧妙利用在地當令食材，都能製作出令人驚奇的

好滋味。無論是五星級大飯店的東西方特色餐廳，或是巷

弄間的餐廳，廚師們會將養生概念融入料理，當您在裝潢

風格各具特色的餐廳裡，細細品味西方料理、東方風味餐

點以及臺灣料理時，也同時兼顧到健康。

飲食交流，料理多元

隨著臺灣國際交流日趨頻繁、世界各地文化的交會以

及飲食的精緻多元化，隨處都可嘗到各式異國風情料理，

義大利餐廳、法國餐廳、德國菜、日本料理、韓國料理，

這些異國風味往往也讓品嘗過的饕客們直呼過癮。

庶民美食，首推夜市

想體驗臺灣的庶民飲食生活文化，別錯過深受國際旅

客喜愛的夜市！除了琳瑯滿目的購物攤位，當然不能錯過

各式小吃，從經常登上國際媒體版面的臭豆腐、豬血糕、

臺灣觀光年曆：timefortaiwan.tw/events

國際光點：theme.taiwan.net.tw/intlspotlight

臺灣好行：www.taiwantrip.com.tw  

臺灣觀巴：www.taiwantourbus.com.tw  

24小時免付費旅遊諮詢熱線 0800-011-765
亞洲精華心動臺灣

臺 灣 旅 遊 摺 頁

亞洲心，臺灣情

臺灣由心出發，散播臺灣人獨有的熱情，觸動觀光客的心，邀請

你來享受臺灣的美食、浪漫、樂活、購物、文化與生態之美。

還等什麼？

準備好你的度假心情，盡情倘佯在這美麗的海角樂園吧！ 

交通部觀光局
Tourism Bureau, MOTC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90號9樓     電話:886-2-2349-1580     Email:tbroc@tbroc.gov.tw     http://taiwan.net.tw

苗栗三義木雕、花蓮石雕、美濃紙傘與原住民傳統工藝

等，都具有濃厚的地方文化特色，琉璃工藝更屢屢站上國

際舞台，展現臺灣文化驕傲的一面。

傳統民俗節慶，精彩整年不間斷

在臺灣，從年頭到年尾都有精彩的民俗節慶活動！農

曆新年到農曆正月十五元宵節，大街小巷充滿濃厚年味，

且全臺各地都會舉辦燈會活動，吸引數萬人參加的台灣燈

會，是每年盛大的民俗節慶活動之一；再加上獨具特色的

平溪放天燈活動與臺南鹽水蜂炮，更是外國媒體力薦的全

球最佳節慶活動。

五月五端午節，熱鬧的划龍舟比賽與美味肉粽讓許多

外國遊客印象深刻；接下來的農曆七月中元節，全臺各地

有許多祭典法會和燒王船活動，還有聞名全臺、驚險刺激

的宜蘭頭城搶孤活動，一整個月都可感受道地的臺灣民間

信仰風俗。八月十五中秋節，是臺灣重要的家庭團圓日，

賞月、吃月餅外，臺灣人也熱衷在中秋節舉辦烤肉聚會，

成為中秋節的特殊文化。

宗教活動，感受臺灣人情味

宗教信仰在臺灣民間相當興盛，每年農曆3月23日適逢

媽祖誕辰，全臺有大規模的進香遶境活動，尤以大甲鎮瀾

宮與北港朝天宮規模最為龐大。近年來，媽祖繞境吸引許

多國外媒體及旅客參加，獨具特色的宗教儀式及沿途溫暖

熱情的人情味，都讓人難忘。

迫不及待想體驗旅行臺灣的美好嗎？歡迎您到臺灣

來，深刻感受亞洲文化的深度，加入我們熱鬧的活動行

列！

臺灣10大觀光夜市

最美味、最友善 基隆廟口夜市

最有魅力 臺北士林夜市

最好逛 臺北華西街夜市

獲特色推薦

臺北寧夏夜市
嘉義文化路夜市
臺南花園夜市
鳳山市中華街夜市

最美味 臺中逢甲夜市

最有魅力、最有人氣 高雄六合夜市

最友善 宜蘭羅東夜市

蚵仔煎、滷肉飯，到臺灣人熱愛的麻辣鴨血、小籠包、

花枝羹、胡椒餅，這些價位便宜又美味的美食，最能吃

出道地臺灣味。此外，讓許多饕客難忘的牛肉麵，也是

臺灣特有的麵食文化之一，而世界知名的小籠包，更是

來臺灣旅行，不能錯過的美食選擇。

咖啡食尚，甜點作伴

近年來臺灣咖啡文化盛行，除了國際連鎖咖啡店，許

多隱身在巷弄的本地咖啡館，都有專業的咖啡及烘焙師

駐店，採用自家烘焙的咖啡豆外，還有各式招牌甜點，

如蜜糖土司、鬆餅、冰淇淋等，都讓饕客們趨之若鶩，

也成為臺灣年輕人爭相追逐的時尚社交文化之一。

茶葉出名，自創茶品當道

除了各式各樣的高級料理及美食小吃，臺灣也是著名

的茶葉王國，在得天獨厚的地形與氣候條件下，孕育了

著名的文山包種茶、凍頂烏龍茶、鐵觀音等，更發展出

客家擂茶和聞名海外的珍珠奶茶。

盡享美味，伴手禮相隨

臺灣素有水果王國之稱，四季都有產量豐富的水果，

您可以盡情品嘗芭樂、蓮霧、芒果、香蕉、西瓜等香甜

多汁的臺灣好滋味；臨走之前，記得帶一份最具臺灣味

的伴手禮，如鳳梨酥、太陽餅、花生糖、牛舌餅等，與

家鄉的家人朋友分享，讓他們也能一嘗美味獨特的臺灣

糕餅點心。

Time to Eat
Built around a tradition of preparing 
and serving the freshest food, and 
with a reputation exceeding the best 
alternatives in Asia, Taiwan charts 
an authentic culinary voyage. Be 
astonished, challenged and charmed, 
but everywhere well-fed – with old 
favourites and new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lassics. And when it comes 
to tea, it’s no small testament to 
centuries of diligent cultivation that 
we’re renowned for producing some 
of the world’s finest leaves. From 
planting to plate, the heart of Taiwan 
is celebrated in sharing with you  
our unique cuisine.

www.taiwan.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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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o Marvel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is renowned as the world’s 
finest singl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rtefacts, with unique pieces of 
astounding artistry and ingenuity. 
And when you’ve gazed back across 
the centuries, look around to take  
in the living arts of Taiwan. 

In celebration of our indigenous 
traditions and festivals, and our place 
at the cutting edge of modernity, you 
will be entertained and inspired by 
the theatre, puppetry, music, dance, 
calligraphy and sculpture which 
thrive in all their diversity across  
the breadth of our island.

www.taiwan.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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