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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有句老话说：想认识台湾，先从台南开始走。

实用信息

穷游er忠告

近年来，台南以发展多元化的观光为主，可细分为：文化之旅，美
食之旅，与自然之旅。虽然台南不算个大城市，不过要逛完台南，

★ 台南人个性热情大方，迷路时可以大方地问问当地人路怎么走？另

了解台南，也得花上好几天的时间。公交车是一个很好的交通工

外，去餐厅或小吃店吃东西时，也可以询问服务生或是老板附近好吃

具，它可以让旅行者们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惊奇之旅。另外，租

好玩的私房景点。

摩托车(250-500元新台币)游台南也是另一个不错的选择。摩托车
的机动性和方便性可以让旅行者们在旅途中省下不少时间，也可以

★ 台南和其他台湾的地方一样，走路、骑车都靠右行走。

欣赏台南不同的风景。

★ 不可以随意穿越马路，得依规定走人行道或是地下道。不然被警察

对我而言，台南像是个神奇的魔术盒。每天我都会在这个城市中发

看到有可能会被罚300元新台币的罚款。

现一些小小的惊奇，不同的自然景色，特色各异的宗教活动，节庆
活动，吃不完的美食，逛不完的私房景点，都让我在台南生活七年

★ 在台南，如果需要租机车和租车时，机车驾驶人都得依规定戴上安

的日子里，添加了不少的小乐趣。对我而言，在台南旅游，最不用

全帽。汽车驾驶和乘客都需系上安全带，如果违规被抓到会被处以

担心的就是迷路了，因为处处有惊奇，加上友善的当地人，都会让

600-3600元新台币的罚款。

每次旅行充满了乐趣。

★ 在台南吃小吃时，请准备小面额的钱币或是零钱。台南小吃价位多

★ 历史

在40-150元新台币不等。使用大面额的钱币消费，可能会造成店家

台南在台湾的历史地位极为重要。她曾经被荷兰人占领过，然后郑

的烦恼。

成功在台南建了第一座王城。荷兰占领过台湾的痕迹，可以从一些
古迹看出端倪。

★ 台南小吃口味偏咸，建议吃不惯重口味的人可准备一瓶饮料解渴。
★ 台南交通在下班时间特别混乱，在17:00-18:30之间如果需要在
市区活动，建议步行，骑机车，以便节省时间。
★ 在假日期间夜市和老街人潮汹涌，外出逛街时请小心扒手，不要带
太多的钱在身上。

★ 消费指数
出租车起价为一次85元新台币，1.5公里后续跳。台南小吃卤肉饭价
格为25-40元新台币不等，珍珠奶茶25-55元新台币，可乐一罐25
元新台币，矿泉水一瓶约18元新台币上下，便当一个通常价位在50
元新台币起，麦当劳或肯德基一份95元新台币起(肯德基比麦当劳稍
贵一点)。

★ 台湾人常用的单位有公尺，坪，斤(台斤)。1公尺=1米；1公斤
≈35.27盎司；1坪≈3.3平方米；在台湾，如果沒有说明是公斤，默

我们还有

认的斤即指台斤，即600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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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的生活

实用信息

台南人用四个字就可以一语概括：朴实，热情。台南人很乐于帮助别
人，大多数的人都很友善，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都可以问当地
人。台南和台北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夜生活，台南没有么夜生活可
言，当地人在晚上22:00以后除了逛夜市外，就比较少出门。为了自
身安全着想，在台南，太晚就尽量不要在路上闲逛。

★ 游客中心 见地图标识
台南有几个主要的游客中心，旅客可以在这边询问到住宿、行程安
排、交通信息、节庆活动、美食、小吃、地图索取等相关讯息。
台南火车站旅游服务中心
地址：台南市东区北门路二段4号。

★ 信仰与禁忌
台湾人大多信奉道教或佛教，在台南，当你参观任何大小寺庙时，请
不要从中间的大门穿过，因为这代表着对神明不敬，请走旁边的小
门。另外请不要随便许愿，如果去寺庙许愿，真的灵验的话，一定要
记得去还愿，以台湾人的信仰而言，不还愿会招来恶运。

电话：00886-6-2290082
营业时间：全年无休；平日8:30-17:00；假日8:00-18:00。
高铁台南站旅游服务中心
地址：台南市归仁区归仁大道100号。
电话：00886-6-6008338

语言帮助

营业时间：全年无休；平日9:00-17:00；假日8:00-18:00。

在台南，国语(普通话)和台语(闽南话)为主要的语言。其中，台南人

台南航空站旅游服务中心

常用的语言为闽南话，在台南只有年轻一辈的会讲国语，如果需要找

地址：台南市南区大同路二段1002号。

人询问旅游信息时，建议求助年轻人，公交车司机，或是旅游中心，

电话：00886-6-3359209

因为老年人不一定听得懂国语，即使听得懂，也不一定会说国语。

营业时间：全年无休；平日9:00-18:00；假日8:00-18:00。

★ 闽南语日常会话

新营火车站旅游服务中心

汝好 - nì hè - 你好

地址：台南市新营区中山路1 号。

敖早 - gáo zhà - 早上好

电话：00886-6-378821

食饱未 - chia̍h pá bô - 吃饱了没(大多数人见面问候语)

营业时间：全年无休；平日10:00-18:00；假日9:00-18:00。

多谢 - to sia - 谢谢
失礼 - sit le - 对不起/劳驾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旅客服务中心，旅行者们也可以在这些据点

再会 - zai gen - 再见

拿到相关的旅游信息。

着 - tioh - 对/是

tour.tainan.gov.tw/pda

不是 - m si - 不是
不着 - m tioh - 不对
请 - tshiaN - 请

★ 地图

若其钱 - goa tsoe tsin - 多少钱

目前台南市政府观光局出了《大台南观光导览地图》、《大关子岭

我唔知影 - ŋgoa m tsain yan - 我不知道

米兰温泉莲咖啡探索地图》。旅行者们可以从台南市各问路店、

森卡秀诶 - sǹg khah sio̍k - 便宜点

7-11超商问路店，及观光旅游局所属七股盐田、北门、曾文、德元
埤、台南火车站及新营火车站旅服中心索取免费地图和相关文宣。

好食 - hó-chia̍h - 好吃

如果需要购买地图的话，超商和书局还有书店都有贩卖。
生活用语对比
网吧 - 网咖

当地人 - 在地人

公交车 - 公车

宾馆 - 饭店

地铁 - 捷运

公安 - 警察

出租车 - 出租车/ taxi /小黄

服务员 - 服务生

动车 - 高铁(高速铁路)

商场 - 百货公司

自行车 - 脚踏车/单车

大巴- 客运

立交桥 - 交流道

超市 - 超商

★ Tips：问路店
问路店的功能有点类似于游客服务中心，如果想要找人
询问旅游信息，又找不到旅客服务中心时，找问路店
就对了！台南目前已有高达262家的问路店，以及约
150家的7-11超商问路店，问路店的标识为绿底或蓝底
带有ｉ字的圆形招牌。
★ 电话
在台湾若是要打电话回大陆，如果在台湾的时间待得比较久，建议
可以去商店询问大陆的电话卡, 比较推荐的是中华电信国际经济卡，
拨打大陆6秒0.77元新台币。一张电话卡大至从300元新台币起，用
完可以再继续充值。如果要打电话给台湾的朋友，建议去超商或是
通讯行购买手机预付卡，预付卡会给你一组台湾的电话号码，拨打
完再充值就可以了。但由于预付卡种类繁多，最好比较一下费率才
会知道哪种预付卡最划算。通常，预付卡购买金额最少为300元新
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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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推荐的预付卡为中华电信如意卡, 其资费如下：

银联
目前台湾已经开通银联卡的使用，旅行者们可以在下列银行提款机

资费类型

3G如意卡

2G如意卡

0.09

0.09

一般

的ATM取钱，台银、土银、合库、一银、华南银、彰银、中信、台
新。每次取现不可超过20000元新台币，一天最多只能提领48000
元台币。不过在台湾使用银联取现需要支付比较高额的手续费，所
以建议还是多带点现金到台湾进行货币兑换会比较好。

境内
减价

0.06

0.04

一般

0.148

0.148

减价

0.064

0.0554

一般

0.148

0.148

减价

0.064

0.0554

刷卡
语音话费(元新台币/秒)

境外

店可以提供使用。在台湾，建议还是使用VISA卡和万事达卡

市区

短信(元新台币/则)

(Master Card)会比银联卡使用方便。

★ 邮局
在台湾，看到右侧的标志即代表邮局。邮局的营业
时间通常为8:00-17:00。周六部分邮局营业，营业

1.4803

时间为8:30-12:00。在台湾，寄明信片到大陆为6

www.emome.net/cell_phone_plans

元新台币。台湾的邮筒有分红色和绿色，红色邮筒是

如果需要使用中华电信如意卡上网的话, 需要用手机直拨539就可以
申请, 如意卡的上网费率如下：

寄往国外的邮件，绿色的邮筒是寄到台湾本岛的邮件，
所以旅行者们要将信件寄到大陆，请投递到投红色的邮筒。如果需要
寄其他东西，相关网站如下： www.post.gov.tw/post/internet。

资费类型

1日型
(连续24小时)

3日型
(连续72小时)

7日型
(连续168小时)

租费

100元新台币

250元新台币

450元新台币

优惠内容

银联卡在台湾目前尚未普及，目前，银联卡在国家风景区的部分商

台湾境内无限浏览网络与本公司所提供之手机网服务

www.emome.net/data_connect_plan/prepaid

★ Tips：特殊邮戳收集
在台南，从几个特定邮局寄明信片，会使用特殊的邮戳。在台南成
功邮局可收集到延平郡王祠、赤崁楼和台南火车站的特殊邮戳。在
台南安平邮局有安平古堡和亿载金城的特殊邮戳。台南南门路游局
则是可以收集到台南孔子庙和五妃庙的特殊邮戳。在台南普记游局
则是可以收集到祀典武庙和大天后宫的特殊邮戳。喜欢收集邮戳的
旅行者们可以参考一下喔！具体地址可点击官网查阅：

★ 网络

www.post.gov.tw/post

台湾网络很发达，基本上在麦当劳或是星巴克，还有一些餐厅等都
会提供免费上网的服务。另外，有些饭店也有免费上网，这在入住
饭店时可以询问柜台服务人员。台南市中心也充斥着各种大大小小
不同的网咖，收费通常是在10-20元台币一个小时，有些网咖也有

★ 厕所
在台南上厕所其实很方便，火车站、麦当劳、咖啡厅、餐厅、百货公
司，或是公园都有免费的厕所。

减价时段，或是包日的，皆可以询问店家。
在风景区上厕所的话，除了可以找以上的标志外，在假日期间，也会
设有流动厕所。流动厕所有可能为绿色、红色或是蓝色，不分男女。
★ 货币帮助
台湾目前以使用新台币为主，不过有部分店家也接受人民币的使用。

也是因为时代在进步，越来越多的便利商店，例如7-11、ok、全

每天的汇率，可以从台湾银行的今日牌价查阅。

家、莱尔富的厕所可让公众使用了。

台湾银行：rate.bot.com.tw/Pages/Static。

城际交通

兑换
如果需要兑换台币，建议到台湾再兑换台币。在台湾的台湾银行、

台南的交通很发达，大家可以选择乘坐火车、高铁、飞机、客运巴

永丰银行、兆丰银行、彰化银行、土地银行、元大商业银行等13家

士，还有自驾等方式到达台南。

台湾银行提供人民币兑换新台币的业务，想要兑换台币的人，可以
持护照到银行进行兑换。每次进行兑换不可以超过新台币20000

★ 机场

元。台湾的银行营业时间大多为9:00-15:30。

✈ 台南航空站，TNN 见地图标识
台南航空站，即台南机场。目前，台南机场只提供离岛(金门、马公)

另外，在机场内也都有设置银行的柜台，可以提供货币的兑换。另

对飞的服务。台北飞台南航线已经取消，所以搭飞机并不是很方

外，在大陆有所谓的黑市兑换，强烈建议不要找黑市兑换，一定要

便。由于不是主要的机场，所以在台南航空站内没有wifi和ATM，

到银行进行货币兑换，黑市的汇率会开出比较好的价格，但存在有

有简单的餐饮服务和在候机楼内有四台电视可供民众观看。

假币的风险，或是已经不能使用的货币，甚至是一些手续费扣掉

台南机场交通指南：www.tna.gov.tw/traffic/bus5.htm

后，会比直接去银行兑换的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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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公交车

车票贩卖截止时间：当日票23:46；预售票22:30。

旅行者们可以从台南火车站搭乘5号公交车(嘉南科大-盐行线)，

www.thsrc.com.tw/tc/travel

在台南航空站下车即可到达，票价为18元新台币；反之要从航空站
去往台南市中心的话, 一样可搭乘5号公交车在台南火车站下。公车

★ Tips：高铁快捷公交车搭乘须知

站位于出机场大门，穿过出租车停靠区，就可以看到客运和公交车等

高铁快捷公交车有时候上车前司机会要求检查高铁车票。所以要记

候区，公交车等候区在左手边。

得把高铁车票给留着。另外，从高铁到市中心的快捷公交车可以在
各个站点随意下车，但如果要从市中心到台南高铁站，如果还需要

高铁

搭乘快捷公交车，只能在各个站点上车，直到到达台南高铁站才能

高铁台南站至台南航空站，可选择搭乘高铁接驳车7658-H31路(台

下车。

南高铁站至台南市政府)，在台糖嘉年华站下车(下车后的位置就在台
南航空站对面)，步行1公里(约15分钟)便可达台南航空站。

★ 长途客运
在各县市火车站附近都会有长途客运的营运公司，大部分都有发售

Taxi

到台南市中心的车票。在台南, 如要搭乘长途客运到达别的城市, 大

一般来说，一出机场就会有出租车排班等候，出租车停靠区在出机

多数的长途客运站都集中在火车站前前街北门路二段上。

场大门口的对面。
从台北出发到台南一般票价为450元新台币起，有时候也会有优惠
票，请以各个客运公司发布的票价为准。长途客运到达台南后，终
★ 火车站 见地图标识

点站通常在火车站附近。旅行者们可以上车后请司机提醒你们说要

台南火车站

在台南火车站附近下车，下车后，可以询问路人看火车站怎么走，

台南火车站位于台南市中心，火车票可以现场购买，票价请参考：

或是如何到达你们想要去的目的地。

www.railway.gov.tw/tw。在任何一个台湾的火车站都可以购买到通
往台南的火车票，可以在7天前购买车票。建议在7天前先把车票给
买好，以防没有位置可以坐。如果旅行者们改变主意不想搭乘火车的
话，只需拿护照在火车发车前到柜台将票退掉即可，不过要扣13元
台币的手续费。如果是赶不上火车的话，可以到柜台换取最近一班同
等级火车的票或是加钱换比较好等级的火车票。
地址：台南市东区北门路二段4号。
到达方式：可以到达台南火车站的有0、1、7、9等很多路公交车。
基本上，在台南市中心不管在哪区，只要搭乘任何一辆往市中心的公
交车大多数都可以抵达台南火车站或火车站附近。因为台南火车站是
位于市中心的大站，如果不确定往哪个方向，可以看公车站牌和询问
公交车司机。票价为18元新台币。

市内交通
目前台南市还没发展捷运系统，所以在台南市区的主要交通工具仍
然以公交车、客运或是自己租车还有摩托车为主。
★ 公交车
在台南市搭公车票价一律18元，但是是以"趟"来记的。也就是说你
每上一次公交车，就得花18元。所以有时候景点很近的话，可以用
徒步的方式来完成旅行。旅行者们只需要找到公车站牌即可搭车，
上了公交车才收费，但要记得准备好零钱，因为公交车不找钱。公
交车路线和发车信息请参考：2384.tainan.gov.tw/TNWeb(需翻墙)

服务电话：00886-6-2261314
运营时间：6:00-24:00

★ TAXI
台湾的出租车是黄色的。在台南，出租车等候区一般会有几辆等候

台湾高铁台南站

在那里的空车。如果你在的地方没有出租车等候区的话，看到出租

台湾高铁台南站位于台南市市郊。高铁票和台铁票一样可以当天在

车你就可以招手，让它停车。在台湾出租车的票价计算方式为起价

车站柜台购买。高铁和台铁的最大区分就是高铁省时间，但票价较

为85元新台币，1.5公里后，每250公尺增加5元。如需在夜间时段

贵。而且交通比较不方便。台南高铁站有提供付费上网的服务，可

23:00-次日6:00搭乘会加收2成的车费。另外，使用后备箱也会多

以询问服务台。

收10块新台币。上车时要记下车牌号码和出租车所属的公司，以免
遗漏行李时，行李找不回。

地址：台南市归仁区归仁大道100号。
到达方式：1. 免费的市区接驳车。下车可从2号出口找到至高铁快捷
公交车接驳车的牌子，然后搭上高铁提供的市区接驳车去往台南市

★ 租车

中心。如果要到台南火车站的话, 直接走到台铁沙仑站(从高铁1号出

由于大陆没办法换国际驾照，所以在台湾是没有办法租车的。不

口或是从高铁2楼转乘通廊到达台铁沙仑站，票价为15元新台币)。

过，台湾有一种服务叫做"导游包车"(Driver Guide)的服务。这类导

2. 如果要从台南市中心到达台南高铁站，一样可以在站点搭乘快捷公

游包车服务大多需要提前预约。好处是可以直接告诉导游说你们要

交车，或是从台南火车站搭乘火车到沙仑站，即可到达台南高铁站。

去哪几个景点，可以请导游帮旅行者们规划路线，推荐好吃的餐厅

3. 出租车。在高铁站外有排班的出租车可以接送旅客到达目的地。
电话：00886-6-6009000
营业时间：6:2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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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之类的。至于价钱, 还需要旅行者们自己多打几个电话, 比较一

堡成为了台湾第一座有规模的城池。安平古堡和赤崁楼一样以其历

下哪家公司比较划算比较保险。

史价值吸引观光客，如果你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一定要去安平古
堡。即使你对历史没兴趣的人，也可以到古堡附近的瞭望台，欣赏

★ Tips：包车

令人惊艳的安平港美丽景色，建议黄昏时去看夕阳。

包车服务有时候会比搭出租车省，但一定不比搭公交车便宜。所以
包车服务只建议去关子岭、七股盐山、潟湖等比较远的景点才比较

地址：台南市安平区国胜路82号。

合算。在台南有提供包车服务的有"一帆包车服务团队"(电话：00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台南火车站前搭乘15、33、88、99、100路

886-932833161), 明明观光旅游出租车(台南在地人林大哥，电

公交车，至安平古堡站下车(100路公交车只在假日行驶)。

话：00886-916056775/00886-913056775)，以及翔鹰台南

开放时间：8:00-17:30；清明、端午、春节前三天公休。

包车(www.taxi.mymailer.com.tw)

票价：50元新台币。
电话：00886-62991111

景点
★ 台南孔庙 见地图标识
来到台南，没参观过孔庙等于没来过台南。会来台南观光旅游的
人，大多都被它的小吃和古迹所吸引。台南的孔庙有全台湾的首学
之称，也是热门古迹之一。里面有府学和日式的学校遗迹，这个地
点适合在下午的时候去散散步，不需要停留太久，半个小时左右就
可以逛完整个园区。里面每个地方很适合拍照。
地址：台南市中区南门路2号。
到达方式：可选择在台南火车站前搭乘1、3、17、18路公交车，
至建兴国中站下车，由南门路北行即可到达；或选择在台南火车站
前搭乘88路(安平线)观光公交车可直达。
开放时间：大成殿8:30-17:30(除夕休息)；以成书院9:00-12:00；
14:00-17:00(除夕、周一休息)；文昌阁每周六、日9:00-12:00，
13:30-17:30(除夕休息)。
门票：25元新台币。
电话：00886-62289013

tour.tainan.gov.tw

★ 安平树屋 见地图标识
听到树屋很多人都会觉得是盖在树上的屋子。安平树屋打破了我们对
树屋的想象。安平树屋起先是一栋正常的砖造房子，后来因为荒废
掉，没人整理，所以树屋旁的榕树开始恣意生长。久而久之，就形成
了房屋和榕树共生的现象。现在的安平树屋已经完全被绿色的榕树叶
给覆盖住，建议在逛完安平古堡，吃完安平小吃后，到树屋走走休息
休息。逛完安平树屋还可以到隔壁的德记洋行来趟古迹巡礼。
地址：台南市安平区安北路194号。
到达方式：可选择在台南火车站前搭乘88路观光公交车(安平线)，
至安平树屋站下车。
开放时间：8:30-17:30
门票：50元新台币；德记洋行免费。
电话：00886-63913901
tour.tainan.gov.tw

tour.tainan.gov.tw
★ 亿载金城 见地图标识
亿载金城独特的建筑方式是一大吸引人的地方，也是许多观光客必
★ 赤崁楼 见地图标识

去的地点。他独特的地方就在于亿载金城拥有台湾第一座西式的炮

赤崁楼为台湾一级古迹，又称为红毛楼。赤崁楼的特色在于它的建

台，是当时清朝大臣沈葆桢为了抵抗日本人所建。虽然全区里面的

筑风格还有它的历史价值。赤崁楼为荷兰人所建，后历经明郑时

炮台是很适合拍照的地方，但如果你对建筑和炮台没什么兴趣的

期，清朝统治，赤崁楼的建筑风格渐渐被中式庭园给取代。每个人

话，建议可以不用去这边参观，因为可能会觉得无聊。

说到台南就会联想到赤崁楼，因为它就是一座会说故事的城堡。进
到赤崁楼，它的庭园规模虽比不上江南地区的小桥流水，不过倒也

地址：台南市安平区光州路3号。

精致可爱。与江南地区的亭台楼阁不同，赤崁楼散发出的是一种浓

到达方式：可选择在台南火车站前搭乘88号(安平线)公交车，至亿

浓的古味，让人可以体验台南古都魅力的地方，非常值得一去。

载金城站下车。
开放时间：8:30-17:30；清明、端午、大年初一、初二、初三休息。

地址：台南市中西区赤崁里民族路212号。

票价：50元新台币。

到达方式：可选择在台南火车站前搭乘88、99、3、5路公交车，

电话：00886-62951504

至赤崁楼站下车。

tour.tainan.gov.tw/view.aspx?sn=307

开放时间：8:30-17:30；周六8:30-21:30；清明、端午、中秋及春
节初一至初三休息。
门票：50元新台币。

★ 七股潟湖区

电话：00886-62205647

七股潟湖区位在台江内海国家公园内，以潟湖的特殊景色著名，是

tour.tainan.gov.tw

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地点，不过交通不太方便。在七股潟湖区，旅行
者们一定要搭船欣赏潟湖景色，另外还可以看到台湾特殊的养蚵文
化，并且有机会吃到超级新鲜又大颗的蚵。除了这两个吸引人的地

★ 安平古堡 见地图标识

方外，冬天时还有机会在河口或是沙洲上看到濒临绝种的黑面琵

安平古堡是荷兰人统治台湾时所建的第一座城堡。后来明朝郑成功

鹭。七股潟湖为一个大的区域，去旅游时，可先到潟湖区的码头找

退守台湾，并击退荷兰人以安平古堡为基地，把安平古堡扩建到赤

适合的船公司。另外，夏天和冬天旅游时，强烈的日晒和海风会让

崁楼附近，建立了台湾第一座的王城(亦称为台湾城)，从而使安平古

人到不舒服，请记得携带墨镜和御寒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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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在旅途中心怀尊重：让喜马拉雅山去改变你，而不要去改变喜马拉雅山。

地址：台南市七股区。
到达方式：在台南火车站前搭乘99路公交车(台江线)到七股盐

摄影

山，搭乘出租车前往，从七股盐山到七股舄湖区大约是3-5公里，保

在台南，不说古迹，很多地方一个角度都可以拍出效果很好的照

守估计车费约为125-175元新台币左右；或开车经由麻豆交流道驶

片，其中有几个是摄影行家们特别推荐的地点：

出，左转至麻佳路(县176，去往佳里镇方向)，直行后驶入进学路，
沿该条道路直行进入佳里镇市区，见光复路后左转后直行约100

神农街

米，转入文化路，继续沿文化路行驶至台17线，沿台17线七股方向

台南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城市，神农街保留了许多台湾古老的建筑，

行驶，按七股盐山路标行驶即可到达。

其中又有几间特色小店，随手一拍，都可以拍出复古怀旧的感觉。

开放时间：全天。
票价：入园免费。

海安路艺术街

搭船票价：280元新台币/90分钟；330元新台币/120分钟(票价会

海安路原先因为都市计划工程延宕而逐渐没落，后来一群艺术家开

依不同的船公司而有所不同)。

始在这条路上大搞创意和艺术，于是，海安路就成了台南最有特色

电话：00886-6-7801252(七股盐田旅游中心)

的一条街。这条路不论是在白天或是晚上拍摄，都可以拍出非常特

tour.tainan.gov.tw/view.aspx?sn=26

别的照片。
延平老街

★ 七股盐山

老街到处都是古迹，特色各异的房子、老古井等随手拍，都非常的

七股盐山有着台湾富士山的美称。七股盐山是台湾最大的盐厂遗迹。

有味道。可以在下午时去，顺便逛逛老街。

虽然台湾不下雪，不过在七股盐山可以欣赏到另外一种不同风情的雪
景。来到七股盐山，一定要爬上盐山感受一下七股这特别的雪景。七

七股夕阳

股盐山的日落非常非常的美，是个很值得一去的地点。

到了七股，一定要拍张七股夕阳照。千变万化的夕阳搭配着特殊的
蚵架，照出来的效果，已经不能用美丽形容此风景。黄昏时，登上

地址：台南市七股区盐埕里66号。

七股观海楼，找个好位置，就可以把美丽的七股夕阳给带回家永久

到达方式：公交车，台南火车站前搭乘99路公交车(台江线)可以直

珍藏。

达七股盐山；火车，从新营或台南市下车，搭乘兴南客运班车往佳
里，再转乘兴南客运往七股的车，至盐山站下车。
开放时间：8:00-18:00

旅行日历

票价：入园免费；停车费50元新台币；在园区内如需搭乘嘟嘟车，

★ 旅行季节

票价为50元新台币; 不沉之海SPA馆需自备泳衣，门票200元新台

台南位于台湾南部，长年气候温和，平均温度20℃上下，虽有四季

币; 台盐博物馆门票为130元新台币，90厘米以下儿童免费, 90厘米

的分别，但温度差异都不算太大。每年的3至5月是台南的春季，气

以上幼儿园儿童30元新台币。

候温和适合出游，不过在清明节前后为梅雨季节，出门一定要记得

电话：00886-6-7800511

携带雨具。6至8月是夏季，7、8月时为台风季节，来台湾旅行最好

cigu.tybio.com.tw

先询问是否有台风过境，不然会扫了游玩的兴致。夏季出游时，也
须随身携带雨具，南部下天午后易有雷阵雨。另外，夏季平均温度
30℃以上，出游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以免被晒伤。9至11月的秋

★ 四草湿地保护区

季，白天气温仍然很高，但入夜后微凉，要记得带一件外套。秋天

和七股盐山一样，四草湿地保护区也位于台江内海国家公园内。四

是非常适合旅游的季节。12月至次年2月，气候也算温和，除非有

草湿地以丰富的自然生态，例如招潮蟹和弹涂鱼，还有水上森林以

东北季风南下，否则也不会太冷，适合出游。如果去海边的话，最

及大片的台湾红树林为主。另外，它更是喜欢赏鸟者的天堂。四草

好穿防风外套和戴上帽子，才不容易头痛和感冒。

湿地保护区对于喜欢自然环境的人有一定的吸引力。参观四草湿地
除了要漫步在其中之外，一定要去搭乘竹筏，才能看到水上森林和
台湾唯一的水上绿色隧道，才会不枉此行。这个行程非常适合还带

★ 节日

孩子去！

盐水蜂炮节
蜂炮，鞭炮的一种。在这个节日时，会使用到上万只的鞭炮，并

地址：台南市安南区显草街1段(四草大众庙旁)。

把这些鞭炮捆扎在蜂炮台上。捆扎在一起后的鞭炮的样子就像是

如何到达：可选择在台南火车站前搭乘99台江线，至四草生态保护

一个一个的蜂巢，故取名为蜂炮。盐水蜂炮节是台南特有的节

区下车。

日，每年的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在台南盐水武庙20:00-23:00

开放时间：8:00-17:30

举办。不过由于参与的人数众多, 建议在19点左右就要进去，不

乘船票价：无门票，乘胶筏游览成人150元新台币，儿童100元新

然一定会挤不进去。盐水蜂炮是台湾特别的民俗活动，其特色就

台币(绿色隧道行30-40分钟)；台江观光船游览成人200元新台币，

是万只蜂炮倾巢而出乱炸观光客，这是这个节日的最大卖点。被

儿童150新台币(四草湖行70-80分钟)。

蜂炮炸，代表神明庇佑，可以得到一整年的好运。参加这个节日

电话：00886-6-2841610

活动有非常大的危险度，所以一定要穿好重装(全罩式安全帽，多

ecobird.tncg.gov.tw/ecobird/default.asp

层厚雨衣, 雨鞋), 并且把身上衣服、袖口以及任何有洞的地方都要
堵住, 以防蜂炮窜入受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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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穷游的借口可以找⼀一百个：签证太难、英语不好、水土不服、工作太忙、家人不放、手头紧……穷游的理由只有⼀一个：GO！

梅岭赏萤季

门票的草莓园的话，通常是不能边吃边采草莓的。所有你采摘的草

台南梅岭有全台数量最多的萤火虫，每年的阳历4至5月为

莓一定都是要买回去吃的，这个价钱通常在150-300元新台币一斤

欣赏萤火虫的季节。时间通常是4月中旬到5月中旬, 每年时间不

左右。价钱会因不同草莓园和草莓是否在盛产期而有所不同。

一定。寓教于乐，萤光世界为这个活动的最大特点。梅岭赏萤的
地点在台南楠西乡梅岭风景区－伍龙步道出水仔赏萤区。这项活

到达方式：开车或是骑摩托车出台南市市区往善化方向走省道(台一

动只能在晚上18:00后参与，请一定要做好防蚊准备。

线)，沿路就有很多草莓园，可以选一间你喜欢的。
开放时间：冬天为主，入场时间通常是10:00-17:00；具体需遵循

白河莲花季

各草莓园规定。

展出期间为每年夏天(6至8月)，是荷花盛开的日子，白河莲花最

门票：依各草莓园规定；如想在草莓园购买草莓需遵循各家草莓园

具除了拥有争奇斗艳各式各样的荷花外，以一年一次的荷花大餐

规定。

最吸引人潮，值得一去。白河莲花季官方举办的地点在白河莲花
公园, 不过事实上只要进入白河这区, 在路旁有时就可以看到很漂

★ Tips： 省道的标志

亮的莲花。有些地方进去要票，但白河莲花公园是不需要票的, 并

在台南市区只须找到这个标志然后一路往北就可以抵达

且是全天开放的。官方推荐最佳赏莲时间为5:00-10:00。赏莲最

善化。

好是在上午或下午17:00之前完成，因为那一区晚上时人会比较
少，有安全性的考虑。抵达方式可以从台南火车站搭火车到新营

★ 逛夜市

火车站然后搭新营客运到白河市区。

来到台南，一定不能错过的活动就是逛夜市。台湾的夜市可以满足
所有旅行者们的所有吃、喝、玩、乐的需求。在夜市，买东西杀价

祭孔大典

是最大的乐趣，能杀多少，各凭本事。一般而言，大多数的商家会

每年的9月28日孔子诞辰，在台南孔庙有遵循古礼的祭孔大典。

自动帮你抹去零头。

祭孔大典的最高潮就是拔智慧毛，让莘莘学子来祈求学业进步，
考试顺利等等。祭孔大典通常在早上5:00开始, 到中午11:00左

大东夜市 作者推荐

右所有活动就会结束。

地址：台南市林森路一段崇善路口。
到达方式：火车站搭0右或0左公交车, 诚品书店下, 下车后往回走,

★ Tips：节日时间查询

看到府连东路右转到林森路, 过林森路路口右转就是大东夜市。

由于每年举办的日期和时间不一定，所以上面的几项节日活动时

营业时间：周一、二、五 18:30-次日凌晨1:00。

间，请以台南市政府观光局的官方网站上发布的信息为准。
tour.tainan.gov.tw

武圣夜市
地址：台南市武圣路69巷42号(文贤路 / 武圣路口)。

活动
★ 关子岭温泉 作者推荐
关子岭有着泥巴温泉以及黑色温泉的美称，它是世界上少有的泥浆
温泉之一。关子岭温泉的功效为养颜美容，养身保健，非常适合在
秋天和冬天的季节去。想到关子岭泡汤，你可以从网上先预订饭
店，或是到当地再找一间饭店泡汤即可。假日期间去，强烈建议先
上网预订汤屋。

到达方式：沿台南火车站前站沿成功路直行，依照顺序经过公园
路、西门路、金华路到达武圣路，然后左转约走50米巷子再左转便
可到达。
营业时间：周三、六18:00-次日1:30。
花园夜市 作者推荐
地址：台南市北区海安路三段及和纬路三段交叉口。
到达方式：台南火车站前站沿成功路直行，看到和纬路右转，继续
步行至海安路路口即是。

到达方式：搭乘火车到台南新营站，然后转搭新营客运到关子岭

营业时间：周四、六、日18:00-次日1:00。

下；自行开车前往的话，从国道三号白河交流道下，接172县道，
往关子岭方向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以泡温泉的地方为主。

餐饮

门票：依选择的泡温泉饭店为主。

来到台南，除了异国美食外，一定要品尝台湾著名的六大小吃：棺

tour.tainan.gov.tw/view.aspx?sn=160

材板、碗粿、虾卷、蚵仔煎、担仔面和土拓鱼羹。大部份的小吃都
走平价路线40-120元新台币；通常去夜市，成功大学附近，或者是
老街都可以品尝到这类美食。

★ 善化草莓园 作者推荐
台湾以水果王国著称，水果香甜又大颗。冬天是品尝草莓的季节，

★ 点菜与小费

台湾善化的草莓虽没有大湖草莓有名，但一样香气逼人，非常值得

台湾没有给小费的习惯，尤其是小吃店，夜市和小餐馆。如果是去

一试喔。不过采草莓只在每年的冬天草莓季节(大约春节前后)才会

有名的餐厅或是大餐厅，通常都会加收10%的服务费。在台湾如果

有。在选择草莓园时, 请务必注意它是否需要门票, 有些草莓园会收

需要服务生服务，只需要招招手耐心等候就可以了，不需用大声喊

100-150元新台币的门票，但你可以在园中边摘草莓边吃。不过如

叫服务生。在台湾大声喊叫服务生是属于比较失礼的行为。其他点

果要把摘的草莓带出草莓园则需另外购买，一斤草莓的价格依草莓

菜和内地没差别，只要清楚说出你想吃的东西就可以了。

园不同而有所不同，不过通常都很贵，所以不建议。不过有些草莓
园也会折抵掉门票钱。至于可不可以折抵掉一部分的钱，以及外带
草莓一斤(0.6公斤)多少钱，在入园时一定要问清楚。如果是去不用

P8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 当地特色

阿堂咸粥

台南有许多在外县市吃不到的正宗特色小食。虽然在大街小巷

阿堂咸粥的最大卖点为新鲜的海鲜用料。来到这里一定要吃吃土魠

都可以看到这类的美食，不过在地的台南人只去真正好吃的店，而

鱼咸粥，它的土魠鱼咸粥充满了扎实和新鲜的口感。另外虱目鱼咸

不是去卖食物给观光客的店。走在台南街头，要发现这样的店并不

粥也是值得一尝的。虱目鱼多刺，但是在阿堂咸粥，老板细心的把

难，跟着人潮走就对了。

鱼刺给挑出，让客人可以安心的食用。另外一项阿堂咸粥不能错过
的美食就是鱼肠，这种料理在台湾是非常少见的。想吃阿堂咸粥一

安平陈家蚵卷

作者推荐

定要起个大早，不然老板中午就收摊了。

蚵卷，虾卷和蚵仔煎里包着当天打捞上岸的大颗蚵仔，和新鲜虾

地址：西门路一段728号(西门路与府前路口，小西门圆环)。

子。搭配上炸的金黄酥脆的外皮，一口咬下去，海鲜的汤汁会在你

营业时间：5:00-12:00(售完为止)。

的嘴巴里爆开来。陈家蚵卷有几个非吃不可的理由，第一，用料新

电话：00886-6-2112572

鲜，实惠；第二，这里是当地人都会去吃的老店。在台南，虽然有

人均消费：100元新台币。

很多颇负盛名的名店，台南当地人还是都会选择陈家蚵卷。为什么?
因为除了好吃就是好吃。

进福炒鳝鱼专家 作者推荐

地址：台南市安平区安平路768号。

每天新鲜现宰的活鳝是这间店的最大特色。本店最推荐的为

到达方式：可选择在台南火车站前搭乘88路公交车，至安平古堡站

鳝鱼意面，新鲜鳝鱼包裹着特殊酱汁，搭配香Q弹牙的台南意面，是

下车，老店就位于进入安平古堡和老街前的大路路口转角。

每个喜欢面食的旅行者绝对不能错过的一大美食。

营业时间：10:00-21:00

地址：台南市府前路一段46号。

人均消费：80元新台币。

营业时间：11:00-24:00
电话：00886-6-2210671

赤崁担仔面

人均消费：100元台币起。

小小的一家店面，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它却大有来头。这家的担
仔面首次把台南小吃带到了总统府国宴上。一碗好吃的担仔面取决
于有没有会让人口齿留香想一再吃的肉燥。这家担仔面的肉燥，是

★ 小吃

老板娘用几十种调料，加上上选的猪肉耗上几天的时间才精炖出来

台南小吃花样多变，常常会让人爱不释口，一吃再吃。但台南小吃

的艺术品，香气逼人。坐在店里，常常会有着，“面没到，香先

味道偏咸甜、重油，对身材有要求的女性旅行者建议浅尝即可，不

到，肚子饿的咕咕叫”的感觉。

要吃太多。台南因为地理位置靠海，所以台南小吃海鲜用料大部分

地址：台南市民族路二段180号(赤崁楼旁)。

都很新鲜。再加上台南人个性热情大方，这也反应在小吃的分量

到达方式：可选择在台南火车站前搭乘88、99、3、5路公交车，

上，通常用料多实在且份量很多。

至赤崁楼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日至周五11:00 - 20:00 ；周六11:00-21:00。

富盛号碗粿

人均消费：50-260元新台币。

富盛号碗粿走平价路线，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店，碗粿是店内推荐必
点的食物，通常会让人感到意犹未尽。碗粿是由米粉裹以香气逼人

赤崁棺材板

作者推荐

的馅料蒸煮而成。这家店有两个吸引人的地方：第一，吃东西是用

棺材板为台南必吃小吃，虽然它的名字不好听，不过却是非常好吃

传统的竹片餐具来取代筷子；第二，店家特制的碗粿酱汁和大块柔

的一种食物, 取其谐音为升官发财。简单来说棺材板就是厚片吐司里

软的猪肉。很多台南人的早餐，都是从这一碗透着浓郁米香和馅料

面加上类似于玉米浓汤的馅料。这个馅料通常包含了新鲜的鸡肉

香味的碗粿开始的。

块、蔬菜和新鲜的墨鱼加上炸的酥透的厚片吐司。一口咬下，馅料

地址：台南市北区西门路二段333巷8号。

和炸吐司的组合会让人惊艳到说不出话来。

营业时间：7:00-16:00

地址：台南市中正路康乐市场180号。

电话：00886-6-2274101

营业时间：10:00-20:00
电话：00886-62240014

福记肉圆

人均消费：50元新台币起。

肉圆是台湾常见的国民小吃。肉圆是一种由地瓜粉皮包裹新鲜猪肉

guan-tsai-ban.com.tw/tw/about.php

和竹笋用蒸或炸的方式煮成的食物。福寄肉圆是采用蒸的方式来烹
调肉圆，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老板为使肉圆变的更加好吃而特

开元红烧土魠鱼羹

调的馅料和酱汁，以及让肉圆更软嫩入口的烹调方法。另外，在店

红烧土魠鱼羹无庸置疑的一定是店里的招牌。它有三个非吃不可的

内喝大骨汤免费也是其店家吸引人的一个特色。

理由：第一，选用新鲜大块的土魠鱼；第二，一般店里的土魠鱼是

地址：总店，台南市府前路一段215号；分店，台南市府前路一段

用高丽菜去熬制汤底的，但这家是配以香甜豆芽菜汤底，这样会让

299号。

汤底有甜甜的蔬菜味；第三，这是间连在地人都赞不绝口的好店。

电话：总店00886-6-2157157；分店00886-6-2158199

地址：台南市开元路富台新村10-1号。

人均消费：36元新台币起。

营业时间：7:30-19:00

营业时间：总店6:30-18:00；分店15:00-22:00左右。

电话：00886-62373195
人均消费：70元新台币起。

阿松割包
割包的做法有点类似于肉夹馍，不过它是有包酸菜和花生粉的肉夹
馍。特别推荐猪舌包，这个割包迷人之处在猪肉不是肥肥的五花
肉，而是猪舌当内馅。另外，店家也舍弃花生粉而使用香气更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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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点当地的语言，了解⼀一些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留出⼀一点时间和当地人喝茶聊天，你会在旅途中收获更多的乐趣。

的花生酱来作为搭配。吃割包时一定要搭配店家特制的香浓
肉汤才会觉得过瘾。

住宿

地址：台南市国华街三段181号(富盛号碗粿对面)。

★ 住宿区域

营业时间：8:00-18:00(其实是从开始营业到直接卖完为止，通常不

在台南住宿以在市中心为主，交通比较方便，轻松到达各风景区。

用到18:00就会全部卖完)；周四公休。

除非有打算上关子岭泡温泉，可以直接住在关子岭温泉区的饭店。

电话：00886-6-2110453

台南市中心，饭店种类繁多，性价比高。平日、假日、淡季的不同

人均消费：70元新台币起。

都会影响价格且落差很大，在订饭店时须询问清楚。另外，有些市
中心的饭店会不定期的推出特价活动，要订饭店前可以上网多收集
数据。住台南市中心，治安基本上不会太差，但是过了23:00后，街

★ 美式料理
疯牛排洋食馆

上人烟逐渐稀少，最好尽量减少外出保护自己的安全。关子岭风景
作者推荐

区的饭店因为位于山区，物资运送不便，所以吃东西和买杂货的价

疯牛排洋食馆吸引客人的地方不只因为它的牛肉鲜嫩多汁、好吃，

钱普遍偏高。在非假日期间，上关子岭泡温泉的游客比平时少，当

超大的分量更是吸引更多大胃王食客来这家店的理由。这家店牛排

晚上外出时一定要多加注意自身安全。

的分量最大可以到88盎司(约为2.5公斤)，想要挑战自己极限的旅行
者可以去试试。
地址：台南市东区育乐街46巷5号。

★ 住宿分类

营业时间：11:00-22:00

星级酒店

电话：00886-6-2003566

星级酒店适合对住宿环境、设施、和服务质量要求较高的旅行者

人均消费：600元新台币起。

们。在台南市区，好一点的三星级以上的酒店起价为3000元台币左
右。早餐不一定每间饭店都有提供，不过大致上都有，在预订饭店
时可以问清楚。在大多数的饭店wifi都是要收费的，并且价钱都很

★ 甜点

高，去外面的网咖上网即可。停车位在入住前要先询问需不需付

同记安平豆花

费，要不要先预定等问题。在关子岭的饭店一定要询问泡汤是否免

口感绵密、豆味香浓、遵循传统作法的豆花是到这家店一定要品尝

费的问题。

的东西。特别推荐红豆豆花，红豆口感细致，再搭配上香浓的豆
花，是一大享受。

商务旅店

总店地址：台南市安平区安北路433号。

在台南市中心有很多商务旅店，容易找到入住的地方。有很多好的商

营业时间：9:00-23:00

务旅店的服务、住宿环境和设施不会比星级饭店差。在入住前可以比

电话：00886-6-3915385

较看看。商务旅店最大的优势为它的价格，一般而言商务旅店的价位

人均消费：35元新台币起。

在1000元新台币上下，或3000元新台币上下。这个价位的差别主
要是看你住的商务旅店是新的还是旧的。

★ 饮品

汽车旅馆

郭家庆中街绿豆汤 作者推荐

汽车旅馆和前面两种的饭店比较，它的优势为：1.隐蔽性高；2.价钱

绿豆汤也许平凡无奇，但郭家的绿豆汤喝起来有浓浓的炭焦味，非常

便宜，一晚都在3000元新台币以下，除非旅行者选择顶级的汽车旅

的香。而且，一定要添加菜单上没有的东西——粉角。郭家的粉角咬

馆；3.不需提前预约(除非在重要节日)，大多数都会有房间；4.房间

起来香Q带劲，在搭费上冰凉的绿豆汤，是夏天最好的消暑圣品。

种类多，好玩。

地址：台南市中西区庆中街16号。
营业时间：10:00(售完为止)。

在台湾有些汽车旅馆有不同的主题房间。但汽车旅馆的缺点为：1.

电话：00886-2137868

环境比较杂；2.服务质量一定没有饭店的好；3.房间的干净程度可能

人均消费：25元新台币起。

会差一点。

义丰冬瓜茶

民宿

义丰冬瓜茶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地方就是每杯冬瓜茶都是老板遵循古

台南也有民宿，但数量非常非常的少。而且，大多数的民宿都位在

法熬制而成的。这边的冬瓜茶甜而不腻，很适合在逛街口渴时来上

郊区，例如关子岭，交通可能不方便。另外，民宿的服务质量可能

一杯。

也没饭店好。不过，有些民宿的价钱非常便宜，通常在1200元新台

地址：台南市中区永福路二段212号。

币上下就可以租到便宜的民宿还有包早餐，有些民宿甚至会提供免

电话：00886-6-2223779

费的wifi供住客使用，如果住客不嫌弃不方便，民宿有时会是非常好

营业时间：9:00-22:00

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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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慢脚步，让时间顺其自然。别把旅行变成急匆匆的走马观花。急躁也不能解决问题。耐心、礼貌和微笑是打开很多扇门的钥匙。

另外，在台湾也有一间叫全联福利中心的超市，基本上算是比较大

购物

型的超商，但不及大卖场。不过这家超市买的东西物美价廉，唯一

来到台南有几个值得买的东西：1.便宜精致的发夹和小饰品；2.便宜

的缺点就是只能付现，不能刷卡。在台南大街小巷都不难发现它，

的衣服和鞋子；3.手工和具有设计感的纪念品；4.设计感十足的定制

详细的店址可以参考www.pxmart.com.tw/Stores。市中心里也有

商品。

家乐福和大润发，可以提供旅行者们买一些生鲜食品和日常用品。
不过家乐福和大润发要找一找才会有，大卖场没超市方便。

★ 百货公司
台湾的百货公司有不定期的小打折，但是到6月年中庆和农历过年前
会有大折，非常适合去淘一些有牌子、高质量、价钱低的台湾品牌。

★ 纪念品、小店
火车站旁

台南新天地

台南火车站前站一出来往左手边的大路走，沿途就会有卖许多小饰

台南新天地，全称是台南新光三越新天地，当地人简称它为新天

品、衣服、鞋子和包包的店家。可以杀价，一般来说通常都会去掉

地。它是台南市区内最大的百货公司，里面品牌众多、齐全。里面

零头。

有几个国际的大名牌和电影院。
地址：台南市中西区西门路一段658号。

中正路

到达方式：台南火车站前公交车2、5、1路往南，至西门邮局站下车。

台南中正路是专门卖衣服、逛街的好地方。中正路上的有些小店为

营业时间：百货，周一至周日11:00-22:00；新光影城，周一至周

原创商品，且一些日韩流行的饰品都可以在中正路的小店淘淘看。

日10:00-次日2:30。
安平老街(延平老街)
Focus百货广场

安平老街是买小吃、儿童玩具，还有独特纪念品的地方。有几间特

虽然有些牌子台南新天地也有，不过Focus百货更偏向于自创品

色小店，甚至可以帮顾客定做客制化商品。喜欢独一无二、设计感

牌，他们卖的衣服大多是日本的牌子。商品也会打折，但折扣数不

东西的旅行者们，一定要花一点时间去安平老街逛逛。

会打得比新光新天地低，由于它的商品种类和新天地略有差别，所
以还是很推荐去逛。
地址：台南市中区中山路166号。

★ 退税

到达方式：从台南火车站出站后，往中山路方向步行，看到中山路

在台湾退税的方式有两种，一种为小额退税，另一种就是到机场办

左转直行，约5分钟即可到达。

理退税。

营业时间：11:00-22:00

小额退税店家信息：trs.nat.gov.tw/BRS/BRS0660S_003
TRS指定店家参考：trs.nat.gov.tw/BRS/BRS0660S_005

★ 超市、大卖场

小额退税

在台湾，大街小巷都林立着各种24小时的超商。主要卖小零食、饮

目前在台南有5家商店是符合小额退税资格的。办理小额退税的具体

料、电话卡和一些基本的民生用品。在大街上只需要找到下面这些

条件为：

广告牌就知道有24小时超商。

1.同一天内在同一TRS的店家购买3000元新台币以上的商品，而且累

项目
数量
价格
方便性
营业时间

超商

大卖场

量小，可依照个人喜好选择

量大，一次同件商品

自己喜欢的商品数量

就得买很多

跟大卖场相比，价格稍贵

价格比超商便宜

到处都有, 很容易在大街小
巷看到
24小时
熟食、杂志、饮料、零食、
电话卡等日常生活用品。亦

商品种类

可在超商打印、传真、订票
(游乐园门票、电影票之类
的)，但商品种类不多

付款方式

现金

需要找一找才会有
通常为9:00-22:30
商品种类众多, 也有
熟食贩卖。但不提供
打印、传真、订票等
服务
可刷卡，但不确定能
不能用银联卡

计的退税金额少于1000元新台币，退税人必须在30天内离境台湾。
2.符合退税要件，TRS店家需要给退税人货品，统一发票并当场办
理退税，然后交付退税款及现场小额退税明细核定单。
3.出境当天必须随身携带购买之退税物品，TRS店家交付的统一发票
正本还有现场小额退税明。细核定单，然后带着台湾核发的入台许可
证，到机场或港口的海关外籍旅客退税服务台办理查验。
机场退税
机场退税和小额退税的过程类似，具体为：
1.同一天内在TRS指定店家购买3000元新台币以上商品，且一定要
在30天之内离境。
2.店家除了要给货品和发票外，要退税的旅行者们还要向店家另外
索取退税名细申请表。
3.退税当天旅行者们需携带入台许可证、退税商品、发票还有退税
明细申请表到机场，或港口的海关外籍旅客退税服务台办理查验。
★ Tips：应尽量减少退税等候的时间
在台湾排队退税等候时间较久，所以一定要尽早去机场办理退税以
免耽误飞机登机的时间。一定要记得先办理完退税之后才能去托运
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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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摄别人之前，请尽量取得被拍摄者的同意。如果有幸被允许拍照，请尽量在旅行结束后给他们寄回⼀一些照片。

安全
急救电话：119
匪警：110
火警：119
手机直拨救命专线：112
★ 治安
在台南基本上治安不算太差，不过旅游时仍需要注意不要自己一个
人单独走人烟稀少的小巷子。白天时当你走在巷弄，请注意将你的
背包或是皮包放在胸前。另外，出门也不适合戴太多闪闪发亮的饰
品，以免让自己成为歹徒觊觎的目标。
在晚上23:00之后，尽量减少外出。如果一定要外出，一定要走大的
路，因为会有警察巡视，比较安全。另外，不论在白天或是晚上，
公园的厕所都尽量不要使用，因为厕所常常是台湾的公共安全死
角，尤其是入夜后，公园都最好少去以免被游民给骚扰。
如果有租借机车，请记得千万不要把包包放在脚踏板上，一定要把
包包放在机车的置物箱里面。另外，后座的乘客也要尽量包包给放
在置物箱内或是背在胸前，因为有时候会有人从后面拉扯后座乘客
的包包，进而把包给抢走。

★ 医疗应急
一般来说在台南没有什么传染疾病，不过在夏天时要注意不被蚊子
叮咬，以免不小心感染登革热。在台南有很多类型不同的大小医院
和小诊所，但由于外籍人士没有台湾的医疗保险，所以看病时收费
较高得付全款。
成大医院 见地图标识
院址：704台南市胜利路138号。
电话：00886- 6-2353535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 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以下网友的贡献：sean3076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穷游er提供，如发现信息有误，请发送邮件到：
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请访问穷游网
获得更多内容：qyer.com，访问m.qyer.com使用穷游移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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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