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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宝特瓶 - 塑料瓶

★ 在旅途中可以多和当地人聊天，台湾人的热情和诚恳是令人印象

单车/脚踏车 - 自行车

深刻的。

行动电话 - 移动电话(手机)

超商/便利店 - 超市

★ 提前对台湾原住民的族群、历史和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当你身
临其境的时候，你才可以更深刻的理解这个地方。

★ 闽南语日常会话
汝好 - [li ho] - 你好

★ 台湾东部所为人称道的是优美的自然风景和乡土的生活气息，而非

敖早 - [ggao za] - 早上好

繁华的都市。如果你想购物，或者看摩天大楼，那么你应该去台北，

多谢 - [to sia] - 谢谢

或者，更贴切的，香港。

失礼 - [sit le] - 对不起/劳驾
再会 - [tsai hoe] - 再见

★ 台湾的旅店和民宿一般要求先付部分定金，但仅持有银联卡的你会

着 - [tioh] - 对/是

觉得转账十分不便。告诉老板你来自大陆，大多时候都会他/她都会通

唔是 - [m si] - 不对/不是

融并免去你的预付定金。

请 - [tshiaN] - 请
若齐钱 - [goa tsoe tsin] - 多少钱

★ 火车是台湾东部最便利的交通工具，在苏澳-花莲段甚至有着不可

我唔知影 - [ŋgoa m tsain yan] - 我不知道

替代的作用。而且在花东纵谷之中，坐在火车上就可以观赏谷地中
的稻田、村庄和远山的风景。
★ 冬季并不是一个亲近海洋的季节。如果是这个时候，大海的美感就
会大打折扣的。所以，如果你喜欢大海，找一个阳光灿烂的季节吧，
而且记得带好防晒霜。
★ 如果你想搭乘客船前往绿岛或者兰屿，一定不要盲目自信自己不会

我们还有

晕船。吃一点晕船药吧，不然太平洋深海中的巨浪可以把你的五脏六
腑都颠出来 (特别针对没有怎么坐过船的童鞋)。
★ 台湾公用场所的禁烟令十分严格，请注意遵守。
★ 记住，SEVEN-ELEVEN(7-11)在台湾几乎是万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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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锦囊是由穷游网策划、网友贡献内容的迷你旅行指南，以"最精炼"、"最实用"、"最新鲜"为宗旨，给穷游er们免费使用。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文中的logo版权属于原公司。

地区速写
插座：

电压：110V 频率：50Hz

在南北狭长且高山密布的台湾岛内，中央山脉无疑是巍峨而雄壮的
脊梁。中央山脉自宜兰县始，一直延伸到本岛的最南端，层峦叠嶂
的高山将岛屿东部的花莲县和台东县与发达的西部平原隔绝开来。
这片又被称作“后山”的地区是台湾最晚开发的地区，自古以来便
是台湾原住民族的安居乐业之地，直至今日依然工业产业稀少、经
济发展滞后。在人口密度极高的台湾，这里仿佛一片净土，节奏缓
慢、生活平和，让你可以邂逅到久违的安静。除了花莲、台东两座
城市，鬼斧神工的太鲁阁峡谷、安静绵长的东部海岸、生机盎然的
花东纵谷，和隐匿在太平洋深处的绿岛、兰屿都是体验台湾所不可
错过的景观。背靠高山，面朝大洋，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风光如今
正吸引着旅行者们来感受自然的宁静和安然。
宜兰县位于中央山脉北缘的兰阳平原之上，和花莲、台东共处台湾
岛屿的东侧，交通便利、气候宜人，是进入花东地区的必经之路，
因而常并称为“宜花东”地区。宜兰、花莲、台东，这也就是本锦
囊所指的“台湾东部”。

当地人的生活
台湾东部是台湾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相比于台北的都市圈和西部
平原的产业聚集区，这里的人们保持着平和而缓慢的生活节奏，渔
业和农业依然在传统经济中占据很大的比重。台东、花莲的原住民
分布广泛，一些部族在融入现代社会的同时仍然延续着本族的习惯
和传统，而日治时期时日本文化同样对东台湾的影响颇深，二者相
互交融造就了台湾东部缤纷多彩的文化和生活。

路线
我们从台湾东部回到台湾全岛的旅行路线，就会发现囿于巍峨高耸
的中央山脉，本岛的铁路、公路等路网均避开中心的山地、以环岛
路线为主体，因而常选择的台湾旅行也便只有逆时针和顺时针的差
别。具体到台湾东部，以顺时针为例，则先由台北或基隆抵达宜
兰、再至花莲，最后由台东告别台湾东部去向高雄。
对仅有15天时间的自由行旅行者而言(好短的旅程！)，给台湾东部4
天的时间吧。选择花莲、台东两座城市和花东纵谷(或东部海岸)中某
个小镇各住一晚，将白天的时光花在高山、峡谷、牧场或者海岸，
夜晚徜徉在夜市、市场、温泉，便可以感受到这里的山海风景和人
情风土了。倘若想去绿岛或者兰屿，那最好在海岛上停留一晚，浮
潜、观日、发呆，不要赶场似的一日来回，不然你的海岛旅途就几
乎只剩下颠簸的海轮了。
当然若你有充足的时间，花莲、台东和其他很多小镇，似乎都值得
你停下来、住一段时间，慢慢品味这里美丽的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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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

★ 邮局 见地图A标识
台湾的邮局称为中华邮政，覆盖很广，在各个城

★ 电话

镇都至少有服务据点。邮票可以在柜台买到，台

台湾的电话区域码是+886或00886，手机号码是09起始的十位数字，

湾本地寄送明信片每张2.5元新台币，邮编为

固定电话的区号按县市不同，如台东是089，花莲和宜兰均是03。

3+2格式；航空寄送大陆的明信片为6元，信件
为9元。有一些邮局还有纪念邮票、明信片等贩

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等运营商均有预付型电话卡，在包括机场在

售。邮局另提供汇款服务，方便用现金向旅店付定金之类，向台湾

内的各个营业厅均可以办理，只要提供证件(一般是台湾通行证+入

本地汇款每笔收费30元新台币手续费。

出境许可证)即可办理使用。不同的运营商针对两岸通话、3G、

www.post.gov.tw

GPRS有不同的资费和套餐。
短期自由行的同志们只要开通大陆手机的台湾漫游即可，通讯资费

旅行日历

以移动为例，拨回大陆是1.99元人民币每分钟，发送短信每分钟

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假日不需多述。此外，台湾法定的

0.39元，但GPRS流量较贵。

重要节日还有二二八和平纪念日，国庆日双十节，以及四月上旬，
和清明节假期前后等。

★ 网络
台湾将网吧成为网咖，但这着实是一种落后的网络模式，这里我们
讨论一点儿技术含量高的网络，叫做WiFi。

台东炸寒单 元宵节前后
韩单即“武财神”，传说寒单爷原是地方流氓，后通过赤身游街向
民众表达忏悔。在台东炸寒单是著名地方盛会，真人装扮的韩单会
站在神轿上接受民众丢掷鞭炮轰炸，烟雾弥漫、十分热闹。

大多数的旅店和民宿和一些餐馆会提供WiFi接入。此外，由台湾行
政院提供的iTaiwan在全台湾共有3000余个热点，主要分布在火车
站、邮局、游客中心等地，需要注册使用(拥有台湾手机号码的请直
接登录itaiwan.gov.tw注册，否则请至台北车站的台北属观光传播局
办理TPE-free账号，与iTaiwan通用，或请戳
tpefree.sina.com.tw)。另外，7-ELEVEN便利超商提供每日3次每

东台湾同时也是原住民的世居之地，这些族群的各式祭典也是旅行
者不可错过的盛大节日。列举如下：
飞鱼祭 农历二月至六月 - 达悟族人 - 渔船出海祈求丰收
打耳祭 公历4月下旬至5月上旬 - 布农族人 - 射击鹿耳祈求丰收
丰年祭 公历7月至8月 - 阿美族人 - 迎灵送灵庆祝收获

次最多30分钟的免费WiFi服务，考虑到7-11超广超强大的分布，着
实十分便利(但需要通过手机号办理会员加入，www.7wifi.com.tw)。

★ 货币帮助
台湾的法定货币称为新台币，简称NTD。常见流通纸币有1000、
500和100元币值(另有2000和200面额罕见，若收藏可以在银行
换到)，硬币为50、10、5、1元。人民币和新台币的汇率一般在
1:4.6左右。

区域间交通
★ 台铁
台湾铁路管理局(简称台铁)运营台湾本岛除高铁
以外的铁路客运线路，现由东部干线、西部干
线、北回线和南回线构成了环岛一周的铁路网
络，另有数条支线线路，是兼顾乘坐舒适度、时
间准确度的平价旅行方式。台铁分自强、莒光、
复兴和区间(不对号)等列车等级，依序行驶速度

兑换
在台湾的很多银行和中华邮政均可以兑换新台币，但游客很少有人
携带大量现金奔赴台湾。桃园、松山等机场的货币兑换柜台收取30
元新台币的手续费。各行的汇率经常变动，需要兑换时可以再网上
查询对比；台湾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般汇率会比较好。
银联
台湾超过七成的自动提款机有银联标志，如邮局、全家、7-11均有
接受银联的ATM，可以用银联卡直接取新台币，依照当日汇率。取
款的手续费和每日最高限额依照持卡行而定。在此提及华夏银行卡，
在海外的银联取款时，每日第一笔不收取手续费。

和单位票价递减，停站密度递增。宜兰线是宜兰向北连接台北和基
隆的铁路干线，南回线是台东向南连接屏东、高雄的铁路干线。近
年来更是增加了速度更快的倾斜式列车(过弯时不必减速)的太鲁阁号
和2013年即将投入营运的普悠玛号，均和自強号同一等級，采用同
一票价。
台铁推出名为TR Pass的铁路通票，分5日、7日、10日三种，分别
价值599,799和1098元新台币，可在限定日期内不限次数乘坐莒光
号(含)以下车种，但不对号入座。非台湾籍旅行者可通过护照(台湾
通行证)+国际学生证/青年旅游卡在售票窗口购买TR Pass。
TR Pass 作者推荐 实在是居家旅行穷游台湾的必备良品。考虑

刷卡
台湾大型商家都接受银联卡的刷卡消费，但在很多小店还无法做到
这一点。因而除了大额消费以外，使用新台币现金还是最方便的。

到台铁的舒适、便利和几乎全岛的覆盖范围，在加上Pass绝对低廉
的票价，即便不是喜欢走铁轨的文艺小清新，在台湾依托火车的旅
行实在也是上上之选。唯一的缺点就是，嗯，因为不对号入座，偶
尔(仅仅是偶尔)会没有座位。
台铁官网：www.railway.gov.tw (需翻墙)
台铁时刻查询：twtraffic.tra.gov.tw (需翻墙)
台铁网路订票：railway.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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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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客运
台湾巴士客运交通分别由不同客运公司运营，区域间的大型客运

住宿

公司包括国光、欣欣、统联等，此外各地一般有如花莲客运、台东客运

台湾的旅店业十分繁荣。即便在人口密度并不高的东台湾，找一个

等支援本地周边的客运公司，共同覆盖台湾各地之间的客运旅行。宜兰

落脚之地也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常规的酒店、旅店在花莲、台东

向北连接台北的客运主要通过蒋渭水高速公路，运营时间在两小时之

等城市的市区中很容易找的到，但既然来到了台湾，怎么能不体验

内；台东向南经由南回公路的客运班次极少，一般由铁路代替。

台湾特色的住宿呢？
★ 民宿

★ 航空

遍及台湾各地的民宿相当于家庭旅馆，常出现在旅游景点周边，

东台湾主要的航空站包括花莲航空站和台东航空站，因火车和公路

有多种价格区间可以选择，服务品质也值得肯定。东海岸、花东

的便利性，一般较少应用于联外交通。台东、绿岛、兰屿航空站的

纵谷都是民宿的聚集区。民宿资源在网路上很容易取得。

详情请见以下章节。

区域内交通

★ 国军英雄馆

★ 台铁

民众开放。相比于宾馆，这里的价格更公道，安全也有更加的保

在东台湾区域内，铁路由于其稳定性和舒适性，依然是推荐采用的

障。东台湾有宜兰、花莲、台东三地可选。

交通方式。特别在TR Pass的利用之下，搭乘火车的费用超乎想象

gpwd.mnd.gov.tw/onweb.jsp?webno=3333333375

的低廉，只要合理安排时间，火车可以解决大多长距离的交通。

(需翻墙)

★ 客运/公车

★ 青年活动中心

宜兰、花莲、台东均有以火车站为中心的客运网络辐射至周边的乡

这里和青旅一样，提供便宜的床位住宿，而且往往分布于风景区的

镇，市内也有公车作为交通，但车次频率一般不会太高，因而实际

周边。东台湾有花莲的天祥和观云两处据点，分别在太鲁阁和合欢

操作中并不十分便利。

山景区周边。

分布于各大县市的国军英雄馆有一点类似于军队招待所，但向一般

www.cyh.org.tw
★ 机车/单车
机车毫无疑问是台湾应用最广而且机动性最强的交通工具。然而，

★ 寺庙

非台湾籍的旅行者在租借单车时需要提供国际驾照，这成为限制了

一些寺庙常常向香客提供住宿，同等环境下费用更低。此外一些寺

大多数外来旅客骑乘机车的瓶颈。单车在较小的范围内是机车的替

庙则接纳民众借宿(如鹿野碧峰禅寺)，费用为随喜或免费，穷游者可

代品，而且台湾自行车道分布很广，因而在城市周边推荐利用。

以体验。部分教会有类似服务。

★ 计程车

★ 汽车旅馆

计程车在台湾统一漆为黄色，依照现行法规，台湾的计程车只能搭载

MOTEL在台湾经营的有声有色。这种可以把汽车直接开进去的旅馆

四名乘客。亦有七人座计程车，被归为轿车一类，可以用来当作营业

一般位于主要公路的市郊地区，价格不算贵。即使没有车，它的性

用计程车，不过第三排是不能载客的。九人座车肯定只是包车用车而

价比也可以让你考虑一下喔。

非计程车。在除都市区的地方，计程车一般采取议价方式，虽然宰客
行为并不常见，但建议旅客提前向在地人了解资费。密度较高的景点
亦可采取商议包车的方式，如包车半天或约定好接送时间。

购物
东台湾不应该是逛Shopping Mall血拼的地方。这片自然的土地更
多的是各色的农产品、海产品以及手工艺制品。每一个小镇可能都

★ 台湾好行

会有自己的特色食物和伴手礼，要多多发掘喔！

“台湾好行旅游服务”提供专为旅游规划设计的公车服务，一般往
返于各观光景点和台铁等接驳站之间，是官方倡导的节能减碳出行
方式。此外，台湾好行提供和景点门票共售的套票，有一定折扣。
www.taiwantrip.com.tw

★ 台湾观光巴士
“台湾观巴”由交通部观光局整合了台湾的各大景点和旅游业者，
以同一品牌形象和规范化、专业化的态度提供各地区的短程观光服
务，多为半日游或一日游，方便懒于规划行程的自由行游客利用。
www.taiwantourb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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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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兰
★ 城市速写

沿台9线公路依山而上，有清末炮台遗迹，称“炮台山”，海拔约
100米。此处可以享受海风吹拂，一览整个渔港全景，有脚力的旅行
者可以登高一试。

宜兰旧称“噶玛兰”，是原住民族噶玛兰族世代居住的地方。这个
拗口的词汇意指“平原的人类”，而宜兰正是出于兰阳平原之上，

地址：宜兰县苏澳镇南方澳渔港。

三面环山，北部与台北都市圈由大屯火山群相隔，西部和南部为中

到达方式：自苏澳火车站向东南方向走，步行约十分钟可达；或由宜

央山脉的起点，东部则是浩瀚的太平洋，兰阳溪、冬山河从这里入

兰搭乘前往南方澳的客运班车。

海，造就了平缓的冲积平原。宜兰的都市群集中在宜兰市和罗东

更多资讯参见下文“南方澳游客中心”及“活动-苏澳冷泉”。

镇，二者分处兰阳溪的南北；平原最南部的苏澳是连接花莲的苏花
公路的起点，因渔港和冷泉而闻名，值得旅行者落脚。
★ 活动
(嗯，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宜兰其实比较鸡肋，于花莲和台东不可

苏澳冷泉 见地图A标识

同日而语。除了苏澳以外，如何取舍大家懂的。)

世界上唯二的拥有冷泉的地区，一个是意大利威尼斯，另一个便是
台湾。苏澳冷泉区位于苏澳镇北方的七星山西侧，是低温碳酸矿泉
冷泉，泉温常年保持在22摄氏度，泉水富含二氧化碳，可饮用也可

★ 景点

沐浴，距证对皮肤病和胃病有治疗的功能。冷泉最早在日治时期开

冬山河亲水公园 见地图A标识

发，早前曾被用来制作弹珠汽水，闻名一时。苏澳的著名小吃羊羹

流经兰阳平原，由东部溪口入海的冬山河是台湾河川整治的模范之

也是用冷泉水制作的。

作。亲水公园的规划主题为“亲近水、拥有绿”，将冬山河沿岸水
域开发成为一个结合“水与绿”的自然空间。搭乘电动小船沿冬山

苏澳冷泉公园

河水流而下，沿途可以经过高低错落的涉水池、形似卧龙横波的卧

冷泉公园就建立在泉址之上，分大众池和个人池，提供不同服务的

龙桥、陶瓷筑起的双龙戏水，最终到达传统艺术中心。但怎么说

冷泉体验。这里在夏季常常人满为患，十分热闹。(当然，如果冬天

呢，这个地方更像是在地居民的休憩场所，如果是千里迢迢从大陆

去泡冷泉还是需要一定的胆识的XD)此外，周边的旅店也有提供冷泉

过来的你，期待不要太高哦。

接入，或赠送冷泉汤券。

地址：宜兰县五结乡亲河路二段2号。

地址：宜兰县苏澳镇冷泉路6-4号

到达方式：自罗东火车站后站(站东路)搭乘县辖公车241/261可达。

到达方式：自苏澳火车站向北步行，至冷泉路即可，约五分钟。

开放时间：8:00-22:00；电动小船平日9:00-17:00行驶，假日

开放时间：8:00-22:00

9:00-17:30行驶。

门票：(大众池及冷泉体验区)全票70元新台币，19:00以后入场50

门票：免票入园；电动小船单程(园区-传统艺术中心)50元新台币，

元新台币；(个人池，40分钟)冷泉200元新台币，冷泉+温泉300元

优待票半价。

新台币，早晚场另有优惠。

电话：+886-3-9502097，+886-3-9600013(船务服务)

电话：+886-3-9960645
suao.hotweb.com.tw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见地图A标识
传统艺术是一个地域风俗民情、思想价值和宗教信仰等的浓缩体
现。参观传统艺术中心，游览者可以感受到台湾民间表演艺术和造

★ 游客中心

型艺术的精华，也可以现场观看独具特色的展览演出。布展和演出

宜兰火车站旅游服务中心

时常更新，具体资讯可进一步咨询。

地址：宜兰市宜兴路一段252号。
开放时间：9:00-20:00

地址：宜兰县五结乡季新村五滨路二段201号。

电话：+886-3-9312152

到达方式：自罗东火车站后站(站东路)搭乘县辖公车241/261可达。
开放时间：平日9:00-18:00；暑假9:00-19:00；春节等假日另有调

大里游客中心

整；闭园前一小时关闭收费窗口。

地址：宜兰县头城镇滨海路7段11号。

门票：普通票150元新台币，优待票100元新台币。

开放时间：6月-8月8:30-17:30，九月-次年5月9:00-17:00

电话：+886-3-9507711

电话：+886-3-9780727

www.ncfta.gov.tw
南方澳游客中心
南方澳 见地图A标识

地址：宜兰县苏澳镇南正里2邻江夏路85号。

南方澳与苏澳相通，是苏花公路北端起点附近的一个陆连岛。面临大

开放时间：6月-8月8:30-18:00，九月-次年5月9:00-17:00

洋、沙洲环绕、地形天成，使这里成为东台湾数一数二的天然良港，

电话：+886-3-9953885

更成为台湾渔港的一个缩影。港口极小，最适宜在傍晚前步行游览，
除了内埤海滩、豆腐岬和南天宫等小景点，更吸引人的是日落前返航
的渔船，载满新鲜的海产，而价格亦十分便宜。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
渔港附近海产店、快炒店林立，吃货们一定要大饱口福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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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 交通
宜兰是东台湾最北的门户之地，交通位置十分重要。这里北部
与台北和基隆相接，南面的苏花公路则是前往花东地区最重要的公路。
从宜兰或者罗东很容易找到开往台北的客运大巴，经由蒋渭水高速
公路约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宜兰、罗东、苏澳均在宜兰线铁路
上，开往台北方向的区间车约一小时一班，另有其他更高车等列
车。线路沿途经过福隆、瑞芳等地。

★ 美食
罗东夜市 见地图A标识
宜兰地区道地的乡土夜市，包心粉圆、阿灶伯羊肉、郑记润饼卷和烤
肉风味都是十分受欢迎的食物，而更多地小吃需要自己慢慢发掘。
地址：宜兰县罗东镇中山路183号(近中山公园)。
营业时间：每日晚上。
北门蒜味羊羹
四十年来坚持每日现做的肉羹羊羹，搭配浓浓的蒜味汤头，口感浓
郁而且有嚼劲。
地址：宜兰市旧城北路141号。
营业时间：8:00-次日1:00
电话：+886-3-9324293

★ 住宿
如果时间不算宽松，宜兰不必作夜间的停留。相比于宜兰，苏澳和南
方澳周边更是美食和住宿聚集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找到冷泉旅馆，小
憩一下，另一个清晨，你就可以踏上驶向清水断崖的火车了。
★ 景点
★ 伴手礼

太鲁阁国家公园 见地图A标识

苏澳羊羹

太鲁阁在大陆游客心中，应该是和日月潭、阿里山所比肩的台湾符

羊羹是中国古时菜肴，因作法是将豆类凝结灌入羊肚中蒸制的得

号。园区以太鲁阁峡谷为核心，沿途峡谷幽奇、断崖险峻、崖壁峭

名。苏澳羊羹以洋菜为原料，搭配红豆、凤梨等，以冷泉水火煮而

立，中横公路台8线贯穿，沿途主要景观包括长春祠、布洛湾、燕子

成。吃来甜而不腻，是当地特有的美味甜食。

口、九曲洞、慈母桥、天祥，分布在长约20公里的路线中。峡谷路
段可能会有落石危险，所以请务必戴好景区提供的安全帽。

地址：苏澳老街的很多店铺均有贩售。
电话：(凤鸣苏澳羊羹本铺)+886-3-9962326

长春祠为纪念中横公路的通车而建，是该线进入峡谷的起点；布洛
湾台地在立雾溪的河阶之上，是太鲁阁族人的聚居地；再往上行，

花莲

燕子口是峡谷最窄的一段，有步道可以前行；九曲洞步道则是全峡

★ 城市速写

工和公路开辟的来之不易；经过慈母桥即是天祥，是峡谷之后的主

花莲古称奇莱，是原住民的主要聚居地，直至今日人口的四分之一

要服务和休憩地点，一般游客会选择在这里折返。当然，若继续前

依然为原住民族。奇莱主山屹立在花莲的西侧，此外，南湖大山、

行，仍有不同风光和步道可供游览。整个太鲁阁国家公园覆盖范围

秀姑峦山等也是花莲境内的著名山峰。花莲的多山地形成就了众多

极大，如果有兴趣，可以找一家民宿居住，细细探索。

谷最精华的路段，旅行者可以深入隧道，探寻太鲁阁峡谷的鬼斧神

的河流和形态各异的密林、山谷，外加东岸的海岸山脉和海蚀景
观，使这里以丰富的自然观光资源而著名，著名的有太鲁阁峡谷、

地址：花莲县新城乡/秀林乡周边。

清水断崖、苏花纵谷和石门海岸区。

到达方式：自新城火车站搭乘计程车，约10分钟至游客中心，转乘
公车或采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自花莲火车站或新城火车站搭乘花

花莲市是东台湾的第一大城市，城市周边的海岸风景值得称道，此

莲客运可达太鲁阁站或天祥站。

外它也是周游周边景点时的大本营，毫无疑问，旅行者会在这里停

门票：免费入园。

留，并且，对这座城市的美景和美食印象深刻。

www.taroko.gov.tw (需翻墙)
更多资讯参见下文“太鲁阁游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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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中去体验新的东西，探索未知。它让我们更丰富，更懂得，更开阔。

清水断崖 见地图A标识

池南森林区位于鲤鱼潭之南，地势居高临下，站在鲤鱼山上可一览

清水断崖是指苏花公路和仁与崇德之间约12公里的路段，此段

湖光山色。此外，这里曾经是林业伐木之地，现如今伐木早已被禁

公路沿清水山东缘的大断崖而建，几近垂直的绝壁外侧即是太平洋

止，但蒸汽火车、铁轨等设施依然保留，池南也就成为了林业产业

的浩瀚大海，历来被视为台湾公路最艰险但风景绝美的路段。由于

及历史的陈列之地。

其危险性，苏花公路已经停止了客运公车的行驶，除团游大巴和机
车之外，公共交通较难到达。一般游客可以搭火车至崇德车站，沿

地址：花莲县寿丰乡池南村

海滩向北步行，眺望断层海岸的雄姿，享受寂静海岸的安详；或继

到达方式：自花莲火车站搭乘前往鲤鱼潭的客运班车即可

续沿公路前行，走路肩穿过崇德隧道(要注意安全！)，从观景平台亦

门票：(鲤鱼潭)免费入园；(池南)假日50元新台币，非假日40元新

有步道直达海滩，往返约5公里路程。有胆量的旅行者也可以在新城

台币

租借单车，一路骑行至崇德、和仁观景，属于非常规型线路。

更多资讯参见下文“鲤鱼潭游客中心”。

地址：花莲县秀林乡崇德隧道北口
到达方式：自崇德火车站步行前往；或从新城租借单车/机车骑行到达

★ 活动

电话：(苏花管理站)+886-3-8621100转322

观日/观星
流连于太平洋左岸，倘若不去欣赏一次海上日出，那实在是太遗憾

七星潭 见地图B标识

了。东海岸可供观日出的地方很多，从南方澳渔港，成功渔港，台

七星潭并不是湖泊，而是花莲市东北部的新月形海湾。海湾享受着

东海滨，到绿岛和兰屿均是不错的选择。推荐在七星潭观日出，部

太平洋的海浪，远处是高耸的中央山脉，远离都市喧嚣的这一湾海

分是因为这里便利的交通和完备的设施，部分也因为此处不可多得

滩成为游客徜徉于碧海蓝天之间的好去处。七星潭附近有展览柴鱼

的美景。想想一个黎明，从七星潭海滨的住处醒来，走向沙滩，看

制作产业的柴鱼博物馆，和造型胜似船屋的新城天主堂，同样值得

一轮红日从浩瀚的海洋中跃起，你会觉得不虚此行的。

一游。这湾海滩最适合骑自行车游览，沿着海滨，可以从七星潭向
南骑向北滨公园、南滨公园，甚至直达鲤鱼潭，沿途有铁道文化园

此外，远离城市光害的七星潭也被设计为一个夜间观星的场所。观

区和南滨夜市，一路吹拂着海风，看自然和人文风光，再品味美

星广场上开阔的视野使这里成为夜间远望和发呆的地方，一边听海

食，是再休闲不过的旅程了。值得一提的是，七星潭的夜色和日出

涛拍击砾石，一边看繁星或明月从天际升起，别说更浪漫了。

值得称道，在花莲停留的旅行者可以将住宿选择在这个海湾周边。
地址：花莲县新城乡北埔村
★ 游客中心
到达方式：自花莲市区搭计程车前往最为便利，此外花莲火车站有

花莲火车站旅游服务中心

105等客运班车可达；也推荐租借自行车游览

地址：花莲市国联一路106号

开放时间：全日开放

开放时间：8:00-22:00

门票：免票入园

电话：+886-3-8360634

电话：+886-3-8227171
更多资讯参见下文“活动-观日/观星”。

太鲁阁游客中心
地址：花莲县秀林乡富世村富世291号

吉安庆修院 见地图B标识

开放时间：8:30-16:45

花莲的三级古迹吉安庆修院是日治时期建造的日式寺院，依日本传

电话：+886-3-8621100-6转801

统的木架构建造，四角铜板形式的“宝形造”屋面和中间房间向后
延伸的“布教坛”是为特色。庭院中有八十八尊佛像，向征八十八

鲤鱼潭游客中心

种烦恼，别具风格。

地址：花莲县寿丰乡池南村环潭北路100号
开放时间：8:30-17:30

地址：花莲县吉安乡中兴路345-1号

电话：+886-3-8641691

到达方式：自花莲火车站搭乘前往鲤鱼潭或铜门发电厂的客运班
车，在吉安庆修院下车即可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8:30-17:00
门票：免费入园
电话：+886-3-8535479
鲤鱼潭/池南国家森林游乐区 见地图B标识
位于花莲寿丰的鲤鱼潭是木瓜溪所形成的堰塞湖，因为潭水侧边的
山岳状似鲤鱼，因而得名。鲤鱼潭湖光山色迷人，无论是环岛单车
游览，或者在湖面上泛舟，都能让游客体验到这个湖泊的宁静清

★ 交通
花莲是位于苏花公路的南端，北接宜兰，南通台东，西面有中横公
路与台中相连。
因为安全的原因，苏澳-花莲段没有客运班车，因而这一段路最好选
择火车通行，有区间车和太鲁阁号可选。花莲火车站在市区的西部，
它附近的汽车站有通向花莲周边各地的客运班车，包括太鲁阁、花东
纵谷各地以及东海岸各地。另有花莲航空站，不过利用不多。

幽。此外，每年四五月份的萤火虫季，星星点点的光亮遍布山野及
湖畔，为这里增添了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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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慢你的脚步，让时间顺其自然。不要把旅行变成急匆匆的走马观花，急躁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耐心、礼貌和微笑是打开很多扇门的钥匙。

★ 美食
自强夜市 见地图B标识

花东纵谷

花莲自强夜市每到夜晚就灯火璀璨，除了羊肉炉、果汁、棺材板等

★ 区域速写

美味，另一家招牌高高耸起的烤肉店也是必须要光顾的。

除过横亘台湾本岛中部的巨大的中央山脉，在花莲-台东一线，另一

地址：花莲县吉安乡自强路与和平路交叉口

个著名山脉——海岸山脉在靠近太平洋的东部海岸屹立。中央山脉

开放时间：每日晚上

和海岸山脉分别属于欧亚大陆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板块的挤压便
是花莲附近多地震的原因。地质运动造就了台湾巍峨的高山，同样

田村寿司 见地图B标识

也产生了两山之间的狭长谷地，它便是花东纵谷。

这家寿司店隐身于花莲的小巷中，是平价而且新鲜的日式料理，生
鱼片、味增汤和手卷都是美味的热门餐点。

花东纵谷北起花莲，南至台东，全长约150公里，台9线公路和东部

地址：花莲市德安一街225号

铁路干线贯穿，被称为青山碧水间的“绿色走廊”。纵谷水系绵

营业时间：11:00-14:30,16:30-20:30

密，森林茂盛，处处是生机盎然的田园风光。从春季金黄色的油菜

电话：+886-3-8348673

花海、5月鲤鱼潭夜晚闪亮的萤火虫，盛夏的稻田和高台飞行大赛，
直到初秋漫山的金针花，还有茶园、温泉、牧场，多样的观光资源

满妹猪脚

和游憩活动使这里成为穷游者感受台湾山水的好去处。

这家店的招牌就是数十年味道如一的卤猪脚，特殊的烹调方式去除

www.erv-nsa.gov.tw (需翻墙)

了猪脚的油腻感，吃起来肥而不腻、香气满溢。
地址：花莲县万荣乡万森路10号
营业时间：9:00-18:00
电话：+886-3-8751298

★ 景点
瑞穗牧场 见地图A标识
位于群山角落的瑞穗牧场在河流的纯净水源和山谷中的新鲜空气滋
润下，生产出全台著名的鲜乳。所以经过瑞穗的吃货们，一定会去

★ 住宿

牧场里面走一遭，品味最新鲜的牛奶，品尝乳酪蛋糕、鲜奶酪，再

花莲的七星潭是住宿业聚集的地方，在这里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一件

带走一大包牛轧糖。一边大饱口福一边欣赏度假般悠闲的田园风

可以眺望整个海岸的无敌海景房。详见“景点-七星潭”。此外，花

光，这就是瑞穗牧场的精华所在吧。

莲的国军英雄馆也有不错的口碑。
地址：花莲县瑞穗乡舞鹤村6邻157号。
花莲望海楼

到达方式：搭乘台铁自瑞穗火车站下车，搭乘计程车前往，参考车

望海楼只是这一类无敌海景房的一个代表。这间民宿更像是一间酒

资150元新台币。

店，冷气、电视、卫浴、冰箱一应俱全，宽大的阳台甚至可以保证

开放时间：8:00-18:00

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日出。当然这样的待遇就需要付更贵的银子，

门票：免票入园。

房间约为3000元新台币。

电话：+886-3-8876767

地址：花莲县新城乡七星街18号

www.rareseed.com.tw

电话：+886-3-8228771
www.bayview.com.tw

舞鹤观光茶园/扫叭石柱/北回归线标志公园 见地图A标识
舞鹤台地位于瑞穗乡西南，红叶溪和秀姑峦溪的汇流之处，放眼望

花莲街角民宿

去是清一色的茶园。茶农们种茶焙茶并自产自销，在这里驻足，可

街角民宿距离火车站只有步行的距离，距离自强夜市同样很近。房

以品味到清香的“天鹤茶”。此外，“蜜香红茶”也是舞鹤茶园的

间环境很好，它称自己是精致民宿，但是同样更像酒店。房间在

独特产品。茶园北侧有两个巨大石柱，是为扫叭石柱，是新石器时

1500元新台币左右，性价比比较高。

期卑南文化的遗迹，附近另有北回归线标志公园。这几个景点均在

地址：花莲市中山路580号

台9线公路附近，倘若包车游览花东纵谷，可以选择停留。

电话：+886-3-8575118
www.corner-inn.tw

地址：花莲县瑞穗乡舞鹤村。
到达方式：搭乘台铁自瑞穗火车站下车，搭乘计程车前往。
开放时间：全日开放。

★ 伴手礼
麻糬

六十石山 见地图A标识

麻糬是花莲地区的名产，这种源自阿美族人的小米制食物如今几乎

相传六十石山附近农田土壤丰厚，每一甲土地可以收多达六十石的

成为了花莲的标志。铺天盖地的麻糬广告从一出车站就开始对你狂

谷子，因而得名。现如今六十石山是花莲最大的金针栽植区，一望

轰乱炸。当然，至于哪一家的好吃，也许真的是见仁见智了。

无际的金针花田是美不胜收的风景，尤其是每年八月至九月的花
季，橙红的金针花和碧绿的稻田在原野中铺开，此时更是游人如

阿美麻糬

织，甚至会有交通管制等限流措施。站在海岸山脉的800米高处，

地址：花莲县吉安乡南滨路一段258号。

俯瞰纵谷的田园风光，如果是在冬春交际，一幅画卷被金黄色的油

电话：+886-3-8420033

菜花田铺满，点缀着高山和绿树，同样有着让人难以忘怀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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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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花莲县富里乡竹田村。

★ 交通

到达方式：搭乘台铁在竹田火车站下车，或于台东或花莲搭乘

花东纵谷位于花莲市和台东市之间，有台东线铁路贯穿，铁路沿途

客运山线在竹田下车，转乘计程车可达。

都有不错的风景。寿丰、瑞穗、鹿野等车站都在这条线路上，车次

开放时间：全日开放。

不算少。

门票：免费入园。
此外，台9线公路同样贯穿纵谷南北，搭乘花莲和台东之间的山线班
雾鹿峡谷

车便可以在纵谷之间穿梭，方便到达各个旅游景点。通过玉长公路

自池上连接的南横公路一路沿新武吕溪向西前行，沿途景色幽丽，

长长的隧道，汽车可以翻越海岸山脉到达东海岸。

水势汹涌，其中雾鹿至利稻的四公里路段是河流切割出来的大峡
谷，形成气势宏伟的景观。雾鹿峡谷里有“天龙吊桥”，站在上面
可俯瞰峡谷景观，沿吊桥后的步道前行，登高揽胜，可以俯视峡谷

★ 美食

全貌。峡谷的岩壁上有水汽喷出，是雾鹿独特的温泉资源。然而雾

家乡饭包 见地图A标识

鹿距离台九线和铁路较远，交通成本需要考虑。

饭包是池上的名产，米饭配上柴鱼、烧肉、腌菜和时蔬，装在木制
盒子里，有一种特别怀旧的味道。池上的饭包博物馆更是将这种传

地址：台东县海端乡。

统的饮食文化发扬光大。

到达方式：搭乘台铁自池上火车站下车，转乘客运或计程车前往；
由台东市旧火车站搭乘前往天池或利稻的客运班车，在雾鹿、天龙

地址：台东县池上乡中正路4号。

吊桥等站下车，但班次稀少。

营业时间：7:00-21:00
电话：+886-89-863521

鹿野 见地图A标识
鹿野地区风景开阔，田园风光宜人。遍布鹿野乡的鹿野龙田自行车

玉里面 见地图A标识

道，北起武陵，南至高台，车道笔直且平缓，贯穿了蝴蝶生态村、

玉里面以油面为主，煮熟后用猪油拌匀，口感弹性十足，配以高汤

昆慈寺、鹿野茶园及县树绿色隧道。租一辆自行车穿行在山水田园

和里脊肉片，回味无穷。

之中，风光一览无余。其中，鹿野观光茶园是台东地区的著名茶
园，出产的“福鹿茶”是乌龙茶的特有品种。

地址：花莲县玉里镇中山路二段76号。
营业时间：7:00-17:00

鹿野高台位于鹿野观光茶区最高处，为断崖地形，居高临下视野开

电话：+886-3-8881613

阔，是飞行活动的绝佳场地，提供包括滑翔伞在内的飞行体验。每
年的4、5月至10月期间，风向转南时，便是高台地区适合进行滑翔

爱娇姨风味餐厅

伞活动的时节，其中7至8月的年度飞行赛事和热气球体验活动更吸

这家位于鹿野高台的特色餐厅以茶入餐，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菜品。

引游客的眼球。

绿茶炒面、红茶鸡丁等都是这里的名菜。

地址：台东县鹿野乡。

地址：台东县鹿野乡永安村高台路109巷32弄9号。

到达方式：搭乘台铁自鹿野火车站下车即可。

营业时间：8:00-22:00

更多资讯参见下文“鹿野游客中心”。

电话：+886-89-550678

★ 活动

★ 住宿

瑞穗、安通等温泉区的指南见台东章节的“活动-温泉”。

鹿野盈家民宿
这家民宿坐落于鹿野高台之南，房间宽大、服务周到，但最吸引人
的就是民宿同时运营的露天温泉。住宿人均约500元新台币，可以

★ 游客中心

免费享受露天温泉的乐趣。另外，这里晚餐的鸡肉也是美味。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地址：花莲县瑞穗乡鹤冈村17邻兴鹤路二段168号

地址：台东县鹿野乡鹿野村中华路一段86号。

开放时间：8:30-17:30

电话：+886-89-561615

电话：+886-3-8875306
此外，瑞穗的温泉区也是适宜住宿的地方。详见下文“活动-瑞穗
罗山游客中心

温泉”。

地址：花莲县富里乡罗山村9邻39号
开放时间：8:30-17:30
电话：+886-3-8821725

★ 伴手礼
舞鹤茶/鹿野茶

鹿野游客中心

详见“景点-舞鹤观光茶园”和“景点-鹿野”

地址：台东县鹿野乡永安村高台路46号
开放时间：8:30-17:30
电话：+886-89-55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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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重要的文件，包括护照、签证页、保险等，复印几份放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扫描⼀一份放在自己邮箱里，防止丢失。

东部海岸

地址：台东县成功镇三仙里。
到达方式：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搭乘花莲和台东间的海线客运班

★ 区域速写

车，在三仙台下车即可。

海岸山脉因菲律宾板块的挤压而在台湾东部的海滨隆起，在山和海

门票：免费入园。

的一线之间，即是被称为“台湾最后一块净土”的东部海岸。整个

更多资讯参见下文“三仙台游客中心”。

国家风景区北起花莲溪口、南至台东县，除过绵长而干净的海岸
线，还有海蚀平台、海岸阶地、离岸海岛、海岬礁岸等独特地质景

都兰

观，此外，秀姑峦溪的泛舟亲水之旅，石梯渔港搭乘海船出海赏

都兰遗址为麒麟文化遗址，巨石构造物群是该文化的代表遗迹。此

鲸，或者等待八月阿美族人最热闹的丰年祭，无一不使旅行者沉醉

外，这里是台湾原住民族卑南、阿美族的发源地。而都兰遗址周边

于这片山海交错、民风淳朴的世外桃源之中。

还有金樽游憩区、红糖文化艺术馆、水往上流都分布在都兰村周

www.eastcoast-nsa.gov.tw

边，不少原住民艺术家也会居住在这里，每到夜晚格外热闹。
地址：台东县东河乡都兰村。

★ 景点

到达方式：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搭乘花莲和台东间的海线客运班

石梯坪 见地图A标识

车，在都兰下车即可。

石梯坪位于石梯湾南侧尾端，是一个富含壶穴景观、珊瑚礁、海蚀

开放时间：全日开放。

沟的海岸阶地区域。这个海蚀地形区的潮间带上的潮池，是各种海

门票：免费入园。

藻、鱼虾和贝类的聚居地，此外，石梯海岸周边还蕴含着丰富的珊
瑚礁群和热带鱼群，每逢农历初一或十五的大潮是观赏潮间带生物
的最好时间。此外，石梯坪提供露营区，可以夜宿在太平洋的静谧

★ 活动

海岸上，在静静的夜晚聆听阵阵的海涛声，于东海岸的晨曦中迎接

赏鲸

新一天的金黄阳光。

东台湾外海的深邃太平洋是鲸豚生长的乐园，每年5至10月更是鲸
豚在海洋中出没的时节。此时，搭乘海轮，将自己完全地融入大

地址：花莲县丰滨乡港口村石梯坪。

海，探索鲸鱼和海豚等海洋生物的生活，邂逅海之精灵，同时了解

到达方式：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搭乘花莲和台东间的海线客运班

海洋生态和人文地理，一定会是收获颇丰的行程。

车，在石梯坪下车即可。
门票：免费入园。

台湾现有约五个渔港的不同观光业者开展赏鲸旅游，这五个渔港是

关于露营和其他资讯请参见下文“石梯坪露营区服务站”及“活动-

宜兰的乌石港，花莲的花莲港和石梯港，以及台东的成功港、富冈

赏鲸”。

港。其中石梯渔港是赏鲸活动的发源地，出海发现鲸豚的几率高达
95%，常见鲸豚有四种。不同的观光业者提供的服务略有差别，但

八仙洞 见地图A标识

航班大约在2至3小时之间，费用约为1000元新台币。

八仙洞是长滨乡的一处史前遗迹，位于一座面海的峭壁之上，有十
余个自然形成的海蚀洞穴。海蚀洞穴在地壳的运动中被抬升到距海

赏鲸网提供官方的赏鲸资讯，以及标章认证的赏鲸船家，可供参考。

平面一百余米的高度，成为神坛、祭坛等宗教活动场地。其中最大

www.whalewatching.org.tw

的洞穴为灵岩洞，距离地面最高的洞穴为昆仑洞，均有步道可以到
达。此外，这里也曾经发现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是台湾迄

秀姑峦溪泛舟

今所知的最古老的史前文化，称为“长滨文化”。

秀姑峦溪发源于中央山脉，沿花东纵谷北流，从瑞穗乡东折入海，
是唯一一条切穿海岸山脉入海的河流。河流沿途多峡谷，特别是下

地址：台东县长滨乡三间村。

游瑞穗至入海口段约24公里的水道充满激流、险滩，是橡皮艇泛舟

到达方式：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搭乘花莲和台东间的海线客运班

的热门去处，一路顺流而下，途径奇美大峡谷抵达溪口的长虹桥，

车，在八仙洞下车即可。

两岸风景皆收眼底。每年6至7月的泛舟观光活动更会吸引大量游

门票：免费入园。

人。营运泛舟的业者约有十家，最大服务量为3000人/日，一般为

更多资讯参见下文“八仙洞游客中心”。

上午放船，耗时约4小时，公定的泛舟收费标准为750元新台币/
人，包含船具、救生衣、午餐、保险费等一系列开支，但返程的交

三仙台 见地图A标识

通费用另计。

相传吕洞宾、铁拐李、何仙姑曾在这座离岸的小岛登临，因而这座
拥有三块巨大岩石的火山岩小岛被人们命名为三仙台，现如今，这

秀姑峦溪泛舟中心

座无人居住的小岛几乎成为了东部海岸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三仙台

位于瑞穗的泛舟服务中心是泛舟行程的起点，位于花东纵谷的瑞穗

由珊瑚礁群环绕，奇岩怪立，海天一色，是研究海岸生态的自然保

大桥之下，提供包括泛舟咨询、安全教育、生态保育在内的服务和

护区。这个景区最吸引游人的是一条长320米的八拱跨海步桥，宛

功能。

如一条巨龙，衔接了三仙台和海岸，是东海岸的著名地标。三仙台
的南侧是东台湾最大的渔港——成功渔港，这里是阿美族人的聚居

地址：花莲县瑞穗乡中山路三段215号

地，生鱼片大餐是不可错过的美食。

开放时间：6月-8月6:00-15:00，5月和9月7:00-16:00,10月至次
年4月8:00-17:00
电话：+886-3-887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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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直接施舍金钱、文具或者糖果给不发达地区的孩子，如果想要帮助当地人，可以去做志愿者，或者向当地学校或扶贫机构捐赠。

★ 游客中心

★ 美食

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东河包子

地址：台东县成功镇信义里新村路25号

东河的包子以竹笋和后腿肉为主，个个饱满，香气四溢。相传最早

开放时间：8:30-17:30

的包子师傅是福州所来，应该有什么秘方吧。

电话：+886-89-841520转1800

地址：台东县东河乡东河村南东河15邻420号
营业时间：6:30-19:00

石梯坪露营区服务站

电话：+886-89-896369

地址：花莲县丰滨乡港口村石梯坪52号
开放时间：8:30-17:30
电话：+886-3-8781452

★ 住宿
东海岸沿岸有很多Villa类似的民宿。但一般的游程都会在白天，更

八仙洞游客中心

好的选择是将花莲或台东作住宿地。

地址：台东县长滨乡三间村水母丁路1-4号
开放时间：8:30-17:30
电话：+886-89-881418

★ 伴手礼
都兰国小书包

三仙台游客中心

自从马夫人周美青背着一个都兰国小的红色书包亮相以后，这个写

地址：台东县成功镇三仙里基翚路74号

着“都兰国小”的书包就成了台湾的热门商品。如果你经过都兰，

开放时间：8:30-17:30

买一个找回孩童时代的感觉吧~

电话：+886-89-854097

台东
★ 交通

★ 城市速写

东部海岸同样位于花莲市和台东市之间，但是东台湾唯一火车无法到

台东地处热带气候区，北回归线从它的北面横跨而过。这里拥有全

达的地方。台11线公路由花莲沿海岸一路到达台东，东海岸的景点

台湾最长的海岸线，自然资源丰富，柴鱼、释迦、金针花等农产品

都几乎分布在公路和海岸周边。搭乘花莲和台东之间的海线班车，每

均闻名全台，此外，保有良好的原住民文化和史前文化使这里成为

一个景点都可以轻易抵达。长滨沿玉长公路可以到达纵谷的玉里。

了体验台湾本土风情的绝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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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购买任何野生动物制品，包括鱼翅、珊瑚、海龟制品、蛇皮、象牙、犀牛角、沙图什等等。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无论和台北、台中、或者台南相比，台东市都显得小而且毫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9:00-17:00

不现代。这座城市位于卑南溪和知本溪之间，似乎沾染了原住

票价：全票30元新台币，优待票15元新台币，每周三开放学生免费

民族平实而自然的特点，生活节奏悠缓。黄昏的时候，在台东旧铁道

参观。

改建的艺术聚落里走走，或者登上铁道边的鲤鱼山俯瞰市景，或者捧

电话：+886-89-233466

一杯奶茶走街串巷，你会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性格。
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 见地图C标识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位于卑南文化公园的东南侧，展示台湾自
★ 景点

然史、台湾史前史和台湾南岛民族的不同种类文物，分别展示台湾

铁道艺术村 见地图C标识

岛屿的地质生态、本岛的史前人类和文明和南岛各民族保存至今的

具有80余年历史的台东火车旧站及沿线在废弃后改建为铁道艺术

文化。来这里逛一逛，你会对台湾的历史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村，在沿线居民、公共团体和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保留了早期的
台铁车站风貌和老车厢，设立艺文场所和创作展览空间，以及游客

地址：台东市丰田里博物馆路1号。

服务中心、休憩地点，是适合单车和漫步的好去处。紧挨艺术村的

到达方式：搭乘台铁自康乐火车站下车，步行约5分钟即可抵达；搭

铁花村音乐聚落原为日式旧宿舍和仓库，后经艺术家改造为综合音

乘计程车，距离台东市区约5公里。

乐、创作、市集的艺文活动场所，白天有艺术品展售，每晚则有现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9:00-17:00

场音乐演出，渐成为台东市的文化标志。这个将台湾小清新文化表

票价：全票80元新台币，优待票50元新台币，每周三开放学生免费

达的淋漓尽致的地方，悠游台东时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喜欢走在

参观。

或躺在铁轨上的孩纸。

电话：+886-89-381166
www.nmp.gov.tw

地址：台东市铁花路371号。
到达方式：台东旧火车站附近，国光客运总站对面，位于台东市中
心区之内，步行即可到达。

★ 活动

开放时间：253仓库：艺术家驻村期间，每月开放四日(周三-周六)；

温泉

261仓库：展览期间，周二-周日 10:00-12:00；14:30-20:30；

台湾的温泉资源丰富，开发和利用有长达数百年的历史。受日本人

黑仓库：展览期间，周二-周六 10:00-12:00；14:30-17:30；

泡汤的文化影响，台湾的温泉也经营得有声有色，除了传统的大众

光华号车厢：周三、周六 10:00-12:00；14:30-17:00；

汤池和冬季泡汤旺季以外，同样结合养生、美容、SPA甚至宾馆和

台东铁道艺术村公园：全天开放。

美食等，以度假村方式综合营运。台湾著名的温泉区有北投、乌

电话：+886-89-334999

来、鸠之泽，以及下文提及的东台湾的知本、瑞穗、安通。另外，

更多资讯参见下文“台东火车站旅游服务中心(旧站)”及“活动-铁

朝日温泉会在绿岛/兰屿章节予以介绍。

花村”。
知本温泉区
小野柳/富冈渔港 见地图C标识

知本温泉位于台东以南约20公里的卑南乡知本溪畔，是东台湾最知

小野柳是以单斜脊、蕈状岩和豆腐岩等怪石地貌著名的海岸公园，

名的温泉。其中外温泉区的中小温泉旅馆林立；内温泉区则靠近知

因海蚀景观和北海岸的野柳类似，因而得名。富冈渔港与小野柳相

本森林游乐区，景观较好，逐渐有星级观光饭店进驻。从浴池、泳

邻，是台东近郊的唯一渔船港口和通往绿岛、兰屿的客船码头，同

池到度假村、温泉饭店，服务水平与消费额度差异很大，提供多样

样是海钓、赏鲸等活动的出海港口。这里是品尝海味的好地方，由

选择。

小野柳返回台东的旅行者不妨在这里停留。
地址：台东县卑南乡温泉村温泉路/龙泉路。
地址：(小野柳)台东市松江路一段500号；(富冈渔港)台东市富冈街

到达方式：自台东火车站或知本火车站搭乘鼎东客运内温泉线即可

297号。

抵达；或由知本火车站搭乘计程车前往，约5公里；住宿温泉区的旅

到达方式：自台东市区搭乘鼎东等客运海线班车，在富冈或小野柳

行者可联系旅店提供接送服务。

下车即可。

开放时间：依各温泉业者而定。

开放时间：(小野柳)8:30-17:00；(富冈渔港)全年无休。

更多资讯参见下文“知本游客服务中心”。

门票：(小野柳)免费入园；(富冈渔港)免费。
电话：(小野柳)+886-89-281136；(富冈渔港)+886-89-281050

忠义堂
忠义堂是知本温泉区内一间附设温泉的庙宇，全部均为个人池，条

卑南文化公园 见地图C标识

件比较简陋、卫生环境也一般般，但并无收费，另提供膳房予外来

卑南遗址位于台东市区东北，是新石器时代的卑南文化遗址，原遗

客住宿(建议随喜，温泉约20元新台币，住宿约100-200元新台

址保护并重建为卑南文化公园。台东地区为台湾史前文明和近现代

币)，因而十分适合真正的穷游者。只需要添一点香油钱，就可以和

原住民的主要聚居区，因而卑南文化公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历

在地人一样享受温泉。

史和人类学感兴趣的游客不妨前来一看。
地址：台东县卑南乡温泉村龙泉路38号。
地址：台东市南王里文化公园路200号。

开放时间：7:30-21:30

到达方式：搭乘台铁自台东火车站下车，步行10分钟可以抵达；从

电话：+886-89-512884

台东市区搭乘鼎东客运往山线池上、关山方向，在卑南国中下车，
再步行10分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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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离开旅馆还是饭店，记得养成回头检查⼀一下行李的习惯。在任何公共场所，都不要让自己的物品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

东游季

★ 游客中心

东游季温泉度假村是温泉旅馆中一家价格适中的泡汤之选，其

台东火车站旅游服务中心(新站)

前身为神农山庄，依山傍水且交通便利，提供室内外温泉，游泳池，

地址：台东市岩湾路101巷598号

SPA养生馆，水疗区等温泉设施，也有烤肉区和户外游憩区等，住宿

开放时间：8:00-22:00

含温泉人均消费在1000-2000元新台币，视房型不同而定。

电话：+886-89-238231

地址：台东县卑南乡温泉村温泉路376巷8号。

台东火车站旅游服务中心(旧站)

电话：+886-89-516111

地址：台东市铁花路369号

www.toyugi.com.tw

开放时间：9:00-17:00
电话：+886-89-357131

瑞穗温泉区
瑞穗温泉区位于花东纵谷之中的红叶溪上游，主要有瑞穗温泉和红

知本游客服务中心

叶温泉，其中瑞穗温泉更靠近瑞穗市区。推荐的汤屋包括瑞雄温泉

地址：台东县温泉村龙泉路290号

山庄、江布南温泉山庄和黄家温泉山庄，均分布在温泉区周边。

开放时间：7:00-17:00
电话：+886-89-510961

地址：花莲县瑞穗乡温泉路一带。
到达方式：搭乘台铁至瑞穗火车站，根据所选温泉搭乘计程车或步
行皆可。

★ 交通

开放时间：依各温泉业者而定。

如果说宜兰是东台湾的北门，那么台东就是这篇后山的南门。台东
经由南回公路与南回铁路和屏东、高雄等地相接，但这一段路程客

安通温泉区

流量并不大，火车班次较少，需要提前确认好火车时刻，也很少有

安通温泉同样位于花东纵谷之中，距玉里约八公里。山下的安通温

客运班车。台东火车站在市区以西，距离市中心距离比较远。国光

泉旅馆成立最早，也比较平价，此外推荐的还有纽澳华温泉山庄和

客运站在火车站附近。鼎东客运是发往台东周边(包括花东纵谷和东

玉温泉。另在温泉山庄附近有在地人使用的露天温泉池，也开放游

海岸)的客运巴士的起点站，分山线和海线有不同的客运站，都在台

客免费使用。

东市区之内，有和火车新站往返的巴士。

地址：花莲县玉里镇乐合里。

台东富冈渔港是前往绿岛、兰屿港口的客轮的集散地。港口的交通

到达方式：搭乘台铁至玉里火车站，搭乘鼎东客运直达，若搭计程

可以参考“景点-小野柳”。

车，参考车资约250元；或搭乘经过玉里的客运巴士，在安通站下
车，步行约20分钟。

台东丰年机场(TTT)位于市区北部，有飞往台北松山的航班，更重要

开放时间：依各温泉业者而定。

的是，这里是前往绿岛、兰屿的航线的起点，离岛航班均由德安航
空执行。机场和市区之间有客运班车。

铁花村音乐聚落 见地图C标识

www.tta.gov.tw (需翻墙)

靠近铁道艺术村、紧邻诚品书店的铁花村音乐聚落原为日式旧宿舍
和仓库，经由台东的音乐人和艺术工作者的共同经营，改造成为音
乐空间和创作空间，每日都有丰富的艺文活动，除了晚间音乐聚落

★ 美食

的现场演出之外，还有铁花小铺贩卖各种创作和艺术品，以及假日

卑南猪血汤 见地图C标识

慢市集的手作教室、草地音乐。铁花村中间大大的草坪和简单设计

这家店的猪血被盛赞为“台东黑豆腐”，搭配酸菜、胡椒的猪血口

感的屋子营造出清新和休闲的氛围，傍晚的时候，一定要来这里走

感脆而无腥味，是地道的美味。

一走，再听一场音乐演出。
地址：台东市更生北路76号。
地址：台东市新生路135巷26号。

营业时间：9:30-19:00

到达方式：靠近铁花路，诚品书店斜对面，位于台东市中心区之

电话：+886-89-229043

内，步行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音乐聚落表演：周三至周六20:00-22:00，周日

七里香水煎包 见地图C标识

17:00-18:00

这家店靠近铁花村，是听完音乐后吃宵夜的好地方，除了大个的水

铁花小铺：周二至周日14:00-22:00

煎包，这里的卤味也值得称道。

假日慢市集：周五18:00-22:00，周六周日15:30-22:00
门票：免票入园；音乐聚落当日表演内容和票价需查询当月节目

地址：台东市正气路385巷7号。

单，约200元新台币。

营业时间：15:30-次日2:00

电话：+886-89-343393

电话：+886-89-334685

www.streetvoice.com/tie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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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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住宿

兰屿在绿岛的更南，同样是一座火山岛屿，距台东市约有两个小时

知本温泉区是住宿集中的地方，从高端温泉度假村到普通温泉

的航程，原本是原住民达悟族人的家乡，旧称红头屿，后因岛上盛

旅社一应俱全。详见“活动-温泉”。

产蝴蝶兰而更名为兰屿。直到如今达悟族人依然是这座岛屿的主要
居民，传统的当地男子乘坐特有的拼板舟，赤裸上身、仅穿丁字裤

晃晃二手书店 见地图C标识

在太平洋上捕捞飞鱼的景象已成为这个民族的符号，这里也被称

晃晃不只是一个书店，也是一个猫咪经常出没的HomeStay，更是

为“飞鱼的故乡”。每年的飞鱼祭是这座岛屿最盛大的节日。这里

一个融合了咖啡、明信片和其他艺文交流活动的小空间。这家小巧

的旅游开发远不及绿岛，因而保存着更多的原民风情。

而充满爱心的书店的确是一个漫游台东的绝妙落脚地。架子床人均

lanyu.taitung.gov.tw (需翻墙)

新台币500元，有公用卫浴、客厅、WiFi等。
地址：台东市新生路503巷8号。

★ 景点

电话：+886-914073170

绿岛朝日温泉
朝日温泉因处于绿岛的最东侧而得名，是特有的海水温泉，由海水

原住民文化会馆 见地图C标识

经岩缝内地热加温后形成。目前这里有三个露天温泉和一个泳池，

这个会馆充满了浓浓的原住民文化风情，而且价格低廉，双人间价

紧邻海岸，风景独好。特别推荐在黄昏之后或黎明之前来这里泡

格约在1000元新台币左右，是市区住宿的好选择。更多资讯可以参

汤，可以倾听阵阵的海涛，仰望夜色中的星河，或者在天气晴朗时

考其网址。

看到红日从东方升起，实在是再美妙不过的体验了！

地址：台东市中山路10号。

绿岛灯塔

电话：+886-89-340605

绿岛灯塔在绿岛西北角的岬角，高30余米，通身为白色，在蓝天和

www.tac-hotel.com.tw

碧海的映衬之下十分显眼。灯塔的灯光可以照映到台东的海岸，这
样的灯塔，在茫茫的大海中总会给人漂泊之中的一种安定之感。

★ 伴手礼

绿岛监狱

山海关名产店

绿岛监狱在七十年代时是台湾关押政治犯的场所，经常让人联想到《禁

这是一家经营30年的柴鱼专卖店，挑选品质的鲣鱼制作，无论是柴

闭岛》中的那种味道。现如今监狱仍在使用之中，并不开放参观。

鱼片还是柴鱼酥都是受欢迎的美味，此外还有剥皮辣椒、洛神花等
产品。这家店对面的榕树下米苔目也是一家十分受欢迎的小店。

兰屿大天池
大天池位于兰屿的东南方，是火山口因雨水冲积形成的湖泊，四周

地址：台东市安庆街。

是几座山峰，原始森林和枯木林立，景观自然而原始，有丰富的昆

营业时间：9:00-22:00

虫和鸟类资源。这里被达悟人称为“鬼魅藏没的海域”。

电话：+886-89-324794
兰屿野银旧部落

绿岛/兰屿

这里是兰屿传统住宅的集中区，仍是达悟族人的聚居之处，保留着

★ 岛屿速写

人与自然融合的生活文化，一些传统建筑也被改建为民宿，但大多

即便《绿岛小夜曲》和这个曾经关押政治犯的绿岛并不真正相关，

数仍是本族人的住所。此外，兰屿还有其余五个部落，其中椰油部

但毫无疑问，这首歌的柔情和爱意为绿岛——这座太平洋深处的小

落是兰屿的行政中心和商业中心。

该民族的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独特的建筑和村落设计体现出达悟

岛蒙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绿岛距离台东约33公里，是一座典型的
火山岛屿，旧名火烧岛。灯塔、温泉、梅花鹿和蔚蓝而一望无际的

★ Tips：尊重达悟人的习俗和生活

太平洋，使这座过去似乎遗世独立的岛屿成为了向往浪漫海岛的游

兰屿与外界环境的接触时间并不长，因而保存有比较完整的达悟族传

客胜地(我会告诉你浪漫的大海还有几米高的巨浪和让你狂吐不止的

统价值和生活方式，旅游者应持尊重、友善的态度，避免随意进入在

晕船么？)，绿岛也被列入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的管辖范围。每年夏

地人的生活区、对当地族人拍照需征得同意、并禁止采摘植物、干扰

季，这座岛屿都会接纳一批又一批的旅行者，享受这里的大洋风光

动物的生活及其环境。此外，祭祀仪式等庄重场合禁忌较多，请服从

和海岛夜色。

导游或工作人员的指示，特别是祭祀用船，请不要随便碰触。

green.taitung.gov.tw (需翻墙)
★ 游客中心
★ Tips：环岛吧，少年！

绿岛游客中心

兰屿或绿岛上的小景点很多，很多地方就一条栈道或一个屋子，没有

地址：台东县绿岛乡南寮村298号。

人去管理。岛屿的风景并不在罗列的景点，而更多应该在于岛屿本

开放时间：8:30-17:30

身。拿一份岛的手绘地图，租一辆机车或者骑一辆单车，花大约一个

电话：+886-89-672026

早晨，沿着环岛公路一直骑一个圈，你会感受到这里的美丽的。
兰屿乡公所旅游资讯服务台
地址：台东县兰屿乡椰油村295号。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3:30-17:00
电话：+886-89-7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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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儿，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 交通

★ 住宿

兰屿和绿岛的岛内交通主要为机车和脚踏车。绿岛环岛公路约

绿岛和兰屿上民宿众多，运营水准、服务项目大多类似。所以呢，

20公里，兰屿公路则为40公里长。

没有特别推荐的地方。

台东富冈-绿岛-兰屿有交通船，其中台东-绿岛段航程约为50分钟，
绿岛-兰屿段约为两个小时，台东-兰屿段则为两个半小时左右。目前

★ 伴手礼

客轮由多家公司联营，票价统一，其中台东至绿岛单程460元新台

陶艺、木雕、编制均是达悟人擅长的传统手工艺，在兰屿也有很多

币，至兰屿1100元新台币，航班时间根据季节和天候有很大的变

工艺家，为保留当地的特有文化而努力，同时也打通了部落对外的

动，具体时间和营运公司可以登录港务局网站查询。

销售平台。著名的店家有弟兄工作室(王朝律，兰屿乡椰油村94号，

www.hlhb.gov.tw/ttu04.asp

+886-89-732130)，伊娜传统手工艺坊(李月兰，兰屿乡朗岛村
9-2号，+886-89-731026)和三姐妹工作房(谢来珠等，兰屿乡东

绿岛机场(GNI)和兰屿机场(KYD)均有飞往台东机场的航班，所有班

清村23号，+886-89-732841)等。

次均由德安航空(DA)执行，采用小飞机,根据客流量的大小，航班次
数并不固定。
www.dailyair.com.tw (需翻墙)

安全
火警、急救：119
报警：110

★ 活动
浮潜/潜水

★ 治安

在太平洋暖流的滋润下，绿岛周边的珊瑚礁海域里是海洋生物的乐

台湾整体的治安十分不错，东台湾更好像是一个丢了钱包就能送回

园，这里栖息着各色的鱼类，还有美丽的珊瑚和其他多种海洋动物，

来的桃花源。但出门在外依然提醒各位穷游者小心为上，注意自己

共同形成了海湾的美丽图画。而潜水则是欣赏这幅图画的最佳方式。

的财物，特别是在夜市、商圈等人流量大的地方。

环绕绿岛海岸有数个海湾都适合潜水，而沿岸有无数的从业商家提供
不同等级和要求的潜水/浮潜业务(甚至还有其他套装服务)。

在海边进行活动时最好有人陪伴，在非常规景点游玩请听取当地人
的意见。因为有些海湾可能有暗流或有毒水生生物，某些海域涨潮

地址：台东县绿岛乡。

和退潮的过程也可能影响游客的安全。

到达方式：主要位于绿岛乡西北部的商业聚集区，可以请民宿和旅
店代为联系，请业者提供车辆接送的服务。

在台湾的各个地方都可以很方便地买到非处方药品。对没有居民健

开放时间：海岸全天开放，服务时间依天候和业者而定。

保和保险的游客而言，台湾医院的诊疗费用普遍偏高。

探索潮间带

台湾夏季时常遭遇台风袭击，强风、暴雨等恶劣气象环境会造成城

潮间带是海水高潮和低潮时过度的中间地带，这片独特的区域是很

市淹水、公路塌方，导致出行的危险。遭遇恶劣天气时，台湾官方

多蟹类、贝类和软体生物的家园。找一个月光照耀的夜晚，跟随着

的气象局、公路局、观光局等会发出预警并有停班停课、景区封

当地向导，在退朝后的海滩上寻找各样的美丽生物，再捉几只螃

闭、公路封闭之类的措施。旅行者需要牢记，安全是第一位的，此

蟹，这会是一个美妙的夜晚的。

时请酌情取消游憩活动、修改路线、远离山区以策安全。

地址：台东县兰屿乡。
到达方式：兰屿周边的不同海岸都可以活动，咨询民宿或旅游从业

★ 应急小纸条

人员以获得最佳的建议。

姓名 Name：

开放时间：海岸全天开放，潮汐时间需要即时查询。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 美食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绿岛的游客聚集区有各种海产品相关的美味，如海草冰、海草肉圆、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炒石枝干等等。此外，朝日温泉附近的羊肉炉也是特色的美食。在这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样一个游客聚集区，找到一家美食店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兰屿的特色就是飞鱼了。所以到了兰屿，一定要尝尝那里的飞鱼饭。
此外，兰屿有一家叫做“无饿不坐”的餐厅酒吧，很有趣，可以在晚
上去坐一坐。
无饿不坐
地址：台东县兰屿乡渔人77号。
电话：+886-89-7316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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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现信息错误，请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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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使用穷游移动应用。

P 15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