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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温州：东南山水甲天下

温州，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中国优秀城市，位于浙江省东南部。温州依山傍海，气候宜人

，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光照充足，雨量充沛，被称为“温暖之州”。境内自然景观

丰富，名山秀水众多，素有“东南山水甲天下”之美誉。 

温州美景(图片由网友 @西北骆驼 提供)

温州市区有“中国诗之岛，世界古航标”，中国四大名胜孤屿之一的江心屿；瓯海泽雅景区的中

国古造纸术“活化石”四连碓古造纸作坊；龙湾人杰地灵、依山傍海，城市中心“绿肺”大罗山

瑶溪景区“溪石皆玉色”，450年历史民间兴建的抗倭古城--永昌堡更是温州人民爱国爱乡是不可

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温州北部有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的“海上名山”、“寰中绝胜”雁荡山；以

及融天然山水、田园古村、人文景观于一体，被誉为“中国山水画摇篮”的楠溪江。温州最南端

中国廊桥之乡泰顺“天然氧吧”，群山延绵，鸟语花香，溪涧纵横，千瀑飞扬，自涌温泉承天氡

泉“神水”适宜康体疗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乌岩岭原始神秘。南部沿海苍南渔寮、炎亭金滩平

、沙软、浪缓、水清。瓯江口东海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百岛洞头。东南部平阳贝藻王国南麂列岛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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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西部文成百丈飞瀑、刘基故里

。东南沿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瑞安自然景观丰富，寨寮溪山秀水美；更有浙江四大古私家藏书楼

之一的玉海楼、先秦文化遗迹石棚墓群和全国第一所新式中医学堂利济医学堂；浙南最早最完整

的石建筑圣井山石殿等众多文化珍品；在东源中国木活字印刷文化村完整地再现活字印刷的作业

场景。 

温州地图

温州是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谢灵运、王羲之、邱迟等都曾先后出任永嘉郡守，其诗文让温州成

为山水诗的流觞；中国是南戏的故乡，14世纪中叶温州著名剧作家高明的《琵琶记》被译为多国

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温州名人辈出，古有“永嘉四灵”、刘基，近现代有孙诒让、夏鼐、

夏承焘、苏步青等。温州还是中国重商学派的发源地，宋朝时倡导务实弃虚、理财治国的永嘉学

派，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温州人文鼎盛，古迹众

                                                 4 / 27



�������

温州：山水江海
多，是“百工之乡”、“戏曲故里”、“歌舞之都”、“书画名城”。

最佳旅游时间：

温州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温度适中，热量丰富；雨水充沛，空气湿润；四季分明，气候多

样，季风显著。一年之中，一月份最冷，七月份最热；全年平均气温18℃，来此地旅游可谓四季

皆宜。如果是7至9月份前往温州，当地常伴有台风，最好注意天气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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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温州景点 

温州名列中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城市，集山、江、海、湖、岛、泉之大成。景区面积占全市国土面

积的22.23%，现拥有1个2处世界地质公园，3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30个A级旅游景区（其中国家5

A级旅游景区1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10个），3个6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3个全国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6家全国工业旅游示范企业，5处国家级森林公园，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5处国家重点

文保单位、1个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温州自然景观丰富多彩、人文底蕴深厚，是旅游者最佳旅游观

光、休闲度假胜地。 

温州景区风采(图片由网友 @追风少年 提供)

雁荡山风景名胜区(AAAAA)

雁荡山开山凿胜始于南北朝，兴于唐、盛于宋，积淀了数千年宗教历史和山水文化。有“海上名

山”“寰中绝胜”之誉，“东南第一山”。

江心屿景区(AAAA)

“中国诗之岛，世界古航标”中国四大名胜孤屿之江心屿，位于温州市北面的瓯江中游，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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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南北狭的形状，总面积约7万平方米。

楠溪江风景名胜区(AAAA)

“中国山水诗的摇篮”-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楠溪江位于浙江省东南部温州市永嘉县境内，东与雁

荡山风景名胜区相连。

中雁荡山风景名胜区(AAAA)

中雁荡山位于乐清市境内，是雁荡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组成部分，国家4A级旅游区。共分玉甑

、三湖、东漈、西漈等七大景区。

平阳南雁荡山风景名胜(AAAA)

南雁荡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位于平阳县境内，分东西洞、顺溪、畴溪、石城、东屿五大景区，境

内峰峦蟠迥，溪壑交错，岩洞密布，怒瀑激流⋯⋯

铜铃山国家森林公园(AAAA)

铜铃山森林公园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和浙江省首批五星级森林旅游区。因境内有一巨崖形似

铜铃而得名。是集山水观光、森林探险于一身。

洞头景区(AAAA)

洞头是全国14个海岛县（市、区）之一，位处瓯江口外东南方向，距离温州68公里，全县由168个

岛屿组成，像一串璀灿的珍珠，镶嵌在温州。

寨寮溪风景区(AAAA)

寨寮溪风景区处于瑞安市境内，是南雁荡山的余脉，属于浙南沿海丘陵地貌。景区以清溪秀谷、

瀑潭连串、滩溪蜿蜒、山林华茂为特色。

文成百丈飞瀑景区(AAAA)

景区由百丈一漈、二漈、三漈、凌云阁、观音洞、三圣殿等景观组成。有着一漈雄、二漈奇、三

漈幽等特色。

温州乐园(AAAA)

温州乐园座落于温州市瓯海区茶山街道霞岙村倚山傍水而建是一个高档次旅游主题公园。

文成龙麒源景区(AAAA)

江南美丽的峡谷，位于浙江温州西南群山之中一个叫驮湖的地方，那是一个传奇故事一般的畲乡

梦境。

苍南玉苍山风景区(AAAA)

玉苍山风景名胜区位于苍南县，总面积74平方公里，景区规划面积23.5平方公里，由中心景区、

东景区、南景区、西景区和北景区五大部。

苍南渔寮风景区(AAA)

渔寮景区是国家AAA级风景区，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称。它位于苍南南部，景区面积2.3平方公

里，主要包括渔寮沙滩、雾城岙沙滩两部分。

瑶溪风景名胜区(AAA)

瑶溪历史悠久，名胜荟萃，山青水碧，钟灵毓秀，史称“世外桃源”，为浙江省省级风景名胜区

。

泽雅风景名胜区(AAA)

泽雅风景区位于温州瓯海区境内，景区以群瀑、碧潭、幽峡、奇岩、翠竹自然景观为特色，分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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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涧、金坑峡、高山角、泽雅湖等八大景。

温州动物园(AAA)

温州动物园，占地面积370亩，座落在风景秀丽的景山公园莲花心景区，是以展出活体珍惜野生动

物为主要内容的的主题公园。

仙岩风景名胜区(AAA)

仙岩风景名胜区位于瓯海区仙岩镇境内总面积达30.5平方里，自然景观以瀑、潭取胜，景区内有

五潭二井之秀、九狮一象之奇。

文成刘基故里景区(AAA)

横亘闽、浙两省的巍巍洞宫山脉，广褒千里，逶迤至文成县北部，造物主于万山丛中构建起一座

兀奇特的“山顶平台”，海拔630米以下的南田山，沃野百里，平畴千顷，水林清华，高旷绝尘，

古称天下第六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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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温州推荐行程

温州寻古探幽之旅

北线：文成 （百丈漈、刘基故里、铜铃山、龙麒源、峡谷景廊）→ 泰顺 （氡泉、古廊桥

、乌岩岭）→苍南（渔寮、玉苍山、温州浙闽农贸综合市场)

→平阳（南雁荡山、南麂列岛、华东农贸综合市场）→瑞安（玉海楼、寨寮溪、瑞安水产城）

南线： 苍南 （渔寮、玉苍山、温州浙闽农贸综合市场） →平阳（南雁荡山、南麂列岛、华东农

贸综合市场）瑞安（玉海楼、寨寮溪、瑞安水产城）→文成（百丈漈、刘基故里、铜铃山、龙麒

源、峡谷景廊) →泰顺（氡泉、古廊桥 、乌岩岭）

温州山江海穿越之旅

“寰中绝胜”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天下第一水”楠溪江（世界地质

公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海上桃源，百岛洞头”、中国诗之岛江心屿。

温州市区一日游

温州→江心屿→经济探秘游或市区购物、夜市温州瑶溪→经济探秘或市区购物、夜市温州泽雅→

温州乐园经济探秘或市区购物、夜市

雁荡风光二日游

中午接团→灵峰→灵岩→夜观夜景→中折瀑→灵→返程结束愉快旅程

龙湾风光二日游

D1：上午：瑶溪风景名胜区，浏览钟秀园景区、瑶溪泷景区、金钟瀑景区

下午：永强大堤、炮台山、灵昆海鲜养殖场、品尝灵昆特色海鲜

D2：上午：永昌堡、张璁祖祠

下午：农业旅游观光园、李王尖田园生态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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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温州娱乐

作为早期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温州的娱乐产业发展迅速。市内遍及舞厅、网吧、KTV、保龄球

馆、影剧院等多种娱乐场所。

温州市区现在有大南门和下吕浦两个最热闹的商业圈，朔门街是市区北面新开发的仿古街，街内

小店和小酒吧是特色，尤其是一家名为没事吧的小酒吧，更是以丽江的酒吧为模板。

下吕浦与学院路附近集中了一批中档消费水平的酒吧，气氛较好。人民路不仅商业繁华，娱乐场

所也遍布街道两侧。唐人街酒吧、真爱酒吧、妙果寺娱乐城、新世纪KTV等数不胜数，各有千秋

，极大地丰富了人民路的娱乐活动。

夜幕降临，赏江心屿夜景或邀朋呼友，选个临近瓯江的咖啡吧，这要既能呼吸新鲜空气，又能观

赏江面景色，是愉悦心情，享受闲适的好去处。

在温州的江滨路上，随处可见的是一家街一家的酒吧、KTV、咖啡馆等等都是娱乐的场所，晚上

如此的繁华，街道的灯光犹如白天一样的明亮。不过这边也分很多类型的，有喝喝小酒打发时间

的叫做咖啡酒吧，和休闲吧有点相似，但是又带点酒吧的调调。还有的酒吧没有DJ、没有乐队、

没有舞池，有的只是一种静谧的氛围和那音响里放着的轻轻的音乐。

各有千秋的活动极大地丰富了的旅行者的温州旅行体验。

温州大剧院：

温州大剧院是温州市政府建设的品牌文化设施，由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大师——加拿大卡洛斯?

仰义高尔夫球场：

温州东方仰义乡村俱乐部是由东方高尔夫国际集团投资兴建，是目前温州市唯一的高尔夫球。

温州新工人文化宫：

温州市工人文化宫创建于1956年，是温州市重要公共文化体育设施之一，曾获首批全国文明示范

宫称号。

嘉乐迪量贩ktv：

香港嘉乐迪量贩ktv各连锁店装修豪华时尚，环境幽雅、舒适，先进的数字化音响设备。

温州新时代电影大世界：

温州新时代电影世界面积约3800平米，共设9个放映厅，1347个座席（目前开放6个厅，1160个座位

），采用了代表当今电影工业最高技术。

百嘉乐量贩ktv：

百嘉乐的嘉乐取名于英文的jolly（快乐、愉悦之意），快乐百分百就是百嘉乐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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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温州美食不停口

温州美食(图片由网友 @瞌睡豆豆 提供)

温州的美食都以鲜美、清淡、典雅著称，外地人都是冲着温州人能吃，会吃的噱头去品尝温州的

各类美食。以下是一些温州名菜、小吃和美食地推荐：

1、名菜：

海瓜子

海瓜子是一种白色的小蛤蜊，大小形状如南瓜子，是一种在滨海滩涂生长的小水产品，因状如南

瓜子而得名。

山头麦（方言）

学名其实叫羊栖菜，是一种水里长的野菜，按常理说它是上不了大台面的。

凤尾鱼卷

将鮸鱼肉切成片，放入葱白末及其他佐料，敷上虾茸，横入上一只带尾大虾仁，虾尾外露向前卷

拢，然后再经过拍粉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

瓯菜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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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菜以海鲜为主，菜品口味新鲜，淡而不薄，烹调技术讲究轻油，轻芡，注重刀工。三丝敲鱼

、锦绣鱼丝和爆墨鱼花并称瓯菜三绝。

八宝豆腐

嫩束腐去表层，置于碗内纱布之上，用力挤压，去渣取汁，加上鸡蛋清、湿淀粉、熟猪油和调料

，拌匀。

斤鸡马蹄鳖

温州方言有斤鸡马蹄鳖之说，话说早期的农家，正月孵出小鸡仔后，养到四五月份早稻收割时，

重量正好长到一斤左右，此时的鸡是最好。

马蹄松

最早产于清雍正年间乐清白象地方，以形如蹄得名，它以面粉和红糖作皮，馅入糖心和咸肉丁红

瓜丝，熟芝麻粉和桂花。

2、名小吃：

李大同双炊糕：

李大同双炊糕的特点是，选料考究，它用精质糯米粉加白糖或红糖拌匀过筛，撒上桂花，成型切

块，经两番炊制而成。

牛肉羹：

腾蛟牛肉羹又是一绝。牛肉羹有两种，一种是牛板筋，一种是牛肉碎，汤是老汤，佐以胡椒、酸

醋，撤上香菜，味是酸辣爽口，闻之口涎。

芝脚糖：

晚糯米炊熟晒干，与沙混合爆成米花，筛净，加入白糖。饴糖熬的糖浆和熟芝麻、熟花生仁、桂

花、生姜、猪油、调制成型，切成长方块而食。

白象香糕：

白象香糕，可做下午茶时的点心，味道甜而不腻，有芝麻的香味！张记白象香糕是乐清北白象的

百年世家产品。传承经典，造就美味！

猪脏粉：

猪脏粉，是温州的特色小吃之一。猪脏粉只取猪大肠，小肠，还有猪血（但现在一般都用鹅鸭血

，因为猪血的口感和卫生不如鹅鸭血）。

炒米糖：

以糯米为主要材料的特色小吃，做法以挂霜为主炒米糖黄中带亮，颗粒均匀，状如蜂蛹、香甜酥

脆。

薄饼：

薄饼为面食之一，做法简单，美味可口。薄饼除了可以用来包配三鲜熟料进食外，也可以把它包

上生馅投油锅中炸成春卷。

3、美食地推荐：

金谷大酒店:

温州市金谷酒店有限公司创建于一九九五年，是当时在温州市主要街道人民路尚未完成改建前，

在新人民路上最早开办的餐厅之一。

私享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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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手如林的温州餐饮市场，私享国菜独辟蹊径，首次提出打造温州食尚界奢华品牌的口号，向

温州餐饮高端市场发起冲击。

五马美食林酒店:

五马美食林酒店有限公司现已拥有了三家大型酒店。分别是位于市中心闹市区府前街鸿华大厦二

、三楼的五马美食林鸿华大酒店。

得尔乐餐饮:

得尔乐餐饮有限公司鼓楼店于1993年在温州最繁华的市中心五马街旁开业，凭借其独特的经营理

念不仅给温州食客们带来了美味、健康d的菜品。

新溢香厅大酒店:

新溢香厅大酒店有限公司座落于机场大道黄金地段，环境幽雅、交通便利、是一家占地面积为9亩

余地，建设面积1万平方米的纯餐饮酒店.

云天楼国鼎大酒店:

温州云天楼国鼎大酒店坐落于市区小南路，是著名的酒店品牌云天楼旗下酒店中现营业历史最悠

久的一家。

天一角:

位于温州市著名商业街五马街口天一角是一家以经营温州小吃为主的餐饮名店，天一角汇聚了几

乎温州各个地方的特色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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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温州淘宝手册

温州传统工艺品有瓯绣、瓯塑、黄杨木雕、石雕、彩石镶嵌、竹丝镶嵌、十字花边绣、草编、画

帘、机绣图画、树皮镶嵌、鱼鳞画等，其中以瓯绣、瓯塑、黄杨木雕最为著名。

此外，温州以其显赫的商贸地位扬名国内，商业经济相当发达。温州的鞋、服装、小商品等早已

成为国内众人皆知的地域品牌。素有“服装之城”、“鞋业之都”之誉，这里的服装和皮鞋不仅

款式新、品种全，价格也便宜。以下是一些温州淘货的好去处：

温州财富购物中心：

财富购物中心位于有温州华尔街之称的车站大道与锦绣路十字路口，地处温州市新核心商圈，与

喜来登大酒店、时代广场比邻而座。

时代广场购物中心：

温州时代广场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创立于2002年7月，是浙南地区知名的大型精品百货公司。

银泰百货温州世贸店：

银泰百货温州世贸店位于温州市最繁华的商业核心地带温州大南门解放路，系温州最高楼温州世

贸中心裙楼，面积近35000平方米。

温州开太百货：

开太百货有限公司创建于1998年1月8日，迄今已有12年历史，深受温州广大市民支持，业绩蒸蒸

日上，现拥有数百家中外驰名品牌。

国光特色旅游服务中心：

国光特色旅游服务中心将是现有温州名购中心的升级版，并将通过颠覆传统商业模式的操作，汇

聚温州知名品牌，打造温州制造的全新形象。

温州五马街：

是温州市最著名的商业街，是温州市的传统商业中心，沿街各类商店鳞次栉比。

温州女人街：

女人街相邻于五马街，真名应该叫纱帽河街，事实上，女人街的称呼由来已久。

温州旅游名购中心：

作为我市规模最大的旅游购物中心，8000平方米的名购中心整洁、明亮，成为温州名品展示、购

物和交易的平台。

温州华宝斋：

华宝斋，温州市特色旅游消费场所。这里汇集了享有“百工之乡”之美誉温州的传统工艺美术大

师精品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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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温州住宿

温州酒店精选(图片由网友 @锦绣中华 提供)

温州市区及各大旅游景区配套服务设施齐全，现有星级饭店100家，其中四星级以上饭店22家，绿

色旅游饭店30家。以下为部分温州星级酒店推荐：

五星级酒店：

温州华侨饭店、温州喜来登酒店、温州万和豪生大酒店、温州香格里拉大酒店、温州华侨饭店

四星级酒店：

温州王朝大酒店、温州国际大酒店、温州维多利亚大酒店、温州江心海景酒店、温州瑶溪王朝大

酒店、温州奥林匹克大酒店、温州国贸大酒店、温州新南亚大酒店、温州顺生大酒店、温州东瓯

大酒店、温州万豪商务大酒店、温州将军大酒店、温州梦江大酒店、雁荡山山庄、瑞安国际大酒

店、瑞安钱塘阳光假日酒店、平阳国际大酒店、苍南万豪大酒店、乐清新世纪大酒店

三星级酒店：瓯昌饭店、雁荡山朝阳山庄、温州天都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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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温州交通指南

温州的交通十分便利，是全国20个主枢纽港之一和45个公路枢纽城市之一。温州机场现已开通68

条国内航线和香港、澳门2条地区航线，现已成为国际机场对外开放，2012年3月25日温州至台湾

的直飞航班开通。金温铁路、甬温高铁、温福高铁，甬台温、金丽温、诸永高速公路，104和330

国道贯通温州境域，海运更是四通八达。

   

1、航空

机场概况

民航温州永强机场（以下简称温州机场）地处温州东南瓯江口，场址海拔4.4米（原海拔2.8-3.4米

），距市中心仅21公里，可通过瓯海大道（市政府投资30亿元），进出机场仅20分钟。

温州永强机场的实际辐射范围约2000万人，经济腹地面积达16万平方公里（包括温州地区、台州

地区、丽水地区、宁德地区）。台州、宁德、丽水三地旅客到达温州永强机场都只需1.5小时。温

州永强机场已成为大多数丽水、台州、闽北地区旅客的首选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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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机场航线图

机场交通

出租车

机场门口的出租车通道上可以坐车去目的地，起步价10元4公里，每公里1.40元，夜间起步价12元

，每公里1.68元，外加1元燃油费。车停在原地等待，按照时间标准计算价格加价。

机场大巴

温州永强机场——温州市区

每个航班到达都有空调大巴接送，终点站民航售票处（王朝大酒店对面）。票价 12 元。

联系电话：0577-86892555

温州市区----温州永强机场

早上05∶15 、06∶15、07∶30、08∶00、08∶30、09∶00、09∶30、10∶00至晚上20∶00

，每个整点从民航售票处发车。票价 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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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77-88341482。大巴班车至永强机场行车时间约为40分钟.

航班起飞前30分钟停办登机手续. 请您预留足够的时间办理登机事宜。

旅人提示：

1.海关

如果您有物品申报，请走红色通道，办理海关手续；

如果没有，请走绿色通道。

2.托运行李、换登记牌

请您凭机票及本人有效护照、签证到相应值机柜台办理乘机和行李托运手续，领取登机牌。

如果您所乘航班将经停国内其它机场出境，请您从“S通道”经安全检查进入候机区登机。

3.安全检查

请提前准备好登机牌、飞机票、有效护照证件和机场建设费凭证，并交给安全检查员查验。为了

飞行安全，旅客须从探测门通过，随身行李物品须经X光机检查，谢谢您的配合。

4.候机与登机

现在您可以根据登机牌显示的登机口号到相应候机区休息候机。通常情况下，将在航班起飞前约4

0分钟开始登机，请留意广播提示。

登要出示登机牌，请提前准备好。

航班查询、机票预定：http://english.ctrip.com/

温州机场售票处（温州市锦绣路951-953号）

免费送票热线：0577-96555 传真：0577-88340368

电话订座、机场取票：0577-86875533、86892727

传真：0577-86892725

团队订座：88346624 传真：88332406

国际机票：0577-88324311 88324312 传真：0577-88332433

乐清柳市售票处（柳市镇104国道边精益集团营销中心内）

电话：0577-62720377 62720388传真：0577-62728859

平阳售票处(平阳县昆阳镇解放街273号)

电话：0577-63732133 传真： 0577-63710098

龙港售票处（龙港镇龙跃路28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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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7-64227711传真： 0577-64211476

   

2、铁路

温州火车站，是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直属的一等客运站，是浙江省仅次于杭州站的第二大

站，是温州市交通行业最大的“窗口”单位。

旅人提示：

1、行李：旅客携带品由自己负责看管。每人免费携带品的重量和体积是：儿童(含免费儿童)10千

克，外交人员35千克，其他旅客20千克。每件物品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60厘米，杆状

物品不超过200厘米，重量不超过20千克。

2、退票：在发站开车前，退还全部票价。团体旅客必须在开车前48小时以前办理；旅客开始旅行

时不能退票。但如因伤、病不能继续旅行时，经站、车证实，可退还已收票价与已乘区间票价差

额；退还带有“行”字戳迹的车票时，应先办理行李变更手续；站台票售出不退。

交通

1、温州火车站位于温州大道上，坐出租车至温州市区约20分钟，打表计算约25元。

2、途径温州市区的公交车有：3路、111路、115路、25路、27路、38路、43路等

查询电话：0577——88389999 56888888

温州南火车站概况

温州南是温州火车南站，位于温州瓯海区潘桥镇横塘村。为有别于金温铁路温州站，称之“新温

州站”。动车组开行后，新温州站定名“温州南”。

交通

1、坐出租车至温州市区约40分钟，打表计算约50元

2、途径温州市区的公交车有：15路、82路等 
温 州 站 代 售 点 一 览 表

区域 代售点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市区 下吕浦 温州市下吕浦春晖路9—11—13号 88389999 56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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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西路 鹿城区黎明西路182号东方花苑一楼 888848191

鹿城路 温州市鹿城路36号（顺生大酒店门口） 88233911

鹿城路 温州市鹿城路438号 88722664

南站 温州市飞霞南路836号（党校门口） 88825109

环城东路 温州市环城东路167号（安栏亭站台旁边） 88192919

新桥 新桥五组团站前路95号 88415697

西城路 温州市西城路4号 88722664

下寅 温金路116号（轻工助剂厂门口） 88771122

慈湖 瓯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梧慈路474号 88248097

新城 新城开发区雁荡西路168号 85501661

双屿镇 双屿镇6组团6幢106室（双屿客运中心对面） 56887910

仰义 仰义洞桥制革商场111号 89691118

藤桥 藤桥南市中路248号 86483399

新城大道 新城中园大厦149号铁通营业厅 56887918

车管所 葡萄村甲里桥188号 89600050

小南路 小南路192号（中国农业银行斜对面） 56887921

水心 马鞍池西路325号（杏花路与马鞍池西路交叉口） 56887922

瓯海 将军桥 温州市过镜公路1571号（将军大酒店对面） 88539888

瞿溪镇 瓯海区瞿溪镇河头街397号（农行对面） 56887909

娄桥 娄东大街195号（瓯海农村合作银行、东村公交车站旁） 86299970

乐清 虹桥 乐清虹桥新市街4号 62325850

柳市 乐清市乐成镇勤政路94号（镇政府北面） 56887907

芙蓉 乐清市芙蓉镇芙岭路8号 62299381

乐成镇 乐清柳市车站西大门口（白石公交车乘车处） 62773827

乐清北白象 乐清市北白象镇东大街378号 5688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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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湾区 龙湾区 龙湾区沙城镇中心街16号（建行正对面） 56887906

永中八达 永中镇1号横街振中街52号 86376898

龙湾状元 机场大道1952号（龙湾交通中心对面） 56887919

龙湾海城 海城中学街65号 56887920

永嘉

瓯北 永嘉瓯北镇罗浮大街245号 67333128

上塘镇 上塘镇环城西路622号 （上塘邮政局旁）245号 56887901

桥头 永嘉县桥头镇商二街28号245号 56887917

瑞安 城关 瑞安城关安阳A区万松东路285号(南方大厦对面) 65853778

塘下 瑞安塘下站前路47号 65358532

莘塍镇 莘塍镇民莘中路307号47号 56887902

马屿镇 马屿镇双屿南路41号（马屿汽车站斜对面）47号 56887908

平阳县 昆阳镇 （营业时间另行公告）平阳县昆阳镇横阳路94号（建行旁） 56887903

水头镇 平阳县水头镇凤尾北路30号（皮革城旁） 56887905

鳌江 平阳县鳌江镇吉祥路47号 56887916

苍南 灵溪 灵溪江湾路1号 64752640 56887910

龙港 苍南龙港人民中路437号 64213733

文成 文成 文成建设路71号 67869798

台州 玉环 玉环县城关南二路步行街（建行西面） 0576-721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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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路

温州长运前身是浙江省公路联营运输处第五段，最早成立于1949年5月，现已发展为一家具有国家

客运一级、物流综合服务AAA级的浙江省内最大的国有公路运输骨干企业，集团拥有双屿客运中

心、汽车南站、新城客运中心站、牛山客运中心站、汽车东站、黄龙客运站、洞头新城客运中心

站以及旅游集散中心等八大客运旅游站是交通部重点联系单位，全国道路运输企业百强企业。

各汽车站发车范围

①、双屿客运站：省际班线发往江西、湖南、安徽、河南、山东等省份，省内班线发往发往金华

、丽水地区，以及白沙、千岛湖、临安等站点

②、客运中心站：省际班线发往湖北、四川、重庆、贵州、河北、辽宁、黑龙江等省份，省内班

线发往至瑞安、平阳、苍南、泰顺等县市地区。

③、新城客运站：省内班线发往杭州、湖州、嘉兴、宁波、绍兴、舟山、台州等地区。

④、汽车南站：省际班线发往江苏、上海、北京、陕西、山西、广东、福建、海南、广西等省市

，省内班线发往至乐清、文成地区。

售票热线

双屿客运站 88222222 96035

新城客运站 88222222 96035

汽车新南站 88222222 96035

客运中心站 88222222 96035

黄龙客运站 88222222 96035

汽车东站 88222222 96035

长途汽车时刻表查询：http://www.zghcz.com/car/

温州出租车

温州出租车比较便宜，起步价10元4公里，每公里1.40元，夜间起步价12元，每公里1.68元。由于

我市出租车之前只实行计程收费，而市区道路通行状况不容乐观，不少出租车司机因怕某一路段

堵车，常有拒载现象发生。2010年开始，温州市新增加出租车计时收费标准，增加计时收费后，

在车辆遇红灯或路阻时，经过一定时间等待，计价器会从原先的计程收费系统切换到计时收费系

统，出租车停在原地等待，也能按照时间标准计算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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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出租车举报电话：96520

温州出租车叫车电话：

温州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出租车服务部 / 东游路75号 / 0577-88340175

温州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出租车保安分公司 / 吴桥路78－2号 /0577-88622402

温州市鹿城出租汽车服务中心 / 马鞍池西路238号 / 0577-88504111

温州市汽车运输公司出租车分公司 / 百里东路17号 / 0577-8222616

温州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出租汽车服务公司 / 鹿城路88号 / 0577-8519872

温州公交车

温州公交集团总公司：http://www.wzgjj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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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温州节庆活动

温州节庆(图片由网友 @蓉瑾轩 提供)

七月十五汤和节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俗称“鬼节”，是全国人民“祭祖”的传统节日。据《孙延钊集》载：“东

瓯王庙在永嘉场，即今永强，每岁以旧历七月十五举行迎会。”在每年七月十五中元节，永强一

带群众盛行祭奠抗倭英雄汤和和死于倭患的同胞，后逐渐演变为全民公祭的“汤和信俗”。

蒲城拔五更

每年正月初四至正月十五元宵节，浙南蒲城照例盛行“拔五更”民俗活动。整个活动30多个环节

，天天都有出新出彩的节目，不仅有出巡、抢彩球、放烟花等，还有戏曲、音舞、扎灯等多种艺

术。届时人流如潮，热闹非凡。

蒲岐抬阁

蒲岐抬阁是温州市乐清市蒲岐一带元宵节民俗活动的一部分，有时九月会市上也乘兴闹场，已有6

00余年历史。蒲岐抬阁扮演的多是民间富有群众基础的古装戏剧，如“八仙过海、天女散花、白

水滩”等。

                                               24 / 27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901&do=album&picid=60235


�������

温州：山水江海
七夕成人节

七夕成人节，是洞头民间在七月七为年满16岁的丁口举行的成人节。洞头的七夕成人节有请七星

亭、祭拜七星夫人，做巧人儿饼、红圆、红龟和姑娘乞巧、拜床母和十六岁成丁等内容，当晚的

祭拜也有特指的含义和固定的程式。

东岙普渡节

东岙村地处洞头县东部，西临国家一级渔港——洞头渔港，其域内有红黑石滩沙滩、狮身人面像

镇海而坐。该村具有浓厚的民俗风情，每年的“普渡节”会举办放“水灯”、“迎头鬃”等活动

。

陈十四信俗

洞头全县有12座陈十四庙宇，霓屿太阴宫是洞头县历史最悠久的陈十四庙宇。数百年来，洞头海

岛祭祀陈十四娘娘已经形成当地人们的信仰习俗。每年正月十四日陈十四娘娘诞辰之日均有信男

信女成群结队前往宫庙祭祀。

鳌江划大龙

鳌江自古就有迎龙旧俗，后称划大龙，始于明代。划大龙源于祭祀活动，由鳌江杨爷殿祈神仪式

派生而来，旨在祈求神灵降福，风调雨顺，鱼虾满舱、五谷丰登。

妈祖信俗

每年农历三月廿三日与九月初九每个庙宇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主要有祭典、“做供”、妈

祖平安出巡以及“迎火鼎”、做戏等民俗文化活动，参与信众遍及全县乡镇、渔村，为洞头渔区

信俗活动的最大盛典。

拦街福

温州城内每年农历二月初一从康乐坊开始，至三月十五日五马街止，主要街道依次举行祈福活动

，现在的拦街福都在温州城内的锦江路一带进行了，拦街福为地方性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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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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