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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乘坐手扶电梯时请站在右边，左边为快速通道，是让那些需要快速
通过的人使用。

台湾人大多使用传统的繁体中文，主要语言为汉语(国语)，另外常见的语
言为闽南语和客家话，常见使用外语为英语和日语，虽然与其他华人区
域使用相同语言，但仍有些许差异。
常用语言对比

闽南语

捷运 - 地铁

你好 - li ho

简讯 - 短信

吃了吗？ - jia ba bui

脚踏车/单车 - 自行车

早上好 - gao za

计程车 - 出租车

对不起 - pai sei

公车 - 公交

谢谢 - duo xia

交流道 - 立交桥

救命 - gui mia

数位相机 - 数码相机

多少钱 - gua zei ji

瓦斯 - 煤气/天然气
延长线 - 插板

★ 台北并没有给小费的习惯，但在旅馆、餐厅消费，大多会收取10%
的服务费，其他则没有硬性规定。
★ 到政府外汇指定银行或国际观光饭店兑换新台币时所取得的收据
(结汇水单)须妥善留存，离境前若要将未用完的新台币换回时，必须
出示此收据。
★ 台湾实施的禁烟令相当严格，有屋顶的公共场所几乎全面禁烟，学
校、博物馆、文教机构、休闲的露天广场也属禁烟地区。一旦发现
将依规定处以2000元至1万元新台币的罚款。
★ 台湾严禁携带新鲜瓜果类、未经核可的动植物产品(含活动物、肉
品、活植物)入境。
★ 等待公车时，要向公车招手示意，司机才会在站台停靠，下车时，
需要按响车内的下车铃，司机才会靠站让你下车。
★ 春节系多数人返乡团圆的日子，台北市民也多利用此假期到中南部
或东部旅行，市区变得比较冷清。多数公营场馆除夕及大年初一均休

城市速写
台北，从几首歌说起吧。《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首歌恰恰说明台
北的气候特征，冬天的台北受东北季风影响，常是阴雨湿冷的天
气；而《忠孝东路走九遍》则诚属误会，忠孝东路是全台北市最长
的一条路(超过十公里)，而且有便捷的捷运，连走一遍都算傻瓜。
台北位于台北盆地，市区内地势平坦，基隆河、新店溪、淡水河贯
穿而过，并拥有阳明山国家公园，是少数可以在半小时内从繁华市
区抵达海边玩耍，或上山看火山洗温泉的城市。作为首善之区，台
北是台湾最繁华的城市，政治商业中枢。
★ 消费指数
台北物价并不特别高昂，而且多数商店明码标价，不存在宰客问
题。根据2009年瑞士银行(UBS)以大麦克指数(Big Mac Index)，
进行消费能力进行调查发现，台北人工作20分钟就吃得起一个大麦
克汉堡，消费能力排名全球第24(香港14分钟，上海30分钟，新加
坡36分钟)。

馆，不开放参观。

我们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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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生活

★ 国父纪念馆 见地图A标识

A

一如任何地方的台湾人，台北居民也以热情，友善著称。在台北有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所筹建的国父纪念馆于1972年落成，建筑为

任何困难都可随时向路人求援。台湾人的热情，展现在对陌生人的

中国唐朝宫殿式风格，广阔的绿地和优美的建筑现成为台北地标

信任，对外地人的不吝援助上头。好比问路吧，台北人要确认你听

之一。主要设以“中山先生与中华民国”、“中山先生与台

懂了他的指引才会放心的；如果对方刚好有空或顺路，甚至愿意亲

湾”为主题的展览。

自带你前往目的地。
地址：台北市信义区仁爱路四段505号。
和大陆城市相比，台北的市容显得不那么现代化，道路也不宽阔。

捷运：国父纪念馆站(板南线)3、4号出口。

但这也是台北精巧细致之处，很多细节，能突显台北这个城市的个

开放时间：9:00-19:00，农历除夕、大年初一和机电保养日休馆。

性，这个要亲自来了才能具体体会。来台北，多和当地人聊聊天，
体会一下这个城市人民的友善好客，毕竟，台湾最美的风景是这里
★ 台湾故宫博物院 见地图B标识

的人民。

A

又称“台北故宫”，藏品丰富可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媲美，主要以
台北人的从容，应该从贫富差距不过分大、媒体自由这两方面说起。

宋、元、明、清四朝为主，几乎涵盖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数量达

因为贫富差距不大，所没有什么好走后门、托关系的，大家日子过得

65万5千多件，拥有“中华文化宝库”的美名。除了馆内的展品

都差不多，心安理得。自由的媒体则能有效监督公部门，替老百姓仗

可参观以外，园区内还建有以中国传统园林为主题设计的至善

议执言，所以老百姓比较心平气和，不担心受欺侮而投诉无门。

园，以园林景观为主的至德园和张大千纪念馆。博物馆外观为中
国宫殿式的建筑，一至三层为展览陈列空间，四楼为休憩茶座。

当然，台北长期来享有较多资源，心态上或多或少有点优越感，城
市住久了，有些想法和中南部地区居民有点脱节，“台北观点”这

地址：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221号。

种语带讽刺说法也是很多人会引用来指责台北人对“城乡差距”毫

捷运：士林站(淡水线)转乘红30路至故宫博物院正门。

无所感，甚至有人用“天龙国”来讽刺台北那些“占尽资源、享用

开放时间：日间8:00-18:30，周五、六延长开放时间至21:00。

特权、不知民间疾苦”的权贵精英。

票价：日间新台币160元，至善园：新台币20元。
www.npm.gov.tw

不过，这是一座移民的岛，台北也是移民的城市，除了选举的政治
语言，一般情况大家都能融洽相处，没有地域成见的。
★ 台北101大楼 见地图A标识
★ 信仰与禁忌
台北宗教信仰多元，无论是泉州移民带来的保生大帝，漳州移民带
来的开漳圣王，客家移民带来的三山国王，还是西方传入的天主教
基伊斯兰教，都是普遍的信仰。基本上，一般百姓的信仰是佛教道
教混合的，“有拜有保庇”(有祭祀就有保佑)这句日常用语就可以看
出台湾人民对宗教“多多益善”的利己利他心态。

A

位于信义商圈，台北地标之一，总高度达508米。大楼造型如竹
节向上攀升，顶端拥有世界最大防风抗震用的阻尼器。大楼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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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楼的91层为室外观景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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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点-台北市
★ 中正纪念堂 见地图A标识

A

地址：台北市信义区市府路45号
捷运：市政府站(板南线)2号出口，信义路方向步行大约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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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时间：平日11:00-21:30；假日11: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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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景台：9: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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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景台门票：新台币450元，身高1米以下儿童免费。

众参观。台北市每年的台北灯节都会在此举行。

售票点：购物中心5楼。

地址：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南路21号。

A

捷运：中正纪念堂站(淡水线，小南门线，新店线)。

★ 西门町 见地图A标识

开放时间：中正纪念堂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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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ksmh.gov.tw

人徒步区所形成的区域为西门町的黄金地带。 西门町是台北著名
的流行商圈和最具特色商业步行街，西门红楼、刺青街、电影

★ Tips： 台北区域概述

街、KTV、万年大楼、万国百货、诚品书店和各式各样的精品小

台北市位于台湾北部，是台湾最大的都市，四周被新北市所包围，并

店随处可见，是台北人假日最喜爱的去处之一。

由此所形成的大台北都会区，是台湾文化、商业、娱乐的中心。台北
市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现代建筑林立比如台北101大楼。台
北分为中正区 、万华区、大同区、中山区、松山区、大安区、信义
区、内湖区、南港区、士林区、北投区、文山区12个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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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运：西门站(板南线，小南门线)1、6号出口。

★ 行天宫 见地图A标识

A

行天宫又叫恩主公庙，奉祀关圣帝君(关公)。殿中香火鼎盛，

★ 阳明山国家公园 见地图B标识

A

阳明山国家公园紧临台北都会区，以大屯火山群汇为主，阳明山公

有许多信徒在神明前俯首跪拜，非常虔诚。行天宫建于1967年，建

园栽植大量花卉植物，是台北近郊最吸引人的赏花场所。春季2-3月

筑朴实庄严，庙门两旁有许多贩卖香纸、玉兰花、油饭、炒冬粉等

是阳明公园传统的花季，满山开遍杜鹃和樱花，吸引大批赏花人

小贩，走到宫前地下街道，沿途除了有卖祭拜用品的商家外，还有

潮。夏季因午后雷阵雨的影响，雾雨初晴时，常可在山区看到彩

不少的命相馆，形成行天宫特殊风貌。

虹。秋天枫叶满山形成盛名远播的大屯秋色。冬季的阳明山则经常
寒风细雨，云雾弥漫。冷水坑、马槽温泉、绢丝瀑布等都是阳明山
国家公园的热门旅游景点。

地址：台北市中山区民权东路二段109号。
捷运：行天宫站(庐洲线)3号口步行约10分钟。

地点：台北市阳明山竹子湖路1-20号。

开放时间：6:00-22:00

到达：乘坐捷运至剑潭站(淡水线)下转乘公交260路或红5路至阳明
山站。
★ 龙山寺 见地图A标识

A

龙山寺为台北第一名刹，位于台北万华区广州街与西园街交叉口，

A

此区域旧时称为艋舺。龙山寺于清朝乾隆3年所兴建，曾在二战时毁

★ 士林官邸 见地图B标识

坏，后经修复。每年农历正月15至2月19日会有花灯展览、平安灯

士林官邸为蒋介石和宋美龄官邸，蒋介石在此生活了26年。官邸分

等传统活动。龙山寺毗邻华西街观光夜市、 艋舺青山宫、西门町。

为山区和平地区，平地区目前已开放民众游览，园区内的花草树木
是台北市民假日休闲踏青的好去处，内花园位于官邸正馆对面为中

地址：台北市万华区广州街211号。

式庭园，外花园则为西式庭园。

捷运：龙山寺站(板南线)1号口步行约5分钟。
开放时间：7:00-22:00

地址：台北市士林区福林路60号。
捷运：士林站(淡水线)2号出口，左转过中山北路即可到达。

★ Tips： 关于艋舺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日上午8:00-17:00，下午13:30-16:20；周一

艋舺，也是台北的古称，是台北早期街市之一，台北的繁荣始于

休息。

此，现今称“万华”。台湾有一句谚语，“一府二鹿三艋舺”描述

票价：新台币100元。

清朝时期全岛三大港市的繁华盛况(一府为如今台南市，二鹿为彰化
县鹿港)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艋舺当时的鼎盛风貌。由台湾著名导
演钮承泽执导的电影《艋舺》，讲述以80年代艋舺地区黑帮生活为
主题，取景拍摄地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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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美术馆 见地图A标识

A

台北市立美术馆是台湾第一座现代美术馆，也是第一座以推广
和展览现代艺术为主的展览馆，为亚洲知名现代美术馆。外观属于理
性的当代建筑，以叠状的白色方型为主。美术馆内目前有3000多件
典藏作品，多为1940年代之后的台湾当代艺术作品，共分为13类。

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长安西路39号。
捷运：中山站(淡水线)沿中山地下街往台北车站方向步行约5分钟至
R3或R4出口至长安西路。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日10:00-18:00
门票：新台币50元。

地址：台北市中山区中山北路三段181号。

A

捷运：圆山站(淡水线)下车沿酒泉街步行左转中山北路步行约10分钟。

★ 华山1914创意文化园 见地图A标识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9:30-17:30，周六9:30-20:30。

华山1914创意文化园区邻近新光华商场，建于1916年，前身为台
北酒厂，经整修后，结合了旧厂区和公园的文化园于2005年底重新
开园。园区包含户外艺文空间及室内展演空间两部分，是一个提供

★ 台北之家(光点台北) 见地图A标识

A

台北之家的前身为美国大使馆官邸，外观为白色的洋式建筑。1997
年建筑物本体修复后，委托“台湾电影文化协会”经营，规划为以
电影文化为主的艺文空间，改名为台北之家，原来的车库则改建为
光点台北电影主题馆，以播放台湾电影及小众电影为主。

给艺文界、非营利团体及个人使用的创作场域，也是一个以艺文为
主的专业场地。平时常会有各种展览、表演等活动在这里举办。
地址：台北市中正区八德路一段1号。
捷运：忠孝新生站(板南线)1号口步行约3分钟。
营业时间：每周二至周日：10:00-22:00；周一及假日休息。
www.huashan1914.com

地址：台北市中山区中山北路二段18号。
捷运：中山站(淡水线)4号出口前行约1分钟。
光点台北开馆时间：11:00，光点电影院播映时间：11:30-24:00
门票：非影展影片票价新台币220元，部份电影新台币240元。

景点-台北周边
A

★ 淡水
★ 猫空

A

淡水渔人码头 见地图B标识

猫空缆车见地图B标识

A 原只是一个传统的小渔港，如今

猫空缆车为台北市内第一条缆车线，由台北市立动物园站起站依序
为转角一站、动物园内站、转角二站、指南宫站，终点站为猫空

330多米的木栈道、堤岸咖啡和超大的港区公园所组成的渔人码头已经

站，其中转角一站与二站不提供乘客上下，仅供缆绳转向。

看点。

台北市立动物园

A 分为户外展示区及室内展示馆两部份，户外展

示区规划区包括台湾乡土动物区、儿童动物园、亚洲热带雨林区、
沙漠动物区等区域，室内展示馆则有教育中心、大熊猫馆、无尾熊
馆、昆虫馆、两栖爬虫动物馆、企鹅馆等。
指南宫 见地图B标识

A 又名仙公庙，供奉孚佑帝君(吕洞宾)，

指南宫建筑分正殿、凌霄宝殿、大雄宝殿、大成殿四部分，建筑宏
伟，雕绘精巧，具有文化与艺术价值。猫空位于木栅茶区东侧的小
溪谷，因当地溪水水流酷似猫爪痕迹而得名。猫空以铁观音闻名，
可以前往猫空的露天茶座或庭园茶坊品茗。猫空站周边，规划有水
舞景观台、樟树步道等。

成为淡水最著名的景点，可以体验渔港风情。渔人码头的夕阳也是一大

紧邻码头的红毛城 见地图B标识

A 又称做沪尾城，已有400年

的历史，为西班牙人侵入台湾时建造作为淡水河口防御要塞，现在
红毛城园区也成为淡水旅游的好去处。

当然来到淡水一定要逛下淡水老街 见地图B标识

A 老街临近淡

水捷运站集美食、小吃为一身。淡水特产有鱼丸、鱼酥、铁蛋、阿
给等。淡水还是淡江大学和真理大学的校区所在，校区建筑历史悠
久，环境优美也很值得一游。
捷运：淡水捷运站(淡水线)，西行至中正路可到达淡水老街，转乘红
26路和836路可到达渔人码头和红毛城。

地址：台北市文山区新光路二段30号(动物园)。
捷运：动物园站(文湖线)下车步行约350米。
猫空缆车营运时间：周一休息，遇法定假日顺延，周二至周四
9:00-21:00，周五及法定假日前一天9:00-22:00，周末及法定假日
8:30-22:00，周日及法定假日最后一天9:00-21:00。
门票：单程票价搭乘1站新台币30元、搭乘2站新台币40元、搭乘3
站新台币50元。

红毛城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9:30-17:00，周六、周日9:30-18:00

★ 九份

A

九份环山面海，拥有变化多端的山海美景，为一座小山城，保有纯
朴的生活风貌。基山街是九份最热闹的街道，各种小吃、九份第一
家茶坊及九份文史工作室都设置于此，还有观景台可以看九份的海
景。九份的特色美食如如香Q有劲的芋圆、红糟肉圆、黑糖麻糬、豆

★ 台北当代艺术馆 见地图A标识

A

台北当代艺术馆结合艺术、古迹、科技三者一体，展览形式包括当代媒
体艺术，如摄影、动态影像作品、建筑、以及视觉设计等。而建筑本身
就是一座历史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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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腐乳、无铅土皮蛋等都相当的美味，还可以作为伴手礼。
到达：捷运忠孝复兴站搭乘基隆客运直达九份，票价新台币100元。

实用信息

★ Tips：银联卡的使用

★ 台北旅游服务中心 见地图标识

银联卡的使用范围系针对商场、酒店、便利店和一些纪念品商店，

台北市设立了12座旅游服务中心，分别提供有旅游景

购票景点门票或消费金额较小的餐饮和小吃摊还是以现金为主。银

点、交通住宿、庆典活动、推荐路线、观光地图和图

联卡在台湾取款金额上限为单卡单日1万元人民币所能兑换的新台币

书、旅行咨询及网络查询等服务。

额，单次取款上限为新台币2万元。

主要旅游服务中心

★ 邮局 见地图标识

台北车站

A：台北市中正区北平西路3号(台北车站1F大厅东侧)。

开放时间：8:00-20:00
松山机场

A：台北市松山区敦化北路340-10号(第二航厦到站大

厅)。开放时间：8:00-20:00

分布也很广，邮筒一般分为红色与绿色，红色为限
时邮件和航空邮件，绿色为平信。从台湾邮寄明信
片至大陆的邮资为新台币6元。一般信件是9元。
www.post.gov.tw

A：台北市中正区宝庆路32-1号B1(近捷运西门站5号

捷运西门站

出口)，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11:00-20:00/周六周日
11:00-21:00
缆车猫空站

台湾邮政叫做中华邮政，邮局的网点很多，邮筒的

A：台北巿文山区指南路3段38巷35号(缆车猫空站出口

处)。开放时间：周二至周五9:00-18:00/假日8:30-20:00 周一休馆。
★ Tips：青年旅行卡
为鼓励青年到台湾旅行，特针对国内外15至30岁之青年，发行青年
旅游卡，凡持旅游卡即可享有景点门票、交通、住宿、美食及购物
等多项优惠。出示有效身分证明文件，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观光

旅行日历
台北一年四季都较为适宜旅行，其中最佳的旅行季节为秋季。夏天
则会较为炎热，6至8月台风季来临时，时常会有雷阵雨，那时出行
最好备好雨具。
元旦：1月1日
每年1月1日零点时的台北101大楼的烟火秀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台北
新景观，再加之12月31日晚上举办的露天跨年晚会，整个台北都会
陷入一个狂欢的状态。

局旅游服务中心等地填写青年旅游卡申请表即可免费申办。
具体详情：tour.youthtravel.tw/travel2009/1110.php
★ 电话
台湾的公共电话主要分为投币式和IC卡式两种，投币式公共电话可

春节
春节的习俗跟大陆大致相同，门外张贴春联和门神。这时台北的各
大商场都会进行年终促销是购物旅行的好时间，台北的迪化街更是
台湾人办年货的集中点，所以在那里还能买到很多传统台湾特产。

投1、5或10元硬币。IC卡式面额分为100元、200元和300元，可
在火车站或便利商店购得。
台湾多家电信运营商提供手机预付卡/易付卡(SIM卡)销售服务，在
各大电信运营商的专门店都可以购买，甚至于在所有的7-11便利店
都可以购买和充值，非常方便。
★ Tips：宝贝机
宝贝机(Digital Tour Buddy)是台湾创新的旅游服务系统。通过线
上申请然后入境后在机场柜台领取手机。申请宝贝机，免押金、 免

元宵：农历正月十五
元宵节在台湾很受重视，庆典特别多。除了祭祖、猜灯谜、吃元宵
(汤圆)外，最热闹的要属放天灯了，放花灯向来被视为元宵节的代
表，其中最热闹的要属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举行的“台北灯节”了。
妈祖绕境：农历3月
每逢农历3月妈祖诞辰，全台各地的妈祖庙都会举办祭祀、进香、绕
境等活动，以祈求妈祖的保佑。妈祖绕境进香是目前台湾民间规模
最大的宗教活动。

手续费。宝贝机通话储值卡在便利商店、中华电信门市都可以购买
或充值。相关详情和申请网站：youthtravel.tw
★ 网络
台北的网络非常发达，免费的wifi热点随处可见，酒店、咖啡馆等都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
中秋节时，全台湾放假一天。一般民众仍普遍有赏月吃月饼、柚子
的习惯，近代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中秋节时台湾的家家户户还
会有团聚烤肉的习惯，还会举办中秋封街烤肉。

提供此项服务，大型的网咖(网吧)分布在市区各地，上网非常方便。

★ 货币帮助
台湾的货币为新台币(NT$、NTD)，基本单位为元。 汇率为1人民币

购物季：每年9月至11月间
每年的9月至10月是台北各大购物商场周年庆比较集中的时间，各
大商场都会借助周年庆进行大型促销活动，应当算是一年中最佳的
购物旅行时间。

≈4.5新台币。新台币的纸钞分成2000元、1000元、500元、200
元和100元，硬币分成50元、20元、10元、5元和1元，其中2000
元纸钞和20元硬币已很少流通。台湾各大商场、酒店和大部分的
ATM机都已支持银联卡消费，各大银行都可以进行新台币的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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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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际交通

★ Tips：悠游卡 EasyCard 和台北观光护照 Taipei Pass

★ 机场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悠游卡是台北市和新北市所使用的储值卡，适用于

A

市内的公共交通，停车场、公共自行车租车等，还
可在各大便利店、电影院、咖啡馆、书店等场所进

(TPE，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简称桃园机场，为台湾最大、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从机场可以通过
多种途径到达台北市区，可以在第一航站楼1层入境大厅西南侧外廊
和第二航站楼1层入境大厅东北侧外廊购买到机场客运巴士抵达市
区，单程票价为新台币110元到140元不等，服务时间5:00-24:00，

行消费。悠游卡可在全市悠游卡客服中心、台北捷
运各车站内询问处和自动售卡机购买，也可在7-11和全家、OK、莱
尔富等便利店内购买和充值。普通版悠游卡分新台币200元和500元
两种面值(卡内含100元新台币押金)，但三个月内退卡扣除20元手续
费。使用悠游卡搭乘捷运可享受8折优惠。

搭乘计程车到达台北市的费用约为新台币1100元。

游客还可购买旅行观光护照，护照分为面值180元新台币的一日券，

★ Tips：机场客运巴士
各家客运巴士沿途停靠站牌不尽相同，除了停靠台北车站、松山机

面值250元新台币的一日券(含猫空缆车)，面值310元新台币的二日
券，面值440元新台币的三日券，面值700元新台币的五日券，可分

场外，大多会巴士都会停靠在捷运站和观光饭店附近。

别在指定的有效期内无限次搭乘捷运和公交(或猫空缆车)。
✈ 台北松山机场

A

2013年新版(Taipei Pass台北观光护照)旅游暨优惠店家手册，只要购

(TSA，Taipei Songshan Airport) 见地图A、B标识

买不限天数的(Taipei Pass台北观光护照)票卡，即可免费获赠优惠手

简称松山机场。位于台北松山区，是一座军民两用机场。旅客可以

册，手册不仅提供详尽的吃喝玩乐情报，还包括免费兑换11项超过千

直接搭乘捷文湖线(松山机场站)达到市区各地。

元好礼，以及80家优惠店家提供总值超过4万6,000元的优惠折扣。
★ 台北捷运

★ 火车
台湾的铁路交通非常发达，台北更是铁路交通枢纽，台铁(台湾铁路)
和高铁(台湾高速铁路)始发站都汇集于台北车站。每日都会有上百班
次来往于台北于高雄之间。搭乘板南线或淡水线至“台北车站”站即
可到达。

台北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简称台北捷运，
目前共有9条营运线路，范围覆盖台北各大
主要区域，是台北的主要出行方式。营运时间

为6:00

至24:00，票价按公里计数从20至65元新台币不等。

台铁订票系统：railway.hinet.net

★ 计程车

高铁订票系统：www.thsrc.com.tw

台北计程车(出租车)大约有3万多辆，车身为黄色，分属个人或公司
所有。台北出租车的起步价为1.25公里70元新台币，后续每0.25公

★ Tips：台北车站 见地图标识

A

里5元新台币，夜间(23:00-次日6:00)加价20%，叫车服务和开启

台北车站不但是全台湾运量最大的车站，也是大台北地区首要的交

后备箱加收10元新台币。春节期间全时段车费另加20元新台币，春

通枢纽。台铁、高铁、台北捷运三站合一，北临台北客运转运站，

节晚间加收40元。免付费叫车专线电话号码：0800-055850，手机拨

每日在此转乘和发往全台各地的人高达50万人以上。

打：55850。

★ 长途汽车 见地图标识
台北转运站又称交九转运站，位于台北车站以北，是台北最大的长
途客运中心，每天有大量的客运巴士由此始发至全台各地。
www.taipeibus.com.tw

★ Tips：捷运和出租车乘坐须知
捷运：车站及列车内全区禁止吸烟，黄线内禁止饮食、嚼食口香糖
及槟榔，并且禁止旅客从事“商业行为”(例如于买卖的任一一方位
于闸口内，进行商品的当面金钱交付的行为)，违者会被处以1500
元新台币以上、7500元新台币以下罚款。
出租车：台北的出租车分个人和公司运营，车顶会分别有显示“个

市内交通

人”或出租车公司名称的字样的灯箱，所以拦车时，尤其是晚上或
女孩子最好拦属于正规出租车公司的车辆。

★ 公共汽车
大台北地区的公交车路线共有421条，构成了便捷、快速的公交网

★ 租车

络，多条主要道路还开辟有快速公交道。所有公交线路均可使用悠

台湾租车十分便利，在主要机场、火车站及市区均设有租车公司营

游卡。

业点，提供各种汽车出租。有些公司并提供甲地租车乙地还车的服
务。但需要注意的是，租金是否已包含保险费用、有无其他额外费
用等问题在取车之前需先确认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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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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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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是靠右侧行驶，驾驶人及前后座乘客必须系上安全带。

★ 演唱会/舞台剧

如果你计划在台湾租车旅游，请事先了解台湾的驾驶规则、

台湾，目前华语流行乐坛中心，台北更是这个中心的中心，所以台

换发或取得有效合法的驾照的途径。

北全年都会举办很多场次各种不同类型的演出，包括演唱会、舞台
剧、音乐会等。所以来台北时可以先查下这段时间是否有自己喜爱

★ Tips： 租车证件

的演出，在各家7-11便利店都可以进行购票，非常方便，价格也比

大陆现行驾照无法在台湾租车。请持合法国际驾照证件租车，否则

较便宜。

一经查获会被依无照驾驶处罚新台币6000元；另外，万一发生事
故，汔车保险无法理赔。

餐饮
台北是一个美食天堂，全球各地的美食在这里汇集，不管是中餐、西

活动

餐、日本料理、东南亚美食应有尽有，台湾夜市小吃更是家喻户晓。

★ 泡温泉
台北有多个著名的泡温泉的地点，是到台北旅行热门的休闲度假的

★ 台北夜市
士林夜市 见地图A标识

活动项目之一。

A

台北市最大的夜市，以各种台湾特色美食为主，但由于国外游客过
阳明山温泉

A

以大屯火山群为主体的阳明山国家公园分布着多处

温泉区，远近驰名。阳明山温泉分前山温泉和后山温泉两部份，周
遭尽是醉人的风景。阳明山温泉泉质主要以白磺泉为主但各区域的
温泉因火山地热运动频繁和所夹带的矿物成分不同，造成每个温泉

多，已经失去了很多传统夜市的风貌。
地址：台北市士林区大东路、大南路、文林路
捷运： 剑潭站(淡水线)
开放时间：平日16:00-24:00，假日17:00-24:00

区域泉质、水温、功效都不同，各有特色。
师大夜市 见地图A标识

A

地点：台北市阳明山竹子湖路1-20号

学生最爱的夜市。师大有许多外籍学生，在许多巷弄间，还会有浓

到达：乘坐捷运至剑潭站(淡水线)下转乘公交260路或红5路至阳明山站

厚异国风味的咖啡馆或小餐馆，成为独特的人文景观，使师大夜市
成为一个充满多元面貌的地方。

北投温泉

A 和北投温泉博物馆 A 见地图B标识

北投温泉泛指

地热谷温泉、行义路温泉、凤凰温泉、龙凤温泉、湖山里温泉，而狭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师大路，龙泉街、泰顺街、浦城街、云和街
捷运：台电大楼站(新店线)3号出口步行约10分钟

义的北投温泉区指的是环绕北投温泉亲水公园四周的中山路、光明

A

路、新民路、泉源路区域，此地温泉旅馆规模较大、数量最为集中。

华西街观光夜市 见地图A标识

北投温泉泉质大约有白磺、青磺、铁磺三种。北投温泉博物馆位于北

台湾的第一座观光夜市，入口处的中国传统牌楼建筑、沿途的红色宫

投温泉区内，免费开放参观。馆内设有共有两层楼，一楼设有北投温

灯，极具特色，店家皆为老字号，超过30年的老店比比皆是，口碑

泉浴场展示区、北投石展示区、温泉北投展示区，二楼有北投温泉乡

与品质兼顾。

发展史展示区、北投社原住民展示区、榻榻米活动大厅展示区、多媒

地址：台北市万华区华西街。

体视听室展示区、北投产业展示区以及台湾好莱坞展示区，让来到北

捷运：龙山寺站(板南线)1号出口，沿西园路1段左转广州街步行2分钟。

投温泉博物馆的民众能彻底了解北投温泉的历史发展。

开放时间：16:00-24:00(有部分商家营业至早上)。

地址：台北市北投区。
捷运：搭乘捷运至北投站(淡水线)转乘新北投支线至新北投捷运站。
博物馆开放时间：9:00-17:00；周一和台湾法定假日休馆。

饶河街夜市 见地图A标识

A

台北市较早的观光夜市，规模并不大，摊位非常集中，只要是常来
的熟客，很快就可以找到自己想吃的摊位，非常方便。
地址：台北市松山区饶河街。

★ 脚踏车骑游
游览台北除了传统的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外，还可以考虑用脚踏车的
方式。台北在淡水河、基隆河畔设有非常完整的的单车道，如果有
兴趣，大可以花一天从台北市骑脚踏车骑到淡水。从台北市基隆河
南岸的大佳河滨公园出发，经过圆山饭店、士林、北投、经过关渡
自然公园到淡水，沿途风景秀丽、远离汽车道路。如果不想来回重
覆走过的路程，你甚至可以甲地租车、乙地还车，再乘坐捷运回饭
店。大家如果厌倦了用一般的方式游台北，用脚踏车的方式绝对值
得推荐。

捷运：后山埤站(板南线)沿中坡北街步行约10分钟。
开放时间：17:00-24:00
★ Tips：台北夜市
游客到台北，最具吸引力的莫过于遍布台北的大大小小的集生活用
品、服饰、美食一体的夜市，想体验台北的夜生活，选几个夜市逛
游就对了。
夜市美食推荐：蚵仔煎、蚵仔面线、大肠包小肠、生炒花枝、雪花
冰、青蛙下蛋、鸡排、臭豆腐、生煎包、药炖排骨、鱿鱼羹、剥骨
鹅肉、肉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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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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地特色
东区粉圆 见地图A标识

地址：台北市中山区中山北路1段121巷13-2号。

A

已有20多历史，粉圆(类似于珍珠奶茶中的珍珠，略大)口味多样，

捷运：中山站3号出口步行约10分钟。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日11:30-14:30，17:30-21:00；周一休息。

口感Q滑，味美，深获许多爱吃甜品的民众喜欢。

A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忠孝东路4段216巷38号。

Route 66 美式餐厅

捷运：忠孝敦化站(板南线)3号出口步行约3分钟。

餐厅强调新鲜现作，保持食材原始风味，以传统美式火烤方式烹

营业时间：11:00-23:30

调，呈现最原汁原味的美式餐点。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忠孝东路四段216巷27弄11号。

你家我家客家菜

A

有着30多年的好口碑，是一家道地的客家风味餐馆。招牌菜有姜丝

捷运：忠孝敦化站(板南线)3号出口。
开放时间：12:00-14:00，18:00-24:00

大肠、客家的梅菜扣肉、客家小炒、红烧蹄膀、酸菜肉片汤等，都

住宿

是老顾客所喜爱的。
地址：台北市中山区吉林路135号。
公车：聚盛里站(46路、226路、518路)。

台北从一般的民宿到高级酒店都非常的多，尤其是台湾特有的汽车

营业时间：11:00-14:00，17:00-21:00；周一和中午休息。

旅馆(Motel)更是随处可见。在台北市中心尤其是信义区比较难找到
便宜的酒店，而是以高档酒店居多，价格也较高，而台北周边的新

大来小馆鲁肉饭 见地图A标识

A

是一家专做台湾卤肉饭的小店，其卤肉饭深受老饕们喜爱。台湾卤
肉饭作为台湾的名小吃，不容错过。

区，又有比较多性价比较高的民宿、汽车旅馆和酒店，所以比较推
荐在台北旅行时住在新北市。在台北能够找到从500元新台币的青
旅到上千元甚至上万元新台币的酒店。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永康街7巷2号。
捷运：古亭站(新店线)，中正纪念堂站(淡水线)。

★ Tips：汽车旅馆 Motel

营业时间：11:00-22:00

阿宗面线

北市各区比如板桥、三重等地既有捷运相连能快速的到达台北市

在台北周边、高速公路沿线风景区附近，分布着较多的汽车旅馆。

A

这些汽车旅馆的装潢设计达到或甚至超越高级饭店的水平，还有主
题式的房间设计，除了供一般旅客住宿外，也提供钟点房服务。有

来到西门町一定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大家手里都拿着一个绿

很多很具特色的主题Motel值得去体验下，价格也不是很贵，一般都

色的碗，站在大街上吃东西，不管大人小孩都一样，这就是赫赫有名

在1500至3000元新台币。

的阿宗面线，现在也是西门町的景点之一。
地址：台北市 万华区 峨眉街8-1号。

购物

捷运：西门站6号出口。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11:00-22:30，周五至周日11:00-23:00。

老张牛肉面

A

位于金华街和杭州南路口的老张牛肉面有35年历史，汤底味道浓郁
且牛油厚香，是传统风味的牛肉面。

★ 百货公司、购物街
统一阪急百货 见地图A标识

A 是一家以日本经营模式为主导的

综合性商场，又称为美人百货。拥有大量日本及国际知名品牌。
地址：台北市忠孝东路五段8号
捷运：市政府站(板南线)2号出口

地址：台北市中正区杭州南路二段44号。

营业时间：周日至周四11:00-21:30，周五/六日11:00-22:00

捷运：中正纪念堂站(淡水线)3号出口步行约15分钟。
营业时间：10:45-21:15, 周六休息。

★ Tips：信义商圈
信义商圈被称为台北曼哈顿，白天为商业金融中心，夜晚为台北夜
生活的集中地，是目前台北市最具指标性的商圈，包括多家百货公

★ 世界特色
香榭丽舍

A

司、饭店、时尚餐厅，包含新光三越

A、纽约纽约购物中心、信义

A、威秀、君悦饭店等，加上台北101大楼，这里已渐渐取代

以法国之西点美食为主，糕点和面包新鲜且美味、美观，深受大家

诚品

喜爱，是知名度很高的一家店。

台北 东区成为新的时髦都会地区。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光复南路290巷55号。
捷运：国父纪念馆站(板南线)2号出口站步行约10分钟。

美丽华百乐园 见地图A标识

营业时间：7:30-21:00

竖立在基隆河截弯取直的大弯段之上的一座全新概念的百货公司。

A

肥前屋

A

最具特色的场景就是全台首创的百米摩天轮，结合娱乐、科技、艺
术于一体，媲美日本的东京台场摩天轮，加之音乐旋转木马游乐设

是一家有历史的日本料理店。人气招牌菜鳗鱼饭为必点菜品，还有

施更成为情侣约会的首选景点。夜间绽放光彩炫丽的灯光表演，点

生鱼片和煎蛋卷也深受大家喜爱。

缀台北的夜空。
地址：台北市中山区敬业三路20号。
捷运：剑南路站(文湖线)3号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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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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场营业时间：周一至周日11:00-22:00。

安全

摩天轮、旋转木马：周一至周日11:00-23:00。
摩天轮门票：假日200新台币，平日150新台币。

火警、急救：119

旋转木马门票：50新台币。

报警：110

微风广场 见地图A标识

A

是一座结合购物、休闲、餐饮、娱乐的多功能购物中心，拥有世界
各大知名品牌的专门店。

★ 医疗应急 见地图标识
台北的医疗非常先进，有很强的医疗保障能力，药店和社区医疗服
务点随处可见。医疗费用也很便宜。

地址：台北市复兴南路一路39号。
捷运：忠孝复兴站(板南线，木栅线)下往市民大道步行约10分钟。
营业时间：周日至周三11:00-21:30；周四至周六11:00-22:00。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诚品书店 见地图A标识

A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全台湾规模最大的复合式书店，结合阅读、艺文活动与创意生活为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一体。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地址：台北市松高路11号。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捷运：市政府站(板南线)。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营业时间：商场平日11:00-22:00；假日11:00-23:00。
书店平日10:00-24:00，假日10:00-次日2:00
www.eslite.com

五分埔 见地图A标识

A

是寻找当季流行服饰的好地方，不但商家多，价格便宜，款式应有
尽有，更有从日本、韩国来的服饰品牌品牌。目前是台北最大的成
衣批发市场。
地址：台北市松山路149巷。
捷运：后山埤站(板南线)1号出口。
营业时间：12:00-24:00
★ Tips：台北特产
凤梨酥是一种内馅有凤梨甜味的台湾传统糕点，除了口感广受消费
者喜爱外，更重要的是能代表台北的文化传统。凤梨酥成为台北市
的经典伴手礼之一。
肉干是极富台湾特色的传统休闲食品，肉干类商品亦在同时成为游
客心目中台湾特产的代表之一。
台北最富盛名的茗茶包括文山包种茶、铁观音茶等。目前台湾所生
产的包种茶，以台北文山地区所产制的品质最优、香气最佳。
★ 退税
到贴有退税标志TRS的商店购物，同一天在同一商店购物满3000元
以上，出示统一发票收执联和护照，要求商场开具“退税明细申请
表”，就可以在出境时向海关(携带护照退税明细申请表、统一发票
正本、购买的物品)申请退税，海关会核发给你“外籍旅客购买特定
货物退税明细核定单”。然后到指定的机场银行柜台领取退税款。
桃园机场海关退税柜台：第一航站楼在出境大厅一楼，第二航站楼在
出境大厅三楼。
特别感谢：kenpeng 丹辰子
★ Tips：退税注意事项
退税所收到的现金为台币，可以要求直接按照汇率兑换成人民币。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穷游er提供，如果发现信息错误，请邮件至：

特别注意的一点是要先办理退税，才去托运行李，因为所有退税的

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请访问穷游网获

商品都是要先被检查过的。需要退税的商品要在30天内带出境。

得更多内容：qyer.com，访问m.qyer.com下载使用穷游移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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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种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穷游是⼀一种聪明的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