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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臺灣伴手禮
甜而不膩牛軋糖

鐵定美滿火車餅

除了當伴手禮，臺灣也有不少新人把牛軋糖
當成婚宴後的喜糖，讓賓客感受甜蜜喜氣同
時，更感受到溫暖的誠意。嚴選香濃奶油與
爽口花生的牛軋糖，以多層次、甜而不膩的
口感，擄獲了眾多人的心，每一顆在老師傅
嚴控製作下，不僅奶香濃郁富嚼勁，也讓人
嚐到那份手工的幸福感。
圖片提供／郭元益

來到阿里山，除了奮起湖便當，一定要品嚐
這裡獨特的火車餅，奮起湖第一家餅店，最
初以喜餅與糕餅起家，而後以傳統手藝與山
城茶餡料研製的火車餅，不僅口感極佳，餅
皮上還印有早期阿里山森林鐵路的蒸汽火車
圖案，滿足味蕾同時，也讓阿里山的歷史文
化印入心頭，實為送禮的最佳選擇。

甜蜜細緻鳳梨酥
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傳統點心－鳳梨酥，是許
多觀光客來臺的首選伴手禮，酥鬆的外皮，
搭配爽口不膩的細緻內餡，更成為許多新人
致贈賓客的伴手禮，經典的好滋味也象徵著
幸福的愛情，甜甜蜜蜜攜手過一生。
圖片提供／佳德鳳梨酥

永恆堅貞日月潭紅玉紅茶

越陳越香特製紀念酒

被專家譽為世界頂級的紅玉紅茶（臺茶18
號），是日月潭特有的稀少珍寶，其滋味甘
潤醇美，具有天然薄荷與淡淡的肉桂香，讓
人品嚐後久久無法忘情，有不少新人拿作為
喜宴伴手禮，健康又具巧思新意，而紅寶石
的茶色，更象徵美好的愛情，永恆堅貞。
圖片提供／圳阿薩姆紅茶專賣店

愛情就像酒一樣，越陳越香，為了保存這份
真摯的感情，臺灣菸酒公司南投酒廠特別推
出特製紀念酒，將新人的甜蜜結婚照變成客
製化酒標，浪漫又具紀念意義，無論做為婚
禮上喜宴酒或結婚小物都很適合，也為即將
邁入人生另一個階段的開始，留下最難忘的
幸福回憶。
圖片提供／南投酒廠

浪漫臺灣特色婚禮

南島族群婚禮－情牽大武山

愛你一生、情定日月潭

阿里山神木下婚禮山海戀

北海岸婚紗留倩影

浪漫又具異國風味，「南島族群婚禮」已是臺灣最具特色

綠意群山環繞、清澈碧綠湖面，風光明媚的日月潭，向來

在阿里山千年神木的見證下互許神聖的誓言，浪漫充滿詩

最浪漫動人的婚紗倩影，從北海岸開始。由於兼具平坦沙

的原住民部落婚禮，每年固定 3 月於屏東瑪家鄉、三地門

是新人舉辦戶外婚禮及蜜月的勝地，近年更舉辦集團婚禮

意的「神木下婚禮山海戀」，每年總吸引許多海內外新

灘和陡峭海岸的獨特自然景觀，加上沿海的特色咖啡廳、

鄉及霧台鄉輪流舉辦，遵循排灣族貴族結婚傳統，新人將

「情定日月潭」，引領新人搭乘遊艇、纜車欣賞日月潭的

人參加，會場以千年香林神木及周邊神木群為背景，搭配

石門婚紗廣場、朱銘美術館等人文特色，北海岸已成為國

經歷下聘、抬轎、盪鞦韆等儀式，在臺灣原住民部落族人、

美好景致，並在山水及親友的見證下，許下一生的甜蜜誓

玫瑰花，呈現如夢似幻的浪漫婚禮，當新人攜手神木下，

際新人拍攝婚紗的熱門地，自 2006 年起也開始舉辦「北

親友的祝福下，許下一生的甜蜜誓約。

約，浪漫的經驗絕對難忘。

也象徵著邁入人生幸福的新旅程，兩人的感情就像神木一

海岸婚紗留倩影」攝影比賽，讓風光明媚的北海岸，為新

Info

Info

樣，千年永垂不朽。

人留下最美好的浪漫回憶。

Info

Info

茂林國家風景區
每年3月
www.maolin-ns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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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每年中秋後
www.sunmoonlak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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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每年10月
www.ali-nsa.net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4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每年4～10月
www.northguan-ns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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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頂鮮101美景美食餐廳

婚訂路線1

Info
頂鮮101美景美食餐廳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86樓
+886-2-8101-8686
11：30～22：00
www.dingxian101.com
搭乘捷運信義線至「台北101／世貿站」
下車，自4號出口出站。

臺北。雲端婚禮浪漫感動
到有臺北曼哈頓之稱的信義商圈，絕不能錯過登高一覽鑽石夜
景的機會，如今，台北 101 不僅開放新人登上戶外與室內觀景
台拍婚紗，更有著全世界最高的婚宴場地，以挑高設計搭配水
晶吊燈，營造出摩登又貴氣的空間，令人驚豔的是，透過大片

With every

落地窗，將整片好風景延攬入室，白天可瞭望都會繁華，夜裡
能欣賞迷人臺北夜景，予人獨一無二的浪漫感受。不僅對於空

good wish

間細節極為講究，也提供新人難忘的頂級佳餚饗宴，主打鮮美
海鮮料理，融合中餐西吃的創意料理手法，至高無上的美食配
美景，勾勒出完美的雲端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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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1、5、6提供／蘿亞結婚精品
圖片3、4提供／Chee`s Wedding愛婚旅

臺北。順遊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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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松菸店

四四南村

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大安人文漫步」生活街區

由日本建築大師伊東豊雄所設計，半弧式立面建築，加上

早年為眷村，由於住戶均為聯勤第四十四兵工廠的廠工，

前身為臺北酒廠，後來得到藝文界人士支持，轉型成藝文

大安區為臺北市最富文教味的生活圈，區域內不僅涵蓋多

階梯式綠帶陽台，外觀十足吸睛，還可眺望松山菸廠古蹟

因而得名「四四南村」。之後隨著社會變遷，拆除改建規

展演空間，光是園區的歷史建築就相當有特色，復古廠

所大學，藝文咖啡廳、獨立書店、異國餐廳、生活雜貨

群、中庭及蓮花池，與自然相互呼應。室內規劃多個文創

劃成文教特區，並保留部份舊有的連棟式平房，讓人得以

房也常為新人婚紗攝影的熱門地，並有多家文創商店與

舖與藝廊也多聚集於此，包括融合古典與現代的茶館「回

場域：「文創展售平台」將工藝家的工作室帶入商場，打

穿梭小徑裡，遙想過去的眷村時光。裡面部份房舍改建為

特色餐廳進駐，像是臺灣第 1 間當代設計師禮品專賣店

留」，堅持料理使用自然農耕法種植的當令蔬果；臺灣第

造跨界實演的工藝精神；「茶戲投影書店」以臺灣茶文化

信義公民會館，作為舉辦活動及展演的開放空間，以顯現

「1914Connection」；臺灣原住民手工藝展售空間「阿優

一家專賣公平貿易商品的「地球樹」；老建築改建的社區

作為書店精神主軸，將茶香融入書香；「文化展演平台」

眷村遺址；在「好，丘 good cho's」進駐 C 棟後，帶來

依原住民精品百家店」；結合藝文展覽、生活物件、樂活

藝文咖啡基地「CAFFÉ LIBERO 咖啡小自由」等。特別的

首度把電影院和表演廳入駐誠品，並由伊東豊雄團隊打造

了在地商品展售、藝文展演、輕食飲料等元素，假日廣場

饗食的「好樣思維」；融合臺灣特色小吃的「青葉新樂園」

是，他們對於生活都有獨自的經營模式，秉持「賺生活而

頂尖的聲學、燈光及內裝；還有臺灣首家黑膠唱片館、世

還有小農、手作與二手主題 Simple Market，讓人感受到

等，懷舊與新潮兼容並蓄。此外，門口的大片綠地也深受

非賺錢」的工作哲學，因此這裡的店主們，個個都有獨特

界麵包冠軍吳寶春麵包店等，可說集合臺灣文創、都會、

豐富自在的生活氣息，特殊的場域與氛圍，吸引許多新人

市民青睞，每逢假日還有市集、藝文活動，想感受充滿創

的文化氣質，來到這裡旅行，往寧街靜巷鑽，相信旅客也

設計與時尚的美學生活，每一處都能發現驚喜。

來此拍婚紗。

意與生命力的臺北，來這裡就對了。

能感受臺北城慢活漫遊的生活樂趣。

Info

Info

Info

Info

臺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
+886-2-6636-5888
11：00～22：00（誠品電影院週六日及國定假日10：30～22：00）
從「台北101」步行至捷運「市政府站」，搭板南線在「國父紀念館站」
下，自5號出口出站，步行約10分鐘。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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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信義區松勤街50號
從「台北101」步行約5分鐘。

Best Wedding Venues

臺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1號
+886-2-2358-1914
營業時間各店家不一
從「台北101」步行至捷運「市政府站」，搭板南線至「忠孝新生站」
下，自1號出口出站，步行約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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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中心，北起東門市場，南到臺灣大學，東至大安森林公園，西
為中正紀念堂
從「台北101」搭捷運信義線在「東門站」下車，自5號出口出站可抵。

Best Wedding Venues

婚訂路線2

Info
涵碧樓
南投縣魚池鄉中興路142號
+886-49-285-5311
www.thelalu.com.tw
開車走二高下霧峰交流道，轉國道6號下
愛蘭交流道，走臺21線至日月潭續行遇中
興路右轉可抵。

日月潭。日月天地見證愛情
日月潭，猶如璀璨明珠鑲嵌於臺灣正中心，優美的湖光山色，
向來是新人夢想中的婚禮場地，湖畔亦有不少飯店舉辦戶外婚
禮儀式，清雅的意境佐以自然景致，唯美的氣氛讓人拋開塵囂，
不僅是婚紗攝影最愛的取景之處，也是最浪漫的婚宴地點。伴

With every

隨著柔和音樂，穿著華麗白紗與伴侶攜手走向紅毯的另一端，
湖面倒映著兩人的幸福身影，在日、月、天、地見證祝福下，

good wish

許諾永恆誓約，留下一生難忘的浪漫回憶。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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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順遊周邊

圖片1提供／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林世忠攝影

圖片3提供／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葉世賢攝影

圖片4提供／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吳宗鴻攝影

圖片5提供／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蕭慶良攝影

圖片6提供／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張政德攝影

圖片7提供／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蘇佳美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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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碧步道／耶穌堂

日月潭自行車道

伊達邵

文武廟

涵碧步道起點從梅荷園開始，為環繞涵碧半島水濱的蜿蜒

榮 獲 美 國 電 視 新 聞 網 CNN 旗 下 的 生 活 旅 遊 網 站

伊達邵是日月潭重要的原住民文化園區，也是臺灣原住民

主祀關聖帝君，另外加奉祀孔子與岳飛，廟宇採北朝式風

小徑，全程 1.5 公里用石塊砌成，是條老少咸宜的大眾化

CNNGO，評選為「全球十大最美自行車道」的日月潭環

邵族主要的聚居處，可見許多邵族美食，像是包入邵族糯

格建築，以金黃色為主，氣勢恢宏，終年香火鼎盛，人

步行路線。三面環湖的步道兩側植有花卉點綴，加上森林

湖公路，因優美湖景、原住民文化及豐富自然生態，每年

米飯的飯飯雞翅、以鮮大骨及山豬肉煨煮的邵族麵等，都

潮絡繹不絕；廟方也會不定期舉辦熱鬧的慶典活動，讓遊

綠意，漫步其間備感舒適，且沿途行經杏壇、碼頭等歷史

總吸引許多國際遊客與自行車友前來朝聖，全長 33 公里

是不容錯過的美味小吃。沿著德化街走，可抵逐鹿市集，

客感受在地的風土民情。正殿前方有覽景台，從大門到內

遺跡，行至育樂亭，還可遠眺青龍山脈與拉魯島，相傳面

的環湖公路，景致各有特色。包括以玄光寺為起點的「月

這個由邵族人共同經營的小型商圈，集結風味餐廳、手工

殿，須拾 365 級石階的年梯步道緩步而上，每個階梯都刻

對此方向許願幾乎都能實現，一同來此許願的情侶也會有

潭自行車道」，可飽覽月潭南岸林相之美；地勢比日月潭

藝品，其中最吸引人的是邵族歌舞表演，每逢假日還會特

有日期與當日出生的名人姓名，若感興趣可以看看誰被刻

好姻緣，因而有「幸福連線」的稱呼。沿著步道，往梅荷

還低的「頭社自行車道」，能見識全世界稀有的泥炭土活

別邀請部落耆老表演精彩的邵族杵音、吟唱傳統曲調，充

在上面。步道上，另外還有祈福風鈴的設計，新人來到這，

園方向，可抵耶穌堂，這間樸素典雅的教堂，為昔日元首

盆地，行走其上有如踩在活水床般跳動感；新建完成的「水

滿濃厚的原住民色彩。若想從不同角度欣賞日月潭美景，

可購買專屬自己生肖的祈福風鈴，經廟方加持過火後，寫

在日月潭做禮拜的場所，白色羅馬列柱式建築風格，充滿

社、向山自行車道」，其中包含一段臺灣唯一築於潭面上

不妨沿著伊達邵步道前往搭乘日月潭纜車，隨著高度爬

上姓名與祈福內容，接著將之掛在生日所在的年梯步道兩

異國情調，是新人拍攝婚紗的浪漫景點。

的水上自行車道，風景絕美，為近年婚紗取景熱門地。

升，被山巒環抱的湖水在遠處蕩漾，更顯得脫俗清麗。

側欄杆上，浪漫幸福過一生。

Info

Info

Info

Info

南投縣魚池鄉涵碧半島水濱
從「水社遊客中心」步行約7分鐘可抵。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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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月潭自行車道」、「頭社自行車道」及「水社、向山自行車道」
從「水社遊客中心」步行約10分鐘可抵日月潭自行車道。
捷安特日月潭站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163號1樓
+886-49-285-6713
07：00～18：00
休 週四休
租車第1小時NT$200～NT$2000；第2小時起，任何車種每小時加NT$200（4
小時後不再累計費用）

Best Wedding Venues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德化街、義勇街、水沙連街
從「水社遊客中心」可搭遊湖巴士，在伊達邵站下車可抵；或從「水社
碼頭」搭交通船，在伊達邵碼頭下船可抵。
逐鹿市集歌舞演出
平日11：20、14：20、17：20於伊達邵逐鹿市集；假日10：20於伊達邵碼
頭木棧廣場，11：20、14：20、16：20、17：20於伊達邵逐鹿市集。每週
六日11：20、14：20、17：20特別邀請部落耆老演出。
休 週三休
免費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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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正路63號
+886-49-285-5122
05：00～21：00
從「水社遊客中心」搭遊湖巴士，在文武廟站下車可抵。

Best Wedding Venues

圖片提供／阿里山賓館、交通部觀光局

婚訂路線3

Info
阿里山賓館
嘉義縣阿里山鄉香林村16號
+886-5-267-9811
alishanhouse.com.tw
開車走二高下中埔交流道，走臺18線往阿
里山方向，至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將車輛停
放於旅客服務中心旁停車場，電洽賓館
櫃檯並於旅客服務中心前搭乘賓館接駁
車。

阿里山。千年神木真愛長久
走進巨木森林的綠色殿堂，極具在地特色的阿里山神木下婚禮，
每年總吸引許多海外新人參加，在千年神木的見證下完成終身
大事，象徵著兩人的未來長長久久。不僅婚禮儀式獨一無二，
阿里山也被視為浪漫的婚紗攝影勝地，附近景點如：阿里山賓

With every

館前百年歷史的吉野櫻，每年 3 月綻放出白雪般的花朵，微風
吹動落英繽紛的櫻花雨謂為奇觀，這裡也是觀賞日落、雲海、

good wish

晚霞的最佳位置。若想體驗獨特的高山婚宴，也能滿足需求，
無論頂樓空中花園或玻璃帷幕屋頂的麗景廳，皆提供客製化佳
餚，給予新人無比的尊榮感，留下滿滿的感動回憶。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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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順遊周邊
圖片提供／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交通部觀光局

二延平步道、頂石棹步道

奮起湖

沼平公園－天空步道

姊妹潭＋永結同心樹

位於隙頂的二延平步道海拔約 1,200 公尺，兩旁經常可見

奮起湖，是阿里山森林鐵路的中繼站，老街依山坡而建，

沼平車站旁的沼平公園每年櫻花盛開時，滿山遍野千島

兩個大小不一的高山湖泊，背後因有淒美的愛情傳說而

花卉綻放的美景，到了夏季更是賞螢的絕佳點，由於天氣

至今仍維持狹窄傳統的模樣，洋溢懷舊氛圍，吸引不少新

櫻、吉野櫻、富士櫻及八重櫻，美不勝收，從沼平車站

相當知名。兩潭相距不到 50 公尺，姊潭中央設兩座木造

晴朗時視野遼闊，加上地勢讓雲海呈現瀑布狀，還能順道

人到此拍攝婚紗，來這也別忘了品嚐著名的奮起湖便當與

出發的櫻之道約略 2.6 公里，浸濡著森林芬多精，尋幽訪

相思亭，以木橋與岸邊相連，引人流連；妹潭較小、澄澈

拍攝沿途的茶園、石竹林，來回僅需 1 小時，因此成為近

火車餅，不只美食，老街上也可探見古老用品，如 70 多

徑更愜意，春暖花開白色海芋也緊跟著傳遞純潔愛情的花

清靜，漫步環潭木造步道可盡覽湖景，陽光映照時碧綠優

年熱門的婚紗拍攝景點；而不遠處的頂石棹步道群，則包

年歷史的白熊面霜等；而從老街後端經過百年土地公廟，

語，讓人感受浪漫情懷。天空步道橫亙沼平公園，是全臺

雅，倒映著樹影十分美麗，若是雲霧繚繞其間更顯輕靈出

含霧之道、茶之道、雲之道、霞之道與櫻之道，這 5 條步

還可連接杉林木棧道，全長 700 餘公尺以原木鋪設，漫步

海拔最高的景觀棧道，全長 176.7 公尺，步道兩端特別設

塵，氣氛靜謐。附近還有值得一看的奇特樹木依偎在旁，

道穿梭於茶園、竹林和杉木林間，視野開闊，每逢春茶、

於林間，沿途可見各種自然生態景觀，每年 4 ∼ 6 月間走

置觀景平台，置身優雅柳杉林的自然美景之中，彷如武俠

彷彿終年守護潭水般不離不棄，像三兄弟為 3 株檜木筆直

冬茶採收時節，還可見採茶農婦的純樸身影，得天獨厚的

訪此地，更有機會欣賞螢火蟲美景；循著步道指標，可探

電影場景如實而逼真，站在觀景台上享受森林浴，午後雲

生長於砍伐後的樹頭上；四姊妹則是種子飄落於檜木頭後

地理天候條件，孕育出阿里山上等的好茶，沿線茶行與茶

訪電影《星空》的場景，鋪著石棧道的藍色小木屋，屋內

霧散去時，鄒族人心目中的聖山─塔山山系清晰可見，冬

一起長成；而兩株老檜木的樹頭與根巧妙相連成一個大心

莊民宿自然是遊客必訪的重點。

保留了電影中的道具，相當夢幻。

天時雲海變化萬千，就像一幅渾然天成的潑墨山水畫。

型就成為永結同心，是情侶合影留念的熱門景點。

Info

Info

Info

Info

嘉義縣番路鄉公田村隙頂、竹崎鄉中和村石棹
從「阿里山森林遊樂區」走臺18線下山，約至53.1公里處可抵二延平步道
入口、約至63.5公里處可抵石棹茶之道。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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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竹崎鄉奮起湖
從「阿里山森林遊樂區」走臺18線下山，遇169縣道右轉至奮起湖可抵。

Best Wedding Venues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嘉義縣阿里山鄉
+886-5-267-9917
門票全票平日NT$150，假日NT$200
開車走二高下中埔交流道，走臺18線往阿里山方向可抵阿里山森林遊樂
區。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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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嘉義縣阿里山鄉
+886-5-267-9917
門票全票平日NT$150，假日NT$200
開車走二高下中埔交流道，走臺18線往阿里山方向可抵阿里山森林遊樂
區。

Best Wedding Venues

圖片提供／理想大地渡假飯店

婚訂路線4

Info
理想大地渡假飯店
花蓮縣壽豐鄉理想路1號
+886-3-865-6789
www.plcresort.com.tw
開車走北宜高下蘇澳交流道走臺9線往花
蓮方向，出市區後經過木瓜溪橋後至理想
路左轉可抵。

花蓮。南歐莊園最美回憶
想完成一場夢想中的戶外婚禮，擁有青山綠水、碧海藍天的花
蓮會是最佳選擇，許多飯店也特別規劃特色婚宴，讓新人能在
縱谷花海或太平洋海濱，許下永恆誓言，打造浪漫回憶。南歐
莊園風渡假飯店讓旅人彷彿置身西班牙，高第式建築風格，加

With every

上四周運河圍繞，蜿蜒小徑旁種滿了各式熱帶植物，增添浪漫
情調。正因為如此獨特的風情，成為許多新人心中的最佳婚宴

good wish

場所，以西式戶外婚禮為主打，奢華的歐式餐點佐以醇釀美酒，
在偌大的花園裡，每一處都是婚禮最美的舞台。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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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Wedding Venues

圖片1、2、7、8提供／親密關係精品．婚紗．攝影

花蓮。順遊周邊

1

3

5

7

2

4

6

8

鐵道文化園區

鯉魚潭

太魯閣國家公園

石梯坪

花蓮最具代表的老式建築，不僅是鐵道迷的朝聖地，也吸

花蓮鯉魚潭是臺灣東部最大的內陸湖泊，清澈的湖面映出

太魯閣國家公園區內動植物生態豐富，從太魯閣牌樓一直

花蓮豐濱鄉地形狹長，沿著濱海公路走，一路上都是山海

引新人來此拍攝婚紗；園區共分 2 個館別，一館位於花蓮

碧綠山景與藍天白雲，交織成一幅如畫風景。近年樂活風

到天祥沿途美景處處，是整個中橫公路最美的一段，高聳

交會的秀麗景觀，而位於南側的石梯坪，更是擁有東海岸

客運總站旁，早期為掌管花東鐵路的總指揮所，洋式尖塔

氣盛行，4 公里長的鯉魚潭環潭自行車道，便成了單車運

的峽谷以及蓊鬱的山林景致有著完善的維護管理，讓太魯

最美的珊瑚礁岩地形及海岸動、植物生態。由於這裡的海

的正廳、防空洞與老樹皆散發濃濃的復古味，站長室內還

動的最佳選擇，自遊客中心一路往南行，群山環繞下的美

閣始終是花蓮人氣最高的觀光景點。這裡有許多步道可以

水清澈、能見度高，相當適合浮潛，夏日常見潛水教練帶

提供站長制服供民眾拍照留念；隔著一條街，就是二館，

景盡收眼底，途中不時可見沼蝦、溪蟹、赤蛙等蹤跡，除

欣賞各種令人讚嘆的景致，漫步燕子口步道 ，陡峭的峽谷

遊客至石梯坪浮潛戲水，或沿著環狀步道和通往海邊的小

昔日為花東鐵路保養維護與維安的單位，如今園區除了展

此之外，還可攜帶望遠鏡賞鳥，生態相當豐富，或在綠地

風光就展現在眼前；長春祠步道俯瞰立霧溪河道風光，有

徑欣賞礁岩海岸林，太多令人放慢步調的旅遊元素，值得

示老式鐵道文物，特別的是，還可見識到當年的拘留所。

公園與休憩涼亭稍作歇息，愜意慢賞動人風光，當然也可

一覽眾山的豪情壯志；而塔比多部落遺址及獵徑整理對外

細細品味。除了世界級的地質景觀，石梯坪周邊的石梯港

此外，每週六 09：00 ∼ 13：00，二館固定舉辦「花蓮好

選擇步道漫遊享受清新的空氣、遙望美麗山景。鯉魚潭周

開放後，即是塔比多步道，途中會經過瞭望巨石，這塊突

是臺灣賞鯨的發源地，夏天出海看到鯨豚的機率很大，此

事集」，透過購買當地小農生產的當季蔬果、特色農產品、

邊還有提供出租獨木舟服務，在山水環繞之中，來趟獨行

出的大岩石可以看到整個天祥台地，視野無比開闊，因而

外，港邊不乏海鮮餐廳，供應的海產大多是自家漁船出海

手創藝品等，感受最在地的臺灣生命力。

環潭之旅，體驗另一種寧靜悠閒的氛圍。

為部落的崗哨，也成了步道風景最美之處。

捕撈，物廉價美，新鮮沒話說。

Info

Info

Info

Info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71號（1館）、花蓮市博愛街24巷35號（2館）
+886-3-833-8061
08：30～12：00、13：30～17：00
休 週一
走193縣道進「花蓮市區」，於中山路左轉續行可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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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池南路、環潭公路
從「花蓮市區」走臺9丙線可抵。

Best Wedding Venues

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國家公園
從「花蓮市區」走臺9線左轉往秀林方向，循臺8線依指標可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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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豐濱鄉港口村石梯坪52號（臺11線63.7公里）
從「花蓮市區」走193縣道，於臺11線左轉，續行至63.7公里可抵。

Best Wedding Venues

圖片提供／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

婚訂路線5

Info
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
宜蘭縣五結鄉公園二路15號
+886-3-960-5388
www.shang-rila.com.tw
開車走北宜高下五結交流道，至中山路左
轉接親河路直行，循指標可抵。

宜蘭。水上教堂異國浪漫
蓋在水上的美麗教堂，和煦的陽光穿過彩色玻璃窗灑落室內，
新人在親友的見證與結婚進行曲的旋律中，互許一生不變的誓
言，這猶如童話故事般的夢幻婚禮場景，就在宜蘭。永恆水教
堂於水中央築成，周邊環繞蔚藍湖水，營造出夢幻的南島氣氛；

With every

步入室內同樣驚艷，內部挑高以白色基調搭配彩色玻璃圓頂設
計，加上垂墜而下的水晶吊燈、長排型白色座椅與白色鋼琴等，

good wish

站在證婚桌前，聖潔之感油然而生。此外，宴客場地可選擇大
器的羅馬宮殿風格，或浪漫典雅的溫馨氣氛，在當地食材的陪
襯下，獻上屬於兩人的愛情合奏曲。

True love las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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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3、4提供／環球影城國際婚紗

宜蘭。順遊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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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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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博物館

仁山植物園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遠觀彷彿東北角另一座單面山，蘭陽博物館自對外開放，

依傍著新寮山，園區廣達 100 公頃，海拔約 50 ∼ 500 公

位在宜蘭大元山麓，擁有高台觀景區視野相當開闊，可以

以錯落的懷舊建築群，塑造出古色古香的氛圍，位於冬山

不僅成為頭城鎮的旅遊地標，建築體多用石材和鑄鋁版平

尺，前身是造林苗圃，林木與花種繁多，四季景觀分明，

眺望阡陌縱橫的蘭陽平原以及城鎮景觀，農場約有 55 公

河畔的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以集結臺灣民間藝術、古早味

行分割、層迭分布，有如單面山經海蝕後所產生的特殊紋

加上距離市區近且交通便利，是當地人登山健行的休閒去

頃的面積，目前已開發 17 ∼ 18 公頃，種植大量的果樹與

小吃、古蹟、傳統技藝與古厝民宿，成為宜蘭旅遊必訪的

理，呈現宜蘭特有的人文背景和景觀特色，這也使得蘭陽

處。園內規劃有東方庭園、西方庭園、大航海外來植物、

各種植物，其中包括珍貴的烏心石實驗林區，這裡同時也

藝文休憩園區，也是新人拍攝婚紗的最佳地點。事先網路

博物館成為國際亮點，榮獲 2012 年國際建築獎的殊榮；

低海拔森林產業等主題景觀區，多樣的風貌令人稱奇。在

是觀察螢火蟲生態的場所。農場設計了 10 多種 DIY 活動

申請，入園者穿著婚紗即可享門票（最多 7 位）及停車免

不僅建築本身有特色，館內的展示手法也是別具一格，樓

仿唐式亭台、迴廊、曲橋、水榭而築的艾園，可以感受如

體驗，包括彩繪 T 恤、天燈製作、波浪鼓、彩繪陀螺等許

費優惠；園內包含研習傳統戲曲的曲藝館和戲劇館、典藏

層由高至低分別設立山之層、平原層、海之層，遊客遊覽

詩如畫的人文雅興；來到佔地寬廣的法蘭西庭園，以花壇

多懷舊童玩，其中最具人氣的項目就是竹頭號，製作時間

文物的展示館、古蹟遷建的黃舉人宅等，還有重現傳統街

其中，有如見證地貌的推移過程，並透過鮮明布景、燈光

及噴水池來延續法式宮廷花園的華麗，讓人宛如置身歐洲

約 30 分鐘，即可體驗古早樂趣。採果的最佳季節在每年

物情境的民藝街坊，走在石板路上，逛逛童玩、手工藝品

運用，展現如劇場般的視覺印象，表達宜蘭豐富多變的山

一般；而嵐園的日式庭園造景，配合竹見亭與日式木門等

的 10 月至隔年 1 月，以金棗、甜桔等柑橘類較多，還可

店，十足復古情懷。另外，特別委託匠師以古法製造的文

海風情，手法相當巧妙用心。

陳設，充分描繪大和意境風情畫。

搭配住宿套裝行程。

昌祠與戲台，雕琢精緻之美，也值得細細欣賞。

Info

Info

Info

Info

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三段750號
+886-3-977-9700
週四至週二09：00～17：00（售票至16：30）
休 週三
全票NT$100
走國道5號往北，下頭城交流道，於臺2庚線右轉，接臺2線續行可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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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冬山鄉新寮路500號
+886-3-958-5991
24hr
免費
走國道5號下羅東交流道，進羅東市區於純精路右轉，再右轉義成路三
段，直走到底右轉往中山休閒農業區即可抵達。

Best Wedding Venues

宜蘭縣冬山鄉大進村梅山路168號
+886-3-951-1456
08：00～17：00
全票NT$250
走國道5號下羅東交流道，於臺7丙線右轉，於梅花路左轉，三清路再左
轉，至梅山路右轉續行可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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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五結鄉季新村五濱路二段201號
+886-3-950-7711
平日09：00～18：00（售票至17：00）；農曆春節09：00～19：00；暑假
期間（7至8月）09：00～21：00
全票NT$150
走國道5號下羅東交流道，至傳藝路左轉，經傳藝大橋至臺2線左轉續行
可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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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由行交通套票INDEX
臺灣高鐵周遊券（限外國籍旅客購買）
搭乘臺灣高鐵+臺鐵，輕鬆暢遊臺灣無限次。
www.thsrc.com.tw/event/2013/THSRPass/EN/index.html

高鐵

票種
高鐵3日券
高鐵彈性3日券
雙鐵標準5日券

價格
NT2,400
NT3,200
NT2,800

雙鐵特級5日券

NT3,600

內容
連續3日內可不限次數搭乘高鐵
指定7日內可任選3天搭乘高鐵
指定5日內，不限次數搭乘臺鐵莒光號（含）
以下列車、任選2日搭乘高鐵。
指定5日內，不限次數搭乘臺鐵自強號（含）
以下列車、任選2日搭乘高鐵。

臺鐵 TR-PASS
火車環島自由行，飽覽臺灣各地之美。
www.railway.gov.tw/tw/cp.aspx?sn=7452#02

臺鐵

票種
3日券
5日券

內容
於使用期限內，可不限區間及次數劃位搭乘各級
列車。太魯閣列車、普悠瑪列車、團體列車需有
座位始得乘車；觀光列車、郵輪式列車及其他臺
鐵指定列車，均不得乘車。四人同行票限4人全程
同行之旅客

價格
全票NT1,800、四人同行票NT4,200
全票NT2,500、四人同行票NT7,000

臺灣好行—景點接駁服務
「台灣好行（景點接駁）旅遊服務」是專為自由行旅客規劃設計的公車接駁服務，從臺灣知名景點所
在地附近的臺鐵及高鐵站，接送旅客前往臺灣主要的觀光景點，規劃最直接的景點接駁路線，以平價
的票價及易等易搭的班次，滿足您深度探訪臺灣時的旅遊交通需求，讓您盡情感受臺灣的獨特魅力。
www.taiwantrip.com.tw/Package/#city

巴士
臺灣觀巴
「臺灣觀巴」集合全臺知名景點，提供解說導覽及專車接送服務，讓您輕鬆悠遊臺灣，重新發現臺灣
的無限魅力！臺灣觀巴可直接至飯店、機場及車站迎接旅客，並提供全程交通接送、導覽解說（中、
英、日文之導遊）和旅遊保險等貼心服務，讓您能輕鬆盡享臺灣觀光樂趣。
www.taiwantourbus.com.tw/Main

臺北捷運
捷運+其他接駁運具，享受臺北便利的交通，一卡在手輕鬆好行。
www.trtc.com.tw
票種

價格
一日券NT$180、二日券NT$310、

觀光護照
三日券NT$440、五日券NT$700

內容
有效使用天數內不限次數搭乘臺北捷運、臺北聯營
公車、新北市轄公車（貼有Taipei Pass貼紙之公車）
有效使用天數內不限次數搭乘纜車、臺北捷運、臺
北聯營公車、新北市轄公車（貼有Taipei Pass貼紙之
公車）

貓空纜車版一日券NT$250

捷運

高雄捷運
搭捷運輕鬆遊高雄，一卡在手暢遊無阻。
www.krtco.com.tw/index.aspx
票種

價格
一日NT$150（一卡通使用者）

高捷定期票功能
二日NT$250（一卡通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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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於購買（設定）當日營運時間內不限次數
與里程搭乘高雄捷運。
自購買（設定）日起算2日內不限次數與里
程搭乘高雄捷運（不足一日以一日計，至
購卡第2日之營運結束時間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