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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前言
Preface

Light up TAIWAN 臺灣燈塔 - 極點慢旅
四面環海的臺灣，作為一個大型島嶼，壯闊的海洋與陸地高山的對
比，是臺灣地景特有的樣貌。
燈塔這種座落於海洋與陸地結點上的特有建築，為環繞臺灣的海岸，
帶來了屬於海洋、島嶼特有的景觀風情。旅遊臺灣，少了海岸就等於
少遊了一半的臺灣。
臺灣極東、極西、極南、極北四座燈塔，描繪出了臺灣輪廓的極點邊
境。
「Light up TAIWAN 臺灣燈塔 - 極點慢旅」，藉由四極點燈塔的自
行車騎遊活動，讓環遊臺灣注入更多的海洋題材。以臺灣四極點燈塔
為主題，以不快不慢、騎自行車剛好的方式，將臺灣的海洋之美，
更深入地介紹給國內外的旅人，點亮臺灣原有的海洋風貌。

Light up TAIWAN 4 Poles Lighthouse Cycling Tour

As a big island surrounded by ocean, the mountain height
and ocean wide are the specific landscapes of Taiwan. Around
the coast there are lighthouses which bring about the
ocean atmosphere to the scenery of Taiwan tourism. 4 pole
lighthouses portrait the coastline and border of land and ocean.
Therefore, coastal tour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ourism in Taiwan.
“Light up TAIWAN 4 Poles Lighthouse Cycling Tour” presents
the ocean motif of tourism by all 4-poles cycling rides in the
way of “Not too fast, not too slow. Cycling just make.” to
introducing the beauty of oceanic face of Taiwan to tour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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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協辦單位
指導單位：交通部
主辦單位：交通部觀光局、交通部航港局、內政部營建署
承辦單位：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
活動洽詢：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 02-8919-3595
網
址：http://www.cyclist.org.tw
活動網址：http://lightuptw.cyclist.org.tw
Directed by: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R.O.C.
Organized by: Tourism Bureau MOTC R.O.C., Maritime Port
Bureau. MOTC R.O.C.,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Interior R.O.C.
Undertaken by:
Northeast & Yilan Coast National Scenic Area Administration
North Coast & Guanyinshan National Scenic Area Administration
Kenting National Park
Southwest Coast National Scenic Area Administration
Executed by: Taiwan Cyclist Federation
Contact: Taiwan Cyclist Federation 02-8919-3595
Website: http://www.cyclist.org.tw
Event website: http//lightuptw.cyclis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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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東點 三貂角燈塔

East Pole - Sandiaojiao Lighthouse

2019 年 7 月 27 日 ( 六 )
東北角極點慢旅自行車騎遊

活動日期：2019 年 7 月 27 日 ( 星期六 )
集合地點：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遊客中心
活動路線：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福隆遊客中心 ( 起
點 ) →福隆火車站→舊草嶺隧道→石城觀景台→環狀自行車道
( 台 2 線 ) →萊萊海蝕平臺→四角窟→三貂角→馬崗→卯澳漁
村→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福隆遊客中心 ( 終
點 )，全程約 20 公里。

極西點 國聖港燈塔

West Pole - Guosheng Port Lighthouse

2019 年 8 月 10 日 ( 六 )
臺南七股鹽田慢旅自行車騎遊

活動日期：2019 年 8 月 10 日 ( 星期六 )
集合地點：臺灣鹽博物館
活動路線：
臺灣鹽博物館 ( 起點 ) →台 176 線→龍山宮池府千歲→南 31
線→六孔碼頭→國聖港燈塔→黑面琵鷺生態展示館→南 38 線
→台 176 線→臺灣鹽博物館 ( 終點 )，全程約 36 公里。

極南點 鵝鑾鼻燈塔

South Pole - Eluanbi Lighthouse

2019 年 10 月 12 日 ( 六 )
鵝鑾鼻佳樂水慢旅自行車騎遊

活動日期：2019 年 10 月 12 日 ( 星期六 )
集合地點：鵝鑾鼻燈塔前廣場
活動路線：
鵝鑾鼻燈塔前廣場→墾丁民宿→龍磐公園→風吹砂→滿州分
駐所→原住民涼亭→滿州鄉公所→港口吊橋→鵝鑾鼻燈塔前
廣場，全程約 42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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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北點 富貴角燈塔

North Pole - Fugueijiao Lighthouse

2019 年 11 月 16 日 ( 六 )
北海岸極點慢旅自行車騎遊

活動日期：2019 年 11 月 16 日 ( 星期六 )
集合地點：金山中角灣遊客中心
活動路線 A：
中角灣遊客中心 ( 起點 ) →磺港漁港 ( 折返 ) →北海岸自行車
道→中角灣→石門洞→風箏公園 ( 補水站 ) →老梅罟寮→風藝
術營區→富貴角燈塔→富基漁港→劉家肉粽→十八王公→中
角灣遊客中心 ( 終點 )，全程約 32 公里。
活動路線 B：
中角灣遊客中心 ( 起點 ) →北海岸自行車道→金山清水濕地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福德宮→萬金苗圃→濕地木棧道→頂
寮 ( 親子折返點 6.5k) →核二廠→野柳地質公園→龜吼日出亭
(11.5k 折返點 ) →中角灣遊客中心 ( 終點 )，全程約 23 公里。

雲嘉南小鎮慢旅

West Coast Beachside Villages

2019 年 8 月 11 日 ( 日 )
雲嘉南濱海小鎮慢旅自行車騎遊
配合四極點燈塔騎遊活動，加碼搭配雲嘉南濱海景點的騎
遊。從口湖遊客中心出發，串聯椬梧滯洪池、萡子寮喔熊藝
術村及老牌餅舖等人文景點，同時騎乘三條崙黑森林自行車
道，這條秘徑帶領大家探索在地最有趣的私房角落，體驗西
部濱海觀光更細節的趣味所在。
活動日期：2019 年 8 月 11 日 ( 星期日 )
集合地點：雲林口湖遊客中心
活動路線：
口湖遊客中心→椬梧滯洪池→金湖萬善爺廟→雲林漁會→東
方發白天下一家→三條崙海清宮→萡子寮喔熊彩繪村→明清
珍餅舖→口湖派出所→一口鑫烏魚子→口湖遊客中心，全程
約 3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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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Pole - Sandiaojiao Lighthouse
Date: July 27th, 2019 (Sat.)
Northeast Coast Pole Point Cycling Tour

Venue: Northeast and Yilan Coast National Scenic Area (NEYC)
Visitor Center
Route:
NEYC Visitor Center (Start) – Fulong rail station – Tsaoling Old
Tunnel Cycling Route – Shicheng view deck – No.2 Highway
Ringed Bikeway – Lailai wave-cut platform – Sijiaoku view deck
– Sandiaojiao – Magang fishing port – Maoao fishing village –
NEYC Visitor Center (Finish). Total distance 20 kms.

West Pole - Guosheng Port Lighthouse
Date: August 10th, 2019 (Sat.)
Chigu Salt Farm Cycling Tour

Venue: Taiwan Salt Museum
Route:
Taiwan Salt Museum (Start) – No.176 Highway – Longshan
Te m p l e – N o . S o u t h 3 1 H i g h w a y – L i o u ko n g w h a r f –
Guoshenggang Lighthouse – Black-faced Spoonbill Ecology
Exhibition Hall – No. South 38 Highway – No.176 Highway –
Taiwan Salt Museum (Finish). Total distance 36kms.

South Pole - Eluanbi Lighthouse
Date: October 12th, 2019 (Sat.)
Eluanbi-Chialosui LOHAS Cycling Tour

Venue: Eluanbi Lighthouse Square
Route:
Eluanbi Lighthouse Square (Start) – Kenting Guesthouse –
Longpan Park - Fengchueisha – Manchou Police Station –
Aboriginal Pavilion (water feeding spot) – Manchou Township
Office - Gangkou suspension bridge - Eluanbi Lighthouse
Square (Finish). Total distance 42 k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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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Pole - Fugueijiao Lighthouse
Date: November 16th, 2019 (Sat.)
North Coast Pole Point Cycling Tour

Venue: Jhongjiao Bay Visitor Center
Route A:
Jhongjiao Bay Visitor Center(Start) – Huanggang Fishing Port
– North Coast Cycling Route – Jhongjiao Bay – Shimen Stone
Arch – Kite Park (Water feeding) – Laomei Green Reef – Wind
Art Camp – Fugueijiao Lighthouse – Fuji Fishing Port – Liu’s
Riceball - Temple of Eighteen Deities (Shi Ba Wang Gong) Jhongjiao Bay Visitor Center(Finish). Total distance 32kms.
Route B:
Jhongjiao Bay Visitor Center(Start) - North Coast Cycling
Route – Chingshui Wetland – Chinshan Youth Activity Center
– Fude Temple – Mark’s Yard – Wetland Wooden Walkway –
Dingliao (6.5K Halfway return) – Nuclear Power Plant 2 – Yehliou
Geological Park – Gueihou Fishing Port Gazebo (Return point) Jhongjiao Bay Visitor Center (Finish). Total distance 23kms.

West Pole - Guosheng Port Lighthouse
Date: August 11th, 2019 (Sun.)
West Coast Beachside Village Cycling Tour

Aside the main tours of the 4 pole points cycling, one additional
trip over the west coastal area is no less interesting. Starting
from the Kouhu Visitor Center, this course connects special
cultural spots like Yiwu flood pond, Potzuliao 3D Wall Painting
Village and the Mingchingjan Bakery which is island-wide
famous for its moon cakes. Riding the Black Forest cycling trail
then bring you to another natural green tunnel with swamp,
oyster farm and singing birds.
Venue: Kouhu Visitor Center, Yunlin.
Route:
Kouhu Visitor Center (Start) – Yiwu flood pond – Chinhu
Wanshanyeh Temple – Fisher Association – Dongfangfabai
v e t e r a n ’s h o u s e – Po t z u l i a o Wa l l Pa i n t i n g V i l l a g e –
Mingchingjan Bakery – Kouxin black mullet shop – Kouhu Visitor
Center (Finish). Total distance 35k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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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東點 三貂角燈塔

East Pole - Sandiaojiao Lighthouse

活動路線圖 Route Map

極西點 國聖港燈塔

West Pole - Guosheng Port Lighthouse

活動路線圖 Rout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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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南點 鵝鑾鼻燈塔

South Pole - Eluanbi Lighthouse

活動路線圖 Route Map

極北點 富貴角燈塔

North Pole - Fugueijiao Lighthouse

活動路線圖 Route Map
路線Ａ：Rout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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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Ｂ：Route Ｂ

雲嘉南小鎮慢旅

West Coast Beachside Villages

活動路線圖 Rout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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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極點慢旅筆記 Memo pad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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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安全騎乘
Safety Riding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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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安全騎乘資訊
1. 靠路邊騎乘：靠路邊騎乘是自行車安全騎乘的第一守則。
在實際經驗中，許多自行車騎士在風景迷人的路段，在上
坡疲累、或在下坡忘我時，都會不知不覺的騎向路中央，
形成潛在危險。
2. 注意後方來車：如果你打算偏離現行動線，像是轉彎或閃
避障礙物時，切記一定要回頭留意後面是否有來車。突然
偏離動線或是轉彎，可能導致後方距離不遠的車輛反應不
及而撞上你。
3. 表明你的轉彎動向：就像開車須打方向燈一樣，你也應該
讓其它車輛預知你的轉彎意圖。適當的手勢，可以讓他人
知道是否應該減速禮讓你的行路權。
4. 雙手同時煞車：煞車時若只煞後輪，有可能減速效果會不夠；
剎車太大力後輪也可能鎖死而致側滑。若只煞前輪則容易
因重心前移造成向前翻車。雙手同時煞車才能發揮穩定的
煞車效果。
5. 防禦性的騎乘態度：防禦性的態度，指的是隨時留意週邊
潛在的風險〝可能會發生〞，包括前方車輛有可能突然減
速、對向或路邊 / 路口可能有人車突然竄出、出彎後突然
出現的路面坑洞或障礙物，還有後方車輛的無預警逼近等。
預期這些突發狀況，有助心理準備及提早閃避。
6. 熟悉車況並選擇適當檔位：上路騎乘之前應調好適當座墊
高度、並熟悉車輛之變速操作。上坡前應提早變至低速檔，
以免上坡途中踩踏不動而失去平衡。下坡則應換到適當的
較高速檔位，以免無意中因檔位過輕而空踩失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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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 for Safe Riding
1.Ride along the outer side: Rule one is cycling on the outer
side of the road. Entering the inner area of road may imply
potential danger.
2.Be aware of vehicles from behind: D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ar area whenever you tend to move off-line like turning or
dodging obstacles. A sudden movement off your riding line
may result in a crash by speedy vehicles/bikes from behind
without enough responding time.
3.Delivering your intension of cornering: Let other vehicles/bikes
know your intention may help them responding accordingly.
4.Braking front and rear wheels simultaneously: Braking only
rear wheel may imply insufficient deceleration or rear-wheel
lockup, while braking only front wheel may imply a roll
forward. Braking front and rear wheels simultaneously can
bring stable braking effect.
5.A defensive attitude on riding: This means being aware
of potential risks nearby “probably happen” at all time,
including sudden slowing-down vehicles in front, vehicles/
people suddenly intruding, holes or obstacles on the road
appear suddenly, and the vehicles fast approaching from
behind without warning. Predicting possible situations could
make you psychologically prepared in advance.
6.Be familiar with the bike operations: Before cycling on the
road, get familiarized with your bikes like seat height and shift
operation. An appropriate seat height adjustment helps the
riding efficiency, while a proper shift operation saves cycling
effort and improves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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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西點之旅 -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West Pole-Southwest Coast National Scenic Area

北門遊客中心 Beimen Visitor Center
臺南市北門區北門里舊埕 200 號
06-7861017
全年開放 Open time
09:00-17:30

（除夕日休館 Closed on Lunar Eve.）

旅遊諮詢服務

極西點之旅∼推薦景點
黑琵
展示館
國聖港
燈塔

南灣
碼頭

台灣鹽
博物館

井仔腳
瓦盤鹽田

遊客中心 Visitor Centers
★北門遊客中心 Beimen
臺南市北門區北門里舊埕 200 號
06-7861017
★布袋遊客中心 Budai
嘉義縣布袋鎮中山路 334-1 號
05-3475267
★口湖遊客中心 Kouhu
雲林縣口湖鄉光明路 163 號
05-790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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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門
婚紗美地

雙春濱海
遊憩區

好美里

高跟鞋
教堂

借問站 Helpdesks
★夕遊 井仔腳瓦盤鹽田
Wapan Salt Farm
臺南市北門區永華里西南郊井仔腳
復育鹽田
06-7861629
★ Café de Waukan - 魍港嘎逼
嘉義縣布袋鎮好美里 83 號
0963-792323
★余順豐花生觀光工廠
Yu shunfong Peanut Tourism Factory
嘉義縣東石鄉蔦松村湖底路 20-28 號
05-3792217

極西點之旅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7
6

19

雲林縣
口湖

外傘頂州

東石漁人碼頭

8

故宮南院

嘉義高鐵
嘉義

嘉義縣

17
布袋觀光漁市
高跟鞋教堂
好美里3D海洋世界
魍港嘎逼
Vanaheim愛莊園
雙春濱海遊憩區

6
南鯤鯓代天府
洪通的異想世界

夕遊
井仔腳瓦盤鹽田
馬沙溝
濱海遊憩區

新營

19

婚紗美地/水晶教堂
北門遊客中心

17

臺灣鹽博物館
七股鹽山
七股潟湖
南灣碼頭遊憩區
六孔碼頭遊憩區

極西點

國聖港燈塔

黑面琵鷺
生態展示館

臺南市
大眾廟
四草綠色隧道
臺南

1

8

臺南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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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範圍：
北起雲林縣舊虎尾溪，南至臺南市鹽水溪
，東至省道臺 17 線為界，西以海底等深
線 20 公尺為界
所轄行政區：
雲林四湖、口湖，嘉義東石、布袋
臺南北門、將軍、七股與安南區

Jurisdiction: North from Huwei Stream Yunlin,
south to Yenshui Stream Tainan. East from
No.17 Highway, west to the coastline.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擁有臺灣最大的沙洲、潟湖
及濕地，吸引豐富多樣的淺灘濕地生態物種覓食棲息，如
黑面琵鷺、虱目魚等。由於開發較早，故具有特殊的宗教
活動、漁鹽特色產業文化，也留下許多歷史古蹟。而最受歡迎的是
北門井仔腳瓦盤鹽田之曬鹽體驗。區內盛產的海鹽、虱目魚、黑面
琵鷺等等皆為白色，因此以「白色雲嘉南」作為推廣行銷之核心概
念，並以白色結合浪漫，營造風景區幸福意象，希望大家能來北門
婚紗美地幸福旅遊。Southwest Coast National Scenic Area is where the
largest sand band, lagoon and wetland are at, and thus attracts diversified
species staying here, including the black-faced spoonbills, milkfish, etc.
Early development left special religious activities, fishing/salt industries
as well as historical landmarks. Considering colors of the salt, milkfish and
the bird, the white color is used as a core concept to further combining
the wedding romance to promote the tourism her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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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Gourmet
Seafood

鮮甜味美 ~ 新鮮海產
蚵架 、鹽田、魚塭 組成雲嘉南
海岸線的主要意象。肥美蚵仔是
老饕必嚐美食，用蚵入菜的美
食是不勝枚舉，像是烤蚵、蚵
仔包、蚵嗲、蚵捲、蚵仔煎、
蚵仔麵等，都讓人難以忘懷。

Salted Food

天然健康～鹽焗料理
雲嘉南是目前國內唯一還有日曬鹽場
的地區，日曬鹽作的料理也格外有
名， 從 蛋、 蝦、 蟹 與 魚， 皆 可 用 鹽
焗 方 式 料 理， 利 用 粗 鹽 高 溫 傳 導，
天然鹽味滲入食材鎖住鮮甜美味。

Milkfish Cuisine

遠近馳名～虱目魚料理
虱目魚的肉質細緻、營養價值
高，吃法非常多元，可用煮粥、
乾煎、搭配西瓜綿煮成魚湯、
或加工成虱目魚香腸與一夜
干，風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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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Accommodations
欖人生態民宿
春園休閒農場
十份塩居
石緣民宿
黑琵的家
布袋文創 HOTEL
夢想家商務旅館
和諧布袋民宿
瑪拉雅民宿
布袋港民宿
幸福樂民宿
海王星旅社
日月星民宿
沙灘獨木舟民宿
Vanaheim 愛莊園 - 原雙春濱海遊憩區 ( 住宿、露營 )
鹽鄉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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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 Scenic Spots
The High-heel Chapel

高跟鞋教堂
期許走入浪漫婚姻的高跟鞋，
象徵著濱海偏遠鄉村正步入更
加幸福與繁榮的未來。高跟鞋
教堂已於 2016 年申請金氏世
界紀錄成功。
地點：布袋鎮岑海里海興街 6 號
Beimen Wedding Plaza

北門婚紗美地

以北門遊客中心為軸，串連起水晶教堂、北門老街、洗滌鹽工場歷
史建築群與雲嘉南管理處行政園區。漫步園區中，有許多可拍照的
造型小物與遊客互動外，也有許多歷史建築物以新面貌展現。
地址：臺南市北門區北門里 2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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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door Art Gallery – The 3D Painting
Aquaworld

漁村戶外美術館～好美里 3D 海洋世界
全國首創的 3D 彩繪村，以海洋生態繪
製一系列 3D 彩繪。遊客們發揮創意巧
思與作品互動拍照，成為漁村中的新風
景。
地址：嘉義縣布袋鎮虎尾寮 132 號
( 好美里太聖宮 )

Jingtzejiao Wapan Salt Farm

井仔腳瓦盤鹽田
現存最古老的瓦盤鹽田遺址。瓦盤
鹽田是馬賽克拼貼的美麗藝術，復
育後成為最具特色的觀光鹽田寓教
於樂的親身體驗，認識古早曬鹽體
驗。
地址：臺南市北門區井仔腳興安宮旁
Taiwan Salt Museum

臺灣鹽博物館
臺灣首座以「鹽」為主題的「臺灣
鹽博物館」，展示豐富完整的鹽業
文物和史料典藏。除了觀賞鹽的知
識外，館中也有各項鹽業文創商品
的販售與鹽雕藝術品。
地址：臺南市七股區鹽埕里 6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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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hagou 3D Painted Village

馬沙溝 3D 彩繪村
馬沙溝 3D 彩繪村以庄內李聖宮為中
心點，畫作分散在各個角落，可能
在大街上及巷弄中；規劃就像在社
區內尋寶，讓遊客體驗到「轉角是
藝術，巷弄有驚喜」的氛圍，有別
於一般彩繪村。
地址：臺南市將軍區長沙里
Shuangchun Beachside Recreation Area

雙春濱海遊憩區
設置有木棧道，架在紅樹林與防風林
之間，讓大家可以近距離觀察溼地生
態。木麻黃枯木與水面交織而成的夢
幻倒影也成為婚紗拍攝的取景地點。
Vanaheim 愛莊園：入園酌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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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特色 Local specialty
Black Mullet

烏魚子
每年冬至前後是烏魚子製作的時間，
只要將烏魚子取出抹鹽、壓平再曬
乾即可展現天然海中珍寶的風味。
位置：雲林縣口湖、嘉義縣布袋、
臺南市將軍
Salt-related Products

鹽相關產品
臺灣的日曬鹽業從雲嘉南濱海開
始，發展多項有關“鹽”的產品，
除了可以吃、用，更成為雲嘉南特
色文創品。
地點：臺南市北門、七股

Saltland Tomato

鹽地番茄
因地緣特性，濱海土壤鹽分較高，生
產的番茄吃起來別有鹹甘滋味。產季
11 月－ 6 月。
地點：雲林縣口湖、臺南市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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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Traffic Information
大眾運輸 Public Transportation

台灣好行西濱快線

【背包客建議路線】搭乘台灣好行「61 路西濱快線」

新營站→鹽水站→布袋遊客中心→布袋商港→高跟鞋教堂→南鯤鯓代
天府→水晶教堂→井仔腳鹽田→東隆宮文物館→將軍漁港→馬沙溝彩
繪村→七股鹽山→台灣鹽博物館 ( 行駛時間約 1 小時 50 分 )

客運 Bus
往北門→佳里 / 學甲→搭乘藍 2 線→北門站下車
視地點選擇搭乘台西客運、嘉義客運、新營客運與大臺南公車

大臺南公車
藍2線

大臺南公車

嘉義客運

新營客運

台西客運

旅行臺灣

自行開車 Driving
1. 國道 1 號或 3 號→台 84 →北門交流道下→循指標可抵管理處。
2. 台 17 線、台 61 線快速道路南北貫穿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本區
各景點可經由台 17 線、台 61 線快速道路聯結各鄉鎮市道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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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行程 Suggested Itineraries
雲嘉南西濱快線套票行程 Bus Tour
鹽城漫步一日遊
10:40 至「新營客運總站」搭乘西濱快線，12:27 於「七股鹽山」下
車，在場區內體驗參觀設施 ( 例：爬全國最高鹽山、遊園小火車、
沙灘車體驗及鹽罐 DIY 等活動 ( 部分設施另有收費，本套票不包含
設施使用費用)。現場預約七股鹽山至台灣鹽博物館之接駁小火車(須
自費新台幣 60 元 ) 前往「台灣鹽博物館」，到站後前往鹽山阿城享
用午餐，再出示票券參觀台灣鹽博物館，認識台灣鹽業的歷史並體
驗 DIY 手作活動；最後搭乘 16:40 的西濱快線，18:12 於鹽水站下車，
於鹽水品嚐台南在地美食小吃後，轉乘大台南公車 < 棕幹線 > 返回
新營；或阿里山客運 <166> 返回高鐵嘉義站。
鹽鄉輕旅二日行
第一日
10:40 至「新營客運總站」搭乘西濱快線，12:02 至「井仔腳鹽田」
下車，於鹽鄉民宿入住及享用午餐後 ( 需事前預約 )，租借自行車前
往「三寮灣 ( 東隆宮文物館 )」參觀東隆宮的故事文物，騎自行車再
前往「馬沙溝彩繪村」( 約 15 分鐘左右路程 )。乘著徐徐微風悠遊自
在回到「井仔腳鹽田」欣賞日落與鹽田之美景。晚上則品嚐鹽鄉民
宿熱門人氣的風味餐點 ( 需事前預約 )。
第二日
隔天早上享用民宿早餐之後，騎自行車前往北門水晶教堂 ( 約 10 分
鐘車程 )，漫步北門遊客中心、烏腳病紀念館、北門嶼教堂及錢來也
雜貨店等景點；於附近享用午餐後，騎自行車前往「南鯤鯓代天府」
進香參拜 ( 約 10 分鐘車程 )，最後騎回鹽鄉民宿 ( 路程約 20 分鐘 )，
搭乘 17:17 的西濱快線回到「新營客運總站」。
布袋文創雙日悠遊
第一日
10:40 至「新營客運總站」搭乘西濱快線至「布袋遊客中心」入住
布袋文創 HOTEL，租借機車前往太平路上享用布袋在地午餐 ( 租借
需事前預約，周日不提供租借 )，後走訪「高跟鞋教堂」拍攝美照。
15:22 搭乘西濱快線前往「南鯤鯓代天府」進香參訪，搭乘 17:17 的
西濱快線返回「布袋遊客中心」，於市區內享用晚餐。
第二日
騎乘機車前往布袋港欣賞日出後，前往洲南鹽場漫步攝影，於
11:24( 布袋遊客中心 ) 搭乘西濱快線至台灣鹽博物館 ( 憑一日券或二
26

極西點之旅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日券票根可享門票優惠 ) 進行參觀體驗，並現場預約接駁小火車於
預定時間前往「七股鹽山」( 接駁小火車需自費 )，在場區內體驗參
觀設施 ( 例：爬全國最高鹽山、遊園小火車、沙灘車體驗及鹽罐 DIY
等活動 ( 部分設施另有收費，本套票不包含設施使用費用 )。而後搭
乘 16:41 的西濱快線回到「布袋遊客中心」領取寄放行李後，可搭
乘新營客運 7410 返回新營或嘉義縣公車 7327 前往嘉義高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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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船體驗 Bamboo Raft Experience
環布袋港、好美潟湖 ( 潮間帶 )、外傘頂洲、夕陽有約、東石港、壽島。
布袋遊艇港出發
本行程需電話預約：(05)3730355

28

極西點之旅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緊急救護資訊 Emergency Information
緊急救難單位 Emergency Rescue
名稱

電話

地址

金湖派出所  

(05)7971081

雲林縣口湖鄉港西村 4 鄰三民路 1 號

龍崗派出所  

(05)3451740

嘉義縣東石鄉東崙村 62 號

第十三 ( 布袋 )
海巡隊

(05)3472199

嘉義縣布袋鎮順安路 79 巷 2 號

布袋分局  

(05)3472574

嘉義縣布袋鎮光復里自由路 1 號

北門分駐所

(06)7862041

臺南市北門區北門里舊埕 22 號

將軍分駐所

(06)7942182

臺南市將軍區忠興里 6 號

七股分駐所

(06)7872154

臺南市七股區玉城里玉城 24 號

臺南市政府警察
局第三分局

(06) 2567666
(06) 2567910

臺南市安南區淵東里安中路三段 396 號

醫護單位 Hospitals
名稱

電話

地址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
設醫院

(05)7837901

雲林縣北港鎮新德路 123 號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05)3790600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 42-50 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
義長庚紀念醫院

(05)3621000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6 號

佳里奇美醫院

(06)7263333

臺南市佳里區興化里 606 號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06)3553111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二段 6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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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台灣鯛生態創意園區

Tilapia Fish Ecology Park
優惠券

憑券送魚湯一碗 One free fish soup.

( 限每人使用 1 張 )

地址：雲林縣口湖鄉崙東村民生路 1-88 號
電話：(05)7993996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口福國際漁產品有限公司（烏魚伯）
Uncle Black Mullet
優惠券

憑券消費打 95 折 5% off.
( 限每人使用 1 張 )

地址：地址：雲林縣口湖鄉港東村北興街 399-36 號
電話：(05)7972101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好蝦冏男社

Good Shrimp Food/Guesthouse
優惠券

憑券消費打 95 折 5% off.
( 限每人使用 1 張 )

地址：雲林縣口湖鄉梧南村東興路 1 號
電話：0922-732776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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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馬蹄蛤主題館

Matige (Clams) Theme Pavilion
優惠券

憑券消費打 95 折 5% off.
( 限每人使用 1 張 )

地址：雲林縣口湖鄉養魚路 5-3 號
電話：(05)7970503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雲林口湖遊客中心

Kouhu Visitor Center
優惠券

憑券購物 9 折 10% off.
( 限每人使用 1 張 )

地址：雲林縣口湖鄉光明路 163 號
電話：(05)7906601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第一鰻波

First Eel Restaurant/Souvenir
優惠券

憑券購買胭脂鰻，買 10 送 1
( 限每人使用 1 張 )

Special eel fish: Buy 10 get one free.
地址：雲林縣口湖鄉埔南村 1-2 號
電話：0963-120203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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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萡子寮夢幻漁村海村落小舖

Potzuliao Dream Fishing Village Store

優惠券

慶開幕 !! 即日起憑券簽名打卡即享
當週優惠
New Open celebration: A Facebook check-in
get the discount of the week.
地址：雲林縣四湖村萡子村 290 號 ( 限每人使用 1 張 )
電話：0932-017694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宏展農場

HongJan Farm Crystal Bitter Gourd
優惠券

憑券消費打 95 折 5% off.
( 限每人使用 1 張 )

地址：嘉義縣布袋鎮西安里 90 號
電話：0938-030976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向禾休閒漁場 Shiangho Recreation Aquafarm
優惠券

憑券消費打 95 折 5% off.
( 限每人使用 1 張 )

地址：嘉義縣東石鄉四股 67-6 號
電話：(05)3600959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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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吉時從隆吉谷農園

Jistsonglongjigu Farm
優惠券

憑券消費打 95 折 5% off.
( 限每人使用 1 張 )

地址：嘉義縣布袋鎮菜舖里新吉庄 33-2 號
電話：0921-507197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樺榮海鮮餐廳

Hwarhong Seafood Restaurant
優惠券

憑券消費打 95 折 5% off.
( 限每人使用 1 張 )

地址：嘉義縣東石鄉塭港村 52-43 號
電話：(05)3730612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迦南海陸牛肉麵

Chianan Hailu Beef Noodle
優惠券

憑券消費送小菜
One free appetizer.
地址：嘉義縣布袋鎮順安路 3 號
電話：0958-039114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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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江山米人 Chiangshan Rice Food
優惠券

憑券消費打 9 折 10% off.
地址：嘉義縣布袋鎮江山里 34 號
電話：0958-614987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黑皮酥皮肉圓

Happy Puff Pastry Meatball
優惠券

滿 300 元送 50 元小菜 1 份

Every NT$300 consumption get one
free appetizer.
地址：嘉義縣布袋鎮中山路 43 號
電話：(05)3470202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馬沙溝觀光休閒協會 - 海中央伴手禮

Mashago Tourism and Recreation Association–
Seafood and souvenir
優惠券

憑券消費打 95 折 5% off.
地址：台南市將軍區 54 號
電話：0972-619061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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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布袋文創 HOTEL

Budai Cultural and Creative Hotel
優惠券

憑券消費打 95 折 5% off.
地址：嘉義縣布袋鎮順安路 61 號
電話：(05)3476788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北門嶼餐廳

Beimen Cape Restaurant
優惠券

憑券消費打 9 折（請提早預約）
10% off. (Reservation only)

地址：台南市北門區永隆里北門 3 號之 5
電話：(06)7860303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亮哥生態養殖場

Liangge Ecology Aquafarm
優惠券

兩人訂餐憑券打 9 折 Two-person
booking dining get 10% off.

地址：台南市學甲區平和里西平寮 67-40 號
電話：0921-517619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35

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田媽媽長盈海味屋

Auntie Tien Changying Seafood store
優惠券

現煎魚菲力 9 折
Fillet Fish steak: 10% off.
地址：台南市北門區慈安里三寮灣 484 號
電話：(06)7850577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五創金牛角

Wuchuang Croissant Bakery
優惠券

憑券麵包類 8 折 / 咖啡飲品折抵 5 元
( 杯 ) Bread 20% off. Drinks NT$5
discount per cup.
地址：嘉義縣布袋鎮海興街 6 號高跟鞋教堂園區
電話：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井仔腳鹽田 Jingtzujiao Salt Farm
優惠券

憑券購買夕遊鹽相關鹽產品 8 折
Salt products: 20% off.
地址：台南市北門區永華里井仔腳
電話：(06)7861629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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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灣 U 小舖

The Pyrate Bay
優惠券

憑券兌換點心麵乙包 / 遊樂設施 9 折優惠
One free cookie pack. Fun facilities 10% off.
地址：嘉義縣布袋鎮海興街 6 號高跟鞋教堂園區
電話：(05)3479897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錢來也雜貨店

Chanlaiyeh Grocery
優惠券

憑券兌換點心麵乙包 / 遊樂設施 9 折優惠
One free cookie pack. Fun facilities 10% off.
地址：台南市北門區北門 297 之 1 號
電話：(06)7862322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優惠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台灣鹽博物館 Taiwan Salt Museum

優惠券

憑券參觀門票享優待價 100 元 /
購物消費滿 500 元贈送鹽福袋 1 個

Entr y ticket NT$100 discount. Ever y
NT$500 consumption get one “Salt lucky
bag”.
地址：台南市七股區鹽埕里 69 號
電話：(06)7800698
( 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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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券使用說明
Coupon Instruction

1. 本券恕不掛失、兌現、影印、毀損或塗改者無
效，並禁止單獨販售。
2. 本優惠需憑券兌換且無法與其它優惠合併使用。
3. 請注意優惠券之有效期限，逾期將無法使用。
4. 各商家保留變更優惠券使用辦法之權利。
5. 住宿採預約制，請提前電話預約訂房。
6. 部分優惠活動有人數限制，請事先電話預約。
7. 平日、假日定義各業者定義不同，請事先確認。
8. 本券屬贈券優惠方案，恕不接受退券行為。
9. 每張優惠券僅限使用一次。
10. 請詳閱各商家營業時間，優惠時段以門市營業
時間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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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s for coupon use
1. Re-sale of coupons in this booklet is
forbidden. Any kind of duplication or
change of coupons is invalid.
2. Discounts MUST be exchanged by coupons.
Coupons cannot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discount offer.
3. Coupons exceeding respective expiry dates
will be invalid.
4. Shops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usage
of coupons.
5. Accommodations using coupons MUST be
pre-booked.
6. Quantity of some coupon offers might be
limited. Prior booking is suggested.
7. Definition of weekdays/holidays might be
different subject to respective shops.
8. Coupons are not refundable.
9. Every single coupon is for one-time use
only.
10.Discount time is subject to respective
shops’ ope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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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東點之旅 -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East Pole- Northeast and Yilan Coast National Scenic Area

基隆市

2

南雅奇岩

鼻頭角
龍洞灣海洋公園

6

龍洞四季灣

澳底海鮮街

雙溪
貢寮 龍門

新北市

福隆

福隆遊客中心
卯澳

極東點

三貂角燈塔
萊萊

遠望坑口

舊草嶺環狀線自行車道

草嶺古道

舊草嶺自行車隧道
石城

2

大里遊客中心
東森海洋溫泉酒店

北關

九號咖啡外澳館
（外澳服務區）
烏石港遊客中心
頭城
竹安溪口

礁溪

山蘭名產店

龜山島

龜山朝日餐廳園區

壯圍

宜蘭市

宜蘭縣

東港
蘭陽溪口
羅東

五結

極東點
遊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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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問站

冬山
頂寮

極東點之旅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福隆遊客中心 Fulong Visitor Center
新北市貢寮區興隆街 36 號
02-24991210
全年開放 9:00-17:00
7-8 月旅遊旺季延長 8:30~17:30
Open Time: 09:00~17:00
(Jul.~Aug. 08:30~17:30)
旅遊諮詢服務
極東點之旅∼推薦景點
南雅
奇岩

龍門
鹽寮

福隆
海水浴場

遊客中心 Visitor Centers

三貂角
燈塔
舊草嶺
隧道

借問站 Helpdesks

福隆遊客中心 Fulong
新北市貢寮區福隆里興隆街 36 號
02-24991210

九號咖啡外澳館 No.9 Coffee
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二段 6 號
03-9789799

大里遊客中心 Dali
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 7 段 11 號
03-9780727

山蘭名產店
Shanlan Popular Snack Store
宜蘭縣頭城鎮頭濱路二段 556 號
03-9774610

南方澳遊客中心 Nanfangao
宜蘭縣蘇澳鎮南正里 2 鄰江夏路 85 號
03-9953885
烏石港遊客中心 Wushihgang
宜蘭縣頭城鎮港口路 15 之 30 號
03-9789078

卯澳海洋驛站 Maoao Ocean Station
新北市貢寮區福興街 1-1 號 0224991617

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區 Zhuangwei
宜蘭縣壯圍鄉壯濱路二段 196 巷 18 號
03-9382420

41

轄區範圍：
北起新北市瑞芳區南雅里
南至宜蘭縣蘇澳鎮內埤海灘南方岬角
所轄行政區：
新北市瑞芳區與貢寮區
宜蘭縣頭城鎮、壯圍鄉、五結鄉與蘇澳鎮
Jurisdiction: North from Nanya Village
of Reifang, south to the southern cape
of Suao, Yilan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是具有特殊地質景觀與歷史的國
家級風景區。夏季時的海域活動如游泳、潛水、獨木舟等
皆備受遊客喜愛。管理處舉辦各項活動，包括福隆國際沙
雕藝術季、自行車活動及草嶺古道芒花季等；此外在龜山島週邊海域
更有珍貴鯨豚資源可供觀賞。其中，結合歷史、文化、觀光的「舊草
嶺隧道自行車道」，是北臺灣第一條以鐵路隧道改建而成的鐵馬隧
道， 更於 2015 年入圍有世界觀光諾貝爾獎之稱的明日旅業大獎「目
的獎」，並獲得 2016 全球百大綠色旅遊地認證。
The Northeast and Yilan coastal area is a national class scenic
area. Outdoor activities in summer like swimming, diving and
kayaking are all tourists’ favorite. Famous campaigns include
Fulong International Sand Sculpture Art Festival, Tsaoling old trail
silver grass (Miscanthus) season and cycling events. Also the nearby
ocean area is cherished for the cetacean spectating. The awardwinning Tsaoling Old Tunnel cycling route is re-constructed from an
old railway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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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Gourmet
Railroad Lunchbox

難忘純樸古早味～福隆特色鐵路便當
福隆便當是北部沿線著名的鐵路便當
之一，簡單的飯盒配上色香味俱全的
配菜，讓人食指大動。
地點：福隆火車站前

Longdong Bay Seaweed Meal

當季食材清新健康～龍洞灣海藻餐
位於龍洞灣海洋公園內海景咖啡屋，提
供運用當地新鮮食材的「海藻餐」，健
康養生，值得品嚐。
地點：龍洞灣海洋公園

Seasonal Seafood

新鮮海味不容錯過～當季海產
春夏秋冬都各有當季海產，像是蝦
蟹貝類等，經過店家料理後成為海
味十足的美味佳餚，絕對必吃！
地點：鼻頭、龍洞灣、澳底、福隆、
梗枋、烏石港、南方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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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Accommodations
Specialty Guesthouses in Fulong

輕便旅行好選擇～福隆特色民宿
沿著福隆街的附近範圍有很多的當地
特色民宿，此處臨近福隆海水浴場又
交通便利，是住宿的好選擇。
地點：福隆街、東興街周圍區域
適合對象：背包客、家庭

Longmen Camping Area

戶外體驗絕佳場所～龍門露營區
園內包括露營區、單車專用道、水上活
動區及獨木舟水上活動等，可在此體驗
重回大自然懷抱的樂趣。
地點：龍門露營區，酌收入園費
適合對象：戶外活動愛好者

Hotels and Resorts

濱海度假好風情～觀光渡假飯店
東北角具備山景、海景雙重美景，
讓許多飯店坐落於此，提供休息、
賞玩之處，可在此放鬆身心靈。
推薦住宿：福容大飯店福隆店、東森
海洋溫泉酒店、龍洞四季灣、莫瑞納
海灣會館、宜蘭觀海旭日渡假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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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 Scenic Spots
Nanya Rocks

地質景觀攝影聖地～南雅奇岩
千奇百怪的岩石是東北角最明顯的
象徵，而神似彩繪的風化紋路更是
南雅岩石最優美的特色，沿岸風情
各異，值得拍照留念。
推薦地質景觀：南雅奇岩步道、鼻
頭角步道、龍洞灣岬步道、萊萊地
質區

Old Tsaoling Tunnel Cycling Route

鐵馬追風行～舊草嶺自行車道
北臺灣第一條由鐵路改造的鐵馬隧
道，續接台 2 線公路設有專用自行
車道，讓自行車愛好者能輕鬆暢遊
東北角。而福隆車站附近有多家自
行車租賃店，可搭配火車＋自行車，
來一趟節能減碳的兩鐵行。
推薦自行車道：舊草嶺自行車隧道、
舊草嶺環狀線自行車道、龍門鹽寮
自行車道、宜蘭濱海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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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ong Beach Park

蔚藍黃金沙灘～福隆海水浴場
福隆海水浴場是北部知名的沙灘
勝 地 之 一， 適 合 進 行 風 帆、 獨
木舟、拖曳傘等新潮的水上活
動，而每年在此盛大舉辦的國
際沙雕藝術季更是不容錯過！
地點：福隆海水浴場，酌收門票

Magang Intertidal Zone

在地海洋生態體驗～馬崗潮間帶
東北角地區最珍貴完整的海蝕平
台， 藤 壺、 牡 蠣、 寄 居 蟹、 海
兔、 海 葵、 海 膽、 河 豚、 螃 蟹 等
都是此處常見的生物，豐沛的生命
力 讓 這 裡 成 為 絕 佳 的 自 然 教 室。
地點：馬崗社區海蝕平台
Longdong Bay Snorkeling

海底探索旅遊～龍洞灣浮潛
龍洞灣的特殊的海灣地形能抵擋
洶湧的潮流，吸引豐富的海洋生
態在此棲息發展，往往令 前 來
遊玩的朋友興奮得目不暇 給。
地點：龍洞灣海洋公園、龍洞四
季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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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特色 Local specialty
Seaweed Jelly

新鮮採收當地食材～石花凍
東北角居民夏天不可或缺消暑
甜點，石花凍是由天然海藻—
石花菜製成的，除了現吃，還
可以買回家當伴手禮哦！
地點：福隆街、福隆火車站周圍

Nanfangao Popular Snacks

品嚐在地小吃～南方澳廟口名產
位於南天宮旁的廟口小吃是當地
人的最愛，在此可一嚐百年老店
的好滋味，像是廟口米糕、飛虎
魚丸、黑糖糕等伴手禮。
地點：南方澳南天宮旁

Sweet Melon

嚴選農特產～壯圍哈密瓜
每年的六、七月是哈密瓜盛產的
時節，壯圍鄉蘭陽溪的沖積沙質
土壤適合哈密瓜的生長環境及條
件，瓜果清脆多汁，甜而不膩。
地點：宜蘭縣壯圍鄉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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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Traffic Information
大眾運輸 Public Transportation
搭乘台灣好行「856 路 - 黃金福隆線」
瑞芳火車站→九份→黃金博物館→黃金瀑布→水湳洞→南雅南新宮
→鼻頭服務區→龍洞灣海洋公園→龍洞四季灣→澳底→鹽寮→福隆
遊客中心

客運 Bus

首都客運
南港車站至福隆
(1577 路線 )

台灣好行
黃金福隆線

宜蘭勁好行

‧ 基隆→福隆 ( 基隆客運 791 路 ) 在基隆市基隆客
運站搭車，約 30 分鐘至 1 小時一班。
‧ 基隆→和美 ( 基隆客運 887 路 )
基隆客運
‧ 臺北→羅東 (1811 路 )
‧ 臺北→南方澳 (1812 路 )
‧ 宜蘭→雙溪 ( 含雙溪→頭城 )(1740 路 )
國光客運

自行開車 Driving
1. 臺北→國道 1 號→台 62 線→台 2 線→經龍洞、澳底、福隆→三貂角
2. 臺北→國道 1 號→基隆→經海洋大學→台 2 線→經龍洞、澳底、福
隆→三貂角
3. 宜蘭→台 2 線→經大里、石城→三貂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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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行程 Suggested Itineraries
Two Day Lohas Trip

休閒樂活慢旅二日遊
第一天：
福隆火車站→龍門吊橋→舊草嶺隧道
單車行→ 福隆海水浴場→住宿一晚
第二天：
三貂角步道→三貂角燈塔→臺灣極東點
→馬崗社區→萊萊地質區→ 福隆火車站
( 伴手禮帶回家：石花凍 )
三貂角燈塔步道入口位於台二線上，也可經由馬崗附近叉路循指標開
車前往。

單車挑戰一日遊
福隆火車站租單車→舊草嶺隧道單車
行→舊草嶺環狀線自行車道→石城服
務區→三貂角燈塔（需騎上山）→福
隆海水浴場→龍門吊橋賞雙溪河口→
福隆火車站
舊草嶺環狀線自行車道屬全長約 20
公里左右，需考量體力，注意行車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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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Day Sea View Trip

海景悠活慢旅一日遊
南雅奇岩→鼻頭角或龍洞灣岬步道
→龍洞四季灣或龍洞海洋公園水上
遊憩活動→澳底海鮮街→龍門吊橋
賞雙溪河口
水上活動項目眾多，建議事先詢
問預約。

Trips Visiting Villages in Yilan

宜蘭農村小旅行
頭城農場～農村體驗之旅
位於東北角海岸線上的頭城農場，讓
每位來到這裡的大小朋友回歸鄉村自
然的悠閒，一起體驗農村生活，帶著
大家去插秧、晒穀、當小小農夫一整
天。在這裡也能體驗葉拓 T 恤或環保
袋 DIY、製作水果醋或窯烤 DIY 等。
地點：頭城農場，需材料費用，以
當季限定材料為主
預約專線 03-977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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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
友善餐廳

極東點之旅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緊急救護資訊 Emergency Information
緊急救難單位 Emergency Rescue
名稱
電話

地址

海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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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興隆路三段 296 號

瑞芳分局

(02)24962803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 25 號

貢寮分駐所

(02)24941542

新北市貢寮區朝陽街 56 之 1 號

貢寮消防分隊

(02)24941314

新北市貢寮區貢寮里朝陽街 66 號

雙溪分駐所

(02)24931059

新北市雙溪區太平路 64 號

澳底派出所

(02)24901074

新北市貢寮區真理里延平街 36 號

醫護單位 Hospitals
名稱

電話

地址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02)24292525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澳底醫療救護中心暨
二十四小時急救站

(02)24901431

新北市貢寮區仁愛路 128 號

基隆市立醫院

(02)24282146

基隆市仁愛區義二路 2 巷 6 號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03)9325192

宜蘭縣宜蘭市新民路 152 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03)9905106

宜蘭縣蘇澳鎮濱海路一段 301 號

羅東博愛醫院

(03)9543131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 8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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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媽媽海景咖啡簡餐

Auntie Tien Seaview Cafe
優惠券

享簡餐 95 折、下午茶八折

5% off on dining. 20% off on afternoon tea.
地址：新北市貢寮區東興街 6-19 號
電話：02-2499-2073
使用期限：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福容大飯店 ( 福隆店 )

Fullon Hotel & Resort-Fulong

客房優惠：憑票根贈送迎賓水果乙份

( 每房限兌換乙份 ) Room discount: One welcoming fruit.

餐飲優惠：憑票根享全館餐飲優惠9折

( 須加收原價一成服務費 ) Food & beverage discount: 10% off.
優惠券

休閒優惠：Facility discount:
1.『麗 ‧ 養身』Spa 課程優惠 8 折
20% off on Spa course.
2. 福隆海洋溫泉：大眾湯買一送一
( 平日 $600 元 / 人、假日 $800 元 / 人 )

Ocean Hot Spring- Buy one get one free
at the public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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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新北市貢寮區福隆里福隆街 41 號
電話：02-2499-1188
營業時間：餐廳 11:00~22:00、旅館區 13:00~22:00、訂房全年無休
使用期限：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注意事項：Notice:
1. 上述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Discounts here not to combined with other offers.
2. 福容大飯店福隆保有活動最終變更及解釋權利。
The hotel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discount offers.

極東點之旅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禾香居柴燒窯烤麵包

Hoshiangjue Roast Breadiew Cafe
優惠券

咖啡 9 折優惠。 Coffee 10% off.
地址：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七段 11 號
電話：0933-702-506
使用期限：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龍洞灣海洋公園

Longdong Ocean Park
優惠券

優待票 100 元入園（限水域開放期間）
The NT$100 entry ticket is applicable.
地址：新北市貢寮區龍洞街 ( 台二線 85K)
電話：02-2490-9258
使用期限：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九號咖啡外澳館

No.9 Café Waiao shop
優惠券

全品項享 85 折優惠 15% off.
地址：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二段 6 號
電話：03-978-9799
使用期限：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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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灣咖啡

Blue Bay Cafe
優惠券

全館商品 9 折 10% off.
地址：新北市貢寮區福隆里福隆街 38 號
電話：0973-132292
使用期限：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藍灣海濱休憩園區

Blue Bay Beachside Leisure Park
優惠券

園區消費抵用券 20 元 / 人
NT$20 discount coupon.

地址：新北市貢寮區研海街 45 號
電話：02-2490-1966
使用期限：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波斯灣捷安特專業出租
Persian Gulf Bike Rental
優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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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租車 9 折優惠，送產品責任險、
礦泉水及道路救援

10% on bike rental plus free product
responsibility, water and rescue support.
地址：新北市貢寮區福隆街 18 號
電話：0936-308-645 / 0981-137-687
使用期限：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極東點之旅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海都旅社

Haidu Hotel
優惠券

原價 9 折優惠，限用於平日 ( 週一至週四 )
10% off on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地址：新北市貢寮區福隆街 25 號
電話：02-24991839
使用期限：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大東旅館

Dadong Hotel
優惠券

原價 9 折優惠，限用於平日 ( 週一至週四 )
10% off on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地址：新北市貢寮區福隆里興隆街 4 之 1 號
電話：02-24991362
使用期限：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一間屋民宿

Yichanwu Guesthouse
優惠券

用餐 95 折優惠 5% off on dining.
地址：新北市貢寮區福隆街 2 巷 1 之 2 號
電話：02-24992161
使用期限：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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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露營區

Longmen Camping Park
優惠券

露營木板營位 75 折優惠
25% off on the camp site rental.
地址：新北市貢寮區褔隆村興隆街 100 號
( 台二線指 100 公里處 )
電話：( 02 ) 2499 - 1791
使用期限：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優惠券使用說明
Coupon Instruction

1. 本券恕不掛失、兌現、影印、毀損或塗改者無
效，並禁止單獨販售。
2. 本優惠需憑券兌換且無法與其它優惠合併使用。
3. 請注意優惠券之有效期限，逾期將無法使用。
4. 各商家保留變更優惠券使用辦法之權利。
5. 住宿採預約制，請提前電話預約訂房。
6. 部分優惠活動有人數限制，請事先電話預約。
7. 平日、假日定義各業者定義不同，請事先確認。
8. 本券屬贈券優惠方案，恕不接受退券行為。
9. 每張優惠券僅限使用一次。
10. 請詳閱各商家營業時間，優惠時段以門市營業
時間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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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東點之旅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Instructions for coupon use
1. Re-sale of coupons in this booklet is
forbidden. Any kind of duplication or
change of coupons is invalid.
2. Discounts MUST be exchanged by coupons.
Coupons cannot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discount offer.
3. Coupons exceeding respective expiry dates
will be invalid.
4. Shops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usage
of coupons.
5. Accommodations using coupons MUST be
pre-booked.
6. Quantity of some coupon offers might be
limited. Prior booking is suggested.
7. Definition of weekdays/holidays might be
different subject to respective shops.
8. Coupons are not refundable.
9. Every single coupon is for one-time use
only.
10.Discount time is subject to respective
shops'ope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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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北點之旅 -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North Pole- North Coast & Guanyinshan National Scenic Area

白沙灣遊客中心 Baisha Bay Visitor Center
新北市石門區德茂里下員坑 33-6 號
02-86355100
全年開放 十月至四月 09:00-17:00
五月至九月 09:00-18:00

Open time: Oct.-Apr. 09:00~17:00.
May-Sep. 09:00~18:00.

旅遊諮詢服務

極北點之旅∼推薦景點
淺水灣
野柳
地質公園

燭台
雙嶼

老梅
綠石槽

遊客中心 Visitor Centers

白沙灣

借問站 Helpdesks

白沙灣遊客中心 Baisha Bay
02-86355100
新北市石門區德茂里下員坑 33-6 號
觀音山遊客中心 Guanyinshan
02-22928888
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三段 130 號

法亞咖啡廚房 ORAN Cafe
2
新北市三芝區後厝里北勢子 21 號
02-26363577
三芝 2 號倉庫咖啡館 No.2 arehouse
淡水
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一段 4 號
02-26361052
三芝遊客中心 Sanchih 02-86355143 米詩堤極北藍點
新北市石門區頭圍段八角小段 1-101 號
新北市三芝區埔坪里埔頭坑 164-2 號
八里
02-24560885
金山遊客中心 Jinshan 02-24988980
新北市金山區磺港路 171-2 號
野柳遊客中心 Yehliou 02-24922016
新北市萬里區港東路 167-1 號

15

觀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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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山
遊客中心

旗竿湖休

極北點之旅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借問站 Helpdesks
沐舍溫泉渡假酒店 The Loft Seaside Hotel
新北市萬里區大鵬里萬里加投 166-1 號
02-24082559
統一超商石門門市 7-Eleven Shimen
新北市石門區中山路 78 號
02-26383480
富貴角風藝術營區 Fugueijiao Wind Art Camp
新北市石門區富基里楓林路 23-22 號
02-26381119
極北點
風芝門
自行車道

富貴角燈塔
富基
白沙灣 漁港
富貴角
白沙灣
遊客中心 遊憩區
老梅
綠石槽

石門婚紗廣場

統一超商石門門市

2
朱銘美術館
法鼓山

法亞咖啡廚房
淺水灣

休閒農場

衝浪福利社
新北市金山區海興路 174-1 號
02-24988226
大埔硫磺溫泉商務旅館
新北市萬里區萬里加投 205-5 號
02-24986333
全日佳有限公司
新北市萬里區瑪鋉路 221 號 1 樓
0911-507-132
桃樂絲森林
新北市八里區荖阡坑路 34 之 5 號
02-86303356

跳石

三芝
遊客中心

新北市
金山老街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金山遊客中心
沐舍溫泉渡假酒店

2

野柳地質公園
野柳遊客中心

情人湖

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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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木

轄區範圍：
北海岸及觀音山
基隆市湖海灣、情人湖與和平島
所轄行政區：
所轄行政區：新北市三芝區、石門區、金山區、
萬里區、五股區及八里區、基隆安樂區及中正
區。Jurisdiction: North Coast, Guanyinshan,
Keelung City lakes/sea/bay, Lover Lake and
Hoping island.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擁有多元山海特殊風貌與
人文風情，從野柳地質公園、金山燭台雙嶼、老梅綠石槽、
白沙灣、三芝淺水灣等天然景觀，至人文藝術李天祿布袋
戲文物館、朱銘美術館，都讓人流連忘返。自 2015 年起，和平島、
外木山、情人湖正式納入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轄範
圍，更替北觀處增添了許多新風貌。此外，北觀處更是結婚新人首選
的婚紗攝影及旅遊勝地；加上常年舉辦各種節慶活動如 4-5 月觀音觀
鷹、6 月健走活動、8 月音樂節和 10-12 月的溫泉美食嘉年華，都讓
大家漫遊在北海岸的幸福氛圍之中！
Natural scenery like Yehliou Geological Park, Laomei Green
Reef, Baisha Bay and Human culture like Litienlu Puppet Theatre
Museum and Juming Museum, the North Coast & Guanyinshan
National Scenic Area is full of tourism style. Furthermore, festival
activities in the whole year like hawk spectating in May, fun trekking
in June, music festival in summer and the onsen/gourmet carnival in
winter welcome tourists to enjoy the atmosphere of a happ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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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北點之旅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美食 Gourmet
Tiaoshi Taro

鬆甜養身食～跳石芋頭
盛產於跳石海岸，為檳榔心芋品種，
口感鬆中帶 Q。每年 8-10 月盛產，
有芋粿、芋仔冰等美味小吃。
地點：淡金公路跳石段、金山老街

Jinshan Duck

金包里代表小吃～金山鴨肉
來到金山，絕不會錯過遠近馳名的
金山鴨肉，淋上獨家湯汁，肉質 Q
彈、味美有嚼勁的土番鴨，叫人讚
不絕口。
地點：金山老街

Fuji Fishing Harbour

新鮮的當令海產～富基漁港
富貴角附近的富基漁港，為品
嚐海鮮美食的知名據點，以新
鮮的當令海產著稱，深受老饕
們的讚譽和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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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Accommodations
Hot Spring Hotels

清爽舒暢泡湯行～溫泉會館
北海岸金山萬里地區擁有海底溫泉、硫
磺泉、碳酸泉及鐵泉等 4 種特殊泉質，
近年來已成為觀光客泡湯住宿的首選。
地點：金山區、萬里區
推薦住宿：沐舍溫泉度假酒店、金湧
泉溫泉會館、愛琴海太平洋溫泉會館、
舊金山總督溫泉、天籟露天風呂等
Creative guesthouses in Sanchih

自由背包輕體驗～三芝區特色民宿

三芝區有許多藝術氣息濃厚的民宿，業者將老房子進行創意改
造，提供旅客一個遠離塵囂的 Home。
地點：三芝區
推薦住宿：三芝虹橋民宿、海洋深呼吸 、四個孩子民宿、三芝
小白屋、三芝藝術之家、杉夏民宿、淺水灣咖啡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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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北點之旅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景點 Scenic Spots
Yehliou Geological Park

大自然鬼斧神工之作～
野柳地質公園
因海水侵蝕與岩石風化等影響，
讓海邊變成地質教室和奇石樂
園，如蕈狀石、豆腐石、象鼻
石、仙女鞋、女王頭等。

Laomei Green Reef

北海岸美麗奇景～老梅綠石槽
位於北海岸石門區老梅里的綠石槽海
岸，為全臺唯一特殊景觀，美不勝收。
綠石槽只出現在四、五月份，吸引不
少攝影師來此捕捉美景及拍攝婚紗
照。
地點：新北市石門區老梅里
貼心提醒：記得要查詢每日石門地區的乾
潮時間，石面溼滑，請勿踩踏！
Fengchimen Cycling Trail

不能說的秘密拍攝場景～
雙灣自行車道
自行車道全程約 8 公里長，介
於白沙灣與淺水灣之間，臨近海
岸，值得來此體驗北海岸的濱海
之美。
地點：新北市石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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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sha Bay

夏日戲水天堂～白沙灣
白沙灣位於富貴角與麟山鼻
間的「岬灣地形」，沙灘寬
闊，素以沙石瑩白、水質清
澈著名，是北海岸最聞名遐
邇的美麗海灘。

當地特色 Local specialty
Tieguanyin Tea and Shimen Rice Balls

石門名產～鐵觀音＆石門肉粽
石門區以出產鐵觀音茶著名，
茶 湯 色 呈 琥 珀 色、 香 氣 沈
穩、 甘 醇 滑 順； 嚴 選 食 材，
製 作 用 心 的 石 門 肉 粽， 口 感
香 Q ！皆為不可錯過的好禮！
Specialty Souvenirs

在地美食大賞～金山老街伴手禮
歷史悠久的金山老街，不少經典美
食藏于巷弄中，像是人氣商品冰烤
地瓜、炸鴨、手工蛋捲、蔴粩、仙
草等。
地點：金山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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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北點之旅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交通資訊 Traffic Information
大眾運輸 Public Transportation
搭乘台灣好行「862 路 - 皇冠北海岸線」
捷運淡水站→淺水灣→三芝遊客中心及名人文化館→北觀處 ( 白沙灣 )
→石門婚紗廣場→富貴角燈塔（老梅綠石槽）→石門洞→中角→基督
教平安園→筠園→朱銘美術館→金山老街→金山遊客中心 ( 獅頭山公
園 ) →加投里 ( 溫泉區 ) →野柳地質公園

客運 Bus
1. 自臺北國道客運總站，搭乘往金山之國光客運，或在臺北市公園路
公保大樓前，搭乘往陽明山或金山的皇家客運，轉乘基隆、淡水兩
地對開之基隆、淡水客運，於沿途各景點站下車，循指標抵達各景
點。
2. 自基隆火車站旁、或淡水捷運站前搭乘兩地對開之基隆、淡水客
運，於沿途各景點站下車，循指標抵達各景點。

台灣好行
皇冠北海岸線

淡水客運

基隆客運

自行開車 Driving
1. 國道 3 號→汐止→萬里方向→基金交流道→左轉省道台 2 線→萬
里→金山→石門→三芝
2. 國道 1 號→ 64 號快速道路→八里五股→關渡大橋→竹圍→紅樹林
→省道台 2 線→三芝→石門→金山→萬里
3. 臺北→士林→竹圍→紅樹林→省道台 2 線→三芝→石門→金山→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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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行程 Suggested Itineraries
One Day Coastal Trip

幸福北海岸一日游
白沙灣遊客中心→石門婚紗廣場→
富貴角遊憩區→富貴角燈塔→老梅
綠石槽（觀賞期間 4-5 月 ) →富基
漁港→朱銘美術館→金山老街晚餐

One Day Jinshan Hot Spring Trip

金山萬里泡湯一日遊
金山遊客中心→金山獅頭山公園→
金山老街→金山萬里溫泉區泡溫泉

One Day Lohas Tri

銀髮族旅遊路線
野柳地質公園→金山老街→金山萬
里溫泉區泡溫泉→獅頭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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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北點之旅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緊急救護資訊 Emergency Information
緊急救難單位 Emergency Rescue
名稱

電話

地址

海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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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興隆路三段 296 號

北部地區巡防局岸巡
第二一大隊 ( 萬里 )

(02)24986670

新北市萬里區加投路 301-6 號

三芝分駐所

(02)26365345

新北市三芝區埔頭里埔頭 18 之 5 號

老梅派出所

(02)26381253

新北市石門區老梅路 26 號

金山分局

(02)24986532

新北市金山區民生路 65 號

崁腳派出所

(02)24922740

新北市萬里區崁腳路 38 號

淡水分局

(02)26212069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229 號

成州派出所

(02)22913334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 3 段 539 號

龍源派出所

(02)26182245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 1 段 225 號

醫護單位 Hospitals
名稱

電話

地址

馬偕醫院淡水分院

(02)28094661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45 號

台大醫院金山分院

(02)24989898

新北市金山區五湖里南勢 51 號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02)24313131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 22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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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舍時尚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Loft Hotel
優惠券

雙人湯屋 (10-2 月 ) 優惠價 700 元
( 原價 1200 元 )

( 3-9 月 ) 優惠價 500 元

NT$500. Twin Hot Spring Room: Oct.~Feb.
NT$700; Mar.~Sep. NT$500.
地址：新北市萬里區大鵬里萬里加投 166-1 號
電話：(02)24082559 / 營業時間：每日 24H
使用期限：108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BOBO 咖啡廳 / BOBO Cafe
優惠券

全部咖啡 9 折 Coffee 10% off.
地址：新北市石門區德茂里下員坑 33-6 號
電話：02-2636-6760
營業時間 Open Time：10:30~19:30
使用期限：108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富貴角風藝術營區

Fugueijiao Wind Art Camp
優惠券

68

購買 350 元彩繪風箏贈 50 元餐飲折價券

Buy one NT$350 color-painting kite get one NT$50
coupon.
地址：新北市石門區富基里楓林路 23 號
電話：02-2638-1119
營業時間 Open Time：10:00~20:00
使用期限：108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極北點之旅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二號倉庫 No.2 Warehouse
優惠券

文創商品及用餐 9 折

10% off on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and
dining.
地址：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一段 4 號
電話：02-2636-1052
營業時間 Open Time：平日 11:00~20:00 假日 11:00~21:00
使用期限：108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三芝宇能單車 Sanchih Yuneng Bike Rental
優惠券

來店租車優惠價 1 台 180 元

Special bike rental price NT$180 per bike.
地址：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一段 27 號 1 樓
電話：02-2636-5335
營業時間 Open Time：星期一 ~ 五 09:30-21:30
星期六、日、例假日 11:00-20:00
使用期限：108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使用注意事項：假日需事先預約。

阿嬤ㄟ等路 Grandma’s Souvenir shop
優惠券

全商品買 5 送 1/ 養生冰烤地瓜優惠價
100 元 /80 元商品任選 3 包 200 元
Buy 5 get one free. Ice roast sweet potato
NT$100. NT$200 for every three NT$80 items.
地址：新北市金山區金包里街 74 號
電話：02-2498 7474
營業時間 Open Time：上午 09:00- 晚上 19:00
使用期限：108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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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帥溫泉旅館

Ting-Shuai Hot Spring Motel
優惠券

住宿 8 折 . 20% off.
地址：新北市金山區金美街 9 號
電話：02-2498 8866
營業時間 Open Time：每日 24H
使用期限：108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伊莎貝拉海灘咖啡館

Isabella Beachside Café
優惠券

來館消費 9 折優惠 10% off.
地址：新北市石門區 1517 號
電話：02-8635 2262
營業時間 Open Time：6-9 月 10:30-20:30;
10-5 月 10:30-18:00.
使用期限：108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貓頭鷹寵物店咖啡館
Owl Petshop Café
優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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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館消費 9 折優惠 10% off.
地址：新北市石門區崁子腳路 58 之 1 號
電話：02-26382500
營業時間 Open Time：11:00-20:00
使用期限：108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極北點之旅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北海岸愛之船

North Coast Love Boat Guesthouse & Cafe
優惠券

來館消費 9 折優惠 10% off.
地址：新北市石門區中央路 1-25 號
電話：02-2638 0091
營業時間 Open Time：10:00-20:30
( 每周二公休 Closed on Tuesdays)
使用期限：108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使用注意事項：憑券優惠限用一次。

湖海灣 - 偶然天堂 ORAN Paradise Restaurant

優惠券

凡來店參觀就送瓶裝水 1 瓶，消費
每滿 300 減 30.
Welcoming gif t one bottle water. Ever y
NT$300 consumption get NT$30 off.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湖海路二段 198 號
電話：0935-513-448 / 營業時間 Open Time：平日 - 下午 1 時～晚上 9 時；
假日 - 上午 11 時～晚上 9 時。每週二固定公休日。
使用期限：108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注意事項 Notice：此活動本店保有更改與解釋之權利，詳細說明依本店
為主。Shops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offer.

淺水灣海濱服務站 Qianshui Bay Beachside Service Station
優惠券

凡消費沙灘用品滿 1000 送 300
（遮陽設施免費租賃一日）

Beachside stuff ever y NT$1000 consumption get
NT$300 off. Sunshade equipment rental one day free.
地址：新北市三芝區後厝里北勢子淡金公路上 ( 淺水灣海濱公園內 )
電話：0935-513-448
營業時間 Open Time：11:00 ～ 18:00（五月至十月底 May~Oct.）
使用期限：108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注意事項 Notice：此活動本店保有更改與解釋之權利，詳細說明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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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為主。 Shops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offer.

優惠券使用說明
Coupon Instruction

1. 本券恕不掛失、兌現、影印、毀損或塗改者無
效，並禁止單獨販售。
2. 本優惠需憑券兌換且無法與其它優惠合併使用。
3. 請注意優惠券之有效期限，逾期將無法使用。
4. 各商家保留變更優惠券使用辦法之權利。
5. 住宿採預約制，請提前電話預約訂房。
6. 部分優惠活動有人數限制，請事先電話預約。
7. 平日、假日定義各業者定義不同，請事先確認。
8. 本券屬贈券優惠方案，恕不接受退券行為。
9. 每張優惠券僅限使用一次。
10. 請詳閱各商家營業時間，優惠時段以門市營業
時間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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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北點之旅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Instructions for coupon use
1. Re-sale of coupons in this booklet is
forbidden. Any kind of duplication or
change of coupons is invalid.
2. Discounts MUST be exchanged by coupons.
Coupons cannot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discount offer.
3. Coupons exceeding respective expiry dates
will be invalid.
4. Shops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usage
of coupons.
5. Accommodations using coupons MUST be
pre-booked.
6. Quantity of some coupon offers might be
limited. Prior booking is suggested.
7. Definition of weekdays/holidays might be
different subject to respective shops.
8. Coupons are not refundable.
9. Every single coupon is for one-time use
only.
10.Discount time is subject to respective
shops’ ope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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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南點之旅 - 墾丁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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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Pole-Kenting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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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樂水

港口吊橋

砂島

極南點

鵝鑾鼻燈塔
鵝鑾鼻管理站

極南點之旅 墾丁國家公園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Kenting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on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596 號
08-8861321
全年開放 08：00~17：00
Open Time: 08:00~17:00

旅遊諮詢服務

極南點之旅∼推薦景點
龍坑
砂島

南灣
社頂

鵝鑾鼻

旅遊諮詢 Tourism Consultation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Kenting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596 號
08-8861321

南仁山管理站 Nanrenshan
屏東縣滿州鄉八瑤路 2 之 1 號
08-8811095

鵝鑾鼻管理站 Eluanbi
後壁湖管理站 Houbihu
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里燈塔路 301 號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里大光路 79-43 號
08-8851101
08-8867041
貓鼻頭管理站 Maobitou
屏東旅遊服務中心 Pintung City
屏東縣恆春鎮水泉里下泉路 100 號 屏東縣屏東市公園路 28-8 號
08-8867527
08-7362709

借問站 Helpdesks
統一超商墾丁門市 7-Eleven Kenting 統一超商車城門市 7-Eleven Chechung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 60 號 1 樓 屏東縣車城鄉福安村中山路 76 號
08-8862303
08-882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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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範圍：
恆春半島南半部
所轄行政區：
屏東縣滿州鄉、恆春鎮、車城鄉

Jurisdiction: Southern par t of Hengchun
peninsula, including Manchou, Hengchun and
Chechung Townships.

墾丁國家公園於 1982 年成立，是我國第一座
成立的國家公園。由於百萬年來地殼運動不斷的作
用，造就了珊瑚礁、海蝕、崩崖地形等奇特景觀。
特殊的海陸位置加上熱帶氣候的催化，孕育出豐富多
變的生態樣貌，史前遺址亦屬特殊罕見。近年來，墾
丁國家公園為了讓遊客深度體驗自然人文生態之美，
推出精心規劃的生態旅遊行程，成功結合社區文化經營模式，更於
2015 年首度舉辦駐村藝術家活動，讓社區的美麗得以透過藝術表現
傳達給社會大眾。
Established in 1982, Kenting National Park is the first national
park in Taiwan. Terrains like coral reef, sea erosion, limestones plus
tropical climate and different plantation, making abundant and
diversified ecology in this area. Prehistoric sites are found here as
well. In recent years the administration office coordinates ecology
tours as well as community culture promotions, further expressing
the beauty of the peninsula to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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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Gourmet
Houbihu Fishing Harbour Gourmet

海鮮天堂 ~ 後壁湖漁港美食
墾丁臨港，餐廳美食多是當天現撈，道
道都是新鮮上桌。對於喜歡海味的你，
絕對不能錯過！
地點：後壁湖漁港
Community Gourmet

體驗在地美味～社區美食饗宴
以當季食材現作料理，沒有菜單，由各個社區特別提供，皆是媽媽的
手工料理。
社頂部落 / 龜仔角部落廚房風味餐點
龍水社區 / 割稻飯
大光社區／漁夫便當
里德社區＆港口社區＆滿洲協會／風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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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Accommodations
Hotels and Resorts

度假獨家享受～墾丁觀光飯店
沿著墾丁路濱海沿岸，多樣化的飯店服
務供您選擇，陽光、沙灘、美景為墾丁
的飯店增添一番韻味！
地點：墾丁路附近一帶
推薦住宿：墾丁福華渡假飯店 、凱撒
大飯店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等

Kenting Youth Activity Center

閩南式建築～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由國寶級建築大師漢寶德博士所規畫
設計，被列為景點之一。內設有青蛙
石海濱遊憩景觀步道，可欣賞周邊生
態美景！

Kenting Streetside Guesthouses

背包自由輕旅行～墾丁大街民宿
墾 丁 附 近 擁 有 各 式 特 色 民 宿， 不 亞
於 豪 華 飯 店 的 濱 海 景 致， 如 果 想 要
簡 單 輕 便 的 小 旅 行 可 以 來 看 看 哦！
地點：墾丁路至南灣路附近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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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 Scenic Spots
Eluanbi Park

大自然鬼斧神工之作～鵝鑾鼻公園
園內為一珊瑚礁石灰岩地形；形成原因乃
由於沿海日光強海水清澈，適於造礁珊瑚
成長，經地殼隆起而上昇，受海浪侵蝕、
雨水沖刷、強風吹襲、成為目前巨礁林立、
怪石嶙峋、奇峰與洞穴奇特景觀。此外還
有矗立的瓊麻花軸，穿插其間，構成一幅
壯闊多姿的山海圖畫。
推薦地點：鵝鑾鼻燈塔
Shell Sand Island

貝殼砂白色海灘～砂島
海域之貝殼、珊瑚受海水侵蝕，進而形成
晶瑩剔透的貝殼砂灘，此處設有島貝殼砂
展示館，供遊客對貝殼砂更深入的了解。
地點：恆春鎮鵝鑾里砂島

Sheding Nature Park

鬼斧神工珊瑚礁～社頂自然公園
園內並有豐富的動植物、石灰岩洞、數處
視野良好，綠草如茵的草生地，及珊瑚礁
岩裂縫造成的一線天景觀，皆極具觀賞價
值。
推薦景點：一線天、峽谷、大草原社頂
社區生態旅遊：社頂部落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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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keng Ecology Protection Area

觀浪最佳地點～龍坑生態保護區
龍坑全區擁有崩崖、裙礁、峽谷等
獨特的地形，每年冬季東北季風，
激起陣陣雪白浪花，區內崩崖海岸
是觀浪的好地點。
需事先升請入園，通過方可進入

Longluantan Nature Center

賞候鳥最佳地點～龍鑾潭自然中心
龍鑾潭是南臺灣最大的天然淡水湖，也
是國內重要的賞鳥據點。每年秋冬之際
吸引候鳥群棲息覓食，是南臺灣的野鳥
天堂。
賞鳥時節：每年十月至翌年五月
龍水社區生態旅遊：鷺鷥林生態
Community Ecology Tours

探索～恆春半島社區生態旅遊
恆春半島區域生態為之豐沛，動
植物種類達上千種，從早安日出
梅花鹿、中午玩草地、採茶品茗
至夜間潮間帶賞蟹體驗，讓你們
整天行程滿滿哦！
墾丁國家公園
社區生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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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p Plant History Exhibition Area

體驗過往歷史～瓊麻工業歷史展示區
恆春半島的大光社區，為早期瓊麻
工業興盛的所在，園區內設置展示
館，重現日治時期瓊麻廠房舍、拉
麻台等遺址。
地址：屏東縣恆春鎮草潭路 4 號
大光社區生態旅遊：瓊麻人文生態

當地特色 Local specialty
Dry Flying Fish

必敗名產～飛魚乾
恆春海域捕獲飛魚為白鰭飛魚
及斑鰭飛魚，俗稱「飛烏」
醃 製 過 後 味 道 尤 其 鮮 美。
地點：港口社區、墾丁大街等

Local Mushrooms

在地健康食材～雨來菇
在地人稱之為「草木耳」，雨季
過後，才會在山林間冒出來的蕈
菇，口感十分柔軟，健康美味。
地點：滿洲鄉里德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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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Traffic Information
大眾運輸 Public Transportation
台灣好行墾丁快線
搭乘台灣好行「9189 路 - 墾丁快線」
高鐵左營站→大鵬灣→臺鐵枋寮站→車城→海生館轉乘站→恆春轉運站
→南灣→墾丁牌樓→墾丁派出所→小灣 ( 墾丁 )

客運 Bus
客運主要搭乘出發點：高鐵左營站或高雄自立站
尖峰 6-10 分鐘，離峰 15-20 分鐘一班
聯管中心 07 2357841

屏東客運

中南客運

國光客運

高墾線
共營中心

旅遊資訊

悠遊墾丁

自行開車 Driving
1. 國道 1 號→高雄 88 快速道路→國道 3 號→新埤交流道→台 26 線 ( 南
下 ) →車城→恆春→墾丁
2. 國道 3 號→南下→新埤交流道→台 26 線 ( 南下 ) →車城→恆春→
墾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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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南點之旅 墾丁國家公園

推薦行程 Suggested Itineraries
Two Day Lohas Trip

休閒樂活慢旅二日遊
第一天：
墾管處遊客中心→ 社頂自然公園
→ 船帆石→ 砂島貝殼砂展示館→
鵝鑾鼻公園（鵝鑾鼻燈塔）→ 龍磐
草原→回墾丁大街住宿一晚

第二天：
南灣→ 瓊麻工業歷史展示區 → 後壁湖漁港→龍鑾潭→關山夕照→恆春
→ 回程
One Day Lohas Trip

悠活慢旅一日遊
海生館→恆春古城→墾管處遊
客中心→香蕉灣→鵝鑾鼻公園
（鵝鑾鼻燈塔）→ 回程

Community Ecology Tours

社區生態遊程
來一趟不一樣的墾丁深度之旅！可上網查詢墾
丁社區生態旅遊，挑選參與相關行程，套裝遊
程採預約人數制，請記得事先報名喔！

墾丁國家公園
社區生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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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護資訊 Emergency Service Information
緊急救難單位 Emergency Rescue
名稱

電話

地址

海巡署

118

臺北市興隆路三段 296 號

海洋巡防總局第
十四海巡隊

(08)886-6152

屏東縣恆春鎮大樹房段 1 號 ( 大光管
檢所旁 )

南灣派出所

(08)889-5536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里南灣路 50 號

墾丁派出所

(08)886-1039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113 號

鵝鑾鼻派出所

(08)885-1182

屏東縣燈塔路 220 號

醫護單位 Hospitals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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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地址

恆春旅遊醫院

(08)889-2704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 188 號

恆春基督教醫院

(08)889-2293

屏東縣恆春鎮恆西路 21 號

極南點之旅 墾丁國家公園

港口社區發展協會

Gangkou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優惠券

1. 榕情蜜意 ( 白榕園 ) ( 生態旅遊遊程 ) 活動價格
300 元，優惠價格 250 元 Fruit Eco tour NT$50 off.
2. 採茶品茶趣 ( 生態旅遊遊程 ) 活動價格 250 元，
優惠價格 200 元 Tea Eco tour NT$50 off.
3. 夜間賞蟹趣 ( 生態旅遊遊程 ) 活動價格 350 元，
優惠價格 300 元 Night Krab Eco tour NT$50 off.
地址：屏東縣滿州鄉港口村港口路 42 號
電話：0963-522 868
營業時間：依遊客遊程時間規劃
使用期限：2019 年 7 月 30 日至 2020 年 7 月 30 日為止
使用注意事項 Notice：
1. 榕情蜜意 ( 白榕園 ) 遊程星期一公休
Fruit Tour closed on Mondays.
2. 最低成團人數 6 人 ( 可併團 )
Tour minimum 6 people.
3. 請七天前預約 , 並告知有旅遊手冊優惠
Reservation at least 7 days before, with claiming the
passport usage.

後灣社區發展協會

Houw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優惠券

獨木舟 2 人一艘 ( 生態旅遊遊程 ) 活動價格
1500 元，優惠價格 1300 元
Kayak Experience NT$200 off.

地址：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後灣路 161 號
電話：0975-726178
營業時間：依遊客遊程時間規劃
使用期限：2019 年 7 月 30 日至 2020 年 7 月 30 日為止
使用注意事項 Notice：
1. 最低成團人數 2 人 ( 可併團 )
Tour minimum 2 people.
2. 請 3 天前預約 , 並告知有旅遊手冊優惠
Reservation at least 3 days before, with claiming the
passport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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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福華渡假飯店

Howard Beach Resort Kenting

優惠券

憑活動手冊享住宿升等海景房

Rooms upgraded to seaview rooms.
地址：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2 號
電話：(08) 886-2323
營業時間：依遊客遊程時間規劃
使用期限：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為止
使用注意事項 Notice：
限每 1 活動手冊使用 1 次，特殊假日不適用
One coupon for one time use. Passport not valid on
specific holidays.

墾丁福華渡假飯店

Howard Beach Resort Kenting

優惠券

憑活動手冊享麗香苑用餐 85 折
15% off at Cafeteria on 1st floor.
地址：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2 號
電話：(08) 886-2323
營業時間：
午餐：11；30~14：00、下午茶 14：30~16：30、
晚餐：18：00~20：30
使用注意事項 Notice：限每 1 活動手冊使用 1 次 (10 人以
內 )，團體及特殊假日不適用
One coupon for one time use (maximum 10 people).
Passport not valid on specific holidays nor for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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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日式溫泉館

Qing Quan Japanese-style Onsen Ryokan

優惠券

憑極點慢旅活動手冊
享有食 . 宿 . 住一律 9 折 10% off.
地址：屏東縣車城鄉溫泉村文化路 5 號
電話：(08) 8824121
營業時間：宿 24 小時 食 11:00~20:00 玩 7:00~22:30
使用期限：2019 年 10 月 4 日至 2019 年 10 月 5 日為止
使用注意事項 Notice：
1. 餐飲限壽喜燒與烏龍麵，優惠時段以門市營業時間為主。
Meal discount only valid on Sukiyaki and Wudong
noodle.
2. 住宿限使用手冊一次
Coupon usage only one time on room discount.
3. 住宿需電話預訂 (08)8824121 和 (08)8824120
Room reservation needed.
4. 露天泡湯限每人使用一次
Open-air onsen one time per person.
5. 不得與其他優惠共同使用
Coupon not to combined with other discount offer.

墾丁貝拉司漫民宿

Beras Manor Kenting Guesthouse

優惠券

憑護照享官網房價 85 折 ( 含早餐 )
15% off. Breakfast included.
地址：屏東縣恆春鎮龍泉路 117-1 號
電話：0905-652818
營業時間：每日 08 ︰ 00~22 ︰ 00 ( 全年無休 )
使用期限：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為止
限活動期間內平常日（週一至週五）使用。
連續假期、週六不適用。
使用注意事項 Notice：
限每房使用 1 次，不得與其他優惠共同使用。One coupon usage
one time per room. Not to combined with other discount offer.
須 直 接 向 民 宿 訂 房 使 用。Reservation using coupon only valid
on direct bookings to the guesthouse. Reservation at least 3
days before, with claiming the passport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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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券使用說明
Coupon Instruction

1. 本券恕不掛失、兌現、影印、毀損或塗改者無
效，並禁止單獨販售。
2. 本優惠需憑券兌換且無法與其它優惠合併使用。
3. 請注意優惠券之有效期限，逾期將無法使用。
4. 各商家保留變更優惠券使用辦法之權利。
5. 住宿採預約制，請提前電話預約訂房。
6. 部分優惠活動有人數限制，請事先電話預約。
7. 平日、假日定義各業者定義不同，請事先確認。
8. 本券屬贈券優惠方案，恕不接受退券行為。
9. 每張優惠券僅限使用一次。
10. 請詳閱各商家營業時間，優惠時段以門市營業
時間為主。
11. 生態旅遊是負責任的旅遊，為愛護地球環境、
力行環保，落實生態旅遊精神，減少使用一次
性物品，全程不提供拋棄式用品，請自備私人
生活用具。
12. 滿州、恆春、墾丁地區於夏季時非常炎熱，請
做好防曬及充分飲水以免中暑。冬季來臨時，
東北季風風速強烈，建議多帶件防風或保暖衣
物、帽子。
13. 為配合遊客事先安排遊程時間，請七天前預約
報名，另套裝遊程採預約人數制，恕不接受非
報名人員隨團旅遊。
14. 如遇天候不良、颱風警報發佈或其他不可抗
力之因素，各社區當以安全為先協調其他項備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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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s for coupon use
1. Re-sale of coupons in this booklet is forbidden. Any
kind of duplication or change of coupons is invalid.
2. Discounts MUST be exchanged by coupons. Coupons
cannot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discount offer.
3. Coupons exceeding respective expiry dates will be
invalid.
4. Shops reser ve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usage of
coupons.
5. Accommodations using coupons MUST be prebooked.
6. Quantity of some coupon offers might be limited.
Prior booking is suggested.
7. Definition of weekdays/holidays might be different
subject to respective shops.
8. Coupons are not refundable.
9. Every single coupon is for one-time use only.
10.Discount time is subject to respective shops' open
time.
11.Please proceed with the tour responsibly. To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ecology tour, no disposable items will be
provided in the tour.
12.It could be high temperature in the Manchou,
Henchuen and Kenting areas in summer. Please be
well prepared with sun protection stuff and drinking
water to avoid heat stroke. The Northeast monsoon
could be strong, so please bring warm keeping
clothing in wintertime.
13.For guided tours please reserve 7 days before the
planned tour date. Person(s) without reservation will
not be accepted to be accompanied with the groups
with reservation.
14.Communities and shops may prepare alternatives in
case of bad weather or other force majeur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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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西點 國聖港燈塔

120.035904° E 23.10075671° N

West Pole-Guosheng Lighthouse

沙丘中的秘境

被 網 友 列 為 臺 灣 旅 遊 私 房 秘 密 景 點 之 一， 又 稱 為「 七 股 燈
塔 」。 獨 特 的 黑 白 鐵 塔 造 型， 佇 立 在 黃 金 沙 丘 中， 夜 晚 繁 星 點
綴，宛如秘境般透露著獨特的極點璀璨風華；不論是白天黃金沙
丘的婚紗照，還是夜晚夢幻的星軌，都吸引不少攝影師前來取景。

Secret area in the dune

Also named as “Chigu lighthouse”, this black-and-white
colored lighthouse stand alone in the golden dune, and reflect a Lonely
Planet feel in the starry night. Either its isolated atmosphere in the
day or the star track in the night make it a spot attracting photo fans.

臺南市七股區北堤堤坊

North dam at Chigu District, Tainan city

路線溫馨提醒 Traffic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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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前往國聖港燈塔，可由縣道 173 線前往，經過黑琵生態展示館後，
按照道路標示轉入後方可到達，道路狹小建議留意來車，夜晚光源較
少，需注意旅途安全。
Go along the No.173 highway, passing the Black-faced Spoonbill
Ecology Exhibition Hall, and keep following the signs. Be aware
of narrow embankment-side road as well as low illumination in
the night time.

黑面琵鷺生態展示館

Black-faced Spoonbill Ecology Exhibition Hall

位於臺南市七股區黑面琵鷺重要
棲息地範圍內，建築物位於水上，
造型相當特殊，內部規劃有常態
展示區、生態影片多媒體放映室、
特展區及戶外觀景平台。
With the specially-shaped exterior
built on the water, this exhibition
hall provides ecology display, multimedia, special display areas as well
as an outdoor view deck.

六孔碼頭 南灣遊憩區

Lioukong Wharf and Nanwan Wharf Recreation Area

六孔碼頭以其排水閘門有六個排
水孔而得名。可以在此或位在七
股潟湖區最西邊的南灣碼頭，搭
乘娛樂漁筏體驗潟湖生態之美，
與在地產業風情。
The “Lioukong Whar f ” is
named because of its six drain
g a te s . V i s i to r s e x p l o r i n g t h e
C h i g u l a g o o n a re a m a y t a ke
tourism bamboo rafting tour for
experiencing the lagoon ecology
and the local custom style.

燈塔小知識 Tips of the lighthouse
塔高 32.7 公尺 Height: 32.7 meters
每 15 秒閃光 2 次 Two flashes every 15 seconds
射程約 16.6 浬 Range: 16.6 nautical m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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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東點 三貂角燈塔

25° 00'27.0"N 122° 00'05.0"E

East Pole-Sandiaojiao Lighthouse

生命之始 ~ 站在臺灣之眼迎接希望
曾被西班牙人因震懾於其美景，而取名為 Santiago。擁有「臺
灣的眼睛」之稱的三貂角燈塔是太平洋區的重要指標，位於臺灣極東
的岬角上，帶來東北角每日的第一道曙光！海天一線，海浪滔滔拍打
沿岸巨石，讓我們從極東點三貂角燈塔出發吧！

Start of the life ~ Meeting hope from the eye of Formosa

Astonished by the beauty, this corner was originally
nominated “Santiago” by the Spanish explorers. The “Eye of
Formosa”-Sandiaojiao lighthouse located at the East pole cape
invites the first dawn of the island, so let’s start the tour from
this lighthouse!
新北市貢寮區福連里馬崗街 38 號
No.38, Magang St., Gongl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02-24991300
09:00-16:00 休週一、除夕、初一

路線溫馨提醒 Traffic Access
欲前往三貂角燈塔，可由三貂角步道口步行前往；或由馬崗
附近的岔路循指標上山。0.5-km walk via the Sandiaojiao Trail,
or 1-km ride following the signs from Magang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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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海洋風情 Romantic oceanic style
湛藍的天空與海天一線的美景，
加以周邊愛心意象與歐風洋溢的
白色圓頂涼亭的打造，浪漫十足，
已然成為婚紗禮服拍照的絕佳地
點。
Straight horizon, blue sky and
ocean, plus the European-style
rounded white-roof pavilion, this
romantic lighthouse park has
been a popular venue for wedding
photo.

俯瞰臺灣極東點 Overlooking the East pole point
塔處可以遠眺海岸風光，或是循
著觀景步道往極東點眺望臺漫步
而 去， 此 處 設 立 了「 臺 灣 極 東
點」、「中華民國領海基點」的
告示牌，標示出全臺灣的極東之
處。
From the lighthouse you may
overlook distant coastal line and
scenery, or walk along the trail to
arrive the East-pole view deck. The
signages here indicate the Taiwan
East pole point and the base point
of the territorial sea.

燈塔小知識 Tips of the lighthouse
塔高 16.5 公尺 Height: 16.5 meters
每 28 秒連閃白、紅光兩次
Two white/red flashes every 28 seconds

射程約 25 海浬

Range: 25 nautical miles

燈塔開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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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北點 富貴角燈塔

121.536582° E 25.29842° N

North Pole-Fugueijiao Lighthouse

屹立不搖 ~ 回味百年 懷舊老時光
日本據臺期間為建設日本與臺灣兩地間的海底電纜及航
路標識，所興建的第一座燈塔，原名「富基角燈塔」。燈塔
為八角形，黑白相間的平行條紋，在濃霧中依然看得見這座
擁有百年歷史的地標，長年矗立在北海岸。

Standing still ~ A century of nostalgia

Established in 1896 for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submarine cables and navigation marks, the Fugueijiao
Lighthouse was reconstructed to the current octagonal concrete
tower body in 1962. With paralleled black and white painting for
better recognition in foggy days, this land mark stands still at
the North coast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新北市石門區富基里 Fuji Village, Shihmen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夏季 9:00-18:00，冬季 11 月 -2 月 9:00-17:00（每週一公休）
Mar.-Oct. 09:00-18:00; Nov.-Feb. 09:00-17:00(Closed on Mondays.)

路線溫馨提醒 Traffic Access

台 2 線省道 25 公里處，往富基漁港內進入。
Turn at 25km point of No.2 highway, and head for the Fuji
Fishing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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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塔特色

有別於一般白色燈塔，在這裡被塗成了黑白相間的顏色及特別加裝了
強力的霧笛，最主要就是方便船隻辨識燈塔，避免在海上碰到濃霧時
船隻相撞。

富貴角遊憩區 Fugueijiao Recreation Area

原 住 民 舊 名 為「 打 賓 」 或「 打
鞭」，荷蘭人法倫泰將富貴角記
為「hoek」，意思為海岬。可沿
海濱人行步道，欣賞風稜石和由
石門礁岸所形成的老梅海灣地形
及沙丘。

O r i g i n a l l y n a m e d “ Ta p i n ”, F u g u e i j i a o w a s n o t e d
“hoek”(which means “cape”)
by Dutch explorer. Walk at the
pedestrian trail along the beach,
visitors may see the bay terrain
and dunes formed by stone and
reef.

富貴角風藝術營區 Wind Art Camp

由富貴角燈塔附近的軍營改建而
成的藝術營區，推廣在地藝術 風箏文化。園區內包含藝術展演
區、DIY 手作區、極北認證服務
區、咖啡輕食館及單車樂活館等。
An art camp reconstructed from
the old militar y camp near the
lighthouse, to promote local art
culture – the kite. Facilities of the
camp include artistic showcase, DIY
classroom, North pole certification
service and cycling LOHAS corner.

燈塔小知識 Tips of the lighthouse
塔高 14.3 公尺 Height: 14.3 meters
每 15 秒連閃白光 2 次（白連閃光）
Two flashes every 15 seconds
射程 26.8 浬 Range: 26.8 nautical m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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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南點 鵝鑾鼻燈塔

120.852664° E 21.902836° N

South Pole-Eluanbi Lighthouse

朝氣活力 ~ 東亞之光 藍海之中的驚人魅力
鵝鑾鼻為臺灣南端海角，屬於珊瑚礁石灰岩地形，地理景觀上
十分奇特，有怪石、巨礁及洞穴，海景更是一絕，被視為「臺灣八景」
之一。鵝鑾鼻燈塔是全世界唯一的武裝造型燈塔，也是臺灣光力最強
的燈塔，被稱為「東亞之光」，白色的塔身更是在熱情的藍天碧海襯
托下展現出驚人魅力。

Vigor and Vitality ~ The Light of East Asia

Eluanbi is a reef and limestone terrain at the South cape
of the island. Peculiar scenery like gigantic reef, caves as well
as the oceanic view makes it one of “Eight views of Taiwan”.
Nicknamed as “The Light of East Asia”, the Eluanbi Lighthouse
is the only one military-styled lighthouse in the world, and is also
the lighthouse with the most powerful illumination in Taiwan.

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里燈塔路 301 號

No.301, Dengta Road, Hengchun Township, Pintung County.

夏季 4 月 -10 月：09:00-18:00
冬季 11 月 -3 月：09:00~17:00
（每週一公休）
Apr.-Oct. 09:00-18:00; Nov.-Mar. 09:00-17:00
(Closed on Mon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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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鑾鼻公園 Eluanbi Park

園內生態為珊瑚礁石灰岩地形，可欣
賞 巨 礁 林 立、 奇 峰 與 洞 穴 之 奇 特 景
觀，處處引人入勝。藍天碧海、綠樹
白砂、嶙峋礁石以及台地尖峰等，構
成一幅壯闊多姿的山海圖畫。
( 持護照免收鵝鑾鼻公園門票，停車
費另計。)
It is a coral reef and limestone terrain
in the park . Huge reef, peculiar
peaks and caves form its spectacular
scenery. Blue ocean, azure sky, green
tree, white sand and craggy rocks are
all part of this magnificent portrait of
the nature.
(Show the event passport and get
free entry of the park.)

臺灣極南點

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里燈塔路 301 號
11 月 -3 月：07:00~17:30
4-10 月：06:30~18:30

Taiwan Southernmost Point

位置介於鵝鑾鼻公園與龍坑生態保護
區之間。其外觀設計呈尖頂向天的筍
狀，但另一面呈海螺狀，以兩塊分離
的碑身設計意味著海陸相依。海洋三
面圍繞，在意象標誌的平台上可展望
東方的太平洋、南方的巴士海峽、以
及西方臺灣海峽的海景。

The pylon of Taiwan Southernmost
Point is located between Eluanbi Park
and Longkeng Protection Area. A clever
styling of bamboo shoot-shaped on
one side with conch-like on the other
side implies the idea of separation
yet dependence of sea and land. The
panoramic view of the Pacific Ocean,
the Bashi Channel and the Taiwan Strait
could be received simultaneously from
the view deck.

燈塔小知識
Tips of the lighthouse

塔高 21.4 公尺 Height: 21.4 meters
每 10 秒 1 閃白光
One white flash every 10 seconds
射程 27.2 浬
Range: 27.2 nautical miles
燈塔開燈時間 97

單車租借點
極西點 捷安特永丞單車生活館 李先生 0952 255 158
臺南市仁德區中山路 345 號 / (06)249 8681
迪卡儂 仁德店
臺南市仁德區中山路 799 號 / (06)279 1655
迪卡儂 西門店
臺南市北區臨安路二段 310 號 2 樓 / (06)221 1980
極東點 波斯灣腳踏車 鄒先生
新北市貢寮區興隆街 18 號 / 0936 308 645
福隆驛站單車 林先生
新北市貢寮區福隆荖寮街 15 號 / 0933 228 254
宜隆自行車 簡先生
新北市貢寮區福隆街 5 號 / 0963 560 722
福隆臺灣牛自行車 楊先生
新北市貢寮區北部濱海公路 12 號 / 0928 488 630
極北點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TCF 單車租借站 )
新北市石門區德茂里下員坑 33-6 號 / TCF : 0928 025 778
騎行天下自行車 徐小姐
新北市淡水區鼻頭街 8 號 / 0955 856 078
極南點 榮輪腳踏車 張小姐
屏東縣恆春鎮中山路 180 號 / (08)889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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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ke Rental Service
West Pole
捷安特永丞單車生活館 Mr. Lee 0952 255 158 / (06)249 8681
No. 345, Zhongshan Rd., Rende Dist., Tainan City
迪卡儂 仁德店 Decathlon-Rende shop / (06)279 1655
No. 799, Zhongshan Rd., Rende Dist., Tainan City
迪卡儂 西門店 Decathlon-Ximen shop / (06)221 1980
2 F, No. 310, Sec. 2, Lin’
an Rd., North Dist., Tainan City
East Pole
波斯灣腳踏車 Mr. Zou / 0936 308 645
No. 18, Xinglong St., Gongl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福隆驛站單車 Mr. Lin / 0933 228 254
No. 15, Laoliao St., Gongl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宜隆自行車 Mr. Jian / 0963 560 722
No. 5, Fulong St., Gongl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福隆臺灣牛自行車 Mr. Yang / 0928 488 630
No. 12, Laoliao St., Gongl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North Pole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TCF 單車租借站 ) / 0928 025 778
No. 33-6, Xiayuankeng, Demao Vil., Shimen Dist., New Taipei City
騎行天下自行車 Miss. Xu / 0955 856 078
No. 8, Bitou St., Tamsui Dist., New Taipei City
South Pole
榮輪腳踏車 Miss. Zhang / (08)889 1029
No. 180, Zhongshan Rd., Hengchun Township, Pingtu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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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Up Taiwan 極點慢旅」蓋戳章地點

"Light up TAIWAN 4 Poles Lighthouse Cycling Tour" certification stamping spots

極西點 國聖港燈塔 West pole point – Guoshenggang Lighthouse
被列為臺灣旅遊私房祕密景點的國聖港燈塔，獨特寧靜氣息的黑白鐵
塔造型，佇立在黃金沙丘中，白日風沙吹拂，夜晚星辰繁星點綴，
宛如秘境般透露著極點璀璨風華。Being a mysterious scenic spot
quietly standing on the golden dune, the black-and-white-colored
Guoshenggang Lighthouse is windy on the day and starry in the
night, illuminating the secret corner at the West pole point.
蓋戳章地點
臺灣鹽博物館 地址：臺南市七股區鹽埕里 69 號
蓋章時間：9:00-18:00
Address: 「Taiwan Salt Museum」, No.69, Yencheng Village, Chigu
District, Tainan City.
Open Time: 0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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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章日期：

年 (yy)

月 (mm)

日 (dd)

極東點 三貂角燈塔 East pole point – Sandiaojiao Lighthouse
擁有臺灣眼睛之稱的三貂角燈塔座落在極東美麗的岬角上，位在極東
即代表著是迎接曙光的地方。就像一切生命之始，點亮光明與希望，
臺灣極點旅程就從這裡出發！ Nicknamed “Eye of Formosa”, the
Sandiaojiao Lighthouse is located at the cape corner of the East
pole point, in which it welcomes the first sun light on the island!
This just reflects the lighthouse as lighting up life and hope. That is
the reason we start the Light up TAIWAN tour here!
蓋戳章地點
福隆遊客中心 地址：新北市貢寮區福隆里興隆街 36 號
蓋章時間：09:00–17:00
三 貂 角 燈 塔 地址：新北市貢寮區馬崗街 38 號
蓋章時間：09:00-16:00 ( 週一、除夕、初一公休 )
Address 1: Fulong Visitor Center,
Open Time: 09:00~17:00
Address 2: Sandiaojiao Lighthouse,
Open Time: 09:00~16:00
(Closed on Mondays and Lunar New Year's Eve/Day.)

集章日期：

年 (yy)

月 (mm)

日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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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北點 富貴角燈塔 ( １樓值班台，洽駐塔值班人員 )
North pole point – Fugueijiao Lighthouse

1897 年至今擁有百年歷史的富貴角燈塔，八角形黑白相間的塔身，
在濃霧中依然清晰可見，獨樹一格長年矗立在北海岸，散發著穩固忠
實的溫暖。Established in 1897, with the black-and-white octagon
tower body for better recognition, this century-long lighthouse
stands still at the North coast, emitting trustful yet warm lighting.
蓋戳章地點
地
址：燈塔一樓值班台。新北市石門區富基里
( 臺 2 線省道 25 公里處，往富基漁港內進入 )
蓋章時間：夏季 9:00-18:00、冬季 11 月 -2 月：09:00-17:00
( 每週一公休 )
Address : Helpdesk at first floor of the lighthouse. Fuji Village,
Shimen District. (Near the Fuji Fishing Harbor.)
Open Time : (Mar.-Oct. 09:00~18:00. Nov.-Feb. 09:00~17:00)
(Closed on Mon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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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章日期：

年 (yy)

月 (mm)

日 (dd)

極南點 鵝鑾鼻管理站 ( 鵝鑾鼻燈塔 )

South pole point – Eluanbi Administration Office (Eluanbi Lighthouse)

鵝鑾鼻燈塔是全世界唯一的武裝造型燈塔，也是臺灣光力最強的燈
塔，被稱為「東亞之光」，白色的塔身更是在熱情的藍天碧海襯托下
展現出驚人魅力。As the only military-looked style in the world,
this “Illumination of East Asia” is the lighthouse with the most
powerful illumination in Taiwan. Its white color exterior shows
amazing fascination surrounded by the blue sky and ocean.
蓋戳章地點
地
址：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里燈塔路 301 號
蓋章時間：11 月 -3 月：07:00~17:30、4-10 月：06:30~18:30
（持護照免收鵝鑾鼻公園門票，停車費另計）
Address: No.301, Dengta Road, Hengchuen Township, Pintung
County.
Open Time: Nov.~Mar.: 07:00~17:30. Apr.~Oct.: 06:30~18:30.
(Showing this event passport during event period get free entry of
Eluanbi Park.)

集章日期：

年 (yy)

月 (mm)

日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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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西點 - 國聖港燈塔 小鎮風光 集章處
West Pole-Guosheng Port Lighthouse

1 2 3
4 5 6
7 8 9
104

極東點 - 三貂角燈塔 小鎮風光 集章處
East Pole-Sandiaojiao Port Lighthouse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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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北點 - 富貴角燈塔 小鎮風光 集章處
North Pole-Fugueijiao Port Lighthouse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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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南點 - 鵝鑾鼻燈塔 小鎮風光 集章處
North Pole-Eluanbi Port Lighthouse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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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南口湖 小鎮風光 集章處

West Pole-West Coast Beachside Villages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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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極點慢旅筆記 Memo pad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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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Up Taiwan 極點慢旅」完騎認證
"Light up TAIWAN 4 Pole Lighthouses Cycling Tour" – Memorial Certification of Visit

認證目的：為鼓勵民眾以自行車騎乘來認識與探索自己的家鄉土地，
於活動期間內，至臺灣極東 - 三貂角燈塔、極北 - 富貴角
燈塔、極西 - 國聖燈塔、極南 - 鵝鑾鼻燈塔，與其中四極
點燈塔騎乘自行車旅遊並留下紀錄者，都可獲紀念證書。
活動期間：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活動對象：凡對臺灣四極點燈塔自行車騎乘有興趣者。
一、自主認證：
1. 騎乘自行車與臺灣四極點燈塔 –「極西 - 國聖燈塔、極東 - 三貂角燈
塔、極北 - 富貴角燈塔、極南 - 鵝鑾鼻燈塔」其中之一合影照片。
2. 至活動官網點選「自主認證」，申請「臺灣燈塔 . 極點慢旅完騎認
證」，填寫資本資料、選擇與該點燈塔並上傳與燈塔及自行車合影
照片。
3. 完成後，可直接下載「臺灣燈塔 極點慢旅 完騎認證」電子證書。
二、完騎認證：
1. 騎乘自行車與臺灣四極點燈塔 –「極西 - 國聖燈塔、極東 - 三貂角燈
塔、極北 - 富貴角燈塔、極南 - 鵝鑾鼻燈塔」合影之照片，可申請
完騎認證四合一，【臺灣四極點慢旅創意完成證書】。
2. 以 E-mail 方式寄送圖檔或以照片信件掛號連同參加者姓名、證書寄
送地址及聯絡方式寄至本單位地址申請認證。
3. 活動認證小組收到申請認證資料、E-mail 或紙本信件後將為您製作
證書（約 20 個工作日，視實際收件狀況調整），若申請未通過或資
料不全者認證小組將於 3 日內通知您。
活動護照申購：
1. 歡迎參加「Light Up Taiwan 臺灣燈塔 ‧ 極點慢旅」活動即可贈送。
2. 親臨本會地址辦公室，每本酌收 50 元工本費。
活動認證小組：
E-mail：lightuptw@cyclist.org.tw
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 100 巷 17 號 1 樓
收件時間：2019 年 7 月 1 日 ~2020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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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up TAIWAN 4 Pole Lighthouses Cycling
Tour" – Memorial Certification of Visit
We encourage people exploring this beautiful Formosa by cycling.
Anyone who complete the 4 pole lighthouse visits by cycling within
the designated time period with image records may achieve a
memorial certificate of visit.
Time : July 1st, 2019 ~ May 31st, 2020.
1. Self-Certification：
(1) Taking a photo of either one of the 4 pole lighthouses,
together with you and your bicycle.
(2) Visit the official event website, click “Self-certification” and
then click to apply “Light up Taiwan – Certificate of Visit”. Fill in
basic information, select the lighthouse, and upload your photo.
(3) The electronic version of your personal certificate will then be
downloadable.
2. Memorial Certificate of Finish All：
(1) Taking photo of all the 4 lighthouses, together with you and
your bicycle, may apply for the unique and creative “Light up
Taiwan – Memorial Certificate of Finish All”.
(2) Please kindly mail/email us the photo with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3) The certificate production takes around 20 working days.
Buying an event passport：
1. Registering either one event will get one copy of the passport.
2. Visit our office to buy one. NT$50 per copy.
Contact us：
E-mail：lightuptw@cyclist.org.tw
Mailing address: 1F, No.17, LN100, Chungxing Rd., Xindian Dist.,
New Taipei City 23156
Certification valid during July 1st, 2019 through May 31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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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照人基本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以下個人資料，非強制填寫，請自由選填。

發照日期 / Date of issue
效期截止時間 / Date of expiry

30 JUN 2020

電話 / Tel
通訊地址 /Add
電子信箱 / E-mail
持照人簽名 / Signature

若您拾獲本護照，懇請聯繫我，感謝您！
If You Have Find This Passport, Please Contact Me, Thank You!

活動護照販售：
護照販賣：請洽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02-89193595
每本工本費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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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臺灣自行車節

TAIWAN
臺灣燈塔 極點慢旅

TAIWAN

護照
PAS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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