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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垦丁属于热带气候，年平均 24

度，全年适合旅游。每年 4 月还有春天音乐节活动，

届时总是会吸引很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前往聚会。

垦丁夏季天气较为炎热，10 月至次年 4 月，气候

较之夏季稍微凉爽些，此时游客也比较少，重点是

进入淡季后民宿的房价都比较便宜，有些为了促销

还有更多的优惠折扣。不过此时常有落山风侵袭，

威力相当于轻度台风，行人及车辆均应特别小心。

穿衣指数  垦丁年平均气温 24℃。夏季炎热多雨，

冬季温暖湿润。全年 1 月最冷，平均气温 15℃，

即使在冬季，相对北方的游客，也是温暖舒适的，

只需准备简单的外套或薄毛衣即可；7 月最热，平

均气温 33℃，只需穿棉质轻便短袖衣服或 T 恤。

不过垦丁无论冬夏，太阳光都强，记得戴上遮阳帽

抹好防晒霜，遇上雨季，还得随身携带雨具。

消费与汇率  台湾流通货币为新台币 ( 简称

TWD、 NT$ 或 NT$$D)。去台湾旅游，带上一张

银联卡即可。台湾目前有 80% 的 ATM 机有银联

标示，可直接用银联卡取款，可以到 7-11、全家

便利店或邮局寻找带有银联标示的 ATM。

汇率：1 人民币元 =4.98 新台币（2014 年 2 月）

©北京蚂蜂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mafengwo.cn）独立拥有或与本

站注册用户共同拥有本站内容版权和其他相关知识产权；未经本公

司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复制或在非本公司所属服务器上制作

镜像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站内容。

垦丁速览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PI 最终上岸时战胜自我、重新开始美好生活的秀美海滩的取景地

就在垦丁。这片国境之南，有来自太平洋的风，有碧蓝纯净海滨风光，有坚持原创鼓励个性

的“春天呐喊”音乐节，有希腊的浪漫、夏威夷的热情，一切都忽隐忽现在文艺小清新的格

调里。境内的主要景点绝大多数都在垦丁国家公园的范围内，垦丁国家公园是台湾第一座国

家公园，每到落山风开始的季节就会有许多来自北方的珍贵鸟类来此避冬。此外，海底的珊

瑚景观也是垦丁国家公园的一大特色。随着电影《海角七号》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热映，

更使得恒春与垦丁声名大噪。

垦丁国家公园：公园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动植物资源，而且还有美丽的湖光山色。陆地范围

西边包括龟山向南至红柴之台地崖与海滨地带，南部包括龙銮潭南面的猫鼻头、南湾、垦丁

国家森林游乐区等，东沿太平洋岸经佳乐水，北至南仁山区。海域范围包括南湾海域及龟山

经猫鼻头、鹅銮鼻北至南仁湾间，距海岸 1 公里内的海域。

恒春古镇：恒春古城坐落于恒春半岛的最南端，恰如其名，这里四季如春、清爽宜人。在古

镇中漫步，南台湾的风情一览无遗，特别是 4 个遗留至今的古城门，似乎还向人们诉说着往

日的故事。走在幽静的民宅小巷里，有时还能发现一些上千年的古旧陶片。

Introducing KENTING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KENTING垦丁 更新时间：2014.07

平时就充满热带风情的垦丁大街，到了夜晚就成了全垦丁人潮最多的地方，各式各样吸引人

潮的要素：海洋风味的个性商店、五花八门的小吃摊、另类有趣的 Pub 表演、风靡大街的

彩绘纹身……让整条大街都萦绕着南洋风情的愉悦氛围。来到垦丁游玩，千万别错过独一无

二的垦丁夜生活。

特别推荐 Special

 小被炉  充满生机的国境之南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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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丁

台  湾



垦丁 K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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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 在白沙湾做梦，经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看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定忘不了唯美震撼的海上浮岛和墨西哥

海滩，这片纯白晶莹、明亮透彻的白沙滩，正是白沙湾（见第 5 页）。

这里常年风平浪静，非常适合进行游泳、潜水、帆船等海上娱乐活动；

陆上也可以进行烤肉、露营或骑车健行。躺在沙滩上享受日光浴，会重

回电影梦幻场景。

★ 一路向南，触摸垦丁真正的最南点

很多人都错把鹅銮鼻的灯塔当成了垦丁的最南点，其实不然。比起一些

知名的景点，最南点算是很少人知道的所在，所以这里也特别清净惬意。

它介于鹅銮鼻公园与龙坑生态护区之间，设置了木造眺望平台与意象标

志，透过墙体的缝隙还可以看到最南边的海湾和浩瀚的海峡。

★ 租一台机车，在恒春半岛回忆懵懂青春

因为《海角七号》，恒春半岛从无人问津到众人追寻。电影里，送模特

儿的汽车卡在了恒春西门，男女主角阿嘉和友子也在这里相识、相知、

相爱。幽静的民宅小巷里，处处萦绕着夏日的感动和浪漫。租一台机车，

在半岛的某个角落，找寻你的爱情，或者回忆你的火热青春吧。

 小 A  机车上的浪漫

★ 到春浪音乐节狂欢，沐浴音乐盛宴

垦丁春浪音乐节堪称是带动全台户外音乐会的“始祖”，也是垦丁的一

个标志性活动，每年有很多游客都慕名而去。这是一个大型的户外音乐

艺术祭，于每年春假期间（4 月 5 日前后）举行，喜欢独立音乐，热爱

摇滚或小清新的朋友们，快去垦丁尽情摇摆吧。

Sights景点

垦丁境内的景点绝大多数都在垦丁国家公园的范围内。公园三面环海，

是台湾第一座涵盖陆域与海域的公园，沙滩、奇岩、绚丽的海底世界，

是最具南岛风情的旅游度假胜地。本区热门景点有猫鼻头、南湾、白沙湾、

鹅銮鼻公园、佳乐水、风吹砂、社顶公园等。

01  南湾

这是垦丁最热闹的戏水基地，绵延 600 公尺的白色沙滩，适合游泳、冲浪、

潜水、帆船等海上运动，沿海有各种珊瑚和热带鱼，是最佳潜水胜地。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南湾里南湾路 223 号

费用：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8:00-18:30  

联系方式：+886-8-8892894                                                                                          

到达交通：在高雄车站搭乘营运巴士（高雄、屏东、中南、国光客运）到恒春，

再转搭垦丁街车（橘线）在南湾下车即到

用时参考：3 小时

annie的老妈 南湾海岸平坦、波浪适中，风景靓丽，不论在海上游泳、滑水、

驾帆船，或在沙滩上打排球、漫步、日光浴，均十分适合；每逢台风过后，

波浪较高时，就是冲浪的最佳时机。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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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防晒新法则 喷出健康水漾肌

海滩，旅行，高原，户外运动，准

备好迎接阳光活力的夏天了吗？今

夏，美加净鲜果防晒家族推出明星

新成员：美加净水漾清透防晒喷露，

让你轻松喷喷，畅享夏日，无惧骄

阳！

超高倍防晒指数，防水耐汗，户外防晒优选择

喷露的超高防晒指数和长时间的抗汗防水效果非常出色。由多种

防晒成分组成的多维防护屏障，针对不同波段的紫外线多方位隔

离 UVA/UVB，高防晒指数 SPF30+  PA+++ 带来良好的防晒

效果。

遇水后防晒指数仍可达到 SPF30+，能持续防水并适应户外活动

的防晒需求，即使流汗也不用担心晒伤肌肤，特别适合热爱生活

的活力女孩。

清新水果精华，轻薄透气，肌肤时刻盈润 

喷露蕴含的天然水果精华为肌肤注入鲜活能量，西柚强效抗氧化，

青葡萄给肌肤及时补充水分，让肌肤在不受阳光伤害的同时，获

取满满水润养分，时刻盈润！

采用亲肤配方，水漾质地更轻薄透气，轻轻一喷，比涂抹型更均

匀和轻薄。轻轻按压喷头，清新怡人的西柚香味迎面拂来，仿佛

已然进入夏日沙滩上，享受阳光的甜蜜轻吻。

美加净水漾清透防晒喷露

         ●  超高倍防晒指数，SPF30+，PA+++
         ●  持续防水耐汗，遇水后仍可达 SPF30+
         ●  水漾质地，轻薄透气
         ●  喷露形式，易于涂抹，且更均匀
         ●  西柚 + 青葡萄精华，肌肤水嫩通透 

即刻体验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http://imfw.cn/l/742293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5中国系列

02  龙銮潭

龙銮潭素有“水鸟天堂”的美名，每到秋季大群侯鸟南迁，开阔的湖面、

青翠的湿地与大群的鹭鸶，构成动人画面。此外，这里设有 12 部高倍率

单筒望远镜，配合鸟类图鉴，提供游客认识湖面上的雁鸭群，并欣赏鸭

子们生气勃勃的模样。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草潭路 250 巷 86 号

费用：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8:30-17:00

联系方式：+886-8-8891456                                                                                    

到达交通：搭乘营运巴士（高雄、屏东、中南、国光客运）到恒春转运站，

然后转搭垦丁街车（蓝线）至龙銮潭即可；或从恒春沿台 26 号道行驶，

在天鹅湖渡假旅馆前右转，再行驶约 3 分钟，右方即为龙銮潭

用时参考：2 小时

江南白云  龙銮潭是南台湾的“野鸟天堂”。停车驻足，在这龙銮潭的南

岸，看绿草漫绕碧水、白云萦系远山，天地高阔，视野寥廓，吐故纳新，

心意十分悠畅。　

03  鹅銮鼻公园

鹅銮鼻公园前身为海底礁岩，园区内有各种热带植物，且因地形优势能

眺望碧海蓝天。园内灯塔是南部海域的指引明灯，也是全世界唯一的武

装灯塔。此外在塔旁还有巨像一座，供游人瞻仰。巨像前有“台湾八景”

纪念石碑一座，供游客照相留念。

 橙橙橙余橙  鹅銮鼻公园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鹅銮鼻公园

费用：40NT$

开放时间：6:30-18:30

联系方式：+886-8-8851101                                                                        

到达交通：搭乘国光客运往恒春方向的班车至恒春站，再转乘国光客运

往鹅銮鼻方向的班车至鹅銮鼻公园站即可到达

用时参考：2 小时

Ivyyew  鹅銮鼻公园再往南数百米就是台湾本岛最南端，由平台望出去

可看到太平洋与巴士海峡的交界处，由于洋流的影响，时常是波涛汹涌，

放眼远眺，周围皆是望不到尽头的壮阔景象。特别推荐在鹅銮鼻公园的

海边栈道上观赏夕阳。

04  船帆石

船帆石位于垦丁与鹅銮鼻之间，为附近台地所滚落下来的巨型珊瑚礁岩。

由于它远看像扬帆进港的船帆，因而得名。石头上长满了野草花卉与灌木，

成为鸟群栖息的窝巢。另有说其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头像。

 一然  船帆石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海岸珊瑚礁前緣

费用：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联系方式：+886-8-8861321                                                                                       

到达交通：从高雄走 17 号省道（即滨海公路），经水底寮后转入 1 号省道，

过枫港接 26 号省道，经恒春和垦丁即可抵达

用时参考：半小时

whyl007  由垦丁往鹅銮鼻方向，沿途可看到有一状似帆船的珊瑚礁岩

矗立于海中，看起来像是即将启航的帆船，因而被称为船帆石。由于从

某一角度观看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头像，该石亦俗称尼克松头。除了

船帆石景观外，近来该地也成为赏鸟与浮潜的热门地点，附近开设了不

少潜水相关的商店与民宿。

05  猫鼻头

猫鼻头位于恒春半岛的东南岬，冬天适合藻类的繁殖，海岸边处处可见

到各式繁茂的藻类随波摇曳，与蔚蓝清澈的海水、五彩缤纷的热带鱼和

狰狞的珊瑚礁岩相衬极富观赏之美。附近的后壁湖是垦丁国家公园内最

大的渔港，一年四季都可见到不同的渔获。每当黄昏时，常可见本地人

和游客争购海鲜，极为热闹。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猫鼻头公园

费用：门票免费；停车费：机车 10 NT$/ 次，小客车 30 NT$/ 次，大

型车 40 NT$/ 次

开放时间：8:30-18:30（每年 4 月至 10 月）；8:30-17:00（每年 11

月至翌年 3 月）

联系方式：+886-8-8867520                                                    

到达交通：搭乘营运巴士（高雄、屏东、中南、国光客运）到恒春，在

恒春转运站转搭垦丁街车（蓝线）可直到猫鼻头

用时参考：3 小时

無言 BJ  猫鼻头是典型的珊瑚礁海岸侵蚀地形，鸟瞰似女孩的百褶裙，

故有裙礁海岸之称。因岩岸旁有一块突出的珊瑚礁岩，其外型像蹲坐的

猫而得名。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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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白沙湾

看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定忘不了唯美震撼的海上浮岛和墨西哥

海滩，其实那就是白沙湾。白沙湾终年风平浪静，因此非常适合游泳、

潜水、帆船等海上娱乐活动。而陆上也可以进行烤肉、露营或骑车健行

的乐趣。秋冬时节可看夕阳沉海的美景，入夜时则可看满天闪烁的点点

星光。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猫鼻头西北方的海岸线上

费用：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联系方式：+886-8-8861321                                                                      

到达交通：在高雄火车站搭乘中南客运旗下的恒春半岛旅游专车（高雄 -

垦丁 - 鹅銮鼻），可达白沙湾

用时参考：1 小时

那年的梦想  看完海洋生物，我们去白沙湾踏浪。来到海滩，你会看到很

多很美好的景象。《海角七号》里阿嘉和友子相拥在一起的海滩就是这里。

07  垦丁森林游乐区

这是观察热带植物的最佳地点，区内特殊的植物景观如银叶板根、垂榕

谷及珊瑚礁岩形成的天然地形如石笋宝穴、一线天等都值得一看，而在

观海楼上则可远眺垦丁周围山海景致。适合全家大小前往游览。

 幸福很简单  垦丁森林游乐区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垦丁里公园路 201 号

费用：假日全票 150NT$，平日全票 100NT$

开放时间：8:00-17:00

联系方式：+886-8-8861211                                              

到达交通：开车沿省道 3 号，在林边交流道下，再上台 17 线，经枋寮、

枫港，行至台 26 线，直走可到

用时参考：3 小时

幸福很简单  垦丁森林游乐区是台湾第一座热带植物林，园区现有植物千

余种。游乐区内遍布玲珑怪异的珊瑚礁岩，奇异天成，林相及风景均极

优美。杭州植物园也有这个感觉，只是杭州植物园永远是人满为患，在

这里，电动车跑了几公里都没发现有人，倒是有很多牛。

08  龙盘公园

龙盘公园是东北季风影响下的草原植物景观，视野十分开阔，成为观星

的好地点。这里每年 4-6 月的晚上有 2 小时可欣赏到南十字星。另外，

具有指标意义的“台湾最南端”的标志也立于此区域内。

 鼓鼓  龙盘公园天蓝水碧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佳鹅公路

费用：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联系方式：+886-8-8861321                                           

到达交通：搭乘屏东、高雄、中南、国光客运到恒春，转搭垦丁街车（橘

线）就到龙盘公园

用时参考：1 小时

狸猫君  龙盘公园真的太美了！这里是看太平洋海景最好的地方，海天一

色，如油画般绚丽，让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是海风太大，刮

得人摇摇欲坠，观海时必须注意安全。

09  佳乐水

佳乐水风景区背山面海，素有“海神乐园”之称。景区内有一条全长 2.5

公里的石板步道，直通最里面的山海瀑布。山海瀑布，是由 3 条溪流汇

流而成，分成 2 段，瀑布上方有一片草原，视野辽阔。由于沿岸为黑潮

流经，水急浪高，大型洄游性鱼类多，所以这里也是海钓的最佳去处。

地址：屏东县满洲乡满州村中山路 43 号

费用：门票 100NT$；停车费：大型车 80NT$，小型车 50NT$，机车

30NT$

开放时间：7:00-17:00

联系方式：+886-8-8801083                                                    

到达交通：搭乘营运巴士（高雄、屏东、中南、国光客运）到恒春，在

恒春转运站转搭垦丁街车（绿线），在佳乐水下车即到

用时参考：1 小时

正版小小酥  佳乐水其实就是个赏石头的地方，那些被海水冲刷后古怪的

石头，被赋予了各种神奇的名字，印象最深的就是死猪石！景区内会有

定时往返接驳车（费用包含在门票里了），班次很多，进去时，接驳车

会在每块被取名字的石头处停留几分钟留给游客车上拍照，全程是不允

许下车的，直到到达景区“最里面”，也就是人面石的地方，游客下车

自由活动，然后再实时搭接驳车回去。

10  社顶公园

全区以长达 13 公里的步道衔接，并设有赏景休息亭及解说标识，是一处

极富原始风味且充满知性的自然公园；此外，每年 10 月还可在此观赏候

鸟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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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垦丁国家公园范围之外，还有很多独特有趣的美丽景点，分散在恒春

半岛的不同角落。

13  关山

由于位置佳，因此关山最知名的特色是能欣赏到动人的夕阳美景，因而

有“关山夕照”的美名。向南又可眺望龙銮潭及南湾至鹅銮鼻的景致。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关山

费用：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联系方式：+886-8-8861321                                                                   

到达交通：在高雄火车站搭乘往恒春的班车后，再转搭高雄客运往高山

严的班车，在关山站下车后步行即可抵达

用时参考：2 小时

whyl007 关山的日落相当大气，抵达关山的道路也很惊险。从高雄自驾

过去，走 17 号省道（即滨海公路），经水底寮后转入 1 号省道，过枫港

转入 26 号省道，经车城、恒春，就能直达关山了。

14  垦丁牧场

垦丁牧场占地广达 1,149 公顷，牧草如茵，采取放牧方式，举目可见

到一群群牛羊徜徉于辽阔青青大草原，风景极为优美。在此可远望标高

318 公尺的大尖石山。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垦丁里牧场路 1 号

费用：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8:00-17:00

联系方式：+886-8-8861358                                   

到达交通：从高雄走 17 号省道（即滨海公路），经水底寮后转入 1 号省道，

过枫港接 26 号省道，经恒春至垦丁，行驶于垦丁路上即可抵达

用时参考：2 小时

西瓜咪  垦丁牧场其实在大多数游记中都鲜有提到。“听说那里很漂亮，

但遗憾地错过了”，看到了这句话后我就一直记在心上。从小道进去，

一开始，误以为自己找错了路，越进去就能看到愈来愈多的绿色，停下

车走走拍拍，遇到了牛哞哞羊咩咩马吁吁，还有带着狗出来跑步的外国

人和骑行者。垦丁牧场牛奶值得推荐，口味众多，有冷热之分，还有羊

奶卖。羊奶味道蛮重的，不过都蛮好喝的。100NT$3 瓶，35NT$ 一瓶。

15  海洋生物博物馆

全区合计约 60 余公顷，主要有 3 个展示馆：台湾水域馆、珊瑚王国馆、

世界水域。各建筑物波浪般的屋顶配合山海景致代表水的精神，悬挂在

挑高 21 公尺的大厅上、象征带领民众迎向大海的海洋生物模型，更让本

馆充满浓厚的海洋味。海底隧道让游客自在穿梭在人造海洋景观中。

地址：垦丁森林游乐区之东南面

费用：门票免费。停车设施：大客车 100 NT$、小型车 50 NT$、机车

20 NT$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联系方式：+886-8-8861821                                                 

到达交通：搭乘屏东、高雄、中南、国光客运到恒春，然后转搭垦丁列

车到垦丁后徒步即可到达

用时参考：1 小时

无边云  社顶公园从入口可以直接开车进入，曲径通幽，穿过蜿蜒而上的

丛林马路，一下豁然开朗，迎着清晨的一缕阳光，小狗懒懒地趴在马路

中央，一点也不怕人，花花草草都还带着露水，散发出阵阵香气，这里

的风景很美。社顶公园原来是个原住民的部落，站在社顶公园可以居高

临下地看垦丁，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见到其他游客。

11  风吹砂

风吹砂是台湾珍贵的地形景观之一，夏天雨季时，冲沙顺着地形流向大海，

为砂河景观，再由台地边缘垂泄直下，成为砂瀑奇观；冬天东北季风增

强时，风把港口溪中的沙石吹向内陆，因而形成难得的砂河地形。

 晴天趴趴  风吹砂的绮丽美景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

费用：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联系方式：+886-8-8861321                                                          

到达交通：搭乘垦丁列车，在鹅銮鼻公园站下车，然后转搭垦丁街车（橘

线）到风吹砂下车即可

用时参考：1 小时

12  大尖山

垦丁国家公园的地标，是恒春半岛上典型的外来岩块，高 318 公尺，在

垦丁一带随处可见，且随着角度不同呈现不同风貌。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

费用：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联系方式：+886-8-8861321                                        

到达交通：由屏东走 1 号省道，过枫港接 26 号省道，经车城、恒春，

即可到达。

用时参考：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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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星  海洋生物博物馆门口的巨型鲸鱼

地址：屏东县车城乡后湾村后湾路 2 号

费用：门票 450NT$，优待票 250NT$（享优待人员：115 公分以上的

学生；高中以上持有效学生证者；持有效荣民证、公教人员退休证之民众）

开放时间：平日 9:00-18:00，假日 8:00-18:00（17:00 停止售票），7、

8 月暑假期间 8:00-20:00

联系方式：+886-8-8825001                                                            

到达交通：在高雄火车站可搭乘（国光客运、高雄客运、屏东客运、中

南客运）至垦丁，车次 1 天 3 班

用时参考：2 小时 

Ivyyew  在海洋生物博物馆，除了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海洋生物外，还

能看到员工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以及对生物的尊重，令人动容。海生馆里

每隔半小时都会有各类型的讲解及喂食演示，这里没有摇尾乞怜依靠表

演来换取食物的动物，所有生物都尽可能地按照它们的习性生活着，平等、

尊重、爱护，这才应该是对动物的态度。海生馆还提供夜宿服务，在海

洋和鱼群的簇拥下入睡，是多么让人难忘的经历啊。

16  恒春古城

坐落在镇中的恒春古城，为台湾二级古迹。游客可从西门为起点，徒步

至天后宫、南门，转往东门，登高远眺恒春镇全景，并可于出火观看该

处地面冒出火焰的现象。

 106 的 2012  闻名遐迩的恒春出火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

费用：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联系方式：+886-8-8338100                                                 

到达交通：在高雄火车站搭乘屏东客运、高雄客运联营或中南客运、国

光客运至恒春站下车即可

用时参考：1 小时

whyl007  恒春古城主要景点：（1）猴洞山：虽然只是一座小珊瑚礁丘块，

但由于是龙脉所在，且有广宁宫、天后宫、龙泉岩和福德宫等名刹环绕，

可说是恒春城的角头灵山。（2）槟榔街：恒春人嗜嚼槟榔，福德路号称

是全台最大的槟榔零售市场；每天上午，福德路上总是挤满了采买槟榔

的人湖，一箩筐一箩筐的“青仔”摆在路旁。（3）南门：南门位于恒南

路中央，现已设立圆环予以保护，由于位居往来要道，可说是一般游客

最熟悉的城门。城楼前方设有轩亭，其作用如一般民家前的骑楼，具防

日晒雨淋之效，属于十分罕见的设计。现貌为 69 年修葺，与原貌已有出

入。南门应该是最繁华的一个入口。（4）西门：在方位上，西门实偏北方，

四座城门中，只有西门位于繁忙的中山路。（5）北门：北门所在地至今

仍属郊区，穿越门洞出城，可远眺苍茫的三台山、虎头山，反方向入城，

又见街市逐渐熙攘，情境一如百年之前。（6）东门：位于 200 县道旁，

居通往满州的要津，城楼几经修复，且可以登临，供人就近观察古城的

造型。

17  阿嘉的家

这儿是因为电影《海角七号》走红而被改成民宿供影迷参观的阿嘉的家，

房间仍保留了电影中的所有场景，有阿嘉睡过的双人床、床单，墙上有

海角七号的电影海报，书柜上有一瓶小米酒，床边摆了一把阿嘉在戏中

使用的吉他，上面还有男主角的签名，简直让影迷开心到爆。

 

如果要住宿，则要整栋楼都包下来，还需提前预约。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光明路 90 号

费用：门票 50NT$

开放时间：全天

联系方式：+886-8-8895879                                     

到达交通：搭乘蓝色、绿色垦丁公车于恒春转运站下，步行 3 分钟即可

到达

用时参考：1 小时

zhang_xunan  《海角七号》电影里的邮筒，就在“阿嘉的家”门口，

我们买了些明信片，在这里写好，寄了出去，只希望收到的人可以和相

爱的人一直走下去。从阿嘉的家往回走的路上，有玉珍香蛋卷和小杜包

子店，都超好吃，强烈推荐。

18  垦丁大街

传说中的垦丁大街，是由“垦丁国家公园牌楼”到“垦丁西泽大饭店”

之间的垦丁路。这段短短不到 2 公里的垦丁路每到夜晚就会摇身一变成

为热闹繁华的垦丁大街，同时也把垦丁的夜晚点缀成一片缤纷，目前已

是来垦丁游玩的游客傍晚必逛的景点。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垦丁路

费用：免费

开放时间：17:00-01:00（多数店家营业时间）

联系方式：+886-8-8898112                     

到达交通：在高雄火车站前搭乘国光客运或正对面的中南客运（高雄东站）

或火车站前高雄、屏东联营客运（建国站）等巴士，前往垦丁

用时参考：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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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inca 垦丁大街的美食特别多，五花八门的小摊、必尝的在地美食，以

及各式扑鼻的异国、南洋料理，较特殊的是这里每一家餐厅装潢都相当

特别，其中还有一间需要预约才能尝到的“迪迪小吃”，更是许多饕客

按图索骥来到垦丁大街必尝的异国料理。

 小孩子  日落前的垦丁大街

住宿 Sleep

“住民宿”俨然已经成为垦丁时下最受欢迎的旅游活动，在各大旅游观

光景点，时常可见特色化的民宿，吸引着不少想品味地道民风又想节约

钱包的旅游爱好者。垦丁大街上林立的各式民宿也在不断求进步与用心

经营之下，呈现在游客面前。除了各色民宿，垦丁也有价格不菲的高档

酒店，豪华舒适的设施加上纯净浪漫的海滨风光，喜欢奢华的你可尽情

享受。

 橙橙橙余橙  充满特色的垦丁民宿

高档酒店

19  垦丁凯撒大饭店

酒店邻近垦丁国家公园，是垦丁地区休闲饭店的首选。发现西餐厅、兰

苑中餐厅和庭园 BBQ 将全天候供应中西方美食，海湾酒吧也供应各式各

样的鸡尾酒。酒店提供租车服务，方便造访礁岩迷宫森林、奇石岩洞等

着名景点，另外，户外温水泳池也是酒店的一大特色。

地址：恒春半岛垦丁路 6 号

网址：http://keNT$$ing.caesarpark.com.tw/index.php

联系方式：+886-8-8861888 

到达交通：于屏东南州下交流道后左转，依指标衔接台一线、至枫港续

行台二十六线省道往垦丁方向前进。车行过垦丁大街后，左侧即为垦丁

西泽大饭店（饭店前方为小湾及青蛙石）

参考价格：12000NT$$/ 晚起，酒店还提供 2 日游和 3 日游套餐，分

别是每人每晚 2750NT$$+10% 起、每人每晚 2700NT$$+10% 起

退后的飞翔  饭店虽然贵一点，但是物有所值。首先它是 5 花饭店，服务

和硬件都有保障；第二，它提供了高雄左营到饭店的往返接驳车，对于

我们 3 口人来说，就节省了 2400NT$$。第三，饭店的官网上有套装优惠

行程，10040NT$$ 三天两晚，有欢迎水果，每日 4 款冷饮，还可以参加

几次活动，非常超值。此外，饭店还有专门的儿童活动中心。

20  夏都沙滩酒店

酒店位置优越，距离市区繁华地段仅有 10 公里路程，同时也是全台湾唯

一紧邻美丽贝壳沙滩的南欧风情酒店。酒店目前有普罗、马贝雅及波西

塔诺共 3 个馆，其中包含 1 间顶级皇家套房，共 293 间各式客房。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垦丁路 451 号

网址：http://www.ktchateau.com.tw/

联系方式：+886-8-8862345

到达交通

公交：搭乘垦丁快线，在夏都站下车即到，快线 30 分钟 / 班。

自驾：走南二高速，下南洲交流道，然后转台一线接南下 26 号屏鹅公路，

顺着指标直走到垦丁。

参考价格：9000NT$$/ 晚起

Susie 我们这次因为带蜜月性质，所以订了垦丁名声很大的夏都沙滩酒

店，住全酒店最好的一个馆——波西塔诺馆的蜜月套房，正好有个 2 晚

套餐 19000 台币包 2 天早晚餐，我还住到《海角七号》里面友子的 5252 房。

这个酒店在米其林、LP、和 TravelKing 中都有很高的关注度。据说垦丁

最好的一片沙滩就是夏都酒店的私有沙滩。

21  H 会馆

地理位置优越，旅客们可轻松前往市区内各大旅游、购物、餐饮地点。

会馆精心打造 126 间舒适客房，每间客房均有面海观景落地窗，室内设

计优雅简洁。此外，会馆外四处还围绕着虫鸣鸟叫的大自然游乐场、户

外花园停车场、婚礼大草原、森林步道、阶梯花园休憩区。

地址：屏东县狮子乡竹坑村竹坑巷 60 号

联系方式：+886-8-8771888

到达交通：可搭乘中南客运、高雄屏东联营客运抵达狮子乡竹坑—农民

休闲中心站（Ｈ会馆），车程约 2.5-3 小时；班次每 10-15 分钟 / 班。

参考价格：5800NT$$/ 晚起

墨墨 .Cindy  住了 2 晚的酒店，绝对的海景房，无边游泳池给我们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酒店每日提供水果和免费饮料（不止是矿泉水），连洗

漱品都是欧舒丹的，房间大而且干净。酒店每日有免费到高铁左营和垦

丁夜市的接驳车，司机的态度非常友善，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非常

幸运的是去垦丁夜市那天只有我和老妈两个人（其他预订车辆的客人都

觉得太冷了不出门），司机先生全程陪同我们逛夜市，推荐地道的小吃，

还帮我们提东西，非常贴心。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10中国系列

经济型酒店

22  沐夏垦丁会馆

会馆介于垦丁森林游乐区与社顶公园之间，虽临近喧哗的垦丁大街 4 公里，

却也仿若置身世外桃源。馆内房间除全新装潢与精致舒适的休憩空间外，

卫浴环境更搭配着得天独厚的大自然景观，平添轻松氛围与浪漫气息。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垦丁里社兴路 98 号

联系方式：+886-8-8863988

到达交通：走南二高速，下南洲交流道，然后转台一线接南下26号屏鹅公路，

顺着指标直走到垦丁，到达垦丁大街后往山上行驶，7、8 分钟即到

参考价格：1900NT$$/ 晚起

Danny 丹尼  外貌很特别，整体装修布置让人很舒适，摩登商旅的质素，

不过有些部分也流露了它是民宿的特质。店员和店长很友善，提供了很

多贴心的意见，特别是店长在深夜也愿意开车到大街接载我们回酒店。

酒店房间很舒服，床也很舒适。整体来说相当不错，缺点是有点偏僻，

不可能步行至大街。

23  统茂高山青饭店

统茂高山青饭店为商务和休闲游客而设计。在这里，游客们可轻松前往

市区内各大旅游、购物、餐饮地点。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垦丁路 271 号

网址：http://toongmaokt.cheap.com.tw/

联系方式：+886-8-8861234

到达交通：由小港交流道下，上 17 号省道，再沿屏鹅公路行驶，经车城、

恒春、南湾、续行即到达垦丁路

参考价格：1690NT$$/ 晚起

晴天娃娃  酒店位置优越，就在垦丁大街上，垦丁楼牌对面，在垦丁楼牌

站一下车就可以进酒店。酒店房间比较大，房间设施较一般，房间内无

wifi，仅一楼大堂有免费 wifi。房间的窗户直对大海，酒店边上有个小海滩，

走过去可以感受大海。酒店提供美式台球、儿童娱乐等免费项目，还有

免费夜宵，绿豆粥。

24  悠游旅店

邻近垦丁最热门的海滩——南湾海水浴场，有如南岛般的度假胜地，可

眺望南湾海天一线的美丽景致。旅店特别之处还有顶楼露天景观台，可

以在这里 BBQ、看星星。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南湾路 212 号（南湾游憩区入口处对面）

网址：http://yoyo-resort.okgo.tw/

联系方式：+886-8-8882627

到达交通：搭乘加挂 88 号路线芝班车，在恒春站下车，并接着转搭客运

至南湾站下车即可

参考价格：1450NT$$/ 晚起

陳曦 地点就在南湾正对面，要到南湾玩很方便，且可回房清洗。我很喜

欢旅店较大的房间和干净卫生间，在整个台湾行所住过的同价位旅店中

算是非常好的。

特色民宿

25  窝。在海边

民宿地处垦丁大街及鹅銮鼻公园的中心地带，前往垦丁大街、船帆石、

鹅銮鼻、风吹砂、龙盘草原皆十分方便。民宿正对面就是砂岛贝壳展示

馆，仅需要跨越马路即可抵达蔚蓝海域。民宿提供多种房型，风格极简，

和谐而单纯。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砂岛路 218 号

网址：http://seashoremyhome.okgo.tw/

联系方式：+886-8-8851155

到达交通：在枋寮搭乘屏东至恒春段客运，可直达垦丁

参考价格：2100NT$$/ 晚起

知道分子  旅店的风格实在是我的大爱，简约不简单，给人一种干净纯粹

的时尚感。旅店对面就是大海，晚饭后可以去沙滩散步，玩游戏等。房

间明亮大气，床也非常舒适，不换房续住还可享受当天房价优惠 300 元。

26  玛雅之家

位于大尖山农场旁，暂离了垦丁大街的喧嚣，二栋住宿客房，居高临下，

可放眼草原的辽阔，享受垦丁难得清静。旅店还供应营养的早餐、代租

机车、代办各项水上活动及各种票券、行程规划等。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垦丁路 330-6 号

网址：http://maya.18851.com.tw/

联系方式：+886-8-8861925

到达交通：搭乘屏东客运、中南客运、高雄客运，在垦丁麦当劳下车或

是森林游乐区牌楼下车后，面向牌楼左边全家便利商店小巷进去约 300

米就到玛雅之家

参考价格：2400NT$$/ 晚起

标标  我们兴高采烈地住进了玛雅之家的 6 人跃层大 House。位置稍偏，

不过闹中取静，环境不错，出了院子就是大尖山牧，早晚都有牛群。房

间是联体别墅，1 层夫妻房 + 客厅带个冲浪浴缸，2 层跳台 4 人间 + 阳台。

27  优闲民宿

民宿地理位置优越，临近众多景点。4 层楼共有 12 个房间，设施有现代

化的免费瓶装水，无线网络，独立淋浴间和浴缸设备。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垦丁路和平巷 5 号

联系方式：+886-8-8863036　

到达交通：搭乘屏东客运、中南客运、高雄客运，在垦丁麦当劳下车或

是森林游乐区牌楼下车后，步行即到

参考价格：2400NT$$/ 晚起

小孩子  酒店的位置非常黄金，闹中取静。酒店装修用心且很有特色。值

得一提的是热情的老板，给我们接下来的台湾游提供了很多建议，赞一个！

28  A Fei 冲浪酒店

旅店共有 4 个馆别。民宿 1 馆 2 馆以巴厘岛风情为设计主轴，呈现休闲

的南洋风情。民宿 3 馆则以少见的北非风格为特色，以鲜艳的墙面色彩

搭配北非经典花纹地砖，呈现极致亮眼的华丽风采。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 1 馆 - 南湾路 264 号／ 2 馆 - 南湾路 268 号／ 3 馆 -

南湾路信义巷 1 弄 6 号

网址：http://afei.okgo.tw/

联系方式：+886-8-8896640

到达交通：搭乘加挂 88 号路线芝班车，在恒春站下车，并接着转搭客运

至南湾站下车

参考价格：1600NT$$/ 晚起

Kiki  民宿相当有特色，一共有 4 个风格各异的分馆，装潢上更是充满着

原汁原味的自然风情，屋内的仿泥土墙面、图腾门板、缤纷灯饰，每个

小角落都随处可见原住民特色，令人为之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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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 Eat

垦丁临海，海产品自然是不可错过的美食，除此之外，垦丁也有许多台

湾风味的美食，著名的小杜包子、迪迪小吃就是典型代表。在这里你还

可以品尝到世界各地的美食，专做墨西哥菜、泰国菜、德国菜的餐馆在

这里都可以找到。

特色美食

海产：垦丁的海鲜以便宜好吃出名，时令海鲜肥美又新鲜，每次来都会

有不同的菜色供你选择，还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来烹调，若不知该怎么挑选，

店家还会提供建议帮你点菜！

 橙橙橙余橙  品类繁多的海产

推荐就餐地点

天天来海产店

地址：恒春镇大光里大光路 8 号之 11

电话：+886-8-8867116 

阿利海产

地址：恒春镇砂尾路 20 之 1 号

电话：+886-8-8866479 

卤味：甜的辣的都有，怕吃辣的就可以点不辣的。一品卤味是位于垦丁

大街上一家老字号的卤味店，从原本的小摊位，到现在已经是全国数十

家的连锁店，也是属于垦丁的传奇之一，这里的卤味由于供货量大，所

以质量新鲜，为了维持一定的质量，卤料及熬卤的时间都是精准控制，

而店里特制的辣酱——断魂辣，更是将卤味的口味再做提升。

推荐就餐地点

一品卤味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垦丁路 187 号

网址：http://www.1pluway.com/

电话：+886-8-8861697

小米酒：台湾原住民最珍贵的祭祀献礼。在祭祀、农耕岁收、狩猎、筑屋、

出生、成年、结婚、客人造访前，原住民妇女才开始酿制小米酒的工作，

并非日常生活中常有的。

推荐地点：路边的酒摊可以买到

虾酱炒饭：红葱头切末，香菜、葱切段，鲜虾去壳，鸡蛋打散，煎成蛋

皮后切丝。热锅下油，先爆香虾酱，再倒入椰浆拌匀，稍煮片刻至香味

出，加入熟虾仁和米饭，炒匀。再加入香菜和葱段，拌炒一下起锅，撒

上蛋丝和炸红葱头末即可。一入口，那充满东南亚风气的自然气息立现，

整盘吃完才满足！

推荐就餐地点

迪迪小吃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垦丁路文化巷 26 号

电话：+886-8-8867738

小杜包子：小杜包子的口味非常多，其中在网络上爆红的起司包更是一绝，

将西方的起司包入中式传统的包子里，香浓又会拉丝的起司包口感广受

欢迎。除此之外，店内还有加入地方特产洋葱做出的洋葱烤肉包、狮子

头包、香肠包、甜味的麻薯红豆芝麻包等。不过要注意买包子前最好提

早到店里领取号码牌，每天 10 点半第一次出笼，之后每隔半小时出笼一

次，卖完就没有了。

推荐就餐地点

小杜包子

地址：恒南路 29-6 号（恒春工商实习旅馆斜对面）

电话：+886-8-8899608

垦丁美食聚集地

如同全台湾其他著名夜市一样，垦丁夜市大街也可以说是声名远播。长

不过几百米的街道上，有各式餐厅，本土料理、异国餐点、新鲜海产任

君挑，还有个性购物商店和纪念品店供游客采购伴手礼，若是想要放松

一下，咖啡馆、Pub 也是到处林立，走在这条街上就是吃喝买逛不停。

垦丁特色店铺推荐

29  山海面

店内可容纳 3、40 个客人，位子通常在早饭时段就全被占满，光是从店

门口的机车数量，就可知这家店的生意有多好。服务生会把做好的面沿

桌叫喊序号，吃完要离开时才付钱结账。推荐牛肉面和干面。

地址：屏东市归仁路 200 号（民生路农会斜对面）

电话：+886-8-7220195

参考价格：人均 60NT$$

30  天天来活海鲜

这是一家便宜又新鲜的海产店，老板以前就是地道的渔夫，现在开了海

产店，为了维持渔获的新鲜度，老板每天晚上固定由后壁湖出海捕鱼，

并于早上运到店里来上菜，新鲜度不在话下。加上主厨师傅们精湛纯熟

的厨艺，鱼类的烹调方式可依你的口味作调整，事先预约还可客制菜单，

满足你的需求。因此上门的食客便和店名一样，天天络绎不绝。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大光路 8 号

电话：+886-8-8867116

参考价格：人均 500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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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董娘的店

店里品种不多，多半听凭老板推荐，但是一人一碗卤肉饭，一个菠萝色拉，

最后再来个冷热冰，足以让你的胃大大满足。菠萝色拉就是将菠萝切片

淋上酱油膏，卤肉饭有一大块三层肉和卤蛋，味道不错，冷热冰最特别

的是淋的不是糖水，而是自制的麦芽糖浆，吃起来确是另一番风味。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恒南路 2 巷 22 号

电话：+886-8-8898755

参考价格：人均 120NT$$

32  峇里公主南洋料理

这是一间新开的南洋料理店，整体布置非常有南洋风。餐饮部分的凉拌

海鲜、泰式咖哩虾、烤牛小排、云南虾酱炒猪肉、椰汁鸡肉，都受到消

费者的好评。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垦丁路 273 号

电话：+886-8-8856885

参考价格：人均 550NT$

33  蓝色海遇西餐厅

这是一家提供西餐、中餐、锅品、调酒和冰品的香草餐厅，另外餐厅还

设计了恒春三宝饼干礼盒，将恒春半岛最有名的红仁鸭蛋、洋葱、海雾

茶一一入菜，口味独特，是自用送礼的最佳选择。除了餐点，烘培蛋糕

类的产品也是蓝色海遇的人气商品，如波士顿派、奶酪甜甜圈，以及巧

克力粟子蛋糕等。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恒公路 967 号 ( 垦丁假期饭店正对面 ) 

电话：+886-8-8891676

参考价格：人均 700NT$

购物 Shopping

垦丁购物点集中在热闹非凡的垦丁大街上。在大街上随意闲逛，得注意

一下荷包，因为实在有太多精巧可爱的小东西。创意 T-Shirt、比基尼、

沙龙、海滩鞋等应有尽有，还有各式各样充满异国风的个性商品，像手链、

贝壳饰品、星砂瓶、手工编织品、木雕等，送礼自用两相宜。也有店家

现场帮你描绘可爱的漫画人像，可加工转印在 T 恤、抱枕或包包上，甚

至设计成独一无二的个性名片。

 橙橙橙余橙  垦丁创意手信

特产推荐

手工编织链：在垦丁街头，随处可见充满民族风情的手链，这可是垦丁

当地人引以为豪的手工艺品。有的手链上凝聚着祝福，有的新潮时尚。

手提包：在垦丁贩卖的手提包款式多样，以棉布、皮革与麻绳等材料制成。

其中，以蔺草编织的手工包包，有着夏日的质朴风，非常适合垦丁这种

热带南国地区。

牛轧糖：味道好，带回去又比较方便分发的小礼物，也是台湾很热门的

伴手礼。入口香甜，有股浓浓的花生及奶香，保质期 30-40 天左右。

旗鱼脯：旗鱼肉嫩肥美，其肌肉的颜色不同，有白色、淡红色、鲜红色等，

营养价值极高，是高级鱼类食材，由其做成的肉脯也是垦丁地区热销的

伴手礼。

特色购物小店

34  华珍煎饼

煎饼共有 4 种口味：花生、碗豆、黑豆和蚕豆。花生最香口感最酥松、

碗豆口感接近硬脆、黑豆口感略硬带酥、蚕豆完全硬脆而且咸度最高。

一盒 8 片共 720NT$，价位有点高档。

地址：屏东县东港镇中山路 70 号

电话：+886-8-8326377

35  郑妈妈手工牛轧糖

郑妈妈牛轧糖没有过度奢华的包装，只有低调的用色，但将其送入口中时，

缤纷的感动瞬间在舌尖展现。每到过年前 1 个月，郑妈妈手工牛轧糖就

会出现大排长龙的人潮，全都为了这样的手工极品。推荐经典口味抹茶

和巧克力，新品地瓜味也不赖哦。

地址：屏东县公裕街 268 号

电话：+886-8-7348333

36  万丹红豆饼

万丹出产的红豆质地优美，居于台湾之冠，用红豆来做成美食养生，当

然是不可缺少。店内贩卖 4 种口味，分别是红豆、芋头、奶油、芝麻！

其中又以红豆、奶油最为畅销！其中红豆饼 1 个 8 元！万丹红豆饼一共

有 2 家老店。

万丹红豆饼 ( 万丹国小后门 )

地址：万丹乡中兴路二段 631 号

电话：+886-8-7778302

万丹红豆饼 ( 万丹市场 )

地址：万丹乡万寿路二段 ( 万丹市场内 )

电话：+886-8-7761510

娱乐 Entertainment

垦丁是南台湾的度假天堂，悠闲是这里的生活写照，无论是戏水、冲浪、

大食海鲜或是体验森林浴，都能感受到百分之百的度假闲情。晚上海边

还会有人放烟火，如果想品味焰火的浪漫，不妨可以前往一观。每年 4 月，

这里会举行春浪音乐节，许多国外游客都慕名而来。如果想看表演，不

要错过黄金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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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运动

垦丁的美丽沙滩每年吸引众多的游客戏水游玩，著名的戏水沙滩包括南

湾、小湾、白沙、石牛溪口、满洲等。

冲浪

冲浪的地点其实并不是固定的，大多以南湾及佳乐水为主，南湾的海边、

恒春东门附近的冲浪店都有提供冲浪的教学。 

长板（Long Board）适合初学者：半天 500 元 、1 天 800 元 

短板（Short Board）：半天 400 元、1 天 600 元

技术用趴板（Body Board）：半天 250 元、1 天 400 元 

潜水

基本上只有领有潜水执照的人员才能够租借潜水用具，现在有许多潜水

店家推出了“体验潜水”。经过简单的教学，让专业的教练带领大家翱

翔海底世界，让不会游泳的人也可以下水。

建议地点

1. 大平顶台地崖西侧，下水崛至万里桐间之海域海水清澈，海底地形富

于变化，有悬崖绝壁、峡谷隧道等奇特的景观，全区遍布着各类石软珊瑚、

海扇、海柳及群游的珊瑚礁鱼类，各种贝类及海百合、海藤、海鞭等分

布亦多。

2. 关山高位珊瑚礁岩西侧至白沙鼻间之海域海底景观雄伟，各种石、软

珊瑚生长甚密，珊瑚礁鱼类、贝类及海百合、海星等均相当丰富，面积

计 63 公顷。

3. 船帆石南侧经香蕉湾至砂岛间之海域海底地形为狭长带状之裙礁，被

浪渠或沙沟分隔成许多块状珊瑚礁，礁石底质地段，各种蕈状珊瑚分布

甚多，珊瑚礁、鱼类、贝类亦很丰富。

 小被炉  垦丁潜水欢乐无穷

游艇

垦丁玩游艇的地方集中在后壁湖游艇港和垦丁国家公园游艇港，另外垦

丁海洋世界也提供游艇游玩项目。

后壁湖游艇港

后壁湖游艇港是恒春地区最大的渔港，外侧供渔船停泊，内侧则是游艇

码头，内外共可容纳船支约 350 艘。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大光路（后壁湖渔会旁）

电话：+886-8-8866078

到后壁湖有至少 4 种玩法

1、在 4、5 月飞鱼季可以搭乘游艇到外海赏鲸豚，或到海上玩

拖曳伞、香蕉船、水上摩托车、帆船等水上活动。

2、到核三厂出水口防波堤附近浮潜，尤其是到了珊瑚礁的产季，

水底的景色一定能让你回味无穷。

3、到外后壁湖附近的小海滩，这里有独特滩岩地形，环境极为

清幽，是个适合情侣散步拾贝的好地方。

4、到码头旁的台电南部展示馆，这个展览馆目前免费开放参观，

里面的 3 座大风车给人相当悠闲的感觉，它们也是垦丁著名的地

标，许多玩家来到这里都会以风车为背景合影留念。

垦丁国家公园游艇港 

活动项目：海洋假期─游艇之旅、半岛采风行─游艇之旅、喷射快艇等

地址：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电话：+886-8-8867869

垦丁海洋世界 

活动项目：海洋生态教育之旅─观光半潜艇、海上活动服务项目（浮潜 +

快艇 + 香蕉船）、兰屿原始生态探索之旅等

地址：屏东县恒春镇鹅銮路 230 号

电话：886-8-8866938 

垦丁春浪音乐节

“垦丁春浪音乐节”是从 2006 年开始举办的，堪称是带动全台户外音

乐会的“始祖”，发展至今更成为台湾吸引观光客的一大卖点，特别是

许多国外游客全都慕名而来，每年约可缔造 20 万的参加人次。

时间：每年 4 月

地点：垦丁鹅銮鼻灯塔公园、猫鼻头公园等地

秋赏翔鹰

每年 10 月（农历寒露期间）猛禽类的候鸟如国庆鸟、灰面鹫及赤腹鹰陆

续飞抵屏东，傍晚满州山区附近的里德桥即为观“落鹰”的最佳地点，

翌日清晨，灰面鹫便开始“起鹰”盘旋翱翔于天际，此时适合前往垦丁

森林游乐区及社顶自然公园观鹰。

地点：满州里德、社顶自然公园、垦丁森林游乐区

龙潭秋影—赏水鸟、雁鸭

每年 10 月至翌年 5 月有许多候鸟如鹬、行鸟、雁鸭等由寒冷的西伯利亚、

中国大陆及日本等地向南迁移至龙銮潭湖畔，成为当地的赏鸟重镇。在

潭的西侧设有自然中心，展示鸟类生态、提供影片欣赏、专用望远镜可

观赏水鸟丰富的生态。

地点：垦丁国家公园龙銮潭

Tours线路推荐
垦丁除了拥有纯净清新的海滨风光，还有绮丽卓绝的自然地貌以及充满

热带风情的缤纷大街，所以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刺激有趣的水上活动，

观赏如世外桃源般的美景，还能享受独特的购物乐趣。

垦丁国家公园 1 日游

线路特色

饱览独具垦丁特色的生态景致，全方位亲近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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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设计

南湾—大尖山—鹅銮鼻—风吹砂—佳乐水—龙銮潭—猫鼻头—关山

线路详情

早晨去南湾潜水，观赏罕有的珊瑚礁和热带鱼。然后去大尖山，欣赏这

座垦丁国家公园的地标，随后前往鹅銮鼻公园，观赏各种热带植物，仰

望全世界唯一的武装灯塔。此外在塔旁还有巨像一座，供游人瞻仰。然

后北上前往风吹砂，观赏垂泄直下的砂瀑奇观和奇特的砂河地形。离开

风吹砂，进入“海神乐园”佳乐水，可以在此处一享海钓的乐趣；之后

前往龙銮潭，用高倍率单筒望远镜眺望雁鸭群，并欣赏鸭子们生气勃勃

的模样。和小动物亲密接触后，就南下前往猫鼻头公园，海岸边处处可

见到各式繁茂的藻类随波摇曳，五彩缤纷的热带鱼和狰狞的珊瑚礁岩相

衬，极富观赏之美。最后在夕阳西下之时，赶到以“夕阳美景”闻名的关山，

静享落日美景。

 larvi  梦境一般的鹅銮鼻

 day11  撒野垦丁

垦丁休闲 2 日游

线路特色

放松心灵，休闲文艺趴趴走

线路设计

D1：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恒春古城—后壁湖游艇港—垦丁大街

D2：垦丁牧场—垦丁森林游乐区—船帆石—佳乐水

线路详情

D1：早晨去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分别游览台湾水域馆、珊瑚王国馆和

世界水域，探索神秘的海洋世界。然后去恒春古城，可从西门为起点，

徒步至天后宫、南门，转往东门，登高远眺恒春镇全景，并可于出火观

看该处地面冒出火焰的现象。离开古城，南下前往后壁湖游艇港，可以

参观码头旁的台电南部展示馆，里面有 3 座大风车，可以和风车合影，

也可以去海上玩拖曳伞、香蕉船、水上摩托车、帆船等水上活动。晚上

到垦丁大街大吃一顿，游逛一下这条热闹潮流的大街，买买纪念品

D2：早晨先去垦丁牧场呼吸新鲜空气，品尝一杯新鲜牛奶，远观草原上的

牛羊。然后到垦丁森林游乐区，观赏最齐全的热带植物，在这里的观海楼

上可远眺垦丁周围山海景致。之后前往船帆石，欣赏这座形似尼克松头像

的巨型石像，最后前往佳乐水，观赏山海瀑布，充分享受海钓的乐趣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邮政服务

台湾一般邮局的营业时间为周一到周五 8:00-17:00，周末假日只有部分

邮局提供服务。所有邮局都提供邮政用品服务，邮筒分为红色与绿色，

红色为限时专送及航空邮件，绿色为平信。此外，便利商店等有宅急便、

国际快递的服务。 

电话

火警、救护车、消防：119

报警 110

国际台 100

市内查号台 104

长途查号台 105

英语查号台 106

电话障碍台 112

报时台 117

气象局 166

交通路况报导 168

交通部观光局旅游咨询热线：+886-2-2717-3737

交通部观光局 Call ceNT$$er 旅游咨询热线：+886-0800-011-765

外国人在台生活谘询热线：+886-0800-024-111

观光局高雄国际机场旅客服务中心：+886-7-8057888

外交部：+886-2-23482999

语言

台湾人基本都会讲国语，南部较常用台语，所以在南部问路可以问年轻人。

字体是繁体字，一般都能看懂。

另外，在公众场合讲话，最好轻声细语，还要常说“谢谢”、“请问”和“不

好意思”等礼貌用语。两岸的一些用语习惯不同，可查看“大陆台湾常

用语对照表” 。

词汇差异

脚踏车—自行车

公尺—米

回转—掉头

陆桥—高架桥

牵车—推车

号志—信号灯

超商—超市

网咖—网吧

不会—对方说“谢谢”，回应“不会”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15中国系列

电压

台湾的电压是 110V，为平行两针的插孔，大陆用的手机、笔记本电脑

大多数是 110-220V 的，所以不用带变压器来，但电吹风这样的大功率

电器就没办法用了，可以到了台湾借用。在大陆平时用的手机、相机充

电器都是两孔的，在台湾完全可以使用。如果电脑充电器是三孔的，需

要带一个转换插头。

银联

如使用双币卡，建议持卡人主动要求收银员选择银联网络，以确保享受

银联网络的好处和优惠。由于信用卡有一定消费限额，对于奢侈品等大

额消费，建议可使用银联借记卡，借记卡消费仅受账户余额限制（个人

设立消费额度限制的情况除外）。

小费

除了茶餐厅及快餐店外，大部分的餐厅及酒楼都会在总帐单加上 10% 的

服务费，另外也可以依着个人喜好额外给予服务人员 5% 的小费。春节

期间服务小费会上涨 1 倍以上。

注意事项

在寒暑假时，一定要先预订房间，记得要带防晒用品。最好带轻便衣物

和拖鞋。

到垦丁前，最好先了解一些资讯，免得到最后不知道要玩什么。垦丁除

了水上活动外，还有很多好地方，值得你去看一看。建议骑乘机车，到

处晃晃，这样最为方便。上午 11 点到下午 2 点紫外线最强，最好待在

室内不要外出。

垦丁的海岸线景色优美，台湾盛行的旅游摄影服务，就常来此取景。

垦丁是重要的珊瑚繁殖区域，请不要涂抹防晒油下水游玩，也不要踩着

珊瑚下水。

旅游保险

价格标准：对于不同的保险需求，保险产品的价格区别比较大。一般来

说国内的旅游保险平均 1 天 10 来元的产品就可以基本保障了，也有一

些周边短途的险种在 10 元以内。出境旅游的保险相对国内旅游的保险要

贵一些，每天的保费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但是相应提供的服务和配

套保障也更全面。

垦丁最常见的理赔项目：意外染病，如感冒、过敏、急性阑尾炎等；交

通事故，如自驾车事故、乘车事故等；意外受伤，如扭伤、擦伤、动物

咬伤等；财产损失，如行李破损、行李丢失、财务失窃等；飞机延误，

如天气原因导致、超售导致、航空管制导致等；户外运动损伤，如登山、

攀岩、滑雪、跳伞、漂流、潜水等造成的受伤。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垦丁位于台湾省南部，到达垦丁有公路、铁路、航空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

飞机

飞机是最快的交通工具，恒春机场已开放使用（目前仅提供北高航线），

但班次较少，如需撘乘请事先查明班次。高雄小港机场班次多，只需转

搭客运或租车即可到达垦丁，所以一般要去垦丁的游客多数会选择在高

雄转车。搭乘国光客运、高雄客运、屏东客运、中南客运均可到达垦丁。

问询电话：+886-7-8059630，+886-8-7665495

从高雄机场到垦丁的方式

搭垦丁列车

先搭高雄捷运，从机场站到火车站下车，下车出站后往左前方搭垦丁列

车到垦丁即可，时间约 3.5-4 小时。

搭垦丁快线

先搭高雄捷运从机场站到左营高铁站，出站后即可看到垦丁快线 ，时间

约 2.5-3 小时。

搭拼车及包车的士

一般都需要事先预订，时间 1.5-2 小时。

火车

从高雄的左营高铁站出发，搭乘垦丁快线。或者转车（国光客运、高雄

客运、屏东客运、中南客运）至垦丁，车次一天多班。在高雄火车站区，

有许多计程车采取长途叫费的方式，提供游客另一种选择。

咨询电话

高雄站铁路局：+886-7-2375113

台东站铁路局：+886-8-9229687

客车

客运最大的好处是 24 小时皆有班次，从台北搭中南客运直达车可至恒春

或垦丁，或从高雄搭客运至恒春、垦丁。

1、台北—恒春、垦丁（中南客运空军一号直达车，1 天 2 班）；

2、高雄—恒春、垦丁（国光客运、高雄客运、屏东客运、中南客运）；

3、屏东—恒春、垦丁（屏东客运）；

4、台东—枫港（国光客运），枫港—恒春、垦丁（国光客运、高雄客运、

屏东客运、中南客运）。由台东出发可搭乘：台东鼎东客运山线，行经 

9 号省道即南回公路（太麻里、安朔、 枫港、枋寮、湖州、凤山、高雄站），

至高雄再转客运前往垦丁。

自驾

由高雄小港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循 17 号省道南行，经林园、东港 、林

边佳冬，抵水底寮约 26.6 公里，于此接由北方来会合的 1 号省道南行抵

枫港，约行 25.1 公里。枫港另与 9 号省道（南回公路）及 26 号省道（通

往恒春、鹅銮鼻）交会。由枫港再南循 26 号省道一路南下，即可抵达恒

春，可由恒春再前往各旅游据点。

由台东出发可沿 9 号省道至达仁右转续行前往枫港，于此接 26 号省道

一路南下，即可抵达恒春。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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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

垦丁公交车很少，除周末可去鹅峦鼻一线和猫鼻头一线，平常只去海生

馆到恒春转运站再到垦丁大街一线。垦丁风景比较分散，每个景点大多

相距超过 3-4 公里。

如果你是从高雄高铁搭乘垦丁快线过来，建议买来回套票共 699NT$，

包括垦丁 2 天无限次公车搭乘，等于花 50NT$ 买 2 天垦丁公车通票。

垦丁公车大约半小时 1 班，周末不准点。

租车

租机车

垦丁景点分散，大多蜂蜂们会租借电动车代步，在垦丁大街上就有许多

租车店可供选择，可选择半天、一天等，若是更长时间，店家往往会提

供优惠。

由于大陆的驾照在台湾是不被承认的，所以没办法租借摩托车，

只能租电动车。如果想租摩托车需要国际驾照。

租汽车

租车一天是 3000-3500NT$，有司机带着，虽然贵一些但是所有景点

都可以逛到。当然租车的具体价格还是要看游客的砍价本领。

租车需要国际驾照，而大陆升记的国际驾照也是不被认可的，所

以一般情况下无法自己开车，只能由租车公司提供司机。

出租车

垦丁很少有出租车，这里的出租车是指屏东出租。屏东出租车的起步价

为 1.5 公里 100NT$，续跳运价每 250 米 5NT$、计时运价时速 5 公

里以下，每 3 分钟 5NT$，夜间计费加 20%。春节改为全天按表加收

50NT$，并取消电话叫车费用。

其他

台湾观光巴士

由屏东客运经营的观光巴士往返于恒春、垦丁等著名景点间，通过民宿

可以预订。在垦丁区域内，有如下几条观光巴士线路：

垦丁海陆体验线：恒春转运站→后壁湖水上活动三合一（快艇、香蕉船及

浮潜）→猫鼻头→关山→回程（回程依冬令、夏令日落时间不同有所调整）

参考价格：800NT$

恒春半岛东海岸线半日游：集合地点→出火→港口吊桥→龙盘公园→鹅

鸾鼻→贝壳砂岛→船帆石→垦丁→回程

参考价格：450NT$

恒春半岛西海岸线半日游：恒春转运站→海洋生物博物馆→猫鼻头→关

山→回程（回程依冬令、夏令日落时间不同有所调整）

参考价格：350NT$

恒春半岛全岛旅游线：集合地点→出火→港口吊桥→龙盘公园→鹅鸾鼻

→贝壳砂岛→船帆石→垦丁→恒春转运站→海洋生物博物馆→猫鼻头→

关山→回程（回程依冬令、夏令日落时间不同有所调整）

参考价格：1100NT$

出入境 Entry-Exit
大陆居民前往台湾团队游或者个人自由行，需要先办理《大陆居民往来

台湾通行证》，再办理入台证。下面以在北京办理为例，介绍办理的要

求和地点；

开放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的城市

开放台湾自由行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厦门、天津、重庆、南京、广州、

杭州、成都、西安、济南、福州、深圳、沈阳、郑州、武汉、苏州、宁

波、青岛、石家庄、长春、合肥、长沙、南宁、昆明和泉州共 26 个（截

止 2014 年 2 月开放的城市）。

未开通自由行的城市居民如何赴台旅行

方法一：跟随有赴台旅行资质的旅行团；

方法二：开放自由行的 26 个城市户籍人口的配偶、16 岁以下子女，即

使不是 26 个开放城市的，也可以申请台湾自由行。（请咨询所在地公安

局，以确定新规则的当地具体执行情况） 

方法三：如本人的户口所在地是非开放自由行城市，但在以上 26 个开通

城市工作，有暂住证 + 缴纳社保满一年证明（详细请咨询所在地出入境

管理局，以确定新规则的当地具体执行情况），可以在以上 26 个城市向

公安局申请台湾通行证 +G 签注，成功拿到 G 签注后，可来具有赴台旅

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申请入台许可。建议办理前直接咨询所在地出入境

管理局。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办理事项

一、办理地点

北京市居民申请参团赴台旅游或赴台个人旅游，在各公安分县局出入境

接待大厅（室）办理；赴台旅游组团社领队办理赴台旅游，在市局出入

境管理总队接待大厅办理；如果除赴台旅游以外的事由申请办理《大陆

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请都到市局出入境管理总队接待大厅办理；

二、办理所需材料

1. 申请赴台团队旅游的，本人须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片（二寸光面相纸，白色或淡蓝色背景）

一张；

  （2）交验北京市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A4 纸）。

  （3）填写完整的《北京市居民往来台湾地区申请表》。

  （4）提交我市具备经营赴台旅游业务资格旅行社出具的有本人姓名的

旅游费用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5）旅游团领队提交我市具备经营赴台旅游业务资格旅行社出具的统

一规格的公函以及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出具的《赴台旅游领队证》

原件及复印件。

注：赴台定居的申请只能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提交。

2. 申请赴台个人旅游的，本人须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片（二寸光面相纸，白色或淡蓝色背景）

一张；

  （2）交验北京市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A4 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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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填写完整的《北京市居民往来台湾地区申请表》。

3. 特别提示

  （1）个人旅游签注为 6 个月一次出入境有效，可在台湾停留时间为自

入境次日起不超过 15 天；团队旅游签注为 3 个月一次出入境有效，可

在台湾停留时间为自入境次日起不超过 10 天；

  （2）赴台个人旅游，在取得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后，申请

人还须通过有赴台旅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申请入台许可。

三、办理时限

10 个工作日（自递交申请后第二个工作日开始计算）

四、办理费用

通行证每证 30 元，签注每项次 20 元

“入台证”办理事项

大陆居民赴台团队游或个人自由行，先要申请办理《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通行证》和旅游 G 签，然后使用通行证去办理入台证，持“两证”才能

正式赴台旅游。

办理入台证所需材料

一、台湾通行证 

1、含台湾个人旅游签注 G 签（照片页和签注页彩色扫描件）

2、证件和签注均在有效期之内的（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二、个人旅游申请表格

三、身份证明 

1、身份证正反面 

2、本人户口簿户户主页、个人页 

四、照片（电子版） 

本人2寸白底彩色照片（半年近照，要求露耳）规格：尺寸要求长4.5公分，

宽 3.5 公分，人像自头顶至下颚的长度不得小于 3.2 公分及不得超过 3.6

公分。 

五、紧急联络人资料 

1、大陆紧急联系人必须与出行者有直系亲属关系。无法显示关系证明的

需要前往公安机关开具亲属关系证明； 

2、紧急联络人身份证户口簿户主页、个人页（正反彩色扫描） 

六、财力证明（3 选 1） 

年满 20 周岁以上必须提供财力证明 

1、银行开具的至少 5 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证明原件。存款证明必须注

明已冻结，冻结期 3 个月以上。 

2、公司开具年收入证明，年薪 13 万元人民币以上，抬头纸打印盖公章。 

3、银行出具的信用卡（卡面显示是金卡），正反面复印件（彩印，背面签字）。 

年满 18 岁的在校学生 

1、不用提供财力证明，仅需提供目前就读学校的学生证或在校证明。（一

定要有注册页学籍注册戳，彩色扫描件） 

2、需要父母提供同意书。 

18 岁以下儿童 

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单独申请台湾个人游，须由直系亲属陪同前

往。 与父母通行的，如户口簿能体现与同行的父母亲关系的，只需提供

整本户口簿复印件；如户口簿不能体现与同行的父母亲关系的，则需提

供出生证明或亲属关系证明。 

北京获赴台个人游资质的 20 家旅行社

据了解，京沪厦三市共计 33 家旅行社取得了赴台个人游办理资质，其中，

北京地区取得

获赴台个人游资质的旅行社总共有 20 家，分别是：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中国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间国际旅游公司

中信旅游总公司

中国妇女旅行社

中国康辉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天鹅国际旅游公司

中国金桥旅游有限公司

中国职工国际旅行社总社

海峡旅行社

同源国际旅行社

北京凯撒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和平国际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北京市华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北京神舟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旅行社总社 ( 北京 ) 有限公司

北京台湾会馆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东方世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