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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  |  關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走入環境清幽，位於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
物院，就像走入了中華文化千年時光隧
道， 接受著源遠流長華夏文明的洗禮， 
從帝王到全民收藏共有近 70 萬件珍品。
想要欣賞最完整的中華文史珍寶，來故宮
準沒錯。 

走入氣候宜人的南台灣嘉義，踏進 2015
年落成的故宮南部院區，在嶄新的建築
風格之下，融合中華、印度及波斯三個
古文明，並運用了傳統書法中， 濃墨、
飛白以及渲染三種筆法，分別代表不同
方位的空間，也象徵著書法豐富的文化
底蘊。亞洲三大古文明，在歷史長河中
匯聚交流，衍生出燦爛多元的亞洲藝術
文化。

一生必訪的博物館，你準備造訪了嗎？

關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上：國立故宮博物院北部院區
下：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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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明星展品，分別坐落在光線幽微的展廳中。從晶瑩剔透半白半綠的翠
玉白菜，再到外型奇趣的肉形石，每一樣展品都充滿著豐富的文化光彩，經過了時間的
洗禮，完整呈現在世人的眼前。

綠為葉，白為梗，半白半綠的
玉石，在匠心的巧雕之下，後
人轉化為清白純淨的象徵與子
孫綿延的祈願。

清 翠玉白菜

體態豐滿，臉頰圓潤，
溫柔卻篤定的笑容。
歷代來最敢於自信微
笑的女子，把唐朝活
成一片彩色。

唐 灰陶加彩仕女俑

耀金線條勾勒出黑亮的
身軀，千年來，酒神的
萌寵吐著酒氣，眾人皆
醉，唯牠獨醒。

戰國中期  
嵌綠松石金屬絲 
犧尊

故宮必看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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渾厚腹內篆刻的金文，映照出青銅石
器時代的輝煌。矗立過兩千八百個年
頭，靜靜守著一字千金的光榮。

西周晚期 毛公鼎

茶杯外圍紫紅的背景上恣意生長鳳尾形
卷草，同時盛放著三朵華麗的花朵， 好
似散發著百年不變的溫潤茶香。

清 洋彩錦上添花紅地茶鍾

一塊自然生成的瑪瑙石，加工染色、層
次分別，積累了歲月的漫長琢磨。細微
的毛孔和肉質中，藏著巧奪的天工。五
花三層，樸實有華。

清 肉形石

象牙白的世界自成一個星球，十八層的
浮雕包羅江山到亭臺、花草到美人，如
仙的層層工法，剖不開，理還亂。

清晚期 雕象牙透花人物套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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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E]
食

故宮打造特別企劃，邀請您，划算玩故宮的
套票最新資訊都在這裡，看過玩過不錯過！

集結臺灣熱門博物館的暢
遊卡 ，更多資訊請搜尋

愛台灣博物館卡

愛台灣博物館卡

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 221 號
電話  +886 2 2882-9393

NT$ 888

故宮晶華套票
位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園區內的「故宮
晶華」，是晶華國際酒店集團旗下的宴
飲中心，肩負著宣揚中華美食文化的
使命，精緻地轉化故宮文物為餐宴，讓
上午造訪完博物館的你，到餐廳可以
恣意地品嘗美食 —— 毛公鼎中的冠軍
牛肉麵＆限量隱藏版的仕女豆沙包，均
是饕客的首選，你絕對不要錯過。

【外國人限定】

套票優惠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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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故宮博物院  |  套票優惠

將故宮經典的文物變成為桌上菜，不論是
翠玉白菜變成小籠包、還是將肉形石變成
刈包，再蓋上一個貴妃臉，來到台北最具規
模的料理教室 CookInn ，兩小時的手作料
理課程，讓你宴請賓客時好有面子。

CookInn 套票

[COOK]烹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10 號 8 樓
電話  +886 2 2775-5375

南 & 北部院區入場券 +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

南 & 北部院區入場券 +
★ 台北 101觀景台全票 ★

南部院區入場券 +
★ 奇美博物館常設展全票 ★

★ 順益台灣原住民 
博物館門票 ★

NT$ 950 NT$ 340 NT$ 400

購買 購買 購買

NT$ 2300

其他套票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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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導覽

THE 
NORTHERN
BRANCH
位於台北市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北部院區，
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華夏文物典藏博物館，在柔
和的光線中展示著承襲自宋、元、明、清四朝的
展品，內容豐富囊括了千年的華夏文明， 包含繪
畫、書法、玉器、青銅器等，隨著時間更換的特展
更是一大參觀重點，院內目不暇給的藏品代表中
華文明的結晶，更是對於研究中華文明及藝術有
著重大的影響力，被譽為世界重要博物館之一，
是台北不可錯過的景點。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北 部 院 區

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 221 號

每季皆推出不同特展，檔檔精彩可期，歡迎至官網查看。
時間   9:00am - 5:00pm /  週一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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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  |  北部院區

D I S C O V E R

南北故宮 國寶薈萃

陳列室   北部院區 第一展覽區 302

時間   常設展覽

集瓊藻 ——
院藏珍玩精華展

陳列室   北部院區 第一展覽區 106

時間   常設展覽

兒童學藝中心
兒藝中心結合院藏《海怪圖記》、 
《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等典藏精選文
物重新詮釋，以新媒體科技打造全齡
參與、世代共融之遊戲互動空間，帶
來更友善、嶄新的故宮參觀體驗。

摶泥幻化 ——
院藏陶瓷精華展

陳列室   北部院區 第一展覽區 201 / 205

時間   常設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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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
台北市最能親近群山的地方，更是台灣第三座國家公園，有著豐富
林相生態與歷史人文，能讓遊客盡情探索。

陽明山國家公園 遊客中心

地址  台北市北投區陽明山竹子湖路 
           1-20 號

記得穿著舒服的鞋子，更能享受群山之美喔！  
★每年二月到三月花季期間，會實施交通管制★ 時間  9:00am - 4:30pm / 週一到週日

故宮北院周遭有什麼好玩？故宮北院周邊有許多吸引人的景點，在故宮
接受文物的洗禮後，如果還有時間，可以順道換個地方繼續行程。

北院周邊景點

★ 營業時間依店家實際狀況為主，建議出發前先跟店家確認再前往喔！ 台北市推薦景點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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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  |  北部院區  |  北院周邊景點

士林夜市
為臺北市最具規模的夜市之一，以各種傳統小吃
聞名國內外，是外國遊客不可錯過的聖地。

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大東路 / 大南路 / 文林路 / 
           基河路週邊   
時間  週一至週五 4:00pm - 00:00am 
週六至週日 4:00pm - 1:00am

在夜市裡，務必抓好自己的錢包！  
如果是夏天來訪，建議帶條毛巾擦擦汗！

天母士東市場
近 180 個攤位，為顧客打造五星級傳統市場， 
提著菜籃優雅地逛菜市場。

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 100 號
時間   7:00am - 6:30pm 一樓
 7:30am - 9:00pm 二樓 
週二到週日 / 週一休息

一樓吃完，別忘了到二樓逛逛百貨。
週一公休，一樓只營業到18:30，別撲空！

北投溫泉- 地熱谷
這裡是大屯山火山群內水溫最高的溫泉，硫磺氣
味的泉水，蒸氣繚繞如女巫的湯藥。

地址  台北市北投區中山路 30-10 號 
時間   9:00am - 5:00pm 週二到週日

地熱谷的泉水極為滾燙，為了安全只能 
欣賞拍照不能下去泡湯或煮蛋喔！

軍艦岩
登上大屯火山群著名的軍艦岩，將台北盆地 
和環山景色，一次收盡眼底。

步行時間約 2 小時。  
登山時別忘了攜帶飲水與糧食，補充能量！

地址  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時間  24 小時開放 / 週一到週日



11 12

Always More To ExperienceA TRUE TAIWANESE WELCOME

漫步大稻埕 
穿梭時空、回到過去!台北最有名的古城區，充滿著古蹟與傳統老店，
古色古香的氛圍中看盡港口的興與衰，盡享傳統與創新的交響樂。

大稻埕街區廣大，穿上輕便的鞋，攜帶自己的環保袋，
悠遊在大稻埕大街小巷與特色商店，同時採買雜貨！

北台灣玩什麼？如果想要了解台灣的美，除了故宮附近，台北還有好多精采
的景點等著大家去探索，這些景點保證讓大家帶著滿滿美好的回憶回家。

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

時間  24 小時開放 / 週一到週日

台北周邊景點

★ 營業時間依店家實際狀況為主，建議出發前先跟店家確認再前往喔！ 台北市推薦景點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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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  |  北部院區  |  台北周邊景點

國立臺灣博物館 鐵道部園區
鐵道迷必訪景點! 歷史的遺跡中，體驗當時在 
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如何回應著機械化的年代。

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一段 2 號
時間  9:30am - 5:00pm 週二到週日

博物館週一休館喔! 想要了解台灣鐵道 
發展史的粉絲們不要撲空了喔!

西門町
新舊主次文化的融合!街頭藝人大顯身手， 
西門町的色彩魅力等你見證。

西門町商圈內有許多特色小店，西門紅樓
廣場於週末常有創意市集，別錯過囉！

地址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
時間  24 小時開放 / 週一到週日

貓空茶文化體驗
逃離城市的靜心茶旅! 到台北市郊的茶園走一
遭，體驗古法茶藝，穿梭在幽微的香氣中。

山上天候變化多端，蚊蟲較多，建議準備外
套與防蚊液！

地址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
時間  24 小時開放 / 週一到週日

台北101 Skyline 460
比 101樓更高的體驗繫上安全繩索，登上 
Skyline天空步道，來場最刺激的高空探險！

地址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7 號  
時間  3:00pm / 4:00pm / 5:00pm  
          週一到週日，一天三個場次

身高低於145公分或高於200公分，心臟病、
高血壓或懷孕的客人，都不能參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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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晶華牛肉麵
五星級的台灣傳統小吃！ 精心熬煮的濃郁湯頭裝在鼎中，配上有嚼
勁的麵條，台灣傳統小吃以全新面貌出現，絕對能滿足饕客的胃。

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 
           二段 221 號

時間  11:30am - 3:00pm  
           5:30pm - 9:00pm 
           週五到週日

用餐人數多，建議先訂位喔！ 
以文物為靈感的佳餚： 翠玉白菜、肉形石都值得一嚐! 

在台北玩累了吃什麼？故宮國寶肉形石和翠玉白菜看得你肚子餓了嗎? 
別擔心! 充滿著美食的台北，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台北必吃美食

★ 營業時間依店家實際狀況為主，建議出發前先跟店家確認再前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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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  |  北部院區  |  台北必吃美食

鼎泰豐
品嚐享譽全球的小籠包，讓舌尖上的精緻美食 
與五星級的高品質服務，點亮你的旅程吧！

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 194 號 ( 信義總店 )  
時間  11:30am - 9:00pm 週一到週五 
           10:30am - 9:00pm 週六到週日

鼎泰豐是著名的排隊美食，記得預留 
等候時間，並盡量避開用餐的尖峰時段呦！

金峰滷肉飯
羅斯福路上屹立不搖的美食指標！ 被譽為 

「全台必吃滷肉飯」，當然是不能錯過的佳餚。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 10 號
時間  9:00am - 1:00am 週一到週日

店面是半開放式的，
怕冷或怕熱的朋友要注意喔！

春水堂
堅持最原味的台灣原產茶，再搭配上經典的 
小珍珠，每一咬都是場最有台味的味蕾狂歡！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21 之 1 號
時間   11:30am - 8:30pm 週一到週日

為免久候，建議先訂位。另外，除了飲料， 
春水堂的鹹食小點也很值得一試喔！

Ice Monster
熱氣蒸騰的太陽下，來一碗鋪滿金黃芒果與濃郁
冰淇淋的雪花冰，沉浸在熱帶島嶼的風情中！

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 204 號
時間   12:00pm - 9:00pm 週一到週五 & 週日
            12:00pm - 10:00pm 週六

永康街排隊區域沒有遮陽，
要注意防曬並補充水分喲！

(圖片來源: Ice Mon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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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導覽

THE 
SOUTHERN 
BRANCH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凝聚亞洲古文明的精
煉於一身，現代的建築以中國傳統水墨畫濃墨、
飛白與渲染三種技法做為設計理念，更象徵著中
華、印度與波斯三股文化，在時間的長河交會， 
園區廣大的林園，波光粼粼的湖泊，讓每一位到
訪的遊客感受到源遠流長的古文明精髓，包含亞
洲茶文化等特色展覽，交織出悠遠流長多元的亞
洲文明。

國立故宮博物院 南部院區

地址   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 888 號

每季皆推出不同特展，檔檔精彩可期，歡迎至官網查看。
時間   9:00am - 5:00pm / 假日至 6:00pm / 週一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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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  |  南部院區

D I S C O V E R

藝心耳目
時間   常設展覽

藝心耳目

陳列室   南部院區 2F S204
時間  常設展覽

南院兒童創意中心
「兒童創意中心」佔地 340 坪，專屬
於 5-12 歲學童的學習空間，設有認
識亞洲環形劇場及陶瓷、織品、茶文
化、亞洲劇場等四個主題互動展示區
及亞洲文化特展區。

芳茗遠播 ——
亞洲茶文化展

陳列室   南部院區 2F S202
時間   常設展覽

皇帝的多寶格

陳列室   南部院區 2F S201

時間 108.12.25 — 11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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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船撈海菜 & 摸文蛤
一日討海人的漁場大冒險！從划船、摸文蛤到烤蚵仔，
想透過趣味滿點的活動體驗濃濃海味，來這裡準沒錯！

向禾漁場

方舟休閒魚塭

地址  嘉義縣東石鄉四股 67-6 號 

地址  嘉義縣東石鄉鰲鼓村四股 38 號

時間  9:00am - 5:00pm 週一到週日

時間  9:00am - 7:00pm 需預約

想有最完整的體驗，要事前預約喲！ 
漁場和生態共生共存，一定要愛護環境喔！

逛完故宮南院還意猶未盡嗎?嘉義地區是台灣很早發展的地區，充滿
歷史以及文化的痕跡，歡迎一起順道走走吧!

★ 營業時間依店家實際狀況為主，建議出發前先跟店家確認再前往喔！ 嘉義縣市推薦景點地圖

南院周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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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農豆食堂
新港農會改造舊穀倉成為農民直銷站，融合餐廳
及咖啡廳並販售在地小農蔬果、契作黑豆產品。

地址  嘉義縣新港鄉登雲路 111 巷 2 號之 1 號
時間  10:00am - 6:00pm 週三到週一 / 週二公休

餐點種類繁多，建議多留點時間
好好品嘗當地小農食材的好滋味！

新港板陶窯
成立於2005年，為了保護傳統交趾剪粘的古老 
藝法而生的殿堂，等著你來發掘傳統工藝的奧秘！

地址  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 45-1 號
時間  9:30am - 5:30pm 週一到週日 / 週二公休

搭乘台灣好行-故宮南院線，即可直接到達
板陶窯喔！ 別忘了週二公休喔！

蒜頭糖廠
搭乘五分車，手捧一碗冰品，飽覽日式與 
巴洛克建築，這就是南部最風情萬種的景色！

地址  嘉義縣六腳鄉工廠村 1 號
時間  8:00am - 5:00pm 週一到週日

想搭乘五分車、烤肉、生態夜觀等， 
可以先上網預約，以免滿位撲空喔！

鰲鼓溼地
全台最大的海埔新生地！ 豐富的潮間帶生態及
超過百種的候鳥，無死角的濕地美景值得探尋。

地址  嘉義縣東石鄉
時間  9:00am - 4:30pm 週二到週日 / 週一公休

要記得垃圾不落地，
也不要大聲喧嘩以免嚇到候鳥喔！

(照片提供: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



19 20

Always More To ExperienceA TRUE TAIWANESE WELCOME

台南井仔腳鹽田
網美必訪的夕照鹽田！ 夕陽餘暉映在現存最古老的瓦盤鹽田遺址， 
如金黃色的蜂蜜流淌在冉冉白雪上。夕陽無限好，快一起來大飽眼福！

地址  台南市北門區西南郊復育鹽田

時間  9:30am - 6:00pm 週一到週日

為了一睹如照片上漂亮的夕陽，前往之前別忘記事先查好當天
的天氣與日落時間喔！

南台灣有甚麼好玩的?展現台灣文化特色的嘉義、台南，有著豐富的古
蹟文化與精彩的人文特色，為遊客留下難忘的旅程回憶。

嘉義台南周邊景點

★ 營業時間依店家實際狀況為主，建議出發前先跟店家確認再前往喔！ 嘉義縣市推薦景點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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檜意森活村
全台第一座以森林為主題的文創園區，與全台 
最大的日式建築群，體驗日式風情不用出國!

地址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 1 號
時間  10:00am - 6:00pm 週一到週日

裡面都是歷史古蹟，參觀的時候 
要注意不要有傷害古蹟的行為喔！

四草
被譽為迷你亞馬遜河的台江國家公園， 
壯觀的綠色隧道和濕地生態，讓人流連忘返。

地址  台南市安南區大眾路 360 號
時間  8:30am - 12:00pm 
           1:00pm - 4:00pm 週一到週日

要記得提早去排隊，還有船在行駛時 
不要將手伸出船外或站立喔！

阿里山
櫻花飄散、小火車隆隆聲、參天的神木，
台灣代表景點之一的森林充滿著多樣的風情。

地址  嘉義縣阿里山鄉 2 鄰 17 號
時間  24 小時開放 / 週一到週日

大家要將垃圾帶走，不要隨意攀折花木， 
保護原始山林人人有責呦！

安平古堡/億載金城/孔廟
安平古堡為台灣的第一座城池「熱蘭遮城」，曾是
荷蘭人統治的中樞。億載金城為全臺第一座西式
砲臺，規模壯觀且宏偉。全台首學的台南孔廟，空
氣中彷彿還飄著往日的書香及朗朗的讀書聲。

安平古堡  台南市安平區國勝路 82 號 
8:30am - 5:30pm 週一到週四
8:30am - 8:00pm 週五到週日

億載金城  台南市安平區光州路 3 號  
8:30am - 5:30pm 週一到週日

台南孔廟  台南市中西區南門路 2 號 
8:30am - 5:30pm 週一到週日

來到安平一帶，安平樹屋也非常值得 
一遊喔！ 孔廟更是台南不能錯過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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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聰明砂鍋魚頭
刊登各大媒體版面的砂鍋魚頭湯，是南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排隊美食之
一，濃郁的滋味與鮮甜的魚肉，就愛道地台灣味的老饕怎麼能放過！

地址  嘉義市東區中正路 361 號

時間  12:00pm - 10:00pm 
           週一到週日

用餐時間一定大排長龍，請大家抽號碼牌後耐心等待喔！ 
若有店休都會公布在官網上，大快朵頤前先上網確認喲！

來到南台灣少不了的就是品嚐各地的特色小吃，每一種小吃都是承載著數十年在地人的傳
統口味，想嚐嚐正港台灣味的，可絕對不能錯過。

嘉義台南必吃美食

★ 營業時間依店家實際狀況為主，建議出發前先跟店家確認再前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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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嘉義火雞肉飯
嘉義的代表美食，滿滿的火雞肉絲、獨門的醬汁
配上晶瑩剔透的白飯，樸實卻滿足的好滋味。

地址  嘉義市東區和平路 107 號 
時間  7:30am - 5:00pm 週一到週日

每到了用餐時間就大排長龍， 
要記得早點去喔，以免賣完就沒有了！

阿娥豆花
嘉義的隱藏版美食! 香濃豆漿配上柔軟豆花的 
絕妙體驗，無論什麼時候吃都讓人回味無窮。

地址  嘉義市東區文化路及延平街交叉口
時間  2:30pm - 11:30pm 週三到週一 /  週二公休       
           1:30pm - 11:30pm 週六到週日

老店位在路邊位子不是很多，夏天天氣 
悶熱，可能需要耐心等一下喔! 

文章牛肉湯
台南的必嚐美食! 用熱高湯沖的鮮嫩溫體牛肉，
喝一碗就能補充一天滿滿的活力!

地址  台南市安平區安平路 590 號
時間  5:00pm - 2:00pm 週一到週日 

用餐時間人潮眾多，大家可以先上網 
找一下菜單，就可以加快點餐速度。

泰成水果店哈密瓜冰
壯觀的夏日消暑聖品!鮮度百分百的台南知名冰
品，怎麼可以錯過新鮮水果的好滋味!

地址  台南市中⻄區正興街 80 號
時間   2:30pm - 9:30pm 平日 / 1:30pm - 9:30pm 週六 /  
1:30pm - 8:00pm 週日 / 週四不定時公休

招牌的冰品很大一份， 
找幾個好友一起分享剛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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