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港    岸上觀光行程 

1 



#30、31 

#18 

#19 

1. 18號碼頭：長360公尺；水深11公尺 
2. 19號碼頭：長283公尺；水深9公尺 
3. 30、31號碼頭：長640公尺；水深14公尺 

臺中港客運碼頭相對位置圖 
主航道水深-16米，北迴船池1,000公尺，主航道港口寬350公尺。  

北迴 
船池 

主航道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苗栗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嘉義市 

臺中國家歌劇院 
草悟道 南庄、三義、泰安 

臺中樞紐－串聯中臺灣觀光資源 

八卦山、鹿港、王功 

日月潭、清境 
、中台世界博物館 

古坑、雲嘉南濱海 

故宮南院、阿里山 射日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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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灣七縣市觀光名勝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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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 

鹿港老街 

虎尾文化三館 

故宮南院 

高美濕地 

八卦山大佛 

花蓮港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 

龍騰斷橋 

日月潭 

中台禪寺 

基隆港 

高雄港 

草悟道 
國家歌劇院 

苗栗 

臺中 

彰化 

雲林 

嘉義縣 嘉義市 

南投 

檜意森活村 

三義木雕藝術城 

斗六太平老街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 

國家歌劇院 

國家歌劇院 

日月潭 

虎尾文化三館 

故宮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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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ravel.taichung.gov.tw/
http://tourism.chcg.gov.tw/tc/index.aspx
http://travel.taichung.gov.tw/
http://www.tbocc.gov.tw/
http://travel.chiayi.gov.tw/tc/index.aspx
http://travel.nantou.gov.tw/index.aspx
http://www.npac-ntt.org/index.aspx
http://www.sunmoonlake.gov.tw/


中臺灣觀光資源—新亮點：臺中國家歌劇院 

世界知名建築設計
師  伊東  豐雄  設
計 

◆大劇院(2014席)  ◆中劇院(800席)  ◆小劇場(200席) ◆戶外劇場 

◆角落沙龍  ◆空中花園 ◆美聲涵洞  ◆曲牆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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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逾九公頃 

◆斥資廿五億元打造  

◆館藏歷史悠久的佛教造像碑 

◆西安千餘套拓片 

台灣佛教博物館的「羅浮宮」，典藏珍貴豐富的佛教文物 
 

中臺灣觀光資源—新亮點：中台世界博物館 



◆2015年營運，耗資近80億   

◆占地70公頃典藏華夏文物 

◆亞洲現代藝術博物館 

博物館區20公頃 

非博物館區 48公頃 

中臺灣觀光資源—新亮點：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簡稱故宮南院，位於嘉義縣
太保市，鄰近高鐵嘉義站以
及蒜頭糖廠，主要展示品為
亞洲藝術文化，該館定位為
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另設
有主題庭園、人工湖和旅館
。 



中臺灣郵輪8小時行程建議(大型團) 
因素 遊程 地區 遊程 適合規模 

文化/探索 A 臺中海線 
大甲觀光小城(大甲鎮瀾文化大樓、老街
小吃、鎮瀾宮參拜)-港區藝術中心-鰲峰山
觀景平臺-梧棲觀光漁港-高美濕地 

300-500人 

文化/探索 B 臺中山線 后里麗寶樂園–東豐后豐自行車綠廊 300-500人 

文化/探索  C 臺中市區 國立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美術館-特色餐
廳(叉子餐廳)-誠品書店－草悟道 300-500人 

文化/探索  D 臺中、南投 霧峰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臺中) -日月潭(南
投)-向山遊客中心(南投) 

300-500人 

文化/探索  E 臺中、嘉義 
國家歌劇院(臺中) -嘉義百年公園(射日塔、
史蹟資料館、蒸汽老火車頭) – 檜意森活
村(嘉義)-故宮南院(嘉義) 

300-500人 
 

名勝/物產  F 臺中、苗栗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臺中)-苗栗三義木雕
藝術城(苗栗)-苗栗客家文化園區(苗栗) –高美
濕地(臺中) 

100-300人 

名勝/物產  G 臺中、彰化 
烏日啤酒廠(臺中) -臺灣玻璃館(彰化) -八卦
大佛(彰化) -鹿港老街(彰化) –鰲峰山觀景平
臺(臺中) 

100-300人 
 

名勝/物產  H 臺中、雲林 
國立臺灣美術館(臺中)-美術園道異國餐廳
(臺中)-虎尾文化三館（雲林故事館、布袋
戲館、合同廳舍） 

100-300人 
 



中臺灣郵輪8小時行程建議(中小型或散客團) 

因素 遊程 地區 遊程 適合規模 

文化/探索 Ａ 臺中市區 
國家歌劇院–草悟道 –勤美誠品-范特喜綠
光計劃–臺中中區漫步巡禮(宮原眼科-全
安堂太陽餅博物館-辛發亭蜜豆冰等) 

100以下 

名勝/物產 Ｂ 臺中山線 
薰衣草森林-新社古堡-特色餐廳(菇菇風味
餐、又見一炊煙、明月居)-新社或東勢果
園採果 

100以下 
 

名勝/物產 Ｃ 臺中、嘉義 
老樹根魔法木工坊(臺中)-北門驛(嘉義) →車
庫園區(嘉義) →動力室木雕作品展示館(嘉義) 
→交趾陶館(雲林)  

100以下 
 

名勝/物產 Ｄ 臺中、苗栗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勝興老街巡禮(苗栗) -
龍騰斷橋(苗栗) -水美木雕街(文創特色伴手
禮採買) (苗栗)  
 

100以下 

名勝/物產 Ｅ 臺中、南投 彩虹眷村(臺中)-霧峰農會酒莊(臺中)-南投竹
藝博物館(南投)→南投陶展示館(南投) 

100以下 

文化/探索 Ｆ 臺中、雲林 
臺中烏日溫泉 (臺中)-iicake蛋糕毛巾咖啡
館 (雲林) －斗六太平老街(雲林) -沙鹿美仁里
彩繪巷(臺中) 

100以下 

名勝/物產 G 臺中、彰化 
彩虹眷村(臺中)-鹿港民俗文物館(彰化)-彰化
鹿港百年小吃美食之旅-包子、麵線、糕
餅(彰化)-優格餅乾魔法學院(彰化) 

10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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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探索  大型團   臺中海線之旅 
大甲觀光小城(大甲鎮瀾文化大樓、老街小吃、鎮瀾宮參拜)-港區藝術中心
-鰲峰山觀景平臺-梧棲觀光漁港-高美濕地 

臺中港 

大甲鎮瀾宮 

鎮瀾文化大樓 

港區藝術文化中心 

大甲名產芋頭酥、
奶油酥餅採購 鰲峰山觀景平台 

梧棲觀光漁港 

高美濕地 



國家歌劇院 

史蹟資料館 

文化/探索 大型團  臺中-嘉義 
國家歌劇院(臺中) -嘉義百年公園(射日塔、史蹟資料館) – 品嚐嘉義雞肉飯–檜
意森活村(嘉義)-故宮南院(嘉義) 

故宮南院 

臺中港 

檜意森活村 嘉義雞肉飯 



烏日啤酒廠 

臺灣玻璃館 

名勝/物產  大型團   臺中-彰化  
烏日啤酒廠(臺中) -臺灣玻璃館(彰化) -八卦大佛(彰化) -鹿港老街(彰化) –
高美濕地(臺中) 

八卦山大佛 

臺中港 

鹿港老街 

高美濕地 



霧峰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 

日月潭 

文化/探索   大型團  臺中、南投 
霧峰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臺中) -日月潭(南投)-向山遊客中心(南投) –環湖
自行車道–桃米生態村 紙教堂 
 

向山遊客中心 
環湖自行車道 

臺中港 

桃米生態村 紙教堂 



臺中特色觀光資源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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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美濕地—國家級濕地資源 
高美濕地位於清水大甲溪出海口南側，曾在此棲息的鳥類有多達120餘種，為重要
之生態保育區。 § 高美濕地：最佳賞鳥月份：六月至二月 



新亮點：柳川藍帶水岸河道藝術光景 
柳川沿岸大變身，市區第一座親水河岸，夜間點燈好浪漫！ 

在市區的綠川、柳川一帶，是台中人熟知的水道，流貫繁華的市街，卻因長期汙染
的原因，一直沒有受到很大的重視，直到現在，經過台中市政府大力的改造下，有
了全新的風貌！ 



大甲鎮瀾宮   
  一生必來一次的宗教聖地 



麗寶 Outlet Mall—105年12月24日試營運 

▪2.3萬坪，5000個車位 

▪120個品牌，1000席全台最大美食街 

▪全台最大摩天輪 



麗寶樂園—F3國際賽車場 



后豐-東豐自行車道 
是台灣第一條由廢棄鐵道改建而成的自
行車專用道，也是封閉型的自行車專用
道，全長12公里 



臺中年度觀光行事曆1-6月 

臺中賞螢活動 

 
 

中台灣元宵燈會 太平枇杷節 

櫻花季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大甲媽祖 
國際觀光文化節 

臺中光影藝術節 南屯木屐節 

臺中糕餅暨太陽餅
文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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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年度觀光行事曆7-12月 

臺中國際踩舞祭 

 
 

大甲溪流域觀光季 好茶好餅節 

臺中藍帶 
海洋觀光季 

花都藝術節 

0K臺灣樂馳花都 
聖誕節活動 
跨年晚會 

臺中國際花毯節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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