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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s_taiwan_guide(Taiwan Goodies)

S/n County/City Souvenirs Local products Must try delicacy
1 Night Market (夜市) 各式紀念品 格式各樣特產 當地美食

2
Guanghua Electronic Market 
(光華商場)

3 Guangnan Wholesale (光南大批發)

4 Cosmed (康是美)
5 Keelung (基隆市) 各式紀念品 鳳梨酥, 花生米老 活海產, 咖哩麵, 鍋貼, 滷肉飯
6 Keelung (和平島) 各式紀念品 海藻牛軋糖, 黑糖海燕窩 櫻花蝦炒飯, 活海產
7 Taipei (台北市) 各式紀念品 牛軋糖, 冰沙餡餅, 古餅 格式各樣美食

8 Taipei (西門町) 流行時尚飾品 老天祿蘇杭茶點
阿宗麵線, 老天祿港式滷味, 
鴨肉扁, 潤餅捲, 挫冰

9 Taipei (五分埔)

10 Taipei (迪化街) 各式紀念品 格式各樣中藥材, 豬肉紙
豬肉紙, 旗魚米粉, 筒仔米糕, 油飯, 
四神豬腸豬肚湯

11 Taipei (木柵) 各式紀念品 文山包種茶 司蛋糕, 小米粥, 貓耳朵, 綠竹筍

12 Taipei (北投) 陶藝 冰心蛋糕捲
排骨酥湯, 臭豆腐, 蔗香雞, 
北投炸包, 煎餅

13 Taipei (淡水) 各式紀念品 鐵蛋, 蝦捲, 魚酥
阿給, 蝦捲, 魚丸湯, 魚酥, 
炭烤臭豆腐, 雞蛋冰, 燒酒螺

14 Taipei (烏來) 原住民飾品 小米酒 原住民小吃

15 Taipei (九份) 各式紀念品 芋圓, 手工烘茶, 烏龍茶
芋圓, 抹茶, 草仔粿, 黑糖麻糬, 
豆腐乳, 高山茶

16 Taipei (平溪) 小天燈紀念品 秀珍菇粉
芋圓, 山藥, 箭竹筍, 秀珍菇, 
陽春麵

17 Taipei (金山) 各式紀念品 金山地瓜麵
炸蝦球, 炒竹筍, 金山鴨肉, 
蘆筍沙拉, 綿綿冰

18 Taipei (深坑) 手工藝品 豆腐 豆腐、草仔糕
19 Taipei (三峽) 各式紀念品 金牛角麵包, 龍井茶 金牛角冰淇淋, 金牛角麵包

20 Taipei (鶯歌) 陶器, 馬克杯 筒仔米糕
筒仔米糕, 小銅鍋, 切仔麵, 
彰鶯肉圓, 羊肉飯, 瓦片蝦餅

21 Taoyuan (大溪) 兩蔣Q版公仔 黑豆干 蘿蔔幹, 蝦米, 地瓜餅, 油飯, 豆花

22 Taoyuan (龍潭) 各式紀念品 花生糖 龍泉茶

23 Hsinchu (新竹市)
流行時尚飾品, 玻璃藝術品, 
台灣精油

米粉, 竹塹餅, 柑橘 貢丸, 芋圓菜包, 東方美人茶

女性服裝

Taiwan Goodies 台灣製造

格式各樣電腦需品

文具, 唱片, 生活用品

格式各樣民生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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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Hsinchu (內灣) 各式紀念品 麻糬, 農特產品
野薑花粽, 紫玉菜包, 芒果青冰, 
烏煤汁

25 Hsinchu (關西) 各式紀念品 仙草茶包, 柿餅 草莓, 仙草茶, 番茄, 仙草發糕

26 Miaoli (苗栗市) 各式紀念品 柿餅, 桔子醬, 豆腐乳, 肚臍餅
牛軋糖, 麻糬餅, 紫蘇餅, 桐花餅, 
龍騰斷橋餅, 擂茶

27 Miaoli (大湖) 各式紀念品 草莓酒 草莓
28 Miaoli (泰安) 各式紀念品 火龍果, 小米酒 豆腐, 火龍果, 甜柿, 番茄
29 Miaoli (三義) 木雕飾品 紫蘇梅餅 竹筒草蝦, 客家料理, 鰻魚飯, 

30 Taichung (台中市) 流行時尚飾品
太陽餅, 鳳梨酥, 長崎蛋糕, 
一心豆干, 檸檬餅, 肉乾, 小月餅

綠豆椪

31 Changhua (彰化市) 各式紀念品 手工蛋捲, 葡萄, 花生酥, 鳳眼糕 涼圓, 肉圓, 鴨肉丸子

32 Changhua (鹿港) 彩繪燈籠 牛舌餅 魷魚肉羹, 豆花, 手工蝦丸, 麵線糊

33 Nantou (信義) 各式紀念品 梅子加工製品, 梅子醋 梅子醋
34 Nantou (埔里) 竹炭製品, 竹雕 紹興酒, 香菇 紹興酒, 甘蔗
35 Nantou (魚池) 各式紀念品 阿薩姆紅茶 阿薩姆紅茶
36 Nantou (鹿谷) 各式紀念品 凍頂烏龍茶 凍頂烏龍茶
37 Nantou (名間) 各式紀念品 松柏長青茶 松柏長青茶
38 Yunlin (雲林市) 布袋戲偶 麥芽酥 夾心冰餅, 蒲燒鰻
39 Yunlin (西螺) 各式紀念品 麻糬, 肉鬆 麻糬, 九層粿, 水餃, 西瓜  
40 Yunlin (古坑) 各式紀念品 巴登咖啡, 香橙酥 竹筍東坡肉

41 Chaiyi (嘉義市) 交趾陶 方塊酥,柿餅, 福義軒蛋卷, 新港飴
火雞肉飯, 蚵ㄚ包, 嘉義涼圓, 
北平烤鴨

42 Chaiyi (阿里山) 原住民飾品, 檜木球香包
烏龍茶, 阿里山咖啡, 轎篙筍, 
山葵醬

烏龍茶, 阿里山咖啡, 金萱茶

43 Chaiyi (奮起湖) 檜木球香包 潤膚霜
鐵道便當, 山野菜, 筍, 草仔粿, 
愛玉子

44 Tainan (台南市) 葫蘆雕燈飾
龍眼乾, 鳳梨, 香腸, 青芒果乾, 
肉燥罐頭, 香腸

擔仔麵, 鱔魚意麵, 當歸鴨, 海龍湯, 
土魠魚羹, 冬瓜茶

45 Tainan (七股) 台鹽沐浴用品, 台鹽保養產品  烏魚子, 蒲燒虱目魚肚 塩滷豆花, 鹹冰棒, 虱目魚

46 Tainan (安平) 福袋 蝦餅, 蜜餞, 古堡餅 黑豆花, 棺材板, 目虱魚粥, 蚵仔煎

47 Tainan (白河) 各式紀念品
蓮藕粉, 蓮花茶, 蓮子大餐, 
白河潤餅

蓮花茶

48 Kaoshiung (高雄市) 各式紀念品
蜂蜜, 鳳梨罐頭, 烏魚子, 旗鼓餅, 
古餅

海產粥, 魚翅羹, 豚骨拉麵, 
帶皮羊肉

49 Kaoshiung (左營) 海軍軍用品 菱角酥 左營饅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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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Kaohsiung (旗山) 格式各樣紀念品 香蕉脆皮雪糕 枝仔冰, 活海產
51 Kaohsiung (美濃) 油紙傘, 陶藝 米食粄條, 油蔥酥 擂茶, 客家料理, 豬腳, 面帕板
52 Pingtung (楓港) 各式紀念品 芒果 烤鳥, 鯰米仔
53 Pingtung (屏東市) 原住民琉璃珠飾品 蜜汁紅豆 雞肉飯, 手工布丁, 肉圓, 涼麵
54 Pingtung (東港) 海洋吊飾, 貝殼項鍊 櫻花蝦乾, 油魚子 活海產
55 Hengchun (恆春) 各式紀念品 港口茶 拉麵, 日式豬排, 肉餅, 羊肉爐
56 Kenting (墾丁大街) 各式紀念品 海草麻糬 異國料理, 烤鳥, 活海產

57 Yilan (宜蘭市) 各式紀念品 蜜餞,牛舌餅, 宜蘭餅 鴨賞, 膽肝, 蜜餞, 羊羹, 金桔茶

58 Yilan (礁溪) 各式紀念品 溫泉米粉 滷味食物

59 Hualien (花蓮市)
大理石雕, 玫瑰石雕, 
原住民的服飾

小米酒, 麻糬, 茶油剝皮辣椒, 
花蓮薯, 玉里羊羹

辣蘿蔔, 香脆筍, 瑞穗鶴岡紅茶

60 Taitung (台東市) 原住民飾品 杉原麻糬, 洛神花醋, 剝皮辣椒 釋迦, 福鹿茶, 小米酒, 洛神花茶

61 Penghu (馬公市) 貝殼飾品, 珊瑚製品, 文石印章
黑糖糕, 冬瓜糕, 麵線, 
丁香甘貝XO醬

黑糖糕, 冬瓜糕, 風茹茶, 丁香魚

62 Matsu Islands (連江) 各式紀念品
繼光餅, 高粱酒, 馬祖酥, 芙蓉酥, 
手工米醋, 紫菜, 金銀花茶

高粱酒, 魚麵, 佛手, 紅糟肉, 蠣餅, 
鼎邊糊, 海鋼盔, 淡菜

63 Kinmen (金門) 金合利鋼刀, 風獅爺 高粱酒, 貢糖 高粱酒, 貢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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