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 单位 主题 时间

付费方式

(付费系指入内需门票或

另需支付导览费用)

外语服务 电话

台北市立文献

馆

18条史迹推广导览：北投温泉线、士林芝山岩线、北大

同文化园区线、台湾新文化运动馆线、大稻埕线、逸仙

公园线、台北府城东门线、台北府城北门线、台北府城

西门线、台北府城南门线、228和平公园线、艋舺祖师庙

线、艋舺龙山寺线、台大校园线、景美老街线、松山行

脚线、南港老街线、内湖采风线

每日：09：00至12：00、13

：30至16：30
免费 英日

02-2311-5355

转27

走动式青年旅

服
信义101/士林官邸/士林慈诚宫/西门町等路线

周六、日：13：00至13：10

、17：00至17：10
免费 英日韩

02-2720-8889

转3336

台北市双层观

光巴士(红线)
西门町、信义区、信义路及忠孝东路等沿线景点语音导览 每日：09：10至22：00 付费 英日韩

02-8791-6557

转6006

台北市双层观

光巴士(蓝线)

台北车站、中山区、中正纪念堂、士林区、故宫等沿线景

点语音导览
每日：09：00至16：20 付费 英日韩

02-8791-6557

转6006

总统府 府内导览

周一至周五：09：30、10：0

0、10：30、11：00、11：30

周六、日：09：00、10：00

、11：00、12：00、13：00

、14：00、15：00

免费 英日 02-2311-3731

西门红楼 馆内导览

采预约制，仅接受团体(10人

以上)导览

周二至周日11:00-21:30

周五、周六延长至22:00

周一休馆

免费 无
02-2311-9380

转35

台大医学

人文博物馆
依当期主题展及专题展而定

采预约制

周二至周日：09：30至16：3

0

免费 无 02-2312-3456

国军历史

文物馆
馆内导览

采预约制，仅接受团体导览

周一至周五及第一、三、五

周周六：09：00至16：00国

定假日或机关停止办公，停

止开放

免费 无 02-2331-5730

国立台湾博物

馆本馆
馆内每日定时导览、预约团体导览、数位导览APP 每日：10：30、14：30 付费 无 02-2382-2566

国立台湾博物

馆土银展示馆
馆内每日定时导览、预约团体导览、数位导览APP 每日：10：30、14：30 付费 无 02-2314-2699

国立台湾博物

馆南门园区
馆内每日定时导览、预约团体导览、数位导览APP 每日：10：30、14：30 付费 无 02-2397-3666

国家两厅院 院内导览 周一至三：10：30 付费 中英 02-3393-9888

中正纪念堂 馆内导览 采预约制 免费 英日
02-2343-1100

转1124

台北植物园 主题导览
周六：09：30至11：00

周日：09：30、14：00
免费 无

02-2303-

9978转1420

台北城市散步 主题导览：台北城 采预约制 付费 英日 02-2556-9021                    

TourMeAway 主题导览：Old Town Taipei

周一、三、六

14：00至17：00

捷运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出发

免费

(小费随喜)
英

0960-032-022

0963-002-007

淡江华语文中

心
主题导览：西门町，结合中文学习 平日，采预约制 付费 英日

02-2321-

6320转8360或

8837

Like It Formosa 主题导览：台北西区历史
周三、四、六、日 10：00 -

12：30

免费

(小费随喜)
英 0953-805-391

社团法人

台湾芒草心慈

善协会

万华区导览 周六、日定期导览 付费 无 02-2331-5992

本导览信息请先以电话联系，确认出团时间后再行前往

各区

中正区

中正区

万华区



中华民国

自然步道协会
万华小旅行 采在线预约报名 免费 英 02-23025265

万华区史

展示中心
文史室导览 周二至六：9：00至12：30 免费 英日 02-2371-3557

台北仁济院 文史室导览 周四、五：14：00至17：00 免费 无
02-2302-1133

转5701

乡土教育中心

、剥皮寮、老

松小学

定点导览

周一至五：09：00、10：30、

13：30、15：00周六、日：10

：30、14：30

免费 英日 02-2336-1704

万华区



新富市场 市场历史导览 周六、日：15：00导览 免费 无 02-2308-1092

缪思林文化创

意有限公司
文史导览 采预约制 付费 无 02-2332-7174

艋舺龙山文创B

2广场
B2广场导览 采预约制 付费 无 02-2302-1598

岛内散步 万华区导览
采预约制

周六14：00至16：00
付费 英日 02-2556-9021                    

TourMeAway 主题导览：Longshan Temple Tour

星期二、五

19：30-22：00

捷运龙山寺站1号出口出发

免费

(小费随喜)
英

0960-032-022

0963-002-007

信义公民会馆 四四南村导览
周二至周五：9时至17时，例

假日除外
免费 无

02-2723-

9777转855

02-2723-7937

台北探索馆 馆内导览

仅供团体(30人以上)导览，周

二至周五：09：00至17：00，

周六、周日：有时段限制

免费 英
02-2720-888

9转8630

国父纪念馆 史迹室导览

定点导览，每日：09：00至1

8：00除夕、初一、机电保养

为休馆日

免费 英日
02-2758-8008

转546

信义区小区大

学
地方文史导览 采预约制 免费 无

02-8789-7317

转111

淡江华语文中

心
主题导览：信义，结合中文学习 平日，采预约制 付费 英日

02-2321-

6320转8360或

8837
黄金种子文化

事业有限公司
青田七六街区慢步与讲座导览

采预约制

周一至周五 09：30至18：00

一般导览免费/

街区慢步付费
英日 02-2391-6676

Like It Formosa Free Walking Tour/Modern 周二 19：00至21：30
免费

(小费随喜)
英 0953-805-391

松山机场 观景台导览 周六、日：13：30 免费 无
02-8770-3460

02-8770-3430

行天宫 宫内导览 采预约制 免费 英日 02-2502-7924

台湾股票博物

馆
馆内导览

周一至周五：09：00、10：00

、11：00、14：30、15：30、

16：30例假日及国定假日休

馆

免费 无

02-2514-

1300或

02-2514-1301

土地改革纪念

馆
馆内导览

周一至周五：09：00至17：00

周日及国定假日休馆
免费 无 02-2579-2509

黑松股份有限

公司
馆内导览

周二至周五：14：30至17：30

每周一、除夕及初一休馆
免费 无 02-2731-8167

北投温泉博物

馆
馆内导览 平日，采预约制 免费 英日韩 02-2893-9981

北投文物馆 馆内导览
周六、日及国定假日：11：0

0及14：30各一场
免费或付费 英日 02-2891-2318

凯达格兰文化

馆
馆内导览 采预约制 免费 英日 02-2898-6500

梅庭 馆内导览 采预约制 免费 英日 02-2897-2647

北投图书馆 馆内导览
采预约制；周一至周五：9时

至12时、14时至17时
免费 无 02-2897-7682

台北市八头里

仁协会
北投景点导览 采预约制 付费 英 02-2896-4597

北投文化基金

会
北投文化导览 采预约制 付费 英日 02-2891-7453

淡江华语文中

心
主题导览：北投，结合中文学习 平日，采预约制 付费 英日

02-2321-

6320转8360或

8837

岛内散步 主题导览：温泉区导览 采预约制 付费 英日 02-2556-9021                    

岛内散步 主题导览：关渡平原导览 采预约制 付费 无 02-2556-9021                    

士林小区大学 士林区文史或自然导览 采预约制 免费 英日 02-2880-6580

成人多媒体导览 付费

英日韩西

法德粤泰

越印度尼

02-2881-2021

松山区

北投区

全年开放：08：30至18：30团

体导览：08：30至16：00每周



无障碍导览 付费
视障及听

障

无障碍设施

服务02-2881-

2021转2384

中、英语及周末亲子免费导览

中文导览：09：30、10：00、

14：30、16：00

英文导览：10：00、15：00

周末亲子导览：每周六、日

，10：30、15：00 。

付费 英 02-2881-2021

张大千纪念馆导览

周二至周日：09：30、10：30

、14：00、15：00周一、国定

假日及每年4月2日除外

免费 无
02-2881-2021

转2683

台北市儿童新

乐园
园区导览影片

仅提供团体(30人以上)导览

假日不开放导览

每日：每日09：00至17：00

周六、寒暑假期间及连续假

期(除收假日外)延长营运至20

：00

周日或连续假期收假日延长

营运至18：00农历除夕为休

园日不对外开放

营运时间如有调整将另行公

告

付费 英

02-2833-

3823转105、1

06

士林区

国立故宫博物

院

五、周六：18：30至21：00延

长开馆



常设展导览

周一至周日：10：30至11：00

周一至周五：13：30至14：00

周六、周日：15：00至15：30

周一休馆，寒暑假除外

主题导览 周六、日：13：30至14：30

台北市立天文

科学教育馆
展示场导览

周日及周二至周五：09：00

至17：00
付费 无

02-28314551

转523、524

驻站导览

定时导览09：30、13：30

定点导览10：30、14：30

每月最后1个星期一及农历除

夕休馆，周一若遇假日则休

馆日顺延

免费
02-28613601

转801~809

带队导览 采预约制 付费

救国团剑潭海

外青年活动中

心

园区导览 采预约制 免费 无 02-2885-2151

士林官邸 官邸导览，外语导览机 周二至周日：10：30、15：30 付费 英日 02-2883-6340

七星生态保育

基金会
士林官邸生态园导览

每日：09：00至12：00、13：

30至16：30
免费 无 02-2895-4177

士林慈諴宫 宫内导览 采预约制 付费 无 02-2880-2972

馆内导览 每周六、日：14：00 付费

团体预约导览 周二至周日：09：00至17：00 付费

霞海城隍庙 大稻埕逍遥游
每月第一、三周个周日：08

：30至11：00
免费 无 02-2558-0346

台湾新文化运

动纪念馆
馆内导览

现场报名

每月每周日14：00、15：30
免费 无 02-2557-0087

Like It Formosa
1.主题导览：台北1920年代历史

2.主题导览：大稻埕

1.每日10：00 至13：00

2.每日15：00 至17：30

免费

(小费随喜)
英 0953-805-391

淡江华语文中

心
主题导览：大稻埕-百年商贸，结合中文学习 平假日，采预约制 付费 英日

02-2321-

6320转8360或

8837

岛内散步 主题导览：走踏蓝色公路，大稻埕与淡水原来这么近 假日，采预约制 付费 英 02-2556-1798                    

岛内散步 主题导览：大稻埕走过，不路过
采预约制

每周日10：00 - 12：00
付费 英 02-2556-1798                    

内湖区 内科探索馆 馆内语音导览服务

周一至周五：09：00至17：00

周六、周日及国定假日暨民

族节日休馆

免费 无
02-2799-6898

转230

台北故事馆 馆内语音导览

平日：11：00、15：30

假日：11：30、14：30、16：

30

周一休馆

付费 英日 02-2586-3677

台北市立美术

馆
馆内语音导览常设展语音导览

周日至周五：09：30至17：30

周六：09：30至20：30
付费 英

02-2595-7656

转323

剑南蝴蝶步道 步道导览 每月第1个周日：09：00 免费 无 02-2553-2322

真如苑佛教会 馆内语音导览 平日、假日 免费 无 02-8509-7070

台北市铁观音

包种茶研发推

广中心

茶艺指导、茶园及生态导览

平日需先预约

假日免费导览场次为10：20

、14：20

免费 无 02-2234-0568

张乃妙茶师纪

念馆
张乃妙茶师的生平事迹导览

周一至周六09：00至17：00／

周日11：00至17：00

(最后进馆时间:每日16：30前)

付费 英 02-2938-2579

樟湖文史工作

室
文史生态导览 采预约导览 付费 无

02-2937-9729

0986-783-003

台北市立动物

园
园内导览

每日：09：00至17：00

农历除夕休馆一天
付费 无

02-29382300

转630

猫空独特景点、深度人文历史及丰富自然生态景观等语音

导览/导览机
依照缆车服务时间 免费 无 02-8661-8110

国立台湾科学

教育馆
付费 无

02-6610-

1234转1005

阳明山国家公

园
英

顺益台湾原住

民博物馆
英日 02-2841-2611

大同区

中山区

文山区



猫空缆车导览，深入探索猫空之美，提供以下三种导览行

程让游客选择导览行程：（一）A行程：缆车动物园站集

合(服务中心视听室介绍缆车系统)→参访指南宫(本公司代

为安排指南宫志工导览)→参访台北市铁观音包种茶研发

推广中心(本公司代为安排志工导览)→活动结束（二）B行

程：缆车动物园站集合(服务中心视听室介绍缆车系统)→

参访指南宫(本公司代为安排指南宫志工导览)→探索壶穴

地形(本公司代为安排志工导览)→活动结束（三）C行程：

缆车动物园站集合(服务中心视听室介绍缆车系统)→参访

指南宫(本公司代为安排指南宫志工导览)→参观樟树步道

→活动结束（四）导览行程当日下午可由本公司代为预约

台北市立动物园导览行程。

周二至周五：每日受理1个团

体国定假日除外
付费 无

02-2936-3730

转2108

TourMeAway 主题导览：Hunger Game
星期日：20：00至22：30

捷运景美站2号出口出发
付费 英

0960-032-022

0963-002-007

TourMeAway 主题导览：Chill Out Taipei

周一、三、六：14：00至17

：00

捷运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出发

免费

(小费随喜)
英

0960-032-022

0963-002-007

文山区

台北大众捷运

股份有限公司

大安区



台北城市散步 主题导览：永康青田 采预约制 付费 英日 02-2556-9021                    

区域 电话 交通 地址 网址/脸书
登记证编

号
电话

北投区
二崎生态休闲

农场

*仅接受团体15人以上

乘车：捷运北投站搭小6公交车至吴氏宗祠下车，前行至3

55巷步行约5分钟即可抵达。

112台北市北投区复兴三路35

5巷39号

https://www.facebook.com/2c

hifarm/
178 02-2891-7787

日月满休闲农

场
乘车：搭小19、303公交车至本场入口下车。

111台北市士林区平菁街150

号
142 02-2862-3901

梅居休闲农场

开车：自行开车者请在农场旁，沿43巷路边，免费停车；

搭公交车者：请在43巷路口，公交车303的「伦仔尾站」

下车，走1.3公里左侧进入农场

111台北市士林区平菁街43巷

99号

https://www.facebook.com/%

E6%A2%85%E5%B1%85%

E4%BC%91%E9%96%92%E

8%BE%B2%E5%A0%B4-

1682096642070001/

319 0905-169-176

福田园教育休

闲农场

乘车：于士林捷运站搭乘303公交车于国际电台(或卫星电

台)下车，步行约10分钟可抵达农场。

111台北市士林区菁山路131

巷18号

http://www.2ftv.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fu

tian.village/

6 02-2862-2145

白石森活休闲

农场
乘车：在内湖派出所搭乘小2公交车在本场入口前下车。 114台北市内湖区碧山路58号

https://www.facebook.com/w

hiterock58/
240 02-2794-3131

清香休闲农场
乘车：在捷运昆阳站搭乘小3公交车，在大邱田土地公庙

下车，下车后右转下坡步行约300公尺可达。

114台北市内湖区大湖街206

号
245 02-2790-3466

乡村休闲农场
乘车：在捷运昆阳站搭乘小3公交车，在大邱田土地公庙

下车，下车后右转下坡步行约300公尺可达。

114台北市内湖区大湖街206

号

https://www.facebook.com/35

8farm/
58 02-8260-2358

文山区
杏花林休闲农

场

乘车：于政治大学搭小10或棕15公交车于樟山寺站下车，

步行500公尺到达。

116台北市文山区指南路2段9

3号

https://www.facebook.com/m

uchaflower/
52 02-2939-4866

士林区

内湖区

台北市休闲农场体验户外教学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