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台北老城巡禮四天三夜•念念時光美食之旅 【10 月•每週日出發】 

 

 

 

行程特色 

 市中心五星:晶華酒店連泊三晚。交通便利，緊鄰日本風情條通文化小區以及中山捷運站新光三越

及誠品熱門百貨商圈，逛街夜遊兩相宜 

 嚴選老牌台菜餐廳，搭配日本東京拉麵常勝軍麵屋一燈，多重味蕾美食享受 

 臺北老城區西門和大龍峒歷史文化導覽，深入探訪台北老城豐富人文風采 

 充足自由時間，可彈性選擇，享用飯店設施及自由探索首都風華 

 出發日期: 每週日 10/4, 10/11, 10/18, 10/25 

行程售價 

房型(晶華豪華客房) 已含安心旅遊補助 價格/每人 

雙人房 7,800 元 

三人房(三人一間，豪華客房加床) 7,600 元 

單人房 12,800 元 

6~12 歲兒童(含飯店加床、飯店早餐、兒童餐、交通、保險以及小費) 6,800 元 

6~12 歲兒童(不含飯店加床、飯店早餐、兒童餐、交通、保險以及小費) 3,200 元 

6 歲以下幼童(幼童不佔床、飯店早餐幼童免費、無午晚餐，含交通、保險、小費及作業費) 800 元 

 十人即可成行, 十人以下價格另洽 

 訂金 NTD 5,000/每人 

 每房每晚加價 NTD 600, 三晚 NTD1800, 可升級公園景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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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門票入內參觀    ☆ 國家級古蹟    ▼ 表示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DAY 1(日)晶華飯店→西本願寺廣場、臺北天后宮、西門紅樓 

11:00  貴賓自行辦理入住晶華酒店, 前台寄放行李 (約三點才能進房請注意) 

12:00  大廳集合 

12:30  享用午餐 

14:00  專車前往西門徒步導覽老城區約 90 分鐘 

14:30  深入探索西門老城區，▼預計導覽路線:西本願寺廣場≫臺北天后宮≫西門紅樓≫自由活動 

17:30  出發前往晚餐用餐地點 

18:00  抵達，享用豐盛晚餐 

20:00  晚餐後返回酒店入住 

早餐： X 

午餐： 麵屋一燈 冠軍沾麵 (NTD 370 免服務費) 

晚餐： 欣葉精緻台菜料理南西店(NTD 800+10%) 

住宿： 5★台北晶華酒店(保證入住) 

門票： X 

【西門紅樓】  

1908 年西門紅樓興築完成迄今已有 112 年歷史，是台灣第一座官方興建的公營市場，也是今日全臺所保存最古老完整的三級古蹟市場建築物。由當時

任職台灣總督府、擅長西洋建築風格的日籍建築師近藤十郎所設計。奔放大膽的創意以「八卦造型」取其八方雲集之意作為市場入口、「十字架造型」

作為市場整體的特色。目前民眾所稱的八角樓和十字樓，再加上緊鄰兩旁的南北廣場統稱為「西門紅樓」。歷史古蹟現已蛻變為西區文創基地，旅者

常去西門紅樓品茗、看戲、尋創意。 

【西本願寺】 

西本願寺，往年正式名稱為淨土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別院，位在臺北市新起町 1 丁目 1 番地，以今日地址來說是中華路一段 147 號。整幢建築充滿日

式風情，它曾是台灣配置最齊全的日式佛寺，曾經大火燒毀，建築已殘破無法使用，後於市政府拆除違建時發現遺跡，予以保留並修復部分殘跡，整

修後命名為西本願寺廣場並開放大眾參觀。 

    
(圖片出處:臺北市文化局&臺北市旅遊局&https://triper.darkwing.co/s/A3Bx3jbJNve) 

【臺北天后宮】 

臺北天后宮，原名艋舺新興宮，俗稱西門町天后宮、西門町媽祖廟，是位於臺灣臺北市萬華區的天后宮，主祀天后媽祖，廟址原為日本佛教真言宗之

弘法寺。該廟前身新興宮肇建於清乾隆十一年（1746 年），原址為艋舺直興街（今貴陽街與西園路交叉口，青山王館附近），1943 年被日本政府徵收，

檀越將神暫奉於艋舺龍山寺，1948 年進駐西門町。該廟遷徙前曾與艋舺龍山寺和艋舺祖師廟並稱「艋舺三大廟門」，遷廟後，地方人士改稱艋舺龍山

寺、艋舺祖師廟與青山王館為「艋舺三大廟門」，或者把龍山寺、祖師廟、青山王館與本廟直接合稱為「艋舺四大廟」。 

   
(圖片出處: https://blog.xuite.net/maomi  & https://twitter.com/hashta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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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A%BD%E7%A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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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xuite.net/maomi/Food01/63996713-%E3%80%90%E5%8F%B0%E5%8C%97%E5%B8%82%E6%97%85%E9%81%8A%E3%80%91%E5%8F%B0%E5%8C%97%E5%A4%A9%E5%90%8E%E5%AE%AE%EF%BC%9A%E5%A4%A9%E4%B8%8A%E8%81%96%E6%AF%8D%E5%AA%BD%E7%A5%96%E8%88%87%E6%97%A5%E6%9C%AC%E5%BC%98%E6%B3%95%E5%A4%A7%E5%B8%AB%E7%9B%B8%E8%A6%8B%E6%AD%A1+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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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華飯店】 

晶華酒店位於文化藝術、精品購物、金融商業中心，坐擁公園綠地，鄰近林森公園地下停車場、中山捷運站，周遭有許多知名日式美食。連接台北市

各大知名景點。名列台灣前 25 大奢華飯店。酒店頂樓設有室外游泳池可以欣賞到廣闊的城市美景，晚間泳池畔也有露天電影院。多位知名國際名人如:

李敏鎬、宋慧喬、麥可傑克森、麥可喬登以及席琳狄翁等人，來台灣時皆指定入住此酒店。此外，酒店內匯聚各國美食，有八間優雅精緻的餐廳供貴

賓選擇，從亞洲到西方的各式美饌佳餚。滿足你對美食的想像。 

       
(圖片出處: 晶華酒店 Facebook & https://www.walkerland.com.tw/article/view/67618) 

【欣葉台菜】 

欣葉台菜於 1977 年臺北市雙城街起家，是欣葉集團第一個品牌，榮獲連續第一名的在地台菜餐廳，台灣米其林餐廳推薦台菜。台菜講求原汁原味，是

臺灣人從小吃到大的家鄉味，董事長特地邀請擅長古早味菜餚的官茂寅師傅與北投酒家菜出身的陳渭南師傅，為餐廳打造出許多膾炙人口的台式美味，

除了小吃、清粥小菜，還有許多充滿家庭風味的手路菜和酒家菜，如欣葉必點的招牌煎豬肝、滷肉、菜脯蛋，紅蟳米糕，以及飯後不可少的杏仁豆腐、

杏仁茶等經典台菜。 

【麵屋一燈 Menya Itto Taiwan】 

麵屋一燈，是日本東京日本公信力美食網【食べログ】拉麵常勝軍，多次蟬聯東京最佳拉麵、The Tabelog Award 與日本東京百名店等獎項。創辦人

坂本幸彥在因緣際會之下認識了麵屋 Kouji 集團，開啟了投身拉麵界的契機。首間店於 2010 年在東京新小岩正式開幕。2016 年登陸臺灣展店。「一

燈」取自比叡山延曆寺開基者最澄大師之「一燈照隅，萬燈照國」真言，具有推己及人的意味，代表每個人儘管只是個人之力，但心態與堅持仍能影

響周邊的人。 

     
(圖片出處: https://www.shinyeh.com.tw/& 麵屋一燈 Facebook & https://tw.openrice.com/zh-hk/taipei/review/) 

DAY 2(一)晶華酒店→臺北孔廟、大龍峒保安宮→午後自由活動 

08:30  專車前往圓山，▼預計導覽路線約 90 分鐘: ☆臺北孔廟≫☆大龍峒保安宮 

12:00  出發前往午餐用餐地點 

12:30  午餐 

14:00  午餐後自由活動，可享用酒店設施或參訪捷運中山站附近的巷弄文青店、文創基地赤峰街或體驗最美捷運地下街

(由誠品設計管理)，新光三越南西店和誠品南西店也在鄰近，方便購物 

19:00  晚餐自理，延續下午自由活動時間，也可回飯店盡情享用設施，建議至附近臺北人最喜愛的寧夏夜市享用美食 

【寧夏夜市 2020 必比登推介必吃美食: 豬肝榮仔、方家雞肉飯、劉芋仔，當然還有其他美食可選擇】 

早餐： 旅館早餐 

午餐： 雞家莊 長春路總店(NTD 450 含 10%) 

晚餐： 自理 

住宿： 5★台北晶華酒店(保證入住) 

門票： X 

 

 

 

https://www.walkerland.com.tw/article/view/67618
https://www.shinyeh.com.tw/
https://www.regenthotels.com/tw/regent-taipei


- 4 - 

【大龍峒】 

位於臺灣臺北市士林/大直間，為基隆河南岸的獨立小山丘。該土丘原名為「大龍峒山」或「大龍山」，其名來自此區域本來所住的平埔族分支凱達格

蘭族「大浪泵社」的閩南譯音，據說因風水如龍，故採用「大龍峒」字樣。後來因山丘平緩，被後人另取名為「圓山」且沿用至今。因該地為緊鄰臺

北盆地的第一處緩坡與大綠地，1897 年，臺灣總督府即於現址興建全臺灣第一處都會公園。另外，因為該山特殊地形，也保留了相當獨特的圓山遺址。 

【臺北孔廟】 

臺北市孔廟於 1927 年興工，座落於文風丕盛的大龍峒老街裡，在臺北市政府規劃推動的都市更新下，與大龍國小、保安宮形成「廟、學、宮」的大龍

峒文化園區，具有典儀場所、儒學象徵與市定古蹟等多重意涵。臺北市孔廟採曲阜本廟建築形式，樑柱門窗皆未刻字顯得樸實又莊嚴，其布局依序為

萬仞宮牆、泮池、櫺星門、儀門、大成殿及崇聖祠，另外可發現孔廟裡所有的柱子、門窗和其他寺廟不同，上面都沒有聯對，據說這表示沒人敢在至

聖先師孔夫子門前賣弄文章；且因為民間興築，除形制與規格外，亦加入了區域性裝飾風格，即閩南地區特有之交趾陶與剪粘裝飾，尤以交趾陶裝飾

為臺灣地區孔廟建築裡較特殊的一例。 

【大龍峒保安宮 – 國定二級古蹟】 

大龍峒位在淡水河和基隆河的匯流處，開發很早，並以保安宮為信仰中心。保安宮佔地廣闊，自西元 1805 年興建，因為工程浩大艱鉅，而且所用石材、

木材都從大陸運來，連蓋廟的師父也從大陸請來，所以分期施工，歷經 25 年才完成。來到保安宮，可以看到廟前除了龍柱外，還有一造形奇特的石獅，

通常，廟的石獅都一雄一雌，雄的嘴巴會張開，雌的就閉合。可是保安宮的石獅卻都張著嘴，據說這一對石獅，並不是獅子，其中一隻是仁獸，一隻

是法獸，立在廟前，是在呼籲天下，重視法律，施行仁政。進入廟內有很多彩繪、雕塑，值得觀賞。 

   
(圖片出處: https://www.livio.com.tw & 大龍峒保安宮官網 & 臺北孔廟 wiki) 

【雞家莊】 

有長春本店與六條通店。六條通店擁有獨棟三層樓空間，內部紅色磚牆配上精心裝飾的木雕窗框，典雅別致，六條通店非常受日本人青睞，占了主要

客群三成以上。原為雞販的老闆因對雞隻很有研究，受好朋友歌仔戲藝人楊麗花鼓勵與入股，於民國 63 年(西元 1974 年)成立以雞肉料理為主打的雞

家莊。老闆嚴選五、六個月大、未生過蛋的雞來做菜，取其肉嫩皮細。燻雞、白斬雞、烏骨雞皆值得一嚐。以嫩豆腐、雞丁調製的雞家豆腐也非常聞

名，餐後的雞蛋布丁也是老饕再次來訪的原因之一。雞家莊入選「2018-2019 台北米其林餐盤」(The Plate MICHELIN)。 

        
((圖片出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BE%8D%E5%B3%92%E4%BF%9D%E5%AE%89%E5%AE%AE) 

DAY 3(二)晶華酒店→自由活動 

10:00 今日不晨喚，睡到自然醒，早餐開放到十點請注意 

今天安排一整天自由活動時間，貴賓可針對自己的需求，自由安排導覽路線。 

自由活動時間建議路線: 

★101(購物血拼路線):101 觀景台、購物中心、微風南山、遠百信義 A13、象山親山步道 

★東門(小吃、古蹟路線):東門永康商圈、高記永康店、東門市場、中正紀念堂、大安森林公園 

★淡水(IG 打卡、古蹟路線):淡水日本警官宿舍、淡水緣道觀音廟、無極天元宮、滬尾藝文休閒園區、一滴水紀念館、淡

水老街、小白宮、紅毛城、海關碼頭、漁人碼頭 

早餐： 旅館早餐 

午餐： 自由活動時間自理 

晚餐： 自由活動時間自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3%AB%E6%9E%97%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9B%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9%9A%86%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5%9F%94%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1%E9%81%94%E6%A0%BC%E8%98%AD%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1%E9%81%94%E6%A0%BC%E8%98%AD%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5%AA%E6%B3%B5%E7%A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2%A8%E6%B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7%9B%86%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7%9B%86%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7%B8%BD%E7%9D%A3%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BD%E6%9C%83%E5%85%AC%E5%9C%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93%E5%B1%B1%E9%81%BA%E5%9D%80
https://www.livio.com.t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BE%8D%E5%B3%92%E4%BF%9D%E5%AE%89%E5%A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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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5★台北晶華酒店(保證入住) 

門票： X 

【臺北 101】 

臺北 101 位於臺北最精華地段，是國內建築界史上最大工程專案，由國內十四家企業組成的有限公司與國外專業團隊合作，並經國際建築大師李祖原

設計。以中國的吉祥數字「八」（「發」的諧音）為一個設計單元，每八層樓為一個單元，層層堆疊、彼此相續，整個建築整體在外型上成為有節奏的

美感並化解高樓層建築引起氣流對地面造成的風場效應，開啟國際摩天大樓新風格。標高 382 公尺的 89 觀景台有全方位的事也與多樣設施如:11 種語

言的多媒體語音導覽器、紀念照攝影服務、超高倍數望遠鏡、世界最高郵筒等、世界紀錄最快的電梯，僅需 37 秒便從 5 樓直上 89 樓。101 購物中心

為地下一樓、地上五樓的空間，占地 23000 坪，也是臺灣首座頂級國際購物中心，擁有 FENDI, Cartier, DIOR, Gucci ,Prada, LV 等精品，貴賓可享受

到多樣選擇，與全球流行零時差。內裡的美食街有上千個座位，有著非常舒適的用餐環境，也與 ATT 4 FUN 購物中心、世貿中心空橋相接，交通方便。 

【中正紀念堂】 

中正紀念堂是紀念中國民國第一任總統蔣介石，蔣前總統於 1975 年逝世，隔年行政院就破土建立中正紀念堂，設計師是設計圓山飯店的楊卓成設計師。

該處原址是陸軍總部，以前是臺北市內最大軍區，據傳以前從中國運來的黃金曾存在於此。紀念堂採用的藍白兩側，象徵國旗上的顏色。同向朝西邊

面向總統府與中國，皆有其特殊意義。隨著民主發展演進，紀念堂前的廣場已是民主運動的集會場所。 

【淡水紅毛城】 

淡水紅毛城指的是紅毛城園區，有荷、西時代、清領時期、日據時代的建物，主要建築有兩間，一為荷蘭人於 1644 年所建的四方形城堡，以當時荷蘭

籍總督安東尼（Antonio van Diemen）而命名為安東尼堡，為現今所稱之紅毛城。1860 年代英國租借紅毛城作領事館之用途。自淡水港貿易興盛後，

英國為了拓展商務，領事館業務也日漸繁重，因此英國領事館在紅毛城東側增蓋洋樓作為領事生活起居住所。紅毛城一直到 1980 年才由我國收回接管，

「戌台夕照」是為淡水八景之一。集古蹟與風景於一處。 

   
(圖片出處: https://reurl.cc/XkXDOa & https://reurl.cc/5qggqy & https://reurl.cc/pyDDgl) 

DAY4  (三)晶華酒店 

10:00  今日不晨喚，睡到自然醒，自行辦理退房 早餐開放到十點請注意 

11:00  專車接往台北車站東三門後各自返家 

早餐： 旅館早餐 

午餐： 自理 

晚餐： X 

住宿： 溫暖的家 

門票： X 

 

 

 

 

 

 

 

 

 

 

 

 

 

https://www.regenthotels.com/tw/regent-taipei
https://reurl.cc/XkXD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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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華酒店續住方案 - 豪華客房，續住一晚每人加價 2400 元(含兩人份早餐) ，三人房每人加價 2200 元(含加床) 
●費用包含 : 

1. 交通：兩個半天專車使用, 期限 4 小時來回 

2. 門票：行程表內有標示★符號即內含參觀門票 

3. 保險：旅遊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4. 小費：全程司機及導遊小費 

     ※  請留意 : 費用不包含行程表上自理餐、私人消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費及私人交通費等。 

●注意事項:  

1. 行程景點安排會因住宿地點調整、潮汐、車船調度、天候、風浪，而有前後順序對調，若有調整之處，敬請見諒及配合。 

2. 如遇颱風、地震等大自然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延期出發或全額退費之權利。 

3. 部分天然景色受各景點當日氣候影響，屬不可抗力之因素，如未如預期欣賞到，請見諒。 

4.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必須團進團出 (特殊個別行程請報名時告知) 

5. 如有特殊餐食需求，請於報名時事先向業務員通知。 

 

（餐食、行程、飯店，安排均為暫訂，視實際安排情況調整 2020/09/27修正） 

 

《詳情請洽》 

太一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One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Web: www.t1tour.com.tw  10448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 號 16 樓 

電話：02-2567-3822  傳真：02-2567-3820 

Email : info@t1tour.com.tw 

http://www.t1tour.com.tw/
mailto:info@t1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