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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老城巡禮三天兩夜•冉冉情懷日式美食之旅【10 月‧每週五出發】 

 

 

 

 

 

行程特色&售價 

 市中心五星:晶華酒店連泊兩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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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其林推薦日式板前席、經典台菜餐廳和職人嚴選日式鰻魚飯，體驗多元化美食饗宴 

 大稻埕及萬華艋舺歷史導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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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五 10/2, 10/9, 10/16, 10/23, 10/30 

 10/2(中秋節)以及 10/9(國慶)出發團, 雙人房每人加價 NTD1000，三人房每人加價 NTD800，單人房每人加價

NTD2400，兒童以及幼童不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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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晚 NTD1,200, 可升級公園景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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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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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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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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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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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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DAY1 晶華酒店→霞海城隍廟、大稻埕廸化街老城風光徒步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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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車前往大稻埕徒步導覽老城區約 90 分鐘 

14:30  深入探索大稻埕台北老城，▼預計導覽路線: 新芳春茶行導覽≫波麗路西餐廳≫李臨秋紀念公園導覽 

       ≫廸化街中段林五湖祖厝及南段老屋≫☆霞海城隍廟導覽≫永樂市場≫自由活動 

16:30  專車前往旅館房間休息盥洗 

19:15  徒步出發前往享用晚餐 

19:30  晚餐，餐後自行返回酒店    

早餐：  X  

午餐： 隱藏版(米其林推薦)壽司板前席或包廂日式料理(NTD1200+10%) 

晚餐： 欣葉精緻台菜料理南西店(NTD)8000+10% 

住宿： 5★台北晶華酒店(保證入住) 

門票： X 

【霞海城隍廟-國家三級古蹟】 

坐落於台北市大同區的霞海城隍廟，是國定的三級古蹟，距今將近 150年歷史，是大稻埕一帶的重要信仰中心，也是台北相當重要的

廟宇之一。除了主祀城隍爺，另祀城隍夫人、月下老人、八司官、文武判官、范謝將軍、八將，馬使爺及義勇公，廟裡共容納六百多

尊各式神像，也是其中特色。城隍廟結合法主公廟及慈聖宮的五月十三日的慶典，就是眾人熟知的『城隍遶境』和農曆三月中南部媽

祖生日祭典並列台灣兩大道教祭典，民間俗語『三月瘋媽祖，五月看城隍』由此而來。 

   
(圖片出處: http://www.tpecitygod.org/ceremony06.html & https://travel.yam.com/Article.aspx?sn=119012 &     https://www.huashan1914.com/w/huashan1914 & 

https://www.travel.taipei/zh-tw/attraction/details/105) 

【迪化街店屋】 

店屋為大稻埕一帶特殊的建築模式，老店屋為了適應台灣多雨的氣候皆有騎樓，而為了做生意方便將屋子分隔為兩個部分，前為店，

後為工廠、倉庫或為住居，以方便做生意。房子多為中西式合併建築，見證著當年出口茶葉的大稻埕百年風華。 

【新芳春茶行】 

興建於 1934年，為大稻埕茶商王連河先生的起家厝。曾為台北最大的茶工廠，在經歷了歲月更迭下，於現今轉化成為活的茶葉故事

館。經過 4年整修後，保存完好的焙籠間持續述說著當年輝煌的起源，其餘空間以嶄新卻更加優雅的姿態帶領旅客走入當年歷史。 

【晶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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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regenthotels.com/tw/regent-taipei
http://www.tpecitygod.org/ceremony06.html
https://travel.yam.com/Article.aspx?sn=11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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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出處: 晶華酒店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RegentTaipei & https://www.walkerland.com.tw/article/view/67618) 

【隱藏版(米其林推薦)板前席日式料理】 

隱藏版(米其林推薦)板前席日式料理 2010 在中山區正式營運，共有 20來個座位。據說是日本米其林三星主廚來台唯一指定品嘗之名

店。愛吃日式料理的紡織業老闆集結一群年輕日本料理廚師團隊，遍訪台、日各家名店，堅持從吃的細節呈現出江戶前的職人精神。

店內九成食材從日本築地進口，依照各食材設定不同保鮮、熟成方式，透過傳統工法、簡單調味，展現出當季食材的鮮味和特色。透

過師傅的精湛手藝，在板前方寸之地，吃出大和風味。 

【欣葉台菜料理】 

欣葉台菜於民國 66年起家，創始店是 74 年才搬過來，和北投講究排場與富麗的酒家菜不同，欣葉台菜多是阿嬤與媽媽的手工菜，樸

實而溫暖。為了完整呈現台灣美食拼圖，欣葉董事長邀請了做古早味點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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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8-2020 皆獲得米其林餐盤推薦。 

(六)   DAY2 晶華酒店→艋舺龍山寺、剝皮寮老街→午後自由活動 

09:00  專車前往艋舺徒步導覽老城區約 90 分鐘 

09:30  導覽▼預計路線: ☆艋舺龍山寺≫青草巷≫剝皮寮歷史建築 

       專車前往享用午餐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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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自理，延續下午自由活動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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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比登推介美食: 豬肝榮仔(豬肝湯)、方家雞肉飯、劉芋仔(甜點)，當然還有其他美食可選擇】 

早餐： 旅館早餐 

午餐： 近鐵江戶川鰻料理總店(八條通)(NTD480 含 10%) 

晚餐： 自由活動時間自理 

住宿： 5★台北晶華酒店(保證入住) 

門票： X 

【艋舺龍山寺- 國家二級古蹟】 

艋舺龍山寺，也稱萬華龍山寺。毗鄰華西街觀光夜市，坐落於台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與西園街交叉口，是當地人的信仰中心。悠遠流長

的歷史述說著當年『一府二鹿三艋舺』的風華。1945 年二次大戰全毀，修復後被列為國家二級古蹟，與台北 101、台灣民主紀念館(中

正紀念堂)、故宮成為外國人來台必訪的風景名勝。該寺祭祀一百多尊神明、七個香爐。每年元宵節的花燈展覽、平安燈等傳統活動，

讓民眾感受傳統活動的趣味。  

【剝皮寮老街】 

剝皮寮聚落成形於清代早期，跨越了清代、日治、民國三個時代，混合了不同時間的建築風格與人文風情，成為一條能夠代表艋舺特

色的街區。老街位於今日萬華老松國小南側，地址為康定路 173巷。街區內有許多歷史遺跡，包含指定為歷史建築的國學大師章太炎

旅臺居所、道教法壇－威靈壇、公共澡堂鳳翔浴室、長壽號茶桌仔店、太陽製本所、秀英茶桌仔店、永興亭船頭行、宋協興米店、呂

阿昌醫師宅、日祥旅社，加上周邊龍山寺等古蹟、中藥行、金紙店、佛具店，剝皮寮歷史街區有著非常豐富的鄉土文化可供教學、研

究。 

https://www.facebook.com/RegentTaipei
https://www.walkerland.com.tw/article/view/67618
https://www.regenthotels.com/tw/regent-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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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出處: https://www.chinatimes.com/hottopic/20200303002233-260804?chdtv & https://tripmoment.com/Trip/18174  & https://www.travel.taipei/zh-tw/attraction/details/87) 

【文創基地赤峰街】 

在捷運中山站至雙連站之間的赤峰街一帶，早期是老台北中山區最有名的「打鐵街」，以五金和汽車零件店鋪為主，近年文青潮席捲

全台，赤峰街陸續聚集各間創意小鋪，搭配街頭的創意塗鴉，讓飽含風霜的民宅，更顯得有人文氣息，與南西商圈的濃厚商業氣息，

形成強烈對比。 

【寧夏夜市】 

以「千歲宴」打響國際名聲，獲得各家美食雜誌與媒體推薦的寧夏夜市，含民生西路、南京西路與重慶北路中間的路段，以臺灣傳統

小吃為主。夜市將人車分道，方便民眾購物與吃飯，貼心的服務吸引許多遊客。巨星威爾史密斯來台，也抽空來這體驗當地美食。最

具人氣的里長伯麻辣臭豆腐、洪記刈包、祥記客家純糖麻糬、純鮮奶雞蛋糕、劉芋仔芋餅名列米其林指南，值得一訪。 

       
  (圖片出處: http://www.joybon.net/article/page?id=242 & https://www.lantinghotel.com.tw/Chifeng_Street.html &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6/22/n12203563.htm) 

(日)   DAY3 晶華酒店→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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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times.com/hottopic/20200303002233-260804?chdtv
https://tripmoment.com/Trip/18174
https://www.travel.taipei/zh-tw/attraction/details/87
http://www.joybon.net/article/page?id=242
https://www.lantinghotel.com.tw/Chifeng_Street.html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6/22/n122035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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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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飯店、餐食，安排均為暫訂，視實際安排情況調整 2020/09/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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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