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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信義區潮 YA兩天一夜•文青與時尚餐旅之宴 

                                                                    【10-12月‧週六出發】 

 

 

 

 

 

 

行程特色&售價 
 信義區奢華五星飯店 : 台北 W Hotel。交通便利，座落於台北最繁華的商圈 

 信義區文青與時尚餐旅之宴 : 永心鳳茶、Wildwood 原木燒烤 

 靜止在繁華之都的光陰故事 - 四四南村及松山文化創意園區，深入探訪台北豐富人文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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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 10/31, 11/14, 11/28, 12/12, 12/26 

 12/12 出發團, 雙人房每人加價 NTD300，兒童以及幼童不加價 

 12/26 出發團, 雙人房每人加價 NTD600，兒童以及幼童不加價 

 二人即可成行； 太一歐洲老客人可享有 5%折扣 

 訂金 NTD 5,000/每人 

 

房型 價格/每人 

雙人房 9,999 元 

三人房 請另洽 

與兩大人同房之 4~11 歲兒童(兒童不佔床，含飯店早餐、午餐、兒童晚餐、交通、保險以及小費) 4,200 元 

與兩大人同房之未滿 4 歲幼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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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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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門票入內參觀   ▼ 表示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DAY1 台北 W Hotel→松山文化園區→四四南村→101 高空觀景台 

10:30  貴賓自行辦理入住 W Hotel，前台寄放行李 (辦理入住櫃台於 10 樓，約三點才能進房煩請留意) 

11:00  大廳集合 

11:30  享用午餐 

13:00  步行前往松山文化園區 

13:30  ▼松山菸場導覽(約 30 分鐘)及自由活動時間 

15:00  搭車前往四四南村 

15:30  抵達▼四四南村開始導覽(約 20 分鐘)及自由活動時間 

16:40  步行前往 101 

17:00  抵達★台北 101 登上觀景台欣賞大台北繁華高空風景 

18:40  步行前往信義新天地 A9 享用晚餐 

19:00  晚餐 

早餐：  X     

午餐： 永心鳳茶 微風信義店 (NTD570+10%) 

晚餐： Wildwood 原木燒烤 (NTD1,960+10%) 

住宿： 5★台北 W Hotel 或同級 

門票： ★101 觀景台 

 

 

 

 

 

 

 

 

 

 

 

 

【松山文化園區】 

松山文化園區座落於台北市信義區，占地 6.6 公頃，建於西元 1937 年，其前身為「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松山菸草工場」，為台灣現代化工業廠
房的先驅，也是第一座專業的捲菸廠。建築風格屬「日本初現代主義」，形式簡潔典雅，面磚、琉璃及銅釘做工精細，堪稱當時工場的楷模。
中庭有巴洛克花園及噴水池，是在光復初期修建的，是仿巴洛克式建築設計，噴水池欄柱上則有許多體態婀娜的女性雕像，據說是以當時工
廠女工的樣貌下去雕塑，而在中央噴水池的四周，可看見座落了四個三角形的水池，兼具美觀造景與消防儲水功能，這些是當時相當罕見的
創舉！ (圖片出處: https://www.facebook.com/SCCPTaipei/photos) 

   
【四四南村】 
四四南村位於台北市三張犁，位置約為現今信義路五段、基隆路二段、松平路、莊敬路一帶，為國民政府遷台後所興建的眷村之一，村內居
民全為聯勤第四十四兵工廠之廠工，因位於四四兵工廠之南，故名「四四南村」，當地居民多以「南村」稱呼。 

   
( https://anrine910070.pixnet.net/blog/post/227866589-%E3%80%90%E5%8F%B0%E5%8C%97101-%E4%B8%96%E8%B2%BF%E6%8D%B7%E9%81%8B%E7%AB%99%E3%80%91%E5%9B%9B%E

5%9B%9B%E5%8D%97%E6%9D%91%E7%BE%8E%E9%A3%9F%E5%A5%BD%E4%B8%98%EF%BC%86 圖片出處) 

 

https://myclubmarriott.com/zh-hant/hotels-resorts/%E5%8F%B0%E5%8C%97w%E9%A3%AF%E5%BA%97
https://www.facebook.com/SCCPTaipei/photos
https://anrine910070.pixnet.net/blog/post/227866589-%E3%80%90%E5%8F%B0%E5%8C%97101-%E4%B8%96%E8%B2%BF%E6%8D%B7%E9%81%8B%E7%AB%99%E3%80%91%E5%9B%9B%E5%9B%9B%E5%8D%97%E6%9D%91%E7%BE%8E%E9%A3%9F%E5%A5%BD%E4%B8%98%EF%BC%86
https://anrine910070.pixnet.net/blog/post/227866589-%E3%80%90%E5%8F%B0%E5%8C%97101-%E4%B8%96%E8%B2%BF%E6%8D%B7%E9%81%8B%E7%AB%99%E3%80%91%E5%9B%9B%E5%9B%9B%E5%8D%97%E6%9D%91%E7%BE%8E%E9%A3%9F%E5%A5%BD%E4%B8%98%EF%BC%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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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101 高空觀景台】 

台北 101是位於台北市信義區的一棟摩天大樓，樓高 509.2 公尺(1,671 英呎)，總樓層共地上 101層、地下 5 層，由建築師李祖原及其團隊

設計、KTRT 團隊建造，於 1999年動工，2004年 12月 31 日完工啟用。 

【W Hotel】 

台北 W 飯店座落於信義區，擁有聞名遐邇的世界高樓，這裡不僅是百貨中心群聚的購物天堂、國際金融與商務交易頻繁的精華區域，還有絡

繹不絕的精彩夜生活。台北 W飯店標榜以「自然大放電」(Natural Electrified)為主要設計理念。W 飯店共有 3 間酒吧，分別為 10樓的 WOO 

BAR、游泳池畔的 WET BAR 及 31樓紫艷酒吧，很適合想要放鬆享受的貴賓前往。  

   
(圖片出處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tpewh-w-taipei/)) 
【永心鳳茶】 

「永心鳳茶」念起來就像是台語的「用心奉茶」，是知名創意台菜餐廳「老新台菜」旗下的新品牌，裝潢均以復古風為主軸。 

   

     
(圖片出處 https://www.facebook.com/yonshintea) 

【Wildwood 原木燒烤】 

擁有二十年多國料理經驗及豐富閱歷的米其林主廚打造 Wildwood 雅致時尚氛圍，讓您可優雅享用原木燒烤料理的粗獷質樸美味。開放式廚

房燒烤的火焰與木燒煙燻香氣，帶給客人視覺、嗅覺與味覺美好體驗。 

   
(圖片出處 https://zh-tw.facebook.com/pg/wildwood.tw/photos/?ref=page_internal)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tpewh-w-taipei/
https://www.facebook.com/yonshintea
https://zh-tw.facebook.com/pg/wildwood.tw/photos/?ref=page_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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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W Hotel→全天自由活動 

12:00  今日不晨喚，享受飯店設施，自行 check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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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票： X 

自由活動推薦行程 

【象山親山步道】 

北部 IG 熱門打卡景點「象山親山步道」堪稱信義區的後花園，最為有名的兩個景點便是「攝手平台」及「六巨石」，能夠飽覽 101美景，步道

大部分由階梯及平緩步道所組成爬起來不吃力，又能在大台北地區享受戶外山林，實為必推行程之一。 

【信義名百貨】 

信義區堪稱全球百貨密度之最！僅僅 0.5 平方公里的信義區土地中便坐落了 14間百貨公司，能夠大大滿足各位的購物慾望，大部分百貨都有

天橋連通非常方便，各式精品名牌通通都能在信義區找到。 

【國父紀念館】 

國立國父紀念館是位於台北市信義區的綜合性文化紀念設施，紀念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百年誕辰而興建，於 1972 年 5 月 16日落成啟用，由

名建築師王大閎設計，是一座仿唐飛簷式建築。建築本身周圍則是戶外運動、休閒、藝文與知性活動的綜合性休憩公園。台北市文資審議委員

會於 2018 年 12月 28日審議國父紀念館文資價值，通過指定為古蹟。) 

【臨江街夜市】 

臨江街觀光夜市(又稱作通化夜市)，因位居通化街與基隆路間的臨江街而得名。整個夜市約長 300公尺。是台北市少數合法掛牌設立的夜市，

約有 8 年歷史，近 200個攤位的美時喜超，讓許多台北人流連忘返。 

 

●費用包含 : 

1. 交通：松山菸場-四四南村專車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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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導遊小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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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天候狀況導致景點順序調整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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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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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