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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風華台北城三日遊 
 

【行程特色】 

◎豪華巴士~中央空調、點唱卡拉 OK，雙避震懸吊系統，電子煞車系統，快捷舒適。  

◎每日車上供應足量礦泉水、咖啡、果汁、茶享用。  

◎車上備有濕紙巾及溫馨小毛毯以備天冷使用。 

◎全程使用觀光級大飯店，以二~四人房安排，住的舒適、安心。 

◎午晚餐中式八菜一湯附水果每桌二瓶飲料，菜色豐富，天天變化。 

◎每車安排專業領團人員，隨車全程熱誠、親切服務。 

◎全程含 200 萬責任險，20 萬元醫療險。 

●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 

台北君悅酒店★★★★★ 

台北君悅五星級飯店座落於熱鬧繁華的台北市信義區，桃園國際機場至台北市中心僅

46 公里，與台北 101 購物金融大樓、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及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比鄰而處。

各位賓客可透過酒店禮車、計程車與機場巴士等不同種類的交通運輸工具抵達，讓您

輕鬆探索台北城市之美。除了親子設施，台北君悅五星級飯店也提供寵物友善服務，

可供一家大小好好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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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達大飯店(STAY METRO)~★★★★ 

飯店自建築起、設計至施工，以減能減碳為目標，採用綠建材、天然採光設計、省

水標章衛生設備、節能燈具及空調節能系統，獲得內政部頒發「黃金級綠建築標

章」。凱達串連都會交通、城市文化與藝術作品，提供在地行程建議，體驗都會聰

明新玩法。 750 間設計客房、2 間中西式餐廳及 7 米 2 挑高宴會廳帶來視野

與美食的新感受。完善的露天泳池、健身房等設施，給旅客細心的旅程感動。  

 
第一天 月日‧星期 

出發~經中山高、頭屋交流道→明德水庫~日新島(全台唯一島上咖啡館)~登

上島上欣賞美麗的湖光山色→午餐→經中山高、南崁交流道→桃園神社文化

園區(全台僅存最完整的日式神社，參道、鳥居、水手舍）→台北歷史街區

~剝皮寮、龍山寺、華西街觀光夜市→夜宿台北市國際五星級台北君悅酒店

~信義商圈自由活動，或享受飯店設施：露天泳池、三溫暖泡湯、健身房 

行

程

內

容 

【日新島】日新島和鴛鴦島、海棠島合稱為明德水庫裡的湖中三島。北岸 126 縣道

連接的「壹號吊橋」是進入日新島的主要入口，步行在吊橋上，可由橋上直視湖面，

享受凌空渡潭的樂趣，安全中帶有幾分驚險。吊橋上，視野良好，景色優美。 進入

日新島內，四面環湖，視野寬闊，置身其間可盡覽明德水庫的瀲豔水波和空蒙山色，

有戶外展演場、彎月型草坡、咖啡廳、餐廳、景觀台、觀景步道、遊客服務中心以

及圓弧型的休息區，特殊的造型，令人感到驚艷有趣。由圓弧觀景休息區，眺望四

周，青山與湖水相映成趣，極富詩意。日新島讓遊客在最純淨質樸的環境中，享受

難得的寧靜與心靈沉澱！《日新島咖啡館門票 100 元，可抵園區消費》 

【桃園神社文化園區】落成於民國二十七年，前身為日本人所建造的「桃園神社」，

是臺灣保存最為完整的日治時代神社，建築風格融合了中國古代唐風、日本風及臺

灣近代風，採用上等台灣檜木構築，並已在民國八十三年經公告正式被列為市定古

蹟；也因為特殊的歷史文化價值，而被電影《KANO》選中成為拍片場景，引領觀

眾深刻感受 1930 年代的歲月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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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剝皮寮歷史街區】2009 年，整修竣工，佇立於今日臺北市萬華區巷弄中，延續著

百餘年的歷史軌跡：拱型亭仔腳紅褐古樸磚牆，縈繞著古意盎然的氛圍。這群見證

了艋舺市街發展的舊建築，現今更融入教育與文化意涵，成為鄉土歷史教育及藝文

展演的重要場域，剝皮寮聚落成形於清代早期．橫跨清代、日治、民國三個時代，

混合了不同時期的建築風格與人文風貌，成為一條足以代表艋舺特色的市街。 

【龍山寺】初創之龍山寺，規模雄偉，雕塑精緻，歷經嘉慶二十年（西元 1815 年）

大地震重修，同治六年（西元 1867 年）暴風雨侵襲再行修築，至民國八年棟樑遭白

蟻蛀蝕，當時住持福智大師率先捐出一生積蓄七千餘元，集資修復，奠定今日龍山

寺之規模。民國卅四年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受空襲摧殘，中殿全毀，惟觀世音菩

薩聖像仍端坐蓮臺，寶相莊嚴；以往遇有空襲，居民皆以觀世音菩薩蓮座下為避難

所，然此次空襲前夕，避難居民因不堪兇蚊肆虐紛紛返家，以致中殿受毀時無人受

難，居民相信是觀世音菩薩庇護而奔相走告，此一神蹟更使得觀世音菩薩成為艋舺

居民一大精神支柱。 

【華西街觀光夜市】夜市入口處的中國傳統牌樓建築、沿途的紅色宮燈，極具特色，

店家皆為老字號，超過 30 年的老店比比皆是，口碑與品質兼顧。北港甜湯的燒麻

糬、勇伯的米苔目湯、漢記的剝骨鵝肉、阿義的滷肉飯、阿娥的古早味什錦麵…...

眾多美食不勝枚舉，這些彷彿是鄰家阿嬤拿手菜的傳統小吃，樣樣都是令人懷念的

好滋味，歡迎親自來嚐！ 

    
早餐：贈送活力早餐+咖啡或豆漿 午餐：中式合菜 2600 晚餐：華西街夜市自理 

/住宿飯店：台北君悅酒店★★★★★ 或凱達大飯店(STAY METRO)★★★★ 

第二天 月 日‧星期 

出發~經中山高、快樹公路(62)→八斗子療癒的濱海步道～忘幽谷→汐止午

餐→經中山高、內湖交流道→Ｅver Rich 昇恆昌免稅旗艦店→國立臺灣博

物館園區：本館(總督府殖產局)、途經二二八紀念公園~總統府(外觀)、國

立臺灣博物館古生物館(勸業銀行台北支店舊廈~台灣第一座金庫)→夜宿台

北市國際五星級台北君悅酒店~夜晚可自行前往 101 大樓、微風廣場、新光

三越、香堤大道廣場自由逛街、欣賞都會區浪漫的夜晚，或享受飯店設施：

露天泳池、三溫暖泡湯、健身房 

行

程

內

容 

【忘幽谷】八斗子海濱公園觀景台下方綠油油的青翠谷地，春夏之際綠草如茵，秋

冬歲末則變成了一片奶油色的大地。望幽谷是一個Ｖ字型的山谷，除了翠綠的草地，

還有八斗子漁港來往的漁船，以及可遠眺海另一端的基隆嶼，夜晚時分海面上漁火

點點與九份山城的燈火形成一齣唯美的山海之戀。 

【昇恆昌免稅店】是由國人百分之百投資經營的免稅店，創辦人江松樺先生號召多

位觀光、旅遊界人士，在 1995 年 9 月 27 日成立 Ever Rich D.F.S. Corporation《昇恆昌

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進軍免稅零售服務業，以「經營國際化、服務在地化」的精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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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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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把台灣免稅產業推向國際為職志。特別在市區開設旗艦館，沒有出國也可以享

受免稅商品的購買優惠。 

【國立台灣博物館~本館】外觀為希臘式建築，有巨大柱子和花葉紋飾的牆、羅馬圓

頂，大廳四周有 32 根柱子，柱頭上有精緻的裝飾，圓頂下是一面彩繪玻璃天窗，陽

光穿過玻璃，在地面映出美麗的光彩。它歷經臺灣的滄桑歷史，仍有著當年創館的

規模。 

【總統府~外觀】氣魄雄偉、巍峨高聳的總統府，在寬敞廣場的襯托下，尤顯尊貴氣

派，此棟建築係日治時期「總督府」之所在，自 1919 年完工以來，便一直是全臺灣

最高政權核心，這座後期文藝復興式樣的五層大廈，中央突起 12 層，塔身高 60 公

尺，一峰巍然，為當時全臺最大的建築工程，若欣逢國家重大慶典節日，如新年、

10 月 10 日國慶日等，則總統府四周更是結綵華燈，輝燦極致。 

【國立臺灣博物館古生物館(勸業銀行台北支店舊廈)】「古生物大展－生命的史詩

與演化共舞」，從化石的紀錄，揭開地球生命演化的奧秘，以及早期的生命為適應

地球形成初期的惡劣環境，所做的努力和改變，另外一樓有以台灣土地銀行舊總行

（即勸業銀行台北支店舊廈）之金庫及二樓展區，展出銀行成立早期的銀行帳冊、

放款號碼牌、行員手冊、土地測量儀器、土地改革史籍、土地實物債券、公地放領

手冊、金融事務機器等難得一見的珍貴文物史料，前來參訪台灣土地銀行行史館的

民眾，除了可以深入瞭解台灣土地銀行一路走來的發展演進，更可藉此窺探臺灣近

代金融發展、土地改革、國家建設、經濟成長的歷史脈絡。 

■國立台灣博物館本館(入館參觀)---徒步經二二八紀念公園(台北天后宮遺址)500公

尺---凱達格蘭大道(總統府 IG 打卡拍照)---500 公尺---國立臺灣博物館古生物館(勸業

銀行台北支店舊廈~台灣第一座金庫)。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2600  

晚餐：101 大樓、微風廣場、新光三越美食廣場自理(一蘭拉麵) 

/住宿飯店：台北君悅酒店★★★★★ 或凱達大飯店(STAY METRO)★★★★ 

第三天 月 日‧星期 

飯店出發~台北古城門 IG 打卡熱門景點~北門(承恩門)、國立臺灣博物館(臺

灣總督府鐵道部園區)、→經北二高、大溪午餐、中山高、一福堂(太陽餅)、

經南二高、嘉義或台南晚餐、返回出發地結束這愉快的台北城市都會之旅 

行

程

內

容 

【北門(承恩門)】面向北方有「承接天恩」之意，是台北僅存的閩南式建築原貌城

門，它的區位重要性，在現代是老台北城區「西區」的樞紐地標，在清代而言，更

是「城內」通往「大稻埕」的核心門戶。是以，西區門戶計畫以北門為核心並聯結

周邊日治「鐵道部」、「台北郵局」、「大阪商社」、「三井倉庫」以及清代「撫臺街洋

樓」、「機器局」......古蹟群，形成「面狀」的歷史景點脈絡，並營造臺北車站前行旅

廣場為國家門戶意象，串連臺北車站至北門間軸帶，唯一以清代風貌保留的古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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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是臺北最珍貴的國定古蹟之一。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園區】歷時十五年整修，國定古蹟台灣總督府鐵道部，將在滿

百歲之際轉型為「國立台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這處日據時期台灣鐵路行政中心，

除保留日據時代、國民政府遷台時代的鐵道記憶，也有清代機器局留下的道路遺構，

宛如濃縮三個朝代的時間膠囊。園區中計有廳舍、食堂、八角樓、電源室、工務室、

戰時指揮中心（防空洞）等六棟國定古蹟建築，皆於日治時期陸續興建而成。主建

築廳舍落成於 1920 年，採用大量阿里山檜木，為「下磚上木」的半木構造建築，外

觀為紅磚與白色仿石造的英國安妮復興（Queen Anne Revival）歷史樣式，與八角樓

同為臺灣總督府營繕課技師 — 森山松之助在臺後期的代表作品。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2600 晚餐：中式合菜 3100 /溫暖的家 

【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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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依出發日期、人數、季節、飯店房型、等報價不同，若本網站更新不及，請以客服專員實際報價為主。  

 

◎出發日期：110 年 

人 數 君悅酒店 平日出發 假日出發(五、六) 

25 
二人房 

每人費用 
現金優惠價 6,700 元 現金優惠價 6,900 元 

◎3-12 歲以下不佔床每人費用 3,200 元(含車資、午晚餐、保險、服務費)。 

◎2 歲以下 1,900 元(含車資、保險、服務費)。 

人 數 凱達飯店 平日出發 假日出發(五、六) 

25 

二人房 

每人費用 
現金優惠價 5,600 元 現金優惠價 5,800 元 

四人房 

每人費用 
現金優惠價 5,400 元 現金優惠價 5,600 元 

◎3-12 歲以下不佔床每人費用 3,200 元(含車資、門票、午晚餐、保險、服務費)。 

◎2 歲以下 1,900 元(含車資、小車、保險、服務費)。 

■備註說明： 

1.行程飯店如遇客滿改住其它飯店，依實際房價補差額，多退少補。 

2.報名人數依 25 人以上成團，人數 21 人以下安排搭乘豪華中型巴士三排椅。 

3.飯店依房型附贈早餐券，不佔床小孩請貴賓現場自費處理。 

4.報價二人房為二人一室為主，四人房四人一室為主，遇空床費需補房價差費用。 

5.午晚餐膳食安排每 10 人一桌。 

6.此團報名滿 30 人以上另有優惠，歡迎來電洽詢。 

◎費用包含： 

1.三天二夜遊覽車車資，含過路、停車費。 

2.含司機、隨車服務人員服務費。 

3.膳食：早餐二餐，午餐三餐、晚餐一餐，第一天出發早餐遊旅行社供應活力早餐。 

4.全程 200 萬旅遊責任險，20 萬元醫療險。 

5.門票：贈送台灣博物館四館聯票。 

▲注意事項： 

◎行程順序將依實際交通情況，彈性更動。 

◎若遇天氣不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取消或變更行程的權利。 

◎正確出發(班機/上車)時間地點及住宿飯店，以双海旅遊回覆為主。 

◎30 人以上即可出團，未達出團人數則可選擇安排自由行行程。 

◎報名請繳交作業金每人 3,000 元，通知成團轉換為訂金，未成團則無息退還作業金。 

◎出發前 7 天之前通知成團再通知補收團費尾款。 

◎平假日定義依飯店規定辦理，團體訂房未滿八間以上依飯店散客價收費。 

◎以上價格如有異動，以双海旅遊人員報價為。 

◎公司、機關、學生團體預約訂團另有優惠，歡迎來電洽詢。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