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米其林指南公布後，

您是否已展開踩線之旅呢？

從牛肉麵、夜市小吃、

台灣料理、中式餐館到星級美食，

無論文青、復古、時尚、自然風光，

台北應有盡有，風情萬種，

跟著本刊精選的6條旅遊路線，

可以行遍台北，飽嘗米其林美食，

帶您一路拍照打卡，

讓身心靈徹底放鬆吧！

文／吳靖雯 攝影／吳靖雯、潘俊霖、高讚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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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線 1

動物園
來動物園感受「野性的呼喚」，除了要看

人氣超高的外來嬌客：貓熊和企鵝，但也別
錯過瀕臨絕種的本土動物：石虎與台灣黑熊。
假如走到鐵腿，還有園內列車可搭乘唷！

捷運動物園站

貓空泡茶
離開動物園搭乘貓空

纜車可一路觀賞美景緩緩上
山，抵達山頂後信步閒逛，
除了西式輕食鋪亦有中式茶
館，任君選擇。天氣晴朗之
際可遠眺台北101；陰雨時
嵐霧繚繞，簷下聽雨品茗，
自有一番美感。

貓空纜車貓空站

富錦街、民生社區
社區內大都為老舊4層樓

公寓，蓊鬱綠蔭夾道，成排梧
桐樹為此處增添了些許歐洲風
貌。咖啡廳、小餐館、藝廊、
生活服飾雜貨等各種人文氣息
濃厚的小店，散落在不同巷弄
間，適合徒步悠閒漫遊，細細
體會這一帶的「歲月靜好」。

捷運松山機場站、中山國中站

15:30

12:00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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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比登推介─饒河街夜市
走一趟饒河街夜市，就能一

次吃到必比登推薦的3家小吃，
分量也是剛剛好。先來碗陳董藥
燉排骨的瓜仔肉燥飯，再喝一口
清甜的排骨湯。還有一點點胃可
以塞下施老闆的麻辣臭豆腐，最
後帶個福州世祖胡椒餅回家當消
夜，整個夜晚都很滿足。

結束在富錦街的慢活時
光，走進我家小廚房，老闆燒了
一手又辣又夠味的湘菜家常料理，
辣出眼淚來的滋味是老闆內心的溫
暖，食客們吃了就能感知。店內
多的是從各國來的饕客，別有
風情。

彩虹橋看夜景
橫亙在基隆河上的彩虹橋，連結了松

山與內湖。入夜後河堤兩側的路燈與拱形
橋身倒影相互輝映，浪漫情調吸引不少情
侶來此地約會。橋下的裝置藝術可供人們
扣上愛情鎖，地上還有用各國語言寫成的
我愛你。靜賞美景之餘，來此夜跑、夜騎
的在地人，則構築成另一幅畫面。

捷運松山站

捷運松山站

22:00

21:00

18:00

捷運南京三民站

必比登推介─
我家小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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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線 2

四四南村
在五光十色的信義區，還有一個樸實溫潤的

角落讓人放鬆。這兒保留舊有眷村的格局，連棟
式的平房老屋，搖身一變成為展覽、餐飲與文創
雜貨空間，販售諸多台灣在地出產設計的良品，
忍不住讓人想統統打包帶回家。常見遊客在漆上
紅藍綠色的門窗前拍照留影，或者在草皮閒坐，
一邊享受陽光，一邊就近欣賞台北101。

松山文創園區
前身為松山菸廠，中庭有著巴洛克式花園，古

色古香的倉庫建築群保存完善，是近年藝文展演活
動的熱門場地。緊鄰的台北文創大樓在誠品進駐經
營後，成了具備書店、表演廳、電影院、旅館等功
能的複合式空間，散步、喝咖啡或閱讀，一整個上
午都能在這裡逗留。

必比登推介─ 宋廚菜館
台北烤鴨名店，原取名「全

聚德」，後更名為宋廚菜館，
相當精緻的北方菜，主廚的片
鴨秀不容錯過，每道菜都是工
夫，是讓人難忘的好味道。

捷運市政府站

捷運台北101/ 世貿站

捷運國父紀念館站

08:30

10: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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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捷運市政府站

捷運忠孝復興站

在燒肉戰場一級戰區，大
腕唯一摘星，當然要點個招牌
和牛來朝聖。老闆還會細心提醒
佐料及蘸醬的搭配方法，讓食
客們學會品嘗肉的原味。

20:00

東區巷弄尋寶
忠孝東路4段附近一帶的商圈，除了大型的百貨

商場，還有許多獨特風格的精品服飾店，「網拍街」更
是小資女購買平價服飾的新選擇。這裡也是下班後聚
會的好去處，異國餐廳酒館種類繁多，燒烤店、居酒
屋極為熱門，建議週末假日上門前最好先訂位。

18:00

捷運忠孝敦化站

捷運科技大樓站

米其林一星─ Longtail
挑嘴夜貓子流連的好地方，

營業到凌晨3點，主廚擅長用創意
呈現無國界當代料理，例如叉燒
包帶入香菜元素，是和台灣小吃
刈包結合的美妙滋味。

21:30

信義商圈百貨區、台北101
信義商圈堪稱是百貨公司的一級戰場，每逢

週末，總是擠滿購物逛街人潮。連接「香榭大道」
一路延伸至信義威秀的徒步區，街頭藝人使出拿手
絕活、各擅勝場，吸引許多大小朋友停駐觀賞。下
次若是看到精彩處，請不吝於給點打賞鼓勵唷！

米其林一星─
大腕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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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城區散步，最適合吃碗牛
肉麵補充體力，在捷運西門站一帶有
3家必比登推介的牛肉麵店：24小時營
業的建宏牛肉麵，歡迎旅人隨時入座。
老山東牛肉家常麵店彈牙的手工麵條
是一絕。若喜歡時尚風格，牛店精
燉牛肉麵，不會讓人失望。

路 線 3

捷運台北車站

捷運西門站

捷運善導寺站

必比登推介─ 阜杭豆漿
要走傳統路線就不能

不從阜杭豆漿開始一天，
經典燒餅油條越嚼越香，
吃完覺得不夠，還可以外
帶點心在老城區散步。

台博館、土地銀行、撫臺街洋樓、北門
北門為清代五處台北城門中，僅存的

閩南式建築原貌古城門；入拱門便彷彿穿越
時空。北門廣場周圍也連接了許多景點與古
蹟，包括台北北門郵局、撫臺街洋樓、三井
倉庫、台灣博物館、土地銀行展覽館等，串
聯起「西區門戶計畫」中的城市歷史紋理。

09:00

08:00

12:30

必比登推介─
牛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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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比登推介─南機場夜市
到南機場夜市許多人會選擇麵

點，而臭老闆現蒸臭豆腐的紅醋乾
麵更是深藏不露的好味道。這家的臭
豆扎實有嚼勁，鹹而不膩，小辣更美
味。吃完還可以走到附近的阿男麻油
雞，來碗四季皆宜的雞湯。

西門町商圈
近捷運西門站6號出口的廣

場上，常有人群圍觀街頭藝人表
演，是許多年輕人逗留的地點，
來此很難不被繽紛亮麗的潮店弄
得眼花撩亂。著名的刺青街、電影
街、美國街、萬年大樓和西門紅
樓，也有許多驚喜等著你去探索。

艋舺龍山寺、新富町文化市場 U-mkt
艋舺龍山寺主祀觀世音菩薩。

不僅是當地民眾信仰、集會的中心，
也是國際觀光客體驗寺廟建築美學與
在地民俗文化的名勝之一。鄰近的東
三水街市場，販售生鮮雜貨與日常用
品，適合喜歡逛傳統菜市勝過現代超
市的人。一旁隱身在巷弄間的馬蹄形
建物「新富町文化市場U-mkt」，原為
日本時代的傳統市場，經古蹟活化，
轉換為飲食教育的場域，其深厚的歷
史底蘊，吸引不少老靈魂登門感受其
重生後的歲月風華。

捷運龍山寺站

捷運西門站

由捷運龍山寺站3號出口轉乘公車藍29，
或由捷運西門站轉乘公車12、205、212、
223、249、253至南機場公寓站。

13:00

18:3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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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線 4

台大校園及周邊
台大椰林大道盡頭的大草坪，是週末假日帶

小孩出來溜達跟休憩的熱門所在；大道兩旁許多
古色古香的建築，以及春日的杜鵑花都是新人婚
紗取景或網紅打卡的好地方。也因為人文氣息濃
厚，周邊的「溫羅汀」聚集了不少書店與咖啡館，
吸引許多文青來此消磨時光。

捷運公館站

必比登推介─ 鼎泰豐、大安森林公園
到永康商圈不能錯過鼎泰豐，必點小籠

包再搭配蛋炒飯再喝一碗元盅雞湯，體會鼎
泰豐的精髓。吃得不過癮？外帶千層油糕、
豆沙小籠包等精巧甜食，到大安森林公園席
地野餐，伴著花香鳥鳴，享受陽光吧！

捷運東門站

11:30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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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商圈、青田街
從日本官舍到大學教職員宿

舍，歲月流轉，青田街的日式木造老
屋與綠樹相伴數十載，始終以溫婉沉
靜的姿態佇立在街廓，展現樸實淡雅
的風貌。若是更往北去，便會逐漸進
入永康商圈，令人食指大動的美食小
吃、文青雜貨小鋪、咖啡店、文人茶
館薈萃。來到這裡，記得要吃碗芒果
冰和帶些伴手禮再走。

捷運東門站

必比登推介─ 雙月食品
雙月食品是展現母子

之情的溫馨好店，來這裡
一定要喝一碗雞湯。除此
之外，油飯也是雙月大受
好評的菜色，是許多新手
父母彌月禮的首選。

捷運善導寺站

1914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喜歡看展、聽樂團、欣賞藝術電影

的文青們絕對不會錯過的元老級勝地。
隨意選個草皮角落坐著聊天，看街頭藝
人表演；或到四連棟綴滿綠葉的外牆、
紅磚六合院區建築群拍照，享受悠閒小
確幸。此外，園區內也有多間餐廳、咖
啡館、文創商店等商業設施，假日總是
人潮滿滿呢！

捷運忠孝新生站
14:00

19:00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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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線 5

天母水管路步道
最大特色為兩旁的水管遺跡，是日本時代為接引陽明

山泉水到天母、士林一帶所設置。難度屬初學者等級，起
頭會先爬1千多階，不過上到平坦沙石步道就柳暗花明，全
程約需1個半小時。伴著潺潺溪水，走在低海拔亞熱帶的闊
葉林生態系之境，讓人倍覺涼爽舒適。

士東市場
在設計團隊的巧手改造下，傳統市場

變潮了！整體環境變得時髦文青、優雅乾
淨，全棟設有空調、還有免費手推車，在
在讓消費者眼睛一亮，「五星傳統市場」美
稱當之無愧。若在1樓的生鮮雜貨區逛累
了，還有2樓的美食區可以解饞。

由捷運芝山站轉乘公
車 616、市民小巴11
至天母棒球場站

由捷運芝山站轉乘公車267、601、224至
天母站，再步行至圓環天母派出所

11:00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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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
坐落在綠蔭山色的外雙溪，故宮博物院

藏有器物、書畫、圖書文獻等逾69萬件，主
要承襲自宋、元、明、清四朝；除了主要作
品如「翠玉白菜」，展品會定期輪換。紀念品
商店諸多產品設計精巧、饒富趣味，例如「朕
知道了紙膠帶」等系列文創產品；或到山腳
下的至善園，一窺傳統園林造景藝術，不少
角落適宜拍照留念。

必比登推介─海友十全排骨
唯一入選必比登推薦的

士林夜市店家就是海友十全排
骨，必點招牌藥燉排骨，以15
種藥材精燉10小時，湯頭清
澈，入喉溫潤回甘，再配上軟
嫩的排骨肉，滋味難以忘懷。
若是排隊排太長的話，還會看
見老闆拜託客人不要再進門，
喝到湯的都被他逗笑了。

由捷運石牌站轉乘公車紅12、645至啟智學校站

由捷運士林站轉乘公車紅30、255、
304、815、小18、小19、市民小巴1，
或捷運劍南路站轉乘公車棕20

捷運劍潭站

米其林一星─金蓬萊遵古台菜餐廳
必點超人氣排骨酥、白斬雞，唯佛跳牆

得事先預定，用餐當天才吃得到，但等待是
值得的。在佛跳牆的製作過程中，只見師傅
一會雙手雙刀備料，一會又從油鍋撈起香酥
爽脆的排骨酥，一甕集結所有山珍海味，不
少政商名流、藝人明星都來吃過。

14:00

12:00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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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龍峒保安宮、台北市孔廟
大龍峒保安宮主祀保生大

帝，是大龍峒當地的信仰中心，
每年例行舉辦「保生文化祭」，
宮廟本身的木作、彩繪、交趾陶
作品也值得一覽。保安宮為保存
正殿迴廊的壁畫，特邀澳洲修復
專家多次來台進行修補與清洗，
務使壁畫恢復往昔風采，也讓保安宮於2003年榮獲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亞太文化資產保存獎。

走到斜對街的孔廟，細心的人會發現，孔廟內所有的楹
柱、門窗上都無對聯或詩詞，表示不在至聖先師面前舞文弄
墨，並設有4D虛擬實境劇院，邀請遊客體會儒家文化精神。

路 線 6

捷運圓山站

捷運中山國小站

米其林一星─明福台菜海產
巡禮大龍峒保安宮後，一定要到

明福台菜海產吃炒山蘇，這是米其林
公布台北指南時，唯一一家未現身出
席頒獎典禮的一星餐廳。適合約夥伴
吃一盅佛跳牆。

09:30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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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比登推介─寧夏夜市
到寧夏夜市除了必點一碗

豬肝榮仔的經典豬肝湯，享
受豬肝滑嫩滋味外，一定要吃
劉芋仔的芋丸，純的或加蛋黃
的，香酥好吃，而攤頭擺滿芋
頭蛋黃的紫黃色系，也是女
孩們最愛打卡的風景。

大稻埕
想找到老台北人懷念的古早味，

就走一趟大稻埕吧！在舊城區漫步而
行，欣賞兩側和洋建築立面，探看南
北貨、中藥材、布行等老鋪，或鑽進
手作創意風格小店，再到大稻埕慈聖
宮廟前點個庶民小吃填肚子，感受新
舊混雜的活力，體驗古今交錯的時代
感。若是想求良緣的單身男女，台北
霞海城隍廟是最好的選擇。

赤峰街
原本是打鐵店鋪聚集的一條街，漸

漸有許多文創工作者入駐，古著衣飾、
咖啡輕食館、書店，與既有的五金行、
汽車材料行彼此錯落，意外營造出街區
的獨有風情。建議在黃昏到訪，方得以
目睹日落與華燈初上，交織出的魔幻時
刻景象。

捷運中山站

捷運雙連站

16:00

18:30

捷運北門站、大橋頭站、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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鮨野村

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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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捷運遊台北－淘食必比登

捷運站名 建議行程  必比登推薦

1 東門 愛國東路婚紗ㄧ條街          金華街綠蔭巷弄          永康街
文創小店          青田街歷史書屋          大安森林公園 

      廖家牛肉麵
      永康牛肉麵
      鼎泰豐信義店
      好公道金雞園
      杭州小籠湯包 ( 大安 )

2 龍山寺 青草巷          艋舺龍山寺          艋舺舊街          艋舺青山宮
          華西街觀光夜市

      阿男麻油雞
      臭老闆現蒸臭豆腐

3 西門 西門紅樓歷史建物          文創市集          西門町電影街
清水祖師廟《艋舺 》電影場景拍攝地         獅子林美甲小
舖

      牛肉精燉牛肉麵
      老山東牛肉家常麵店
      建宏牛肉麵
      劉山東牛肉麵

4 北門
雙連

北門          台北郵局          寧夏觀光夜市          大稻埕商圈       劉芋仔
      豬肝榮仔

5 中山
台北車站
善導寺

中山北路林蔭大道          林田木桶          中山市場 ( 傳統市
場 )          臺北戲棚          林森公園          微風台北車站
逸仙公園          華山 1914 文創園區

      濱松屋
      雙月食品
      祥和蔬食
      阜杭豆漿

6 行天宮
松江南京

行天宮          養生館          身體理療          頭皮 SPA          松
江市場          袖珍博物館          四平陽光商圈          樹火紀
念紙館

      美麗餐廳
      MY 灶
      想想廚房

7 南京復興
忠孝復興

慶城街 1 號商場          兄弟大飯店          六福皇宮          遼
寧街夜市          總督戲院          微風廣場

      北平陶然亭
      茂園
      ㄧ號糧倉
      林東芳牛肉麵

8 大安
信義安和

大安森林公園捷運站 ( 榮獲公共藝術獎 )           大安森林
公園自然生態          師大附中 ( 五月天的母校 )           東豐
街          敦化南北路綠蔭大道          臨江街觀光夜市

      彭家園
      梁記滷味
      駱記小炒

9 台北小巨蛋 微風南京館          台北小巨蛋          延吉街特色咖啡小舖
          巷弄糕餅店

      點水樓 ( 松山 )
      醉楓園小館

10 忠孝敦化
國父紀念館市政府

SOGO 商圈          頂好商圈          欣葉台菜          明曜商圈
         延吉街          國父紀念館          信義商圈

      清真中國牛肉麵館
      宋廚菜館

11 南京三民 佳德鳳梨酥          千翔肉鬆          三民路建康公宅          延
壽街          富錦街文創商店          畫廊          咖啡小舖

      我家小廚房

12 松山 饒河街觀光夜市          必比登推薦小吃          東發號百年
老店油飯 + 清湯蚵仔麵線          彩虹橋河濱公園夜景
          松山慈佑宮          五分埔成衣街

      陳董藥燉排骨
      福州世祖胡椒餅
      施老闆麻辣臭豆腐

13 劍潭
士林

兒童新樂園          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士林觀
光夜市         圓山大飯店

      海友十全排骨

9

13

18

19

15

30

31

12

8

7

11

33

32

24

5

25

14

2

3

22

21

1

26

10

16

34

35

23

17

6

20

4

27

28

29

36

19



捷運站名 建議行程  必比登推薦

1 東門 愛國東路婚紗ㄧ條街          金華街綠蔭巷弄          永康街
文創小店          青田街歷史書屋          大安森林公園 

      廖家牛肉麵
      永康牛肉麵
      鼎泰豐信義店
      好公道金雞園
      杭州小籠湯包 ( 大安 )

2 龍山寺 青草巷          艋舺龍山寺          艋舺舊街          艋舺青山宮
          華西街觀光夜市

      阿男麻油雞
      臭老闆現蒸臭豆腐

3 西門 西門紅樓歷史建物          文創市集          西門町電影街
清水祖師廟《艋舺 》電影場景拍攝地         獅子林美甲小
舖

      牛肉精燉牛肉麵
      老山東牛肉家常麵店
      建宏牛肉麵
      劉山東牛肉麵

4 北門
雙連

北門          台北郵局          寧夏觀光夜市          大稻埕商圈       劉芋仔
      豬肝榮仔

5 中山
台北車站
善導寺

中山北路林蔭大道          林田木桶          中山市場 ( 傳統市
場 )          臺北戲棚          林森公園          微風台北車站
逸仙公園          華山 1914 文創園區

      濱松屋
      雙月食品
      祥和蔬食
      阜杭豆漿

6 行天宮
松江南京

行天宮          養生館          身體理療          頭皮 SPA          松
江市場          袖珍博物館          四平陽光商圈          樹火紀
念紙館

      美麗餐廳
      MY 灶
      想想廚房

7 南京復興
忠孝復興

慶城街 1 號商場          兄弟大飯店          六福皇宮          遼
寧街夜市          總督戲院          微風廣場

      北平陶然亭
      茂園
      ㄧ號糧倉
      林東芳牛肉麵

8 大安
信義安和

大安森林公園捷運站 ( 榮獲公共藝術獎 )           大安森林
公園自然生態          師大附中 ( 五月天的母校 )           東豐
街          敦化南北路綠蔭大道          臨江街觀光夜市

      彭家園
      梁記滷味
      駱記小炒

9 台北小巨蛋 微風南京館          台北小巨蛋          延吉街特色咖啡小舖
          巷弄糕餅店

      點水樓 ( 松山 )
      醉楓園小館

10 忠孝敦化
國父紀念館市政府

SOGO 商圈          頂好商圈          欣葉台菜          明曜商圈
         延吉街          國父紀念館          信義商圈

      清真中國牛肉麵館
      宋廚菜館

11 南京三民 佳德鳳梨酥          千翔肉鬆          三民路建康公宅          延
壽街          富錦街文創商店          畫廊          咖啡小舖

      我家小廚房

12 松山 饒河街觀光夜市          必比登推薦小吃          東發號百年
老店油飯 + 清湯蚵仔麵線          彩虹橋河濱公園夜景
          松山慈佑宮          五分埔成衣街

      陳董藥燉排骨
      福州世祖胡椒餅
      施老闆麻辣臭豆腐

13 劍潭
士林

兒童新樂園          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士林觀
光夜市         圓山大飯店

      海友十全排骨

尋味台北－米其林攻略

商圈名 建議行程 米其林星級餐廳

1 信義商圈 微風信義 3 Ｆ / 美髮、美甲、頭皮 SPA          新光信義
天地           法式餐廳侯布雄（松仁路）         台北 101 購
物中心 shopping         日式料理鮨野村（仁愛路）

      米其林     侯布雄

      米其林     鮨野村

2 通化安和
商圈

遠企購物中心          Longtail 多國料理          敦化林蔭大
道          通化街足體養生館         日式料理謙安和
 MUME 歐式料理

      米其林     Longtail

      米其林     謙安和

      米其林     MUME

3 SOGO 敦化
商圈

醫美、舒壓 SPA         吉兆割烹壽司          SOGO 敦南、
敦南誠品書店          大腕日式燒肉

      米其林     吉兆割烹壽司

      米其林     大腕

4 敦北巨蛋商圈 美甲、頭皮護理、護膚保養          東方文華酒店 / 雅閣
粵式料理          微風南京

      米其林     雅閣

5 大直商圈 美麗華百貨          護膚保養          祥雲龍銀日式料理 or 
RAW 創意台菜          美堤河濱公園骑 Ubike          態芮台
式法國菜 or 教父牛排西式餐廳

      米其林          祥雲龍吟

      米其林     RAW

      米其林     態芮

      米其林     教父牛排

6 民權商圈 行天宮          五福財神廟          六星級頭皮養髮          身體
理療會所          亞都麗緻飯店 / 天香樓          明福台菜海
鮮

      米其林     天香樓

      米其林     明福台菜海鮮

      米其林     鮨隆

7 台北車站周邊 微風台北車站          醫美診所          君品酒店 / 頤宮粵菜
餐廳          京站百貨          台北喜來登飯店 / 請客樓
           體療 SPA          大三元酒樓港式料理

      米其林               頤宮

      米其林          請客樓

      米其林     大三元

8 東門永康商圈 愛國東路婚紗一條街美拍景點          永康街文創小舖
美妝店          醫美診所          La Cocotte 法式餐廳

      米其林     La Cocotte 
by Fabien Vergé

9 天母商圈 特色服飾         異國料理        大葉高島屋         遠東 SOGO
           新光三越天母         金蓬萊遵古台式料理

      米其林     金蓬萊遵古台
菜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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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元規劃 3 大主題「美食」、「體驗」、「美容」，同時精選台北市具代表性的業者，
提供超值的優惠，邀請您一起感受全新的台北 !

          2018 Fun Taipei 台北尋味趣
         優惠店家資訊

        
         2018 台北市大型節慶活動月曆

使用規則：

本手冊店家優惠僅供香港及上海旅客兌換使用     
出示本手冊並完成「優惠店家官方粉絲專頁」按讚及打卡，即可享超值優惠
優惠期限依各店家規定，若無特別備註者，一律從 2018 年 6 月 14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平日、
假日皆適用
至店家消費時請主動出示本活動手冊或 EDM 之外，另需出示護照與中華航空或長榮航空機票，
以茲證明
本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恕不找零、不得兌換現金或其他商品
店家另有規定，依店家規定辦理

2-3 月           

3-4 月           

3-4 月           

10 月
10 月
10 月
10-11 月
11 月
11-12 月

12 月
12 月
12 月
2 月
2-3 月

           

6 月
7 月
7-8 月
7-9 月
8 月
           

陽明山花季
竹子湖海芋季

杜鵑花季

白晝之夜
國際賞鳥博覽會
鬧熱關渡節
北溫館慶
臺北溫泉季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

臺北馬拉松
跨年晚會
臺北繽紛耶誕節
年貨大街
臺北燈節

端午嘉年華
河岸童樂會
臺北親水節
民眾親水體驗活動
河岸音樂季

春 - 花現臺北

秋 - 多元文化祭 冬 - 饗樂臺北

夏 - 臺北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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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小月擔仔麵
Du Hsiao Yueh Restaurant

洪師父牛肉麵
CHEF Hung

灶紅了
D-KA BUN

豆花莊
Beans Village

台灣「度小月」起源自 1895 年的台南，一開始是挑著擔仔沿
街叫賣，於攤前燈籠上，書寫著「度小月」三個字，由於口味
獨到，廣為大眾喜愛，度小月便和「擔仔麵」劃上等號。

從 1995 年創立洪師父名號迄今，曾於 2007 至 2014 年間創下
５個的台灣牛肉麵冠軍佳績，並多次摘下各項牛肉料理獎項殊
榮，進而成為海外觀光客來台必吃的台灣特色小吃。

台灣知名小吃「知高飯」是豬腳飯或豬蹄膀飯的台語正名，位
於永康街的一號店，老品牌主打「文青風」，牆上用瓷碗裝飾，
內部更以黃銅材質設計。

一碗豆花伴隨著無數台灣人走過成長的過程，香滑柔嫩之口
感，造就了兒時的小確幸！五十年來豆花莊堅持以古法製作每
一樣產品，不只是古早味，還有一份頗具當代內涵與價值的台
灣味。

需符合每人低消新台幣 100 元
限定永康店內用且出示手冊或 EDM

需消費任一牛肉麵料理，即贈送價值新台幣 40 元小菜一份
購買伴手禮系列商品，原價 8 折優惠
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小菜依現場供應為主
限永康店使用內用且出示手冊或 EDM

需消費豆花莊任一系列產品並出示手冊或 EDM

贈送甜品一份

贈送小菜一份

贈送小菜一份

贈送一樣配料

永康店

建北總店 內湖旗艦店

灶紅了 老牌知高飯

寧夏本舖

天母大葉高島屋分鋪 B1 

SOGO 忠孝館 B1

信義新光 A11 分鋪 B2

     電話：02-3393-1325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11：30 – 22：00（ 21:30 最後點餐 ）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 9-1 號
     捷運：東門站 5 號出口 ( 淡水信義線 )

     電話：02-2500-6850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11：00 – 22：00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 72 號
     捷運：松江南京站 ( 松山新店線 )

     電話：02-8751-1700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11：00 – 20：30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 80 號
     捷運：港墘站 2 號出口 ( 文湖線 )

     電話：02-2358-2268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11：00 – 21：00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 6 巷 13 號
     捷運：東門站 5 號出口 ( 淡水信義線 )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 49 號
捷運：雙連站 2 號出口 ( 淡水信義線 )

地址：台北市忠誠路二段 55 號 B1
捷運：芝山站 ( 淡水信義線 )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 4 段 45 號 B1
捷運：忠孝復興站 4 號出口 ( 板南線 )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 11 號 B2
捷運：台北 101/ 世貿站 ( 淡水信義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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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水樓
Dian Shui Lou

開飯川食堂
Kaifun Sichuan Cuisine

饗食天堂
Eatogether

果然匯蔬食宴
Fruitful Food

2018 台北必比登推薦餐廳，餐廳饒富江南韻味，主打江南料
理、點心，善用本土食材，按季節設計時令菜式，創造出獨特
的經典美味。

承襲福利川菜四十年的正統手藝，認真選用天然食材，巧妙調配
複雜多樣的辛香料，下手刀工精細，快火燒煎炒，用最熱血的心，
為您端上翻騰味蕾的川正味料理。鮮香麻辣正川味～請你來開飯！

饗賓的第一場饗宴，是從「分享」開始的：因為有美食的地方，
瞬間即是天堂 ! 饗食天堂：首創用餐時間不設限的自助美饌，菜
色樣式新穎多變，力求讓消費者每次都能吃到不一樣的口味。

以國際料理為舞台、本地食材為主角，餐廳內匯集豐富蔬果及
自然食材，提倡蔬食機能餐飲，用好滋味照顧每位顧客及這塊
土地。

購買天然蔬果原汁彩色小籠包 ( 七顆 )，即送 1 籠原味小籠包 ( 五顆 )
兌換數量無限制，適用於四家分店，需出示手冊或 EDM

本券兌換期間為即日起至 2018/12/28 止，逾期失效
本抵用金額恕不再開立發票及提供停車費折抵，並請事先訂位
本優惠限用於開飯川食堂台北分店，平日週一至週五店內消費滿五佰元
( 含 ) 得抵用乙次，一仟元 ( 含 ) 得抵用兩次，以此類推

本券兌換期間為即日起至 2018/12/28 止，逾期失效
本券折扣金額恕不再開立發票及提供停車費折抵，請事先訂位
本券限用於饗食天堂台北分店平日週一至週五不限餐次，限成人於門市以
原價消費時方可折抵餐費 100 元，每人每客限抵用乙次。孩童年齡 12 歲
( 含 ) 以上視同成人計費。( 孩童半價收費兩客不得抵用成人乙客優惠）

本券兌換期間為即日起至 2018/12/28 止，逾期失效
本券折扣金額恕不再開立發票及提供停車費折抵，請事先訂位
本優惠限用於果然匯台北分店平日週一至週五不限餐次，限成人於門市以
原價消費時方可折抵餐費新台幣 100 元，每人每客限抵用乙次。孩童年齡
12 歲 ( 含 ) 以上視同成人計費。( 孩童半價收費兩客不得抵用成人乙客優惠）

小籠包買一送一 ( 指定 )

消費滿 500 元折抵新台幣 100 元

消費折抵新台幣 100 元

消費抵用新台幣 100 元

京站店 明曜店

台北信義店大直店

南京店

台北大直店懷寧店

台北京站店復興店

電話：02-2556-5788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11：30 – 15：00 ，17：30 – 21：30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 1 號 B3 ( 京站 Qsquare)
捷運：台北車站

電話：02-2771-8832          
營業時間：平日 ( 週一至週五 ) 午餐 11:30 – 15:00  晚餐 17:30 – 21:30 
                             週六日、國定例假日 午餐 11:30-14:00 下午餐 14:30-16:30 晚餐 17:30-21:30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200 號 12 樓 ( 明曜百貨 )
捷運：忠孝敦化 3 號出口 ( 板南線 )

電話：02-7737-5889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 12 號 6 樓
捷運：市政府站 2 號出口 ( 板南線 )

電話：02-8509-8080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 299 號 3-5 樓
捷運：台北劍南路站 3 號出口 ( 文湖線 )

電話：02-8712-6689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61 號
捷運：台北小巨蛋站 4 號出口 ( 松山新店線 )

電話：02-8501-597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 218 號 4 樓
捷運：劍南路 3 號出口 ( 文湖線 )

電話：02-2312-3100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 64 號
捷運：臺大醫院 1 號出口 ( 淡水線 )

電話：02-6617-1168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 1 號 4 樓
捷運：台北車站

電話：02-8772-5089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300 號 11 樓
捷運：忠孝復興２號出口 ( 板南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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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7737-5889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 12 號 6 樓
捷運：市政府站 2 號出口 ( 板南線 )

電話：02-8501-597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 218 號 4 樓
捷運：劍南路 3 號出口 ( 文湖線 )

電話：02-6617-1168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 1 號 4 樓
捷運：台北車站

石膳日本料理
Ishizen Restaurant

台灣好，店
Lovely Taiwan

大稻埕台灣料理研習所
Taiwan Cooking 101 School

台北尚印旅店
Stay Inn

主廚櫻井純一先生來自日本東京著名的餐飲世家，自祖父時代
迄今，經歷一百餘年，歡迎前往品嚐大師為您精心製作的餐點。

「台灣好，店」中的產品，都是來自社區 / 部落的手工產品。
從土地孕育出來的產品，每件都蘊藏著土地的記憶、居民的感
情、手感的溫度，每個產品都是獨一無二的，從在地人的雙手、
土地上長出來。

用美食來認識在地文化，以體驗來豐富旅遊的記憶，由飲食認
識台灣，自己學煮 1-2 道台灣料理或小吃，是體驗台灣美食跟
美好人情的難忘旅遊經驗。

168inn 旅館集團在台北打造新旅館品牌，以城市商旅、簡約時
尚為風格，台北市中心絕佳便利的位置 ( 鄰近捷運雙連站 )，為
自由行旅客訂房區域首選。

相撲餐 9 折優惠
需出示手冊或 EDM

需消費滿新台幣 1000 元 
需出示手冊或 EDM

需於 2 天前預約，每堂課每人限用一次
需出示手冊或 EDM

需事先向飯店預定
需出示手冊或 EDM

日本寒天海藻甜點買一送一

享 95 折優惠

新台幣 200 元折價券

定價 6 折優惠

石膳日本料理

台灣好，店 台北尚印旅店 Stay Inn

大稻埕台灣料理研習所
電話：02-8780-2836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11：30 – 21：30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428 號
捷運：台北 101/ 世貿站 1 號出口 ( 淡水信義線 )

電話：02-2558-2616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日 12：00 – 21：00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 25 巷 18-2 號
捷運：中山站 R7 號出口 ( 淡水信義線 )

電話：02-2568-2270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24 小時營業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71 號
捷運：雙連站 1 號出口 ( 淡水信義線 )

電話：02-2550-0095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10：00 – 21：00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 1 段 221 號
捷運：北門站 3 號出口 ( 松山新店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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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酒店
大稻埕本店
inBlooom Dadaocheng

大稻埕二店
inBlooom Dadaocheng II

專業美學教育中心 NAILS TALKING翠姿媚 Hair Mall

電話 : 02-5551-8888
地址 : 台北市北投區奇岩路一號
捷運：捷運新北投站

電話：02-2555-1026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09：30 – 19：00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民樂街 28 號

 電話： 02-2552-3636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09：30 – 19：00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32 巷 2 號 

電話：02-2766-2158 , 096023468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11：30 – 21：00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 559 巷 53 號 1 樓
捷運：捷運市府站 1 號出口

電話：02-2393-3403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09：00 – 19：00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139 號 1 樓
捷運：捷運東門站 2 號出口

印花樂
inBlooom

翠姿媚
Hair Mall

大地酒店
The Gaia Hotel

專業美學教育中心
NAILS TALKING

成立於 2008 年的台灣設計師印花布品牌，公司與首家直營店皆位
於台北市大稻埕迪化街，鄰近永樂市場老布市，以「圍繞著生活
的創作」為核心，將台灣生態、台灣記憶，轉化為新的創作元素，
結合圖案設計與印花織品，創造自在而有特色的印花生活風格。

Hair spa 一套由專業職人為忙碌於工作的您所開發的紓壓按
摩，hair mall 最受客人喜愛的洗頭技術，水流緩緩流動、音樂
的點綴，細緻優雅的頭部手技按摩，如置身於一場美妙的森林
浴之中 !

The Gaia，源自希臘大地女神的命名，象徵著豐饒、風韻、光
彩，象徵著如大地女神一般，溫柔的接納與給予。穿過北投喧
鬧的人群，信步往丹鳳山走來，奇岩路一號 ...，這裡是北投，
最幽靜、最隱密、最幽雅的角落。

NAILS TALKING 美甲沙龍已經營十餘年，是注重衛生的美甲
店，每位來護理的顧客皆使用拋棄式磨棒與拋光棒，讓女神們
可以放心呵護自己的雙手與雙足，新穎的美甲設計創作，讓人
不愛雙手和雙足都難喔 ~

需追蹤印花樂品牌 instagram ( inblooom_official )
需出示手冊或 EDM

需消費新台幣 1000 元 SPA 洗，才贈送洗護產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需事前預約
需出示手冊或 EDM

使用期限即日起至 2018/12/28 止，限平日，假日及特殊假日不適用
需出示手冊或 EDM

手部各色璀璨／單色傳統凝膠健甲 = 原價 1500 元，優惠價新台幣 999 元
♥我要接睫毛♥讓雙眼更深邃電力十足，特惠價新台幣 999 元
需出示手冊或 EDM 以及在店內消費且 FB 打卡按讚惠）

贈送印花明信片一張

贈送價值新台幣 900 元洗護產品

享大眾風呂現場價格五折優惠

手足護理優惠價新台幣 9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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