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人即可成行、賓士 V-CLASS車到府接送 

北海岸+東北角雙湯三日遊 
 

 

 

★冬季雙湯雙享受：1.萬里區首座溫泉美人湯-愛琴海太平洋溫泉會館 

                  2.台灣本島唯一的「氯化物碳酸氫鹽泉」-福容大飯店-福隆館 

★陳年歷史風情：電影拍攝場景-剝皮寮歷史街、清朝市場街道-金山老街、 

               台灣版的希臘小鎮-祈堂老街 

★繽紛賞花趣：最繽紛的彩色漁港(彩虹屋)-正濱漁港、台北後花園-陽明山花卉試驗中心 

 

 

★出發日期：限週日～週四出發，每車只接 4~6 人。 

★行程包含中橫之美、剝皮寮歷史街、陽明山花卉試驗中心、金山老街、正濱漁港、象鼻岩、祈堂

老街、不厭亭、石碇老街、石碇千島湖觀景臺、青蛙石天空步道。 

★費用包含：三天車資、兩晚住宿費用(含 2 早)、門票(青蛙石天空步道)、保險、雜支。 

★全程使用賓士車 V-CLASS 九人座車(018 年 05 月全新交車)，每車只接 4~6 人。 

★本產品為每位貴賓投保 1000 萬乘客責任險、500 萬旅責險、20 萬意外醫療險。 

★有旅遊團的便利、自由行的方便、時間有相當的彈性可調整、無購物壓力。【安全是我們最重要的考量】 

★不同於以往團體餐，餐食由旅客自費和決定餐點，亦沒有餐標不實、偷餐的疑慮。當地網路評價

美食由貴賓自行決定。【每人每天車上 1 瓶礦泉水、濕紙巾】 

★此行程報價以【大台中地區出發為主】，外縣市地區需另加收車資。 

★行程中順路如有需另外加景點或是親友拜訪，另外加一站費用加 500 元/車。 

★亦可配合貴賓需求的天數，客製化修改內容或飯店，量身訂做。把旅遊的主控權交回給消費者。 

★全程合法旅行社及合法車公司配合操作(司機全部經過徵選，安全有保障)。 

 

 

 

 

行 程 特 色 

說 明 



 

♨第一湯 

【愛琴海太平洋溫泉會館】愛琴海太平洋溫泉會館位於台灣

北海岸翡翠灣，坐擁倚山面海的壯闊景致，晨曦至日幕皆綻

放著變化萬千的絕美姿態。清新的藍白色調，是象徵碧海藍

天的浪漫氛圍！而彩虹點綴的跳躍圖畫，則是童心未泯的渡

假趣味！ 精心設計的渡假套房，打開窗就可見到翡翠灣海

天一色的絕美景觀。無論家庭聚會或是公司旅遊，皆能提供您最佳的住宿品質。 

【海之戀花園風呂】為萬里區首座溫泉，同時擁有海天一色美景的男湯「山海闊」，

與大自然鳥語花香的女湯「花想容」。與陽明山溫泉屬同一脈溫泉系，泉量豐富、清

澈透明，俗稱美人湯，透過不同溫度的溫泉可促進新陳代謝，提升肌膚彈性！ 

【休閒中心】擁有健身設備、親子閱覽遊戲室、桌撞球、手足球與浮力球，提供您

舒適安全的舒壓空間，不受時間及氣候影響，時刻充分享受完善的遊戲娛樂設施，

補充活力能量！ 

【Thalasso SPA】戶外與戶內全部占地 250 坪，擁有 16

種水療 SPA 設施，透過淨化、有氧處理。 

♨第二湯 

【福容大飯店-福隆館】位於新北市貢寮福隆的福容大飯店，有「福

隆海洋溫泉四季度假飯店」的美譽，不僅是夏天的海洋與秋天的芒花，

這裡更擁有台灣本島唯一的「氯化物碳酸氫鹽泉」，獲得日本溫泉協會

認證及新北市政府溫泉標章，稀有特殊的泉質，外觀呈現淡琥珀色，

澄澈近乎透明無味，酸鹼值適中，內含氯化物，具有殺菌效果，在本

店三溫暖內設大眾溫泉池，舒壓冷熱池，烤箱室，氣泡池，站/坐式淋浴...等。活化全身細胞，促進血液循

環，提升免疫力，放鬆身心靈。提供旅遊中最佳舒展身心之休閒空間。 

   

飯店特色 



 

 

第一天 
台中出發→剝皮寮歷史街(電影艋舺、大尾鱸鰻拍攝場景)→陽明山花卉試驗中心→金 

山老街→飯店 Check In 

【剝皮寮歷史街】延續著百餘年前清代街道的風貌，

紅色的磚牆、拱型的騎樓、雕花的窗櫺，呈現典雅樸

實之美。更多部影視劇的拍攝場景，知名電影《艋舺》、

收視率很高的閩南語連續劇《艋舺的女人》和《雨後

驕陽》主要場景也都是在「剝皮寮」喔! 

【陽明山花卉試驗中心】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

工程管理處花卉試驗中心座落於陽明山區，位於中國

文化大學旁，有台北後花園之稱，主園區佔地廣闊，

因為鄰近陽明山國家公園，所以會常時態的配合陽明

山花季的活動，是許多對新郎新娘拍攝婚紗照的場

所，更是家人、親子休閒活動賞花的好去處，非常適

合親子同遊。 

【金山老街】金山老街，是目前台灣老街之一，街道

兩旁建物多已改建，少部份外觀仍保留原來的樣子；

慈護宮為金山居民祭拜媽祖的地方，也是居民的信仰

中心，因極其靈驗，香火鼎盛；金山老街西段丁字路

口，有一座主祀開漳聖王的百年『廣安宮』，更是印

證了福建先民的開墾歷史。金山老街仍然保留著當時

流傳下來的傳統店家，像理髮店、販賣古玩的雜貨

店，不僅著名且皆具特色，值得來這裡一遊；另外，

金山老街現為農友販賣農特產品－芋頭、箭竹筍、甘

藷、山菜、山藥的聚散地，還有位於金山老街尾廣安宮前的鴨肉攤，更是獨領風騷，

生意之好，以發展成整條街左鄰右舍約十餘戶的一樓皆為其所借用，而逢例假日更

行 程 介 紹 

 

 

 

https://www.travelking.com.tw/tourguide/scenery102848.html


是一位難求，饕客趨之若鶩；然而金山老街的店家為了服

務遊客，進而發展了許多可口美味的小吃籍傳統點心，例

如，依古法製作的肉餅、老婆餅、鳳梨餅等古早餅類、台

式快炒、芋圓等，都是金山老街道道地地的味道。 

餐  食 （早餐）敬請自理（午餐）配合行程當地自理餐（晚餐）配合行程當地自理餐 

住  宿 愛琴海太平洋溫泉會館 

第 二 天 飯店→正濱漁港→象鼻岩→祈堂老街→不厭亭(寂寞公路)→飯店 Check In 

【正濱漁港】正濱漁港位於和平島南方，是歷史悠

久的老漁港，早在西元 1934 年年由日本人創建，

日據時期為台灣第一大港，曾為繁榮極盛的漁貨

商港，是早期帶動基隆漁港興盛的主要功臣，台

灣北部重要的遠洋漁業基地，而在漁船噸位逐漸

加大之後，漁港水位不堪負荷。現在雖較為沒落，但仍保有樸實風貌，基隆市政

府積極開發成為以假日休閒懷舊為主的觀光碼頭，期待榮景將再現於此。正濱漁

港懷舊碼頭，曾經有一個名為「民間美術號」的船隻停靠於此，是全台灣第一座

海上美術館，而正濱漁港也曾經舉辦過基隆的海上龍舟賽，現場還安排了立蛋，

園遊會及熱歌勁舞大賽等各項精彩活動，相當熱鬧，而不遠的和一路上天后宮，

為乾隆時代創建的，其瑰麗莊嚴風貌亦值得一探。 

【深奧峽角-象鼻岩】在北海岸有許多地方，因為受到

強風和海浪的侵蝕形成奇岩怪石，像是野柳地質公園

的女王頭，還有和平島公園的豆腐岩，除了這些地方

之外，在瑞芳深澳漁港也可以看到海蝕洞，因為形狀

就像是是大象的鼻子，稱之為『象鼻岩』。象鼻岩是

一個海蝕洞，外觀就像是一頭大象的鼻子，一開始想必

是釣客或是海上的船隻看到，象鼻岩這地方才慢慢傳

開。有在網路上看到有看到照片是從海的方向拍攝，從

那角度看更像是大象佇立在崖邊。  



【祈堂老街】位於勸濟堂下方的祈堂路上，隸屬於金瓜

石地區的銅山里，為早期礦工生活的商業買賣中心，

後因火災事故及人口外移而繁榮不再，迄今仍保留早

期的街道氛圍，遊客可拜訪街上獨特的日式建築，或

穿梭山城小徑，感受山城懷舊風情以前在金瓜石是礦

工的商業買賣中心。而街道上還有一間從早期到現在

唯一的一間柑仔店。 

【不厭亭】位於臺 102 線公路上雙溪與九份交界處附

近，為前雙溪區鄉長簡華祥先生所命名，取自李白詩

句「相看兩不厭」，因其一面眺望雙溪區全鄉風景，

另一面則可遠眺瑞芳，天氣好時甚至還可以看到遠方

湛藍的海水，特定時候甚至還能看得到雲海，景觀佳

好，不負「不厭亭」之名。雙溪地靈人傑，有一座

貌似刀柄相連刀鋒的山，當地人稱為「菜刀崙」；

若往遠方仔細看，在雙溪國小附近還有一座蝙蝠

山，狀似蝙蝠展翅；另有著名八景之一「貂山春色」

的三貂嶺，也在稍遠的地方佇立著；再往遠一點還

可看到基隆方向山稜上有座小涼亭，那就是有名的大

肚美人山，有趣的是，這裡又剛好是 102 線雙溪段的

終點，再走幾步就是九份地界了；所有這些絕佳的景

色可只有不厭亭才看得到。 

餐  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配合行程當地自理餐（晚餐）配合行程當地自理餐 

住  宿 福容大飯店-福隆館 

第 三 天 飯店→石碇老街→石碇千島湖觀景臺→青蛙石天空步道→溫暖的家 

【石碇老街】石碇早期以產煤為主要經濟，煤礦枯竭後，人口大量外移，昔日風光

不再，意外地保存了豐富的人文風情和道地美食，這有全臺僅存的不見天市集、百

年豆腐店、吊腳樓等，恬適的小鎮風光，是離開都市、放慢步調的好地方。老街分



為東街和西街，東街可看到房屋的柱子，蓋在河床

上，當地居民稱之為「吊腳樓」，由日據時代保存至

今，成為別具特色的建築。為了充分利用空間，不

見天街二樓的樓層包含樓下的房屋和街道，即街道

是建築物中間的通路，所以形成樓下不見天的特殊

景觀。石碇豆腐以其有一股與眾不同的特殊氣味聞名，最大的特色是帶著淡淡的煙

燻味道，讓人口齒留香、屢試不爽。 

【石碇千島湖】塗潭道路進入永安社區的沿途，種植一

整排的落羽松，四季景觀顏色變幻不一，落羽松葉形有

如羽毛，襯著光影的照射，別有一番浪漫氛圍。小千島

湖景觀則是翡翠水庫旁的祕境景點，連偶像劇「溫柔的

慈悲」也來此取景，藍天白雲、青山綠水的悠閒風光，

吸引許多攝影愛好者前來。 

【青蛙石天空步道】於 2018 年全新整建完成，全程需步行約 1500 公尺，園區內

更搭建兩條木棧道，全長僅約 400 公尺，其中一條步道盡頭更以鋼梁懸空的方式，

搭建雙圓弧形賞景平台，並鋪設透明玻璃步道，低頭即見那羅溪谷，更可近距離觀

賞壯觀瀑布，是新竹縣唯一玻璃觀景平台。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配合行程當地自理餐（晚餐）配合行程當地自理餐 

住宿 溫暖的家 

【備註】 

▲本產品為每位貴賓投保 200 萬旅責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以上行程所載明之行車時間僅供參考，因路況或假日車流過大時，行程順序將視實際情況動。 

▲為保持行程上順暢及完成性，以上表定時間也將隨現場狀況臨時調整，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因天氣和不可抗拒的因素，會在出發前通知更改出發日期或更改路線，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名 稱 
營業時間 

(僅供參考) 
介紹 

青菜園 

 

10:30-20:00 

每周三公休 

例假日除外 

台北市北投區竹子湖路 55-11 號 

青菜園的生意一向很好，來陽明山必吃的老字號，餐廳

假日常常座無虛席，餐點選擇豐富，尤其白斬雞更是鮮

嫩到讓人驚豔，有機會到陽明山竹子湖可以來大塊朵

頤。    

劉山東牛肉麵 

 

08:00-20:00 

每週日公休 

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 14 巷 2 號 

邰智源寫的《邰客好吃》一書中，以「激推」來形容。 

清燉牛肉麵、紅燒牛肉麵、牛肉泡餅 

台北雙月食品社 

 

11:00-14:00 

17:00-20:00 

每週日公休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 6-2 號 

2018 年米其林必比登推薦名單之一。 

油飯、蛤蜊燉雞湯、何首烏燉雞、東石暴肥鮮蚵 

雙純手工麵疙瘩 

 

09:00-21:00 

每週日公休 
台北市大同區萬全街 32 巷 12 號 

庄頭豆花担 

 

12:00-22:00 

公休日以現場

為主 

台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四段 73 號 

黑豆花、枸杞石花凍、大燕麥、紫米 

 

 

台 北 美 食 推 薦行 程 



 

 

名 稱 
營業時間 

(僅供參考) 
介紹 

逗比石燒 DBS 

 

每周六、日 

14:00-21:00 

基隆市仁愛區愛四路 44 號 

採用天然傳統的作法，不添加任何一滴水，以麵粉、

雞蛋及牛奶調製麵糊，並找人訂製 Q 版石像模具(圖

案可是由年輕老闆自己設計的喔)，經烘烤後，口感

鬆軟，香味濃郁。除了原味石，還有加入日式抹茶

粉，色澤偏綠的抹茶石，以及加入天然竹碳粉，色

澤偏黑的經典石。近日，年輕老闆還開發加入

TWININGS 英式風味茶的伯爵石(售價 50 元)，帶有

濃郁茶香，超適合當下午茶食用。  

榮生魚片專賣店 

 

11:00-22:00 

每週一公休 

基隆市仁愛區成功一路 118 巷 3 弄 2 號 

位於基隆市成功一路，他的隔壁就是正豐鵝肉老店

了，這兩家是平價便宜又美味的店，熟客通常都會

去「正豐鵝肉」老店切一盤鵝肉，然後在去榮生魚

片點上一盤生魚片跟其它海產菜色一起享受美味。 

玥成上海美味鮮湯包 

 

11:00-15:00 

16:30-21:00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317-6 號 

白拋拋的小籠湯包外皮很是透光，隱約可見那隱藏

湯包內，隨時準備爆衝的內餡與湯汁 

阿華炒麵 

 

10:00-18:00 

每週一公休 

基隆市仁愛區愛四路 1-3 號 

美食客阿發的簡單幸福曾在「阿華炒麵」說：沒想

到外觀像陽春麵的麵條，口感是貨真價實，且 Q 彈

又滑溜的烏龍麵條口感啊，吸收了濃郁的肉湯汁，

更顯美味～肉絲鮮嫩好吃，口感佳。 

 

 

 

 

基 隆 美 食 推 薦 



 

名 稱 
營業時間 

(僅供參考) 
介紹 

石碇阿嬤麻糬 

 

11:00-18:00 

每周一公休 

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 59 號 

這裡的麻糬口感跟花蓮麻糬那種截然不同!主要原

因是製作方法不同~讓很多人誤會這不是米做的

麻糬!本身在石碇鄉簡樸的農村長大的許阿嬤，自

小每逢過年過節都會看到 80 多歲的老阿嬤親手

製作麻糬的過程 - 把米磨成漿，再用布袋把漿裝

起來壓乾變成粉，接著再用蒸籠蒸熟後倒進大鍋

子裡，然後用一支長長的竹子攪拌蒸熟的粉，最

後就變成又 Q 又香的麻糬了。 

石碇一粒粽 

 

平日 

10:00-18:00

例假日 

09:00-18:00 

(全年無休) 

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 109 號之 1 

 三十年老字號石碇『一粒粽』是北部知名粽

子老店，創立於 1978 年，從一個沒有店名

的小攤位開始做起，擁有三十餘年好手藝的

創始者林陳蝦玉女士大家都叫她『蝦仔

嬤』，當初命名的用意是希望粽子的好味道

能讓客人吃一粒就上癮，每逢例假日，大批

慕名前來的饕客經常將店面擠的水洩不

通，長長排隊人龍也形成當地一種特殊景

象，更是全台唯一榮獲農委會台灣十大特色

招牌飯米食大賞的粽子名店，   

台北雙月食品社 

 

11:00-14:00 

17:00-20:00 

每週日公休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 6-2 號 

2018 年米其林必比登推薦名單之一。 

油飯、蛤蜊燉雞湯、何首烏燉雞、東石暴肥鮮蚵 

雙純手工麵疙瘩 

 

09:00-21:00 

每週日公休 
台北市大同區萬全街 32 巷 12 號 

石 碇 美 食 推 薦 



庄頭豆花担 

 

12:00-22:00 

公休日以現

場為主 

台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四段 73 號 

黑豆花、枸杞石花凍、大燕麥、紫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