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橋舊淡水•三天二夜【11 至 12 月‧週六出發】【歡樂耶誕城‧林家花園光雕】

行程特色


五星新板希爾頓酒店 ，交通便利，緊鄰新板百貨公司特區及府中舊城區



四星國際連鎖品牌 Golden Tulip 淡水將捷金鬱金香酒店 ，2019 年全新開幕



職人嚴選 潮州六必居沙鍋粥 ，以及著名新北第一高樓 Asia 49 景觀餐廳



大稻埕至淡水遊船 ；老板橋城區及淡水舊城歷史導覽，深度介紹新北豐富人文風采



充足自由時間，可享用飯店設施及自由探索城市風華

行程售價 (十人即可成行, 十人以下價格另洽)
價格

房型
雙人房 (11/14、11/28，12/5、12/19，週六出發) 1
孩童價格(與二位大人同住)
6 歲-11 歲孩童(佔床、含飯店早餐、午晚餐、交通、保險、小費)

9,980/每人
X
7,980/每人

(新板希爾頓三人房，三張單床；淡水將捷金鬱金香雙人房，無法加床) 2
6 歲-11 歲孩童(不佔床、含飯店早餐、午晚餐、交通、保險、小費)
(新板希爾頓雙人房，無法加床；淡水將捷金鬱金香雙人房，無法加床)

1

紅底日期為板橋林家花園光雕秀劇場沉浸式演出一小時；黃底日期為光雕秀劇場精簡演出五分鐘
未滿 12 歲孩童憑證件可免門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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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0/每人

6 歲以下孩童(不佔床、不含午晚餐、僅含新板希爾頓早餐免費；含交通、保險、小費)


訂金 3,000/每人



淡水將捷金鬱金香酒店升級河景客房，加價 1,000/每人
★ 含門票入內參觀

1,280/每人

▼ 表示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六)DAY1 新板希爾頓酒店→板橋林家花園、大觀義學、慈惠宮
12:15 貴賓至希爾頓酒店，前台寄放行李
12:30 大廳集合
12:45 享用午餐
14:15 搭車前往板橋老城
14:30 深入探索板橋老城，▼預計路線：★板橋林家花園→大觀義學→慈惠宮(東門舊址)
17:30 出發前往晚餐用餐地點
18:00 抵達，享用豐盛晚餐
19:30 前往板橋林家花園欣賞光雕秀
20:30 返回酒店入住，或可自行前往 新北歡樂耶誕城 。今年主題結合迪士尼眾多角色，並有迪士尼光雕秀，為全臺首創。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六必居潮州沙鍋粥 (NTD 600 免服務費)
晚餐：Asia 49 亞洲料理及酒廊 (NTD 800+10%)
住宿：5★ 新板希爾頓酒店 或同級
門票：板橋林家花園
註：大觀義學因疫情因素，目前僅能從圍欄外遠觀；慈惠宮目前正進行脊梁整修，三樓天公殿不予開放
註：板橋林家花園於 10/10、10/17、11/14 及 12/19 晚間 19:00 配合光雕秀劇場「紅娘夜未眠」演出
【新板希爾頓酒店】
有著酒店之王稱號的希爾頓集團，睽違十數年重返台灣選在板橋開業並取名為：新板希爾頓酒店。
酒店坐落於捷運板橋站 2 號出口，擁有 400 間房間，31 個樓層，酒店設計師是打造臺北 101 的知名建築師李祖原，加大了希爾頓強勢
回歸的氣魄。酒店每間客房堅持採用美國知名 Serta 床墊與瑰柏翠（Crabtree & Evelyn）洗漱用品、膠囊咖啡機、雙洗手台、乾溼分離
衛浴設備及免治馬桶，期盼給客人最美好的住宿體驗。
最受客人歡迎的還是它位於頂樓、有著新北市最高無邊際游泳池的稱號。吸引無數部落客爭相來此打卡拍網美照。不用出國，便有度假
之感。新板希爾頓以嶄新之姿，重塑酒店服務新標竿與待客之道。

(圖片出處)https://www.google.com/maps/contrib/101021466939072793061/photos/@25.0112905,121.460279,16z/data=!4m3!8m2!3m1!1e1

【板橋林家花園】
是目前全臺灣僅存最完整的園林建築。此花園自民國 38 年後屢被破壞，歷經多位專家協力整飭修復，現已恢復昔日部分樣貌。
西元 1782 年(乾隆 47 年)林平侯渡台尋找父親，並受雇於米商鄭谷，後來鄭谷資助他創業，林平侯後來靠著賣米、鹽累積不少財富，也
曾擔任廣西柳州知府七年，於西元 1816 年再返回台灣定居。為了避開泉州、漳州械鬥，他遷居至桃園大溪，後因多次協助官方平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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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了收租方便，於板橋購屋建厝。
林家三代在短短時間累積巨富，成為當地傳奇。今日林家花園，便是往年的榮景見證。

(圖片出處) https://www.linfamily.ntpc.gov.tw/xmdoc?xsmsid=0G245369121497981164

【大觀義學】
又名大觀書社，坐落於林家花園北邊，建於清朝同治 12 年(1873 年)；於 1985 年被列為三級古蹟。
當初創立的原因是泉州人和漳州人常械鬥，為了化解彼此間的仇恨，板橋漳州人領袖林維讓、林維源兄弟和泉州人的領袖之一莊正一同
設立「大觀書社」。盼望藉由教育的力量，消弭仇恨、化解誤差。該建築由漳州的木雕師傅設計，建築莊嚴典雅。大觀書社的設立不但
促進當地和諧，對教育的貢獻也很大。(下圖左) (圖片出處)

https://www.travelking.com.tw/tourguide/scenery985.html

【慈惠宮】(圖片出處) https://kuas1022.pixnet.net/blog/post/469331132
板橋最早的媽祖廟，也是當地信仰中心之一，鄰近知名的林家花園。由板橋林家出資出力興建。主祀媽祖，也供奉五路財神、觀世音菩
薩、玉皇大帝、三寶佛祖。每年農曆 3 月 23 日的媽祖聖誕是該廟最盛大的活動。郭台銘小時曾在該廟住了九年，曾經的睡覺位置據傳
是廟裡財位，寺廟擴建時便立了五路財神，因此許多企業家、上班族也前往求財。(下圖左)

【六必居沙鍋粥】(圖片出處) https://www.liubiju.com.tw/menu.html
據說是全臺第一間沙鍋粥創始店。老闆遠赴中國拜師，引進正統沙鍋粥。生意興盛，沒訂位很難吃得到。在板橋是當地非常有人氣的名
店。潮州沙鍋粥，費時熬煮的鹹粥，加上潮州位居沿海，喜歡加入海鮮，使風味更加鮮美。深受老饕喜愛。在中國料理中，潮州粥的名
氣僅次於廣州粥，粥品是古人養生美食之一，史記、禮記皆有記載。
除了該店各類粥品:超人氣鮑魚粥、限量處女蟳粥、皇帝粥、極品干貝粥、鮮蚵粥、頂級養生粥；另有平價熱炒供客人選擇，尤以香辣皮
蛋熱賣，非常適合搭配沙鍋粥。每道粥品皆需耗時三十分鐘熬煮，需要耐心等待。且因生意太好，店內用餐有兩小時限制。為了一嚐用
料豐富的粥，海內外聞名前來的饕客皆願意耐心等候。(下圖中)
(圖片出處)https://www.liubiju.com.tw/menu.html

【Asia 49 亞洲料理及酒廊】(圖片出處)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90&t=5262720
位於新北第一高樓百揚大樓 49 樓，有著新北第一景觀餐廳的美譽。該餐廳是遠東集團委託香格里拉酒店集團營運。
餐廳不定時推出酒類 Happy Hour 促銷活動，來這喝點小酒，看著黃昏美景、晚霞是鄰近上班族下班舒壓的首選。
餐廳集結亞洲各國美食，韓國、越南、星馬等風味料理，花式調酒團隊得獎連連，以創意十足的飲品帶給客人全新感受。
從露台可遠眺圓山飯店、台北 101 等建築，美酒佳餚配美景，只有 Asia 49 做得到(上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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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DAY2 新板希爾頓酒店→大稻埕碼頭~淡水碼頭→老城導覽→將捷金鬱金香酒店
09:00 搭車前往大稻埕碼頭
10:00 搭船前往淡水
11:30 抵達淡水碼頭
12:00 午餐敬請自理
13:30 淡水碼頭集合，深入探索淡水老城，▼預計路線：淡水福佑宮→滬尾偕醫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淡水教會→★紅毛城
17:00 自由活動，或可返回酒店休憩
18:30 於酒店享用晚餐
早餐：旅館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將捷金鬱金香酒店河畔餐廳
住宿：4★國際連鎖品牌 Golden Tulip 將捷金鬱金香酒店 或同級
門票：紅毛城
【淡水福佑宮】(圖片出處)http://61.60.125.7/ImageAndArticle/Details/53?wnd_id=131
福佑宮於乾隆 47 年(西元 1782 年)創建。是淡水最早的廟宇。宮廟面對淡水河，成為當地市街發展的起點。此宮主祀媽祖，另祭祀觀世音菩
薩、水仙王、文昌帝君、關聖帝君等神明。
當年中法戰爭(西元 1884 年)，劉銘傳守住滬尾(淡水舊稱)，戰勝後認為是媽祖顯靈，光緒皇帝御賜「翌天昭佑」匾額，至今仍掛於廟中。
廟宇前殿的一對八腳石柱，在全臺媽祖廟的設計中非常罕見，而前殿之後設有一亭，兼具拜亭與戲台之功能，全臺目前只有淡水福佑宮和鹿
港龍山寺有這樣的設計。廟中保有的清朝建築風格，在藝術史和建築史都佔重要的研究價值。(下圖左)

【滬尾偕醫館】(圖片出處)https://whuy123.pixnet.net/blog/post/128854911
此醫館是臺灣北部第一家西式醫院，也是新北市市定古蹟之一。為 1819 年馬偕獲一位同性馬偕婦人為紀念亡夫之捐款而改建。由於馬偕博
士曾在此宣教、行醫，也展出當時醫院的器具用品及博士生平介紹與風琴、教會相關用品。
此處曾發現世界首例「肺蛭蟲」病例而名聞一時。建築為馬偕所設計，屋體為閩南式民宅並設有西洋門窗，富有趣味。醫館也在 1884 年中
法戰爭搶救傷兵有功。後因時局需要，在 1912 移往台北，即是現今之馬偕醫院。醫館歷經多次用途，如教會書房、神學院、幼兒園，始終
保持原貌。承載著當年歷史的回憶。(下圖中)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淡水教會】(圖片出處)
https://blog.xuite.net/sylvia128/blog/149455118-%E3%80%90%E5%8F%B0%E5%8C%97%E6%B7%A1%E6%B0%B4%E3%80%91%E6%B7%A1%E6%B0%B4%E9%95%B7%E8%80%81
%E6%95%99%E6%9C%83

1872 年馬偕博士從打狗(高雄舊稱)前往滬尾(淡水舊稱)宣教。他透過洋行幫助租了一間民房，便是最早的淡水教會。
禮拜堂是一座仿歌德式建築，最大特色是禮拜堂右邊高聳的鐘塔彷彿祈禱的手。是台灣教堂設計與紅磚建築的代表作。此建築曾於 1986 全
部翻修，將傳統玻璃換成鑲嵌彩色玻璃。也保存著一個自 1909 年開始使用的古風琴。
淡水禮拜堂依山面海，本身又是西洋文化的象徵，配上典雅古樸的的紅磚，得以在淡水留下一席之地。(下圖右)

【將捷金鬱金香酒店河畔餐廳】
座落於滬尾藝文休閒園區，鄰近淡水老街與漁人碼頭的將捷金鬱金香酒店，是來自荷蘭最大、歐洲第二大的金鬱金香酒店集團來台插旗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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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從酒店下樓就是禮萊廣場購物中心和國賓影城。在酒店前的草地放空，看著淡水河景與夕陽，坐擁美景竟如此的輕鬆愜意。
河畔餐廳的多國自助式料理，每一季都有不同主題，供客人在此大快朵頤，滿足每一訪客的味蕾。餐廳環境寬敞，從大面落地窗看著戶外的
空中花園，十足享受，不虛此行。(圖片出處)https://tholiday.thsrc.com.tw/agts_thw/product/61A6F8F7-989B-4654-B5E4-54E181F48706

(一)DAY3 將捷金鬱金香酒店→賦歸
10:00 今日不晨喚，您可睡至自然醒，享受悠閒早晨，或前往酒店附近景點自由參觀，例如：一滴水紀念館、雲門 Cloud Gate、
滬尾藝文休閒園區、滬尾礮臺、忠烈祠等 (早餐開放至 10:00)
前清淡水總稅務司官邸、紅毛城
11:00 自行辦理退房 (最後退房時間為 11:00)，返家或自行延長行程
早餐：旅館早餐
午餐：X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門票：X
註：十一月份起行程，可搭乘酒店免費空位搭乘接駁車至淡水捷運站，平日 11:00-22:00 間每一小時一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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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包含 :
1. 交通：專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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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人房加價費用、12 歲以下兒童價格，請洽詢業務專員。

6.

如有特殊餐食需求，請於報名時事先向業務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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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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