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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是淡水河流域孕育的城市，而位於淡水河、大漢溪、

新店溪三河交匯處的艋舺，擁有優越的交通位置，從 18 世紀

初開始，漢人與原住民在大溪口交易蕃薯（今日貴陽街與環河

南路口），而原住民多使用獨木舟「Manka」為交通工具，所

以這裡被命名為「艋舺」。

以福建泉州為主的三邑人、安溪人移民，將家鄉信仰帶至

艋舺，陸續興建龍山寺（1738 年）、清水祖師廟（1790 年）、

青山宮（1856 年）等，而香火鼎盛的廟宇也形成「廟街」。

清朝康熙年間，艋舺逐漸發展成臺北盆地貨物集散中心，各種

產業聚集，如木材、米市、船頭行、雜貨店、旅社等，十分繁

華。隨著淡水河淤積、艋舺河港功能逐漸被大稻埕取代，主要

商業活動移轉至廟街旁發展出來的市集，如三水市場、直興市

場、青草巷等，供應著艋舺人們的生活所需。 

艋 舺 百 年 風 華

【艋舺由來】

【多元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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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將艋舺與臺灣西部各大城市串連，日治時代 1901 年

設置艋舺停車場、1918 興建艋舺驛（後更名為萬華車站），貨

物運送、人員移動更加容易，其他地區人們帶著家鄉貨物來到

艋舺販售，台北製糖株式會社也在此設立。戰後臺灣農村人口

至都市發展，來自彰化芳苑的洪蔡閃女士與兩兒子購買布行、

工廠零碎布邊角料，加工成「拼接衣」在市場銷售，生意日漸

成長，於是在萬華火車站附近、西園路巷內設立「洪勝美」，

吸引更多彰化鄉親來到萬華火車站設立成衣工廠，逐漸形成大

理街服飾商圈，1970 ～ 80 年代是全盛時期，服飾商圈聚集上

千間成衣製造、批發銷售公司，各國貿易商來此批貨購物。

1990 年之後，大陸、東南亞等更低價的勞動力吸引成衣製造

業外移，國外客戶也漸漸少至此批發衣飾，再加上國際平價品

牌服飾大舉進入臺灣市場，都影響服飾商圈的發展。

艋舺亮點尋訪手札展現艋舺百年來所累積的文化脈絡延

續，期待您透過這本艋舺亮點尋訪手札，深入走訪艋舺，發掘

與現在臺北都市生活的不同樣貌。

【服飾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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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具有豐富的產業價值、人文建築

與生活老智慧，踏著閒適步伐，一起深入

了解在地特色與文化。

巷弄間的傳統美味美食，憑藉著實在

用料與傳承的好手藝，為您帶來一場滿足

味蕾的飲食饗宴。

隨著艋舺豐厚歷史而生的是深耕當地

且多元的產業，其中不乏具有特殊技藝的

達人們，值得我們前往一探究竟。

【跟著艋舺穿越古今】

【經典美味聞香之旅】

【藝匠達人身懷絕技】

艋 舺 逛 透 透

※ 部分店家營業時間 將依營業狀況略作調整，實際營業時間以店家為主。



艋 舺 逛 透 透

位於熱鬧的華西街夜市巷內，是四十多年

歷史的旅社。復古的招牌、磁磚和窗花、騎樓

下一整排的紅色燈籠，讓建築物的外觀有著濃

濃 50 年代復古建物的美；旅館內部的裝潢更是

將時光凝結在 50 年代，懷舊的木窗框、洗石子

的樓梯與大理石拼花地磚等，還有各種復古的

傢俱裝飾點綴其中，復古的氛圍更

是吸引參加釜山影展的電影「霓虹

心」到此取景。房間內最大的特色

就是「棉被花」，由人稱何仙姑的

何阿姨自行研發設計 42 種造型，

目前何阿姨已經退休，旅社其他工

作人員仍延續摺棉被花的技藝。

1970 年代建造的華江整建住宅是

全臺第一個以區段徵收實施都市更新

的建築，有社區共用的水塔、污水處

理廠，更有與天橋相連的兩層騎樓及

種滿花草的三樓空中庭院。文史工作

者高傳棋在華江整宅二樓成立「台北

水窗口」，期望透過辦理講座、導覽

與工作坊等活動，活化這具有特殊意

義的建築，也讓臺北重溫過去與港口、

河水親近的歷史，重新成為親水的生

態城市。台北水窗口目前整理為文史

藏書區，歡迎各團體前往使用空間，

辦理講座與各種活動，也歡迎民眾拜

訪，在涼爽舒服的通廊下，一同坐下

來閒適地聊聊艋舺的老歷史。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

164 號 2 樓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日 09:00-16:00

DATA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 40 巷 16 號

電話：02-2306-7408

營業時間：24 小時

DATA

01

02

跟│著│艋│舺│穿│越│古│今

【古山園旅社】

【台北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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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園 29 前身為臺北服飾文化館，由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以多年來

的紡織產業及設計資源營運，結合周邊艋

舺服飾商圈成衣批發資源，引進大專院校

服裝設計相關科系師資，定期開設裁縫、

打板、產品開發等相關課程，提供民眾或

在校生學習。基地1樓空間以嗅、視、味、

聽、觸五感為空間設計概念，展示設計師

創作服飾，供民眾購買。2 樓為培養新銳

設計師進駐，提供產業知識、營運管理、

布料材料、展演等資源。3 樓則是展示活

動廳，不定期舉辦服飾新品發表會，邀約

品牌商、通路商等下單採購，讓設計師發

揮創意的空間。

艋舺龍山寺旁的西園路一段，有

著全臺規模最大的佛具街。百年前佛

像雕刻師父渡海來臺，看準龍山寺

香火鼎盛，佛具行便決定落腳於此，

久而久之產生群聚效應，從廣州街到

桂林街口，短短一百多公尺的街道上

卻有著 20 多間的佛具行。今日走在

佛具街上，很難不被種類齊全的各種

佛具吸引目光。無論是佛教的諸位佛

祖、道教的各路神仙、甚至是基督宗

教的耶穌受難像，木材、陶瓷、玉石

等各種材質神像，都可以在這裡找

到。這裡也可以找到神明的繡衣、神

桌、佛桌、香爐、金紙等，滿足宗教

供奉的一應需求。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 9 號

電話：02-2336-759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10:00-19:00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

營業時間：依各店家為準

DATA

DATA

【西園 29 服飾創作基地】
  Fashion Institute of Taipei

【佛具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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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 舺 逛 透 透

【西園 29 服飾創作基地】
  Fashion Institute of Taipei

1912年台北仁濟院於萬華崛江町(現

址 ) 設立精神療養院，是臺灣最早的專業

精神病患監護機構，建築造型上屬於日式

的清水紅磚，屋身採木頭架構，屋頂則鋪

滿日式房屋常見的黑瓦，造型簡潔樸實，

與蓊鬱的大樹交融成渾厚又典雅的景致，

為臺北市歷史建築。現今仁濟療養院已改

為和平青草園，平日開放為解說導

覽空間，假日則作為綠化教室使用，

建築內仍陳列著日治時期的完工報

告、老照片、療養院歷史展板與建

築模型等展品。無論是踏青散步，

或是想要瞭解臺灣的醫療史，和平

青草園都是一個好去處。

緊鄰艋舺龍山寺的西昌街 224

巷是全臺知名的青草巷，一踏入陰

涼的巷內，便可聞到清冽的青草藥

香，巷子兩旁堆放著滿滿的蘆薈、

小金英、鳳尾草、雷公根等新鮮青

草。清代此巷是艋舺地區主要幹道，

在醫學知識尚未普及的年代，人們

到龍山寺求得藥籤後至此抓藥，久

而久之便成了青草店聚集地，甚至

蔓延至廣州街。目前的青草業已不

復往昔盛況，但青草巷內的店家保

存了臺灣的草藥文化，而青草也逐

漸從治病轉為保健功能，目前大部

份青草店都會同時販售青草茶，讓

來往的旅客在炎炎夏日降火解熱。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昌街 224 巷

營業時間：依各店家為準

DATA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與西園路交叉口

電話：02-2303-2451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日 09:00-12:00、

         13:30-16:30

DATA

【和平青草園】
 (仁濟療養院 )

05

06 【青草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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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時期，剝皮寮是艋舺地

區通往古亭及艋舺龍山寺的主要交

通幹道，日治時期因市區改正都市

計畫，主要幹道由目前的廣州街取

代。建築外觀混合清代閩南式及日

本時代洋樓形式，是萬華現存年代

最久遠的清代完整街道。因劃歸為

老松國小教育用地，經市府徵收、

整修後作為文化資產教育基地，東

側設置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西側

室內空間不定期舉辦藝文展演活

動。因為電影「艋舺」、「大尾鱸

鰻」曾到此取景，吸引許多影迷、

遊客來此朝聖。

位於和平西路三段的鳥店街是

萬華區的特色街道，小小一段路上座

落著十數間與鳥相關的店家，除了販

售寵物鳥，也有許多專賣鳥飼料、鳥

巢、鳥籠的商家，是全臺灣唯一的鳥

街。這裡也販售黃金鼠與迷你兔等小

型寵物，因此時常可聽見小動物們嘰

嘰喳喳地交談聲，十分熱鬧有趣。

鳥街的形成與過去的和平陸橋息

息相關。和平陸橋建成後，造成周邊

道路狹窄陰暗，車流輛也製造非常大

的噪音，因此路橋下攤位租金低廉，

吸引許多鳥類攤販的進駐。在陸橋拆

除後，攤販紛紛轉為店面，群聚更多

的鳥類寵物店，形成今日的鳥店街。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 101 號

電話：02-2336-1704

營業時間：

街區：週二至週日，每日 09:00-21:00

室內：週二至週日，每日 09:00-18:00

     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

營業時間：依各店家為準，一般店家

         營業約 10:00-22:00

DATA

DATA

【剝皮寮歷史街區】

【鳥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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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 舺 逛 透 透

【剝皮寮歷史街區】

朝北醫院創辦人李朝北為日治時

期享譽盛名的醫生，畢業於臺灣總督

府醫學院，從醫生涯長達 50 年以上，

並曾出任日治時期的民選議員。李朝

北於 1921 年向前臺灣遞信協會理事

長山管芳次購入原址建築，並開設朝

北醫院。朝北醫院位於艋舺第一街 -

蕃薯市街（今貴陽街），巴洛克建築

的風格極具特色，牆體為紅磚砌成，

再以洗石子覆蓋，在貴陽街及西園路

交叉口的轉角立面還以泥塑製成的垂

花作為裝飾，十分特別。朝北醫院因

別具地方發展意義及歷史意涵，於

104 年被指定為市定古蹟。

市定古蹟新富市場隱藏於東三水

街市場巷內，是 1935 年日治時期興建

的馬蹄形建築，由木材、磚材與鋼筋水

泥興建而成，米白色的外觀前衛又典

雅，大門前裝飾著當時臺北市的「北」

字市徽。為了符合當時的衛生標準，馬

蹄形的建體中央留下採光的中庭天井，

並且在挑高的天花板旁開了數扇窗口，

以確保市場空氣流通，是當時最先進

的公有市場。1970 年代，臨近的環南

市場開幕、東三水街的攤商就地合法，

造成新富市場的客源逐漸流失，人潮

不再，僅留下空曠的建築物。目前新

富市場正在修復當中，未來預計規劃

為展覽空間，供民眾參觀使用。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貴陽街二段 181 號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三水街 70 號

DATA

DATA

【朝北醫院】09

【新富市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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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興建落成，為日治時期艋舺

地區望族林氏之宅邸，曾經是艋舺最高的

洋樓。落成至今見證了萬華火車站周邊的

發展與興衰，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由臺

北市文化局指定為市定古蹟。萬華林宅建

築為三面臨街的不規則狀，外觀獨特，共

計四層樓。外牆由清水紅磚砌成，每層樓

的陽台欄杆及門窗均設計地十分講究，每

個欄杆透空圖形也大不相同。

2016 年四月底，全球知名連鎖咖啡

店－星巴克 Starbucks 進駐萬華林宅的

一、二樓，為富有濃厚歷史感的建築空間

中注入新時代的活潑氣息，而三、四樓依

舊保留作為萬華林宅文物展示區與在地的

藝文展覽空間，開放民眾預約參觀。

萬華區史館改建自過去的萬

華戶政事務所，為臺北市內第一

座區史展示中心。館內展示各種

與艋舺地區有關的古老文物及資

料，並設置常設區、特展區、圖

書與影音區等，分期規劃不同種

類特色展覽。常設展區如「介紹

萬華傳統建築與廟堂文化」，展

出了從前廟宇留下的建築構造、

器物，如電線、插頭或是木材等；

「百年老店與街頭賣雜細仔攤」，

帶你回味從前雜貨攤商沿途叫賣

的情景。館內同時陳列萬華居民

的老文物及老家具，無論是木製

的櫥櫃或是大圓桌，都反映了當

時的生活情形。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

     306 巷 24、26 號

營業時間：每日 08:30-22:00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 171 號 2 樓
電話：02-2371-3557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六 9:00-12:30；
         13:30-17:00( 國定假日及民俗  
         假日除外 )

DATA

DATA

【萬華林宅】

【萬華區史館】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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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 舺 逛 透 透
【萬華林宅】

1910 年台北製糖株式會社成立，

在此興建糖廠、煙囪、倉庫等，並從

萬華車站興建鐵路支

線，以方便將甘蔗運

至倉庫，戰後由台糖

公司接管，原計劃拆

除改建為療養院，因

周邊居民反對、爭取設

置鄰里公園，在 2003

年指定為市定古蹟。目前 A 棟倉庫為

介紹臺灣糖業發展歷史及珍貴文物

展示的空間，B 棟倉庫做為藝文展演

場地，C 棟由明華園歌仔戲團負責營

運。倉庫外開放空間展示著過去運送

甘蔗的火車頭及月台。

艋舺清水巖 ( 清水祖師廟 ) 建於清

乾隆 52 年 (1787 年 )，為市定三級古

蹟，也是電影「艋舺」的拍攝地點，與

艋舺龍山寺、大龍峒保安宮並稱臺北三

大廟門。清水巖主祀清水祖師，隨著福

建安溪人到艋舺開墾，安溪人最重要的

神祇－清水祖師也成為地方信仰中心。

清水巖坐東朝西，俯視呈「日」字型，

採中國古代宮殿式建築。屋脊上的交趾

陶可看見「雙龍搶珠」、「八仙座騎」

等特殊民俗造型。三川殿入口處有豐富

多樣的石雕，上有嘉慶及同治年間的落

款，是臺灣現存落款最早的雕塑作品，

也是臺北唯一保持咸豐、同治年間建築

原貌的廟宇。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 132 之 7 號

電話：02-2302-2335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日 10:00-17:00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81 號

電話：02-2371-1517

營業時間：每日 06:00-21:30

DATA

DATA

【萬華糖   文化園區】13

【艋舺清水巖】14

13



艋舺龍山寺由到艋舺地區開墾的福

建人於 1738 年興建，成為居民信仰的中

心及地方生活的重心，更是集會、議事、

訴訟的重要場所。艋舺龍山寺今為國定

二級古蹟，建築坐北朝南，呈現「回」

字型，前殿三川殿佇立著全臺唯一的銅

鑄蟠龍柱，屋脊和飛簷上滿佈龍鳳、麒

麟等精緻的交趾陶與剪黏藝術，呈現臺

灣神話與演義故事。每年龍山寺會定期

舉辦節慶祭典，如農曆正月花燈展、四

月浴佛節與七月中元盂蘭盆勝會等，其

中中元盂蘭盆勝會傳承傳統習俗，祭祀

內容與歷史事件結合，別具文化、在地、

歷史意涵，是重要的文化資產。

鐘錶街的店家原先聚集在艋

舺公園的預定地，1993 年遷移至

大理街 159 巷，並承租下世豐大

樓作為「基地」。因為聚集經濟的

效應，遷入的商家比原先多了一倍

之多，形成當時全臺最大鐘錶批發

商圈。隨著國內市場漸趨飽和，臺

灣人力成本上漲，大陸價格較為低

廉的產品又相繼輸入臺灣，造成市

場萎縮，入駐商家也逐漸減少，部

分業者選擇轉以代理方式經營，消

費者漸漸可以在此找到各式卡通圖

案，或是外國設計較為具有特色之

手錶。目前附近約仍有 30 餘間鐘

錶批發商家，是北臺灣首屈一指的

鐘錶商圈。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 211 號

電話：02-2302-5162

營業時間：每日 06:00-22:00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 159 巷鐘錶街
營業時間：依各店家為準

DATA

DATA

【艋舺龍山寺】

【鐘錶街】

15

16

經│典│美│味│聞│香│之│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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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 舺 逛 透 透

【艋舺龍山寺】

【二和珍烘焙】

【三六圓仔店】

經│典│美│味│聞│香│之│旅

走進店內，擺放在顯眼櫥窗處的

並非麵包或是吐司，反而是金黃色的

鳳梨酥與咖哩餅，仔細一看店內販售

的商品，多數是綠豆椪、蛋黃酥、豆

沙餅、椪餅等傳統糕餅，令人食指大

動。創立於 1945 年的二和珍，於三

峽發跡，販售花生糖與各式糖類，來

到艋舺之後開始研發各種傳統糕餅，

逐漸成為艋舺人每逢婚禮、節慶時常

會訂購的老店，是居民印象中不曾忘

懷的好滋味。隨著時代變遷，這間 70

年的老店也漸漸轉型，同時販售傳統

糕餅與西點，如創意杯子蛋糕、餅乾

等，既傳統又創新，吸引年輕客群。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308 號

電話：02-2306-1234

營業時間：每日 08:00-22:00

DATA

01

在艋舺公園對面，一間店面

卻有著兩個招牌，一面寫著「三六

粿店」，另一面則寫著「三六圓仔

店」。原來這間由 1943 年營業至

今的老店，同時販售各式傳統粿類

與甜湯冰品。三六粿店一開始以製

作手工粿起家，提供各種節慶相應

的粿類。第三代開始接手後，賣起

了豆花、甜湯、冰品等受歡迎的甜

食。因此「三六粿店」一面的店面

可以看見陳列著琳琅滿目的傳統粿

類，包括黑糖米糕、紅龜粿、草仔

粿、壽桃、發糕等，另一面「三六

圓仔店」，則是粉粿、愛玉、仙草、

湯圓、紅豆、花豆、綠豆、薏仁、

花生、芋頭等傳統甜食。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三水街 92 號

電話：02-2306-3765

營業時間：每日 08:30-21:30

DATA

02

15

12



永富冰淇淋創立於 1945 年，

創業老闆向日本人學習製作冰淇

淋的技術，從一攤小攤車開始做

起，至今已超過一甲子的歲月了。

1970年代，臺北市騎樓禁止擺攤，

祖父輩才買下店面，小小的三角

窗店面，店內空間不大，約可容

納 10 人左右，店外也擺放幾張椅

子供客人休息。店內販售的冰淇

淋遵循傳統的古法製作，只有九

種口味，常態性的有八種，夏季

則會推出限定的檸檬口味。傳統

冰淇淋紮實綿密的口感，是讓人

流連忘返好幾十年的老滋味。

舊名「營養號蚵仔湯」， 

1969 年由第一代老闆傅福貴創

立於梧州街，是夜市內第一攤賣

蚵仔湯的攤位，後來搬遷至西園

橋下生意更加興旺。西園橋拆除

後，幾經搬遷更名為西園橋下蚵

仔湯，但招牌仍保留「營養」二

字。秉持使用東石新鮮蚵仔，在

地瓜粉拋甩裹粉後下鍋川燙，快

速起鍋以保存蚵仔的鮮味，與一

般勾芡湯頭做法不同。使用高

湯、九層、薑絲佐料，增添味道

層次。店裡提供的新竹手工紅麵

線也是一大特色，滑嫩順口，淋

上油蔥與芹菜，齒頰留香。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貴陽街二段 68 號

電話：02-2314-0306

營業時間：每日 10:00-23:00；聖誕節

        至元宵節公休兩個月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 258 之 5 號

電話：02-2302-597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08:00-20:00

DATA

DATA

【永富冰淇淋】

【西園橋下蚵仔湯】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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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 舺 逛 透 透

【永富冰淇淋】

1965 年從手推車起家，在貴陽

街和西園街口的騎樓下營業，十幾

年前終於在西園路上開了

獨立店面，後來在八德路也

有了分店，傳承到目前第三

代分別由兩個兒子接手。神

明桌上的陶甕，是當年老闆

母親推手推車叫賣時，用來

盛裝醬汁的罐子，提醒子孫

們千萬不可偷工減料。亞東甜不辣

最大的特色便是它特製的「黑色醬

汁」以及多年不變的真材實料好味

道，店內除了人氣甜不辣，也販賣

麵線、高麗菜捲和炸物。

1956 年從路邊攤起家，歷經

巷內小店，1990 年擴大營業，搬遷

至廣州街剝皮寮歷史街區正對面。

沒有華麗的門面與招牌，清早 6:00

開工，傍晚 16:50 休息，平實地供

應著艋舺居民早餐、午餐所需。全

天候供應的肉粥以生米煮成，配上

油蔥、肉羹，是老主顧必點的招牌，

老闆甚至單賣罐裝油蔥，讓客戶可

帶回家食用。另一道招牌則是紅燒

肉，精選三層肉裹上地瓜粉，油炸

至酥脆，其他黑白切小菜，如嘴邊

肉、鯊魚煙、臘腸、豬心、豬肝等，

搭配特製沾醬，以及適合夏天的蘆

筍、竹筍等清爽沙拉，都是民眾常

點的熱門菜。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 56 號

電話：02-2388-4259

營業時間：每日 09:00-18:00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 104 號

電話：02-2302-5588

營業時間：每日 06:00-16:50

( 月休二日不固定 )

DATA

DATA

【亞東甜不辣】05

【周記肉粥店】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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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几明亮，黃色的鹹水雞與褐色

的煙燻雞一隻隻吊掛在店內，玻璃櫃

內齊整地舖滿剁過的半雞，招牌前更

高高掛起「本店產品通過 ISO22000、

HACCP」的紅布條，顯示老闆對於食品

安全衛生的重視。淞品土雞由三水市

場內的攤販開始起步，逐漸發展出自

己的品牌，為了控制品質，除了自己

養殖紅羽及黑羽土雞外，更設置食品

加工廠，掌握電宰、加工等流程。在

衛生安全與穩定的品質之外，淞品也

使用家傳的調味方式，使土雞在煮熟

後保持好味道。店內販售的商品種類

多樣，包含熟鹹水雞、煙燻甘蔗雞、

生雞、滷雞爪、雞胗、雞油與滴雞精

等多樣產品。

福州元祖胡椒餅隱身在和平西

路巷內，是附近居民熟知的老店。

六十多年前，當時的胡椒餅稱作

「蔥肉餅」，同有圓形餅皮，但內

餡以肥肉與蔥花為主，並未加入胡

椒。胡椒餅內餡中的胡椒是第二代

接手後才加入，內餡也由全肥肉改

為半肥半瘦，瘦肉採用黑毛豬胛心

肉，肥肉則使用五花絞肉搭配五香

調味，再加上新鮮的三星蔥與獨家

比例的糖、醬油與胡椒，成為元祖

胡椒餅店的獨特口味。純手工揉捏

製成的酥脆餅皮也是元祖胡椒餅店

的一大特色，獨家內餡搭配手工餅

皮，使得來購買胡椒餅解饞的民眾

總是絡繹不絕。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三水街 84 號

電話：02-2336-5382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日 08:00-18:00

( 每週一公休，年節除外，售完為止 )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 89 巷 2 弄 5 號

電話：02-2308-3075

營業時間：每日 10:00-18:30 ( 過年及國定假日

        店休 )

DATA

DATA

【淞品土雞店】

【福州元祖胡椒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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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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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 舺 逛 透 透
【淞品土雞店】

龍山寺旁的知名冰品店「龍都冰

菓」創立於 1920 年，開業至今已逾百

年，不只在地人從小吃到大，外地人

來龍山寺拜拜必會順路來吃上一碗才

甘願打道回府，說是大臺北地區最有

知名度與歷史的冰店一點也不為過。

龍都的招牌「招牌八寶冰」有粉

圓、脆圓、湯圓、紅豆、大紅豆、綠豆、

花生、芋頭，用料給的大方，一碗冰

堆地高高的，像座小山一樣。各式冰

品的材料不僅料好實在，且店家煮功

堪稱一絕，皆以自第一代經營者流傳

下來的祖傳秘方熬煮，再經由手工調

製而成。如此用心處理，才能使許多

吃過的顧客一再光顧，排隊人潮總是

絡繹不絕。

創立於 1946 年的蘇家肉圓

油粿，從龍山寺廟埕的小攤位到

如今不小的店面，蘇家肉圓油粿

已飄香超過一甲子，至今已傳承

至第三代。店內白色牆面上名

人、藝人的簽名，顯示它的不簡

單。最出名的正是古早味油粿與

肉圓，堅持手工製作、現做現賣，

肉圓外皮以在來米稀飯加上地瓜

粉攪拌而成，內餡為香菇與麻竹

筍乾，加上全是瘦肉的豬胛心

肉，淋上店家的獨門醬汁，好味

道讓人難忘。油粿則是包著滿滿

的大量芋頭，鬆軟的芋頭丁與豬

油融合，配上醬汁，一口咬下便

是滿口芋頭香味。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 168 號

電話：02-2308-3223

營業時間：每日 11:30-01:30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三水街 109 號

電話：02-2302-6595

營業時間：每日 10:00-20:00

         ( 週一公休 )

DATA

DATA

【龍都冰   專業家】09

【蘇家肉圓油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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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丞閔先生為 RUBY 的創辦

人，從小就對藝術與時尚有著濃厚

的興趣，旅居英國時替當地時尚品

牌設計數年。看著臺灣長期以來掌

握著國際精品代工，卻無自創品

牌，於是開設一家藝術性的精品概

念店─ RUBY。為了讓精品走入大

眾，他選擇在華西街開店。目前產

品都是由郭先生親自設計手製，琺

瑯製作並配合顏色搭配，調配不同

比例的貴金屬，風格從精緻古典到

現代簡約皆有，近期嘗試將臺灣的

傳統意象揉和進作品。此外，定期

寄送訂製品與當季新品到歐洲各地

販售，其設計品味與手藝受到歐洲

市場肯定，大受好評。

為九段工坊創辦人。店內的

唐裝別具特色，連外籍旅客都會特

地安排行程到店內採購。唐裝款式

多樣但都少量，因師傅養成不易，

為了維繫品質也無法負荷大訂單。

比起成本低廉、直接丟進染缸攪染

的手染唐裝，九段工坊選擇從布料

開始製作，用百分之百純棉，在衣

料上織出雲紋圖樣作為主要標誌，

堅持使用來自德國的染料，確保染

出來的布不會有掉色問題，以符合

理想的色調。第二代老闆退伍後即

在九段工坊向父親學習技術，正式

接手後，由哥哥設計樣式，弟弟打

版，最後經由從父親掌店時代就跟

隨的老師傅們，用精緻的手藝縫製

出一件件唐裝。

【郭丞閔  手工飾品達人】

【林俊卿  服飾打版達人】

達人店家 : RUBY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 22 號

電話：0910-234-458

營業時間：每日 14:00-22:00

達人店家 : 九段工坊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 102 號 2F
電話：02-2302-5841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11:00-20:00 
        週日休假

DATA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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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丞閔  手工飾品達人】
【張秀榮  打鐵造器達人】

【林俊卿  服飾打版達人】

達人店家：三秀打鐵店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昌街 44 號

電話：02-2331-591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10:00-19:00

達人店家：太和餅舖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300 號

電話：02-2306-9629

營業時間：每日 08:00-21:30

DATA

DATA

1935 年三秀打鐵店第一代張老

闆與姪子開設「全和」，第二代老闆

張秀榮與哥哥共同接手多年，哥哥已

退休，他一人謹守打鐵志業，是艋舺

最後一間打鐵店，雖然位於巷內，但

經驗與技術仍讓客戶慕名前來。店內

空間塞滿各種打鐵工具，張老闆就直

接在店裡施作，將鐵胚件放置炭火中

加熱至 1500 度以上，以五十餘年的

經驗判斷溫度，取出後以專用錘子或

機器打鐵成型，最後放入水中快速冷

卻。三秀歷經多次轉型，過去製作鋤

頭、菜刀為主，目前專精消耗量大又

常需修復的電鑽頭，每日銷售超過

200 隻以上，此外並販售各種電動工

具、器材。

第三代陳俊傑先生說：「我

想保留記憶中傳統的味道。」原本

想要開花店，但因父母親的要求，

陳先生回到店裡重新學習製餅、烘

焙，並參加進修課程，瞭解各種食

材及新的技術。雖然太和餅舖的師

傅們 1960 年代即開始學習製作麵

包，舉凡糕餅、蛋糕、麵包、甜料

等各種烘焙產品都會製作，但陳先

生把太和餅舖定位在傳統糕餅，除

了因應現代人對於食安、健康的要

求調整食材，堅持專注在喜餅、甜

料、糕餅的專業與味道，如冬瓜肉

餅、核桃豆餡、麻荖、生仁、鹹光

餅、老婆餅等，麵包、蛋糕則以老

客戶訂製為主。

【陳俊傑  傳統製餅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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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北堂第三代，店內最具特

色的就是最中餅。最中餅的特殊之

處在於遵循古法，至今仍使用半手

工方式，製程繁瑣。將糯米以石杵

磨成粉後蒸成麻糬，捶製、分切再

放入烤模中，一個個在爐上細細烘

烤。由於 1970、80 年代有無數糕

餅店訂購台北堂的商品，全手工製

作供不應求，第二代老闆便向日本

訂購可自動旋轉的烤台，以瓦斯為

動力自動加熱旋轉，但仍需老闆親

自彎著腰，一片一片將麻糬放入烤

模烘烤成型後，再挑出糯米餅。台

北堂由 1920 年代流傳下來的手工

技術，可謂獨樹一幟。

順春堂於 1999 年在廣州街開

業，十年前黃朝德先生有感於傳

統青草店與現代人生活形態很有

距離，客人拿著藥方來抓藥、青

草店單純提供藥材的的交易方式，

不僅無法與客人培養感情，也容

易淪為單純的競價。為配合現代

人追求快速、方便的生活方式，

於是開始研究如何將青草藥濃縮

為茶包，嘗試了數十種茶包配方，

持續不斷摸索茶包配方，妻子也

自學包裝設計，使茶包更貼近一

般人的喜好，再依客

人的需求調整，從傳

統的青草藥店轉變為

「自然養生館」，以

平易近人的茶包，將

過去視青草為「草藥」

的觀念，轉為「保健食品」，甚

至吸引國外旅客前來購買。

【李振誠  傳統製餅達人】

【黃朝德  青草達人】

達人店家：台北堂餅行摩那卡餅本舖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52 號

電話：02-2336-202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21:00

        週六 09:00-18:00

達人店家：順春堂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 187 號

電話：02-2306-5898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09:00-22:00

        週日 10:00-19:00

DATA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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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玄甫  茶葉專家】

達人店家：福大同茶莊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貴陽街二段 196 號 1 樓

電話：02-2375-6527

營業時間：每日 09:00-21:00

達人店家：鳳鳴香食品店 ( 阿寶師咖哩餃 )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德昌街 100 號

電話：02-2339-790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08:00-18:00

DATA

DATA

蔡玄甫先生 14 歲即開始製茶，

對於做茶的技術嫻熟於心，每一步驟

中都堅持保留茶的色、香、味、韻，

比如茶葉採摘時一定要艷陽高照，陽

氣要旺，茶香才會撲鼻；浪青時更要

觀察茶葉的性質，調整力道、時間。

當茶葉在產地經過初步的加工後，便

要送至福大同茶莊，在這間小小店面

下有著數台烘培機，一切由老闆親自

動手，務必要烘製出最美味的茶葉。

食安問題也絲毫馬虎不得，蔡老闆要

求茶農先自行送驗，接著送到福大同

店中的茶葉，每四兩都有德國杜夫萊

茵公司的農藥殘留檢測證明，務必使

送入顧客口中的茶湯都安全無虞。

店面雖小，往裡一走就是糕

餅製作工廠，烤箱、麵糰攪拌機

等設備一應俱全，烤盤上招牌產

品咖哩餃或是正準備出貨的老婆

餅，每一個顆餅都是唐老闆一家

五口的辛勤手工結晶。老店熱銷

咖哩餃來自老師傅的創意，咖

哩餡要入味，除了

用料要實在、炒的

火侯要控制好外，

首要更需耐心，炒

好的餡料需要三天

時間入味後，才能

進行下一道包餡工序，因此若想

大量訂購咖哩餃，記得至少提前

一周預定才行。此外，每年艋舺

青山宮暗訪遶境，沿途神將發給

信徒的鹹光餅，就是指定阿寶師

家做的。

【唐楷  傳統製餅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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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山佛具行是佛具街上年資最

老的佛具行，從 1895 年先祖在福

州雕刻佛像開始，日治時期落腳艋

舺龍山寺旁，目前老闆李子勇已是

第六代繼承人。李家世代從事木工

雕刻，作品遍及臺灣各大廟宇，甚

至外銷至東南亞廟宇，艋舺龍山寺

於二次大戰中被美軍轟炸受損，目

前寺內文殊菩薩、韋馱菩薩、左右

護法即是由李老闆的父親製作。李

老闆認為佛像除了單純的宗教意義

外，更有藝術上的價值，腦中隨時

思考著該如何令這些神明更顯得自

然生動。李老闆開設龍山佛具博物

館，希望可以將每一位神明、佛祖

的故事介紹給來訪的旅人，保存臺

灣獨特的文化。

陳威宇畢業於臺灣藝術大學

廣電系，辭去大公司的工作後，轉

而投入唱歌教學，還沒有成立公司

時，一人就身兼了四、五十個歌唱

教學課程，平均一天下來就要跑四

到五個地點。後來意識到需要更有

系統的推廣歌唱的教學系統，才與

合夥人創辦今天Mr. Voice公司。

陳威宇豐富的教學經驗，曾在多所

大專院校、國高中合唱團擔任指導

老師與指揮之外，更是歌唱節目幕

後培訓歌手唱歌的專業老師。為了

精進歌唱技巧，還前往大陸北京向

舌控聲樂始祖盧蘭青老師學習唱歌

技巧，可說是臺灣唯一一位得到真

傳的人。

【李子勇  木雕工藝達人】

【陳威宇  歌藝傳授達人】

達人店家：龍山佛具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 142 號

電話：02-2306-6970

營業時間：每日 08:00-22:00

         週六 09:00-18:00

         ( 每月第一、三週日下午六點休 )

達人店家：聲音人文創有限公司 (Mr.Voice)

地址：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28 號

電話：02-2304-1588

營業時間：週一、三、四、五 14:00-22:00   

        週六、日 10:00-22:00

DATA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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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威宇  歌藝傳授達人】

走在懷舊風情的艋舺街道上，有傳

承數十年的老字號店家，還有充滿巧思

的新創店家，吃喝玩樂應有盡有，來這

兒遊逛一趟，不只飽足心靈，還可以享

受亮點特色店家優惠，滿載而歸。

最 實 惠

亮 點 特 色 店 家

※ 部分店家營業時間將依營業狀況略作調整，實際營業時間以店家為主。

※ 各項優惠以店家提供為準。 ※ 主辦單位及店家擁有活動解釋及異動權。



店裡五彩斑斕的織帶令人目眩神

迷，牆面上一條條透明管，裝著經典商

品「單色雙面緞帶」，依色系井井有條

地陳列，下方的櫃子則依商品特色分區

排列：印花、蕾絲、緹花刺繡、棉麻材

質、薄紗漸層等等，隨手拾起，令人驚

艷。Crystal Rose 是一間外觀時尚的

緞帶專賣店，老闆娘從外銷轉而開設店

面，販售臺灣在地設計生產的織帶，

對品質執著，堅持提供給客戶最好的緞

帶。經典商品「雙面緞帶」已取得緞帶

的 AA 級認證；此外，店內還和手藝老

師配合，每個月設計不同的主題課程，

教購買緞帶的客人如何應用緞帶。

1950 年由第一代洪武文先生創立

於西昌街土地公廟前的麵攤，幾經遷移

至現址，目前已傳承至第四代女兒及女

婿。老闆堅持品質，所有料理以純天然

的原料製作，湯頭以洋蔥、蘿蔔、大骨

加上秘密武器熬製而成，加上老闆娘精

挑細選的黑醋及老闆親自醃製的辣菜

脯，便是一碗滋味無窮的福州乾麵。豬

油飯使用的豬油是老闆親自炸出，米飯

選用貴陽街上老字號米店的關山米。招

牌的紅燒肉不用食用色素，而是以天然

紅糟醃漬黑豬肉，而招牌清湯肉羹有個

有趣的由來：是隔壁攤位老闆結束營業

後傳授獨家祕方給一肥仔，希望他們能

夠將古早味不斷傳承下去。

【Crystal Rose 緞帶專賣店】

【一肥仔麵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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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貴陽街二段 230 號之一

電話：02-2388-057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20:00 

          週六、日 09:00-15:00

DATA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88 號

電話：02-2302-3968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11:30-21:00 

          週日 / 假日 11:30-18:00

DATA

店家優惠：店內消費滿 5捲緞帶，即加贈 1捲緞帶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店家優惠：消費滿 300 元享 9折優惠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01

02



亮 點 特 色 店 家 最 實 惠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貴陽街二段 230 號之一

電話：02-2388-057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20:00 

          週六、日 09:00-15:00

店家優惠：店內消費滿 5捲緞帶，即加贈 1捲緞帶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店名取自於黑帶高手的最高段數

「九段」，表示縫製工藝已達到最高

段的意思。第一代老闆於 1973 年創立

九段工坊，原為量身訂製旗袍，1995

年至 1997 年間改為專售唐裝，主客群

多從事宗教、學術、藝術相關行業等，

客戶需要重要場合展現氣勢，所以選

擇較寬大的傳統經典款式。二代老闆

接班後希望將唐裝推廣成為生活的一

部分，設計出更合身、年輕的版型，

甚至加入飛鼠褲的新潮設計，提高了

年輕客群對唐裝的接受度，更增加了

九段工坊的知名度，甚至有海外旅客

專門至店面購買唐裝。

【九段工坊】

【三寶神明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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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 102 號 2F

電話：02-2302-5841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11:00-20:00 

          週日休假

DATA

店家優惠：消費滿 1,000 元現折 100 元 ( 不含特色與折扣商品 )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採用百貨公司展示商品的方式，

將佛具商品一一整齊排列，提供參觀、

採購的民眾擁有最舒適的購物環境。

由馬俊安夫妻與吳老闆一同經營將

近三十年，以佛具批發模式經營持續

至今。店裡特色商品為佛像的官帽、

服飾、燈籠等等，尤其客製化佛像官

帽以人工方式鑲嵌光彩奪目的施華洛

世奇（Swarovski）水鑽，成為店裡

最知名的產品。目前燈籠的技術已傳

承給第二代經營者，艋舺青山宮前的

燈籠便是三寶神明用品製作。隨著時

代改變，三寶神明用品也經營網站和

Facebook 粉絲團，露出佛具產品資

訊，使得顧客對商家更有信心，也藉

此推廣神明用品。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內江街 168 號

電話：02-2388-885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09:00-21:30

DATA

店家優惠：迷你小宮燈，特價 50 元 ( 市價 90 元 )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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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兩位具備藝文活動企劃與商業不

動產開發背景的女孩共同創立。大可居

遠離臺北旅館密集區域，選擇具有深厚

歷史的艋舺東三水市場旁，將臺北文化

與在地生活介紹給國外旅人。旅館內擁

有一百多個床位及寬敞的地下室空間，

客人除了可以在這裡悠閒吃飯、輕鬆小

酌外，大可居跳脫青年旅館的框架，邀

請艋舺地方人士共同策劃、參與，利用

地下室空間定期舉辦旅遊講座、不插電

演出、展覽等各式藝文活動，讓這裡同

時是一個交流中心，讓各國旅客成為朋

友，而不只是客人。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316 號

電話：02-2308-0066

營業時間：24 小時

DATA

店家優惠：入住首次免費艋舺導覽乙次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第一代老闆日治時期曾任職於總

督府山林課，熟悉木材寄售商業模式，

後來成為木材經銷商，經手由台塑旗下

朝陽木業進口的南洋原木。第二代老闆

鄭錦鏘從小就在木頭堆中成長，他自學

木材加工，創立天森木業加工廠，從單

純的買賣業轉為木業加工。隨著時代的

變遷，如今天森木材行轉為零售各類合

板、木心板等木材，並提供客製服務，

只要有設計圖或具體要求，鄭老闆便能

依此做出各式各樣的木製家具，無論是

常見的衣櫥、床架，還是少見的魔術

箱、眼鏡架等，各式客製化家具的需

求，反倒讓天森木材行走出一條屬於自

己的產品定位。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 73 巷 35 號

電話：02-2307-2151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07:30-18:00

DATA

店家優惠：住宅門片換裝乙式 95 折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大可居青年旅館】05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天森木材行】06



亮 點 特 色 店 家 最 實 惠

【太和餅店】

29

07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 73 巷 35 號

電話：02-2307-2151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07:30-18:00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300 號

電話：02-2306-9629

營業時間：每日 08:00-21:30

DATA

店家優惠：烤乳酪，特價 220 元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1946 年創立，曾在大稻埕太平

市場銷售蜜餞、名產，1964 年到艋

舺開設分店，慢慢轉型做糕餅、蛋

糕、麵包，目前已傳承至第三代。

因為位於龍山寺、東三水市場旁，

太和餅店的產品多販售傳統糕餅，

像是中秋節的各式月餅、傳統婚

禮的盒餅訂製，平日至龍山

寺參拜的民眾則會購買素食

餡餅、老婆餅、狀元糕等，而

國外觀光客喜歡購買鳳梨酥，

過年期間熱賣的商品則是麻荖、

生仁、寸棗等甜料，供客戶家中祭

祖使用。2010 年因應剝皮寮歷史街

區開幕，太和餅店與趣遊碗合作，

推出「烤乳酪蛋糕」，進一步吸引

愛好甜點的民眾前往消費。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
勾

位於臺北第一街──貴陽街的

冬仙堂，緊鄰著艋舺清水祖師廟，不

同於臺北街頭林立的手搖杯飲料店，

冬仙堂是以販售冬瓜茶飲為主的飲料

店，代表臺灣庶民生活的口味。冬瓜

由直興市場每日直送，新鮮冬瓜連皮

帶籽熬煮六小時而成冬瓜露，每鍋可

製作 50 杯左右，通常一、二個小時

內就會被搶購一空。不侷限於傳統的

味道，老闆不斷嘗試新口味，以冬瓜

茶為基底，用檸檬、可爾必思調配，

或搭配椰果、紫蘇、粉圓、仙草等佐

料，讓冬瓜茶搖身一變，成為新奇有

趣的手搖飲品。寒風刺骨的冬天，也

提供熱騰騰的現煮冬瓜露，讓顧客們

一年四季都能享受冬瓜的甘甜滋味。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貴陽街二段

     115-17 號

電話：02-2375-1698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六 11:30-21:00

          星期一與星期日不定時公休

DATA

店家優惠：頂級古早味奶茶，特價 50 元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冬仙堂】 08



【永盛精品時裝】

30

台北堂始於 1920 年，創始人李德

眉師承廣州街源田株式會社，戰後，李

德眉接手日籍老闆的器具，輾轉於現址

開店，目前由第三代的李振誠執掌經

營。台北堂餅行以批發為主，舉凡日本

料理、酒店、和菓子店，乃至於空廚都

可以看見台北堂最中餅的身影。最中餅

源自於日本的御用點心，外殼由糯米製

成的麻糬手工烘烤後，再包入紅豆餡製

作而成。最中餅的品項眾多，除了經典

的菊花、梅花型餅皮包上無油紅豆泥、

冰淇淋，第三代老闆研發了添加抹茶、

草莓、可可、雪白四種口味的餅皮，更

製作將杏仁、南瓜籽結合麻糬餅皮的

「穀之實」最中餅，讓口味更豐富多元。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52 號

電話：02-2336-202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21:00 

          週六 09:00-18:00

DATA

店家優惠：富貴 (綜合 )禮盒，特價 1,000 元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台北堂餅行摩那卡餅本舖】09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賴火超先生原於通化街經營服飾零

售，1980 年代搬至大理街開設永盛精

品時裝，目前與兒子賴國賢共同經營。

店內主要販賣服飾，貨源來自臺灣、大

陸各地，從最初的童裝零售，逐漸轉為

銷售女裝，批發與零售各佔一半比例。

30 至 60 歲女性為主要客戶群，近幾年

更鎖定在中價位女性禮服、洋裝、團體

制服等，貨色齊全，批發供貨給百貨公

司專櫃寄賣，對於零售客戶來說，可以

在這裡以實惠的價格，買到專櫃品質的

服飾，並且提供量身修改服務，依照客

戶體型現場加長、加大修改尺碼，只要

半小時即可取貨，真的是划算又便利。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 38 號

電話：02-2306-8613

營業時間：每日 09:30-21:00

DATA

店家優惠：消費滿 3,000 元送飾品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10



亮 點 特 色 店 家 最 實 惠

【老明玉香舖】

【老萬昌內衣服飾】

31

11

店家優惠：富貴 (綜合 )禮盒，特價 1,000 元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 38 號

電話：02-2306-8613

營業時間：每日 09:30-21:00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貴陽街二段 155 號

電話：02-2381-5569

營業時間：每日 08:00-22:00

DATA

店家優惠：消費滿 500 元送小壇香塔

優惠數量：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創始人黃燦由臺南一路向北闖

蕩，沿路挑擔兜售自己雙手製作的

線香，於 1897 年落腳艋舺，至今傳

承至第四代黃瓊儀。老明玉能在艋

舺屹立百年，靠的便是製香的品質，

店裡面所有的香都以漢方手工製作，

堅持使用天然的材料，不添加化學

物質，燃燒後不會危害人體健康。

家傳的配方包含 20 多種中藥材，如

桂枝、肉桂、檀香、沈香、丁香、

茴香等等，諸多天然草藥揉雜成沁

人心脾的淡淡香味。除了一般常見

的線香，這裡也販售較少見的香環、

臥香、香塔和由老師傅一片片手工

貼上金箔的金紙等產品，想買遵循

古法、手工製成的「香」關產品，

到老明玉香舖就對了。

已使用，店家簽章/打勾

已使用，店家簽章/打勾

裴志鵬先生從 17 歲就開始在家

中幫忙，至今已超過 35 年。老萬昌

內衣服飾最初由裴先生的父親於 1971

年創立，原先以賣內衣褲起家，後來

因販賣實惠、品質佳的嬰兒衣物打出

名號。店內產品約有80%在臺灣生產，

主要商品有內衣、內褲、睡衣、睡

褲等居家服飾。嬰兒服飾的造型多樣

化，提供家長們較多選擇；而大人衣

物的材質種類多，在這裡可以挑到包

君滿意的居家服。裴老闆說：「做生

意，講求的是信用。」老萬昌的產品

不論在品質或價格上，

都維持一定水準，不斷

吸引老客戶前來購買，

忠實顧客相當多。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 34 號

電話：02-2304-7851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10:30-20:00

          週六至週日 13:00-17:00

DATA

店家優惠：三槍、YG 系列 75 折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12



【衣美服裝行】

32

老濟安青草店原名濟安青草店，

是王榮貴老闆的母親與姊夫共同創立，

1972 年開業於艋舺青草巷內，1987 年

時開設分店，成為現在的老濟安青草店。

王老闆自小在青草店打滾，店內所有青

草的功能、氣味、用途都牢牢記在腦中，

總是仔細傾聽客人的需求，提供合適的

建議。現在多數年輕客戶不知煮藥的訣

竅，王老闆還提供代客煮藥的服務，客

人們只要回去加熱便可以飲用。此外，

王老闆將青草茶做成青草茶包及茶飲，

也提供有機的青草茶飲，十分方便。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昌街 84 號 1 樓

電話：02-2314-1878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六 09:00-19:00

DATA
店家優惠：養生茶包系列 8折優惠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老濟安青草店】13

創辦人洪文和先生與妻子共同創

業，開設「衣美服裝行」批發服飾店。

1980 年代是外銷市場的大好年代，衣美

也轉型賣進口貨，批發給中游盤商。近

年來因應鐵路地下化、商圈型態的轉變，

改以年輕服飾批發為主，衣美總是為顧

客群提供最合適的衣飾。在臺北市政府

推動的中正萬華復興計畫中，為了帶動

鄰近區域發展而建設的萬華雙子星大樓

預計於 2016 年開幕落成，而衣美就位在

雙子星大樓旁，洪先生也鎖定遊逛雙子

星的年輕客群，除了原有休閒服飾之外，

增加小禮服、畢業典禮、舞會等平價服

飾，款式則以長賣經典款為主，與連鎖

平價流行服飾做出市場區隔。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 45 號

電話：02-2304-5168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10:00-21:00

DATA

店家優惠：消費享7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臺北市政府員工享批發價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14



亮 點 特 色 店 家 最 實 惠

【乳菓 在一起】

【幸侶服飾有限公司】

33

15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 45 號

電話：02-2304-5168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10:00-21:00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 30 巷 18 號

電話：02-2302-0601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六 12:00-19:00

          週日 12:00-18:00

DATA

店家優惠：不能莓有你果昔，特價 90 元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隱藏在萬華的小巷子裡，靠

著獨門研發的果昔闖出名號，開業

一年多來已培養出不少忠實顧客。

果昔與果汁不同之處，在於製成方

法，堅持製作過程中不加任何一滴

水，將新鮮水果急速冷凍，再以極

高速將冷凍的水果打成介於水與泥

之間的狀態，濃郁的口感是最吸引

人的。乳菓在一起將歐美流行的果

昔風潮帶進臺灣，堅持使用臺灣當

季盛產水果，也因此，在不同時節

走一趟乳菓在一起，你可以享受到

不同口味的果昔。除了我們一般熟

悉的水果與鮮乳的搭配，研發團隊

還使用手工豆漿、三峽產的蜜香紅

茶混搭，調配出臺灣風味濃厚的獨

門味道。

已使用，店家簽章/打勾

已使用，店家簽章/打勾

幸侶服飾原先在五分埔和大理街

一帶做成衣，經營了四、五十年，這

十幾年來才遷至西園街一帶。原本銷

售流行服飾，因緣分認識師傅，故轉

型為做專業居士服、靈修服飾，並由

自家工廠生產，以確保產品品質及貨

源穩定。目前開發了「鑫」、「丹鳳」、

「東印象」等三個品牌，供貨給臺灣

各地宮廟。另外，客戶只要提供手繪

圖案，即可委託客製化訂做。除了宗

教服，店內販售的鞋子則是與臺南廠

商配合特製，上頭的刺繡圖案都十分

精緻，也將刺繡圖案做成一般服飾，

獲得許多外國旅客的喜愛，帶回國當

紀念品。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 111 號

電話：02-2302-4205

營業時間：每日 10:30-21:00

DATA

店家優惠：持艋舺散步地圖手冊消費服飾 9折起

到店消費不限金額即贈精美小禮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16



【冠婷批發服飾】

34

位於華西街底，阿猜嬤 1965 年開始

在自家騎樓擺攤賣粿、水餃、牛肉麵等，

當時還是中學生的現任老闆柯得隆先生

就開始幫忙，後來攤子逐漸轉型販賣各

類甜湯，柯先生 2001 年從銀行退休後才

回家接手攤子。目前阿猜嬤全年提供熱

紅豆湯、花生湯、湯圓等，招牌花生湯

使用成本較高的宜蘭花生，不需催化即

可熬煮糜爛；湯圓是純米手工製作，絕

不添加任何粉。夏天增加冰糖銀耳、綠

豆湯、米糕粥等冰品，堅持不使用冰塊，

確保冰品糖水的甜度及衛生。阿猜嬤超

過 50 年的老味道，讓人吃了就上癮。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 3 號

電話：02-2361-8697

營業時間：夏天 15:30-21:30 

          冬天 15:00-22:00

DATA

店家優惠：紅豆湯圓特價 45 元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阿猜嬤甜湯】17

為了打破公部門業務工作的一成不

變，老闆林珈漢先生在 1990 年創設冠

婷，做自己有興趣的服飾批發。初期並

未特別設定客群，然而林先生對於材質、

樣式的要求，讓店內的服飾呈現出與眾

不同的品味和精緻感，也因此培養了一

群忠實顧客，專門前來讓老闆量身打造，

購買最適合自己的潮流衣飾。除了販售

各類設計師服飾以外，老闆也為展售模

特兒穿上各季服裝，吸引顧客目光，也

能作為顧客的「搭配示範」，同時更展

現了店家獨特的品味。近幾年景氣下滑，

店裡的業績卻依然保持一定水準，顯見

林先生對於服裝穿搭的品味與眼光深受

客戶喜愛。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239 號 1 樓

電話：02-2308-0703

營業時間：每日 10:00-21:00

DATA

店家優惠：魅力商品 5折起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18



亮 點 特 色 店 家 最 實 惠

【品牌實業有限公司】

【洪勝美服裝行】

35

19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239 號 1 樓

電話：02-2308-0703

營業時間：每日 10:00-21:00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 274 號 1 樓

電話：02-2336-1712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10:00-21:00

DATA

店家優惠：正價商品 9折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品牌實業已經營四十餘年，在

臺北、臺中、高雄等地皆有據點，

目前臺北有後車站、五分埔、中興

街、萬華等四家分店，以批發為主

要業務。開店初期是以販

賣淑女服飾為主，目前則

是牛仔褲專門店。店內樣

式種類繁多，從長褲、短

褲、素面牛仔褲、刺繡甚

至鑲鑽裝飾的牛仔褲應有盡有，也

會因應潮流做新的款式，例如近年

來十分熱門的鬆緊帶牛仔褲，在這

裡也都找的到。平易近人的價格讓

品牌實業賣出好名聲，銷售的年齡

層也十分廣泛，自國小六年級的學

童至六十歲的奶奶都能在這裡挑選

到適合的款式。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彰化芳苑洪寬長、洪寬諒兄弟與

母親洪蔡閃女士 1956 年於西園路二

段巷弄租屋成立「洪勝美服飾行」，

是艋舺服飾商圈的第一間店，吸引許

多彰化同鄉至艋舺從事成衣產業，逐

漸形成服飾成衣聚落。2015 年第三

代經營者將老店轉交給十幾年老員工

黃秀麗經營，讓商圈第一家品牌店家

得以延續。銷售方式則是零售、批發

各半，各地盤商透過通訊軟體 LINE

下單，將產品貨運至臺灣各地。目前

洪勝美在大陸仍擁有成衣工廠，設計

款式符合臺灣人體型的女性上班族產

品，如襯衫、裙裝、褲裝、改良式唐

裝等，方便 OL 們一次採買完搭配成

套上班服。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 181 號之 1

電話：02-2306-2845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11:00-21:00

DATA

店家優惠：中國服飾 8折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使用，店家簽章/打勾

20



【雅美服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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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景虹服裝行在大理街

創立，第二代女兒經營一段時間後，

2016 年開始由媳婦吳修榕小姐接手。

吳小姐年輕時即接觸少女服飾，非常

熟悉流行服飾產業。目前景虹服飾除

了延續以往四、五十歲女性族群的產

品，持續與品質良好的工廠合作，不

斷推陳出新，引進更多元的女性休閒

服飾，吸引年輕媽媽族群，擴大客戶

年齡層。面對國外平價服飾的競爭，

吳小姐自豪地說，自家的產品實用、

品質好，售價平實，不輸國際品牌。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 63 號

電話：02-2306-5166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10:30-21:30

DATA

店家優惠：精選商品特價 200 元起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景虹服飾行】21

老闆蔡玉進是一位裁剪師，老闆娘

蔡洪秀琴則是打版師，兩人從彰化北上，

於老店洪勝美工作，進而相識、結婚。

兩人婚後於 1974 年左右創立雅美服飾

行，初期產品以自製為主，隨著市場競

爭及考量生產成本，雅美服飾產品主要

由中國廠商供貨。雖然是成本較低的中

國製造產品，但因夫妻兩人具有打版及

裁剪深厚實務底子，第二代女兒蔡玉珊

從小耳濡目染，故特別重視剪裁、車縫，

維持產品的好品質，許多基本款式已長

賣多年。目前客戶主要是媽媽、上班族，

主推薦女性針織上衣。店面展示上百件

仕女服飾供零售客戶選購，並提供試穿

服務。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 55 號

電話：02-2302-6425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10:00-21:00

DATA

店家優惠：精選商品一件 290 元、 

兩件 500 元；一件 190、兩件 300 元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22



亮 點 特 色 店 家 最 實 惠

【順春堂】

【福大同茶莊】

37

23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 55 號

電話：02-2302-6425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10:00-21:00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 187 號

電話：02-2306-5898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09:00-22:00 

          週日 10:00-19:00

DATA

招牌上寫著「青草店」，但在順

春堂店內可是找不到任何青草藥，反

而看到的是一包包設計新穎、整齊排

列的各種青草茶包。青草藥的清香伴

隨著老闆黃朝德先生長大，他把青草

藥當成是童年的玩具，27 歲新婚時

即創業，在艋舺眾多青草老店中獨樹

一格。順春堂強調「四季養生」的概

念，夏天推出降火氣的百草茶，秋天

主打保養支氣管的魚腥草茶，冬天則

擺上微調滋補的元氣茶。除了四季主

打不同青草茶包，針對有特殊需求的

顧客，順春堂也有設計給女性養生的

益母草茶、金線蓮茶滿足有涼補需要

的客人等。來順春堂逛一圈，除了

讓沁人心脾的青草香放鬆心靈，還

可帶些青草茶包回去滋養身體。
店家優惠：養身茶盒，一盒 300 元、二盒 500 元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1845 年，現任老闆蔡玄甫的曾

曾祖父蔡漢由廈門渡海來臺，落腳

西園街（原名舊街），每日製茶，

挑擔沿街兜售，一直到戰後福大同

茶莊遷至貴陽街現址。茶莊過去以

文山包種為主要商品，更曾向東南

亞出口福州蠟燭。目前福大同擁有

自己的茶廠、機器設備，批發客佔

七成，許多茶行皆向福大同進貨。

產品以臺灣高山烏龍為主，有梨山

高山茶、杉林溪茶、阿里山茶、南

投烏龍等多種品項。陳年老茶也是

蔡老闆珍藏的特殊品項，烏龍茶葉

安穩地存放在地下室的倉庫中，每

隔三年、五年定期烘焙，最後便會

成為稀有珍貴的臺灣陳年烏龍茶。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貴陽街二段 196 號 1 樓

電話：02-2375-6527

營業時間：每天 10:00-22:00

DATA

店家優惠：購物滿 1,000 元享 9折優惠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使用，店家簽章/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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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福勝先生當初帶著兩萬元從彰化

芳苑北上，於 1966 年創立福勝睡衣行，

由具有夜市銷售經驗的許老闆負責營

運，老闆娘則負責工廠生產。創業初期

即鎖定睡衣作為主要產品，因產品變化

性較少，能夠有穩定的品質與數量。目

前睡衣仍由臺灣工廠所製造，以確保衣

服品質。睡衣款式男女老少皆有，款式

充滿濃濃古早味，睡衣上還保留「西裝

領」的設計，許多長輩穿不慣新式睡衣，

仍會大老遠訂購福勝的睡衣。第二代許

政偉先生近年接手後，開始使用網路行

銷，並積極拓展服務業的客戶，如飯店、

SPA 按摩等，為客戶設計浴袍、浴衣，

深獲客戶好評。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 282

      巷 10 號

電話：02-2308-1863

營業時間：每日 10:30-20:00

DATA

店家優惠：購物滿 1,000 元現折 100 元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店名是為了紀念唐楷相老闆的外

公－陳金寶而來，陳師傅戰後從福州來

到臺灣後，重操舊業，1950 年在萬華開

起糕餅店。第二代唐老闆接手至今，家

中兒女也在家中幫忙製餅，每逢重大節

日，別的家庭快樂出遊，唐家則是全家

投入趕訂單的忙碌中。阿寶師製作的餅

種類豐富，除了古早味蛋糕、鳳梨酥、

老婆餅、鹹光餅外，最熱門的產品即是

招牌咖哩餃。咖哩餃的由來起因於過去

一位臺籍糕點師傅帶來西式糕點的概

念，再加上唐老闆親自實驗改良後，才

出現現在這顆令人百吃不厭的金元寶。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德昌街 100 號

電話：02-2339-790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08:30-18:00

DATA

店家優惠：按讚粉絲團，即贈老婆餅 1個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福勝睡衣行】25

【鳳鳴香食品店 ( 阿寶師咖哩餃 )】26



亮 點 特 色 店 家 最 實 惠

【廣盛益】

39

27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德昌街 100 號

電話：02-2339-790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08:30-18:00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 49 號

電話：02-2302-6778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10:00-21:30

          週日 11:00-18:00

DATA

店家優惠：換季商品特價 100 元起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廣盛益老闆與服飾商圈的元老店

家同樣來自彰化，是艋舺服飾批發商

圈創始店之一，目前已開業超過四十

年。初期是臺灣在地風格，裝潢也比

較樸實，賣的多是臺灣在地製造的

T-shirt，種類樣式都偏簡單風格，

吸引許多外地的店家，遠從桃園、中

壢、苗栗等地搭乘火車到店裡批貨回

去買，甚至也有國外旅客特地遠道而

來挑選服飾。目前廣盛益以批發生意

為大宗，而零售顧客多為上班族，也

逐漸調整為較年輕的服飾風格，以少

淑女款式為主，主打日韓系服飾，商

品富有流行感，價格卻十分親民。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萬華人陳威宇 2013 年與夥伴在

現址創立Mr. Voice歌唱練習教室，

提倡唱歌就是件簡單的事情，輕鬆

快樂地唱歌，不必再學習過去如何

使用丹田、運氣唱歌，透過較科學

與人本的方法，引領學生歌唱的學

習。陳威宇從未覺得萬華有衰敗不

振，反而一直肯定萬華原本就有的

內涵，期待這是一間可以帶給當地

更多不同元素的歌唱教室，因此他

與其他單位合作，在剝皮寮辦理歌

唱演出及老人的免費健檢，他藉由

唱歌的事業，讓在地的學子或鄉親

能更對萬華添增一份自信。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28 號

電話：02-2304-1588

營業時間：週一、三、四、五 14:00-22:00

          週六、日 10:00-22:00

DATA

店家優惠：加 Line 立即享有優惠

正課四堂折 100 元，十二堂折 300 元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使用，店家簽章/打勾

【聲音人文創有限公司】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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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老闆黃昆有先生於 1973

年創立了雙藍嬰兒童裝百貨，是萬華

第一家童裝始祖，主要為童裝、嬰兒

用品批發零售，如：嬰兒車、嬰兒床、

童鞋等等，種類繁多，有些款式甚至

是從第二代女兒小時候便熱賣到現

在、從不退燒的長賣經典款。此外，

連兒童上學所使用的文具也可在這裡

找到，幾乎可以說是從孩子出生到小

學六年級所需的物品都一應俱全，價

格從 99 元到千元商品都有，價位十

分親民。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346 號

電話：02-2306-3526

營業時間：每日 10:00-22:00

DATA

店家優惠：精選 99 元商品，買十送一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在萬華提到什錦麵店，十有八九

指的便是這間位於後站的「麗珠什錦

麵」。現任老闆娘廖麗珠接手母親的

生意，傳統的好味道卻沒有改變，以

老母雞煨煮湯頭，在麵中加入少見的

鮮甜劍蝦提升口感，不用一般的黃色

油麵，而是健康不易糊掉的蕎麥麵。

除了招牌什錦麵，現炸的台式排骨與

炸軟絲、花枝丸、腰花炒蒜都是麗珠

什錦麵的熱門菜色，其中炸成金黃

色、外酥內嫩的排骨更是老顧客必點

的美味；老闆特別使用較軟嫩的軟絲

取代花枝，使麗珠

什錦麵的炸花枝丸

與眾不同。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興寧街 48 號

電話：02-2308-6530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日 11:00-22:30

DATA

已使用，店家
簽章/打勾

店家優惠：到店消費 小菜一盤特價 40 元 ( 限量一盤 )

優惠期間：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麗珠什錦麵】30

【雙藍嬰兒童裝百貨】29


	1.封面封底(修)
	2.封面封底裡
	3.艋舺護照出血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