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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中山意舍酒店全新開幕  現開放訂房 4月 20日起即可入住 

最潮的酒店進駐歷史悠久的中山商圈 

搶先體驗令人驚喜的開幕優惠房價 

 

台北 2015 年 4 月 14 日 – 最潮的台北中山意舍酒店（amba Taipei Zhongshan）即將在具有歷史人文氛

圍的台北市中山街區全新開幕，目前已開放訂房，今（2015）年 4 月 20 日起即可入住。為歡慶台北中山

意舍酒店開幕，意舍特別推出「發掘中山開幕專案」活動，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凡是利

用意舍官網預訂連續入住兩晚以上，不僅可以享有特別的開幕優惠房價，還能免費體驗中山區文創漫步導

覽行程，發掘迷人又充滿趣味的中山街景。 

 

 
 

amba 意舍品牌的誕生，在新一代旅人的心中引起不少共鳴。努力工作用力玩的新一代旅人追求的核心價

值，與意舍品牌結合創意、文化、社區及環保的主題不謀而合。繼首家台北西門町意舍酒店於 2012 年開幕

後，意舍系列的第二間酒店 - 台北中山意舍酒店也將加入營運行列。意舍系列第三間酒店 - 台北松山意舍酒

店，以及第四間意舍、同時也是首間度假村 - 墾丁意舍度假村則計劃於 2016 年開幕。 

 

國賓大飯店總經理李昌霖表示，現今千禧世代的旅客正在尋找一種簡單、有趣又輕鬆愜意的度假方式，同

時還能與當地迷人的街區產生真正的連結。台北中山意舍酒店以「環保、科技、創意」為定位，提供優異

的技術、免費超高速光纖無線上網，以及貼心周到的加值服務，能使下榻的旅客享有真正舒適的住宿體

驗，並有更多自由的時間到酒店附近街區深入探索、貼近在地生活，學習新事物，發掘更多旅遊的樂趣與

驚喜。以酒店獨家規劃的中山區文創漫步導覽行程為例，內容包含專人介紹中山歷史街區的趣味故事，以

及在地的特色景點如光點台北電影院、台北當代藝術館、赤峰街、寧夏夜市等，能使 amba 意舍旅人享受

原汁原味的台北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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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便捷、人文薈萃的中山街區 

 

台北中山意舍酒店坐落於中山北路林蔭大道上，就在台北市文化氣息最濃厚的中山街區內。中山商圈不僅

歷史悠久，擁有百年的歐式建築，更充滿各種潮餐廳、精品店和博物館。酒店鄰近光點台北電影院、台北

當代藝術館，只要步行幾分鐘，就能探索台北藝文風貌。 

 

台北中山意舍酒店位於台北市中山商圈中心，交通便捷，為探索市區觀光景點和鄰近城市的最佳基地。搭

捷運到西門町，大約10分鐘；到台北101和台北世貿中心，也僅需20分鐘。優越的地理位置，讓下榻酒店

的旅客只要透過大眾運輸系統，不論轉乘台鐵、高鐵、客運皆四通八達。步行5分鐘，就能到達台北捷運中

山站，離台北車站僅一站之距，即可轉乘高鐵，快速前往其他城市。從酒店到臺北松山機場約15分鐘車

程；開車到台灣桃園國際機場，也只需約40分鐘。 

 

數位設備齊全的全新客房 

 

台北中山意舍酒店精心設計 90 間創意客房，房間大小從 6.1 坪（20 平方公尺）的雙人房到 9.4 坪（31 平

方公尺）的陽台房不等，方便旅人可擇一入住，充分放鬆身心。為帶給下榻旅客愉悅住宿體驗，所有房間

都備有基本必需品，包括：舒適床墊、純棉床單、光線充足的工作區、國際 110V 萬用電源插座等。此

外，明亮、新穎與簡約的設計，搭配質樸的柚木家具、時尚環保的竹編工作椅，以及趣味十足的藝術作

品、大片玻璃窗，也為客人的住宿體驗增添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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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景房以兩大片的玻璃窗引入充足的自然光線，並坐擁中山北路林蔭大道景致，令人心情備感愉悅。寬敞

的陽台房則是設有落地窗與戶外陽台，結束一天漫長的工作後，最適合坐在姿態優雅的日日櫻旁，享受靜

謐的時光。 

 

amba 意舍首重功能性，每間客房皆備有一系列的現代化設施，讓下榻的旅客能體驗物超所值的服務。不

論是全館或房間內，都提供免費超高速光纖無線上網熱點，網路傳輸速率達 200 Mbps，是 3C 控的旅人夢

想入住的天堂。Sony BRAVIA 42 吋高畫質網路電視，不僅可收看國際衛星和當地有線電視頻道，還內建

Facebook、YouTube、Skype、照片共享、音樂及連結其他娛樂等功能。旅客在房間內還能透過無線藍

牙喇叭，播放最喜愛的音樂，並享用全自動濾泡咖啡機現煮的熱咖啡或啜飲台灣上等茗茶，享受酒店精心

安排的貼心服務。 

 

黑色馬賽克磚的浴室及獨立淋浴間裡，備有智能控溫雙功能紓壓淋浴按摩花灑及寬敞的浴室檯面，為旅客

帶來舒適和環保的淋浴體驗。大房與陽台房浴室皆備有 TOTO 多功能免治馬桶；其中，大房更設有全尺寸

的浴缸，適合泡澡，鬆弛一整天緊繃的身心。台灣原創品牌「薑心比心」全天然生薑沐浴用品，有助於放

鬆心情、舒緩壓力。房間內提供的夾腳拖鞋寫著「逛吧」，希望旅人穿上獨家設計的意舍潮拖鞋，探索台

北市有趣的景點，甚至可以免費帶回家精心收藏。便利的自助洗衣房，加上各種貼心周到的服務，隨時可

提供給下榻的旅客。舉凡手機充電器、HDMI 線、健身球、自由重量器材、瑜伽墊、棋盤遊戲、Xbox、

Apple TV，甚至是自拍器，都可提供免費借用或租用。 

 

社交餐飲與音樂新體驗 

 

餐飲和社交活動是體驗台北中山意舍酒店的一大亮點。位於 1 樓的 ACHOI 餐廳，打造出精緻而輕鬆的用

餐空間，供應現代時令餐點，標榜優質食材、獨特口味及超值享受。ACHOI 餐廳的取名，來自於台灣「A

菜」的發音，再加上一點點趣味的諧音轉折，而”A”也代表我們提供最佳的服務及食材、產品，就如同國賓

A CUT STEAKHOUSE、Aqua Lounge、ahmicafé 等品牌也都是以 A 為開頭；"菜”則是由於 ACHOI 餐

廳運用台灣在地優質食材提供當代料理，菜式多樣且豐富。 

 

餐廳設計極具現代感，同時融合了回收再利用的天然原木、經典復古的顏色與質感，以及原創的黑白藝術

作品。點選創意小菜與料理，和三五好友一起享用，再佐以自動侍酒機精心挑選的葡萄美酒，做出最完美

的餐酒搭配。開放式的廚房、主廚餐桌及餐飲吧檯，創造友善、愉悅的互動氛圍，為美食饕客提供近距離

觀察主廚大顯身手的絕佳機會。另外，特製甜點和周末早午餐，更是不容錯過。 

 

與眾不同的活動會議場地 

 

不論小型會議或私人活動，在台北中山意舍酒店舉辦，都能留下令人難忘的回憶。ACHOI 餐廳可容納 50

人（宴席）至 80 人（雞尾酒派對）。意舍打造自在悠閒的氛圍，提供量身訂做的創意菜單，加上活力充沛

的工作人員，舉凡腦力激盪、創新思考或自由暢談，台北中山意舍酒店都是最理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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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設計融入環保友善概念 

 

意舍堅持對永續環境善盡一份心力，台北中山意舍酒店從外觀到內裝均使用環保設施與設備，以及天然材

質或回收再利用的材料，打造出健康的綠環境。 

 

為了延續意舍酒店品牌的精神，台北中山意舍酒店邀請知名建築師郭英釗親自操刀設計。在郭英釗建築師

的知名綠建築作品中，以台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為經典代表作，不僅獲得台灣綠建築鑽石標章，更被譽

為 2012 年全球最美 25 座圖書館之一。這次他為台北中山意舍酒店親自操刀規劃，讓建於 1970 年的舊辦

公大樓搖身一變，成為充滿設計感的現代酒店。酒店大門口更是可見細膩的巧思，將改造過程中舊大樓所

留下來的老舊鋁窗框與鐵花窗回收再利用，再把拆卸下來的鋁窗框料做裁切與重組，依框料分上、下、

左、右邊框，呈現四種不同形式的鋁料斷面；然後使用這些材料做幾何排列組合，藉由斷面的虛實面編織

出一整面藝術圖騰，賦予環保回收材料的新生命，更是意舍品牌友善環保、傳承歷史文化的最佳表現。 

 

其他的環保設計概念，還包括：房間的戶外陽台上擺放日日櫻植栽，既能遮蔽日曬，又可增添隱密感；鍍

膜低輻射（Low-E）玻璃能阻隔太陽光的紅外線及紫外線所產生的熱能，並保持良好的透光性；區控型變

頻中央空調系統（VRV），擁有變頻省電、環保節能等優點；公共區域設有全球最節能吊扇 Haiku60，可

隨著外在環境溫度變化，自動調整風速。 

 

此外，環保認證的沐浴用品、可回收的節能房卡，以及營造數位通訊的住宿環境，都突顯了意舍愛護環境

的用心。意舍也歡迎入住的旅客藉由責任消費、減少浪費，一起加入守護美好綠色地球的行列，譬如可以

將意舍潮拖鞋免費帶回家。 

 

體驗趣味與驚喜 

 

酒店南側特別以一幅 30 公尺 x15 公尺的普普藝術外牆，將台灣著名的珍珠奶茶、中山北路藝文地標的光點

台北電影院、意舍各項創意趣味等，以趣味圖像呈現，充分展現意舍的品牌精神及台灣在地特色。 

 

酒店內每個樓層的公共區域，擺設各種回收再利用的原木及竹編桌椅，除了可作為社交空間之用外，更可

見不同的趣味元素，例如台灣山水畫造型的電流急急棒遊戲、擲筊、附有詩籤的扭蛋機，不僅融入台灣在

地特色，也讓下榻的旅客驚喜連連，直呼有趣又好玩。 

 

現在馬上預約  享受開幕優惠房價 

 

現在透過意舍官方網站（amba-hotels.com）預訂入住台北中山意舍酒店，可享最優惠房價保證。凡是於

2015 年 8 月 31 日前入住的旅客，均可享有開幕優惠房價，例如雙人房房價為新台幣 2,800 元起。 

 

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只要在官方網站（amba-hotels.com）預訂「發掘中山開幕專

案」，且連續入住兩晚以上，不僅可以享有特別的開幕優惠房價，更能免費體驗中山區文創漫步導覽行

http://www.amba-hotels.com/tc/zhongshan/
http://www.amba-hotels.com/tc/zhongshan/offers/content/discover-zhongshan-opening-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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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發掘迷人又充滿趣味的中山街景。獨家推出的導覽之旅，專為意舍旅人而設計，行程內容包含中山歷

史街區的趣味故事，以及在地的特色景點，像是光點台北電影院、台北當代藝術館、赤峰街等，最後在寧

夏夜市品嘗台北著名的傳統夜市小吃，劃上完美的句點。中山區文創漫步導覽行程提供中文及英語導覽，

每週二、四、六、日出團，每團名額有限，須視實際天氣狀況及預訂現況而定。 

 

此外，28 天（含）前預訂最佳優惠價格（含現點現做早餐），可享最高 9 折優惠；若再預訂連續住宿四晚

以上，除了可享 9 折優惠外，立即付款再享 5％優惠。 

 

所有價格均加收 15.5％服務費及稅金。優惠房價每日保留房有限，需視實際房況而定。 

 

意舍品牌現正持續擴大與成長中，為因應需求，特別在台北市成立全新的訂房中心，以滿足個人和團體的

訂房及查詢。 

 

意舍酒店及度假村的訂房電話： 

全球 +886 2 2525 2828  

中國免付費電話 400 120 6226  

香港免付費電話 00 800 88 2828  

台灣免付費電話 0800 88 2828 

8間或以上的團體訂房 +886 2 2181 3211 分機 3206 

 

若要查詢台北中山意舍酒店和開幕優惠房價的相關訊息，請點選官方網站: 

amba-hotels.com/tc/zhongshan/ 

 

關於台北中山意舍酒店 

 

台北中山意舍酒店坐落於中山北路林蔭大道上，就在台北市文化氣息最濃厚的中山街區內，便利的位置讓

下榻的旅客輕鬆漫遊台北市。酒店擁有 90 間創意客房，以時尚環保的設計，搭配高科技的設施如全館提供

免費超高速光纖無線上網熱點，網路傳輸速率達 200 Mbps，加上貼心周到的額外驚喜，均能滿足新一代

旅人對科技的需求。喜歡低調而時尚氛圍的旅行者，更是不能錯過酒店的 ACHOI 當代料理餐廳。若要舉

辦創意會議或私人聚會，台北中山意舍酒店也有可容納達 80 人的活動場地，以及經驗豐富的活動團隊，能

為活動增添更多趣味的元素。 

 

關於意舍酒店及度假村 

 

意舍酒店及度假村是特別為商務、都會及創意工作旅行者所設計的風格酒店，由台灣首家自創品牌的國賓

大飯店於2012年創立的全新創意品牌，結合了當前最炙手可熱的建築師、室內設計師、藝術家、音樂作曲

家、調酒師等多元合作，創造出連結創意與環保的獨特空間，提供所有旅行者嶄新的食旅體驗，並與周遭

環境產生連結的情感。2012年2月，首家台北西門町意舍酒店正式營運，同年10月，全球最具指標性的設

計雜誌《Wallpaper*》公布「全球最佳新商務酒店」，全球共29家上榜，台北西門町意舍酒店是台灣唯一

http://www.amba-hotels.com/tc/zho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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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入榜飯店。2015年全新開幕的台北中山意舍酒店，為意舍系列的第二間酒店；意舍系列第三間酒店 - 

台北松山意舍酒店，以及第四間意舍、同時也是首間度假村 - 墾丁意舍度假村則計劃於2016年開幕。 

 

台北中山意舍酒店 | amba Taipei Zhongshan (地圖 https://goo.gl/maps/bhtwz) 

10412 台灣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57-1 號 

鄰近台北捷運中山站 3 號或 4 號（手扶梯／電梯）出口 

+886 2 2565 2828 | amba-hotels.com | Facebook 

新聞聯絡人 

zhongshan.press@amba-hotels.com 

 

鄭宇倫 Angela Cheng 

+886 2 2100 2100 分機 2288 

angela.cheng@ambassador-hotels.com 

梁宇心 Cindy Liang 

+886 2 2100 2100 分機 2818 

cindy.liang@ambassador-hot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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