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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的旅遊從業人員來說，穆斯林旅客是一個相對新興
的客源市場，伊斯蘭教在全球有著超過 16 億的信徒，而距
離台灣最接近的東南亞也有超過 2 億穆斯林，代表著這塊市
場的潛力無窮。

為爭取更多穆斯林旅客，台灣近年積極營造穆斯林旅遊
友善環境，在國家風景區、機場、車站，以及國道休息站等
地，設置了祈禱室及淨下設施，許多旅館也提供相關設施以
服務穆斯林旅客。在餐飲服務上，則推動 Halal、Muslim 或
Muslim Friendly 等認證標章，至 2017 年已有超過百家業者
獲得認證，希望讓穆斯林遊客來到台灣如回家般無所顧忌，
輕鬆自在。

根據國際組織萬事達卡（MasterCard）每年發布的「新月
評等──全球穆斯林旅遊指數（GMTI）」，台灣近兩年均
取得不錯的成績。2017 年的最新調查結果中，台灣在非伊
斯蘭合作組織國家（non-OIC）中排名第七，旅遊指數的成
長幅度更高居前十大非伊斯蘭旅遊國家的第二名。「住宿選
擇」與「穆斯林旅客旅遊導向」兩項指標也高居第三名。「空
中交通連結」及「朝拜室易達性」的評分更是顯著提高，不
僅代表台灣已是受到全球穆斯林矚目的旅遊目的地，更顯示
政府與觀光產業發展穆斯林友善旅遊、接待穆斯林旅客的努
力已有了初步成果。

由於穆斯林旅客來自世界各地，國籍、習慣、民族性均多
有不同，加上伊斯蘭戒律規範的緣故，因此台灣的旅遊業者
不僅要注意細節，更需要有充足正確的知識來應對每一次的
接待。我們希望藉由這本手冊的抛磚引玉，鼓勵業者開拓穆
斯林客源，讓來台旅客都能感受到台灣的好客與人情味，體
驗到台灣美麗的自然景觀，以及多元豐富的人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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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是一種生活方式，對於生活中的衣、食、住、
行一切均有規範，教規所許可的被稱為「HALAL」，
也就是俗稱的「清真」，代表著「合法」或「許可」，
而反義字「HARAM」，指的是「不合法」或「禁止」。

穆斯林文化簡介

穆斯林基本信仰綱領的總稱，被稱為「六信」，就是「信真主、

信天使、信聖人、信後世（末日來臨時的審判）、信經典（古

蘭經）、信前定（一切事物皆是真主的安排與事前制定） 」，

另外需要遵守的基本義務被稱為「五功」，就是「唸（誦唸

清真言）、禮（每天五次禮拜與周五的聚禮日）、齋（齋戒

月的禁食）、課（天課，將年度收入一小部分用以扶弱濟貧）、

朝（如能力許可，一生朝覲麥加一次）」。

伊斯蘭教的信徒被稱為穆斯林，在阿拉伯
語中指的是「歸信並順從真主命令的人」

關於穆斯林

全球教徒超過 16 億人，是世界三大宗教之
一，約每 4 人中就有一人信仰伊斯蘭教

約起源於七世紀，是以《古蘭經》和「聖訓」為教導的一神

論宗教，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古蘭經》被伊斯蘭信徒

（穆斯林）視為真主阿拉命天使給其使者逐字逐句的啟示，

而「聖訓」為真主最後的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錄。伊斯蘭這

一名稱來自《古蘭經》，意為「順從（真主）」。穆斯林信

仰獨一且無與倫比的真主，並認為人生的唯一目的是崇拜或

順從阿拉。伊斯蘭教還擁有自己的一套宗教法律，該法律實

際觸及生活及社會的每一個層面，從飲食、金融到戰事以及

福利等各方面。

穆斯林的飲食均受到教義的規範，最

為一般人所熟知的便是不吃豬肉、不

能飲酒，因此豬肉的加工食品像是火

腿、香腸等，以及使用了豬油或用豬

油油炸的食品都被禁止。此外，沒有

依照伊斯蘭屠宰方式的肉品，即使是

牛、雞、羊肉也不能食用。

伊斯蘭教在服飾方面的基本原則是順乎自然，不追求豪華，

講究簡樸、潔淨、美觀。男性衣著的

基本規則是至少遮蓋從肚臍到膝蓋，

也就是身體中間的這一部分，對女性

的衣服遮蓋部分則要求較多，只能露

出面孔、手。不論男女，半透明的布

料和裁剪緊身的衣褲也不許可。

穆斯林每天必須禮拜五次，

要在規定的時間內朝向聖地

麥加的天房（克爾白）所在

的方向禮拜。在禮拜之前必

須先局部清潔身體，包括臉、手、腳，也就是所謂「小淨」。

除了每日的禮拜外，周五的「主麻日」則是每週一次的聚集

禮拜日，穆斯林有義務要在這天前往清真寺禮拜。

除了慣用右手吃喝飲食外，穆斯林通常與人握手、拿取或

傳遞東西也都是習慣使用右手，因此一般人在與穆斯林交

往應對時，也要使用右手回應。 

此外，穆斯林會避免與家人、親戚 

以外的異性握手。

關於伊斯蘭教

穆斯林的基本戒律

飲

食

服

裝

禮

拜

習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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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穆斯林分布

穆斯林人口數
約 16 億人

基督教人口數 
約 22 億人

佛教人口數 
約 5 億人

印度教人口數 
約 10 億人

猶太教人口數 
約 0.14 億人

無宗教

其他 
約 0.58 億人

民間信仰 
約 4 億人

23.2％

15.0％

7.1％

0.2％

5.9％

0.8％

31.5％

16.3％

伊斯蘭教是中東、中亞、東南亞主要國家及非洲大部分地區的主

流宗教，另外在法國、德國、中國西北部、俄羅斯西南部及加勒

比海地區也都有龐大的穆斯林社群。穆斯林最多的國家是印尼，

居住著全球穆斯林總數的 15%。南亞、中東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

穆斯林分別占全球總數的 25%、20% 及 15%。截至 2011 年，全球約

有 16 億穆斯林，佔 23% 人口。在信徒人數上，伊斯蘭教是世界第

二大宗教，也被認為是世上增長得最快的宗教。

根據國際組織的統計，2016 年全球穆斯林旅客為 1.21 億人次，預

估將在 2020 年成長至 1.56 億人次，占全體旅遊市場的 10%，顯示

出強勁的旅遊需求。近年，隨著國際旅客來台人數的成長，造訪

台灣的穆斯林旅客也跟著持續增加，其中以來自東南亞的穆斯林

占絕大多數。

❶ 北美 - 348 萬人
❷ 南美 ˙ 加勒比 - 84 萬人
❸  非洲 - 5 億人
❹  歐洲 - 4000 萬人
❺ 土耳其 - 7400 萬人
❻ 烏茲別克 - 2600 萬人

❼ 沙烏地阿拉伯 - 2500 萬人
❽ 伊朗 - 7500 萬人
❾ 巴基斯坦 - 1.9 億人
❿ 印度 - 1.6 億人
⓫ 孟加拉 - 1.5 億人
⓬ 俄羅斯 - 1700 萬人

⓭ 中國 - 2200 萬人
⓮ 馬來西亞 - 2000 萬人
⓯ 印尼 - 2.1 億人
⓰ 菲律賓 - 500 萬人
⓱ 日本 - 20 萬人

❶

❷
❸

❹

❼
❽ ❾

❿
⓫

⓮
⓯

⓭

⓬
1/4
佔世界總人

口數約

持續成長的亞洲穆斯林旅客

歷年訪台旅客人數

歷年東南亞旅客訪台人數

歷年馬來西亞、印尼、中東來台旅客人數

2011

2011

馬來西亞 印尼 中東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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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

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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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萬人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 2011 ～ 2016

18 萬人
1.9 萬人

608

107
113

126
138

142

165

2012

731

2013

801

2014

991

2015

1043

2016

1069

30 萬人 15 萬人 1.3 萬人

47 萬人

⓱

⓰

❻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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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清真寺介紹

台北清真寺 大園清真寺

台中清真寺

台南清真寺

高雄清真寺

台北文化清真寺

龍岡清真寺

1948 年初創於麗水街，最後在 1960 年於現址落成的台北清真寺，為台灣第

一座清真寺，目前列為台北市市定古蹟。建築由負責圓山飯店與中正紀念堂

的建築師楊卓成所設計，總佔地約1,500坪，室內坪數達1,000坪，含門廊、

門廳雙角樓、圓頂禮拜大殿、洗淨水房、兩翼圓拱迴廊、禮堂、辦公室、喚

拜尖塔、庭院等。除了最高可容納約 1,000 人的禮拜大殿、辦公室與廚房禮

堂僅限穆斯林進入，其他空間平日開放給一般遊客參觀，團體參訪則需事先

於官網預約申請導覽。

清真寺，落成於 2013 年，為出生桃園大溪的黃金來與印尼裔妻子黃麗珊共

同籌備創立。其建築總共 3 層樓，室內約 100 多坪，總共可容納 360 多人同

時使用。特別的是，大園清真寺的教友多數為桃園沿海一帶的外籍工作者，

為了提供這些穆斯林一個休憩交流的場所，大園清真寺為 24小時對外開放。

1990 年於現址重新建立的台中清真寺，是由沙烏地阿拉伯、中國回教協會與

國內外教友樂捐建成，目前是台灣中部唯一提供穆斯林禮拜場所。室內總坪

數約 151 坪，最高可容納 400 人，除固定舉辦開齋節、忠孝節（宰牲節）、

主麻日之外，台中清真寺亦在齋戒月中每日為封齋人提供開齋飯，以及每周

六日舉辦兒童伊斯蘭教義及阿拉伯文基礎班，和每月第四周的兒童周日營。

平日開放給遊客參觀，無須預約，禮拜堂僅限穆斯林進入。

之前，台南教友都要到高雄清真寺參加宗教活動，為了便利教友禮拜，1983

年開始籌建建寺經費，由約旦籍教友擔任建築設計，並在 1996 年落成。台

南清真寺總共四層樓，主要劃分店舖、會議室、男女洗淨間、禮拜大殿及辦

公空間等，總坪數約 100 坪。除了每週五主麻日之外，台南清真寺平日開放

時間不固定，如需參觀可事先聯繫高雄清真寺作安排。

最早在 1949 年成立於林森一路，但因人數不斷增加，最後經由沙烏地阿拉伯

政府協助與資金籌備下搬遷至現址，並在 1991 年竣工。高雄清真寺總共三

層樓，總坪數達800多坪，可容納約700多人，內部設有活動中心、禮拜大殿、

圖書室、寢室、活動中心與伊斯蘭文物陳列室等。除了例行的禮拜活動之外，

也會免費提供教友小孩子們阿拉伯語研習與古蘭經閱讀之相關課程。

草創於 1950 年，原本是教長蕭永泰阿訇籌款的教友禮拜場所，在世界回教

聯盟義助修繕經費後，1984 年在現址落成，為地上五層地下一層，建築與空

間一切依照伊斯蘭教文化設計。室內總坪數約達 110 坪，而僅限穆斯林進入

的禮拜堂中最多可容納 70 人，每年固定舉辦伊斯蘭教兩大節日，開齋節與

忠孝節（宰牲節），以及每週五的主麻日。參觀須提前一周預約，且入內者

衣著須端莊，禁止穿短褲短裙或太暴露的衣物。

台灣少數歷史悠久的清真寺之一，於

1964 年創立，並在 1989 年重新整修，以

象徵自由的綠色作為主要色彩，建築設計

上則展現伊斯蘭文化特色，是桃竹苗地

區的伊斯蘭信仰中心。室內總坪數達 800

坪，含教長室、辦公室、接待室、念經室，

以及可容納高達 300 人、男女分設的禮拜

堂。如需參觀，需一周前洽詢，參觀當日

則須衣著保守，禁止太薄、太緊的衣服。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二段 62 號
 +886-2-2321-9445
 週一至週四 9:30-16:00
 www.taipeimosque.org.tw
 導覽預約： 

taipeimosque@gmail.com

 桃園市大園區自立一街 8-2 號
 +886-3-384-2359       24 小時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南路 457 號
+886-4-2473-2519       8:30-20:00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 77 巷 34 弄 12 號
+886-6-288-1429     不固定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路 11 號
+886-7- 749-6812     4:30-20:00

 台北市中正區辛亥路一段 25 巷 
3 號

 +886-2-2367-5421
 9:00-17:00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 216 號
+886-3-456-1234      9:00-17:00

全台七間清真寺中最新完工的大園

草創於 1951 年，因人數日增而在

台南地區唯一的禮拜場所。在建立

為繼台北之後，台灣第二座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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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接待 - 飲食篇

調味料(醬 )

血液

調理器具與餐具

仿葷食品

加工食品與衍生物

俗稱「清真」，代表著合法。
有標示 HALAL 的食品就是穆斯林可以吃的。

是不合法、穆斯林不能吃的食品。

素食經常做為來台穆斯林的美食推薦，不過要注意的是仿葷食品有

些不被認為合法，像是素培根、素火腿、素肉骨茶、素血糕等，皆

無法被標示為 HALAL。此外任何食物若被祭祀過任何神、人、物者，

皆不可食用。

常見的豬肉加工品如香腸、火腿、培根、臘肉、肉

鬆等都不合規定，另外有些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像

是腸衣、使用豬油的糕餅、以豬骨熬煮的高湯，還

有使用被禁止物品的萃取物等。

除了先前所述的含酒成分的調味料（台灣常見如味

醂），要特別注意的是坊間一些醬汁類的調味品，

有可能含有豬肉抽取物或油脂等，要小心確認。

血液完全禁止食用，即使是依照律法宰殺的動物也一

律不允許，所以在台灣常見的豬血糕、米血糕、鴨血

等均不可食。另外沒有充分被加熱的肉類 (如帶有血

色的牛排 )，有可能會被介意，因此也要特別注意。

由於食材上的規範，調理穆斯林餐食的廚房也需

要特別注意，例如所有廚具炊具都不能共用，需

另備一套專用，以免沾染到其他不合規定之食材。

餐具也需有專用櫥櫃，也不能使用骨瓷餐具。

● 注意事項
介紹完穆斯林在飲食上的基本規範後，接下來針對

要特別注意的部分進一步提醒：

台灣的穆斯林餐飲認證
正因為穆斯林在餐飲上有許多規範，這對於不了解的餐飲業者來說很

不容易做到周全。因此為了確認飲食上的合法，台灣現今也有許多提

供清真認證的單位，如台灣清真食品產業品質保證協會（清真用食

品）、中國回教協會（餐旅業、屠宰業、肉品供應）、財團法人台北

清真寺協會（食/用品、餐廳、餐旅）、台灣伊斯蘭協會（餐飲、工廠）。

HALAL

HARAM

海產類一般而言都可合法食用，但要注意兩棲類（如青蛙）
或爬蟲類（如龜、鱉）以及鰻、鱔等無鱗魚類也是不可食用的。

與製作時原料成分之一是酒的味醂不同，醋、醬酒等調味
料雖然在製造過程中因自然發酵會產生微量酒精，但只要
小於 0.01%，就不會有問題。

!

!

蔬菜

豬肉 ‧ 豬肉加工品 ( 如香腸與火腿 )

原料由豬而來的食品及添加物 ( 如吉利丁、豬油 )

酒 ‧ 含酒成分的調味料 ( 如味醂 )

水果 海產類 乳製品

依據伊斯蘭律法屠宰的牛、羊、雞等肉類

BEER

HALAL( 清真 ) 食品認證

如前所述，被允許食用的動物肉類都需要經過認證才可被稱為

合法(HALAL)。除了生鮮肉品外，由於現今的食品加工業發達，

製程與原料也變得複雜，因此需要專業人士負責查驗稽核，通

過認證的食品便可獲得清真 ( )標記。目前許多國家皆各自

有認證單位，包含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等，其中馬來西亞

在全球推廣清真食品方面一直扮演著領先角色，很多國家在制

定相關法規時都會以馬來西亞為參考，因此由該國的HDC (Halal 

Industr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機構所頒發的 HALAL證書在

世界各國都是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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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接待 - 禮拜篇

在外旅遊的穆斯林，除了飲食要特別注意之外，另一個難關就要屬

禮拜了。關於穆斯林在禮拜上的規範有：

伊斯蘭教的禮拜為一日五次，分別

為晨禮（清晨）、晌禮（中午）、

晡禮（下午）、昏禮（黃昏）和宵

禮（晚上）。每個星期五則是主麻

（Jumu'ah），穆斯林會在晌禮的時

間前往清真寺參加「主麻禮拜」（也

稱為「聚禮」）。

穆斯林在禮拜時不管身處世界的那

個角落，都會朝向聖地麥加的天房

（克爾白）所在的方向朝拜，在專

為穆斯林設置的祈禱室中，都會有

「麥加指標」指示正確的方向。一

些穆斯林也會攜帶專用的指南針便

於禮拜之用。

在禮拜之前，穆斯林需要先進行

清潔身體的「洗小淨」，也就是

洗手、漱口、洗鼻、臉、雙手至

手肘部分，再將濕的雙手抹頭頂

與頸部，最後洗雙腳至腳踝部分。

穆斯林在禮拜時會在地上跪拜。禮拜

的地方必須乾淨，所以禮拜時會鋪一

塊禮拜毯，又稱拜氈。有些穆斯林也

會在旅行中自行攜帶禮拜毯。

穆斯林的禮拜並沒有人數上的規範，一個人或團體都可以進行。在

清真寺進行禮拜時，男女會被分開在不同的禮拜堂進行。

一 日 五 回

朝 向 麥 加 方 向

清 潔 身 體

禮 拜 毯

男 女 有 別● 在外旅行時，因為環境和時間的限制，穆斯林可以縮減及合併
禮拜次數與時間。建議旅行社可以善用與禮拜時間接近的午餐與
晚餐時段，安排至有禮拜空間的餐廳或飯店，滿足旅客的需求。

● 禮拜毯的材質和樣式並沒有太大的限制，在旅程中的禮拜場所
若沒有提供專用毯或數量不足，也可以用適當大小的塑膠軟布、
毛巾、床單、桌布等來替代，但是必須乾淨，上面不可以有人像
及動物的圖騰。

● 旅程中的禮拜場所若有男女分開的場地為最佳，若是在同一空
間裡，也可以用簡易的方式如掛簾等來區分男女禮拜空間。

● 導遊除了可以攜帶朝拜指南針以備不時之需外，現在智慧型手
機也有很多為穆斯林設計的 APP 程式，可以進行時間、方位等的
確認，十分方便。 ▶ APP 下載：halal.tw

由於穆斯林旅客來自於全世界各地，雖然同樣是信奉伊斯蘭

教，但依據教派、國家、地域，甚至是個人，都會有些許的

差異存在，例如有些對遵守教義很嚴謹的旅客，也會有即使

食材與料理方式合乎清真規範，但廚師若不是穆斯林就不接

受。有少數不守教規穆斯林也有並不忌諱酒的等等情況。遇

到不守教規的穆斯林要求供酒，身為服務業

者，盡量低調處理。如果為清真認證餐廳，

在維護穆斯林友善環境的原則下，應婉轉拒

絕供應含酒精飲料。

注 意 穆 斯 林 的 個 人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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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接待 - 應對篇

在接待異性穆斯林客人時不要碰觸到對方頭

部、手或任何皮膚裸露的部位，女性工作人員

在接待男性穆斯林時衣著需特別注意，如領口

不宜過低，身著長褲最為適合。接受、遞交物

品時，或是握手時不要使用左手。

目前全台已經有超過百間的清真認證餐廳，旅

遊業者可以多加參考選擇。若是行程中無法安

排認證餐廳，可安排至素食餐廳用餐，但要注

意餐廳內避免供有佛像。導遊也要了解領隊是

否是穆斯林，免得在同桌用餐時造成不尊重的

情形。

客房內應避免有人物和動物畫像，被單、地毯

等物品表面也不能有動物類型的花色圖案。另

外建議客房內要有禮拜指標，浴廁內要有淨下

設施。

穆斯林在齋戒月時會從日出到日落禁

食一整天，也就是「封齋」，因此除非

必要，通常不會在這個時候旅行。若遇

到在此時節的旅客，要提早供應早餐，

並詢問是否有相關需求以進行安排。

推薦的景點與場所

由於伊斯蘭教義的規範，女性通常避免單獨旅遊，須有男性親

屬陪同，因此穆斯林遊客大多屬於家庭出遊。所以博物館、主

題樂園、觀光農場等景點均相當適合推薦給旅客。另外台灣有

著豐富的溫泉資源，也非常適合推薦，惟要注意選擇有客房湯

池或獨立湯屋的泡湯 / 住宿地點。另外建議行程中可安排前往

清真寺，如果時間許可，可安排周五的主麻日，或是五次禮拜

的時間。確實禮拜的時間要事先洽詢清真寺以免錯過禮拜時間。

如果客人確定要到清真寺，要提早 15 分鐘到以預留淨身時間。

避免前往的景點與場所

安排行程時除避免前往寺廟、道觀等其它宗教場所外，傳統市

場（因為有豬肉攤）、彩券行（伊斯蘭教義與律法禁止一切賭

博行為）也要避開。夜市雖然是台灣觀光特色之一，但因夜市

食物大多為非 HALAL 食物，所以並不建議，如真要前往也需與

客人事先詳細說明可能情況。另外也要避開待在與酒有關的場

所或景點（如觀光酒廠）。前往原住民部落更要小心避免觸犯

飲食相關的禁忌。在行程中也要避免遇到豬或狗等穆斯林認為

是不潔的動物。

行程中在車上所播放的影片要避免有暴力、情色、酒類相關之

內容，建議播放家庭影片。要特別注意的是藝品店與土產品，

藝品店要避免擺有動物雕像、人物雕像與宗教性物品的店家，

而土產店則是陳列上最好不要有觸犯禁忌的豬肉類或酒精相關

食品。若不能完全避免，店家最好是在產品陳列（如有認證的

產品不要跟豬肉等違反禁忌的產品放一起）、行進動線上，規

劃出穆斯林購買的專區。另外由於穆斯林女性不著短袖衣褲，

所以台灣夏季所販售服飾較不實用。

與穆斯林客人接觸時

用餐相關

客房相關

遇齋戒月時

行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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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治
馬桶

洗滌
器

祈禱
室

麥加
指標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三芝遊客中心　+886-2-8635-5143

觀音山遊客中心　+886-2-2292-8888

野柳遊客中心　+886-2-2492-2016

新北市三芝區埔坪里埔頭坑 164-2號

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三段 130號
※整修中，預計 2017.12 月底開放

新北市萬里區港東路 167-1號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福隆遊客中心　+886-2-2499-1210

大里遊客中心　+886-3-978-0727

南方澳遊客中心　+886-3-995-3885

新北市貢寮區興隆街 36號

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 7段 11號

宜蘭縣蘇澳鎮南正里 2鄰江夏路 85號

參山國家風景區

松柏嶺遊客中心　+886-49-258-0525

八卦山脈生態遊客中心 +886-4-728-9608

獅山遊客中心　+886-3-580-9296

南庄遊客中心　+886-37-824-570

梨山遊客中心　+886-4-2598-1331

梨山文物陳列館　+886-4-2598-0705

谷關遊客中心　+886-4-2595-1496 

南投縣名間鄉名松路二段 181號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13-7號

新竹縣峨眉鄉七星村六寮 60-8號 

苗栗縣南庄鄉東村 4鄰大同路 43號

台中市和平區梨山里中正路 95號

台中市和平區梨山里福壽路 14號 

台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 1段 102號 

為爭取更多穆斯林旅客，台灣積極營造友善環境，在各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桃園國際機場、台灣鐵路的台北車站、高雄

車站、花蓮車站，台灣高鐵的台中站，以及國道清水休息站

等地，均設置了祈禱室及淨下設施，許多旅館也提供相關設

施以服務穆斯林旅客。

東北角暨宜蘭 
海岸國家風景區

日月潭 

國家風景區

馬祖 

國家風景區

雲嘉南濱海 

國家風景區

澎湖 

國家風景區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

台北

高雄

高雄小港機場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國道清水休息站
台鐵桃園車站

台鐵高雄車站

台鐵花蓮車站

台鐵台北車站

高鐵台中站

澎湖

花蓮

桃園

台中

馬組

東部海岸 

國家風景區

花東縱谷 
國家風景區

西拉雅 

國家風景區

茂林 

國家風景區

阿里山 

國家風景區

參山 

國家風景區

●

●

交通場站

穆斯林友善環境 in Taiwan 交通部觀光局國家風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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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風景區建議景點交通部觀光局國家風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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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北門遊客中心　+886-6-786-1017

口湖遊客中心　+886-5-790-6601

台南市北門區舊埕 200號

雲林縣口湖鄉梧南村光明路 163號 

免治
馬桶

洗滌
器

祈禱
室

麥加
指標

茂林國家風景區

茂林紫蝶 3D視聽館　+886-7-680-1733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一鄰 16號

※位於新威森林公園內的新威行政中心預計於 2018 年初落成， 

建物內將提供淨下設施、祈禱室等穆斯林友善設施。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臨時辦公室　+886-6-684-0337

中埔遊客中心　+886-5-253-0053

梅嶺資訊站　+886-6-575-5830

南化遊客中心　+886-6-577-1046

大埔旅遊資訊站　+886-5-252-1368

台南市白河區仙草里仙草 1-1號

嘉義縣中埔鄉同仁村同仁 1-9號

台南市楠西區香蕉山灣丘里 3-10號

台南市南化區西埔里西埔 1-3號

嘉義縣大埔鄉和平村雙溪 100號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遊客中心　+886-8-833-8100

琉球管理站暨遊客中心 +886-8-861-4615

屏東縣東港鎮大潭路 169號

屏東縣琉球鄉民族路 20-1號
※整修中，預計 2018.1 月開放

免治
馬桶

洗滌
器

祈禱
室

麥加
指標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車埕遊客中心　+886-49-291-6060

水社遊客中心　+886-49-285-5353

南投縣水里鄉民權巷 111號

南投縣魚池鄉中山路 163號

向山遊客中心　+886-49-285-5668

伊達邵遊客中心　+886-49-285-0289

埔里遊客中心　+886-49-291-6060

南投縣魚池鄉中山路 599號

南投縣魚池鄉文化街 127號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 4段 191號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觸口遊客中心　+886-5-259-3900

達邦遊客中心與鄒族自然文化中心　
+886-5-251-1982

文峰遊客中心　+886-5-261-7212

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車埕 51號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 1鄰 21號

嘉義縣竹崎鄉文峰村溪洲仔 22號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

鯉魚潭遊客中心　+886-3-864-1691

鶴岡遊客中心　+886-3-887-5306

羅山遊客中心　+886-3-882-1725

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環潭北路 100號

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興鶴路二段 168號

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村 9鄰東湖 39號 

鹿野遊客中心　+886-89-551-637

台東縣鹿野鄉永安村高台路 4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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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風景區建議景點交通部觀光局國家風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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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治

馬桶

洗滌

器

祈禱

室

麥加

指標

澎湖國家風景區

澎湖遊客中心　+886-6-621-6445

南海遊客中心　+886-6-926-4738

小門地質館　+886-6-998-2988

漁翁島燈塔　+886-6-998-1766

西嶼西台遊客中心　+886-6-998-1577

澎湖縣馬公市光華里 171號

澎湖縣馬公市新營路 25號

澎湖縣西嶼鄉 11-12號

澎湖縣西嶼鄉 195號

澎湖縣西嶼鄉外垵村 1鄰 1-15號

馬祖國家風景區

莒光遊客中心　+886-836-89388

東引遊客中心　+886-836-77266

連江縣莒光鄉福正村 1號

連江縣東引鄉樂華村 160-1號

台鐵桃園車站　+886-3-376-7050 

桃園市桃園區武陵里中正路 1號 

台鐵台北車站 +886-2-2381-5226分機 2821

台北探索館　+886-2-2720-8889

展覽大樓 (世貿 1 館 )+886-2-2725-5200分機 1272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886-2-2725-5200分機 1272

台北南港展覽館 1館 +886-2-2725-5200分機 5111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第 1航廈 +886-3-273-5081 
第 2航廈 +886-3-273-5086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 3號 B1

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 
( 市政大樓面對仁愛路西大門 )2 樓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5號 7樓 B區 (7B17室 )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號 (105會議室旁專屬祈禱室 )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號 4樓 L區

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 9號
第 1航廈及第 2航廈 3樓 

交通場站及景點場館

高鐵台中站　+886-2-4066-3000

高速公路局清水服務區　+886-4-2620-1378

台鐵高雄車站　+886-7-237-1507

高雄國際航空站　+886-7-805-7631

台鐵花蓮車站　+886-3-835-5941

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 8號 2樓

台中市清水區吳厝里七鄰吳厝二街 87號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 318號後站 3樓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 2號國際航廈 3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一路 100號

淨下

設施

小淨

區

祈禱

室

麥加

指標

南竿遊客中心　+886-836-25630

北竿遊客中心　+886-836-56534

連江縣南竿鄉仁愛村 95-2號

連江縣北竿鄉坂里村 47號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

綠島遊客中心　+886-89-672-026

小野柳遊客中心　+886-89-281-136

都歷處本部遊客中心 +886-89-841-520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 298號

台東縣台東市松江路一段 500號

台東縣成功鎮新村路 25號

三仙台遊客中心　+886-89-854-097

台東縣成功鎮三仙里基翬路 74號

※ 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遊客中心的穆斯林友善設施目前正陸續建構

中，故資訊或有變動，請見各風管處官網或去電洽詢。

花蓮遊客中心　+886-38-671-326

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大坑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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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參山國家風景區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基隆市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忘憂谷

       碧砂漁港

       潮境公園

新北市 九份

新北市 金瓜石

       福隆海水浴場

宜蘭縣 蘭陽博物館

       頭城農場

       礁溪溫泉

南投縣 松柏嶺風景區

苗栗縣 南庄老街

新竹縣 峨眉湖環湖步道

       北埔冷泉

       綠世界生態農場

台中市 谷關溫泉

彰化市 八卦山天空步道

       二水自行車道

新北市 觀音山步道

       淺水灣海岸咖啡館

       白沙灣

       富貴角燈塔

       富基漁港

新北市 石門風力發電站

       野柳

       朱銘美術館

       獅頭山公園

基隆市 和平島

南投縣 向山遊客中心

       向山自行車道

       日月潭纜車

       日月老茶廠

       水里蛇窯

九族文化村 

車埕遊客中心

廣興紙寮

添興窯陶藝文化園區

 +886-2-2499-1210 (福隆 )、+886-3-978-0727(大里 ) 
     +886-3-995-3885(南方澳 )    www.necoast-nsa.gov.tw

 +886-4-2331-2678
 www.trimt-nsa.gov.tw

 +886-2-8635-5100  
 www.northguan-nsa.gov.tw

 +886-49-285-5668
 www.sunmoonlak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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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茂林國家風景區

台南市 關子嶺風景區

       曾文水庫

       鹿陶洋江家古厝

       烏山頭水庫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虎頭埤水庫

大坑休閒農場

嘉義縣 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蒜頭糖廠蔗埕文化園區

       布袋漁港

雲林縣 成龍溼地 

       湖口溼地

台南市 七股鹽山

       台鹽博物館

       七股潟湖

       井仔腳瓦盤鹽田

       四草綠色隧道

嘉義縣 祝山觀日出

       阿里山茶園景觀 

      ( 二延平步道 )

       阿里山火車站

       巨木群棧道

達娜伊谷溪自然生態公園

燕子崖

千年蝙蝠洞

屯阿巴娜生態步道

太平雲梯

屏東市 中山公園

       三地門觀光自行車道

       賽嘉樂園

       霧台遊憩區

高雄市 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

高雄市 彩蝶谷風景特定區

       十八羅漢山

 +886-6-684-0337 
 www.siraya-nsa.gov.tw

 +886-6-786-1000
 swcoast-nsa.travel

 +886-5-259-3900 
 www.ali-nsa.net

 +886-8-799-2221
 www.maolin-ns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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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

屏東縣 大鵬灣（跨海大橋、濕

地公園、濱灣公園）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恆春古城（古城門、恆

春老街、出火景觀區、

鹿境生態梅花鹿園）

東港漁港

墾丁（墾丁森林遊樂區、白沙

灣、南灣、船帆石、鵝

鑾鼻燈塔、龍磐公園、

佳樂水）

花蓮縣 遠雄海洋公園

       石梯坪

台東縣 三仙台

       烏石鼻

       加路蘭

台東縣 綠島（朝日溫泉、綠島

監獄、綠島燈塔、人權

紀念公園、小長城

 +886-8-833-8100      www.dbnsa.gov.tw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

花蓮縣 鯉魚潭

       北回歸線標牌

       富源森林遊樂區

       舞鶴觀光茶園

       瑞穗牧場

       六十石山

台東縣 大坡池

       池上伯朗大道

       鹿野高台

 +886-3-887-5306
 www.erv-nsa.gov.tw

 +886-89-281530 (台東 )、+886-3-867-1326 (花蓮 ) 
    +886-89-672026 (綠島 )     www.eastcoast-nsa.gov.tw

馬祖國家風景區

北海坑道

津沙村

戰爭和平紀念公園

芹壁

東莒燈塔

鐵堡

國之北疆

東引島燈塔

 +886-836-25631
 www.matsu-nsa.gov.tw

澎湖國家風景區

大葉柱狀玄武岩

二崁聚落

吉貝嶼

澎湖跨海大橋

菓葉觀日樓
眷村文化園區

大倉嶼

雙心石滬

 +886-6-921-6521
 www.penghu-ns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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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穆斯林的飲食習慣與台灣飲食大不相同，一般業者對伊斯蘭律

法規範也不甚了解。為了讓在台的穆斯林與國際穆斯林旅客都能在

飲食上有所保障，因此許多伊斯蘭協會團體均提供各項清真認證服

務，以確保業者在調理食物的過程中能完全合乎規範。不論那一種

認證分類，在生鮮食材、調味品、廚房環境、烹調器具等都能符合

穆斯林的 HALAL 原則，同時餐廳的相關工作人員也都受過講習訓練

課程等。

目前台灣提供清真餐廳旅館認證單位及項目如下：

由台灣伊斯蘭協會推動的清真認證，包含了工廠清真認證、商店清

真認證（餐廳、小吃店、咖啡廳、飲料店、烘焙店等），以及店面

附設清真專區認證（餐廳、小吃店、咖啡廳、飲料店、烘焙店、超

市等）。

另外，除台北清真寺外，全台灣各清真寺皆可以在當地提供餐廳旅

館業者相關清真認證服務。

「穆斯林友善便利旅館」分為 ABC 三級，從設施完備包含祈禱室、

取得認證餐廳與禮拜便利設施的 AB 兩級 (AB 兩級的差異在於客房

餐飲能否提供清真餐飲 )，到提供清真便利餐包與禮拜便利設施的 C

級。

設有可容納 10 人以上的專用祈禱室。

有餐廳取得認證、設置穆斯林用餐區。

客房迷你吧提供的小食品，除中性食品外，都應為清真

食品。

有客房提供便利禮拜設備與淨下設備。

客房餐飲提供清真餐飲選項。 

設有容納 5人以上的非專用祈禱室。 

有餐廳取得認證、設置穆斯林用餐區。

客房迷你吧提供的小食品，除中性食品外，都應為清真

食品。

有客房提供便利禮拜設備與淨下設備。

至少可以提供清真便利餐包（例如三明治、泡麵等）。

有客房提供便利禮拜設備與淨下設備。

若穆斯林旅客需要外訂 HALAL 清真食品時，須提供代訂

服務。

● 注意
由於認證單位眾多且各認證有一定效期，因此本手冊所列之餐廳／
餐旅／旅館名單僅供參考，請依據交通部觀光局網站「首頁 > 行程
推薦 > 穆斯林友善環境 > 接待穆斯林餐廳及旅館」或洽中國回教協
會、財團法人台北清真寺基金會、台灣伊斯蘭協會等單位。

● 交通部觀光局 
     +886-2-2349-1500

● 中國回教協會 
+886-2-2392-7364

● 財團法人台北清真寺基金會 
+886-2-2321-9445

● 台灣伊斯蘭協會 
admin@iat.org.tw

Muslim Restaurant ( 簡稱 MR)： 
為穆斯林所經營的餐廳

Muslim Friendly Restaurant ( 簡稱 MFR)： 
為非穆斯林所經營的餐廳

Muslim Friendly Tourism ( 簡稱 MFT)： 
為非穆斯林所經營的餐廳，另有提供住宿

Halal Kitchen ( 簡稱 HK)： 
無實際店面，主要提供外燴

MR

MFR

MFT

HK

MCH Muslim Certification Hotel ( 簡稱 MCH)： 
穆斯林友善便利旅館

中國回教協會

財團法人台北清真寺基金會

台灣伊斯蘭協會

A級

B級

C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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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穆斯林餐廳及餐旅 地址 電話 營業
時間

菜單
語言

餐飲
類型

座位數 信用卡 住宿
星級

平均
消費

提供
住宿

列表
ICON 
說明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2段 56號 2樓    
 +886-2-2567-7163   
 11:30-15:00, 17:30-22:00     中 /英     可刷卡
  60   NT$500   單點 (僅六日午餐時段有吃到飽 ) 

阿里巴巴的廚房 

Alibaba Indian Kitchen

印度料理 

Indian Cuisine

MR

  台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 4段 48巷 1號    
 +886-2-8773-0175   
 11:30-14:30, 17:30-22:00     中 /英   可刷卡
 45   NT$350-400   單點 /套餐 /有需要可提供 buffet 

泰姬印度餐廳 

Taj Indian Restaurant

印度料理 

Indian Cuisine

MR

 台北市松山區北寧路 40號 1樓 (近台北小巨蛋 )    
 +886-2-2577-9271   
 11:30-14:00, 17:00-21:00    中 /英   可刷卡
 60    NT$250-300   單點 /套餐

泰鄉雲 

Halal Bismilla Restaurant

泰式料理

Thai Cuisine 

MR

  台北市松山區北寧路 36號 (近台北小巨蛋 )    
 +886-2-2579-0528   
 11:30-14:00, 17:00-21:30    中 /英   不可刷卡 
  200     NT$400-500   單點

清真泰富豪 

Yunus Halal Restaurant

泰式料理 

Thai Cuisine 

MR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81巷 26號    
 +886-2-2751-6776   
 Mon-Fri 11:30-14:00, 17:30-21:30  Sat, Sun 17:30-21:30  
  中 /英 /阿拉伯   不可刷卡

 40-50   NT$200-300  單點 (平日中午提供商業午餐 )

清真昆明園餐廳 

Kunming Islamic Food

異國料理

Exotic Cuisine 

MR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23號    
 +886-2-2331-8203   
 10:30-20:00   中 /英   不可刷卡
 60    NT$150-200   團客以桌菜為主，也可單點

清真黃牛肉麵館 

Muslim Beef Noodles Restaurant

中式麵食

Chinese Noodles 

MR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 1段 49號（微風廣場 2樓）    
 +886-935-943-961   
 10:00-22:00    中 /英   可刷卡 
  開放式座位     NT$160-300    套餐

原味德里（原卡薩布蘭加餐飲店） 

Dehli Express(used to be named Casablanca)

印度料理 

Indian Cuisine

MR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 2段 144巷 3號 1樓    
 +886-2-2732-7296   
 Tue-Sun 11:30-14:30, 18:00-21:00    中 /英
 可刷卡    40   NT$350   單點 /套餐

塔吉摩洛哥料理 

Tajin Moroccan Cuisine

摩洛哥料理 

Moroccan Cuisine

MR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1段 366號    
 +886-2-8786-9366   
  11:00-14:30, 17:00-22:30     中 /英     可刷卡
  50   NT$300-500     單點 (平日中午提供商業午餐 )

饗印印度巴基斯坦料理餐廳 

Khana Khazana Indian Pakistani Restaurant

印度巴基斯坦料理

Indian Pakistani Food 

MR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2段 60號 1-2樓    
 +886-2-2522-2939   
 11:00-22:00    中 /英 /土耳其   可刷卡   
  85  NT$400-500     單點 /套餐 

番紅花城土耳其餐廳 

Safranbolu Turkish Restaurant

土耳其菜

Turkish Food 

MR

  台北市中山區玉門街 1號（花博公園集食行樂廣場）    
 +886-985-147-888   
 Sun-Thu, Sat 11:30-14:30, 17:00-21:30  Fri 17:00-21:30  
  中 /英 /日   可刷卡   70   NT$ 350-500   單點 /套餐

印度香料王餐廳 

Masala Art

印度料理 

Indian Food

MR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2段 72號    
 +886-2-2364-1310   
  11:00-20:00     中 /印尼    不可刷卡 
  30-50   NT$ 100-200     單點

羅亞咖啡及餐廳 

Royal Café

印尼料理 

Indonesian Cuisine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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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2段 74號 1樓    
 +886-2-2391-6011   
  9:00-21:00     印尼     
  20  

加福堂附設餐飲店 

Toko Sakura

印尼小吃

Indonesian Snacks 

MR

  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 1段 27號 1樓    
 +886-2-2364-3765   

加祿堂附設餐飲店 

Toko Sakura

印尼小吃 

Indonesian Snacks

MR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2段 195號 2樓   
 +886-2-2343-2513   
 Mon 17:30-21:30, Tue-Sun 11:30-14:30, 17:30-21:30
   中 /英   不可刷卡    42    單點 

莎堤亞印度料理 

Saathiya Indian Cuisine

印度料理

Indian Cuisine 

MR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130號   
 +886-2-2546-0440   
 Sun-Thu, Sat 11:30-15:00, 17:00-21:30  Fri 17:00-21:30
 中 /英   可刷卡    30  NT$399   單點 

阿巴得印度廚房 

ABAD Indian Kitchen

印度料理 

Indian Food

MR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3段 12巷 51弄 9號    
 +886-979-488-007   
 Tue-Sun 11:30-14:00, 17:30-21:30   中 /英    
 不可刷卡    70    NT$350起   單點 /桌菜

回館 

Hui Guan

回回私家菜

Hui House Foods 

MR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21號    
 +886-2-2331-2791   
 10:00-19:30    中 /英    不可刷卡 
  50    NT$120-150    單點 /套餐  

張家清真黃牛肉麵館 

Chang Beef Noodle Shop

中式麵食

Chinese Noodles 

MR

台北市

MFR

MFR

MFR

MFR

MFR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 1段 222號    
 +886-2-2771-3000   
 11:30-14:30, 17:30-22:30    中 /英    可刷卡 
  250       NT$1,800    套餐 /桌菜 

真的好海鮮餐廳 

Really Good Seafood

海鮮餐

Seafood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4段 297號    
 +886-2-8771-3263  
  10:30-23:30    中 /英 /日     不可刷卡 
  76      NT$160-170    單點

冰館 

Ice Monster

冰品、甜點

Shaved Ice/Desserts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 2段 221號    
 +886-2-2882-9393   
 Mon-Fri 11:30-18:00 Sat 11:00-20:00 Sun 11:00-18:00
 中 /英   可刷卡   200   NT$200    單點 

故宮晶華 

Silks Palace a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台灣經典小吃 

Taiwanese Snacks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段 7號 86樓 (台北 101大樓 )    
 +886-2-8101-8686     11:30-14:00, 17:30-21:30  
 中 /英  可刷卡    700席／包廂 11間 
 午間 NT$1,380+10%起／晚間 NT$1,980起 +10%
靠窗午間低消：NT$1,980起 +10%    
靠窗晚間低消：NT$2,590起 +10%  

頂鮮 101 美食美景餐廳   Dingxian 101

海鮮餐

Seafood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號    
 +886-2-7746-2978  
 平日早餐 7:00-10:30, 平日炸雞 10:30-16:30, 
假日 10:00-18:30,展覽 7:00-19:30   中 /英 

 不可刷卡     無    NT$100

炸雞大獅 

Fried Chicken Master

炸雞 & 飲料

Fried Chicken & 
Be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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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 1段 3號 (頤宮 17F、雲軒 6F)   
 +886-2-2181-9950  
  頤宮 11:30-14:30, 18:00-22:00、雲軒 6:30-21:30
  頤宮 :中 /英 /日、雲軒 :中 /英   可刷卡 

   頤宮 170、雲軒 180 
  頤宮 NT$1,980+10%、雲軒 NT$980+10%起    套餐

台北君品大酒店 頤宮中餐廳 / 雲軒西餐廳 

Palais De Chine Hotel Taipei - Le Palais / La Rotisserie

中西式團餐 / 早餐

Both Chinese & 
Western Group Meals/

Breakfast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段 63號   
 +886-2-2551-1111    
 9:00-1:00 (last order am 00:30)     中 /英  
 可刷卡     62   NT$500+10%    單點

台北國賓大飯店 - 阿眉咖啡廳 

Amabassdor Hotel Taipei - Ahmi Café
西式套餐 / 早餐

Western Set Meals/
Breakfast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 258號   
 +886-2-2891-5161   
 6:30-10:00, 12:00-14:30, 17:30-20:30     中 /英  
 可刷卡    800     NT$400-1,000      套餐

熱海大飯店 - 榮華廳 

Atami Hotel - Zolang Hung Mall
中西式團餐 / 早餐

Both Chinese & 
Western Group Meals/

Breakfast 

  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 2段 77號 5樓    
 +886-2-2375-5111  
  早餐 6:30-10:00, 全日美食 11:00-22:00  
  中 /英   可刷卡   

 200     NT$450   單點

台北西門町意舍 - 吃吧 

Amba Taipei Ximending - Chiba
西式套餐 / 早餐

Western Set Meals/
Breakfast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3段 111號    
 +886-2-2718-1188  
  11:30-14:30, 18:00-21:30須 7天前預約 
  中 /英    可刷卡    10~50 (可依人數調整 )
  午間套餐 NT$1,800+10%、晚間套餐 NT$2,200+10%

  套餐

台北西華飯店 - 清廳 

The Sherwood Hotel Taipei - CHING Room

西式套餐 / 早餐

Western Set Meals/
Breakfast

MFR MFT

MFR MFT

MFR MFT

MFR MFT

MFR MFT

住宿早餐：套餐

住宿早餐：套餐

住宿早餐：套餐或 buffet 
( 依人數與訂房專案決定 )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4段 1號    
 +886-2-2886-8888    7:00-10:00    中 /英   
 可刷卡    44  NT$600+10%   

  穆斯林餐須於 3 天前向訂宴部預訂，提供午 
或晚餐，限 10人以上，附中英文 MENU，每人
NT$1,800+10% 

圓山大飯店 - 菁英廳 

The Grand Hotel - Prestige Lounge
中西式套餐 / 早餐

Both Chinese & 
Western Group Meals 

& Breakfast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段 39巷 3號    
 +886-2-2521-5000  
 12:00-22:00   中 /英    可刷卡
  優先安排在格柵區    NT$500    單點 

台北晶華酒店 - 中庭餐廳 

Regent Taipei - azie
早午晚餐 

Breakfast & Lunch & 
Dinner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段 16號    
 +886-2-2506-1001   
 可刷卡 

台北有園飯店 

U HOTEL TAIPEI
中西式套餐 / 早餐

Both Chinese & Western 
Group Meals & Breakfast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段 37-1號
 +886-2-2542-3266     6:00-21:30  
  中 /英 /日   可刷卡    108     NT$620   

   套餐 (午晚餐時段僅接受團體客訂位 )

台北老爺大酒店 - 咖啡廳 

Hotel Royal-Nikko Taipei - Le Café
早餐 

Breakfast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1段 331號    
 +886-2-7726-1777  
  早餐 6:30-10:00    中 /英   可刷卡 
  68

台北慕軒飯店 - Gustoso 義大利料理包廂 

Madison Taipei Hotel - Gustoso Italian Cuisine vip room

早餐 

Breakfast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2段 178號   
 +886-2-7706-3391
  早餐 6:30-10:00   中 /英    可刷卡
  74  

和逸飯店 台北民生 - Cozzi Kitchen 
Cozzi Hotel - Cozzi Kitchen

早餐 

Breakfast  

MFR MFT

MFR MFT

MFT

MFT

MFT

MFT

住宿早餐：套餐，須事先預定

住宿早餐：套餐

住宿早餐：semi buffet(2F 餐廳 )

住宿早餐：單點

住宿早餐：buffet 
( 菁英廳 for 7、8、9 樓貴賓 )

住宿早餐：套餐，須事先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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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1段 28號    
 +886-2-2525-5678   
 可刷卡    

  40 

優美飯店 - 餐廳 

Yomi Hotel - Restaurant
早餐 

Breakfast  

泰式料理 

Thai Cuisine

 新北市三芝區北勢子 12-7號   
 +886-2-2636-5786    
  11:00-21:30    中 /英    可刷卡 
  80     NT$250     單點 /套餐

瑪莎拉印度餐廳 

MASALA ZONE Restaurant

印度料理

Indian Food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 3段 236號   
 +886-2-2662-0088   
  11:30-14:00, 17:30-21:00    中 /英     
 70-80      NT$600 起      團餐

福容大飯店深坑分店 - 福園中餐廳  

Fullon Hotel Shen Keng - Happy Garden
中西式團餐 / 早餐

Both Chinese & Western 
Group Meals/Breakfast

  新北市瑞芳區輕便路 43號    
 +886-921-618-023  
 11:30-14:00    中      不可刷卡 
  26-30      NT$500-700      套餐

八番坑 & 舊道口民宿 - 附設餐廳 

Pa Fan Ken Homestay - Restaurant
早餐 

Breakfast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82號    
 +886-2-2998-7699 
 12:00-14:00, 18:00-21:30   中 /英    可刷卡  
  60     NT$1,380+10%     套餐

新莊翰品酒店 - 春分廳 

Chateau de Chine Hotel Sinjhuang - Equinox
中西式團餐 / 早餐

Both Chinese &
 Western Group Meals/

Breakfast

MFT

MFR MFT

MFR MFT

MFR MFT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南華路 50號 1樓    
 +886-2-2242-6188  
  Sat-Thu 11:30-14:00, 17:00-21:00   Fri 17:00-21:00  
  中 /英   不可刷卡    70    NT$300-680    單點 /合菜

泰旺穆斯林泰式餐廳 

Thai Wang Muslim Thai Food Restaurant
MR

MR

住宿早餐：套餐

住宿早餐：6:30-09:30
視人數提供套餐或 buffet，
用餐地點為田園西餐廳包廂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太平路 8號    
 +886-2-8666-9999   
 可刷卡    套餐

美麗春天大飯店 - 碧堤餐廳 

Beautiful Hotel - Beauty Restaurant
早餐 

Breakfast   

泰緬式簡餐

Thai-Myanmar-Style 
Meals 

  桃園國際機場第 2航廈 3樓出境區 C9    
 +886-3-393-2968   
  6:00-23:00     中 /英   可刷卡 
  20    NT$200     套餐

桃園國際機場 - 丹尼斯小廚 

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 Dennis Deli

速食簡餐 

Fast Food Meals

  桃園國際機場第 1航廈 B1美食廣場
 +886-3-383-3116   
 11:30-20:30   中 /英   可刷卡 
  開放式座位     NT$125-280    單點 /套餐

桃園國際機場 - 新東陽 台北中東料理坊 

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 Hsin Tung Yang - 
Middle East Halal Kitchen

中東料理 

Middle Eastern 
Cuisine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 442號    
 +886-3-385-3017       午餐 11:00-14:00 (時段外亦可，

請預先訂餐 )晚餐 17:00-21:00     中 /英     可刷卡  
  B1廳 62桌 , 1F廳 26桌 , 2F AB廳 32桌 , 2F CD廳

17桌 ,總桌數約 137桌     桌菜 (固定菜單，10人份 ) 
NT$3,000-6,000/桌 ,套餐 (師傅配菜 ) NT$300-600/人

城市商旅桃園航空館 - 附設餐廳 

City Suites Taoyuan Gateway - Restaurant

海鮮團餐 / 早餐

Seafood group 
meals/Breakfast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 777號   
 +886-3-385-0000
 11:30-14:00, 17:30-21:00     中 /英   可刷卡
  200     NT$650      套餐

桃禧航空城酒店 - 西餐廳 

Hotel Orchard Park - Orchard Café
早午晚餐

Breakfast & Lunch & 
Dinner

MFT

MFR MFT

MFR MFT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 46號    
 +886-3-436-9474     Sun-Tue, Thu-Sat 9:00-21:00  
  中   不可刷卡   18     NT$250      套餐

不一樣小吃 

Different Muslim Restaurant
MR

桃園市

MFR

MFR

住宿早餐：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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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 107號    
 +886-3-337-7123   
 11:30-14:00, 17:30-21:00    中 /英  
 可刷卡   40     NT1,680+10%     套餐

桃園翰品酒店 - 兆慶 C1 廳 

Chateau de Chine Hotel Taoyuan - Jubilee Hall
中晚 - 中西式套團餐 / 自助早餐

Set/ Group Meals of  Chinese & 
Western Foods Lunch & Dinner/ 

Breakfast of Buffet

  桃園市蘆竹區長興路 4段 63號    
 +886-3-351-3142 

長榮空廚 

Evergreen Sky Catering Corp.

穆斯林餐點 

Muslim Meal

 桃園市桃園區龍鳳 2街 28號   
  桃園市大園區青昇路 1段 132巷 166弄 8號 4樓   
 +886-916-006-217    
10天前預定 (現以為航空公司、機場飯店、主題樂園 

製作冷凍食品為主，會依生產線狀況評估是否承接 )   
 桃園至少 NT$10,000，新竹台北至少 NT$20,000 (依
地點決定是否承接 )
訂購方式：電話訂購

付款方式：外燴收訂金，現金 /匯款 /支票

馺哈龍鳳廚房 SAHA Longfeng Kitchen
馺哈有限公司 - SAHA 料理廚房 Saha LTD.- SAHA Kitchen

中央廚房 

穆斯林餐 

Halal Meal

西式套餐 / 早餐

Western Set Meals/
Breakfast

中東料理 

Middle Eastern 
Cuisine

MFR MFT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 2段 188號    
 +886-3-515-1111   11:30-21:00    中 /英   
  可刷卡     12樓 180位、13樓 50位   
   套餐每位 NT$780+10%      套餐

新竹國賓大飯店 - 八方燴西餐廳 

The Ambassador Hotel Hsinchu - Promenade
MFR MFT

  新竹縣關西鎮仁安里拱子溝 60號    
 +886-3-547-5665#3410 
  假日 11:00-14:00 (平日團體可洽業務單位 )    中 /英 
 可刷卡    170      NT$399     套餐

六福村主題樂園 - 阿拉丁餐廳 

Leofoo Village Theme Park - Aladdin Restaurant
MFR

HK

HK

新竹市

新竹縣

住宿早餐：buffet
(12 樓八方燴 / 13 樓摘星 ) 

苗栗縣

 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村西湖 11號    
 +886-37-876-699   
 前一週事先預約   中 /英    可刷卡  
  60    NT$550    桌菜

西湖渡假村 - 香榭交誼廳 

West Lake Resortopia - Champs Friendship Room

中西團餐 / 早餐

Both Chinese & Western 
Group Meals/Breakfast

  苗栗縣三義鄉雙潭村崩山下 1-9號    
 +886-37-879-198 
  午餐：平日 11:30 -15:20(last order 14:00)
假日 11:00-12:40 , 13:10-15:00  晚餐：17:00-20:00(last 
order 18:30)     中 /英   可刷卡    280   

 NT$499(幼稚園以下兒童 NT$200)     套餐

卓也小屋 - 附設餐廳 

Zhuo Ye Cottage - Restaurant

中式套餐 / 早餐

Chinese Set Meals/
Breakfast

土耳其料理 

Turkish Cuisine

博館總店

 台中市西區博館 3街 60號
 +886-4-2326-1425 
  11:00-14:00, 17:00-22:00    100  NT$300+10%

健行店

 台中市西區健行路 1017號
 +886-4-2326-7075
 Sun-Mon, Wed-Sat 10:00-14:00 ,16:00-21:30   中 /英    不可刷卡 
  20     NT$200-300      單點

小印度清真館 

Little India Muslim Restaurant

印度料理

Indian Cuisine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 676號   
 +886-4-2320-8899
 11:30-14:00, 17:00-21:30     中 /英     可刷卡
  1000   個人套餐 NT$1,480   NT$1,880
  單點 /套餐

台中台南担仔麵餐廳 

Tainan TAN-TSU-MIEN Restaurant Taichung Branch

海鮮餐 

 Sea Food 

MFR MFT

MFR MFT

MFR

台中市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 150號    
 +886-4-2320-2186     Mon, Wed-Fri 11:00-14:30, 

17:00-22:00,  Sat-Sun 11:00-22:00    中 /土耳其  
 不可刷卡   40     NT$300      單點

安拿朵利亞土耳其餐廳 

Anatolia Turkish Restaurant
MR

MR

住宿早餐：依人數採套餐或部份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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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 2段 666號    
 +886-4-2313-9988   
 6:30-23:30 , 9:30-21:30    中 /英    可刷卡
  咖啡廳 120 / 俱樂部 150 
 依時段計費 (須加原價 10%服務費 ) /   

NT$1,780+10%起     Buffet / 套餐

長榮桂冠酒店 - 咖啡廳 / 俱樂部  

Evergreen Laurel Hotel - Café Laurel/Evergreen Club

中西團餐 / 早餐

 Both Chinese & Western 
Group Meals/Breakfas

  台中市北屯區后庄路 306號    
 +886-4-2425-8599  
 11:30-14:00, 17:30-21:00    中 /英   可刷卡 
  40    NT$400+10%    套餐

台中兆品酒店 - 兆尹樓（3 樓兆品廳） 

Taichung Maison De Chine Hotel - Zhao Yin Hall-3F Banquet

早中晚餐

Breakfast & Lunch & 
Dinner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 4段 86號   
 +886-4-2298-0080    
  早餐 6:30-9:30   可刷卡   
 NT$150-200 

台中馥品大飯店 

Full Spring Hotel Taichung 
早餐

Breakfast   

中式套餐 / 

中式團餐

Chinese Set Meals/
Chinese Group Meals

  南投縣魚池鄉大林村金天巷 45號    
 +886-49-289-5361  
  10:00-16:00      中 /英   不可刷卡 
  166     NT$300      套餐

九族文化村 - 馬雅餐廳 

Formosan Aboriginal Culture Village - Maya Restaurant

中西式 - 套團餐

Set/ Group Meals of 
Chinese & Western 

Foods

  南投縣埔里鎮信義路 1060-1號    
 +886-49-291-8866 
  11:00-14:00, 17:00-21:00    中    可刷卡 
  80桌 *10人    NT$200起     單點 /桌菜

蔡記東華食府 

Tsai Food Restaurant

中式料理 

Chinese Cuisine

  南投縣名間鄉田仔村田仔巷 16-8號    
 +886-49-227-3797  
 平日 9:00-18:00假日 9:00-20:00     中 /英   
 不可刷卡    200    NT$360-440

森十八休閒農場 - 附設餐廳  

Forest 18 Leisure Farm - Restaurant
MFR

MFR

MFR

MFR MFT

MFR MFT

MFT

南投縣

住宿早餐：buffet
(有穆斯林旅客時會安排獨立一區) 

住宿早餐：套餐

住宿早餐：

咖啡廳自助百匯早餐

穆斯林餐另外點用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 1段 176號    
 +886-49-299-7848   
  群芳廳 (南芳宴會廳內 )11:00-14:00, 17:00-20:00  
 40桌共 400人      每桌 NT$3,000+10%起 

台一楓樺卉館 - 休閒農場 - 南芳宴會廳 

Tai-Yi Ecological Leisure Farm Red Maple Boutique Hotel 
-South Garden Banquet Hall

中西團餐 / 早餐

Both Chinese & Western 
Group Meals/Breakfast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潭中正路 23號    
 +886-49-285-6788  
 11:30-14:30, 17:00-21:30     中 /英   可刷卡    
  28      NT$1780+10%     套餐

雲品酒店 - 彩雲軒 

Fleur De Chine - Rainbow Cloud
中式套餐 / 早餐

Chinese Set Meals/
Breakfast

  南投縣埔里鎮樹人路 131號    
 +886-49-298-1122     中 /英    可刷卡    

 一品苑 70桌、尊爵廳 180人、16H旋轉餐廳 36人     
  桌菜 /套餐 /buffet

友山尊爵酒店 - 一品苑、百匯廳、16H 旋轉餐廳 

Yoou Shan Grand Hotel - Royal Court Restaurant, 
Monarch Buffet, 16H Revolving Restaurant 中式 - 套團餐 / 自助早餐 

Set/ Group Meals of Chinese 
Foods/ Breakfast of Buffet

  南投縣魚池鄉中興路 139號
 +886-49-285-5555   
 7:00-11:00, 14:00-16:00, 17:30-21:00    中 /英 /日  
 可刷卡   145    早餐 NT$750+10%,下午茶 NT$650+10%, 

晚餐 NT$1,800+10%     套餐

日月行館 - 萬象餐廳 

Wen Wan Hotel & Resorts - Kitchen 139
早餐及下午茶

Breakfast & 
Afternoon Tea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 1鄰桃米路 6號    
 +886-49-291-8859
 不可刷卡     套餐

黑爵士民宿 

Black Jazz Inn
早餐

Breakfast  

印尼小吃 

Indonesian Snacks

MFR MFT

MFR MFT

MFR MFT

MFR MFT

MFT

南投縣

嘉義市

 嘉義市西區西門街 1號   
 +886-5-227-7319   Sun-Tue, Thu-Sat 9:00-20:00  
  中    不可刷卡   30-40  NT$250-300  

  桌菜 (須事先預訂 ) 備註：接待以中國的穆斯林團客為主

爵士印尼風小館 

Toko Wiwi Restaurant
MR

住宿早餐：buffet

住宿早餐：buffet 
( 需穆斯林餐請提早告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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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

 嘉義市東區東洋新村 240號    
 +886-5-276-5985   
 平日 11:00–14:00, 17:00-21:00, 週四公休
假日 11:00-21:00    中 /英    不可刷卡  

  90    NT$350     單點 /套餐

烏司答土耳其居家料理  

Private Chef Kitchen

土耳其料理 

Turkish Cuisine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83號    
 +886-5-276-8313 
  11:00-15:00, 17:00-22:00  
 中 /英     可刷卡  110     NT$350    單點 /套餐

卡帕多奇亞土耳其居家料理 

Private Chef Kitchen

土耳其料理

Turkish Cuisine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 600號   
 +886-5-310-9898   
  早餐 6:30-9:30 Sat, Sun 6:30-10:00, 午餐 11:30-14:00, 
晚餐 17:30-21:00   中 /英 /日    可刷卡    450  

NT$739+10%, NT$789+10%   套餐 /桌菜，依人數而定

耐斯王子大飯店 - 萬國百匯西餐廳 

Nice Prince Hotel - 7F Fusion Restaurant
中式套餐 / 早餐

Chinese Set Meals/
Breakfast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 257號    
 +886-5-229-3998  
 11:30-14:00, 17:30-21:00     中 /英     可刷卡  
  32    NT$880+10%, NT$1280+10%   套餐

兆品酒店 - 咖啡廳  

Maison De Chine Hotel - Café
西式 - 套餐 / 自助早餐

Set Meals of Western 
Foods/ Breakfast of Buffet

套餐 - 午 / 晚餐 

Set Meals - Lunch/
Dinner

  嘉義縣竹崎鄉中和村石棹 1號    
 +886-5-256-2216 
 7:30-8:30, 18:00-19:00    中     可刷卡 
 200  NT$400    桌菜

龍雲農場 - 附設餐廳 

Long Yun Leisure Farm - Restaurant
中式套餐 / 早餐

Chinese Set Meals/
Breakfast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 4鄰 127-2號    
 +886-5-256-2788 
 11:40-14:00, Sat. 17:00-19:00    中 /英     不可刷卡 
  400   NT$400   套餐 /桌菜，依人數而定

阿里山鄒族文化部落 - 瑪翡餐廳 

YuYuPas-MAFE Restaurant
MFR

MFR MFT

MFR MFT

MFR MFT

MR

MR

嘉義縣

住宿早餐：buffet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 1段 660號    
 +886-6-213-5555       12:00 - 14:30, 18:00 - 21:30  
 中 /英     可刷卡     約 90位 、2間小包廂各可容
納 4-6人，6間大包廂各可容納 10-20人  

NT$800     桌菜、單點、套餐 
備註：穆斯林餐須三天前預訂

台南大億麗緻酒店 - 尚軒中餐廳 

Tayih Landis Tainan - 2F Chinese Restaurant
中西團餐 / 早餐

Both Chinese & 
Western Group 
Meals/Breakfast

  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 539號    
 +886-6-295-0888  
 11:00-14:00, 17:00-21:00    中 /英    可刷卡 
   200      NT$350      套餐 /桌菜

台南維悅酒店 - 維悅坊餐廳 

Wei-Yat Grand Hotel - Wei Yat Restaurant

  台南市中西區和意路 1號    
 +886-6-213-6290  
  6:30-10:00, 12:00-14:00, 18:00-22:00   中 /英  
 可刷卡   25    NT$250-300(+10%)    單點

台南晶英酒店 - 貴賓廊 

Silks Place Tainan - Silks Lounge
中晚 - 中西式套團餐 / 自助早餐

Set/ Group Meals of Chinese & 
Western Foods Lunch & Dinner/ 

Breakfast of Buffet

中晚 - 中西式套團餐 / 自助早餐

Set/ Group Meals of Chinese & 
Western Foods Lunch & Dinner/ 

Breakfast of Buffet

  台南市安南區新順里頂安街 68巷 8號
 +886-6-355-9786  

訂餐類型：餐盒，須 14天前預訂
地點：台南市為主    訂購數量：至少 10 個
訂購方式：電話       付款方式：現金 /匯款

可士達商行 

Ke Shi Da Kimchi Kitchen

外燴餐點 

Catering Cuisine

西式套餐 / 早餐

Western Set Meals/
Breakfast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 2路 394號   
 +886-7-282-6000
  6:00-1:00   中 /英   可刷卡 
  70-80     NT$380    套餐

高雄威豪飯店 - 窩西餐廳 

Hotel Wo - Wo Restaurant
早午晚餐 

Breakfast & Lunch & Dinne

MFR MFT

MFR MFT

MFR MFT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 2路 202號    
 +886-7-211-5201    11:30-14:00, 18:00-21:00  
  中 /英    可刷卡     178   NT$1,000     單點

高雄國賓大飯店 - 愛河牛排海鮮自助餐廳 

The Ambassador Hotel Kaohsiung - I RIVER
MFR MFT

MFR MFT

台南市

高雄市

HK

住宿早餐：套餐

住宿早餐：buffet

住宿早餐：套餐單點 
( 請提前告知穆斯林餐需求 ) 

住宿早餐：buffet

住宿早餐：6:30-10:00, 套餐
於共同市場歐亞自助餐廳 , 穆斯林餐須三天前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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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43號    
 +886-7-521-7388   
 11:00-14:00, 17:30-21:00    中 /英    可刷卡  
  40    NT$980+10% / NT$1,380+10%    套餐

高雄翰品酒店 - 雨桐廳 / 泉動廳 / 芒種廳   

Kaohsiung Chateau de Chine Hotel-Hakka Blossom Pavilion/
Spring Flow Pavilion /Germination Pavilion

中式套餐 / 早餐

Chinese Set Meals/
Breakfast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 153號          +886-7-656-8177  
 6:30-10:30, 11:30-14:30, 17:30-21:30   中 /英   可刷卡   312  
 早餐：成人NT$650, 7-12歲NT$260,3-6歲NT$120

    午餐：成人NT$780, 7-12歲NT$390, 3-6歲NT$200
    晚餐：Mon-Thr: 成人NT$850, 7-12歲NT$425, 3-6歲NT$210;
    Fri-Sun: 成人NT$950, 7-12歲NT$475, 3-6歲NT$230   
 套餐

高雄義大皇家酒店 - 星亞餐廳 

E-Da Royal Hotel - Heat' N Chill

早午晚餐 

Breakfast & 
Lunch & 
Dinner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 3路 1號 39樓   
 +886-7-566-1161   
  12:00-14:30, 18:00-21:00    中 /英     可刷卡  
 包廂15, 包廂以外100      NT$600-700    單點 /套餐

君鴻國際酒店 85 大樓 - 大廳餐廳 

85 Sky Tower Hotel - Sky Lounge

中晚餐 

Lunch & Dinner

早餐

Breakfast

早餐

Breakfast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340號    
 +886-8-888-3399 
 7:00-10:30, 18:00-21:00    中 /英     可刷卡 
  40     NT$660+10%   套餐

墾丁亞曼達會館 ( 民宿 )- 索維拉餐廳 

AMANDA Hotel Kenting (Homestay)-Essaouira

火鍋料理 - 套餐

Set Meals of Hotpot 

MFR

MFR MFT

MFR MFT

  屏東縣恆春鎮恆公路 966號    
 +886-7-970-1085   7:00-10:00, 10:00-14:00, 17:30-

20:30    中 /英   可刷卡   150   早餐 NT$150/人、
午晚餐 NT$250以上 /人   早餐 buffet ，午晚餐桌菜 

墾丁假期渡假飯店 - 附設餐廳  

Kenting Holiday - Restaurant
MFT

  宜蘭縣冬山鄉永興路 2段 46-1號    
 +886-3-958-1157 
  9:00-18:00 週三公休    85   
   午餐 (火鍋 ) NT$350+10%, DIY：NT$250+10%

菇菇茶米館 

Tea & Rice Resort
MFR

MFR MFT

高雄市

屏東縣

宜蘭縣

住宿早餐：套餐

住宿早餐：buffet

住宿早餐：buffet

 宜蘭縣冬山鄉大進村梅山路 168號    
 +886-3-951-1456  
  松羅館 7:00-09:00、17:30-19:30 景觀餐廳 11:30-14:00、

17:30-19:30     可刷卡   松羅館 140席、景觀餐廳 14桌   
 套餐：NT$350+10% , 桌菜：海鮮 NT$400+10% /每人、 
認證牛雞 NT$500+10%/每人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 附設餐廳 

Shangrila Leisure Farming - Restaurant
中西團餐 / 早餐

Both Chinese & 
Western Group 
Meals/Breakfast

  宜蘭縣礁溪鄉仁愛路 66巷 6號    
 +886-3-987-5599  
  7:00-10:00, 11:30-14:00, 18:00-21:00    中 /英   
  朝日餐廳 (buffet) 140,穆斯林認證海潮廳 (包廂 ) 30 
  NT$399+10%, NT$800+10%     套餐 /buffet

冠翔世紀溫泉會館 - 夕煙廳 KTV 餐廳 

Guan Xiang Century - Hotspring Hotel - Xi-Yan Room

西式套餐 / 早餐

Western Set Meals/
Breakfast

宜蘭縣頭城鎮更新路 125-1號    
 +886-3-977-2222   
 8:00-19:00   中 /英   可刷卡 
 小廳 /15桌、大廳 /40桌   NT$600-800   桌菜 /buffet

頭城農場 - 頭城餐飲 

Toucheng Farm - Toucheng Restaurant
中西團餐 / 早餐

Both Chinese & Western 
Group Meals/Breakfast

  宜蘭縣礁溪鄉大忠村五峰路 69號
 +886-3-988-6288  
 17:30-21:30   中 /英      
  50    NT$1,030   桌菜 /單點 /buffet

礁溪老爺大酒店 - 集 

Hotel Royal Chiao Hsi - JI
中式團套餐 / 早餐

Chinese Set Meals & 
Group Meals/Breakfast

  宜蘭縣五結鄉公園 2路 15號    
 +886-3-960-5388
  7:00-10:00, 12:00-14:00, 18:00-20:30  
  中 /英     可刷卡   100    NT$550  

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 - 雅典娜廳 

Shangrila Boutique Hotel - The Athena
中晚 - 中式套團餐 /自助早餐

Set/ Group Meals of  Chinese 
Foods Lunch & Dinner/ 

Breakfast of Buffet 

 宜蘭縣三星鄉行健村行健溪 1路 1段 107號   
 +886-3-989-7100
 不可刷卡    固定套餐 

好客三星民宿 - 附設餐廳 

Haoke Sanshing B & B - Restaurant
自助早餐

Breakfast of Buffet 

MFR MFT

MFR MFT

MFR MFT

MFR MFT

MFR MFT

MFT

宜蘭縣

住宿早餐：套餐

住宿早餐：套餐

住宿早餐：套餐 /Buffet
( 視訂席人數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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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 482號    
 +886-3-833-4921   
 11:00-14:00, 17:00-21:00    中 /英     可刷卡  
  38     NT$300    單點 /套餐

馬丁娜印度小館   

Madina Indian Restaurant

印度料理 

Indian Cuisine

  花蓮縣花蓮市莊敬路 327號 
 +886-973-510-221 
  Sun-Tue, Thu-Sat 11:00-14:00, 17:00-21:00 
  中 /英   不可刷卡  30    NT$200-280     單點 /套餐

印度王子 

King of India Indian Restaurant

印度料理 

 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山嶺 18號   
 +886-3-812-3999   
 11:30-14:00, 17:30-21:00    中 /英    可刷卡 
  80     NT$380    套餐 

遠雄悅來大飯店 - 秋草日本料理廳  

Farglory Hotel, Hualien - Aki Kusa Japanese Restaurant

日本料理 

Japanese Cuisine

  花蓮縣花蓮市美崙區永興路 2號    
 +886-3-823-5388 
  11:30-14:00, 17:30-21:00    中 /英 /日     可刷卡 
  60    NT$500+10%      套餐

花蓮翰品酒店 - 怡華中餐廳  

Hualien Chateau de Chine Hotel - Yi Hwa Chinese Restaurant

中式套餐 / 早餐

Chinese Set Meals/
Breakfast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 126號    
 +886-3-831-2939 
  6:00-9:00   中 /英     可刷卡
  58    餐點隨住宿附贈      buffet

天璽商務飯店 - 天璽餐廳 

Cullinan Hotel - Cullinan Restaurant
印度套餐 / 早餐

( 午晚餐與馬丁娜配合 ) 
Indian Set (Lunch & Dinner in 

Coorperation with Madina Indian 
Restaruant) Meals/Breakfast

  花蓮縣壽豐鄉共和村 1鄰理想路 1號    
 +886-3-865-6789 
 11:30-14:00, 17:30-21:00   中 /英    可刷卡 
  200     NT$350      單點 /桌菜

理想大地渡假飯店 - 風味餐廳 

Promised Land Resort & Lagoon - Aroma Restaurant
中西團餐 / 早餐 

Both Chinese & Western 
Group Meals/Breakfast

MFT

MFR MFT

MFR MFT

MFR MFT

花蓮縣 

MR

MR

住宿早餐：套餐

住宿早餐：套餐，須提前預約

中東 /

中式料理團餐 

Middle Eastern 
/ Chinese Group 

Meals

 台東縣成功鎮大同路 65-1號    
 +886-89-854-899   
  11:00-15:00, 17:00-20:00    中 /英      可刷卡 
   43     NT$500-600    桌菜

旗魚咖啡小吃店 

Makaira Coffee

海鮮套餐 / 團餐

Set/Group Menu 
Seafood  

MFR

台東縣

  台東縣太麻里鄉太麻里街 575號    
+886-89-383-969  

  11:00-14:00, 17:00-20:30周一或周二不定休 (請事先電
話確認 )   可刷卡   120   NT$250    單點 /桌菜 

穆帆故事館 - 益台灣餐廳 

Moofaan Museum - eTaiwan Restaurant
MR

  台東縣台東市連航路 66號
 +886-89-239-666  
  17:30-21:00     中 /英     可刷卡 
   10 桌 (一桌 10人 )    NT$3,000/桌    桌菜

娜路彎大酒店 - 翠園 

Formosan Naruwan Hotel & Resort Taitung - Jade Garden

中西團餐 

Both Chinese & Western 
Group Meals

  台東縣鹿野鄉中華路 1段 200號    
 +886-89-550-888    11:30-14:00, 17:30-20:30   
 中 /英 /日    可刷卡    300  
 桌菜 NT$4,000+10%起 ,套餐午餐 NT$399+10% 
晚餐 NT$980+10%, 
buffet早餐 NT$450+10%,晚餐 NT$680+10%

鹿鳴溫泉酒店 - 觀山宴會廳 

Luminos Hot Spring Resort & Spa - Banquet Hall

中西團餐 

Both Chinese & 
Western Group 

Meals

 台東縣台東市中興路 2段 385號   
 +886-89-235-500
 可刷卡

娜路彎會館 - 附設餐廳 

Naruwan Inn - Restaurant
早餐

Breakfast

MFR

MFR MFT

MFT

住宿早餐：套餐 /buffet
(7:00-10:00) 

住宿早餐：套餐 /buff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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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 231-1號   
+886-3-861-0111  12:00-14:30, 18:00-19:30(冬 ) 

/ 18:30-20:00(夏 )   中 / 英    可刷卡   120
 午間套餐 NT$280-780、晚間自助餐 NT$630 

  套餐 / Buffet

布洛灣山月村 

Leader Vil lage Taroko
原住民風味餐點

Indigenous Cuisine

住宿早餐：buffet

台北市 

桃園市 

 台北市北投區奇岩路 1號    
 +886-2-5551-8888   
  早餐 7:00-10:30,午餐 11:30-14:00,下午茶 14:30-17:00,
晚餐 17:30-21:00,宵夜 21:00-22:30    中 /英    60  可刷卡    套餐 
住宿早餐：7:00-10:00, semi-buffet, 西餐廳

大地北投奇岩溫泉酒店   

The Gaia Hotel
MCH

B級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53號 1至 13樓    
 +886-2-2500-7100  

雀客旅館  

Check Inn
MCH

C級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 2段 246號 4-5樓    
 +886-2-2711-0102

大地清旅 

Horizon Inn 
MCH

C級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477號   
 +886-2-7743-1000   

住宿早餐 : 7:00-10:00, 伸適廊 ( 向穆斯林餐廳訂購簡易早餐套餐 )

伸適商務旅館 ( 餐廳無穆斯林餐 ) 

Hotel Sense
MCH

B級

  桃園市中壢區新興路 194巷 5號 2-6樓  
 +886-3-459-8881 

銀河渡假飯店 

Modern Hotel
MCH

C級

※更多認證商家資訊請洽台灣伊斯蘭協會 http://www.iat.org.tw/

由中華航空與太古集團共同投資成立，

主要產品為供應飛機上之餐點，同時

也供應產品至咖啡連鎖店、學校、機

關與公司行號，並提供大型活動的餐

飲服務。

設立於 1993年 10月 20日，以最先進

之設計理念，自歐美引進各項新穎生

產及週邊設備，提供各航空公司班機

更多樣化之餐飲選擇，並規劃有各種

餐飲專責製作區。

HK

友善認證║  2014 年取得馬來西亞的 Malaysian Halal Consultation & Training 

(MHCT) 清真廚房國際認證。

餐點特色║所提供的航空餐點均以完整清真作業流程進行烹調，並有專業廚

師開立菜單，提供的餐點種類更多樣化，不論是冷餐、熱食、甜

點等均可提供，可以讓來到台灣的穆斯林放心的享受清真餐點。

友善服務║每天製作超過 1千份清真食品，主要提供給華航的印尼、馬來西

亞，及兩岸航線中的烏魯木齊、西安、蘭州等航線的穆斯林旅客，

同時也與澳門航空公司、國泰航空公司、馬印航空、菲律賓航空

公司等超過 30間航空公司配合穆斯林餐勤服務。另外還有提供穆

斯林外燴自助餐服務，以及 2017年底上市的清真冷凍餐包。

餐點型式║機上空廚、外燴、冷凍餐包。

友善認證║長榮空廚公司自 2014年 7月 18日始取得中國回教協會「清真廚

房 Halal Kitchen證書」及財團法人台灣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

會「伊斯蘭食 (用 ) 品證」認證，並依規範每年進行續約。

餐點特色║長榮空廚餐點皆由國際級穆斯林主廚，配合各航空公司要求設計，

同時為穆斯林餐點做好最嚴密的把關。

友善服務║餐點材料皆要求使用擁有 HALAL認證的食材，從食材取得、運輸

過程、貯存與廚房器具清潔皆仔細把關，並與非 HALAL之食品、

器具分開存放，嚴格遵守 HALAL食品規範。除了長榮航空之外，

長榮空廚也供應馬來西亞航空、土耳其航空公司及阿聯酋航空公

司之機上穆斯林餐點。

餐點型式║乘客可透過航空公司官網、協力旅行社訂購穆斯林餐點。

華膳空廚

長榮空廚

馬來西亞清真廚房認證 MHCT

業者接待案例

台灣伊斯蘭協會認證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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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位於宜蘭大元山的山麓上，約 250

公尺的海拔高度和年平均 25度 C的宜

人氣溫，讓終年都適合人居住。這裡青

山環繞、視野遼闊，同時也是一間最豐

富的自然教室。此外每晚都有搓湯圓、

打陀螺及放天燈等傳統民俗體驗活動，

也會依季節規劃各種 DIY行程。

友善認證║ 2013年 3月成為台灣第一批穆斯林友善認證的餐廳與餐旅。

友善服務║食材的選用上會避開酒類、豬肉等食材，並使用由中國回教協會認

可的供應商。另外在食材烹飪、餐具使用上，全部依循穆斯林專

用方式與規定，且餐廳全程使用印有認證標章的穆斯林專用餐具。

友善設施║訂房時如事先說明為穆斯林，農場會安排在客房內提供標示祈禱

禮拜的方向、備有淨身的盥洗用具，以及祈禱禮拜所需要的禮拜

毯與禮拜時間表。

餐點特色║農場內的松羅館餐廳與景觀餐廳皆可依需求客製穆斯林餐點。人

數少時主要會依當令食材製作個人套餐；人數超過 10人時則以桌

菜為主，主菜依價錢選擇海鮮，或者具認證標章的牛雞食材。此

外，如團體客用餐人數較多，餐廳還可另外提供專屬穆斯林的自

助餐區域，供穆斯林團客使用。

餐點型式║套餐、桌菜。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MFR MFT

MFR MFT

四萬坪農場園區裡規劃有景觀花田，

溫室採果區讓遊客在不同的季節裡，

都可以到花田賞花、現採現吃水果。

此外農場開闢的有機花卉區，讓廚師

在烹調時，隨時可以採摘，遊客在賞

花時，更是驚訝環繞身邊的百花可以

變成一道道的佳餚或飲品。

友善認證║ 2012年 10月取得中國回教協會頒發之穆斯林友好餐廳認證

友善服務║若事先提出需求，渡假村可提供古蘭經給穆斯林旅客，且服務人

員在遞經文時會穿戴棉質白手套，保持手部的潔淨。

友善設施║除了可依需求在各空間備有穆斯林禮拜區域，並提供禮拜毯，另

外渡假村內的餐廳也會全程使用印有認證標章的穆斯林專用餐具。

餐點特色║渡假村內的群芳廳（南芳宴會廳內）有提供特製的穆斯林認證桌

菜，主推台一花卉餐，內容以海鮮類為主，含干貝、鮮蝦、魚等，

依時令與需求調整，同時餐點中亦融入農場內生產的可食用花卉

及在地蔬果。

餐點型式║桌菜

楓樺台一渡假村

友善認證║ 2015年 1月 18日（總店）取得穆斯林餐廳認證

餐點特色║餐點主打「咖哩盅系列」，以印度道地吃法，手抓著烤餅沾著盅

內的醬汁一起食用，辣度皆可依賓客口味調整。北印咖哩烤餅料

理、南洋手抓飯、中東炭烤、中華特色麵食也為店內強打菜色。

友善服務║ 1. 舉辦信仰講座、發送伊斯蘭文宣。 

2. 餐廳特殊器皿有由印巴進口之銅器、高溫泥爐，絕不使用骨瓷。 

3. 洗手間均有淨下器具，也提供禮拜毯與禮拜空間。 

4. 善待旅人，提供地圖且親切指引購物路線或清真寺。

接待經驗║接待新疆團、雲南團、馬來西亞團、印尼當地教親聚會、中東商

業個人旅遊。

餐點型式║ 10人以下以單點為主、大型團體接受設計桌菜、另外也供應自助

餐及外燴。

老闆為巴基斯坦人，北印蒙兀兒

清真料理皆由道地的印度人掌

廚，室內布置選用印度圖騰或清

真寺照片裝飾，電視也撥放著印

度電影。

台中小印度清真館 MR

MR

友善認證║ 2014年取得穆斯林認證

友善服務║餐廳的二樓是包廂區，平日客人較少時可提供 2樓做為禮拜場地。

餐點型式║提供道地的土耳其家常料理，包含土耳其燒烤、燉菜、焗烤、匹

嗲（土耳其披薩）、麵食等單點，以及套餐可供選擇，特別推薦

店家招牌料理之一的「巴隆」（羊皮筏麵包），極薄而酥脆的口

感讓人驚豔不已。另外店內也有素食餐點。

一間有著濃厚土耳其風格的異國料

理餐廳。老闆為土耳其人，在與台

灣人相戀結婚後，將自己家鄉的土

耳其料理帶進嘉義市。藍白色調的

店內處處是充滿土耳其風情的裝飾

與擺飾，餐點種類也都是道地的土

耳其家常菜，獨特強烈的香料風格

是一大特色。

烏斯答土耳其居家香料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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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評農委會「優質休閒農業」田媽

媽優等餐飲之最佳場域及「有機之

心．美食餐廳」四顆心。以體驗宜

蘭、選用在地食材、發揮食農精神

及呈現自然美味為理念。

友善認證║ 2015年 6月取得友善餐廳認證

餐點特色║採用冬山河流域孕育出的冬山良食米及使用農會有機菇場栽培

之菇類，再搭配當地小農所生產之新鮮時令蔬果食材，再以有

HALAL認證過的雞湯，以低鹽、低熱量之火鍋料理方式，讓顧客

品嚐到食物最健康的原味，並提供有 HALAL認證過的醬料。

友善服務║提供朝拜及淨身場地，穆斯林餐飲均獨立設計及準備，並提供外

語服務。

接待經驗║接待全聯 TS馬來西亞穆斯林團

餐點型式║一人一鍋，固定菜色。

宜蘭菇菇茶米館 MFR

友善認證║ 2014年 10月取得穆斯林友善餐廳認證

餐點特色║兼容日式、義式、法式等異國料理，主要以海鮮美饌打造穆斯林

套餐，為穆斯林賓客提供符合伊斯蘭教法的台灣海鮮料理。特別

推出「波倫塔玉米餅佐咖哩」，以義大利進口的波倫塔 (Polenta)

玉米碎粉加入鮮奶、奶油、雞蛋等烤製成餅。

友善服務║所有食材、調味料廠商，乃至餐具器皿、儲藏空間、動線規劃及

服務人員的教育訓練等皆嚴格把關，現場還設有空包廂能作為臨

時穆斯林祈禱室（無古蘭經、禮拜毯）

接待經驗║ 1.馬來西亞 ASTRO電視台拍攝電視節目《ROMANTIKA節目》蜜月篇 

2.馬來西亞 ASTRO電視台拍攝電視節目《ROMANTIKA節目》燭光  

  晚餐篇 

3.印尼 MNC電視台記者新聞節目專題採訪

餐點型式║套餐、單點、桌菜

全世界最高台式海鮮餐廳，

將台灣海鮮融入日本及歐洲

的飲食精髓，在五星級飯店

餐飲聚集的信義計畫區裡首

間獲得認證。

頂鮮 101 美食美景餐廳 MFR

以九份目前僅存的十個坑口中，保留

最好的也最具古意的坑道口「八番

坑」為名，位在九份老街上的八番坑

&舊道口民宿，特意營造溫馨的空間，

更在保有傳統建築之美同時加進現代

化設備，讓旅客能舒適地體驗在山城

九份的生活風格。

開業已有 15年的泰鄉雲，是在地穆

斯林經常造訪的老字號伊斯蘭餐廳，

店內座位大多是四人、八人或十人

座，餐點價格相當經濟實惠。老闆為

出身自雲南的穆斯林，由於泰國菜和

雲南家鄉料理口味相近，因此店內菜

色以泰國和雲南菜為主。

友善認證║ 2013年取得穆斯林友善餐旅認證

友善服務║食材、調味料皆來自經中國回教協會認證之廠商，並設有穆斯林

碗盤刀叉專屬儲物櫃，且民宿主人受過中國回教協會舉辦之旅行

社穆斯林接待服務課程訓練，店內另有印尼穆斯林服務人員提供

更專業的接待。

友善設施║客房設有麥加指標，並在廁所提供友善設備。針對僅來餐廳用餐

之穆斯林旅客，可依需求提供房間小淨、禮拜。

接待經驗║ 2013年起取得認證後，已在民宿陸續接待過馬來西亞、新加坡、

印尼、中東、印度等國家之穆斯林旅客。

餐點型式║依不同國家搭配不同調味與食材，讓來到台灣也能享受到家鄉滋味。

八番坑 & 舊道口民宿

泰鄉雲

MFR MFT

MR

友善認證║ 2016年取得穆斯林認證。

友善服務║除廁所有淨下設施外，並有空間可供穆斯林禮拜使用。

接待經驗║曾多次接待馬來西亞穆斯林旅客與旅遊業者。

餐點型式║由於老闆是穆斯林，所以店內的泰國、雲南菜均加以改良，使用

了 HALAL認証的肉品等食材，並由穆斯林廚師製作，完全合乎律

法並保有了泰、雲南料理的純正風味。除單點外也有為不同人數

準備的套餐組合。不僅白飯無限享用，還有免費自助式的咖啡和

果汁，且不收一成服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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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認證║ 2016年取得 HALAL清真餐廳認證、友善餐旅認證

友善服務║旅館內提供穆斯林專屬用餐區，與獲得清真認證的食材及調味料

廠商合作，備有穆斯林專用的餐具器皿及儲藏空間。

友善設施║客房浴室內設置清洗噴頭，並提供乾淨的大浴巾，供祈禱時使用。

餐點型式║亞曼達會館附設的索維拉餐廳為穆斯林旅客準備的專屬套餐，除

了豐富前菜外，還有牛排、雞排和塔吉鍋 (Tajine)等精緻主菜可選

擇。

位於墾丁南灣海水浴場的亞曼達

會館，以摩洛哥知名的紅城為原

型，建造了富有濃厚中東風情的

磚紅色宮廷建築，為了營造彷彿

置身北非的氛圍，不僅服務人員

皆穿著中東服飾接待旅客，家飾

與燈具也從摩洛哥進口，從裝

潢細節能感受到主人的用心與品

味。旅館設有 SPA水療池、餐廳，

渡假設施完善。

亞曼達會館 MFR MFT

卓也小屋坐落在三義鄉一片梯田山

林裡，像個世外桃源般的民宿。運

用茅草、木頭和竹材的房舍，與

高掛的紅燈籠，令人回想起早期的

農家風景，周圍由樹林、農園、蜿

蜒小徑環繞，房客隨時可到外頭散

步，欣賞優美的庭園。還能體驗傳

統藍染工藝、藍染服飾。

友善認證║ 2014年取得餐廳以及民宿的穆斯林友善認證。

友善服務║卓也小屋為蛋奶素食餐廳，午餐以及晚餐皆採用天然蔬食料理。

餐廳推出無菜單七道創意料理，餐具器皿均沒有碰到肉類食物，

服務人員皆受過穆斯林課程訓練，創造讓穆斯林客人安心的用餐

環境。

友善設施║客房內設有麥加指標，有禮拜需求時，會安排至客房或專用會議

室。

餐點型式║餐廳推出有七道主菜的蔬食養生套餐，會依據當季食材變化口味，

像是香椿麵線、酥皮地瓜、石蓮桂花蜜等。此套餐另包含一道自

助式蔬食養生火鍋與甜點。

卓也小屋 MFR MFT

位於新竹縣關西鎮，其前身為台

灣唯一的放養型大型野生動物公

園，後來以動物園為基礎，在園

區腹地內建造了主題樂園。六福

村主題遊樂園目前規劃有美國大

西部、非洲部落、南太平洋與阿

拉伯皇宮等四大主題村，各區呈

現不同的世界風情，遊樂設施相

當豐富。

友善認證║ 2012年取得 HALAL友善餐廳認證，是台灣第一個取得認證的遊

樂園餐廳。

友善服務║從食材的挑選進貨、烹調環境的整備，以及食器的選用，全部都

符合 HALAL的相關規範。

友善設施║為符合穆斯林的需求，在園區內的阿拉丁餐廳內設置了「小淨室」

與「祈禱室」，完全依照伊斯蘭國家的標準打造，獲得許多穆斯

林遊客的好評。

餐點型式║阿拉丁餐廳提供的餐點主要為羊肉、雞肉與素食的套餐，低油、

低鹽，既健康又深具中東風味。

六福村 MFR

坐落於南投縣魚池鄉，鄰近日月潭、

埔里等知名觀光地，來此可以認識台

灣原住民文化，欣賞到熱情精彩的原

住民歌舞表演。園區內還有巴洛克建

築風格的歐洲花園，以及擁有多項遊

樂設施的歡樂世界這兩大主題區。另

外從園區內還可搭乘纜車，一路連接

到日月潭的伊達邵碼頭，能從制高點

欣賞日月潭的秀麗美景。

友善認證║ 2015年取得 HALAL友善餐廳認證

友善服務║園區內的馬雅餐廳通過中國回教協會的認證，提供符合清真規範

的餐點，讓來自各地的穆斯林旅客都能不必擔心用餐的問題，盡

情享受園區設施與美景。

友善設施║提供了穆斯林禮拜時所需的祈禱室空間，廁所內也增設了小淨設

施。

餐點型式║馬雅餐廳提供的餐點為套餐，是為穆斯林準備的專屬套餐，以各

式咖哩餐點為主。

九族文化村 M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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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C雲朗觀光集團旗下擁有五

個飯店品牌，分別得到台灣觀

光局旅館評鑑的四星級、五星

級標章，遍布台灣各個觀光地

區，另在義大利也設有據點，

是相當具有規模的飯店集團，

同時以提供完善的友善穆斯林

餐旅服務為特色。

友善認證║旗下包括君品酒店、雲品溫泉酒店、翰品酒店（新莊、桃園、高雄、

花蓮）及兆品酒店 (嘉義、台中 )共 8個據點，自 2014年起陸續

取得友善穆斯林餐廳、餐旅認證。

友善服務║除了常態的穆斯林餐點供應外，每逢齋戒月還會在日出前提供清

晨餐盒及晚間穆斯林專屬套餐。客房內主動提供椰棗、堅果或是

穆斯林專屬點心。

友善設施║客房內備有古蘭經、禮拜毯、禮拜時間表，並有麥加朝拜指標，

且移除客房內所有人物圖畫像及豬油製食品。針對團體入住的穆

斯林旅客，皆設置祈禱空間供聚禮使用，並不限住客，用餐的客

人也可事前預約。

接待經驗║坐落於台北轉運站旁的台北君品酒店，自 2015至 2016年間平均

每月服務近 500位穆斯林旅客，一年總計接待近 6,000人次。 

雲朗觀光集團 MFR MFT

2007 年海霸王企業斥資數

億，於桃園國際機場打造第

二家國際級商務旅館—城市

商旅桃園航空館，給予來往

各地過境、來到台灣旅遊的

貴客最佳的旅宿服務。

友善認證║ 2012年取得穆斯林餐旅認證

友善服務║餐廳設有符合規範的專用廚房以料理穆斯林專用餐點，包含早餐、

套餐。肉品與調味料也選用取得清真認證的食材，讓穆斯林旅客

放心享用。

友善設施║穆斯林旅客入住的客房環境與設施，皆依循穆斯林餐旅認證，提

供安心舒適的休息空間。有禮拜需求時，可事先告知服務人員以

利安排。

餐點型式║城市商旅為穆斯林旅客準備了台灣經典料理套餐，包含清蒸海鮮、

櫻花蝦米糕、宮保雞丁、高麗菜等豐富菜色。

城市商旅 航空館 MFR MFT

鄰近捷運新北投站的熱海大飯店，

位於觀光名勝北投溫泉區內，交通

便利，步行即可到達北投主要景

點。飯店除了一般客房外，另有配

置專屬溫泉浴池的套房。所有住客

皆能使用館內的大眾浴池、白磺湯

屋等溫泉設施。

友善認證║ 2011年取得清真友善餐廳、認證餐旅，為最早具備接待穆斯林旅

客友善環境的飯店之一，取得認證後，吸引了更多東南亞客群。

友善服務║準備了穆斯林專屬廚房、器皿，並選用通過 HALAL認證的食品與

調味料，讓穆斯林旅客放心用餐。

友善設施║提供穆斯林旅客一間祈禱室、禮拜毯、指北針、禮拜時間表、禮

拜指標與古蘭經等友善設備。

餐點型式║專為穆斯林旅客設計了包含 9道餐點的精緻套餐，分為中式、西

式兩種菜色供選擇。

熱海大飯店 MFR MFT

位在台北知名溫泉區北投，臨近捷

運新北投站、以及北投區熱門觀光

景點地熱谷、北投溫泉博物館。酒

店最大亮點為挑高四層樓的「光陰

部落藏書閣」。客房內均有獨立溫

泉浴池。

友善認證║ 2016年 11月取得穆斯林認證。

友善服務║住宿期間可提供禮拜時間表，以及清真寺與穆斯林友善餐廳資訊。

飯店亦有北投捷運站、新北投捷運站免費接駁服務。住宿期間全

程使用穆斯林專用餐具。

友善設施║飯店提供麥加方向指示，並設有穆斯林祈禱室。客房內備有免治

馬桶，可依住房人數提供禮拜毯。MINI BAR放置無酒精飲料與中

性食品，且室內避免掛有人像、動物像、雕塑品，無情色頻道。

有穆斯林專用廚房設備，亦提供穆斯林友善用餐空間。

餐點型式║早餐提供蛋類料理、全素蔬菜燕麥粥的單點主食外，自助餐檯上

包含多款麵包、牛奶與新鮮果汁、冷菜與水果，採用穆斯林食材

與烹調方式，醬汁皆不含動物性油脂及酒精類及明膠。午餐、晚

餐則提供單點式菜單，主餐有松露野菇燉飯、清炒時蔬義大利麵、

香料烤半雞佐優格醬、嫩煎青衣魚佐番紅花醬汁等主餐，搭配沙

拉、湯品，所採用的海鮮、雞肉皆獲得穆斯林認證。

大地北投奇岩溫泉酒店 M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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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接待案例

位於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布洛灣台

地，生態資源相當豐富，可看到許

多亞熱帶植物，還有各種鳥、蝴蝶、

飛鼠、台灣獼猴等動物。圍繞廣場

草坪的小木屋看起來就像是山谷間

的原住民村落。

友善認證║ 2017年 10月取得台灣伊斯蘭協會認證。

友善服務║食材的選用除避開酒、豬肉等禁忌食材外，牛羊等肉類食材以及

配料等均自有認證的供應商處進貨，確保合乎清真認證的標準。

友善設施║廁所全面裝設淨下設施，提供會議室做為穆斯林禮拜室使用，木

雕的麥加指標與空間氛圍相符，十分有特色。

餐點型式║午餐精心研發了 8種帶有原住民風味的穆斯林套餐，晚餐除採用

BUFFET形式外，還會針對穆斯林旅客額外提供菜色。

布洛灣山月村

西部 5 天 4 夜
抵達台灣 晚餐（桃園）、飯店 CHECK IN

DAY2

DAY1

DAY3

桃園

⬇
台中

台中

⬇
南投

新竹 :六福村主題樂園

台中：彩虹眷村、國立台灣美術館、草悟道、美

術園道、人文茶館

南投：日月潭國家風景區（遊湖、自行車、空中

纜車、九族文化村）、埔里造藝之旅（紙

工廠或木工房 DIY）、台一生態休閒農場

建議景點

建議景點

宿：桃園

午餐：認證餐廳或餐盒

晚餐：台中  宿：台中

午晚餐：南投  宿：南投

DAY4
南投

⬇
台北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士林官邸、台北探索館、

京華城、美麗華百樂園、台北市立動物園、

鳳梨夢工廠

建議景點

午晚餐：台北／新北  宿：台北

DAY5
台北

⬇
離台

台北：陽明山國家公園賞花

建議景點

午餐：台北／新北／桃園

台灣伊斯蘭協會清真認證

穆斯林推薦行程

西部 7 天 6 夜

抵達台灣 晚餐（桃園）、飯店 CHECK IN

桃園  

⬇  

台中  

⬇  

台南

台南

⬇
高雄

高雄

⬇
南投

南投

⬇
台北

台北

午餐：台中  晚餐：台南  宿：台南

午餐：台南  晚餐：高雄  宿：高雄

午晚餐：南投  宿：南投

午晚餐：台北／新北  宿：台北

午晚餐：台北／新北  宿：台北／新北

午餐：台北／桃園

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7

桃園：花卉休閒農場

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草悟道、美術園道、人

文茶館

台南：台南花季（阿勃勒大道、白河蓮花季）、

台南十鼓文化村、奇美博物館

高雄：橋糖文創園區、駁二藝術特區、旗津、情

人觀景台、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新

崛江、夢時代、義大世界

南投：台灣地理中心碑、霧峰地震博物館、日月

潭國家風景區（遊湖、自行車、空中纜車、

九族文化村）、台一生態休閒農場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新北：黃金博物館、水金九（水湳洞、金瓜石、

九份）

台北：台北清真寺（禮拜或參加主麻日活動）、

台北 101、信義商圈、松山文創園區、西門

町、五分埔

台北：陽明山國家公園賞花

建議景點

建議景點

建議景點

建議景點

建議景點

建議景點

台北

⬇
離台

宿：桃園

穆斯林推薦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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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 7 天 6 夜

DAY2

DAY1

DAY3

DAY4

DAY5

DAY6

DAY7

抵達台灣 晚餐（桃園／台北）、飯店 CHECK IN

台北

⬇
宜蘭

宜蘭

⬇
花蓮

花蓮

⬇
台東

台東

⬇
台北

台北

⬇
離台

台東

台北：中正紀念堂、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清真

寺（禮拜或參加主麻日活動）

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蘭陽博物館、金車蘭

花園（DIY活動）、礁溪溫泉

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花蓮海洋公園或出海賞

鯨豚、七星潭風景區、新光兆豐休閒農場、

立川漁場

台東：加路蘭遊憩區（近距離看太平洋）、國際

地標（吹海風、賞星空）、鐵花村（文創

市集、現場音樂表演）

台東：三仙台風景區、小野柳風景區、比西里岸、

池上伯朗大道

台北：台北 101、信義商圈、松山文創園區、華山

1914文創園區

台北：陽明山國家公園賞花

建議景點

建議景點

建議景點

建議景點

建議景點

建議景點

午餐：台北  晚餐：宜蘭  宿：宜蘭

宿：桃園／台北／新北

午晚餐：花蓮  宿：花蓮

午晚餐：台東  宿：台東

午晚餐：台東  宿：台東

午晚餐：台北  宿：台北／新北

午餐：台北／桃園

東部 5 天 4 夜

DAY2

DAY1

DAY3

DAY4

DAY5

抵達台灣 晚餐（桃園／台北）、飯店 CHECK IN

台北

⬇
花蓮

花蓮

⬇
宜蘭

宜蘭

⬇
台北

台北

⬇
離台

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七星潭風景區、新光兆

豐休閒農場、立川漁場

花蓮：花蓮海洋公園或出海賞鯨豚

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蘭陽博物館、金車蘭

花園（DIY活動）、礁溪溫泉、休閒農場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士林官邸、台北探索館、

京華城、美麗華百樂園、台北市立動物園、

觀光工廠

台北：陽明山國家公園賞花

建議景點

建議景點

建議景點

建議景點

午晚餐：花蓮  宿：花蓮

宿：台北／新北

午餐：花蓮  晚餐：宜蘭  宿：宜蘭

午晚餐：台北  宿：台北／新北

午餐：台北／新北／桃園

● 備註 
1. 早餐一般為自助式，請協調住宿旅館設立清真餐點區域或另以套

餐方式提供（例如：西式－吐司、麵包、美式咖啡、鮮奶、煎蛋、
生菜沙拉、新鮮蔬果，或中式－清真牛肉麵、清粥、白煮蛋、清
炒時蔬等）。

2. 午晚餐若不克安排認證餐廳，建議可安排無宗教色彩的素食餐
廳。

3. 行程可視各目標市場的不同需求來調整，以符合實務操作，不要
排得太密集，建議每天上下午最多各 2 個景點，以維持旅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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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待穆斯林旅客的行程中，最大的難關就要屬餐飲與禮

拜這兩大部分，只要能克服這兩點，並在行程中避開一些

會觸犯禁忌的地點，就可以讓旅客輕鬆遊玩、盡興而歸。

溝通與連繫

了解客人是來自那個地域／國家的穆斯林以及其風俗習慣。

是否了解客人用餐需求，如屬 HALAL meal、Muslim-friendly 

meal，或是 Pork free等。

飯店餐廳、Muslim-friendly餐廳特別需要提早時間預訂，先

告知為穆斯林團體，好方便業者準備食材與相關服務。

是否與接待穆斯林的餐廳（旅館早餐、午晚餐餐廳）在事

前做好充分溝通，提供餐點合乎規範與需求，並安排好禮

拜空間與相關設施（禮拜毯、小淨設施等） 

若行程中無法選擇認證餐廳，需前往素食餐廳時，要避免

宗教性質的素食餐廳；若有需要訂購盒餐，可視需求洽認

證餐廳或認證之外燴業者。

通知住宿飯店入住旅客為穆斯林，並確認飯店內有無祈禱

室／客房內有無提供禮拜相關設施（麥加指標／禮拜毯／

淨下設施）。

用餐

於 Muslim-friendly餐廳／旅館餐廳用餐時，以安排獨立用餐

空間為佳，餐具需使用專用餐具（或一次性）。

若為自助／半自助餐點時，請儘量將肉類區域分開放置，

避免夾子沾染，若有獨立的穆斯林餐點專區更佳。

午餐時間由於接近穆斯林禮拜時間，可於此時段安排利用

餐廳其它空間進行禮拜為佳。

導遊也要注意領隊是否為穆斯林，以免同桌用餐時不小心

觸犯禁忌。

若用餐地點之廁所沒有淨下設施，可於廁所內放置水瓶方

便客人使用。

住宿

客房內是否有麥加指標，浴室是否有淨下設施、免治馬桶。

MINI BAR要撤除酒精飲料與違反伊斯蘭教義的食品。

客房內的刊物、電視頻道要避免有情色相關之內容（頻道

有鎖頻管理）。

房間內的裝飾物或者是沙發、桌、床具組避免有人物或動

物的圖案或雕像等。

若遇齋戒月期間，需通知飯店提早準備早餐，或是前一晚

依客人需求準備食品。

遊覽車

車內避免擺放宗教性、人像及動物像物品，如佛像、經文、

香爐等。（請參考 P13）

注意車上播放影片是否適當。（請參考 P13）

行程

穆斯林在國外旅遊時，多會選擇於清晨及傍晚祈禱，因此

行程安排儘量於傍晚回到住宿處。

行程設計上要避免走馬看花的行程，一天以 2~3個景點為

佳。（請參考 P13）

行程中是否有不適合穆斯林前往的地點或商家。（請參考

P13）

有無安排清真寺的參訪行程（特別是遇主麻日時）。前往

各清真寺參訪時請事先聯繫預約。

註 : 因各地穆斯林的需求會有些許出入，因此應儘量徵詢當事人

需求，提供協助與服務。

穆斯林接待 -Check 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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