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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
—
—

September, 2017                桃園市長

轉
屋
下
，

後
生
人

台三線 從早期的族群界線 到茶產業紐帶 連結
了客庄村落 有著義勇軍保護 土的精神 孕育了
台灣文學 譜出台灣歌謠 曾經是那麼繁華一時

這條貫穿南北的內山公路 桃園的起點在龍潭 而
桃園也是台灣客家第一庄 台灣客家最大庄 沿線
優美的景色 真 的文字 動人的樂曲 客家人
猛打 的身影 都是浪漫的景象

我們正在努力 打造這條浪漫的台三線 吸引年輕
人返 認識自己的土地 把傳統的光榮找回來
讓客家文化復興

升格兩年半來 我們努力讓客家走入生活 我們推
動客家美食認證 就在前幾天 客家米篩目才與跨
海而來的日本讚岐烏龍麵來了場美食 PK 我們也
透過客家音樂 客家微電影 客家桐花祭 客家文
化節 客家義民節等豐富的活動 讓客家成為流行
文化

我們也要讓客家結合城市 以歷史悠久的茶產業為
基底 推動客庄茶故事園區 訴說客庄與茶的故
事 規劃乙未戰爭紀念公園 鍾肇政文學生活園

區 鄧雨賢台灣音樂紀念館 讓客家的故事就是城
市的故事

桃園是台灣的門戶 客家是台灣的亮點 除了台三
線 桃園從山到海 從城市到 村都有客家文化的
足跡 我們正在打造以工藝為主的崙坪客家地景公
園 以及充滿海客特色的永安客家地景公園 展現
桃園客家文化的多元性

9月號的 桃園誌 是 路的三部曲 最後一個篇
章 轉來打幫 在客語的意思是 回來幫忙
有了文化認同與共同的歷史記憶 才能吸引青年回
耕耘

其實 近年已經有許多年輕人選擇返回客庄 有的
人選擇開店 為客家的飲食文化創造新面貌 有的
人選擇深耕在地 研究客家文學地景 有的人自主
投入客庄改造 賦予客庄新的元素 這些年輕人為
客家努力的身影 正是最浪漫的景象

而浪漫台三線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要為年輕人們打
造一條擁有浪漫夢想的希望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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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B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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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廖靜清 · 攝影 施純泰 賴建宏 吳金石

繁忙的中 火車站周邊 有許多口碑餐廳和特色
小店 例如客家滋味 阿桃的店 開幕不久的
咖 店 小舊閣樓 超過一甲子的 益新冰果室
等 沿著老街溪自行車步道騎乘 YouBike 可以來
杯青草茶 或停留溪畔咖 店 澱片刻 還可以
走訪百年仁海宮 來一 人文巡旅

Green Travel ———

36.7 YouBike

小舊閣樓提供法式甜點及咖 滿足饕客味蕾



Green Travel 05          

阿桃的店 原本在中 第一市場營業 在市場拆
除重建期間 搬遷到民生路上 老 邱秀桃原本
從事冰品販售 2005年接手阿姨在第一市場地下
室的麵攤 陸續增加許多招牌客家菜色 並嚴選
食材 像是夏天使用復興區的竹筍 湯圓和 條
使用純米磨製 甘醇的湯頭 則是以土雞 鵝肉
和豬大骨熬製 肉品特別選用中 黑豬 口感 Q
彈甜脆 來阿桃的店 絕對不能錯過招牌客家大
湯圓 經由手工製作糯米外皮 再用小火慢炒新
鮮內餡 加上現爆油 端上 香氣四溢

此外 每到端午節 除夕等重要節慶 阿桃的店
也提供預購粽子 年菜服務 熟客笑說每道菜都
是推薦料理 邱秀桃則謙虛表示 做菜沒有祕訣

只有 用心 兩個字 也因此阿桃的店生意總是
絡繹不絕 阿桃的店以平實價格的手工菜 帶給
客人最道地的客家料理

沿著老街溪自行車步道騎乘 YouBike 適合用自己的節奏 悠晃一整天

招牌客家大湯圓是由手工製作糯米外皮 端上 香氣四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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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tro

轉往百公尺外的老街溪畔 5月甫開幕的小舊閣
樓 佇立在河岸一隅 以復古空間和時尚餐飲
成為熱門的老屋餐酒咖 店 年輕職人黃律翔
畢業於高雄餐旅大學西餐系 曾和朋友一起在台
南做烘焙 賣法式餐點 如今回到中 家 圓夢

屋內刻意保留的斑 牆面 是黃律翔希望讓客人
感受到的歲月痕跡 從各地找來的鹿角蕨 復古
沙發 手工老物件 加上木作 椅家具 營造出
活潑而不失溫度的輕工業風 天氣晴朗時 打開
一樓的大片落地窗 宛如置身浪漫巴黎河畔 午
後來一份柚香藍莓塔 橙香戚風蛋 搭配單品
手沖咖 享受愜意的悠閒 華燈初上時 小舊
閣樓散發出另一種迷人風采 舉目眺望 城市光
影流轉 盡收眼底

祖應堂是中 第一家青草店 裡頭中藥多達數百種

老街溪畔旁的小舊閣樓 傍晚散發出迷人風采

老街溪周邊是青草藥店的集散據點 店家林立形
成了青草巷 位於中正橋頭的老店祖應堂青草店
已經營業超過半世紀 第二代接班人傅徊春傳承
老店樸實經營之道 從小耳濡目染 對青草 各
種中藥保健食材的豐富知識 有如活字典 祖應
堂青草店內一袋袋藥草堆疊到頂 琳瑯滿目 騎
著 YouBike到這裡 可以帶上幾瓶店內販賣自製
的青草茶 苦茶 仙草原汁 清涼降火

200

從老街溪騎往環北路 到新街溪河濱步道途中 會
經過中 最古老的媽祖廟 仁海宮 因位於新街
里 當地人慣稱 新街廟 仁海宮創建於 1826
年 位處市區南北要道 歷經五度重修 是中 的
信仰中心

在仁海宮除了可以祈福許願 一定要仔細看看傳統
建築的工藝精巧 不論石雕 木雕 彩繪 剪黏藝
術等 都極其精美 今年仁海宮 更有苗栗縣頭份
鎮江敏吉家族 捐贈的全台最大 香媽祖雕像 成
為重要的鎮殿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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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超過一甲子的益新冰果室 招牌經典三色冰 用料實在 口感綿密細緻

仁海宮創建於 1826年 是中 的信仰中心

騎回中 車站 最後必到復古懷舊的益新冰果室
品 在地人推薦的古早味 創始人吳義橋開業超
過一甲子 目前由兒子吳禮芳接手 第三代接班
人吳智揚已經跟在父母身邊學習 和大型冷凝機
搏感情 將 果 芋頭和紅豆 綠豆等食材攪出
綿密細緻的口感 經典口味三色冰 綠豆 紅豆
芋頭還保留顆粒的口感 每一口都是真材實料
店裡的超級 果爽和枝仔冰也很受歡迎 新鮮

果和 果綿綿冰一層一層堆疊 光視覺就是一大
享受

夏末初秋騎乘 YouBike 體驗傳統好滋味的老店魅
力 也能感受中 都會區的新氣象 邊吃邊玩
用自己的節奏 悠晃一整天

▂

｜ ADD－桃園市中 區民生路 62號 TEL－ 03-422-4781
HOURS－ 08:30-14:00 16:00-19:00 週三公休

｜ ADD－桃園市中 區民生路 109號 TEL－ 03-422-8400
HOURS－ 13:00-02:00 週四公休 FACEBOOK －小舊閣樓 glow

｜ ADD－桃園市中 區中山路 361巷 34號 TEL－ 03-492-
9032 HOURS－週一至週六 07:30-20:00 週日 07:30-17:00 

｜ ADD－桃園市中 區延平路 198號 TEL－ 03-452-3356 03-
461-1389 HOURS－ 05:00-21:00 FACEBOOK－中 仁海宮 -新街廟

｜ ADD－桃園市中 區和平街 15號 TEL－ 03-425-9697
HOURS－ 08:0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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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yuan's Vision———

4,000

3 2 8 25 1

撰文─陳婉 · 攝影─賴建宏

今年上半年 桃園機場進出旅客 2,201萬人次再
創新高 今年的全年度旅運量可望達 4,500萬人
次 面對龐大的載運量 機場捷運發揮了比預期
更高的疏運能量 通車半年來 日平均運量達 5.5
萬人次 其中 出入境旅客約為 2.4萬人次 約占
機場每日旅客數的 25 機場捷運的通車 不僅
有助紓解國道交通 也為機場營運帶來加分效果

機場捷運通車半年 輸運人數已占桃機旅客數 25% 短期目標將再提升

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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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桃園機場公司總經理蕭登科表示 桃園機場這幾
年運量成長 有許多綜合因素 包括國內觀光環
境改善 國人出國旅遊增加 使得客運量加速成
長 以往桃園機場主要靠國道二號疏運旅客 但
在班機起降尖峰時間 車流相當壅塞 機場捷運
通車後 國道塞車情況有明顯改善 此外 對
於改善黃牛攬客的情況 也有幫助 蕭登科說

桃園捷運公司總經理陳凱凌指出 機場捷運有兩
大需求端 出入境旅客 以及雙北與桃園的通勤
族 占比約為 50% 37% 桃園機場第三航廈預
定 2020年完工 屆時旅客數會再向上攀升 但機
場週邊道路已很難再擴充 勢必要採取分流策略
機場捷運就扮演重要角色

蕭登科表示 桃機與桃捷關係越來越密切 尤其
A1台北車站提供預辦登機服務 對於紓解機場登
機作業有所幫助 但目前僅適用於華航 長榮
華信及立榮 全亞洲航空預計 10月加入 也正積
極爭取其他的航空公司加入提供此服務 此外
由於清晨 5點開始就是桃園機場報到的尖峰時間
桃機與桃捷也正在討論 在不影響捷運維修作業
下 是否可能將機捷發車時間提早 進一步提供
乘客更便利的服務

陳凱凌也呼應 機場捷運與桃園機場可說是唇齒相
依 機場捷運提供的預辦登機服務 能減少機場報
到作業的等候人數 提升服務品質 此外 現階段
短期目標就是在 安全無虞 系統穩定 基礎上
提升旅運量 期望能達到桃機每日旅客數的 30%

安全無虞 系統穩定 是桃捷追求運量提升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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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降低民 開車機率 也有助於減少 排放量

陳凱凌也說 軌道是百年建設 住商區位向車站
集中 也攸關都市計畫 但路網需擴充 整合
才能提升民 搭乘的意願 台北捷運就是最好的
例子 多線通車後 路網綿密 準點率高 民
習慣它的便利性 自然會減少騎車 開車 不只
能提升運量 更能達到節能減 的效益 他也以
日本為例 所有軌道系統都要達到安全 穩定
乾淨 準點率逾 99 誤差趨近 15秒 這正是
台灣軌道業所追求的 只要讓民 信任 搭乘
意願就會提高

桃園機場旅客運量已突破 4,000萬人次 正式晉升 級國際機場

.............................................................................................................................................................................................

機場捷運營運半年 累積旅客人次就突破千萬
也證明北北桃之間的軌道交通需求確實存在 目
前機場捷運僅一條線 未來將延伸至台鐵中 車
站 再與捷運綠線串連 延伸到八德 也連結到
桃園火車站 更將經由捷運綠線 銜接捷運三鶯

線，延伸至新北市與台北市 整個 口字型 捷
運路網形成後 將增加轉乘便利性 完成北北桃
小時軌道生活圈 這也突顯出 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 中 軌道建設的重要性 蕭登科認為 捷
運的時間可控制性最高 也最環保 有了完善的
捷運路網 就能引導更多人搭乘機場捷運出入機

桃園機場引進自

助報到櫃台 朝

智慧化機場的目

標邁進

機場
捷運在通車初期 就推出 4G Free 
WiFi 高鐵 北捷也陸續開通 加
上全台各地廣布WiFi熱點 未來
路網結合物聯網 整合為 智慧型
交通系統 民 只要用 App一
就能輕鬆掌握搭乘路線 安排行程
將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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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科技進步 桃園機場將引進更多自
動化設施 加速旅客通關速度 朝智慧機場的目標邁進 ─桃園機場
公司總經理 蕭登科

── 軌道系統需建立信任感 民 才願意搭
乘 桃捷會在安全無虞 系統穩定的基礎上提升運量 ─桃園捷運公
司總經理 陳凱凌

桃園機場的旅運量 從 1979年營運之初的每年幾
百萬人次 到達目前的 4,000萬人次的服務規模
據交通部估算 桃園機場到 2042年旅客量將達
8,600萬人次 未來在第三航廈加入營運後 年旅
客容納量將大躍進 因此 桃園機場將引進更多
自動化設施 加速旅客通關速度 朝 智慧化機
場 的目標邁進

蕭登科說 國外標竿機場各有其優點 因國情及條
件不同 桃園機場不會刻意移植他國做法 但會汲
取成功經驗 作為改善方向 桃機被冠上 國門
兩字 責任重大 有錯誤就改進 不會自我感覺良

好 他表示 桃園機場服務績效並不遜於其他國
際機場 但針對任何意見 都會正面思考

而桃捷公司則構思異業結盟 和國內外旅行社合
作 推出 機 酒 捷運票 優惠方案 刺激旅客
多利用機場捷運進出機場 陳凱凌也說 另一個
策略是票務整合 例如因應世大運 與台北捷運合
作 發行聯合套票 鼓勵來台參賽的選手 國外旅
客及觀看比賽的民 搭機捷為世大運加油

桃園機場與機場捷運的加乘效益 讓國人與國際
旅客出入境台灣越來越便捷 兩家公司也致力提
升服務品質 擦亮國家門戶招牌

▂

PROGRESS TO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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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董昱 · 攝影 董昱

Cover Story ———

從族群界線到
客庄紐帶

起初 台三線其實不是一條完整的道路 而是一條
動態變化的交界線 最早可回溯自清代所謂的 番
界 1684年 漢人大舉來台拓墾後 原 漢之
間的衝突頻傳 為了維護秩序 清廷從北到南陸續
畫出紅色 藍色 紫色等界線 將族群分開治理
日治時期 這樣的界線劃分仍延續 但逐漸浮現出
近代 交通 的意涵 台三線轉化為對外連結的紐
帶 而早期客家人來台時 較好的土地已經被開
墾 只能另外擇地發展 客家人為台三線桃園段早

在台灣西部縱貫山脈的山 下 台三線是串連各城
鎮的要道 在桃園 台三線則是往來客家村落的內
山公路 村落城鎮因而發展 如今 從台三線延伸
出的客家聚落 老屋 古道 是客家文化的資產
浪漫 正在復興中



日軍 在虎頭崗的戰場上 義勇軍奮力而戰 第
三場 龍潭陂之役 當時日軍攻到龍潭 火燒
龍潭街 龍潭街上一片火海 但義勇軍並未撤退
73人最終被日軍以刺刀處決 當地人將遺骸建為

73公忠義廟 為之弔念 而第四場 大
之役 日軍火燒大溪老街 許多無辜百姓遭受
波及 這四大戰役 戰況非常慘烈 但成功牽制
日軍 延日軍長達兩個月時間

客庄好茶
是地景也是人文

位在中豐公路起點的龍潭 因為丘陵地形與濕潤
氣候 加上排水良好的紅土地質 為茶樹種植提
供了優良條件 早在清朝時期 茶葉就是跨國貿
易的重要商品 當時龍潭的茶園集中於高原村與

茶產業 是台三線桃園段的味覺地標 龍潭區尤其是產茶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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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開墾的主力 使得現今台三線以東分布以原住
民族為主 台三線上及以西則分布客家族群居多

1895

提到台三線的歷史故事 不能不提 1895年的乙未
戰爭 1894年甲午戰爭後 台灣被割讓給日本
隔年5月 日軍從澳底登陸 長達5個月的戰役中
先是台北城的陷落 後是從桃竹苗到八卦山的戰
役 最終則是南台灣 而日軍遭遇最大的抵抗
在於桃竹苗地區 在桃園發生的 大 尾之役
安平鎮之戰役 龍潭陂之役 大

之役 四大戰役 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第一場 大 尾之役 桃園的義勇軍在沒有武
裝的情況下 強烈抵抗裝備槍砲的日軍 造成非
常多損傷 第二場 安平鎮之戰役 成功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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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村 到了日治時期 龍潭茶葉的年產量幾乎
占了全台灣產量的 10% 至今 龍潭的 龍泉茶
仍列名台灣十大茗茶

與此同時 日本政府對茶葉的栽植 烘焙 行銷
進行制度性的整合 1926年在大溪成立 角板山
工場 即大溪老茶廠的前身 採用新式機械
化製茶 讓產量提升 茶葉的產銷體系也逐步邁
向現代化 在這一波產業成形中 台三線上的客
家庄也紛紛投入製茶產業 進而成為聚落的經濟
核心 也讓 客庄即茶庄 成為台三線上的地景
與人文風貌

客家人勤奮的天性 依著丘陵拓墾 並引進原
種茶和製茶的技術 著名的東方美人茶 獨特的
酸柑茶 置於山林小徑的奉茶亭 都是客庄生活
的飲食文化 隨之發展的採茶歌和採茶戲 更讓
客庄文化遍地開花 讓客家的茶文化更磨亮 桃

園市政府規劃於龍潭打造 客庄茶故事園區
也已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並獲得約 4億元預
算挹注 將結合歷史人文 文化體驗及景觀特色
講述客家人與茶的故事

三坑老街至今完整保留了傳統客家聚落的樣貌 有如世外桃源

台三線內山公路 是中央山脈 下各城鎮的聯絡要道



18世紀末葉 龍潭三坑就有漢人設置軍事隘口
作為土牛溝的代表 在大漢溪水位豐沛時 三坑
就藉著水運的優勢 帶動龍潭地區的開墾 翻閱
台灣經濟作物發展歷史 龍潭的地理位置非常重
要 是舊時茶葉運送古道的終點 也是水路運輸
的起點 過去桃竹苗的茶葉產量占全台 60% 經
由古道運送至龍潭 再轉往三坑的古渡船頭送到
大溪 乘著大漢溪的水流至台北大稻 外銷各
地 形成綿密的運輸網絡 河面千帆過盡 堤岸
人聲鼎沸 都是曾經擁有的繁華風景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長蔣 安指出 台三線很
早就扮演著茶葉運輸的重要角色 如今 三坑雖
已無水運轉運站的功能 卻仍完整保留了傳統客
家聚落的樣貌 蔣 安也說 台三線桃園段除
了有廣大的茶園 傳承數代的老茶廠 為了運輸

茶葉所延伸出的特色古蹟建設 更讓台三線承載
了歷史文化的意義 像是日治時期所修建的大
平紅橋 其實就是通商古道的必經之路 同時也
逐漸完成今天台三線的基本輪廓

打造浪漫台三線
重新認識土地的價

隨著工業化時代來臨 以及全球化的貿易競爭
台灣茶產業面臨了嚴酷的生存考驗 不可諱言
台三線上許多客庄 如今都面臨許多困境 年
輕人外流 教育資源的城 差距 加上就業形態
的轉變 台三線作為許多客家青年的原 不能
讓人看不見希望 台藝大古蹟藝術修護學系陳
邦畛教授說

古意 然的大平紅橋 昔為台三線通商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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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邦畛認為 政策的起點 是思考如何讓人在這
裡看見希望 並且願意回來以尊重土地的方式生
活 一面延續傳統 同時創造新的在地感

對於觀光這個議題 我們都必須非常小心地思
考和面對 李永得與陳邦畛都強調 台三線具
有許多珍貴的歷史和文化資產 搭配優質的觀光
和旅遊行銷 或許能帶來短期的商機 然而
我們必須思考更長遠的議題 李永得解釋 過
去政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地方不乏自我行銷的
經驗 但回頭來看 那些政策或許能為地方帶來
觀光人口 卻沒有真正建立起能長遠維持地方自
給自足的機制 以致人口外流的問題沒有減緩
年輕人仍然不願意回家 生活 因此 觀光應該
是茶產業的附加價 浪漫台三線 的核心
不僅能振興地方經濟 更要讓在地市民找回昔日
的自信 讓年輕人願意回到家 傳承榮光

青年返 打
人，是最浪漫的風景

浪漫台三線 希望吸引青年返 投入地方經
濟活動 創造新客庄人文復興 事實上 近年已
有許多桃園青年選擇留在家 耕耘 以自己的力
量改變地方 例如知名的 晴耕雨讀 小書店
創辦 龍潭人 臉書社團的張智宇等人 茶山行
則透過分享茶知識及提供時尚的品茗空間 吸引
年輕世代更願意認識茶文化 過去 客家族群艱
辛開墾的 硬頸精神 已注入了珍惜文化傳承
的新價 主張

看著年輕人為了地方奮鬥 還有什麼比這更浪
漫的 陳邦畛接著說 在這股返 的熱潮中
他希望政府也能在政策端提供更好的支持 讓年
輕人可以盡情揮灑 為地方創造更多可能性

認知到地方產業文化轉型是現階段最重要的課題
新政府以 浪漫台三線 計畫為轉型與創新的平
台 浪漫台三線 是一個以產業為核心的復
計畫 客家委員會主委李永得 舉法國葡萄莊
園和南美洲的咖 莊園為例 這些地方之所以
浪漫 是因為一個地方能 透過一個產業 形成
當地特有的文化與生活方式 進而讓人感受到浪
漫的氛圍 李永得指出 經過了長時間的研究
和考察 客委會決定以茶產業為核心 復興台三
線文化

真正的 浪漫 就是能看到人們在這邊生活
並且用一種更開闊的態度 來認識土地的價

茶山行 走文青時尚路線 盼吸引年輕人認識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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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三線從龍潭 平鎮延伸到中 大溪 一路往
南串聯到新竹 苗栗 台中 這一條結合 慢活
慢食 慢遊 的休閒生活大道 孕育珍貴客家文
化 除了茶文化 還有豐富的音樂及文學

近年來 桃園市政府努力在文化領域深度耕
耘 蔣 安分享道 透過名人紀念館的軟硬體
建設 向所有人介紹客家文化的內涵與歷史 像
是台灣歌謠之父鄧雨賢的台灣音樂紀念館 台灣
文學之母鍾肇政的文學生活園區 都將是台三線
上的浪漫亮點 鄧雨賢是客家子弟 卻以福
語歌曲譜下了許多世代傳唱的作品 像是耳熟能
詳的 四月望雨 ─ 四季紅 月夜愁
望春風 雨夜花 等等 而 台灣文學之

母 鍾肇政則以真誠的文字 書寫台灣的歷史
大家耳熟能詳的 魯冰花 大河小說 濁流三
部曲 台灣人三部曲 等 都是台灣最珍貴
的人文資產

浪漫的核心精神 是人 李永得堅定地說 比
台三線更浪漫的 是台三線上的人 在台三線
的悠悠歷史中 人 才是主角 正是因為有著無
數人前仆後繼地來到這裡 才能共同累積和創造
這美好的一切 他說 透過茶葉 年輕人 以及
更多的政策資源 浪漫台三線的計畫 希望能找
回地方的希望與認同感 重新點燃人們 創造光
榮 的精神 他相信 只要能 讓人願意回到這
裡生活 故事和光榮就會延續

▂

客家子弟鄧雨賢 寫下許多耳熟能詳的歌曲

台灣文學之母鍾肇政 以真誠的文字 書寫台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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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婉 杜韻如 · 攝影─賴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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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區 9月將出現新地標─龍潭行政園區 未來
區公所 戶政事務所都將遷入 園區內還包括龍
潭派出所 衛生所 消防分隊 以及桃園市立圖
書館龍潭分館 鄧雨賢音樂紀念館 將形成龍潭
新的觀光亮點 而園區的綜合行政大樓以及市圖
龍潭分館 由知名設計團隊十方聯合建築師事務
所打造 將打造別具風格的建築 得拭目以待
這項龍潭新建設的重要幕後推手─桃園市議員徐
玉樹表示 園區興建完成後 市民辦理業務不但
更便利 以綠色 休閒 親民為設計主軸的園區
更是民 從事休閒活動的舒適場域

要完成如此重大的地方建設並不容易 而對於任
何提案都抱著 而不捨精神去落實的徐玉樹 自
有一套 SOP 先觀察 聆聽地方需求後 他才做
出完整提案 積極突破會勘階段面臨的瓶頸 再
到完成規劃 尋找財源 最後驗收 所有環節都
要確實掌握 才能讓每個案子順利執行 徐玉樹
也表示 龍潭區是個低密度人口區域 在地居民
最需要的是完善的生活機能 所以要建立良好的
交通 治安 秩序與整潔 才能讓市民安居樂業

用心承擔 使命必達 擔任國民黨團書記長
的職務 徐玉樹秉持嚴謹態度 尤其對於預算的
把關更為謹慎 把每一分錢花在刀口上 讓桃園
市民能享受到更優質的軟硬體建設

徐玉樹議員多年來秉持著 而不捨的態度 致力完成桃園市民的付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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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議員陳治文是桃園媳婦 在此落地生根後 進而
身為市民服務 擔任市議員以來 爭取 YouBike

在大溪設置站點 配合木藝生態博物館及山豬湖
生態園區 未來可以提高大溪觀光效益 陳治文
也爭取興建國民運動中心及老人會館 兼顧年輕
人及長者需求

陳治文表示 未來將督促市府活化大溪埔頂營區
設置客運轉運站 社會住宅 並結合崎頂慈光眷
村設立全國眷村文創圖書館 保存桃園眷村文化
也期盼設置 醫療 -長照專區 改善醫療照護
不足問題 另外 目前市府積極爭取納入 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 的 大 溪水與綠休閒園區計

陳治文議員深度關注大溪各項建設 曾爭取 YouBike在大溪設置站點

畫 包含 築堤防護 含防 道路 石
門原水專管專用 堤防綠能 等功能 陳治
文表示 其中的防 道路將能疏解進出大溪車潮
具有很高的交通效益 而陳治文也持續爭取大溪
交流道與 津橋的直達道路 並期盼連結台 66快
速道路與北二高大溪交流道的系統交流道工程能
盡快完成 讓往來大溪的交通更為順暢

身為民進黨團總召的陳治文表示 今年是桃園建
設年 也是考驗市府團隊效能的一年 黨團議員
將全力協助市府團隊推動市政 也扮演府會溝通
橋 讓府會和諧 市民有感 希望桃園 進
步城市 這是陳治文對於未來的期許 表示
將持續關注各項市政 打造桃園成為一個宜居樂
業 幸福快樂的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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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議員張運炳是內 在地人 對 里情感深
厚 除爭取欣榮焚化廠每年的回饋金 以及焚化
廠週遭的居民享有環保減徵 房屋稅優惠外 也
推動設置桃園的首座天幕籃球場 為年輕人拓展
運動空間 而中 文化公園天幕球場也在他的督
促下完成 用 無論下雨或夜間 市民朋友都能
盡情打球 使用率超高

張運炳深耕內 地區 他指出 內 人口已突破
10萬 有桃園最早開發的工業區 還有內 高中
及元智 萬能兩所大學 經濟與文教機能完善
加上鐵路 縱貫線經過 也有公車直通桃園市區
與新北市 而 8月剛開通的 208公車 經過高鐵
桃園站 內 及八德 提供便捷轉乘服務 未來

在鐵路地下化後 將在中 與內 之間增設中原
站 交通網絡更為完整暢通 許多發展指日可待
他也持續積極奔走 內 之心 內 變身改造計
畫 盼讓內 地區有更便利的交通聯結 並配
合 中原創業村 的規劃 幫助青年圓夢

迎向桃園新視界 動內 新都心 張運炳
說 桃園目前有 三鐵一場 台鐵 捷運 高
鐵及桃園機場 希望未來還能加上 一港
提升竹圍漁港的功能 方便大型郵輪靠岸 並從
建設往來機場到竹圍港間的鐵路 強化桃園作為
台灣交通樞紐的地位

身為市議會無黨聯盟總召 張運炳向來秉持中立
協調者的立場 當選做的好 選票不用討 藍
天加綠地 福利乎大家 他期許與兩黨合作
落實政見 才是民 之福

▂

桃園各地將建置 14座天幕球場 張運炳議員相信可大大提升市民的運動風氣



24          Taoyuan Story

Glo-Cal View ———

一
下
筆
都
回
到
兒
時
大
溪

漫
畫
尋

左
萱

作品獲得第 10屆日本國際漫畫賞銅獎 今年
更代表台灣參加歐洲歷史最悠久的法國安古蘭
國 際 漫 畫 節 Angoulême International Comics 
Festival 把大溪老街風光 以及台灣特有的社
頭文化 帶到全世界讀者眼前

雖然跟著父母搬到台北 左萱每年最期待的 就
是寒暑假回大溪探望祖父母 而暑假期間適逢大
溪最熱鬧的民俗祭典─關聖帝君誕辰 百年古廟

為了創作 神之 左萱足足花了兩年時間研究大溪

撰文 陳婉 · 攝影 賴建宏 · 圖片提供 蓋亞文化

田邊總是能聽見烏秋的叫聲 林間總是能聽見溪
流穿過的轟隆聲 每當聽見車子駛過的公路發出熟
悉的震動 我就知道──快到家了

七年級漫畫家左萱 以清新細膩的筆觸 創作出漫
畫 神之 上下兩集 故事背景設在故 大溪
展開年輕世代尋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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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濟堂都會舉辦盛大的遶境儀式 地方 30多個社
頭出動 上百尊神將雲集 街 讓整個大溪都沸
騰起來 對左萱而言 農曆 6月 24日關公生日
就等於回家的日子

神之 的故事以廟會活動為背景 演繹三個
年輕人對大溪的情感 裡頭有著左萱的自我投射
為了創作 神之 費時兩年取材 請教民
俗老師關於三太子出巡的姿勢 也親身觀摩社頭
拜託人讓 鑽進大仙 仔體驗 讓下筆時更能掌
握細節 也曾到傳統餅店了解大溪月光餅的製作
過程

左萱刻意將許多大溪美景安排進入劇情 例如
上集的封面是大溪老街進入普濟堂的石頭階梯
和老大溪橋 下集的封面則是新南老街的街屋
都是大溪人共同的記憶

和平 新南兩條老街是左萱最常入畫的場景 前
者為大溪名產豆干聚集地 也是觀光客必到的老
街 後者近年改造老建築開設許多咖 館與書店
營造出復古又新生的文藝氛圍 此外 建築造型
典雅的武德殿 過去為武道館 現今成為木藝生
態博物館群的一部分 都在左萱筆下呈現

特別的是 左萱還讓書中主角手裡把玩傳統陀螺
原來大溪一向是木業重鎮 木匠常會將下 料做
成陀螺當童玩 是大溪木藝的代表產物之一

左萱用自己的創意 向全世界說一個大溪的小城
故事 源自的是那份深厚的故 情懷 強烈向
讀者推薦 每年農曆 6月 24日來訪大溪 在某個
亭仔 坐下來 欣賞神氣十足的遶境活動 一定
能體會到大溪最美麗的風采

為了創作 神之 左萱花不少時間埋首大溪
圖書館 翻閱所有相關書籍和風物誌 對故鄕大
溪的歷史和文化 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說
未來如果再以大溪為創作背景 想把時間往前
推移 刻畫出一齣大溪的時代劇 對 而言 探
索故 的這份功課 必須一直做下去

▂

大溪的山水 舊橋 老街和陀螺 都被設計成為場景

左萱小時回大溪看廟會只是愛熱鬧 長大後竟成創作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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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廖靜清 · 攝影 施純泰 賴建宏

在台灣社會日益科技化後 昔日傳統戲院的電影
手繪看板近乎絕跡 保存下來的技術可以視為國
寶級傳統工藝 中 的中源戲院 是北台灣唯一
堅持保留傳統看板的戲院 一整牆巨幅畫作 由
於罕見 吸睛效果更勝電腦輸出大圖 不僅吸引
行人駐足 連日本遊客也驚 台灣還保存這種
手繪工藝

回顧走上電影手繪看板這條路 謝森山淡淡述說
小時候因家境清苦 想分擔家計 在 15歲時入行
當無薪學徒 剛開始只能打雜 在一旁 看 學
收工後經常自己留下來 用剩餘的顏料調色學畫
師傅們看他有心 對他特別照顧 一般要習藝約 3
年半才能出師 謝森山扎實的畫功很快獲得老
賞識 17歲時就獨當一面接案領薪水

謝森山白天專注工作 晚上則常與師兄從桃園騎
踏車到西門町 觀摩其他畫師的作品 為了磨

練畫功 還曾向老 請假 到台北進修 當完兵
謝森山回到桃園開業 各戲院爭相請他作畫 加
上外國片大量進入台灣 全盛時期幾乎得日以繼
夜的工作 同時也累積更純熟的實力

從少年畫到古稀 超過一甲子的繪畫功力 謝森
山三兩筆就能抓到人物神韻 比起彩色輸出 不
僅多了溫暖手工味 靈活的筆觸更能為畫面感加
分

手繪大圖最難在於正確構圖 謝森山說 首先要

Glo-Cal 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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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觀 所熟悉的影星主角 更須注意臉孔細節 考驗畫師功力 ——全盛時期 中 7家電影院都找謝森山畫看板

一幅幅巨幅看板的背後 謝森山只用 5種基本色

在帆布上打格子抓比例 然後描繪人物輪廓 接
著做細部描 上色 修色 慢慢勾勒出立體感
早期電影看板尺寸很大 需要靠好幾片帆布拼

接 那才叫考驗技術和耐性 謝森山說

戲院繁盛的年代 電影看板需求量大 美術漆供
應充足 看板逐漸沒落以後 只能改用水泥漆作
畫 謝森山現在只靠紅 黃 藍 綠 白五種基
本色 就能調出數十種色彩 而水泥漆因為乾得

很快 作畫時完全不能開空調和電扇 手 更要
快 這也讓他夏天作畫時揮汗如雨 而作品完成
後 他還要親自爬上牆面 掛看板 自己簡直
就在演蜘蛛人啊 謝森山笑著說

中源戲院的老 為這門技藝留下了創作的舞台
而中原大學藝術中心也收藏多幅謝森山的作品
還曾舉辦個展 讓大 一探幕後祕辛 認識這門
傳統工藝 為了將這項技藝傳承下去 謝森山彩
繪工作室計畫開辦看板文創研習營 讓手繪的溫
度繼續扮演美好記憶的守護者

謝森山說 這一行雖然收入不豐 但每每看到自
己的作品高掛在戲院 成就感十足 他想要畫到
拿不動筆刷的那一刻 對於繪畫的堅持和熱愛
即使已經畫了一甲子 談起手繪電影看板 仍是
眼裡有光

▂

Glo-Cal View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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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Adventure

開基土地公 十五街庄福德宮 可追溯到 1740年 清乾隆 5年 的桃園開拓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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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易 · 攝影─施純泰

田頭田尾土地公 這句俗諺描繪了台灣人與土
地公的親近性 土地公信仰源自傳統重視土地的文
化 閩南人稱為 土地公 或 伯公仔 客家人
則稱為 伯公 每逢農曆初一 十五或初二
十六 許多信 到土地公廟上香參拜 祈求平安
可以說是台灣人重要的信仰

儘管桃園市已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型為商業大都會
但藏身在大街小巷的土地公廟 仍屹立不搖地守護
著每片土地 而且有增無減

  7

即使在高速運轉的城市裡 也能發現土地公信仰與
我們為鄰 如果你站在桃園區中山路與民族路口
馬上就能見到街角一間香火鼎盛的天德祠 右前方
的民族路上 景福派出所旁有一間宏偉的明德宮
還有元德宮緊鄰中山路上 方圓 50公尺內 就有 3
間土地公廟 廟齡都在百年以上 位處繁華市街

根據升格前桃園市公所 現桃園區公所 完成的土

地公文化及民俗產業普 面積 34.8平方公里的桃
園區 就有 255座土地公廟 相當於每平方公里就
有 7座土地公廟 密度高居全國之冠

由此可見 桃園人信仰土地公的程度 從田野到市
街的變遷 更有了 街頭街尾土地公 的新說法
今年農曆二月初二 土地公生日當天 桃園市土
地公文化館 開館 也代表在地文化扎根 並以新
思維保存傳統

位在桃園區三民路 市議會對面的土地公文化館
既是文化展館 也是市民空間 兩棟樓間的一樓空
橋下的土地公廟 供奉著一大一小的土地公 以及
一尊王母娘娘

我們的小土地公 可是會出巡的 桃園市文化
基金會執行長劉子琦笑著介紹 這是全國第一間公
有土地公廟 由桃園市文化基金會營運的土地公文
化館 目前2 3樓是土地公文化常設展 介紹神像

位處市區的土地公文化館 既是文化展館 也是市民空間

土地公文化館內展出神像 祭祀 建築 廟會等相關文物 讓大 體驗
歌仔戲 布袋戲 廟 攤商 廟口技藝等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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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 中 早已被桃園人 稱為 市公

而邁入第 11年的 土地公文化節 也將於今年 9
月22日至24日舉辦 全市百尊以上土地公來此 集
氣 由 市公 領軍 與各地藝陣一起 街繞境
一連三天 舉辦捏麵人 布袋戲偶 紙雕等土地公
主題的互動體驗 還有多場劇團戶外公演 邀請市
民共賞

祭祀 建築 廟會等文物 也結合互動遊戲 讓大
體驗歌仔戲 布袋戲 廟 攤商 廟口技藝等樂

趣 認識台灣文化

土地公文化館的福德宮強調不燒香 不焚紙錢 也
不添香油錢 只要雙手合十 誠膜拜 廟內大尊的
土地公金身高二尺二寸 頭戴王 帽 原本供奉在
桃園區最古老的 十五街庄福德宮 即桃園福德

土地公文化館的福德宮是全國第一間公有土地公廟 強調不燒香 不焚紙錢也不添香油錢 只要雙手合十 誠膜拜

十五街庄福德宮被封為桃園的 開基土地公 許多土地公廟都是由此
分靈出去

ADD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一段 100號 TEL 03-
336-6860 HOURS 09:00-17:00 週一休館 FEE 免費 FACEBOOK

桃園市土地公文化館
1樓為福德宮 2 3樓為土地公常設展廳 其中 藝桃趣文創基地｣不
定期舉辦偶戲表演 故事劇場 手作課程等課程 4 5 6樓為市民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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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桃園土地公歷史 一定會談起 開基土地公
十五街庄福德宮 廟誌記載 這間位於桃園區中山
路的老廟 可追溯到 1740年 清乾隆 5年 相
當於桃園仍被稱為 虎茅庄 的開拓早期

根據建廟沿革 福建漳州府有位名叫 阿英師 的
商人 渡海來此營生 他隨身攜帶了一尊福德正神
行走後來所稱的桃園十五街庄 從大廟口庄 大樹
林庄 到小大 仔庄 新莊仔庄及大竹圍庄一帶
包含今天的桃園區 八德區 蘆竹區部分村里

據說 阿英師左擔福德正神 右擔謀生工具 所到
之處就選定一戶人家過夜 並將福德正神恭奉在其
內膜拜 讓地方人士可以一起祈福 在他過世後
地方仕紳就在舊名 公館頭 的中山路頭 安置草
供奉神像 成為今日桃園福德宮的前身

十五街庄福德宮建廟 277年以來 在桃園土地公信
仰中有重要地位 八德 桃園 龜山 蘆竹等廣大

區域的土地公廟 許多是由此分靈出去 因此 也
有 開基土地公 的稱號

全桃園的土地公廟數量 多 當然不是全由分靈成
廟 事實上 先民拓墾桃園時 基於對土地的崇敬
以簡單的 立石為社 方式 在土地上堆置三粒石
頭 展現對土地神的祭祀

早期的土地公信仰 以簡單的 立石為社 方式祭祀

快樂國小內的 校園土地公廟 奇景 也是最好的 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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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二 是廟在工廠內 護持工商業主 桃園不少
農田土地使用變更為工業區後 興建工廠 但因土
地公也是財神 工廠老 往往會在廠房內供奉 甚
至撥出廠區來奉祀

最著名的案例 是大林里桃鶯福德宮 原址因被劃
入工業區 由新業主南亞食品出資重建 廟門楹聯
甚至書寫 大恩祐民福德神 力士從業必成就
大 力 兩字正是置入該公司的代表性飲料產品

第三個特色則是廟在國中 國小校園內 成為最佳
土教材 桃園區的慈文國中 同德國中與快樂國

小 校園裡都有土地公廟 原因是學校新設時 校
方因尊重地方風俗信仰 決定原地保留校地上的神
明 形成不少 校園土地公廟 奇景

現在 熱鬧市區裡的土地公廟 從田間竹叢小廟
成為街頭巷尾的信仰中心 見證舊城區發展的變

從三粒石 到選取與人形相似的石頭為像 或者
取三粒石之一粗雕成土地公 慢慢再加入精雕的
木刻神像 土地公造型漸漸由簡單到精巧 由露
天堆石頭公走向精雕宮廟 也是另一種社會經濟
發展的縮影

參與編撰 桃氣神仙里長伯 一書的總召集人黃進
仕認為 從農業走向工商社會 桃園人重視 有土
斯有財 同時也不忘 土地之主 的精神 完全
反映在土地公廟的保存與變遷上 這也讓桃園的土
地公廟饒富特色

黃進仕特別舉出桃園土地公的三大特色 首先
是廟與改建後的新大樓共存 與社區居民共生
因為桃園外來人口多 不少田地都改建為社區大
樓 但建地若有三粒石或土地公小廟 建商在規
劃時 往往會保留社區一角作為新廟地 成為社
區的信仰中心

北門土地公廟─保德祠 東門土地公廟─厚德福德宮 南門土地公廟─鎮南宮 西門土地公廟─元德宮



桃園的農田多 早期大多數農田耕作的農者 會在田頭或是田尾供奉土

地公 以祈求風調雨順 農作大豐收

City Adventure 33          

遷 以桃仔園舊城區為例 以現今中山路為橫向中
軸線發展的 桃仔園街 自 1809年 清嘉慶 14
年 開始 陸續築起土堡 呈一橫向四方梯形古城
並開有東 西 南 北四門

雖然城門早已不存在 但四大城門口的守護神土地
公廟仍在 只要走訪桃園區新生路巷內的保德祠
北門外 東園街的厚德福德宮 東門外 南

華街的鎮南宮 南門外 與中山路上的元德宮 西
門內 4個古城門的位置昭然若揭

從廟看歷史 見證了從桃仔園街到桃園市 從農業
拓墾到工商業興盛的發展 走過歷史 始終不變的
是桃園人對土地公的 誠信仰 福多因樹德
街頭街尾的里長伯 守護著桃園人的福份

▂

DATE 9/22 HOURS 19:00-21:00 VENUE 

風禾公園

DATE 9/23 HOURS 9:00-12:00 VENUE 桃園區重點道路

DATE 9/23 HOURS 16:30-17:30 VENUE 風禾
公園

DATE 9/23 HOURS 15:00-18:00 VENUE 土地公文化館
青溪公園 市區道路 市府前廣場 風禾公園

DATE 9/23 HOURS 19:00-21:00 VENUE 

風禾公園

DATE 9/24 HOURS 15:40-17:00 VENUE 風禾
公園

DATE 9/24 HOURS 16:00-17:00 VENUE 風禾
公園

DATE 9/24 HOURS 14:00-16:00 VENUE 風禾公園

DAT 9/24 HOURS 16:00-17:00 VENUE 

土地公文化館

DATE 9/24 HOURS 19:00-21:00 VENUE 風
禾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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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吳思瑩 · 攝影 陳正國

由於穆斯林常食用的家禽 必須經過依教法規定的
宰殺程序 因此餐旅業 屠宰業 肉品供應等各
項環節 都必須經過中國回教協會的認證 經過
認證的 穆斯林餐廳 所提供的清真食品 halal 
Food 必須依據可蘭經中提到的飲食方針烹
而獲得標章認證的業者餐廳 所用的食材 調味
料 製作過程 廚房和器具 甚至是用餐場所與
餐具 也都必須符合伊斯蘭教法的相關規定

位在中 的 不一樣小吃館 以價廉味美的滇
緬料理馳名 讓許多信奉伊斯蘭教的教友一試成
主顧 距離桃園火車站 5分鐘路程的 阿里巴巴
的印度廚房 提供經過清真認證 完全不含豬
牛肉品的餐 這兩家餐廳都已深耕桃園十餘年
也深受非伊斯蘭教徒的在地客人喜愛

不一樣小吃館開業至今已 16年 位在異國料理匯
聚的中 龍東路上 老 娘張琴英 是早年從雲
南移居緬甸的華僑 後來家族陸續到台灣發展

即使在廚房持鍋拌炒備料 張琴英仍戴著穆斯林頭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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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 張琴英從表姐手上接下這家店 雖然
賣的是 小吃 但備料 製作的功夫 可是樣
樣都不馬虎

打開不一樣小吃館的菜單 每樣菜名看起來都很
不一樣 說到招牌菜 不能不提他們的獨門

料理 就是全台灣只有這裡吃得到的 唐明寶
這道菜是用嫩雞腿肉油炸切塊 接著用草果粉
天然香料 芝麻油 蛋白 油 等調味料 裝進
袋內揉拌米飯 最後配上一些炸花生 有點類似
椒麻雞的味道 但香味更獨特 唐明寶是雲南
人移居緬甸之後 研發出來的菜色 也是長輩們
在逃難時 最營養的戰備料理 張琴英補充道

由於雞肉是穆斯林料理的主要食材 因此不一樣
小吃館 特別擅長各種雞肉入菜的創意料理 滇
緬的 打 雞肉飯 跟台灣人熟悉的泰式風味
截然不同 不一樣 的打 雞肉 刮取骨頭下
方帶油脂的大塊雞肉 放入大鐵鍋裡 以九層塔

為香氣主調 再加進少量魚露 泰國醬油 蠔油
及辣椒醬拌炒 沒加任何鹽巴 因此更順口開胃
而且 一大盤只要 60元

若問 道菜最能吃出雲南風味 緬式涼拌米線
很適合夏天 清爽又有飽足感 張琴英告訴我
們 拌入蛋 豆酥 豌豆粉的涼拌米線 是緬甸

緬甸國民美食涼拌米線 清爽又有飽足感 最宜夏天

花上很多功夫料理的唐明寶 一盤飽足只要 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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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印度餐廳 內行人多半知道 阿里巴巴的
廚房 絕對是老字號了 它在台北已開業 20年
料理口碑數一數二 第一代老 蘇亞力是巴基斯
坦人 因為想在台灣推廣北印度美食 2006年又
在桃園市區開了第二家店

香料等同於黃金 好的香料 會讓人不惜用黃
金去換取 不到 20歲的蘇于程 是老 的三兒
子 架式十足的介紹起自家拿手料理 由於巴基
斯坦在 20世紀中葉 從北印度獨立出來 阿里巴
巴菜式呈現的就是北印度風味 香料是印度料
理的靈魂 客人來到這裡 無論是否為穆斯林
都能感受到印度人的熱情 吃到最道地的印度料
理

這裡的 雞肉香料飯 料理方式很特別 把用肉
桂 丁香 月桂葉 薑黃 番茄等配料燉好的雞肉
放入鍋內 再鋪上一層印度香米 半掩鍋蓋不拌
炒 讓飯慢慢吸收雞肉湯汁 等到起鍋時 盛起
白黃橙相間的肉飯 色香味具足

｜ ADD－桃園市中 區龍東路 46號 TEL 03-436-
9474 HOURS  09:00-21:00 週三公休

國民美食 就像台灣的陽春麵 滷肉飯 是當地
每家餐館的基本料理 炒 絲是採糙米磨漿製
作的米粉大火快炒 融合了醬料及檸檬的甜酸味
具有彈牙多層次的口感 綜合米干是用生熟米磨
成的米漿 混 製成 再蒸煮 吊曬 煮後盛裝
在濃郁的湯頭裡 一碗盡是濃濃思 味

即使在廚房持鍋拌炒備料 張琴英仍戴著穆斯林
頭巾 看來優雅的造型 在廚房卻得具備一流的
耐熱功力 穆斯林客人來店裡時 如果看到掌
廚的人沒戴頭巾 有時馬上就掉頭離開了 為
了讓穆斯林朋友安心享用每一道料理 不一樣小
吃館體貼客人的用意 只要你來 過 就會回味
再三

老 的三兒子蘇于程 介紹起自家料理架式十足

炒 絲乾爽甜酸 口感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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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道台灣人最愛的 燒 油雞 先用優
格軟化雞肉 再以薑黃 茴香子 綠荳 丁香
肉桂 八角 月桂葉等大量香料 漬 最後放入
爐以炭火高溫燒 送入口中時 溫熱暖香的

雞肉 非常多汁 彈嫩逼人

品 印度菜 當然不能沒有 餅 跟 雞一樣放
入桶狀 貼壁烘 的 餅 灑上新鮮蒜瓣烘製
一出爐 噴鼻蒜香四溢 搭上好料佐配 一張口
就是停不下來

這道菜的咖哩醬使用洋 番茄 不帶酸味的優
格等天然蔬果燉熬 加上濃郁的天然香料 完全
沒有羊肉的腥羶味

阿里巴巴供應的肉品經過清真認證 而且香料幾
乎都從印度進口 但主廚在製作沙拉時 仍盡可
能選用當季的台灣食材 包括有清熱效果的白蘿
蔔 台灣盛產的洋 紅蘿蔔 匏瓜 除了製做
沙拉 也拿來做甜點 讓不愛吃蔬菜的小朋友
也樂得一口接一口

穆斯林是很隨和 很團結的 看到大家能聚在
這裡享受美食 而非穆斯林的客人也因此更了解
穆斯林的飲食文化 就是我們最滿足的時刻
蘇于程看著父母 3人不約而同露出微笑 他們的
笑容 就是分享美好食物給客人的最佳註解

▂

｜ ADD－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 86號 2樓 TEL 03-
336-0882 HOURS  11:30-15:00 17:30-22:00

羊肉是穆斯林在雞肉料理之外的另一項選擇 特
級羊肉咖哩 是饕客一提到就豎起大拇指的推薦
招牌菜 拿 餅沾咖哩吃 更襯醬料的香 濃 辣

—— 羊肉咖哩配上 餅 來用餐必點 —— 不管請客或打牙祭 阿里巴巴的廚房絕對吃得賓主盡歡

燒 油雞聞起來香 吃起來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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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Ev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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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廖靜清 桃園市政府 · 攝影 施純泰

熱鬧的桃園市區 統領百貨正對面 50年來是民
服務社的所在地 在升格後財產返還市政府

開始改造變身 即將以公民會館重新開門 成為
市民的新空間

50

即將開館的桃園區公民會館現址 50年來都作為
民 服務社所使用 這起源於 1950年代 中國國
民黨在各地設置民 服務社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
下 1966年由當時的桃園縣政府所興建的建築物
作為桃園民 服務社使用 1984年 桃園縣政府
核准桃園市公所將建物及土地 無償贈與給民
服務社 作為民 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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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棟建築興建時原為 2層樓 1970年由當時的桃
園鎮公所挹注經費擴建 3樓 將 3樓提供桃園縣
新聞記者公會使用 後來轉作為記者公會的會址

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 現在也歷經了 3次政黨輪
替 2001年時 監察院便要求行政院和各級政府
必須每半年檢視公有財產贈予特定團體的案件
之後十餘年間 桃園市公所曾 7度要求返還 但
並未獲得進展

直到 2015年 桃園區民 服務社在第 22屆第 1
次臨時大會中 通過房舍回贈市府案 同意返還
市政府在同年 8月 核定將建物整修作為桃園區
公民會館 3樓作為市政資訊中心使用 並在隔年
3月 18日完成移轉 將所有權歸還市政府 成為
全民共有的財產

完成產權移轉後 市府團隊以回歸全民使用的精
神 整建為桃園區公民會館 這棟 50年的老房子
在不同時代 承載不同任務 如今 即將以新身
分再生 展現民主時代的意義

3D

走進公民會館 1樓 除了一旁吧台傳來的咖 香
右手邊看到的 是 6米 的 3D模擬城市 這是開
館策劃的第一個展覽 遊桃園 拿出手機
掃描牆面上 QR Code 可以得到一架專屬自己的
紙飛機 用手機駕駛自己的紙飛機 翔在桃園
13區特色景點上空 可以看見起降桃園國際機場
的飛機 行進中的機場捷運 穿梭在龍岡圓環的
汽車 觀音海岸旋轉的風力發電 還有石門水庫
升空的熱氣球 紙飛機可以選擇在 13區中的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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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降落 代表各區的 專屬密碼 會出現在眼前
你知道台灣的撒哈拉沙漠在觀音區 中 三寶
是 三寶 在這裡都可以為你揭密 飛行結束後
還可用手機截圖存下自己和特色景點的合影 保
留專屬的飛行經驗

策展人林明慧表示 遊桃園 的整體設計
是以機場所在的 國門之都 為靈感 以 翔天
際的飛機作為桃園意象 以 紙飛機 作為整體
視覺的設計元素 象徵乘著夢想的羽翼 行遍桃
園每一區 強化體驗者的記憶

步上 2樓 30坪 挑高約 4米的 闊空間 將提
供鄰近各里與市民的集會場所 同時 也會是創
作者的展演平台 不論是想做藝文展覽 工作坊
小型分享會等活動 未來 都能向桃園區公所提
出申請 區公所也將不定期規劃展演活動 展現
在地豐沛的生命力 更培育市民朋友 以不同的
方式認識桃園

3樓的空間 則打造為 市政資訊中心 除了保
留聯誼空間 規劃成為公民講堂外 更以互動投
影 互動機台等各種方式 讓所有人 靠近一步
認識桃園

一踏進 3樓 地面上小型地景投影 小 塘 漾
開水紋迎接大家 也設置能 閱讀電子刊物的 閱
讀桃園 機台 有 19款刊物 除了瞭解便民措施
也提供親子共讀 帶領參觀的朋友更認識桃園

拉拉山深呼吸 是由拉拉山等高線排成的 3階座椅 加上復興區特產

的 7種立體水果 可以近距離玩自拍

時光行旅 讓參觀的朋友體驗不同時空下的桃園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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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側 玩樂桃園 機台 則是與 桃園觀光導
覽網 即時同步 詢好吃 好玩 好拍的桃園
景色 看累了 拉拉山深呼吸 坐著休息
牆面上有 7種拉拉山名產 是近距離玩自拍的首
選

整面牆的 時光行旅 互動展覽 牆面上以 3種
桃園的特殊風貌 8個族群 15項城市發展軌跡
表現代表桃園的 25+1 種 專屬符號 例如
觸摸 原住民族耆老 圖案 可以看見樂信瓦旦
紀錄片 和現在已經落成的樂信瓦旦紀念公園
以及未來將持續推動的原 基礎建設 觸摸 鐵
道上的列車 圖案 則可看見建於 1905年的桃園
驛 現在的高鐵桃園站及機場捷運 以及未來的
捷運路網規劃 時光行旅 以過去 現在 未
來不同時空下的桃園 為策展的概念 讓參觀的
朋友體驗不同時空下的桃園面貌

｜ ADD－桃園市桃園區中華
路 8號·TEL－ 03-333-2313 03-333-2232·HOURS－週二至週五 09:00-
21:00 週六 週日 09:00-17:00 週一與國定假日公休

特別的是 3樓也建置了 PAC 影像中心 提
供簡易攝影棚和軟硬體設備 讓大家可以在這裡
將自己拍攝的城市 後製成自己的故事 還能運
用桃園市的有線電視公用頻道播出 除了培育在
地影像人才外 也落實公民媒體近用權 access to 
media 的精神

這幢充滿歷史意義的建築物 在新時代將扮演全
新角色 接下來 桃園區公民會館規劃推出主題
展 講座活動 以及藝文展演 打造公民參與的
多元空間 桃園區公民會館即將全新開門 請大
家密切注意開幕和營運的時間 也歡迎大家來這
裡 看見不一樣的桃園

▂

一踏進 3樓 可以看見地面上的 小 塘

——3樓 PAC 影像中心 讓大家可以在這裡將自己拍攝的城市

後製成自己的故事 —— 閱讀桃園 機台 內容有19款電子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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