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A1
Taipei Main Station

Sanchong

台北車站

A2

三重

New Taipei Industrial Park

平日09：00∼16：00每小時一
班，假日08：00∼17：30每半小
時一班。
一日券全票100元，半票50元。

A3

新北產業園區

慈湖線

Xinzhuang Fuduxin

Taishan

Taishan Guihe

台灣好行桃園線

A4

新莊副都心

A5

泰山

A6

泰山貴和

體育大學

A7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長庚醫院

A8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Linkou

林口

A9

04~07 搭機捷，遊桃園
08~09 觀光工廠，全家出動
10~11 打卡景點全出列
12~13 嚐一口多元文化料理

小烏來線

14 網友淚推中式美食

假日行駛。
桃客總站發車08：30∼13：30，
小烏來站發車10：30∼17：10。
單程採5段票計費，每段全票18
元，半票9元。一日券全票150元，
半票75元。

15 古宅喝咖啡，也喝氣質

親子樂園線

18 YouBike文青小旅行

假日和寒暑假期間行駛。
中壢總站發車08：00∼16：30，
六福村站發車09：10∼17：40。
單程採3段票計費，每段全票18
元，半票9元。一日券全票100元，
半票50元。

19 推薦住宿

16 遛小孩，看美景
17 市長嚴選在地好味

桃園線諮詢專線 03-427-2477
桃客中壢總站 03-422-2047

台灣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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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捷運
機場捷運通車後，串連台北市、
新北市和桃園市，搭機捷遊桃
園，輕鬆又方便。

桃園捷運公司

高鐵桃園車站
旅遊服務中心

時間：週一∼週五09：00∼17：00
週六∼週日08：00∼18：00
地址：中壢區高鐵北路一段6號
(高鐵桃園站一號出口旁)
電話：03-453-2921

石門水庫
遊客中心

時間：週一∼週日08：00∼17：00
地址：大溪區環湖路1號
電話：03-471-2000#100

拉拉山
遊客中心

時間：週一∼週日08：00∼17：00
地址：復興區華陵里7鄰29號
電話：03-391-2761

慈湖遊客中心

時間：週一∼週日08：00∼17：00
地址：大溪區復興路一段1097號
電話：03-388-4437(慈湖管理站)

大溪遊客中心

時間：週一∼週日08：00∼17：00
地址：大溪區頭寮店仔20-2號
電話：03-388-4437(慈湖管理站)

Shanbi

時間：週一∼週五08：30∼17：30
週六∼週日08：00∼18：00
地址：中壢區中和路139號
電話：03-426-6216

A10

山鼻

Kengkou

中壢火車站
旅遊服務中心

坑口

Airport Terminal 1

機場第一航廈

Airport Terminal 2

機場第二航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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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port Hotel

YouBike 站點查詢

A11

時間：週一∼週五09：00∼17：00
週六∼週日08：00∼18：00
地址：桃園區中正路1號
電話：03-367-3743

桃園YouBike
客服專線：03-286-8833

A12

桃園火車站
旅遊服務中心

客運公司
中壢客運公司：0800-255722
桃園客運公司：0800-053808

A13

旅遊資訊

臺灣鐵路管理局
桃園站：03-332-3304
內壢站：03-455-9725
中壢站：03-422-3235
埔心站：03-482-7100
楊梅站：03-478-2893
富岡站：03-472-3754

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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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旅館

Dayuan

高鐵桃園站03-261-2000#9

A15

大園

臺灣高鐵

Hengshan

第一航廈：03-398-2194
第二航廈：03-398-3341

A16

橫山

觀光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旅客服務中心

Linghang

Taoyuan HSR Station

Taoyuan Sports Park

Xingnan

交通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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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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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機捷，遊桃園
機場捷運通車後，從A7體育大學站起，到
A21環北站為止，總共有15站在桃園市，搭捷運暢
遊桃園，既方便又免去塞車之苦。

A8長庚醫院站
GlobalMall桃園A8：
環球A8是全台首家車站
型購物中心，一樓以複合
型店舖結合輕食餐飲，二
樓則有多家主題餐廳和甜
點、小吃店。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8號 電話：03-328-7599
營業時間：週一∼週日11：00∼22：00

A12

A11

A10

A9

體育大學

A7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長庚醫院

桃園酒廠：踏進門就能聞到酒香的桃園酒廠，除了
可以參觀製酒器具及製酒文化長知識，還能選購台灣菸酒
公司各類酒品，品嚐高梁酒香腸、紹興酒蛋等特色小吃。

A8
Chang Gung Mem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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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ou

A9林口站

林口

Shanbi

山鼻

Kengkou

坑口

Airport Terminal 1

機場第一航廈

Airport Terminal 2

機場第二航廈

A13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55號
電話：03-328-3001轉433、434、462
營業時間：週一∼週日09：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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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山鼻站
黃門飯店：鄉
民大讚高C P值的
黃門飯店，招牌泡
菜燒肉飯滋味迷
人，炸雞塊咖哩飯
則是小朋友的最愛。
店內用餐不但白飯吃
到飽，湯和飲料也無
限取用。
地址：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58號 電話：03-322-9555
營業時間：週一∼週六11：00∼14：00，17：00∼21：
00，週日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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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坑口站

位置：桃園市蘆竹區坑菓路、海山路

蘆竹坑口彩繪村：由在地居民合力創作的蘆竹坑口彩
繪村，廣達千坪的社區內，可以欣賞民宅外牆和圍牆上的
彩繪圖畫，主題從早年農村風光到卡通人物，冬天休耕期
到訪，還能順便欣賞油菜花、波斯菊花海。

A11坑口站

A11坑口站

五酒桶山風景區：全長4公里，由
5條步道串連的五酒桶山風景區，沿途
有修繕良好的石階及路網，是低難度的
登山步道，
適合郊遊踏
青。

竹圍漁港：竹
圍漁港是北桃園最
具規模的觀光休閒
漁港，入口處的彩
虹橋是著名地標。
喜愛海鮮的饕客可
以在漁會設立的漁產直銷中心採買，或直接在堤
防南側的海產街選擇海鮮餐廳大快朵頤。

位置：桃園市蘆竹區長興路一段230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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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桃園市大園區沙崙里1鄰港口7號 電話：03-383-0993
營業時間：漁貨販賣週一∼週日08：00∼18：00

必打卡

A13機場第二航廈站
位於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的復
興航棧，有空廚烘焙技術團隊打造的
幸福烘焙屋，現場現做的無糖無油系
列健康養生麵包最受歡迎，在用餐區
吃麵包還能順便欣賞飛機起降。

A13

A12

A11

下車就能直通第二航
廈的A13站，有炫目的
航點牆面設計，來此
必打卡喔！
地址：桃園市大園區竹圍里三民路一段538號
電話：03-393-6999
營業時間：週一∼週日07：3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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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高鐵桃園站
華泰名品城：全台首座美式露天
Outlet，去年底正式營運的華泰名品城
第二期，引進20款首次在台進駐的國
際品牌，其中包括聯合報創辦人王效
蘭投資的LANVIN Paris、講求機能時
尚的法國品牌MAISON PROMAX、瑞
典國際知名車架品牌THULE等。
必吃美食：莫凡彼
歐風餐廳的紅藜麥櫻桃
谷鴨胸披薩，美味與養
生兼具；以土司條搭成
的糖心疊疊樂，裡頭藏
有一粒烤棉花糖，是吃
起來趣味十足的甜點。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春德路189號 電話：03-273-8666
營業時間：週一∼週日10：00∼21：00，週六∼週日延長至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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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桃園體育園區站
桃園國際棒球場：中華職
棒Lamigo桃猿隊的主場，每到
球季皆吸引球迷湧入，快來感
受全猿主場的魅力！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領航北路一段1號
電話：03-425-0927

A19桃園體育園區站
青塘園：早年原本用來灌
溉防洪的埤塘，經過規劃整修
後，搖身一變成為水鳥悠游其中
的生態園區，園內有完善的木棧
道、觀景平台等設施，堪稱都會
叢林裡的綠洲和親水空間。
位置：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二段旁

A21環北站
新街國小日式宿舍：有83年歷史的日式
建築，早年曾是教職員員工宿舍，於2004年
登錄為歷史建築，並於隔年開始整修，歷時
4年完工。風貌典雅的日式宿舍目前為新街
國小教學使用，僅週末假日開放民眾參觀。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176號 電話：03-452-3202
07

1

觀光工廠
全家出動
桃園有28家觀光工廠及產
業文化館，數量之多為全台之
冠。來桃園玩，一定要走訪觀
光工廠。

祥儀機器人夢工廠
2

1.館內展出的1：1比例鋼鐵人，會動
也會發光。2.機器人格鬥擂台生動有
趣，連參訪的日本女高校生也愛不釋
手。3.可愛的潛水艇機器人Bobo。
3

展館佔地千坪，是全台唯一
機器人主題觀光工廠。參訪能親
自操作多種無線遙控機器人，聲
光娛樂值爆表。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461號
電話：03-362-3452轉1971、1927
票價：全票250元，優待票200元，3歲以下
孩童免費。
參訪方式：平日採預約制，20人以上團體
需5天前預約，20人以下可洽詢併團。假日
採現場購票，20人以上團體同樣需5天前預
約。週一公休。
營業時間：週二∼週日09：00∼17：00。

1

3

巧克力共和國
近40年老字號品牌「77乳加巧
克力」打造的巧克力王國，也是東
南亞第一座巧克力主題博物館。參
訪可以深入認識巧克力，還有多種
巧克力DIY體驗。
地址：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巧克力街底
電話：03-365-6555轉776、777
票價：全票200元（含抵用券100元），優
待票100元（含抵用券50元），身高90公分
以下兒童免費。每天有11：00、13：30、
15：30三場導覽。
參訪方式：可線上預約或現場報名
營業時間：週二∼週五09：30∼17：00
（售票至15：30），週六∼週日09：30∼
18：00（售票至16：30），週一公休。

2

1.每天固定三個場次的導覽，帶領參訪
者走一趟巧克力的奇幻之旅。2.原產地
在西非的可可樹，在北台灣必須種在
溫室裡細心呵護。3.經過指導，小朋友
也能天馬行空創作巧克力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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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僑桃園觀光體驗工廠

太平洋自行車博物館

可以體驗水晶肥皂古早打印，也能
報名參加小籠包DIY等多項體驗，還有多
家餐廳可以品嚐美食。

鄰近新屋綠色廊道的37年老字號自行
車博物館，館內除了介紹關於自行車的科
學知識、自行車演化歷史，還設有試乘體
驗區以及博物館商店。

自行車博物館除了收藏來自全世界的自行車，也展示多
元化的自家產品。
迷你版水晶肥皂打印DIY，打完印可帶回家作紀念。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興邦路35號
電話：03-263-0264
票價：免費入園
參訪方式：假日有10：00、14：00、16：00三場
導覽，全程約1.5小時，平日導覽需10人以上團體
於5天前預約。DIY體驗收費20∼330元∕人。
營業時間：週一∼週五11：00∼21：00，週六∼
週日10：00∼21：00。

地址：桃園市新屋區永安里永福路686號
電話：03-486-1231轉218、312
票價：全票300元，優待票200元，學齡前兒童及65歲
以上免費，20人以上團體另洽。全票可折抵館內商店
區100元消費。
參訪方式：週二至週五採網路預約制，例假日可現場
購票（20人以上團體需預約）。
營業時間：週二∼週日08：30∼16：30（最後入館時
間16：00），週一公休。

東和音樂體驗館

福源茶廠

可以一睹鋼琴的組裝流程，還能選擇直笛、
口琴、鋼琴模型彩繪三種DIY體驗，3歲以上孩童
到銀髮族都適合。

可視季節體驗採茶、揉茶、磨
茶粉等活動，以生動有趣的方式深
入認識台灣好茶。

音樂體驗館
內的「鋼琴
大解剖」，
彈奏時，鋼
琴內部零件
的運作一目
了然。
地址：桃園市大溪區信義路226號 電話：03-388-2215轉210
票價：不售門票，一律採預約制
參訪方式：一日遊400元∕人，半日遊200元∕人，以上均含
DIY活動三選一的材料費。接受30人以上團體預約參訪，30
人以下家庭或個人請洽詢可併團日期。
營業時間：週一∼週日09：30∼12：00，13：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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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茶體驗
營寓教於
樂，讓更
多人瞭解
茶文化。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凌雲里39鄰竹龍路590
巷56號
電話：03-479-2533
參訪體驗：工廠導覽解說與製茶影片欣賞，
每人100元。採茶、製茶體驗營需預約，30
人開團，每人200元。
營業時間：08：00∼18：00

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包含壹號館、四連棟、藝師館，
由日式宿舍整修而成，可一窺大溪木藝
輝煌的歷史以及在地人早年日常生活的
一面。

打卡景點全出列
大溪落羽松大道
大溪落羽松大道位於台灣菸酒公司龍潭
營業所的小巷，全長約一公里，遍植落羽松
的大道入冬景色猶如北國，吸引許多遊客前
來取景。

地址：桃園市大溪區中正路68號
電話：03-388-8600
開放時間：週二∼週日09：30∼17：00，週一
休館

三民運動公園心鎖步道
位於三民運動公園的心鎖步道，
有大型造景藝術以及浪漫的步道，同時
也是桃園有名的寶可夢抓寶聖地。

位置：桃園市大溪區石園路558巷

龍潭龍星國小彩虹跑道
有別於一般
學校田徑場PU跑
道的單色調，龍
星國小是繽紛的
8色跑道，腳下
有如踩著彩虹，
超級吸睛。
位置：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一段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69號 電話：03-479-7299
開放時間：週六∼週日及假日06：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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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基國派老教堂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岡分館

建於1963年的基國派老教
堂，是復興區的地標之一，每一塊
石材都由部落的泰雅族人手工敲
打、裁切，是台灣原住民為了信仰
而留下來的傳世傑作。

大量使用木原素，再搭配
玻璃帷幕，讓陽光灑入，龍岡圖
書館呈現濃濃人文質感，並獲得
黃金級認證的綠建築。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台貿一街100號
電話：03-286-8500
開放時間：週日到週一08：30∼
17：00，週二至週六延長至
21：00。國定假日及每月
最後一個星期四休館。

地址：桃園市復興區三民村18鄰93-3號

熱門
自然景點
新屋綠色廊道
全長約3公里的新屋綠色隧道
平緩無坡度，假日禁行汽機車，
騎自行車或協力車兩相宜。

奧爾森林學堂
位於虎頭山公園內的奧爾
森林學堂，有多座貓頭鷹造型
的樹屋和遊戲設施，小朋友可
以開心玩耍。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
公園路42號

嗄拉賀野溪溫泉

位置：桃園市新屋區觀海路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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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復興區的嗄拉
賀溫泉又名新興溫泉，
是北台灣最大的野溪溫
泉，更擁有全台難得一
見的溫泉瀑布。

位置：桃園市復興區新興部落

嚐一口
多元文化料理

大、小國旗隨風招展的國旗屋，用餐時段食客絡繹不絕。

豬肝、豬肉片加上一粒水
波蛋，綜合米干食材
超豐富，湯頭和米干
的表現全部到位。

桃園有悠久的客家歷史傳統，
原住民族人口是僅次於花東以外，
台灣原住民族人口最多的城市，更
有滇緬異域孤軍撤台落腳的金三
角，豐富的族群，造就了大熔爐般
的地方特色美食。

國旗屋
中壢龍岡的忠
貞新村是異域孤
軍們撤退來台後
的主要聚落，帶
著鄉愁滋味的米
干跟著落腳台灣，
形成龍岡特色的飲食。
有著大時代背景的國旗
屋，主人張老伯伯是拒絕凋零的
老兵，以美味的米干延續異域文化。

1

3

2

1.正港雲南味的碗豆粉以特製醬汁調味，夏天吃最開胃。2.小小的
店內貼滿了國旗，與屋外的旗海互相呼應。3.招牌菜火燒涼拌製作
費時費工，豬皮微微的焦香和爽脆口感超迷人。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龍平路215號 電話：03-466-6879
營業時間：週一∼週五05：00∼15：00，週六∼週日延長至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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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南瓜、芋頭以及白菜組成的客家三寶，除
了能嚐到食材的鮮甜，肉燥醬汁也超下飯。

3

老頭擺客家菜
2

1.薑絲大腸醋的比例不重，搭著薑絲吃
味道恰到好處。2.採用放山雞的客家白
斬雞肉質超扎實，搭配客家桔醬，格
外美味。3.餐廳依三合院原有的廂房做
隔間，坐在阿嬤的紅眠床旁用餐，別
有一番滋味。

客家話的「頭擺」和閩南話
的「古早」相似，老頭擺就是很
早很早以前的意思。在百年歷史
的三合院用餐，搭配道地客家料
理，超有懷舊風味。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三坑段546號
電話：03-471-1359
營業時間：週一∼週日11：00∼14：00，
16：30∼21：00。

打鹿岸原住民人文主題餐廳
以茅草、原木打造的原住民族人文主題
餐廳，能吃到有別於一般原住民族餐館的菜
餚，每晚有原住民族歌手輪番駐唱，以豪邁的
歌聲帶大家進入原住民族奔放爽朗的世界。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一
段101號
電話：03-355-7101
營業時間：週一∼週日11：00
∼14：00，17：00∼01：30。

2

1

烤鹿排只以馬告和些許醬料調味，這一道講究的是能
吃出鹿肉原本的滋味。
3

1.室外的用餐空間入夜後樹影婆娑，氣氛尤其迷人。2.新
推出的養生野菜菌菇鍋，能吃到龍葵、山茼蒿、白靈菇等
野菜，以羊奶頭和蓮花熬煮的湯頭超暖胃。3.先滷過再烤
的碳烤黃金蹄是難得一見的大菜，不但視覺夠震撼，更能
體驗大口吃肉的痛快。4.原住民族阿拜以及竹筒飯，最能
展現原住民族料理米飯的好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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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好滋味麵館

網友淚推
中式美食

可以搭配粄條、米粉或米苔
目的海鮮麵，碗裡的蛤蠣堆得像
座小山，吃完麵數一數蛤蠣殼，
數量居然近50粒，這碗麵，只有
一個狂字可形容。

現切現燙的小菜拼盤，軟
嫩的骨仔肉淋上醬汁提味
超迷人。

網友
海鮮 淚推
麵∼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成功路79巷90號
電話：03-455-5622
營業時間：週二∼週日11：00∼14：
30，17：00∼20：00。週一公休。

3

鼎藏湯包
鮮肉湯包C P值高，湯汁滑
順鮮甜，以青葱與豬肉的內餡交
織出不凡的美味，可吃出店家的
用心與手藝。
1

2

1.招牌鍋貼皮酥餡香，同
樣有讓人一吃上癮的魅
力。2.小菜品項眾多，油
雞腿、五味茄子、鹹蛋
苦瓜各有特色。3.炸醬麵
色、香、味俱全，寬版家
常麵嚼勁一流。
地址：桃園市大有路596號 電話：03-346-5589
營業時間：週五∼週三11：00∼14：00，17：00∼21：00。
週六∼週日中午營業至14：30。週四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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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酒駕 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

古宅喝咖啡，
也喝氣質

年輕的第二代老闆自己
喜歡啤酒，咖啡館裡除
了咖啡和茶，也能喝到
得獎精釀啤酒。

大夫第

1

有三、四百年歷史
的安徽古宅，主人不遠
千里分拆運送台來重新
組裝，整棟古宅幾乎是
原汁原味，宛如透過時
空傳送門，從桃園瞬間
來到了安徽。

1.安徽古宅靠天
井採光，從大夫
第雕工精美的天
井不難一窺過去
的風華。2.咖啡
館依原有的徽宅
廂房格局，打造
出一間間包廂。
3.大夫第的外
觀，高高的白牆
和青瓦都是徽宅
的正字標記。

2

地址：桃園市蘆竹區龍安街
二段1632號
電話：03-313-1095
營業時間：週二∼週日13：
00∼19：00。六人以上需事
先預約。週一公休。

1

2

3

八塊畫室

4

八塊畫室前身是
歇業老診所，荒廢數十
年的老屋搖身一變成為
文青咖啡館，近年更吸
引偶像劇愛上哥們、唯
一繼承者、我的鬼基男
友在此拍攝。
地址：桃園市八德區長興路46號 電話：03-368-2636
營業時間：週二∼週日11：00∼21：00。週一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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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八塊畫室的建築屬日、洋混搭式洋
樓。2.咖啡館也供餐，招牌蒜香茄汁
雞肉義大利麵滋味有專業義式餐廳水
準。3.「愛上哥們」劇中娜娜的房間，
場景原封不動保留下來。4.週末假日晚
間時段有現場鋼琴演奏，鋼琴上也擺
滿了偶像劇照。

1

遛小孩，看美景
室內用餐空間特
別墊高，客人透
過大落地窗都能
欣賞湖景。

2

水漾石門

3

鄰近阿姆坪碼頭的水漾石門，擁有欣賞
石門水庫湖光山色最棒的角度，隨季節不斷
推陳出新的料理也表現不俗，邊吃美食邊賞
無敵湖景，是人生一大享受。
1.冬天的落日晚霞既美又浪漫，許多客人跑來坐一整天就
為了這一刻。2.巨無霸香草豬肋排火候精準，切開來肉汁
四溢，肉質入口鮮甜。3.帶骨德式香腸佐紅醬菠菜義大利
麵，是去年底推出就頗受好評的新菜色。
地址：桃園市大溪區環湖路二段100號
電話：03-388-0338
營業時間：週一∼週日11：00∼19：00。

1

2

Zooie魔法城堡
愛孩子又喜好美食的老闆娘打造
的親子主題餐廳，不僅菜好吃，安全
防護及環境衛生方面也下足功夫，來
桃園玩，再也不必擔心身邊的小寶貝
在用餐時坐不住了。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新埔八街59號
電話：03-325-1122
營業時間：週一、週三∼週日11：30∼20：
30。週二公休。

3

4

1.新菜色麻油雞蔬食燉飯
佐雞腿排，以枸杞、紅
棗和麻油入味的燉飯香
氣迷人。2.菜單也有針
對小朋友設計的菜色，
憤怒鳥烘蛋色彩繽紛又
營養均衡。3.魔法城堡設
有全台唯一的3層樓高的
螺旋溜滑梯，限3歲以上
孩童並穿戴護具才能體
驗。4.海盜船溜滑梯結合
球池的設計，讓每個小
朋友玩到樂不思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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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長嚴選
在地好味
鄭市長最愛的韭芽拌鵝腸，
獨門的川味調味讓人嚐了
筷子停不下來。

南平鵝肉
「誰說桃園沒有美食！？」
桃園市長鄭文燦私底下就是桃園
美食的死忠支持者，為了這次的
「桃園全攻略」企劃，鄭市長秀
出自己的口袋美食精選店家，桃
園在地超人氣的南平鵝肉就是其
中之一。

2

1.煙燻鵝腿入口甜
嫩，不必沾醬就令
人回味無窮。2.除
了鵝肉，店內各式
小菜也頗有口碑，
現燙的軟絲、涼拌
魚皮都值得品嚐。
3.簡單的鵝肉麵或
乾意麵也讓人吃的
心滿意足。

3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206號
電話：03-346-1818
營業時間：週一∼週日11：00∼02：00

1

2

來來羊肉爐
標榜「正港現宰羊肉」的來來
羊肉爐，是讓鄭市長在嚴冬裡，遇上
再強寒流來襲也不怕的補給站。來桃
園玩了一天，回家前先喝碗暖呼呼的
湯，配上鮮嫩羊肉，就不難明白鄭市
長為何要常常來光顧了。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1146號
電話：03-356-3330
營業時間：週一∼週日15：00∼02：00

1.中藥材熬煮湯底的羊肉爐可選帶皮五花、腱子肉等各種不同 3
部位，最高等級的上等里肌現涮現吃。2.炒薑絲羊腸和肥瘦均
勻的白切三層肉，兩道都是鄭市長大推的菜色。3.來來羊肉爐
入冬後食客絡繹不絕，整間店都是開心大啖羊肉的客人。4.大
門入口處展示現宰羊肉的各部位，強調新鮮度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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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YouBike
文青小旅行

10:00
租車，文青小旅行GO！

12:20
午餐

打響中壢牛肉麵名號的63年老店，
牛肉大塊、湯頭濃郁，好滋味幾十
年不變，加湯加麵免費喔。

在中央大學圖書館前的YouBike
站刷卡牽車，悠遊拍過下一站幸
福、貧窮貴公子等偶像劇的中大
校園後往中壢市區出發。
正宗新明老牌牛肉麵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民權路65號
電話：03-493-5896
開放時間：06：00∼24：00

中央大學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
電話：03-422-7151

11:30

13:30

抵達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參觀停留30分鐘
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原路58號
電話：03-422-3786
開放時間：09：00∼17：00，
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以兩棟客家磚厝三合院
為中心打造的展館，以
互動裝置和模型解說老
街溪改造的歷程。

16:00
抵達中壢六和商圈
有影城、百貨公司、
時尚服飾、特色餐飲
的六和商圈，對面的
廣場就設有Y o u B i k e
站，在這裡還了車，
正好逛一下這個時下
中壢年輕人最愛的休
閒聖地。

中壢六和商圈
位置：中壢中豐路、環北路、延
平路、中美路所包圍的街區範圍

抵達中平路故事館，
參觀停留1小時

故事館內的實景，重現早
年日式宿舍的典雅起居空
間，陳列在屋內的器具訴
說著主人過往的日常生活
點滴。

故事館供應小點心和飲料，一路上騎車
累了，來一壺生津止渴的陳皮金桔茶，
又能再繼續上路漫遊。
中平路故事館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復興路99號 電話：03-425-5008
開放時間：週二∼週日10：00∼19：00，週一休館，每天
有11：00、13：00、15：00三場免費導覽。
註：參觀室內需脫鞋著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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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住宿
大溪區

附早餐

提供無線網路

桃園大溪
笠復威斯汀度假酒店

龍潭區

地址：桃園市大溪
區日新路166號
電話：03-272-5777

大溪區

南方莊園渡假酒店

台北諾富特
華航桃園機場飯店

龍潭區

尊爵天際大飯店
地址：桃園市蘆竹
區南崁路一段108號
電話：03-212-1001

19

烏樹林Before烏樹林從前從前民宿

馬廄庭園民宿
地址：桃園市大溪
區日新路166號
電話：03-272-5777

復興區

谷點咖啡民宿
地址：桃園市復興區
華陵村巴崚8鄰30號
電話：03-391-2415

地址：桃園市大園
區航站南路1-1號
電話：03-398-0888

蘆竹區

可帶寵物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龍
平路115巷138弄76號
電話：03-4797-957、
0905-016-957

地址：桃園市中壢
區樹籽路8號
電話：03-420-2122

大園區

有停車場

復興區

普拉多山丘假期
地址：桃園市復興
區水管頭23-1號
電話：03-382-1425

4月 龍岡米干節
2-3月 北橫櫻花季

4-5月 客家桐花祭

4-5月 農業博覽會

6月 石門熱氣球嘉年華

6-8月 蓮花季
7月 北橫探險節

7月 閩南文化節

7-8月 大溪文藝季
9月 地景藝術節
10月 眷村文化節

11-12月 花彩節

桃園市政府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