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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最青 歡迎來玩

Taoyuan is filled with youthful energy
Welcome to Taoyuan

每

個人的心中，都有一顆說走就走的心，說
到出去玩，我覺得要和美的享受畫上等號，

想走完一趟還意猶未盡，歡迎來桃園！於是，這本
「桃園觀光旅遊雜誌」因應而生，整合桃園市內的
旅遊產業活動，介紹桃園的精彩旅遊元素，更希
望能成為桃園觀光的最佳代言人。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最新統計，全台10大旅遊熱
點，桃園市就包辦前三名，大溪老街、石門水庫及
角板山深受遊客喜愛。我要邀請大家到桃園，這裡
有許多你不知道美麗風景，例如觀光工廠／遊樂
園就是台灣之冠。
桃園最青，青埔地區在市政府許多發展計畫的努力下，各項休閒娛
樂設施陸續進駐，年底也有一系列的活動，萬聖節、遊樂園以及跨年
活動，成為國內旅遊的觀光新亮點，好逛、好買、好吃，白天像座夢幻
城堡，晚上搖身成為美麗的不夜城。
我是桃園市長鄭文燦，我推薦桃園這座城市的氛圍，推薦這座城市
的每個人，歡迎大家跟著這本雜誌按圖索驥，走進桃園，感受每一個
巷弄的驚喜，體驗每一個角落的特色魅力。

T

o have a spirit of wanderlust is to long for travel, and the
desire to hit the road at any time. To also have a companion,
or someone who can share the experience, will only enhance the
adventure. I'd like to welcome you all to the first issue of Taoyuan
Tourism magazine. We hope to showcase the beautiful city of
Taoyuan, introducing the wonderful sites the city has to offer, and
becoming the best spokesperson for Taoyuan tourism.
Taoyuan City has three of the top ten tourist hotspots in Taiwan:
Daxi Old Street, Shimen Reservoir, and Jiaoban Mountain. But we
also have some hidden jewels that I'd like to invite everyone to
explore. We have the highest number of tourism factories in all of
Taiwan. And thanks to our government's efforts in developing and
re-energizing our communities, we now have various recreational
and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in the Qingpu area. There will be
a series of event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such as carnivals, a
Halloween celebration, and a New Year's Eve Party. Please come
see all that Taoyuan has to offer!

桃園市長The Mayor of Taoyu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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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長 導 覽

打造青埔為桃園旅遊新焦點

當桃園的觀光越來越受到大家的注目
時，就是需要一本專屬的雜誌來好好介
紹桃園的觀光魅力！在這期桃園觀光旅
遊雜誌的創刊號，正好讓大家了解桃園
觀光的發展。桃園不僅是「國門之都」，
更是「台灣觀光旅遊櫥窗」！因為桃園位
居交通樞紐，除了國際機場所在城市外，
其多元的文化與豐富的地景地貌，讓台
灣所有的觀光特色在桃園都可以完整呈
現而且具有人氣指標。
以山林自然型景點為例，北橫沿線美景如雲，包括蝙蝠洞、角板山、
小烏來天空步道、羅浮溫泉、新溪口吊橋及拉拉山等。提供神木、步
道、賞蝶、採果、瀑布和原民部落等多元體驗。
至於歷史人文型的景點，桃園歷史古蹟街區資源豐富，諸如：桃園
大廟週邊、中壢日式宿舍館群、鍾肇政文學館、楊梅故事園區、大溪
老街、三坑老街、富岡老街、李騰芳古宅、范姜老屋群、木藝生態博物
館、龍潭大池等，蘊藏深厚的人文底蘊與歷史之美。
另外在海岸地景型景點方面，桃園海岸地景資源豐富，包括竹圍漁
港、永安漁港、許厝港溼地、草漯沙丘、觀新藻礁及新屋石滬等。提供
地景地貌、生態觀察等體驗。
這一期雜誌更是要特別介紹桃園新類型的人氣景點—都會娛樂型
的青埔，青埔地區觀光娛樂產業陸續發展，除了已營運的華泰名品
城、今年暑假陸續開幕的IKEA、新光影城、Xpark水族館、和逸飯店等，
加上未來的美術館、會展中心等的興建營運，提供完整的都會娛樂體
驗。為了讓青埔的魅力持續加溫，市府透過特色活動的引入舉辦，讓
青埔的驚喜不斷；9月25日至11月底的JETS嘉年華為桃園首次引進歐
美主題的遊樂園嘉年華，10月31日至11月8日的桃園萬聖節，打造桃園
首座「恐怖可愛、邪惡無害」的萬聖城，接著12月31日就是跨年晚會的
上場，讓青埔歡樂到年底！
青埔已朝向都會娛樂的重鎮發展，未來市府持續以「桃園最青」為
主軸行銷青埔，打造青埔成為桃園新都心及旅遊新熱點！
桃園市觀光旅遊局長

出版者－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編印者－桃園市觀光旅遊發展協會
企劃採編－鑫躍科技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901-305-991
封面設計－Vicky 封面圖片提供－X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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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勝評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8樓
電話－(03)332-2101
印製－禹利電子分色有限公司
G PN－2010901248

新鮮 事

桃 園

10 月

慈湖音樂季
水岸經典演唱會

慈湖

Cihu Music SeasonWaterfront Classic Concert
｜時間｜10／1～2 (17:30～20:30)
｜地點｜慈湖紀念雕塑公園

(桃園市大溪區復興路一段1097號)

湖夜晚不同風貌。歡迎民眾10月1至2日到慈湖紀念雕塑

風管處自108年開始，在慈湖水岸舞台辦理音

公園，欣賞水舞表演及享受音樂饗宴。

樂會，期能帶動慈湖園區旅遊產業發展。今年因
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活動在疫情紓

此外，為促進慈湖觀光產業發展，帶動北橫觀光旅遊，

緩後，敲定於中秋連假辦理「2020慈湖水舞伴星

風管處設立慈湖新亮點「星光水舞」，展演期間長達半

光，賞月迎中秋，水岸經典演唱會」。

年。慈湖星光水舞將從10月1日起至110年3月31日為止，
時間長達半年，平日每晚18:00到20:00，每逢整點演出約

10月1日至2日的演唱會，邀請許景淳、殷正洋

5分鐘，假日每晚17:30到21:00每逢半點演出約5分鐘。

及周治平等實力派歌手，以動人經典曲目展現慈

10 月

2020桃園國際風箏節

大溪

2020 Taoyuan International Kite Festival
｜時間｜10／17～18 (10:00～17:00)

｜地點｜大溪區中庄調整池景觀土丘

桃園國際風箏節自2018年首次舉辦獲各界好評，場地

表 演，除 風箏

中庄調整池景觀土丘，更成為秋日放風箏的新據點，翱

表 演 活動，現

翔天空的風箏成為大溪中庄地區的獨特景觀！

場策劃打卡送

2020桃園國際風箏節將於10月17至18日登場，本屆

風箏、風箏教學、親子唱跳和樂團表演等多元體

以「星際箏霸戰」為主題，由10米長太空人造型風箏領

驗活動，趕快把桃園國際風箏節加入秋遊行事曆

航，與外星人飛船在空中來一場奇遇，更有特技風箏

吧！

10、11月
大溪

2020大溪豆干節

2020 Daxi Dried Tofu Festival
大溪擁有良好潔淨的水質，成為製作優良品質豆干的基
礎，清末以及民國初年，採用天然泉水加以過濾後製作出又
嫩又Q的豆干，吸引大批美食饕客前往。
桃園市政府結合在地觀光特色與豆食產業，自2015年起
｜時間｜10／24～25、10／31～11／1

(兩個周末六日13:00～17:00)
｜地點｜大溪中正公園，大溪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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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辦理「大溪豆干節」活動，推廣大溪豆食文化，期冀以
觀光行銷、互動體驗、國際接軌、豆干推廣與在地文化行銷
為策略，持續規劃辦理創意活動進行宣傳。

10 月
大園

2020台灣觀光年會

2020 Taiwan Tourism Conference
｜時間｜10／26～27 ｜地點｜桃園喜來登飯店

由台灣觀光旅遊聯盟總會主辦，桃園市觀光旅遊發展協會承辦，
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指導支持的2020台灣觀光年會，今年輪值到
桃園市舉行，活動將邀請海內外觀光領域菁英、各縣（市）觀光協會
與觀光產業經營者出席外，也安排交通部觀光局和桃園市貴賓致詞
和專題演講，並舉行國際觀光論壇和產業觀光論壇，另外隔天還規
劃桃園市經典旅遊行程踩線與景點參訪活動。

10、11月
中壢

2020桃園萬聖城

2020 Halloween City in Taoyuan

｜時間｜10／31～11／8(共計9天)
｜地點｜桃園高鐵站前廣場(中壢區高鐵北路一段)

「2020桃園萬聖城」是桃園市政府一連串打造青埔觀光
新亮點的計畫之一，藉由桃園首座萬聖城，規劃推出裝置
藝術、萬聖節演唱會、光雕展演等，搭配各式主題活動，讓
青埔成為桃園旅遊新熱點。

11、12月
楊梅

桃園仙草花節

Taoyuan Mesona Flower
Festival
｜時間｜11／28～12／13
｜地點｜楊梅區上湖派出所對面的花田(楊梅區楊湖路三段239號)

10、11月
楊梅、大園、大溪

第六屆桃園花彩節

Taoyuan Flower Festival (6th)

楊梅展區
｜時間｜10／31～11／8 ｜地點｜楊梅區東流里農地中山南路1037巷周邊

大園展區
｜時間｜11／7～11／15 ｜地點｜大園區聖德北路與田溪路交叉口周邊農地

為推廣桃園市楊梅休閒農業區特色，以休區內重
要經濟作物「仙草」作為發展主軸，2018年首次將仙
草新品種「桃園2號」大面積種植，不收割使仙草花盛
開，引發網路瘋傳「紫爆」畫面，於2019年擴大種植面
積並舉辦「桃園仙草花節」。2020年活動以「微見仙
境」為主題，導入美學引發窺探仙境樣貌，透過漣漪
般的仙草花海，綻放出活動嶄新的光彩。

大溪展區
｜時間｜11／14～11／22 ｜地點｜大溪區月眉路198巷32號周邊農地

桃園年度的賞花盛事「桃園花彩節」，每年歲末以大規模
花海圖騰為亮點，主打大波斯菊、向日葵、百日草等花卉，推
出專屬特色活動，推動桃園市休閒農業區發展，打造花園城
市品牌形象!桃園花彩節自2015年舉辦以來，已邁向第6個年
頭，如今已是一個逾百萬人次造訪的花卉活動，2020桃園花
彩節分別在楊梅、大園和大溪接力綻放，帶給民眾最繽紛的
季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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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埔Qingpu
桃園萬象新城
Taoyuan's New City of Glamo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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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台灣燈會成功在青埔舉辦後，這個桃園的新興重劃區就越來越為人熟悉，不僅擁有包括機場、高鐵、捷運、公車所組
成的便捷交通網絡，各項投資建設更已陸續到位，讓青埔一躍成為桃園的三都心之一，更令人驚豔的是還有眾多觀光娛樂產業
在此扎根，包括全台最大的美式露天OUTLET「華泰名品城」、全國面積最大「IKEA」、北台灣最大水族館「Xpark」、全國首間海
洋風飯店「COZZI Blu和逸飯店」、集影城、購物、美食於一身的「新光影城」、由灌溉埤塘改建，榮獲國家卓越建設獎的「青塘
園」等，每逢假日可吸引近十萬人造訪，而未來還有以藝術山丘為主題的「桃園市立美術館」、以書法藝術為主題「橫山書法藝術
館」、戶外大型音樂活動場地「桃園流行音樂露天劇場」將陸續完工，完善的場域規劃更吸引桃園跨年晚會、桃園萬聖節、國際
農機展等活動及眾多歌手演唱會在此舉辦，青埔已成為桃園觀光新亮點，不容來桃園的你錯過！

Since the success of the 2016 Taiwan Lantern Festival in Qingpu, the new land readjustment area of Taoyuan has become more
famous than ever. With a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network including airport, high-speed rail, MRT, and buses, as well as various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sites one after another, Qingpu has become one of the three metropolitan center of Taoyuan.
Attracting nearly 100,000 visitors every holiday. With multiple tourism and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taking root here in
Taiwan such as American style"GLORIA OUTLETS "，the largest“IKEA”built in all of Taiwan，"Xpark", the largest aquarium in
northern Taiwan, "COZZI Blu Hotel", the country's first ocean-style hotel, and "SHIN KONG CINEMAS", which integrates cinemas,
shopping, and restaurant experience all in one building and won the national excellence award "Qingtang Garden"
With a bright future planned for Taoyuan, the "Taoyuan Municipal Art Museum", and the theme of calligraphy "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Museum", outdoor large-scale music event venue "Taoyuan Pop Music Amphitheatre", and many more cultural
venue are being completed one after another.
The perfect venue planning attracts Taoyuan New Year's Eve party, Taoyuan Hallowee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xhibition and other activities and many singers' concerts here. Qingpu has become a new highlight of Taoyuan's sightseeing, you
should not miss it when you come to Tao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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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埔趣味遊

6

領航站 A17

大亮點

Xpark COZZI Blu和逸飯店

新光影城

和逸飯店
Xpark

華泰名品城
高鐵桃園站 A18
桃園站

IKEA

青埔
A19 桃園體育園區站

3

Xpark

4

2

都市叢林裡的紺青之美

Xpark開幕以來的人氣不在話下，每天大排長龍的進場隊伍展現了

旅客對其的好奇心。Xpark為台灣首座新都會型水生公園，將生活在
地球上各種地域的生物們的環境透過空間演出與科技的融合，加以
忠實的重現。在連氣溫、濕度、味道及聲音都經過縝密計算的空間

INFO
桃園市中壢區春德路105號
03-287-5000
www.xpark.com.tw
平日10:00-21:00，假日10:00-22:00
大人550／學生400／
國小學童、幼童、博愛250／未滿4歲免費

裡，從天花板到地坪、延伸至水槽的影像演出呈現出360度具魄力的
沉浸式空間。來訪的遊客並非單純透過壓克力玻璃觀賞生物，而是
彷彿真的身歷其境，可以使用五感體驗各真實場景。

2

6

1.進 入「福爾摩沙」空間帶給遊客
非常療癒的感覺 2.在燈光變化
下的「癒見水母」有如置身在外
太空 3.不分年齡層的遊客都喜歡
Xpark 4.餵食企鵝秀很受歡迎
5.遊客隔著玻璃和水中企鵝互動
5 6.不定時推出動物表演秀

和逸飯店

↗X pa r k周邊商品
相當受到遊客喜愛

海洋風的住宿體驗

結合國際知名Xpark、新光影城旗艦店及國際精品
Outlet購物商城，打造一站式複合園區概念。COZZI

2

Blu和逸飯店將世界海洋故事浩瀚呈現，傳遞島國海
洋文化與國際無縫接軌。充滿海洋風格的客房樓層，
踏著宛如黃金沙灘的地毯，進入蔚藍海岸的客房，徜
徉在放鬆自在的休憩空間，無論休憩或差旅皆能得

1
1. 飯店的大廳色調具質感又大氣 2. 自助餐廳「逸
市集」內有露營野餐區的座位，別具特色。( 需預訂 )
3. 客房色調以深海的藍色及沙灘的大地色呈現海
洋氛圍

3

新光影城

到體貼入微的款待。
3

INFO

桃園市中壢區春德路101號
hotelcozzi.com

全球首座OSIM按摩椅影廳

桃園新光影城座落於國泰置地廣場，為橫跨電影、美食與購物

的新型態複合式影城。全影城12座影廳皆採用RGB 4K數位放映
1

機。此外，還有自創品牌「B.O.X.」影廳，全年播放動漫電影、ACG動
漫劇場；全球第一座OSIM天王廳和Sealy席伊麗廳，觀賞電影同時
享受按摩椅和五星級床組。購物商場更
提供多樣的餐飲及購物選擇，其中，句商
店(見左圖)是全台最大的電影周邊商品
店，不管是漫威、DC、皮克斯或迪士尼，最
經典的角色商品都能在這裡一網打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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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06-3603、03-273-7699

1.桃園新光
影城3樓
售票大廳
2.桃園新光
影城5樓
Sealy席伊
2 麗廳

INFO
桃園市中壢區春德路107號3樓
03-287-3808
商場11:00-21:00(週一～週四)
11:00-22:00(週五至週日／
例假日及假日前一天)
影城部份，平日首場前30分鐘，
假日首場前1小時開始營業售票。
(＊每日首場放映時間不固定，請參考官網。)

www.skcinemas.com/mall

↑桃園新光影城2樓商場

圖(片提供： Xpark)

1

1

桃園國際棒球場

新光影城 華泰名品城 IKEA 桃園國際棒球場

5

IKEA

全台最大IKEA落腳青埔！

隨著青埔城鎮越來越發展，許多人看準青埔的清幽

環境，選擇在此築建自己的小窩，因此IKEA也成為這
個城市最讓人嚮往、最能代表一個「家庭」組成的購
物中心。
IKEA桃園店總樓板面積為2.2萬坪，是全台最大
IKEA，特別的是桃園店鄰近高鐵及機場捷運，是步行

4

可到的距離；不僅便利在
地居民及來青埔遊玩的旅
客，皆可以輕鬆抵達。

華泰名品城

記得來到IKEA桃園店絕

美式露天Outlet讓你大享購物趣

對不要忘了品嘗桃園店專
屬的雙色冰淇淋唷！

全台首座美式露天Outlet「華泰名品城」位於桃園高鐵站、
機場捷運A18站旁。2015年底風光進駐，2019年5月全期擴大

←IKEA小熊大比例現身與你合照
↓全台最大的IKEA就在桃園青埔

營運。匯集海內外超過285個國際品牌及人氣餐廳，天天提供
2折以上的折扣優惠。透過創意行銷活動、優質商品與細膩服
務，致力於帶給人們舒適愉悅的購物體驗！

1

2

1. 華泰名品城商店街頗有歐洲風格
2. Outlet內品牌眾多
3. 粉色自由女神是華泰的打卡聖地

INFO
桃園市中壢區青埔里高鐵站前東路一段1號
手機直撥02-412-8869按3轉接桃園店
市話直撥412-8869按3轉桃園店
家具家飾賣場10:00-22:00
5F宜家家居餐廳09:00-21:00
2F瑞典食品超市&美食小站10:00-22:00
www.ikea.com.tw/zh/store/tao-yuan/index

INFO
桃園市中壢區春德路189號
03-273-8666
11:00-21:00(週一～週五)
11:00-22:00(週六、日)
www.gloriaoutlets.com/chi/?s

3

6

桃園國際棒球場

揮灑汗水的殿堂

許多人對青埔的第一印象，就是在2009年完工的桃園國際棒
球場，當時的青埔不像現今這麼蓬勃發展，從高鐵站下車就是
為了看場棒球賽，或是追星聽演唱會！這裡不僅是熱血球賽的競
技殿堂，更是音樂文化洗禮的搖滾舞台！加上屬地主義的球迷經
營，培養更多球迷愛好者。每當球季開賽時，穿著各色球衣的球
迷們氣勢磅礡從四面八方湧入球場，扯開喉嚨大聲為自己屬意
的團隊加油，那樣的場面令人動容，每人一生都得感受一次啊！

↑座位區360度的視野空間，讓你不漏掉比賽的時時刻刻。

INFO

桃園市中壢區領航北路一段1號

03-425-0927

依照開賽時間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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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探索館

保存鐵道文化資產

青埔趣味遊× 文創旅遊 高鐵探索館

特別推薦：位在青埔蛋黃區內，一出高鐵站即可到達，具知識、教
育功能，寓教於樂，適合大小朋友一同來探索。

↑1：1的高鐵列車車頭是探索館裡的亮點，裡面的駕駛艙還有模擬面板。

台灣高鐵自2007年1月5日開始營運，縱貫台灣西部，時速可
達300公里，台北高雄最快僅需105分鐘，開創了台灣一日生活
圈的交通重要里程碑。回顧高鐵篳路藍縷的過程，有太多值得
收納整理的文物、歷史過程，因而有了高鐵探索館的成立。高鐵
探索館位在桃園高鐵站5號出口，步行約5分鐘可達。

↑高鐵探索館位在高鐵公司1樓

↑高鐵紀念杯墊

值得參觀的重點
具歷史意義：最早的鐵道始於
清末，因運媒而起，接著日治、民
國時期，代代有不同的目的、進

↑高鐵探索館入口處

展，時至今日，時間運能成了鐵道
交通最重要的關鍵。
高鐵工程之最：興建期間，因
1

全線同時施工，工期緊迫及路權
範圍等限制，採用當時最先進的

↑多項資訊以觸控方式呈現

工法與技術，與國際級營建大廠
共同合作，是難能可貴的經驗，
同時也提升了台灣的營建技術。
2

3

1. 高鐵行經西部重要景點地標模型，每半小時啟動一次，非
常吸引小朋友目光。 2. 高鐵文物庫房，點選大型觸控螢幕，
即轉成透明玻璃，可看到內部收藏。 3. 列車頭拆解示意

當高鐵遇上保育：調整工法及
機具，避免造成水雉棲地環境汙
染及驚嚇，同時也配合水雉繁殖

↑模擬高鐵駕駛艙

期暫停施工。
INFO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北路一段2號1樓
03-261-0001
09:30-12:30，14:00-16:30(週二～六)
採線上預約，108年3月1日起，10人以上(含)即可成團預約定時導覽(9:30
／11:00／14:00／15:30共四個時段)，未預約或9人以下之參觀需求，可由館
方人員視預約狀況開放入館參觀。＊導覽時間約5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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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全館每一單元區塊
都有非常值得參觀認識的重點，
非常適合搭高鐵或桃捷來桃園
時，進行兩小時左右的參觀。

↑各國高速列車模型

特別推薦：位於青埔較外圍，建物裡外規劃得宜，小巧精緻富美感，無論是參觀展覽，或是
欣賞建築之美，都能令人心情放鬆，是文青必訪。

襲園美術館

1

藝術回歸生活

青埔趣味遊× 文創旅遊 襲園美術館

→襲園本身是
綠建築，建築
空間裡外一片
綠意盎然，隨
著四季更迭，
洩露了建物的
表情。

不在於青埔的喧嘩處，靜默於轉角，承載著生
活及藝術的空間，一派怡然優雅，這就是襲園美
術館。

2
1. 襲
 園是美術館，也是建築空間整合
公司所在地。
2. 雕塑家張也的作品「愛貓的女人」
3. 襲園最美的風景之一，就是這片三
層樓高的書牆，主人李靜敏收藏了
大批設計相關書籍，開放現場閱讀，
右邊則為貫穿高低樓層的龍骨梯。

襲園美術館不僅是藝文空間，整棟建築物就
是一件藝術品，用東方山影隨形的概念，築起錯
層的空間。以自然、人文、藝術，平民化的設計
來呼應藝術即生活。襲園定位為社區美術館，
在空間、人力可及的範圍中，將美好的事物分享

3

出去。辦展覽講座、開課程、手作、導覽⋯，讓來
到青埔的遊客，除了公園、商場、球場外，還多了
人文藝術的體驗，落實了「空間、藝
術、生活」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4. 員工用餐空間，有家的感覺，左為懸臂梯。
5. 獨角仙喜愛的光蠟樹，有三層樓高。
6. 空
 間充滿著襌意 7. 襲
 園定期舉辦展覽

4
5

6

7
→預約參觀，同時也可付費享茶禪泡。

INFO
桃園市中壢區青埔九街57號
03-453-4833#10
13:30-17:00(週三～五)(欲參觀者須於兩天前預約)
10:00-12:00，13:30-17:00(週六)
www.aheritag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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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靜佳，出版業，移居青埔兩年，每天帶毛小孩散步，對青埔地區的美食
頗有心得，以在地角度推薦三家不同型態的餐飲請大家試吃，Let's go！



青埔趣味遊× 在地導遊

河童 Kappa以咖哩帶路

推薦

1

↑開放式廚房 ↗主打招牌三品項
←蜜桃蘋果茶
↘炸豬里肌咖哩
↓炸雞腿肉塊咖哩
↙冰美式咖啡
必點

結合了咖哩、咖啡、調酒三項主力的河童Kappa，
原是中壢知名的咖哩店，在青埔拓展二店後，因為
好口碑，立即在此引爆新話題，即使在平日的午間時
段依然一位難求。店內裝潢採冷調的工業風，咖哩
的品項可搭配各種肉類，選擇多樣，獨門醬汁香氣
濃郁，口感在水準之上。

←合夥人之
一的小白，
擅長咖啡。

INFO
桃園市中壢區青峰路一段49號
03-287-2878
12:00-15:30、17:30-01:00(週一～四、日)
12:00-15:30、17:30-02:00(週五、六)
晚間供餐至21:00

自如清庵

推薦

2

←↑沏一壺茶，適合午后悠閒時光。
↖不只賣茶，也可品酒。↓無論中式原
木茶桌，或牛皮沙發，都有好質感。

必點

現代茶藝

位於置地廣場正對面的自如清庵，遠看低調的外
觀，一推門進去別有洞天。沉穩的中西式茶座交錯，
佈置典雅，泡茶品茗，聽的卻是浪漫西洋歌曲，菜單
裡還有西式輕食，這樣創新的組合，卻一點都不突
兀，在優雅的氛圍當中，彷若來到世外桃源。

↖梨山冠軍茶

INFO
桃園市大園區領航北路三段223號
03-381-1009
10:00-18:00(週一～六)

←樓下挑高
的空間環境
舒適
↓二樓提供
場地租借，
可上小型才
藝課。

推薦

輕綠舍

3

Lite Canteen小清新

↓德腸培根山形吐司早午餐
→抺茶牛奶
必點

主人原在宜蘭羅東開設早午餐店及民宿，在網路
上口碑很好，因為嚮往青埔新開發地的開闊悠閒，
兩年前舉家搬來桃園，今年七月才以輕綠舍為名重
新開幕，目前除了店內餐飲，也接外燴buffet，店面樓
上空間還可出租場地，做為各式才藝課程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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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鮪魚蛋沙拉三明治

桃園市大園區致遠一路15號
03-287-1811
09:30-17:00(週一、二、三、五)，09:00-17:00(週六、日)

↑熱帶水果烏龍茶

青埔趣味遊× 吃喝攻略 1 米食 甜點 滷味

姐婆 JAIPO
控肉飯

米食

特別推薦：青埔現在是個洋味洋食很盛行的地方，在街堂巷弄內隱許多好吃好喝的
餐館和咖啡館，本刊經過明查暗訪，搜羅調查，特地帶你去體驗一下。

誰說焢肉飯不能高質感、有格調？這間姐婆
焢肉飯就是要打破舊思維，為台灣傳統美食發
聲！姐婆「JIAPO」是「外婆」客家發音，入味的
白蘿蔔、筍乾、溏心蛋、堅持使用黑豬肉滷製
的焢肉塊，記憶中客家外婆的經典手藝是童年
的日常料理，也是屬於家的味道。
姐婆焢肉飯傳承媽媽從外婆那學來對食物
的堅持，從嚴選食材、慢火燉煮、細心調味，
每一道工法都不馬虎，就連客家粢粑的花生粉
也是每天現磨，保留一些花生碎讓你在咀嚼時
更有味道，雖然是日常所見料理，卻是如此細
心對待，保留最傳統最簡單的美味。

INFO
桃園市中壢區永能路9號
03-287-2305
12:00-15:00、17:00-20:00
(週二～日)售完提早打烊

←→客家粢粑每天現打

花杓豆坊

甜點

4.5.滷味蘸上老闆娘
特製辣椒醬，味道層
次更豐富

3
1

2

綿密的豆花，沒有黃豆的生味，唯有清爽的豆香，這間傳承著80年老
爸爸的手藝，一根一根的柴火燒滾著豆汁，爐火純青精煉出的黃豆精
華，成就這一碗得來不易的台灣傳統美食。花杓豆坊，這間位於大園國
際高中旁的豆花店，是附近學生放學聚會的好地方，老闆娘熱情招呼著
來訪顧客，就像自己家裡的媽媽一樣。豆花傳承自老闆娘老家80年的豆
腐店，使用非基改黃豆每天以柴燒熬煮，傳統天然古法製成，保留
最樸實的好味道。除了豆花以外，花杓豆坊的滷味更是來店必點，
豆腐、豆皮、豆干全都入味好吃，鹹香鹹香搭配老闆娘自己熬煮的
辣椒醬，令人回味無窮啊！
←外帶豆花杯有6種料，滿滿一杯只要80元

食二 冷滷味 麻辣煮

滷味

1. 豆花加上杏仁奶湯底，美味無比。
2. 花杓豆坊位於大園國際高中旁
3. 雪花冰是由老闆娘朋友做的天然冰磚刨成的

4
5

↑新鮮的豆腐塊需要提
前跟老闆娘預訂才吃得
到，現場沒有販售。

INFO
桃園市大園區
大成路二段37號
0917-174-679
11:30-21:00(週二～日)

食二座落在橫山書法公園旁的住宅區，與樸食鍋物、不挑
食早午餐鄰近。食二純白貨櫃及明亮的用餐空間，就像在戶
外野餐般享用美食，擁有網美店充滿設計感的外表，餐點也
兼具實力，看似簡單的冷滷味、麻辣煮，卻能擄獲大眾的心。
店內以自助點餐機檯點餐，價格跟品項一目瞭然，也減少
溝通上的錯誤，冷滷味看起來平淡無奇，但味道卻深沉回味，
尤其招牌爆汁黑豆干更是必點的美味，配上店家每天熬煮的
冰鎮洛神烏梅汁，絕對是滿足啊！而冬天來上一碗暖
呼呼的麻辣煮，更是不可多得的享受！
←食二的外帶盒十分可愛

INFO
桃園市大園區大智路105號
0906-658-103
16:00-22:00(週一、三、四、五)
12:00-22:00(週六、日)

↑冷滷味看似簡單卻很入味
→麻辣煮溫暖你的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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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 話 題
青埔趣味遊× 吃喝攻略 2 早午餐 鍋物 調酒

不挑食早午餐

早午餐

1

2

3

1. 不挑食早的大早餐份量充足
2. 空間呈現簡約文青
3. 不挑食位於橫山書法藝術公園旁

INFO
桃園市大園區大智路99號
03-287-3999
09:00-18:00(週二～日)建議提前預約，每人低消150元。

調酒

←樸食的用餐空間明亮

)

樸食鍋物以「樸食」二字道盡對餐點的堅持，採用最
樸實的材料吃出最樸食的味道，打造透明感十足的用
餐環境。樸食鍋物選用最自然新鮮的食材煮鍋，火鍋
套餐約為300～2,000元間，含副餐、時令蔬菜、特調飲
品及手做甜點一份，若不想吃一整鍋，也可以共鍋300
元，可以抵單點的消費。特別的是，鍋物用完後服務人
員才會引導至二樓享用飲料及甜點，氛圍瞬而轉為甜
點店，而樸食更是被稱為「被火鍋耽誤的奶酪店」，其
奶酪美味不言而喻。

河童 Kappa夜(吧

樸食鍋物 PU SHI

鍋物

簡約清亮的裝潢風格、簡單美味的食材，給你一個毫無
負擔的不挑食早晨。這間位於橫山書法藝術公園旁的早午
餐店，與隔壁樸食鍋物為同一體系的姊妹店，在裝潢風格
與食材運用上就能看出端倪。不挑食早午餐以販賣大早餐
為主，大早餐即包含一份主餐、沙拉、麵包、飲品等，每人
消費低消為150元，此外，咖哩飯、三明治、烤餅、鬆餅等
餐點也表現亮眼。不知道今天早上要吃甚麼嗎？來個不挑
食的早晨吧！

←這杯Fall Down
以特別的奶洗程
序 調 製而成，喝
起來口感更順。

當夜幕降臨，想找個地方放鬆、跟
朋友聊聊今天的日常嗎？你可以來河
童Kappa享受最Chill的夜晚！河童Kappa
除了販售廣為人知的咖哩以外，還以咖啡、調
酒聞名，在青埔的夜晚，非得分給河童Kappa一
個晚上才能滿足。灰黑冷酷的工業風格，夕陽
西下後讓整家店顯得更有質感，這裡調酒表
現出色，喜歡喝清爽口味的你，不妨點上一杯
Sunset Playground(見右上圖)，以紅心芭樂、黑
櫻桃、椰棗、澄清、蘭姆酒調製，明亮的口感彷
彿讓你感受到了暮色西沉和煦的甜蜜。
←經典酒款Sangria香甜好喝，杯內細細
的泡沫看起來超誘人。
→Kappa Mojito特別加入洛神花調味，讓
整杯酒的味道更豐富。

INFO
桃園市中壢區青峰路一段49號
03-287-2878
17:30-01:00(週一～四、日)
17:30-02:00(週五、六)

↑梅諾卡西
班牙雪酪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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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大園區大智路103號
03-287-5028
11:30-15:00，17:30-21:30(週二～日)

飲酒過量，有害健康

青埔趣味遊× 吃喝攻略 3 咖啡 麵食 蔬果
咖啡

轉 咖啡烘焙
SHIFT Coffee

我們咖啡

咖啡

日常外食積累太多垃圾食物，悠閒的假日想來點無負
擔又好吃的輕食嗎？那就來轉咖啡SHIFT Coffee吧！位於
青埔國小旁的轉咖啡烘焙，是網路公認在青埔屬於CP值
高的輕食咖啡廳，不管是三明治或是沙拉，都搭配著大
量的生菜，另外還有搭配新鮮水果製成的優格杯，清爽
無負擔，處於健身減醣的你絕對不能錯過轉咖啡SHIFT
Coffee！

以肉桂捲聞名的小小咖啡店，雖然店面不大，
每個品項卻都不容小覷。韓系風格的裝潢隱身在
青商路住宅大樓一樓，位置不多，也不提供訂位服
務，想要來上一杯咖啡搭配肉桂捲，可就得提前來
以免向隅！特別的是Nous Café的肉桂捲僅有每周
三、六、日的中午12:30出爐，你可以提前預訂，不
然就得碰碰運氣，如果肉桂捲售罄了，不用擔心，
生乳捲、檸檬磅蛋糕也
都能讓你大飽口福！

→ 奇亞籽 莓 果
杯健康美味

＊肉 桂捲預訂方式可詳見
IG「nous.café」

INFO

INFO

桃園市大園區
新生路四段235號
03-287-3663
10:00-19:00(週三休)

戴利蔬果店

蔬果

麵子 刀切麵食工坊

麵食

桃園市中壢區青商路308號
03-287-3892
09:00-19:00

香醇不油膩的湯頭，扎實的麵條、燉煮入味的牛肉，麵
子刀切麵食工坊雖然外觀不驚奇，但牛肉麵卻是簡單不
失色彩的美味。厲害的是，除了麵類品項以外，這裡的小
菜更是公認的驚艷，特別是涼拌鹹蛋苦瓜，將苦瓜處理
的極優，絲毫沒有苦瓜的苦味，與鹹蛋溫潤結合，沒有特
別突兀的角色，卻完美融合，若你來到麵子，絕對要嘗試
看看！
←牛肉刀削麵
↓麵子刀切麵食位於青埔國小旁

每個社區的小青果店，就像照顧著社區居民的
健康，以蔬果的原色原味打造最時尚的蔬果店，
而戴利蔬果店就是青埔的角落色彩。
戴利蔬果鋪精選最新鮮的蔬果，不管是產地直
送、還是空運進口，只要是戴利銷售的蔬果，皆
是品質保證，店內也有販售新鮮現打果汁。除了
蔬果以外，隔壁的戴利肉舖是專賣肉品的戴利體
系分店，如果你在思索今日晚餐要吃甚麼，來一
趟戴利蔬果鋪就能夠滿足你！

INFO
INFO
桃園市大園區新生路四段241號
03-287-2577
11:00-20:30

桃園市大園區新生路四段243號
03-287-3997
10: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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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 小 旅行
想到桃園旅遊，一般人最先想到的是中壢夜市、桃園棒球場、華泰名品城等
景點，但是一說到青埔，許多人卻不知其名。其實，遊客只要從桃園高鐵站走出
來，就是青埔了，青埔是日治時期的地名，位置大致包括中壢區青埔里及大園區
橫峰里，隨著幾項重大建設案的開幕，青埔成為桃園新焦點。
自桃園高鐵站在青埔開通以來，帶動當地發展，再加上桃園捷運串聯台北桃園

桃捷

一票在手無限暢玩青埔與桃捷沿線

↑桃捷經過青埔

兩大都會區，使得百貨商場、觀光景點如雨後春筍冒出。例如，台灣首間由日本引
進的水族館Xpark於8／7在高鐵站旁落成，參觀人潮日以萬計，成為青埔最耀眼
的藍寶石，再配合桃園國際棒球場、及剛開幕的7／23IKEA青埔店、新光影城及國
泰和逸飯店，讓青埔成為桃園的最繁華娛樂城。
為行銷桃園觀光，邀請全台遊客共賞青埔之美，桃園捷運公司以青埔特色為設
計理念，於10／1推出青埔一日票，每張320元在桃園機場捷運全線車站販售，讓
遊客一卡在手暢遊沿線景點。

A19

A18

圖(片提供： X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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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青埔一日票

10
1

↑桃園國際棒球場外面的裝置藝術

↑Xpark開幕後深受遊客喜愛

各大名品商場匯聚青埔娛樂城
「華泰名品城」是全台首座美式露天Outlet，由於位在桃園高鐵站、機場捷運A18站
旁，遊客直接步行就可抵達。Xpark是日本橫濱八景島首度跨海來台設立的大型水族館，
共佔地4500坪，4層樓透明觀景窗，室內與戶外13個展區，約420種生物供遊客觀賞，富
教育意義適合親子共遊。
桃園新光影城是桃園首家新形態複合式影城，位於置地廣場內，鄰近Xpark、華泰名
品城以及COZZI Blu和逸飯店桃園館，讓遊客在看完電影後，能夠有商場可以逛。
另外，桃園國際棒球場在過去Lamigo和現在樂天的先後努力經營下，落實了主場
經營的模式，透過主隊球迷集中在內野等布局，一、三壘後方設置舞台表演區，營造
全台最佳看球環境的棒球場。全台最大的IKEA桃園店，提供不同於其他分店家具擺
設藝術及友善親子環境。

遊客只要至桃園機場捷運全線車站購
買一日票，便可在開卡當日無限次進出
桃捷車站，一次囊括沿線所有景點，從桃
園國際棒球場、華泰名品城、機場第2航
廈觀景台一路到台北車站，玩遍整個大
桃園及台北地區。

購票好禮 重送

如何購買青埔一日票

３

〔第1重〕

現場購買青埔一日票贈送「瞬遊機捷」或「玩味機捷
線-Follow覓」美食書1本(隨機贈送，限量共300本)

〔第2重〕

9/19～11/22持一日票購買JETS樂園門票優惠40元
(原價80元)

〔第3重〕

10/1～12/20購買青埔一日票，至桃捷活動官網登入卡
號及基本資料送咖啡兌換券(限量600張)

桃捷曾多次設計特色一日票廣受乘客喜愛，本次青
埔一日票以可愛的插畫風格，搭配繽紛活潑的色彩，
繪製出青埔一帶的景點，無論是熱血球迷、購物戰士、
愛家達人抑或是文藝青年，都可以搭乘便利的桃園捷

桃捷經過新北市大都會公園

運，沿線踩點體驗綠化、商業與文藝結合的青埔。

A13

↑機場第二航廈觀景台

A13

A2

A11

↑遙望飛機起降及無際藍天

↑坑口彩繪村遇見恐龍

桃捷沿線精彩無限 騎Ubike慢遊彩繪村風光
持桃捷一日票不僅遊青埔，更可繼續延伸至A13機場第
二航廈站、A11坑口站、A4新莊副都心站，讓行程更加精彩
豐富。A13機場第二航廈站觀景台位於第2航廈5樓的美食
街外，觀景台除了可以觀看飛機起降，一望無際的藍天連
接地平線，景色令人心曠神怡，離開觀景台後，還可在一旁
的美食街享用機場美食，享受悠閒時刻。
想到達坑口彩繪村，可搭乘桃捷至A11坑口站，轉騎
Ubike約5分鐘至誠聖宮即可開始遊覽。這裡原本只是純樸
的農村聚落，隨著藝術造鄉所推動的社區彩繪活動，居民
響應投入彩繪社區牆面，坑口社區逐漸轉型並打響名氣成

為彩繪村落。此外，農村小巷內角落
可以發現裝置藝術，將田園風光與
藝術結合，成為網紅最愛的打卡景
點。離開悠閒的農村之旅後，轉換一
下心情，搭乘桃捷到達A4新莊副都
心站的宏匯廣場逛街購物。值得一
提的是，宏匯廣場擁有時下最熱門的
「VR ZONE」虛擬實境遊樂園，也是
百貨業首創室內運動場館，包括12
項角色IP主題，刺激又好玩！

A4

↑宏匯廣場9樓有台灣獨家引
進日本的「VR ZONE」虛擬實
境遊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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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秘境 台灣之最
攝影：任培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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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漯沙丘
新 景 點

草漯沙丘旅遊資訊

1.

宜在黃昏落日前一小時抵達：前往沙丘比較適宜的時間是在傍晚，
約是在落日前一小時抵達最適合，此時因為已接近黃昏，天氣較不炎
熱，日照相對也不那麼強，非常適合欣賞沙丘落日。

2.

挑個晴朗的日子去：如果想拍出黃昏落霞非常迷人的照片，最好是
選個晴朗日子的黃昏去沙丘，現在各大氣象的app很多，下載一下就

可以看出未來幾天的晴朗時間，可以先搜尋桃園觀音區，就會出現觀音區
在不同時間太陽露臉的出現率，挑個能夠看到太陽清楚下山的晴朗日子
去，雲層太多的日子不要去，因為太陽若被雲層遮住，你是拍不到黃昏的
美麗景象的。

3.

注意停車問題：草漯沙丘目前並沒有大眾運輸系統可抵
達，建議最好是開車或是騎車過去，用Google地圖搜尋草

漯沙丘，跟著指示走就會抵達，但在進入沙丘前有個管制點，
是觀音區派出所設置，因設置鐵欄，所有車輛到此地不能再進去了，全部
要停放在路兩旁，要記得鎖好車，勿將貴重物品遺留在車上，以免遭到偷
竊，此地因地處偏僻，派出所也設警告牌，提醒遊客，請遊客小心為要。

4.

要帶水或是防沙巾防沙帽：從停車處出發再走約250公尺才能抵
達沙丘處，首先看到的是一整排巨大高聳的風車，一字排開佇立在

沙丘上，非常壯觀，想要拍到台灣海峽的晚霞，就要再登上15公尺高的沙
丘，如果是碰上吹北風或是東北風的日子，此地的沙粒很容易就跑進嘴
巴裡或是相機裡，要小心保護相機，更不要迎著風開口說話，否則你會吃
到滿口沙。離開沙丘後，最好是用帶來的水漱漱口把沙子吐乾淨。

5.
桃園市西北海岸線有多條河流挾帶
漂沙注入台灣海峽，受洋流和潮汐作

用包圍曝光法拍沙丘黃昏：如果你的相機有包圍曝光功能，就用增
減一格方法去拍出不同曝光指數的照片，多拍幾次一定可以找到你

最滿意的照片。如果用手機拍攝，可以向不同光點先鎖定曝光，再構圖按
快門，或是直接就轉黃昏模式拍照。

用，在平坦的海岸線上堆積成沙丘，其
中又以大園區的老街溪口到觀音大堀
溪口間全長8.1公里，面積4平方公里的
草漯沙丘為最大，也是台灣海岸線上，
沙丘地形保持最完整和最寬廣的一處。

2013年「台灣環境資訊協會」選定台灣9處

全世界有大型沙丘地形的海岸線，都是很出名的旅遊景點，如日本

最值得守護的美麗海岸線，草漯沙丘即為其中

的鳥取沙丘，和非洲納米比亞的紅色海岸沙丘，每年都吸引大量遊客

一處。草漯沙丘在2020年被桃園市選定成為

前往觀賞。日本山陰地區鳥取縣面對日本海，出現綿延16公里的廣大

第一座地質公園。

鳥取沙丘，不但入選為日本地質百選；還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天然紀念

桃園市政府為了讓遊客能近距離體驗草漯
沙丘之美，特別編列3,700萬元預算，打造兩

物，站在90公尺高的丘陵地形，遠眺日本海，或是斜躺於砂丘上悠閒
沉思，都是遊客最愛的活動。

條草漯沙丘地質公園觀景步道，第一條位於大

非洲西南角的納米比亞海岸，因受大西洋海風從內陸帶來風沙聚

園區潮音北路的潮音海觀景步道，已於2020

集，形成沙丘和海洋交會的奇觀，因為沙丘很長，面積很大，有如沙漠

年6月完工啟用，區內設施包括觀景平台、休

般，要搭直升機才有辦法鳥瞰全景。

憩座椅、木質廣場、漂流木入口意象、遊客停

桃園觀音的草漯沙丘除了長度較長外，它與國外沙丘不一樣之處是

車場、黃槿步道等。第二條觀景步道將設於觀

其濱臨台灣海峽的海岸處，還有一大片又長又大的淺灘可以走得下

音區忠孝路，也預計2020年底前完工。

去，海浪也不會直接拍打到沙丘位置，是個多層次樣貌的沙丘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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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米米恩
viv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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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漯沙丘
新 景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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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徑

新溪口吊橋

大漢溪河谷上最美的彩虹

新 遊

新溪口吊橋

位在復興區角板山公
園和溪口台地之間的新

據地方統計，新溪口吊橋重新開放後的第一個假日就
迎來兩千多位遊客，成為全台非常火紅的山區旅遊點。

溪口吊橋，於今年7月11

新溪口吊橋為何有名？因為它有個台灣第一的紀錄，它

日整修完畢重新開放，

是台灣最長的吊床式大橋，全長303公尺，座跨大漢溪，

邀 大家 重 遊 新 溪口吊

如同一條橫空出世的長虹，氣勢非凡地跨越大漢溪河階

橋，吸引各地遊客紛至

台地，連絡上方的角板山公園和下方的新溪口部落。

沓來，欣賞大漢溪河谷
上最美的彩虹。

再者，新溪口吊橋也是歷史久遠的百年大橋，第一代
吊橋是在日治時期(1895年之後)修建的，是採用鐵線工
法施工的大橋，後來葛樂禮颱風將鐵橋吹壞後，政府於
1963年重新修建第二代吊橋，總長160公尺，現在所見的
是第三代橋，採用先進吊床式工法修建，完工於2018年，
於2019年初再重新整修溪口端設施。
↗從第一代鐵橋留下的基座遠眺第三代吊橋 →第二代吊橋剩下橋頭基座

22 桃園觀光旅遊

旅遊資訊

1.
2.

新溪口吊橋開放時間：早上8點到下午4點(3點半後停止
售票，門票50元，每周二休園)
旅遊建議：建議從角板山端往下走，再從溪口部落搭接
駁車回角板山公園較輕鬆。角板山公園內居高臨下，可
拍到吊橋全景，溪口部落可拍到吊橋橫跨大漢溪和石門水庫
的風光，一高一低，各取其趣。
角板山公園有救國團活動中心住宿或用餐，溪口部落
有廣場市集，遇假日會有較多擺攤和表演活動。兩端都
有停車場可停車。溪口部落附近還有整修後新的花海區和環
湖步道。

3.
1

2

3

4

1.從 角板山公園往下
眺望新溪口吊橋
2.離 水面最低處23公
尺的吊橋
3.在 角板山端遊客必
須走一串台階才能
到溪口吊橋
4.溪口部落的
竹籠意象

一百二十多年來，溪口吊橋主要的功能就是肩負著角板山
和溪口台地兩地部落人員和物質往來需要，過去在沒有橋樑
年代，兩地部落雖處於目視所能及的距離，但必須先搭小船
過大漢溪，再翻山越嶺花大半天才能抵達對方。

玩吊橋分上下行兩走法 下行較輕鬆
想玩新溪口吊橋有兩種走法，一是下行走法，一是上行走

↑拉 拉山的水蜜桃也會
拿到角板山來販售
→復興青年活動中心

法，下行是指從角板山公園端往下走，先下一串台階再走過
吊橋到溪口，上行走法是從溪口端出發，先走過吊橋，再登
階梯至角板山公園。

〔順遊景點〕

前者由上往下走較輕鬆，後者由下往上攻較費力，因此遊
客普遍選擇從角板山端出發居多，走到溪口部落的廣場後，
再請當地原住民經營的專車隊接駁回角板山公園，每人車資
是150元，坐滿就發車。
從溪口部落廣場到角板山公園約需20分鐘車程，角板山公
園位在台7線北橫公路上，但溪口部落則位在羅馬公路上，很
多遊客往往會弄錯地理位置，如果遊客要自行接駁同遊者，
記得走北橫公路後在羅馬公路右轉才能到溪口。

↑往來北橫路上還可以欣賞羅浮橋和復興橋雙橋匯

復興與角板山
復興區是桃園市面積最大的行政區，約佔全市1／3，同
時也是全市唯一的山地區，主要居民是泰雅族人。復興區
的舊名有多個，有的稱角板山(或腳板山)或比亞山，之所
以稱復興兩字，是在民國43年為慶祝當時的蔣中正總統
華誕，同時喚起國人對民族復興之宏志，於是改稱復興。
復興區有北橫公路通過，沿途風景秀麗，景點眾多，是
桃園著名風景旅遊路線，近來當地人士認為復興兩字實
與當地無關，呼籲政府能改為泰雅族人傳統的比亞山或
比雅山名字。

↑新溪口吊橋的溪口端出口處牌坊

↑新溪口廣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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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人 物
↓邱鋒典以做好茶為職志

「

邱鋒典

屠戶的冠軍茶路
用新
「 肝種出拉拉山好茶

茶園位於拉拉山上巴陵塔曼山交界處

山不在高，有茗則靈，因佔緯度高、日夜溫差大之優勢，在1,500公尺
的拉拉山上巴陵也能種植出媲美2,300公尺的大禹嶺高山茶。茶農邱鋒
典就在這樣的地理條件下，種出拉拉山特等高山烏龍茶，連年得獎。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初見茶農邱鋒典，不像傳統務農者，比較
像是位懂茶的中年商人，朝氣、熱情，話匣子一打開，從年少的殺豬維
生，講到退伍後如何從賣茶賣出心得，投資購地整理茶園自己種茶、做
茶的故事。

貴人相助 從無到有 創造自己的茶葉王國
初期邱鋒典在梨山投資種茶，生意穩定回本後，因緣際會來到拉拉
山上巴陵找地，看上佔地兩甲的現址，但當時沒路、缺電缺網路，幸運

邱鋒典

做好茶從管理開始
邱鋒典強調茶葉的管理很
重要，要做出高品質的茶，
在種植時就幫茶樹補充黃豆
粕和益生菌，維持中性偏鹼
土質，不但可以讓茶樹更健
康，分解的營養素也能讓茶
葉更鮮甘味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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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園導覽〕

採菁 採收樹上新長成的嫩芽或 日光萎凋 茶菁放置於室外，使其
自然蒸發部分水分。
開面葉為原料。

1

1.「2020年拉拉山春季高山
烏龍茶」比賽中，邱鋒典(立
者前排左8）的榕湶製茶以
一斤77萬元賣出，榮獲特等
獎。市長鄭文燦(立者前排左
7）親自頒獎。
2.茶湯溫潤甘醇
3.茶葉完整，較肥厚。

2

3

4

5

4.20年資歷的廠長吳銘城專業負責。 5.拉拉山日夜溫差大、海拔高，適合茶葉生長。

遇到當時電信公司的基建人員相助，協助拉

年前順利換肝後，更加注重喝好茶，只有與茶

了74根電線桿到茶園，自己則是投資開道築

為伍，期許繼續努力耕耘，做出更好的茶。

路，整地後奠定了在拉拉山發展的基礎。

天時地利人和 看天吃飯 努力拚搏

茶園旅遊資訊
榕湶製茶

遊客上拉拉山看巨木、賞櫻花、吃水蜜桃

邱鋒典的榕湶製茶拉拉山茶工廠，正確來

之餘，也可順道一遊茶園，茶園可免費安排導

說是在塔曼山交界處，面東、向宜蘭，日夜溫

覽，專人帶看茶園和參觀製茶過程，但請要上

差大，又比台灣其他地方的高山茶緯度高，整

山度假，遊茶園的民眾先打電話聯絡預約。茶

體來說條件優，種植出來的茶葉較肥厚、茶湯

園不提供住宿，需自行開車上山。

溫潤回甘，被喻為茶界的「明日之星」。
邱鋒典做茶25年，並非一路順風順水，曾因
應酬多和客戶搏感情，工作勞累到肝硬化，3

預約茶園導覽請洽：
榕湶製茶邱鋒典： 0937-843876
03-367-8669

邱鋒典
Profile
生日：1974年
種茶資歷：25年
▓ 得獎記錄：
2020年拉拉山春季
高山烏龍茶特等獎
▓
▓

2019年拉拉山春季
高山烏龍茶特等獎

↓拉拉山高山烏
龍茶品質一點都
不輸其他高山茶

室內萎凋 將 萎凋後 之茶菁放 入 發酵 萎凋後，讓茶菁靜置，與空 團揉 塑型團揉後的茶葉會緊結 乾燥 利用高溫，使茶葉停止發
室內，控制在恆溫恆濕中。
成球形，便於包裝、運送和儲存。 酵，固定茶葉品質。
氣接觸起氧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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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食 光
古色古香、用餐環境舒適

春草舒願

以藥草入膳 吃巧又健康

位於大溪月眉休閒農業區的「春草舒願」養生創意餐廳，
結合了藥膳美食、教育推廣，將自古以來保健的藥草融入日
常飲食中，兼顧健康及美味，品嚐美食也能保健養生。
「春草舒願」老闆張清進，嘉義人，年輕時曾為台北來來大
飯店烘培師傅，餐飲養成基礎就在那段時間。後來離開繁華

種植藥草是張清進的
工作，也是興趣。

都市，返回成長的故鄉大溪，先跟著家裡務農，栽種藥草，供應台北艋舺青草巷所
需，爾後因傳統藥草業逐漸式微，在民國85年時思變，將自家藥草園轉型為休閒農
園，經歷了多年的努力，逐漸打出自己的一片天。

現代的藥草廚房 教育、美食、DIY
轉型後的藥草園更名為「大溪保健廚房」，顧名思義就是以傳統的藥草特性融入
生活中，以自家植物園，搭配餐廳的開展，迎合飲食的需求，設計出各式的保健食譜
配方，讓來店的客人可以親眼看看食用藥草長什麼樣子，聞聞它的味道，接受藥草入
菜獨特的鮮、香，美，就這樣一路走來，從初期的「大溪保健廚房」到現在

↑加入枸杞的蘆薈汁，呈現美麗的澄色。
←健康養生餐不一定全素，搭配適當的料理方式、食材
新鮮，佐以食療的植物，保健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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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蒟蒻為多年生宿根性塊莖草本植物，長到比人還高的蒟蒻較
為少見。 2.店內陳設處處是風景 3.信手一拈就是花藝設計
4.二樓富有禪意的空間，可供活動場地使用。 5.一物一籃皆巧
思 6.食用蘆薈是推廣的重點 7.植物園內種植大片的薑黃

1

7

6

4

5

的「春草舒願」，儘管地點稍有不同，但一直在大溪這塊土地
模範農民

上耕耘守護著。

張清進

農業精緻化 走向觀光休閒

祖先留下的智慧 現代神農嚐美食
現代人工作忙碌，生活壓力大，外食機會多，無形中食用了
過多不健康的素材，來到「春草舒願」正好有機會多認識草
根香，體驗天然美食。像是常見的美容聖品蘆薈，不僅可消

張清進曾當選模範農民，配合政府推動農業精緻化，
藥草園接受輔導轉型，結合生產、伴手禮、特色餐廳、藥
草DIY、自產自銷，除餐飲外，也希望和國旅業者合作，
提供場地租借，可供研討、講座，餐飲。
←蘆薈、仙人掌保養品與燉包

炎美膚，也是很好的清肝解毒配方。另外，還有許多常見植
物，如：仙人掌、南薑、香蘭葉，也都有不錯的食療效果。
「春草舒願」不僅經營餐飲，也提供教育體驗的課程，設計
了三十六計藥膳調理包，消費者可以現場操作，再一起用餐，
而熱心的老闆張清進還會推薦許多大溪值得一遊的文創產
業供客人參考順遊。

→二樓空間提供租借，
可容納約30人。
INFO

桃園市大溪區月眉路52號
03-388-7980
11:00-20:00

〔清肝解毒配方〕

蘆薈蜆湯

2
1

3

4

5

1. 材料：蘆薈250克、蜆1斤、帶皮蒜頭三瓣、老薑數片、薑黃數片 2. 新鮮蘆薈 3. 電鍋內鍋倒扣空碗，將材料擺
放碗外圍，外鍋用一碗半的水加熱。 4.5. 利用真空原理，蒸熟後取出空碗，鍋內即收集瀝出蘆薈蜆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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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創

遊

晴耕雨讀

桃園最美的獨立書店

座落於龍潭鄉間的晴耕雨讀小書院，從2013年8月開始至
今，已走過七個年頭。今年初從附近舊址遷移後，使用自宅老
家延續打造創意的理想型態，一草一木，一桌一椅，一書一景，
繼續落實晴天耕作，雨天讀書的精神。
從113甲線彎進田間小路，映入眼簾的是一畦畦的稻田，而往前駛近就是「晴耕雨
讀小書院」的所在地。在晴天拜訪時，藍天綠地，平房書香，就是小書院給人的第一
印象，難怪曾被網友喻為台灣最美麗的獨立書店。

從工程師到書店老闆 創業圓夢
在網路發達的今日，要經營實體書店已不容易，更何況是獨立小書店，老闆曾建
富表示，他原在工研院任職工程師，和太太異地工作，因兩人都愛書，幾經思考決定
申請文化部「文化產業創業圓夢計畫」的補助，一起回到故鄉，開一家書店。
草創時期是租用親戚的鄉間舊屋，把裡外改造成有綠地花木的書店，六年後親
戚收回原屋，於是曾建富就把原本自家的老宅，從頭整理，再複製成新的「晴耕雨
讀」，雖然有前次的經驗，但這回的新據點花費更多的心力去打理，所有木工都是自
己來，使用面積比原先的大，佈置更多相關的文創商品。

座落於田間的美麗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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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書店老闆曾建富(左)與太太洪毓穗胼手胝足打造屬於自己的書店 右圖：推開書店大門吸引目光的陳列

書店成另類景點 歡迎來龍潭旅客順道一遊
資訊發達過度使用手機，佔用了現代人休閒的時間，但也
因這樣的傳播，讓很多人知道「晴耕雨讀」，假日時書店人潮
眾多，農曆年假期書店更成了熱門景點。接下來曾建富期許
書店能發揮功能，讓人們心靈沉澱多閱讀好書。同時，書店
已朝成熟期邁進，會多舉辦各式藝文講座，手作課程，吸引各

棄工從文

曾建富

同業分享 互相觀摩學習
獨立書店進書不易，因此同業
間組成了合作社，開出書單，集體
採購，省下了不少時間成本。另外，「晴耕雨讀」支持文
創，也販售各式明信片、手作小物、小農產品。

族群前來。近期國內旅遊正流行，也常有旅遊小團體造訪。

1

↑花木扶梳，綠意盎然。 ↗書店新、舊書銷售各佔一半

2

3
4
1.3.4.各式文創商品 2.曾建富的創業故事書
INFO

桃園市龍潭區福龍路二段169巷181弄30衖90號
03-480-2377
10:00-18:30(週三～日)

←↖書店也提供簡單的輕食菜單，圖為冰咖啡和窯烤麵包手作輕食。

↑→在稻田旁看書是至高的享受
↓小型手作課程的使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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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仁海宮｜

封街慶中元 鄭文燦與民眾同慶
中壢歷史最悠久的寺廟，是全台百大必訪廟宇，民眾
信仰中心的仁海宮，於9月6、7日舉辦一年一度的「好客
保庇‧豬事大吉」慶讚中元活動，包括水燈排遶境以及
神豬比賽，熱鬧的兩天活動中，桃園市長鄭文燦皆親臨
現場參與，鄭文燦表示，仁海宮的水燈排是模仿古代人
工拉縴的方式把它樹立起來，還有安排傳統牛車來遊
街，這些都是農業社會時代，濃濃的人情味表現。
另外，在神豬酬神部份，雖是傳統古禮，但隨著時代
變遷，規模也逐年減少，今年仁海宮特別邀請廢鐵藝術
家鄭炳和，以創意神豬藝術創作，加入傳統神豬行列一
同敬神，別具生動，仁海宮周邊也封街舉辦晚會，邀請
來許多位藝人參加演出，與民眾共同歡慶中元佳節。鄭
文燦市長表示，慶讚中元是傳統的文化廟會，不但傳遞
了客家義民精神，也是傳統台灣精神的表現，期許媽祖
能保佑桃園，護佑台灣，趕快退散瘟疫，讓經濟振興，民
眾回復安居樂業。

↑今年仁海宮以創意神豬藝術創作一同來敬神，
桃園市長鄭文燦(左5)特別到場與民眾慶中元。

↑↗桃園市長鄭文燦(前排左4)參與水燈排遶境祈福

｜桃園喜來登酒店｜ 推出尾牙和春酒餐飲優惠

↑禧粵樓中餐廳推出除夕夜團圓餐

桃園喜來登酒店提前佈署2021年尾牙宴和新春團拜圍爐宴特惠，歡迎各界公司行
號和家庭提早預約。
在尾牙宴方面，推出「牛轉乾坤開鴻運，尾牙春酒迎豐年」專案，有四大好禮，分別
是「早鳥優惠」，「平日最划算」，「試菜好貼心」，「消費滿額贈」，精緻桌菜每桌8888
元加一成起，自助百匯每人930元加一成起，滿15人享85折，滿30人享8折優惠，人數
愈多，折扣愈大。尾牙優惠期間從2020年12／15至2021年3／31止。
在新春圍爐宴方面推出「澎湃豐盛金牛年」，禧粵樓中餐廳推出除夕夜團圓餐，從
每桌7200元加一成(六人量)，初一至初五小吃桌菜從9800元加一成(十人量)。花水木
日本料理餐廳從除夕到初五，包廂每桌從16800元加一成(十人量)，初一至初五桌菜從
13800元加一成(十人量)。優廚西式自助餐的除夕夜團圓餐從每人1580元加一成，兒
童780元加一成，小童300元加一成，除夕至初五(除夕夜除外)，成人1280元加一成，兒
童640元加一成，小童150元加一成。
● 詳細的內容可電詢桃園喜來登訂席專線，電話(03)385-8898

｜桃園市觀光旅遊發展協會｜ 送五星飯店飯盒為防疫人員打氣
桃園市觀光旅遊發展協會為慰勞在新冠疫情中第一線的辛苦醫護人員，於
今年四月間先後準備800個飯店精緻餐盒直送到衛福部桃園醫院及龜山區長
庚醫院，由協會理事長李三連代表送達，並邀請桃園市長鄭文燦一同出席這項
很溫馨的暖心活動。這些飯盒都是由五星級的桃園喜來登酒店所製作的。
李三連說，醫護人員在疫情期間非常辛苦，隨時守護大家的安全，他號召協
會理監事攜手桃園喜來登酒店團隊，特製800份精緻餐盒來給大家加油打氣，
餐盒有3款，白飯皆使用桃園在地新香米，主菜為筍絲滷豬腳、廣式玫瑰花油雞
腿、醇味脆梅焗魚排，另外還搭配4款精選配菜與元氣湯品。受贈的衛福部桃
園醫院長院長徐永年也回贈李三連感謝狀，同時還表示，能夠吃到五星級飯店
的飯盒非常暖心，大家士氣大大提高，更感謝協會的愛心和鄭市長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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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鄭文燦(左8)與桃園市觀光旅遊發展協會理事
長李三連(左7）一起前往長庚醫院，致贈五星飯店
飯盒，為防疫人員加油打氣。

中壢仁海宮 百大必訪廟宇
The revival of the past glory of Zhongli Old Street
Must visit resort among the 100 religious scenic spots-Ren Hai Temple

榮獲內政部臺灣宗教百景第四名的財
團法人中壢仁海宮，創建於清道光6年
(1826)，主祀媽祖，已近200年歷史，
當年由中壢、平鎮、楊梅等13庄聯合興
建，初僅供奉觀世音菩薩，後增奉媽祖
娘娘，迄今已歷經五度重修，是中壢最
古老的廟宇，香火鼎盛，有「新街廟」、
「中壢媽」之稱。
民國108年(2019)完成屋宇整修及增設
沉香媽祖殿，千年沉香媽祖，高109公
分，重53公斤；岫玉媽祖，高153公分，
1.6噸重，法相莊嚴，罕見身著官服，頗
具獨特意義，可媲美大甲金身媽和宜蘭
珊瑚媽。每年農曆3月23日媽祖壽誕、
中元節「中元普渡」、「放水燈」，農曆
11月「媽祖回鑾、遶境」等，吸引各地香
客共襄盛舉。

Zhongli Ren Hai Temple Foundation
Ranked as the fourth out of One Hundred Religious Resorts
by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Zhongli Ren Hai Temple was
built in 1826 mainly worshipping Mazu. With about 200
years of history, it was jointly built by 13 communities,
including Zhongli, Pingzhen, Yangmei, etc. At first, it
mainly worshipped Guanyin Bodhisattva. Later, it began to
worship Mazu as well. It has been renovated five times until now and is the oldest temple
in Zhongli. Likewise, it is also called the “New Street Temple”and“Zhongli Ma.”
Refurbished in 2019, an agarwood Mazu statue, with a height of 109cm and a weight of
53kg and a xiuyu jade Mazu statue, with a height of 153cm and weighing of 1.6 metric
tons, were added. They look solemn and wear rare officials’gowns. Indicating special
meanings, they can be compared with the gold Mazu statue in Dajia and the coral Mazu
statue in Yilan.
It always sponsors ceremonies and folk activities on Mazu's birthday on the 23rd day
in the 3rd lunar month,“ Zhongyuan Pudu”and“Release Water Lanterns”on Zhongyuan
Festival,“Mazu's Return, Pilgrimage Procession”in the 11th lunar month, etc. every year.
Blessing the residents and protecting the city, it attracts worshipper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aiwan to join these festivals.

仁海宮
32085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198號

http://www.renhai.org.tw

No.198, Yanping Rd., Zhongli Dist., Taoyuan City 32085, Taiwan (R.O.C.)
(03)452-3356

(03)462-5289

開放參香時間：平時每日AM5:00～PM8:30
春節 (小年夜&除夕)夜間開放時間：PM23:00～早上

Opening hours：AM5:00～PM8:30 (everyday)
Spring Festival (New Year's Eve & New Year's Eve)
Night opening hours：PM23:00～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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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板根森林遊樂區｜

中秋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推出「夜烤 B.B.Q」！
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於今年中秋特別企劃「板根明月心夜烤專案」，讓您在大
板根的秋涼綠野氛圍中、大啖美食、盡情洋溢於歡笑的時光裡，享受「月圓人團
圓」的幸福與感動。
活動日期為2020年9／19～2020年10／11，只要訂晚餐時段烤肉套組（＄4000，
＄5000及＄6000三種，每組十人份，需外加一成清潔費）就送您森林入園門票，讓
您探訪原始森林步道，並享露天溫泉SPA優惠價；建議您來大板根可先體驗亞熱
帶雨林步道的高氧芬多精洗禮，讓身體裡的雜質藉由汗水排出後，再來享受潤肌
美膚的美人湯露天溫泉SPA，等身心皆達到最初純淨放鬆的最佳狀態，夜晚再伴
隨著大夥同樂的笑聲、大口嚐烤肉，與家人共享中秋明月夜烤的最好時光！

↑大阪根森林
溫泉
←烤肉攤非常
熱鬧

手工創意製作！堅持不讓甜度過量的健康理念，是一款裡外都周到的貼心
禮盒！每盒只要620元／8入（大宗採購另有優惠），內有5種不同口味：金沙奶皇(70G)、紅豆麻糬
(70G)、柚子酥(50G)、紅藜蜜柑酥(50G)、老奶奶檸檬蛋糕(40G)。請向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網站www.
thegreatroots.com查詢，或洽大板根預約專線：(02)2674-9228*1 傳真：(02)2672-0534 。
2020大板根中秋禮盒

｜COZZI Blu和逸飯店｜

HOT

探索Xpark之旅 入住飯店送水族館門票

1

2

3

COZZI Blu和逸飯店正式與日本橫濱八
景島Xpark水族館合作，首推全台獨家的
「探索Xpark之旅」住房專案，入住即依
房型人數贈送超夯水族館門票，專案房
價5,840元起(服務費及稅另計)，邀請全
台海洋愛好者入住COZZI Blu和逸飯店，
在旅程裡享受人生、開啟一趟充滿視覺
感官的驚奇探險。
1.和逸飯店「Cozzi Market逸 · 市集」供應中西
豐盛自助餐 2.有海洋元素的大廳 3.健身房
4.Xpark有豐富多樣的魚種

4

｜桃園旅館同業公會舉行會員大會｜

鄭文燦頒獎表揚績優旅館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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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洪佳增 )

桃園市旅館公會在7／30舉行第26屆年度會員大會，由理
事長邱照進主持，特邀請桃園市長鄭文燦頒發50位績優旅
館從業人員，並與績優人員合影留念。
會員大會在住都飯店舉行，計有200多家會員旅館代表參
加，邱照進表示，碰上新冠疫情讓旅館業營運陷入停頓，但
在政府積極協助下，從業人員和旅館業者都得到有效紓困，
同時，公會也積極向政府爭取舉辦培訓課程，總計從4月到7
月共舉辦了7個梯次，共培訓500多位旅館從業人員。
邱照進表示，旅館公會也在疫情期間，協助會員旅館採購
防疫需要的酒精和口罩，協助各家旅館克服疫情影響。桃園
市觀光旅遊局長楊勝評等人也參加當天的大會。

↑桃園市長鄭文燦(左5)與桃園市旅館公會理事長邱照進(左6)

2020

台灣觀光年會 在桃園
10/26 一 10/27 二
地

點

桃園喜來登酒店

活動目的

將台灣特色資源與觀光結合，透過行銷，推向國際舞台，提昇台灣能見度，吸引國內外
遊客到訪，促進地方觀光事業發展，活絡地方經濟。

活動內容

一：邀請海內外觀光領域菁英、各縣（市）觀光協會與觀光產業經營者出席
二：安排交通部觀光局官員和桃園市地方首長等貴賓致詞和專題演講
三：規劃桃園市經典旅遊行程踩線與景點參訪活動
四：國際觀光論壇和產業觀光論壇
五：交流晚會（桃園喜來登酒店）

指導單位

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主辦單位

台灣觀光旅遊聯盟總會

承辦單位

桃園市觀光旅遊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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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觀光旅遊發展協會理監事名單

		

董監事類別

姓名

		

董監事類別

姓名

董監事類別

姓名

1

理事長

李三連

13

理事

許炤平

25

理事

葉進峒

2

榮譽理事長

姜仁通

14

理事

陳瑞淳

26

常務監事

洪坤地

3

常務理事

吳德原

15

理事

陳澤傳

27

監事

卓添裕

4

常務理事

呂芳堅

16

理事

黃金春

28

監事

徐明章

5

常務理事

洪樸鈞

17

理事

楊文鎮

29

監事

張有政

6

常務理事

黃世杰

18

理事

葉國傑

30

監事

游英明

7

理事

余金來

19

理事

鄧運通

31

監事

黃彥喆

8

理事

李合鑑

20

理事

鄭萬得

32

監事

黃琮澔

9

理事

姜仁添

21

理事

駱啟明

33

榮譽顧問

李鎮楠

10

理事

胡登豪

22

理事

謝易勳

34

榮譽顧問

郭榮宗

11

理事

范振修

23

理事

謝柏寬

35

義務法律顧問

楊文慶

12

理事

張金壽

24

理事

鍾學貴

桃園市觀光旅遊發展協會公司會員名單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桃禧航空城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21 香園食品粄圓屋
1
		 (桃園喜來登酒店)
22 根深企業餐飲集團

公司名稱
43 中壢仁海宮
44 中華餐旅經理人協會

2 中源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23 海景1號海鮮餐廳

45 台灣石門農田水利會

3 桃園智選假日飯店

24 星之戀咖啡美食館

46 台灣桃園農田水利會

4 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

25 富力亨有限公司

47 桃園市林俐玲市議員服務處

5 米堤飯店集團

26 義美吉盛股份有限公司

48 開南大學

6 王牌旅館ACE HOTEL

27 增昇有限公司

49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7 名人堂花園大飯店

28 聯榮商行

50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8 桂林系列旅館

29 美國關島巧克力工廠

51 桃園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登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0 世合工程行
9
		 (桃園尊爵大飯店)
31 九龍傢俱有限公司

53 中壢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10 笠復威斯汀股份有限公司

32 承家室內設計

54 桃園航勤公司

11 渴望會館

33 程峰家具

55 大都會車隊股份有限公司

12 桂冠商務旅館

34 世紀鋼構股份有限公司

56 全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3 渡簬企業有限公司

35 威均建設有限公司

57 易飛網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4 手信坊股份有限公司

36 善哉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58 南和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

15 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

37 金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59 第一郵通股份有限公司

16 河馬水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8 得隆環保興業公司

52 新竹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60 遠傳企業社

17 金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39 馬德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1 佑爾公司

18 美福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40 田野國際有限公司

62 民眾日報

19 點線麵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41 埔心牧場(三立影城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分公司) 63 中壢區漁會

20 汎泰水產有限公司

42 桃園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高爾夫球場） 64 海岸風情腳踏車/休閒車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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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床家庭房

旅居文旅

中(壢館 )

當藝術碰見旅館
看優席夫如何詮釋

旅館與藝文碰撞會擦出什麼火花呢?桃園中壢的旅居文旅除了提供舒適的住宿環
境外，更致力打造文藝閱讀空間及文創基地，成為文人墨客齊聚的圖書旅館。其中，
旅英國際藝術家優席夫不僅是旅居文旅的常客，更將作品提供給文旅擺設在閱讀
區，亮麗鮮明的色調讓原以素雅為基底的閱讀空間更具生命力。
旅居文旅襄理程玉婷表示，重新裝潢基調以木質灰黑白樸實無華為基底，同時邀
請國際知名旅英阿美族藝術家優席夫將作品擺置在一樓公共空間，營造人文藝術氛
圍，讓人感受到圓潤、放鬆、單純簡約。另外，有別於傳統飯店大廳僅止於提供Check
in服務，旅居文旅更強調大廳的交誼功能，讓旅客與旅行有所連結。
此外，為讓旅館不僅是單純的住宿服務，旅居文旅更標榜是Co-Living，Co-Learning
& Co-Working的複合式體驗。旅居文旅希望將傳統旅館打造成為一個共居、共享、
共創的旅人空間，而「美麗在唱歌SPA」工作室的整合即是旅居文旅實驗性的第一個
資源整合共創空間。另外，透過旅館空間分享的概念，旅居文旅一樓大廳接待整合成
「一個書櫃計畫」推廣閱讀習慣，同時兼具辦公洽商的自由活動辦公室，提供24小時
的商務服務，另外設立商務中心、個人工作室，可以月租方式獨立辦公空間，活化中
↓旅居文旅門口即是優席夫的畫作

DATA
320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216號
03-462-2345
www.hubhotel.com.tw/zho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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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席夫的畫作為閱讀空間注入旺盛的生命力

靜謐舒適的閱讀空間，也可以舉辦講座。

小型旅館的閒置空間，分享給需要高彈性辦

的無線網路。房外浴室為乾濕分離，和臥室各

公長租的旅客，未來也將整合工商登記、會

自獨立，讓房客有更多選擇的空間運用。

計服務等專業領域的服務，讓新創團隊能夠
利用旅館共居空間，創業成長。

商務客及親子最佳選擇

搭配Xpark與高鐵優惠專案
為方便遊客來青埔「七桃」，旅居文旅推出
高鐵飯店聯票8折專案，遊客可以8折購買高

從商務客到家庭旅遊，旅居文旅提供8種房

鐵車票，從桃園高鐵站開始遊玩，回程回到高

型涵蓋所有客群。針對家庭出遊，旅居文旅

鐵後享有專人接駁至旅居文旅服務，晚上再

除家庭房外，還有最特別的溜滑梯房，共11.2

去中壢夜市或是中原夜市享受美食。另外，

坪4床的住宿空間，是專屬家庭設計的旅居溜

旅居文旅也搭上近期最夯的Xpark推出接駁專

滑梯房，內建兒童最愛房內溜滑梯，寬敞空間

案，旅客可預約一趟接駁服務，從水族館或是

可以住到最多6人，適合一個或兩個家庭一起

從飯店出發，晚上可再前往夜市享受美食。旅

出遊。針對商務客，旅居文旅也提供市場上

居文旅也是全台第一家與Xpark合作販售水族

較少見的單人標準房，營造單人謐靜的休憩

館門票，從9月中開始販售水族館門票搭配高

空間，房內擁有舒適的沙發床、桌椅和快速

鐵與接駁的專案。

↓「美麗在唱歌SPA」
精選保養用品

↓專為親子設計的溜滑梯房

「美麗在唱歌」獲金氏世界紀錄
旅居文旅實驗性的空創空間「美麗在唱歌SPA」除了傳統女生塑身美容美
體服務，目前擁有最熱門的熱蠟除毛服務，服務很多孕媽咪及愛美的女士
們，更同時擁有多人同時作熱蠟除毛的金氏世界紀錄。「美麗在唱歌SPA」
使用VLB專為亞州人設計之熱蠟美肌除毛品牌，針對亞洲人肌膚、毛髮所
設計，蠟品具有完整包覆性、完美的抓毛力，低敏、低刺激度能降低肌膚不
適反應，搭配除毛師專業手法，帶來非凡的美肌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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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高鐵入住「旅居文旅-中壢/高雄」
北高任遨遊
入住期間高鐵票享

8折優惠

官網預定享房價最優惠
多樣套裝專案任你選擇

｜松山機場館｜
｜土 城 館｜
｜中 壢 館｜
｜高 雄 館｜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485
新北市土城區中正路30號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216號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31號11樓

+886
+886
+886
+886

(2)
(2)
(3)
(7)

2502-5000
2261-9191
462-2345
269-2626

tsa@hubhotel.com.tw
tucheng@hubhotel.com.tw
hubhotel.service@gmail.com
85tower@hubhotel.com.tw

官方網站

COUPON
好康
分享

大板根森林 溫泉
酒店

桃園喜來登酒店
＊憑 好康分享券，至
桃園喜來登酒店任
一餐廳用餐可抵餐
飲消費100元。
＊每人每次限用一張
＊早 餐、外帶商品、
酒類商品恕不適用

＊憑好康分享券，森林入園門票八折優惠。(限購四張)

(有效期限至11/30為止)

(有效期限至11/30為止)

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插角79號
02-2674-9228
www.thegreatroots.com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777號
03-385-1188
www.sheraton-taoyuan.com

春草舒願

旅居文旅(中壢館)

＊憑好康分享券，雙人用餐送價值200元黃晶皂一塊。

＊憑好康分享券，退房時間可延後1小時至中午12點。

桃園市大溪區月眉路52號
03-388-7980
11:00-20:00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216號
03-462-2345
hubhotel.service@gmail.com

輕綠舍Lite Canteen

花杓豆坊

＊憑好康分享券，消費打九折。

＊憑好康分享券，豆花類品項打九折。

桃園市大園區致遠一路15號 03-287-1811
09:30-17:00(週一、二、三、五)，09:00-17:00(週六、日)

桃園市大園區大成路二段37號
0917-174-679
11:00-21:00(週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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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ON
好康
分享

桃園喜來登酒店
憑好康分享券，至桃園喜來登酒店任
一餐廳用餐可抵餐飲消費100元。

大板根森林 溫泉
酒店
憑好康分享券
森林入園門票八折優惠(限購四張)

桃園觀光雜誌vol.1 好康分享券

C O U P O N

桃園觀光雜誌vol.1 好康分享券

使用期限 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
※店家保有最終贈品兌換內容修改權利

使用期限 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
※店家保有最終贈品兌換內容修改權利

每人每次限用一張，早餐、外帶商品、酒類商品恕不適用。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777號
03-385-1188
www.sheraton-taoyuan.com

旅居文旅(中壢館)
憑好康分享券
退房時間可延後1小時至中午12點

C O U P O N
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插角79號
02-2674-9228
www.thegreatroots.com

春草舒願
憑好康分享券
雙人用餐送價值200元黃晶皂一塊

桃園觀光雜誌vol.1 好康分享券

C O U P O N

桃園觀光雜誌vol.1 好康分享券

使用期限 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
※店家保有最終贈品兌換內容修改權利

使用期限 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
※店家保有最終贈品兌換內容修改權利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216號
03-462-2345
hubhotel.service@gmail.com

花杓豆坊
憑好康分享券
豆花類品項打九折

C O U P O N

桃園觀光雜誌vol.1 好康分享券

使用期限 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

※店家保有最終贈品兌換內容修改權利
桃園市大園區大成路二段37號
0917-174-679
11:00-21:00(週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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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U P O N
桃園市大溪區月眉路52號
03-388-7980
11:00-20:00

輕綠舍Lite Canteen
憑好康分享券
消費打九折

C O U P O N

桃園觀光雜誌vol.1 好康分享券

使用期限 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
※店家保有最終贈品兌換內容修改權利

桃園市大園區致遠一路15號 03-287-1811
09:30-17:00(週一、二、三、五)，09:00-17:00(週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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