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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是對全球影響深遠的一年！全世界都因為疫情而改變，觀光旅
遊更因此而阻隔停頓，但是台灣人民表現堅忍不拔，政府展現效率

與應變能力，在民間以及產業共同投入防疫下，台灣的防疫成績寫下驚
人紀錄，獲得全世界的肯定！
桃園在過去6年也經歷極大的蛻變，展現出城市的魅力與韌性，我們升
格6年來，人口成長21萬人，正式突破226萬人，是全國人口成長最快的城
市！更多家庭選擇在桃園生活，許多公司企業也加碼投資桃園，台商回

New Charm Taoyuan,
A Beautiful Life for Citizens

桃園新魅力 市民好生活

流，桃園也是第一，更多遊客來桃園觀光旅遊，桃園景點尤其是青埔已成
為目前網路上熱搜的關鍵字，在此特別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也歡迎外地民眾在春節期間來桃園旅遊，體驗桃園的新魅力；除了
來「萬象新城」的青埔走走外，桃園的角板山園區最近重新整修開放，
正值梅花季，可帶家人前來賞花怡情，也可以到北橫的羅浮和爺亨泡泡
溫泉，當然，更不要忘了大溪老城區、石門水庫的美麗風光，或是欣賞竹
圍、永安漁港的海濱景緻，到楊梅，龍潭茶園喝喝茶。
在此祝大家新年如意，閤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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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is a year with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world. The whole world
has changed due to the epidemic, and tourism has come to a halt.
However,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shown perseverance to battle the virus.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demonstrated efficiency and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change. With joint efforts in preventing the epidemic, Taiwan's prevention
performance has set an extraordinary record and earned recognition from the
whole world.
Taoyuan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in the past six years,
gradually demonstrating its charm and resilience. Ever since Taoyuan became
one of the special municipalities, the population has grown immensely,
making it the fastest-growing city in the country. More families choose to
live in Taoyuan, and many companies and enterprises have also increased
their investment in the city. We also have the highest return rate of
Taiwanese businessmen coming back from China to invest. Furthermore,
more tourists come to Taoyuan for sightseeing. Taoyuan attractions,
especially Qingpu,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earch keywords on
the internet. We want to thank you all for your support.
I also welcome people from other cities to visit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to experience the new charm of Taoyuan. Aside from New Town Qingpu,
Jiaobanshan Resort Park has recently been reopened. It is now the perfect
time to visit because of plum blossom season, you can bring your family
to flower viewing, or you can also go to Luofu and Yeheng to relish the
delightful hot springs. Of course, don't forget the serene scenery of Daxi
Old Town and Shimen Reservoir. The seaside of Zhuwei and Yongan Fishing
Harbor is also worth your visit. Or, choose to savor some freshly plucked tea
in Yangmei and Longtan.
I wish you all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桃園市長The Mayor of Taoyuan City

COZZI Blu和逸飯店・桃園館
首推年菜外帶與星級圍爐 饗宴 桃園人過年團聚新選擇
持桃
園市
民卡
享9
折

「牛轉乾坤慶團圓」年菜外帶 六人份8,800元
有吃又有拿！在家也能輕鬆圍爐 還有主廚特製「黑金奶皇流沙包」
2020年中開幕的國泰飯店觀光事業旗下COZZI Blu和逸飯店．桃園館為服務消費者，推
出「牛轉乾坤慶團圓」六人份年菜外帶，以粵式料理手法、主打在地食材入菜，全套七道
菜色售價8,800元，再加贈主廚特製伴手禮－「黑金奶皇流沙包」，110年2月11日除夕當天
取貨，持桃園市民卡可享九折優惠。
媽媽們每年都在煩惱圍爐年夜飯要準備什麼嗎？不想舟車勞頓、忙進忙出，牛年團圓飯
的重責大任，就交給COZZI Blu和逸飯店．桃園館吧！由行政主廚邱有彬帶領的餐飲團隊，
首次推出「牛轉乾坤慶團圓」六人份年菜外帶。其中「團圓群聚五福集」有蟲花海蜇絲、
東港香烘烏魚子、馬告原鄉鹹豬肉、秘製黃金泡菜、八里五味鮮九孔，選用五種不同台灣
在地特色食材入菜，讓人食指大動。「八珍極品佛跳盅」則選用鮑魚、蹄筋、豬腳、魚皮等
各式富含膠質的食材，再以開陽、扁魚、老母雞熬煮八小時，所有食材的風味融合成一體，
滋補營養不油膩，展現出佛跳牆最佳風味。「聖路易肋排佐黑胡椒醬」選用台灣在地黑豬
肉，兩段式火烤烹製後，再淋上自製的黑胡椒醬，軟嫩的口感令人吮指回味。而主廚融合
台、粵手法的「港式臘味米糕」，以港式乾腸、臘腸為基底，搭配長、圓糯米、香菇、開陽、
蛋酥製成，既吃得到港式風味，同時又能品嘗到主廚的巧思變化。此外還有「松露龍皇海
大蝦」、「波羅藍眼海上鮮」、「鮮菇蟹腿翠玉蔬」等，道道精彩，每一口都是頂級風味。
凡購買全套年菜，另贈主廚特製「黑金奶皇流沙包」，全套售價8,800元，持桃園市民卡可
享九折優惠。★預訂專線(03)273-7688宴會業務

星級圍爐饗宴 團聚好Easy
“星＂意圍爐！魔術、樂團伴除夕

↑國泰飯店觀光事業旗下的COZZI Blu和逸飯店．桃園
館推出「牛轉乾坤慶團圓」六人份年菜外帶，整組7道
菜色，另贈主廚特製伴手禮，需事先訂購。

↑年菜外帶中的「八珍極品佛跳盅」選用富含膠質之
食材及高湯熬煮八個小時。 ↗「聖路易肋排佐黑胡椒
醬」選用台灣在地黑豬肉，軟嫩的口感令人吮指回味。

除了年菜外帶，餐飲團隊也精心設計「牛年鴻運到」星級圍爐饗宴，除了十道豐盛的年節佳餚外，特
地邀請樂團及魔術表演，讓親友過年團聚時刻更能享受熱鬧團圓氣氛，每桌十位售價26,800元+10%。
若是小家庭，也可選擇六人宴席，每桌16,800元+10%。★訂席專線：(03)273-7688宴會業務

■COZZI Blu官網：https://hotelcozzi.com/桃園館

■和逸飯店 www.hotelcozzi.com

■慕軒飯店 www.madisontaipei.com

＊COZZI Blu和逸飯店．桃園館保有活動解釋權，活動內容依官網公告資訊為主。 ＊免費加入AMAZZING CLUB會員更多優惠：www.amazzingcl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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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長 賀 年

2021 牛年鴻運 精彩桃園

揮別深受疫情影響的
2020，期待2021能順利開展
觀光旅遊！桃園一年四季處
處精彩，在新春之際更有結
合現代光影科技及傳統花燈
藝術的桃園燈會，適合一家
大小、呼朋引伴一同走訪這座
「光之桃花源」。2021桃園燈
會沿著中壢母親河老街溪打
造3大展區：光明公園的桃花
林燈區可欣賞4千平方公尺
的光影桃花林、老街溪河岸公園由超過2公里的光帶打造成銀河
水岸燈區，新勢公園則邀請國際設計師結合東西文化設計天空之
城主燈，象徵展翅飛翔。
除了光影璀璨的桃園燈會，大溪慈湖也是越夜越精彩，市府打
造「慈湖水舞2.0」，有全新的3D水舞秀，可見波浪、愛心、壯觀
的千手觀音的造型水柱，在春節期間更推出帶有年節氛圍的新曲
「新春喜洋洋」搭配水舞表演，不同曲目搭配不同水型及燈光變
化，邀請大家到慈湖感受新年喜慶的水舞秀。
過年有拜有保庇！大家過年喜歡闔家大小走春祈福，桃園有許
多廟宇適合大家來巡禮祈求平安順利。龜山壽山巖觀音寺是桃園
市歷史最悠久的廟宇、見證桃園百年風華的「大廟」景福宮、已有
三百多年歷史的蘆竹南崁五福宮、中壢重要信仰中心的中壢仁海
宮及大溪重要宗教文化地位的普濟堂等都有獨特魅力，春節不妨
來趟百年宮廟巡禮，感受文化信仰的沉靜安定。
2021年是個嶄新的開始，祝福大家牛年扭轉乾坤，平安如意！
也歡迎大家到桃園各地走走逛逛，體驗桃園自然及人文的獨特
魅力！

桃園市觀光旅遊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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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勝評

桃園市議會議長邱奕勝(前排左7)、立法委員黃世杰(前排左6)、桃園市觀光旅遊發展協會理事長李三連(前排右6)，偕桃園市觀光旅遊發展協會理監事一起拜年。

“牛”
轉新運 萬事大吉
在剛剛過去的2020年，全世界都共同遭遇到新冠疫情的影響，航空觀光旅遊產業尤其
是最深受其害者，產業表現只剩下三成不到，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指出，如果航空旅
遊業要想恢復到2019年的水準，估計也要等到2024年，因此，航空和觀光旅遊業還有一
段很長的路要走。
桃園市觀光旅遊發展協會並沒有因為疫情影響而停下工作腳步，疫情發生後，協會接
受交通部觀光局的輔導，我們辦理了數場的「職能培訓和產業轉型課程」，讓上百位從業
人員在疫情期間獲得很好的教育訓練，也間接幫忙產業界穩住員工就業，同時，下半年
協會也接受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的委託，承辦了「桃園觀光旅遊雜誌」雙月刊的編印工
作，有系統地介紹桃園的觀光資源和產業的新動態，由於製作精美，內容豐富多元，也得
到桃園各界和外縣市的好評和學習，2020年十月間，協會也和台灣觀光旅遊聯盟總會共
同承辦台灣觀光年會在桃園舉辦的大會活動，數百位全台各地的產業人士聚集桃園，在
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的協助和安排參觀下，重新認識桃園觀光旅遊最新發展成就。
2020年我們一起挺過來了，目前國內外疫情陰影仍未見散，但是在政府不斷推出各種
紓困方案，以濟產業之危，再加上疫苗的研發和全球展開注射計畫下，我們已從林梢陰
影下逐漸看見初陽，2021年雖然產業依舊艱困，但是我們要懷抱希望，一定要相挺幫忙，
協助政府做好各項防疫工作，利人利己利桃園護社會。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能
“牛”轉新運 生意興隆！事事大吉！
桃園市觀光旅遊發展協會理事長
■理事長 李三連
常務理事
理事

暨全體理監事 敬賀

■榮譽理事長 姜仁通

吳德原、呂芳堅、洪樸鈞、黃世杰

常務監事

洪坤地

余金來、李合鑑、姜仁添、胡登豪、范振修、張金壽、許炤平

監事

卓添裕、徐明章、張有政、游英明、黃彥喆、黃琮澔

陳瑞淳、陳澤傳、黃金春、楊文鎮、葉國傑、鄧運通、鄭萬得

榮譽顧問

李鎮楠、郭榮宗

駱啟明、謝易勳、謝柏寬、鍾學貴、葉進峒

義務法律顧問

楊文慶

桃 園

新鮮 事

(＊各活動日期依主辦單位公佈為準)

2～3 月
中壢、平鎮

2021桃園燈會

(＊因疫情防制本活動停辦)

2021 Taoyuan Lantern Festival
｜時間｜2月18日(四)～3月1日(一)，共計12天。

平日18:00～22:00、
假日18:00～22:30
｜地點｜中壢區光明公園，老街溪河岸公園
及平鎮區新勢公園等

2021桃園燈會規劃於中壢光明公園、老街

銀河水岸燈區，超過2公里光帶，展現桃園在地文化內

溪河岸公園及平鎮新勢公園等地舉行，燈會

涵；而新勢公園，則規劃為天空之城燈區，攜手國際藝

將透過32組主題燈組，串連出一條長達2公

術家以抽象創意的燈光展演，呈現桃園持續展翅飛翔

里，全台最長的老街溪銀河水岸燈光秀。在燈

的城市意象。

區設計上，光明公園被規劃為桃花林燈區，透

燈會最大亮點的「天空之城」主燈設在新勢公園，是

過光影科技及現代花藝美學，製作1座高6公

長32公尺、寬12公尺及高11.5公尺的創作，以孔雀及白

尺、6座高4公尺，整體光影投射面積達4,000

鴿東西文化中代表良好意涵的鳥類象徵飛翔的符號，

平方公尺的桃花林，老街溪河岸公園規劃為

讓世人看見桃園身為世界城市的風範。

2～3 月
龍潭

戀戀魯冰花季

Taoyuan Lupinus Festival

｜時間｜2月20日(六)～3月1日(一)
｜地點｜龍潭區大北坑休閒農業區：龍潭區三水里大北坑街1998巷8號

三和展區(和窯文創園區)：龍潭區三和里龍新路三和段1060號

桃園市龍潭區的大北坑社區、三和以種茶
為主，是桃園重要的產茶區域，同時也是全臺

庄新印象。

最早種植魯冰花的地區，所以又被稱為魯冰花

大北坑以戶外實境解謎讓民眾穿梭在美麗

的故鄉。 每年二月底至三月間，黃澄澄的魯

茶山花田遊玩，亦導覽客庄景點及環境教育帶

冰花盛開在一攏一攏的茶樹間，成為茶園間

民眾體驗茶山清晨輕霧美感，而三和展區規

的點點繁星。

劃復古市集、童玩體驗、快閃藝文表演、復古

「戀戀魯冰花」已邁入第四屆，除了慢遊賞
花外，有更多玩法！本次於大北坑及三和二大
展區規劃不同主題活動，以走讀、趣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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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方式帶民眾認識客庄人文地景，留下客

派對等，營造三和客庄農村懷舊感，帶領民眾
認識三和里山之美。

2～3 月

JETS嘉年華 JETS CARNIVALS service extends to March 1

中壢

｜時間｜即日至3月1日(一)，周一、三、四、五(14:00～20:00)，周六、日，例假日(11:00～21:00) (每周二休園)
｜地點｜中壢區高鐵北路一段和青埔路二段交叉口

JETS嘉年華從2020年9月駐地青埔以來，不斷掀起熱潮，成功和
桃園市政府共同打造「城市裡的遊樂園」，為桃園市民帶來歡樂和
笑聲，為感謝民眾的大力支持，JETS嘉年華特別加碼並延長駐留時
間到3月1日，是春節假期很棒的體驗去處。JETS嘉年華引進高達25
公尺相當於8層樓高的飛天輪，尤其成為精彩話題，民眾爭相搭乘，
其次還有網紅最愛打卡的搖擺波浪，難得一見的擎天海盜船與獨
家小火車，除了有51區的探險禁區等主題樂園外，還有超過20攤的
桃園在地美食攤位，可以讓民眾在疫情期間，免出國就等體驗到國
外一流水準的歐美式主題樂園歡樂，是閤家一起來玩的好地方。

2～3 月

2021北橫櫻花季

復興

2021 Northern Cross Highway Cherry Blossom Festival
｜時間｜櫻花勇士完騎活動(2月27日)；攝影比賽收件日(慈湖水舞組：3月31日前、北橫風景組：10月30日前)
｜地點｜北橫公路沿線(含拉拉山)

春天即將到來，北橫櫻花季也將浪漫登場！搭配2021年交通部觀光
局「自行車旅遊年」，為鼓勵民眾一同參與綠色旅遊及低碳活動，暢遊
北橫豐富的自然景觀，桃園市政府風景區管理處辦理「2021北橫櫻花
季暨攝影比賽」。北橫櫻花勇士完騎活動將於本年度2月27日舉辦，本
活動採線上報名(人數上限600名，額滿為止)，騎乘路線之起站為頭寮
經國紀念館，行經角板山行館、羅浮遊客中心，訖站為拉拉山遊客中
心；另外攝影比賽共分「慈湖水岸舞台水舞組」及「北橫風景組」2組，
總獎金高達新臺幣16萬元整，敬邀喜愛攝影的朋友共襄盛舉。
● 活動請上網搜尋「桃園市政府風景區管理處最新消息」詳閱。https://www.scenic.tycg.gov.tw/

2～3 月
新屋、平鎮、中壢

2021桃園全國客家日活動 2021 Taoyuan Hakka Festival
｜時間｜2月26日(五)18:00～20:30 ｜地點｜新屋國小活動中心(桃園市新屋區中正路196號)
｜時間｜3月3日(三)10:00～12:00

｜地點｜平鎮文化國小活動中心(桃園市平鎮區文化街189號)

｜時間｜3月6日(六)14:00～16:30

｜地點｜中壢中正公園桐花廣場(桃園市中壢區中美路86號)

農曆正月20日為「天穿日」，為客家族群傳統文化節慶，行政院客
家委員會將「天穿日」訂為「全國客家日」，藉此發揚客家人愛惜自
然、敬天惜物之精神，藉以凝聚客家族群之意識。桃園市政府為營
造本市成為客家魅力城市，由客家事務局於歷年之天穿日舉辦歌
唱比賽、密室脫逃、實境解謎及捷運彩繪專車等活動，2021年邀請
狂美交響管樂團於上述3地點辦理親子音樂繪本展演「補天特工
隊」，以「回客庄過新年」為背景，透過音樂與故事情節，讓民眾認
識「女媧補天」的神話故事，並傳達客家人「敬天惜地」之精神。
● 活動詳情可向客家事務局文教發展科03-4096682#2005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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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戀溫泉季
冬日泡湯趣
Fall In Love With Hot Springs
Winter Hot Springs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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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溫錯的溫泉資源，可分為城市型溫泉和山岳型
泉在觀光資源上佔有重要地位，桃園擁有不

溫泉兩大類，城市型溫泉主要是集中在飯店內，
如中壢南方莊園，是桃園第一家取得溫泉標章的
飯店，對溫泉的應用也達到極致，楊梅東森山林
渡假酒店同屬人工開鑿再引流的溫泉，也具有完
整的溫泉設施，另外位處石門水庫附近的石門山
溫泉會館，溫泉水也是鑽探取得，但只有泡湯不
提供餐飲住宿。
山岳型溫泉則分布於北橫公路沿線上，集中於
羅浮和爺亨兩處，是以自然湧泉為主，其中的羅
浮溫泉已發展為泰雅故事公園，是市政府積極
建設的溫泉重點，爺亨溫泉海拔最高，離城市較
遠，但泉質極為優良，另外還有兩處野溪型溫泉
嘎拉賀溫泉與四稜溫泉，但因交通不便，探訪不
易，較少人前往。桃園溫泉的泉質都屬台灣常見
的碳酸氫鹽泉系列。

ot springs occupy a crucial position in
tourism. Taoyuan, located in northwestern
Taiwan, also has premium quality hot spring
resources. The hot springs in Taoyuan can
be seen in two types: urban hot springs and
mountain hot springs. The former mainly locates
inside big or small hotels. For example, South
Garden Hotels and Resorts in Zhongli is the first
hotel in Taoyuan to obtain hot spring certificate;
its application of hot springs has also reached
a sophisticated level. Eastern Hotels Resorts
Yangmei has manually excavated and drained
hot springs, and it boasts full-fledged facilities
such as SPA rooms, an indoor swimming pool,
and an ecological trail. Also, located near
Shimen Reservoir, Shimenshan Hot Spring Resort
provides tranquilizing bathing options but does
not include accommodation. Its hot-spring water
is obtained through drilling from the nearby
mountainous area.
Mountain hot springs are distributed alongside
the North-Cross Island Highway, mainly in Luofu
and Yeheng, where natural spring fountains
exist. Luofu Hot Spring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Atayal Story Park, which the government put
great effort in to allow travelers to connect
with the local aboriginal culture. Yeheng Hot
Spring has the highest altitude and is far
from the city, and yet the spring quality is
unparalleled and superlative. Moreover, there
are two wild-type hot springs, Galahe Hot
Springs and Sileng Hot Springs. However, due
to transportation issues, fewer people visit and
get to savor its stunning natural surroundings.
Commonly seen around Taiwan, the hot springs
in Taoyuan are classified as bicarbonate
springs(also known as the Beauty B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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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提供：風管處 )

溫泉泡腳池

新完工的湯池設備

復興區羅浮里一帶地下蘊含豐富碳酸氫鹽泉，具有軟化美白皮膚的功效，俗稱「美人
湯」。現在民眾到拉拉山泡湯又有新選擇！羅浮泰雅故事公園泡湯區預計年後啟用，這是
繼2018年泡腳池竣工後，桃園市政府再度大力開發羅浮溫泉資源，規劃6座露天池，分別
為冷水池、溫泉魚池、溫泉池、兒童池、SPA池、賞景池，讓親子能在寒冬享受天然溫泉。
為了突顯在地文化，也融入泰雅
族文化，包括趣味十足的裝置藝
術、卡通立體彩繪及雕塑等，讓溫
泉與原民文化成為羅浮溫泉的意象。另外，復興區公
所也將結合部落行程、有機餐食、運動養生美容美
體等多元服務，打造具有原民文化體驗、自然遊憩、

↑通往義興吊橋竹林步道

紓壓保健的複合式溫泉旅遊地。
除了溫泉外，泰雅故事公園向南走可再延伸至水
圳古道、楓情大道、好漢坡、水岸綠廊步道、森呼吸
步道，一路走到小烏來風景區入口，沿途遊覽義興吊
橋、神秘瀑布、天空繩橋、宇內溪戲水區(夏季開放)
等景點，其中義興吊橋更是電影「賽德克巴萊」的拍
攝地點之一，如果看過第二部彩虹橋再來此地一遊，
必能重燃最後賽德克族拚死一搏的壯烈感。
INFO

桃園市復興區5鄰140號
10:00-17:00(週二休園)
搭5090、5091、5093、5094、5104、5109、5301、L802公車至
羅浮口站。

1.泰 雅 故事
公 園 將溫
泉與 原民
文化結合
2.羅浮口公車亭
3.水溝蓋也是溫泉圖案
1 4.原民特色裝置藝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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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浮溫泉

北橫溫泉

圖(片提供：風管處 )

羅浮泰雅故事公園再升級

享受美人溫泉浴 6大泡湯池年後啟用

戀戀溫泉季

↑義興吊橋拍過電影「賽德克巴萊」

〔IG網美打卡點〕 羅浮花園咖啡廣場
3

4

↑老闆熱情好客
←山豬肉香腸

藍鬍子老闆好客

來到泰雅故事公園，千萬不能錯過一旁的
羅浮花園咖啡廣場，充滿藝術氣息的老闆達
文西，熱情好客，也是當地泰雅族人，為了幫
助家鄉發展觀光，在泰雅文化公園旁開咖啡
店服務遊客，並分享在地的故事，他砸下重
本精心設計咖啡店及花園廣場，並邀請駐唱
歌手到店內演奏音樂，讓遊客感受在地人的
熱情。

hot

爺亨溫泉水質極優

爺亨溫泉

親子泡湯同樂 拉拉山最 玩法

北橫溫泉

爺亨溫泉的入口牌樓

爺亨碳酸氫鹽泉對皮膚有滋潤、軟化角質、美白功效。

位於復興區的爺亨溫泉，在日治時代就被發現，由於屬優質碳酸氫鹽泉，水質透澈，深
受日本人喜愛，日本軍方特別在此建造官舍，當時只有軍官才能享受，又被稱為「軍官溫
泉」，現在的爺亨溫泉則是全民皆能享受。據說，爺亨溫泉與宜蘭礁溪溫泉系出同泉脈，
但海拔高，泉質更優。
爺亨溫泉民宿由黃柏琨夫妻經營，緊鄰大漢溪上游
的天然泉脈得天獨厚的環境，讓這裡成為溫泉民宿最
佳場所。黃柏琨表示，早期政府對溫泉沒有明確的認
證與法規，使得合法溫泉的執照無法獲得，透過夫妻
兩人奔波，邀來水利專家探勘，最終獲得一致好評，
成為該區唯一的合法溫泉，目前爺亨溫泉已有桃園市
府核發的溫泉認證及水權狀，民眾可安心來泡湯。爺
亨溫泉共有3個家庭池及2座露天溫泉池，休閒區旁還

↑爺亨溫泉泉源位於大漢溪上游河床上

有一棟湯屋供客人享受。
黃柏琨指出，碳酸氫鹽泉對皮膚有滋潤功能，對軟
化角質、美白皮膚

溫泉資訊
泉

質 碳酸氫鹽泉

皆有功效。

溫

度 攝氏46.8～48.5度

←爺亨溫泉大眾池質
樸有野趣

費

用

INFO
桃園市復興區三光里
9鄰爺亨24號
0937-971-001

大眾池250元/1人
湯屋300元/1人
週六10:00-22:00

開放時間

(休息時間12:00-14:00、
18:00-19:00)

週日09:30-12:00

〔親子溫泉〕可親子同樂的溫泉
走近湯屋，可以看到竹籬笆上滿是孩童的塗鴉或留名，在一
般的溫泉場所這可能違反規定，但在黃柏琨夫妻的包容下，卻
讓溫泉區富有童趣，顯示這對夫妻對小朋友特別友善。事實上，
爺亨溫泉不僅可以泡湯，還設有遊樂設施迎合親子客群，彷彿
就像為一家子打造的溫泉。不僅如此，爺亨溫泉是天然野溪溫
泉，和宜蘭的礁溪溫泉脈出同源，但爺亨溫泉更接近泉源，水質
更優。爺亨溫泉提供親子一個靜謐的山林，讓親子同樂，享受泡
湯帶來的天倫之樂。

2
1.家庭泡湯池 2.泡湯區竹籬上
1 畫有小朋友留下的塗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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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莊園渡假飯店

隱藏在都會中的溫泉殿堂

戀戀溫泉季

市區溫泉

南方莊園渡假飯店

三倆好友一起泡湯，享受放鬆的時光。

南方莊園渡假飯店為桃園市第一家取得溫泉標章之國際觀光溫泉
飯店，提供優質碳酸氫鹽泉，泉水的PH值為弱鹼性，可促進皮膚新
陳代謝及軟化老廢角質的功效，對女性而言，泡此湯彷彿浸在天然
化妝水裡一般，讓皮膚有滋潤之感，因而有「美人湯」之稱。
如同飯店名字「南方莊園」，給予遊客的第一印象是充滿陽光、熱情的休閒處所，
2003年飯店與中國石油公司合作，成功鑽探地底1,500公尺之溫泉井，2009年成為桃
園地區少數的溫泉渡假飯店，提供1,500坪溫泉水療設施，除了每間客房都是湯屋客房
外，還有室內游泳池、戶外湯池、水療池、兒童戲水池、三溫暖設備、蒸氣室、烤箱及健
身器材等設備，另有小朋友最愛的Dino親子館。飯店也提供SPA芳療的服務及保養課
程，讓房客的身心靈都能得到紓壓。另外，飯店外還有5公頃的綠地草原，可讓小朋友
盡情的開心追逐與安全玩樂。
來一趟桃園南方莊園渡假飯店，不僅可泡湯休閒，
更方便就近探訪桃園知名景點及商場，龍潭大池、石
門水庫、Xpark、新光影城、華泰名品城等，都是不錯的

溫度 攝氏38.6～46.2度
費用 成人800元+10%(住客免費)

高鐵桃園站到飯店也只要10分鐘，並免費提供住房客

開放 07:00-22:30(週一～四)
時間 07:30-23:00(週五～日)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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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質 碳酸氫鹽泉

選擇。飯店交通便利，由中壢交流道下8分鐘可抵達，
人定時定點的接駁服務，適合闔家一同輕鬆渡假。

↑戶外湯池面對寬闊的綠地

溫泉資訊

桃園市中壢區樹籽路8號

03-420-2122

www.southgarden.com.tw/zh_TW

↑5公頃的綠地草原適合親子放風箏同樂

↑三水道游泳池，10×20公尺，池深120公分。

2

1

3

1.豪華客房湯池 2.全國最大室內溫水水療池，池深90公分，提供20種各項先進水療設施。 3.兒童戲水池

〔特別推薦〕 南方餐廳江浙風味佳餚

｜南方莊園渡假飯店總經理 許峻程｜

南方莊園適合泡湯、渡假、會議
另提供兩套一日遊專案

飯店內附設的南方餐廳，是桃園地區有口碑
的經典地道江浙料理，廣東菜、川菜也吃得到。

活動時間：2020年12月7日～2021年9月30日
■專案內容
A.樂活一日遊，二位成人送二位兒童1776元
■活動內容
★2位成人預訂一日遊$888專案，免費贈送2位兒童(未滿12歲)
★B1聯誼會設施使用+免費贈Dino親子館免費入場及2大2小餐點
★餐點如下：
週一～週五：自助式早餐2位成人2位兒童、中式午餐2位成人2
位兒童、中式晚餐2位成人2位兒童，以上擇一使用
自助式早餐2位成人2位兒童、西式自助午餐2位成
假日加價 人2位兒童、2套英式雙人下午茶、西式自助晚餐2
$600
位成人2位兒童，以上擇一使用
B.輕鬆一日遊，成人每位$888元
■活動內容
★含B1聯誼會設施使用+餐點
★餐點如下：
週一～週五：自助式早餐、中式午餐、中式晚餐，以上擇一使用
假日加價 自助式早餐、西式自助午餐、英式下午茶、西式自
$200
助晚餐，以上擇一使用

↑室內外百餘席位，四間獨立貴賓室。
↗外婆的紅燒肉+窩窩頭
←全祥茶莊好茶，回甘又解膩。

↑砂鍋醃篤鮮

↑上海雞汁鮮湯包 ↑秘製富貴牛腩筋
↓韭黃炒鱔魚 ↘砂鍋燜菜飯

↑南方招牌蘿蔔糕

5

4

6

4.南方莊園大廳
是由亞洲知名
設計師陳瑞憲
所設計的，獨
特的挑高及拱
柱。
5.B1南方莊園聯
誼會
6.2 樓西餐廳 採
光明亮
7.飯 店前就設有
Ubike站，方便
7 遊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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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 話 題
▲

福容大飯店桃園機場捷運

搭機捷可直達的溫泉飯店

戀戀溫泉季

市區溫泉

福容大飯店桃園機場捷運A8

說走就走，隨時可以給自己放鬆的片刻。

座落於機場捷運線A8長庚醫院站的「福容大飯店桃園機場捷運A8」，與長庚醫學中
心、國際轉運樞紐及環球購物中心共構，一踏出捷運出口，即可直接連接飯店大樓，從
此處搭乘捷運，18分鐘可抵達機場，17分鐘到達台北，極具交通地利之便。
麗会所位於福容大飯店桃園機場捷運A8的6樓，引
進來自陽明山的碳酸氫鈉泉，經過嚴格檢測榮獲溫
泉標章認證，水質清澈無味呈弱鹼性，含鈉元素碳酸
水可溫和去除皮膚上油脂，對皮膚有滋潤、軟化角質
的功效，宛如天然化妝水，因此被專家讚譽為「美人
湯」，由於含有極豐富礦物質成分，沐浴在含礦物質

←↑麗会所整合健康
休旅新形態，提供高
品質的養生空間。

的溫泉裡，經由溫泉刺激自律神經，促進新陳代謝、
有助提升人體免疫功能；與冷水交替泡湯，更可增加
皮膚彈性，達到延緩老化、美容與養生的效果。

A8

福容大飯店桃園機場捷運A8，首推交通優勢之外，
生活機能也一應俱全，不用走到大街上，樓下就有購

溫泉資訊

物廣場，鄰近三井Outlet，帶動周邊區域形成一大熱

泉

質 碳酸氫鹽泉

門購物商圈。

溫

度 攝氏41.1度

費

用 700元(住客免費)

INFO

1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2號3～9樓
www.fullon-hotels.com.tw/a8/tw/

03-328-5688

開放時間 07:00-22:00

3

5
1.經過認證的溫泉標章 2.3.健康、休閒、聯誼的文創會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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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寬敞整潔的化妝室 5.湯池位於飯店6樓，擁絕佳的地理位置。

夯 話 題
▲

石門山溫泉會館

名山為伴 水庫畔的庭園溫泉

戀戀溫泉季

市區溫泉

石門山溫泉會館

在綠樹環繞中，享受SPA的快感。

距離桃園龍潭市區15分鐘車程的石門山溫泉會館，鄰近石門山、石門水庫，非常適
合親山後來泡湯舒解身心。這裡的泉質屬碳酸氫鹽泉，會館中隱密又有景觀的日式庭
園露天湯池，讓人彷彿置身於日本箱根。
石門山溫泉擁有豐沛水量，會館設備有獨立湯屋和
大眾池供選擇，個人湯屋部份有七間不同獨立主題，
分別是：玉巒、深情、遠影、楓飛、羅香、帝彩、賦竹，
每間均有不同風格特色，有復古、巴里島、日式簡約、
禪風等，室內空間採半室內＋半露天，浴池則是使用
檜木、花崗石、大理石等不同材質，營造出不同的泡
↑豐沛的出水量，提供洗滌身心的美
人湯。

湯享受氛圍。
大眾露天風呂則包含高溫池、中溫池、冷水池與
SPA區等，可享受清新空氣和隨四季更迭的庭園花

溫泉資訊

草，略帶隱密的景觀感受，令人心曠神怡，且不限時間

泉質 碳酸氫鹽泉

可以盡情泡湯。

溫度 攝氏40.3～40.6度

如果天冷，想找有點遠又不太遠的近郊泡湯，石門

費用

山溫泉會館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INFO

大眾池350元/1人
湯屋1200元起/2人

開放 平日10:00-21:30
時間 假日09:00-21:30

桃園市龍潭區民有一街313號
03-411-5931
www.facebook.com/石門山溫泉會館-108016605945148

2

1
1.會館座落在藍天綠地中 2.3.各種溫度的泡湯池，可享受泡湯的
樂趣。 4.距石門水庫只有2分鐘車程，泡完湯還可順遊石門水庫槭
林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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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東森山林渡假酒店

東森山林渡假酒店

可親子同樂的歐式山城溫泉

市區溫泉

金SPA會館中的大眾池

結合自然森林、溫泉SPA、生態探索、養生休閒為特色的東森山林渡假酒店，坐落於
楊梅區峰巒疊翠的美麗山城中，擁60萬坪森林綠地，佔地3萬5千坪，適合親子、寵物家
庭進行定點深度旅遊。
經營團隊在2000年挖掘到溫泉泉源時，送經濟部
商檢局化驗分析，證實楊梅溫泉水質為碳酸氫鹽泉，
觸感柔嫩滑細，水質呈弱鹼性，鈣與鎂離子含量較
少，故水質極為清澈，可供沐浴與飲用。
為使旅客盡情享受美人湯的洗禮，東森山林渡假酒
店中有部分客房內設有專屬湯屋，未設溫泉湯屋的宿
客可免費使用金SPA溫泉。

↑客房內的專屬湯屋，可一邊泡湯，一
邊欣賞窗外的美景。

同時在金SPA會館中，還設有大眾湯池、藥草池、精
油池，可充分放鬆，達到以「天然化妝水」滋潤美白肌
膚的功效。

泉質 碳酸氫鹽泉

另外，泉質富含礦物質、溫和且略帶鹼性，還可改善
香港腳、關節炎與神經痛的舒緩效果，溫度較一般溫
泉略低，對心臟的負擔較小。
INFO

溫泉資訊

桃園市楊梅區東森路3號
www.lidoresort.com.tw

03-475-1100、0800-889-168

溫度 攝氏39.5～43.8度
費用

成人300元
兒童150元(115公分起)

開放 週一09:00-20:30(最後入場)
時間 週二～日09:00-21:30(最後入場)

〔貓奴朝聖地〕貓森咖啡廳

1
1.酒店座落於楊
梅山城中
2.3.東森山林屬
渡假村型態酒
店，設有泳池、
各式DIY教室，
適合親子同行。

距東森5分鐘車
程的乳姑山第一家景觀餐廳
「星之戀咖啡美食館」，憑東
森房卡(出示)享88折優惠。
美食推薦

INFO
2

3

桃園市龍潭區楊銅路二段712-1號
03-499-0049

貓森咖啡廳是東森山林的人氣
餐廳，有7位貓店長，店內有森林
般的靜謐，貓咪般的慵懶氛圍，
適合泡湯後來此小憩。

INFO
10:00-18:00(週一～週五)
09:00-19:00(週六、日)
www.facebook.com/nekomori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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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 話 題
▲

北橫溫泉的這些人那些事

築夢在北橫 共創旅遊新事業

戀戀溫泉季

北橫溫泉的這些人那些事

北橫溫泉

↑大漢溪的上游流經拉拉山腳下

↑爺亨碳酸氫鹽泉的特色說明

這些人 ｜儷福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 邱騰威｜

1

來北橫泡溫泉嘗野菜 不要錯過獨特的地景

北橫山勢猶如一把尖銳的短刀，海拔雖低但山勢聳拔，水氣豐富易
產生雲霧，時常可見雲霧繚繞於山間，恰如一幅潑墨山水畫，等待遊
客前來拉拉山領略。不僅如此，溫泉、原民、蔬果更是拉拉山的旅遊
特色，來此品嘗山上人家種的野菜，養的鱒魚，欣賞北橫公路沿途別
具一格的山景。
目前北橫西段的溫泉點有羅浮泰雅故事公園、爺亨溫泉、嘎拉賀野溪溫泉及四稜溫
泉，其中羅浮溫泉是桃園市政府規劃的溫泉公園，讓行經北橫的民眾可以享受泡腳泡
湯，順道走訪水圳古道到小烏來，沿途欣賞賽德克巴萊中的彩虹橋—義興吊橋、神秘瀑
布、天空步道；爺亨溫泉是位於下巴陵的優質溫泉，除了享受天然溫泉，還能欣賞風景。

這些人 ｜阿芳小吃老闆 張景昭夫婦｜

2

品嘗拉拉山專屬的特色料理

年紀大了視力不如以往，在老婆的鼓勵下，我揮別貨車
司機的職涯，來到拉拉山開餐廳展開斜槓人生。起初在
北橫之星民宿老闆的建議下，來到民宿旁開餐廳就近服
務旅客。但民宿客人一般只會在晚上用餐，白天客人相當
有限，我也一直努力研發新菜色，並且找尋客人來突破窘境。
幸運的是，我遇到了儷福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邱騰威，在他的建議下，找到了市場定
位，透過與在地小農合作，以拉拉山特產的山蘇、過貓、山豬肉等食材入菜，堅持來到
拉拉山就應該「吃在產地」，以區隔附近做一般團餐的餐廳。在努力之下，拉拉山的特
色料理果然受的客人的青睞。希望您來到拉拉山，一定要來這品嘗屬於拉拉山的味道。
INFO

桃園市復興區羅浮村7鄰高坡33-5號

0939-616-233

↓九尾雞藥膳鍋需提前
一天預訂才能品嘗到。

↑爆炒山豬肉
↑山蘇脆又嫩
→清蒸鱒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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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北橫之星旁的阿芳小吃

這些人 ｜松林渡假山莊總經理 陳春松｜

3

變裝秀讓拉拉山的夜晚更熱鬧

我原本是一位飯店經理人，在一次因緣際會下
來到拉拉山，被這裡雲霧環山的美景所震撼，於
是接手這裡的民宿，成立松林渡假山莊接待遊
客。由於我們夫妻不擅於使用網路，所以住宿的
遊客皆是熟客，或是透過客人之間的介紹慕名
而來。

↑松林山莊面對群山雲海，觀景視野最佳。

每到夜晚，山上一片寧靜，松林渡假山莊卻是

在飯桌之間娛樂眾人，使客人擁有一個難忘的山

這裡最熱鬧的地方，我本人都會為遊客帶來變裝

上之夜。

秀表演，在舞台上穿上變裝服飾載歌載舞，穿梭

INFO

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9鄰63號

03-391-2600

這些人 ｜專業樂師 林茂全｜

5

帶給大家歡樂就是我的快樂
小時候隨著家人全台巡迴演藝
的日子，奠定我日後走上表演這條
路的基礎。早年當兵時進了各方高
手都想進的藝工隊，19歲退伍後投

這些人 ｜拉拉人嘉美食莊老闆 曾國烽｜

4

入歌廳的工作，後來先後進了中視

抓住生命的尾巴 樂觀面對人生

和三立電視台的樂隊，以擅長的薩

4年前檢查出癌細胞的當下感到震驚，幸好及早發現後積極治

克斯風、橫笛、鋼琴，配合許多藝人

療。為了好好靜養，來到拉拉山開設拉拉人嘉美食莊，用抓緊生

的演出。之後從都會的樂隊，轉往

命結尾的態度經營餐廳，用微笑迎接遊客，以樂觀的心態面對人

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的樂師工作發

生。幸好，在兒子曾暐鑌高超的廚藝，以及對在地食材的堅持之

展，現在有緣來到拉拉山表演，和遊客同歡。通

下，將拉拉山的水蜜桃、甜菊等山中野蔬入菜，甚至當起農夫種植

常來拉拉山過夜的遊客都比較喜歡放鬆的感覺，

南瓜、佛手瓜等蔬果，提供最有拉拉山風味的佳餚，

我也盡可能以我熟悉的西洋老歌，配合點播的樂

例如以南瓜及迷迭香入味的桶仔雞，以及秋葵佐

曲為客人表演，彼此多互動，每當看到客人一起

水蜜桃醬，皆讓客人讚不絕口。

沉醉在輕鬆的樂曲中，就是工作最大的快樂。

INFO

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巴陵60-1號

→口感鮮甜的土雞
0937-964-226

這些人 ｜爺亨溫泉老闆 黃柏琨夫婦｜

6

納莉颱風無法擊倒的溫泉夫妻

INFO

0926-261-709(表演地點、時間請電洽)

爺亨溫泉是拉拉山唯一合法，擁
有政府認證的溫泉區，當初為了取
得溫泉標章，市府派數名教授來探
勘水質，由於緊鄰碳酸氫鹽泉脈，
泉水未經人工加熱處理，獲得專家
一致讚賞。然而，擁有優質泉脈的
爺亨溫泉卻在民國90年被納莉颱風摧毀殆盡，辛苦經營的
溫泉區遭到重創，當下與妻子十分難過。
但是，我們還是將受創地點重新規劃再重來，更不惜重本
使用好的磁磚重建衛浴空間。保留原本的泡湯區外，又在外
圍規劃新的泡湯屋，讓更多遊客享受溫泉。
←新規劃的湯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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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 話 題
▲

隱藏在北橫公路上的秘境

鬼斧神工傑作 下車必看景點

戀戀溫泉季

北橫建議

北橫公路下車必看景點
那些景

那些景

2

↑遠望榮華壩頂

5

↑粉紅巴陵大橋

北橫公路羅浮至巴陵橋路段依山而建，順著大漢溪歷經蜿蜒曲折，最終穿越巴陵橋
與大漢溪離別。這條路是從羅浮溫泉到爺亨溫泉的必經路段，沿途猶如在懸崖峭壁上
開車，加上山上變幻莫測的氣候，往車窗外望，有時雲霧繚繞於山丘之間，有時萬里晴
空青山碧水，而往下看，便是深達約數百公尺的大漢溪谷。這段總長約23.4公里的路段
有許多景觀值得遊客下車一探究竟，本次挑選出沿途5大景點，搭配羅浮及爺亨溫泉可
設計成1日遊行程。
那些景

大漢溪谷

29.6公里處

1 全覽大漢溪谷

那些景

榮華壩頂

34.9公里處

3 俯瞰拱壩溪谷美景

隨著山路漸高，經過3公里來到榮華壩
頂，從高處往下俯視，可清楚看見水壩後方
大漢溪谷水量。另外，榮華壩也是目前台灣
僅有的4座拱壩之一，另外3座拱壩分別為
德基水庫大壩、谷關水庫大壩與翡翠水庫
大壩。
在29.6公里處正好可全覽大漢溪猶如一
把刀，切穿千山萬壑的美景，一旁還有經自
然蝕化剝落的大面積峭壁。
那些景

榮華壩

31.9公里處

2 石門水庫防砂最前線

接著再行駛不到1公里，就可以看到大漢
溪上的榮華壩。榮華壩是石門水庫防砂的
前線，阻擋過多的砂石經由大漢溪流至石
門水庫造成淤積。此外，往左可望見通往
雪霧鬧部落的雪霧鬧吊橋，往右則是山坡
上小丘連綿，相當有特色。

那些景

高義瀑布

37.6公里處

4 公路旁的瀑布景觀

高義瀑布位於北橫公
路經過的高義橋邊，不
須走入山林之中，直接在
北橫37.6公里處停下車，
便可欣賞瀑布美景。
→在高義 橋下車即可欣 賞
瀑布

那些景

巴陵大橋

45.8公里處

5 夢幻粉紅大橋

粉紅色的巴陵大橋名列於北橫3大名橋
(另二座為羅浮橋、復興橋)，在綠意盎然山
丘之間顯得相當醒目，可謂萬綠山中一道粉
紅。周邊有景觀台可遠望碧綠山谷的新、舊
雙橋景象，一旁的巴陵隧道直通巴陵古道
全長1.28公里，沿途可欣賞原民藝術作品、
地質館、蝴蝶館等一系列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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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前任桃園市旅館公會理事長
現任旅館業全聯會副理事長

一生懸命參選旅館全聯會理事長
敢說、敢做、敢拼 帶領旅館業逆轉勝

陳盈瑞

旅 人 物

全聯會理事長候選人陳盈瑞(後排右10)擔任25屆桃園市旅館公會理事長期間與會員合影

2020年可謂觀光業的多事之秋，一場病毒的來襲讓整個產業幾乎停
滯，其中旅館業更是重災區之一，許多飯店只能改為防疫旅館或咬牙苦
撐，就在這個黑暗的時刻，旅館業全聯會副理事長陳盈瑞宣布參選角逐
全聯會第8屆理事長，他廣羅各方意見，結合本身專業，親訪各地業者，虛
心請益，提出6大競選政見，希望獲全台旅館業者支持。
當被問到為何要選擇旅館業最慘澹的時機出來參
選，陳盈瑞說：「就是要在產業跌到谷底時站出來逆轉
局勢，政績才容易被會員看見」。事實上陳盈瑞不僅公
協會資歷豐富，更獲獎無數，早就是業界楷模，過去曾
是台灣星級旅館協會副理事長、台灣穆斯林友善環境
發展協會副理事長，更曾在擔任25屆桃園市旅館公會
理事長時連續榮獲素有「觀光產業界奧斯卡獎」之稱
的交通部觀光局優良旅館公會獎及優良理事長獎，對
公會業務運作熟稔，更具有服務同業高度熱忱，能凝聚
同業向心力。

公協會資歷豐富獲獎無數
除了產業與公協會外，陳盈瑞也與政府各界關係良
旅館業全聯會
副理事長

陳盈瑞

好，曾擔任蔡英文總統「觀光產業決策委員會」委員、交
通部觀光局「Tourism 2030全國觀光發展政策」副召集
人、桃園市政府「市政顧問」等職務，幫助中央及地方政
府與業者溝通，爭取友善經營環境及資源輔導挹注，為
業界解決許多難題。陳盈瑞舉例，去年疫情剛爆發時，

Profile
｜現職｜
桃園市桂林系列旅館(商務館、東楓館、水漾館) 董事長
台中市星漾商旅(一中館、中清館)董事長
2020蔡英文總統「觀光產業決策委員會」委員
中華民國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
台灣穆斯林友善環境發展協會副理事長
台灣星級旅館協會副理事長
中華民國旅館旅行業國際行銷協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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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經歷｜
觀光局「Tourism 2030全國觀光發展政策」副召集人
觀光局優良觀光產業團體獎、優良觀光產業理事長獎
觀光局優良觀光產業獎、優良觀光產業負責人獎
台灣星級旅館協會常務監事
桃園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第25屆理事長
台中市東亞青年運動會綠色委員會委員
台灣旅遊交流協會理事

總 統蔡英 文頒發觀 光產
業決 策 委員會 委員證 書
給第8屆旅館業全聯會理
事長候選人陳盈瑞(右)

陳盈瑞參選獲全聯會理監事認同
中華民國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業於
109年12月23日召開理監事聯席會，並訂定110年
1月31日召開會員大會與改選理事長。
會議中陳盈瑞副理事長發言表達參選下一任理
事長的意願，並積極爭取來自全台各地理監事及
會員的支持，也感謝全聯會張榮南理事長信守承
諾、提攜後進的大氣、及對公會的付出與貢獻。
隨後李張素霞監事會召集人、曾美絹副理事
長、鄭順福副理事長、黃建豐副理事長、徐海倫
副理事長及宜蘭縣張芳鳴理事長、苗栗縣張喜慶
理事長、台南直轄市陳振文理事長、洪福龍前理
事長、基隆市林弘前理事長、台中直轄市林登輝
前理事長等多位先進皆發言給予支持，並預祝陳
盈瑞副理事長高票當選。

為了讓飯店免走向裁員，立即向政府建議，讓政
府及飯店各承擔40％的薪資，減輕飯店開支達
到勞資雙贏。
陳盈瑞也提及，去年台北市、桃園市及新竹
市，三市的旅館在疫情來襲前表現亮眼，結果
卻遭到政府以不需幫助為由排除在秋冬補助之
外，這樣變相懲罰好學生的政策，地方政府及業
者都難以接受，於是他結合業者向中央抗議，
最終在立法委員鄭寶清的幫助下才讓政策急轉
彎，讓台北、桃園及新竹一樣受到公平對待。
另外，旅館業長年來受到非法日租房的侵
蝕，全國約300億產值全被非法業者搶走，陳盈
瑞作為打擊非法業者的急先鋒，在擔任桃園市
旅館公會理事長期間透過與會員緊密合作，加
上市府積極查緝，創下6都中唯一非法日租房下
降的佳績。這次出來競選旅館業全聯會理事長
更喊出「保障合法，打擊非法」的口號，要讓全

第8屆旅館業全聯會理事
長候 選人陳 盈瑞(右) 獲
桃園市市長鄭文燦肯定
支持

6大政見急產業之急 救產業之苦
第8屆旅館業全聯會理事長候選人陳盈瑞提出6大政見，每一項不僅精
準命中全聯會的當務之急，更是有理有據，絕非空口說白話。
政見

1 讓全聯會成為龍頭公會

陳盈瑞認為目前正是讓全聯會成為龍頭的最佳時機，除了在後疫情時
代持續爭取政府資源協助觀光產業振興外，更配合觀光局升格觀光署，
以北、中、南、東跨區域旅館公會，以DMO模式組織在地食、宿、遊、購、
行的觀光產業，串聯區域觀光發展資源與組織，透過觀光圈平台包裝差
異化商品，深化各區域國旅商機及海外行銷拓展，並與地方公會合作，辦
理北、中、南、東區域性旅遊展及媒合會。
政見

2 打造台灣好旅館品牌

透過旅館業全聯會的公信力打造有品質、品牌、品味的「台灣好旅館品
牌」認證，得到認證的旅館不僅經歷一次內部體檢凝聚內部員工向心力，
更是向政府宣傳的最佳廣告。認證方式則以「PLUS加值」為概念，透過成
立星級、環保、穆斯林等特色旅館委員會讓會員各取所需自我精進。
政見

3 減輕會員營運成本

在旅館業為疫情所苦的當下，有效開源及節流，提升旅館業整體經營
效能變得格外重要。旅館業全聯會將配合政府政策，爭取輔導、教育訓
練、行銷等委辦案件，提升旅館產業競爭力。同時爭取調降公共意外責任
險費率、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辦理期限展延及費用補貼，並爭取以國際
旅客為主的都會型旅館業地價稅及房屋稅再補貼。
政見

4 保障合法掃蕩非法日租

透過溯源管理、修法重罰、鼓勵檢舉3種方式，要求非法日租套房自平台
全部下架，修正觀光發展條例提高罰則並連續處罰，提高檢舉獎金，發放
從速、從寬、從簡，讓非法日租套房侵蝕的300億市場，回歸至合法業者。
政見

5 爭取無障礙設施暫緩增設

目前無障礙客房使用率低於「1%」淪為蚊子館，但卻成為業者沉重的負
擔。未來當選後將爭取50間客房以下的旅館無障礙設施暫緩增設，並彙
整資源以達有效利用。
政見

6 凝聚公會向心力

為了團結凝聚公會向心力，當選後將適當時機邀請台北與高雄兩個旅
館公會加入全聯會，並設立理監事職務捐專戶，專款專用，使財源公開透
明。另外，為提升全聯會整體對外形象，將贈與全體理監事西裝一套。

國非法日租房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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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龍潭 名人集萃

茶香 棒
+球 文
+學 龍潭輕旅行

↑江家古厝又稱「濟陽堂」或「大江屋」，為一堂四橫屋三合院形制，是典型客家老屋，建於清光緒9年(1883
年)，已有一百三十多年歷史。 ↗大北坑為環境優美的休閒農業旅遊景點

浪漫台三線行經的龍潭區，地理環境優越，交通便利，大部份為丘陵地，山巒起伏，
視野遼闊，茶園綿密，所出產的東方美人茶讓台灣的茶葉走向國際，甚至繼烏龍茶
後，成為台灣另一代表性茶葉。
龍潭更有分佈各處的名勝古蹟：石門水庫、龍潭觀光大池、聖蹟亭、大平紅橋、三坑
老街以及龍潭三坑自然生態公園及完善的自行車道，觀光資源豐富。
人文方面，龍潭是文學大師鍾肇政的故鄉，台灣文壇的第一座基地就在龍潭國小宿
舍鍾老的書房。此外，龍潭棒球場也是台灣職棒的發源地，和台灣棒球史有著密不可
分的關係，名人堂花園大飯店是棒球迷不可錯過的景點。
無論自哪一方面來看，龍潭都是人文薈萃，環境舒適宜人，還曾獲選
全台十大退休宜人居之地，是得天獨厚的好地方。

龍潭大部分土質為強酸性的台地磚紅土，最適合栽種茶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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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位於三水地區的水土保持教室設施完整，提供正確水保知識。 2.民國72年故總統李登輝先生(時任省主席)，將龍潭區所產的茶葉命名為「龍泉茶」。
3.水土保持教室等高線實地標示

青農來帶路

1 尚好龍泉茗茶 廖俊融

廚師變身為茶農 東方美人茶獲獎無數

原本從事廚師工作的廖俊融，因不
忍父親廖文金辛苦種茶，遂決定轉行

4

返鄉務農，在父親教導下學習到整套

5

4.廖俊融也是「有限責任桃園市青年農民合作社」的一員，此合作社專
營農機代耕服務。 5.廖俊融多次獲得茶葉比賽頭等及特等獎肯定

傳統製茶方式，更在過程中研發了許
多創新的方法，解決傳統製茶無法解決的問題，讓父親創立
的尚好茗茶屢屢獲獎。
尚好茗茶坐落在龍潭三洽水，此區有南坑溪、大北坑溪及
霄裡溪三條溪流會合的地理環境，便以客家話「三洽水」來
命名。這裡全年水氣豐盛，氣候溫暖多雨、高溫多溼，加上晨
昏薄霧籠罩，形成了種植茶樹最優良的地理環境。
廖俊融特別推薦來到三水地區，一定要去參觀水土保持教
室，園區內不但水土保持設施完善，景觀優美的青翠茶園和
寧靜的環境，非常適合到這裡休閒活動，體現生活、生產、生
態合一的境界。

6

體驗
行程

INFO

↙五香醉豬腳
↘燜土鯽魚

8

歡迎來三水旅遊，順道參加茶園導覽，
活動採預約制。
桃園市龍潭區三水里大北坑街1481巷59號
03-470-2945 0910-625-572

〔在地美食〕大江屋客家美食館

↑桔葉粉腸
↗韭香芋頭
→喜氣圓桌
↓雞油拌飯

7

6.廖俊融引進了乘坐式採茶機，節省人力。 7.尚好茗茶不惜成本，使用
進口肥料，使得茶湯量很穩定。 8.龍潭的東方美人茶品相極佳

茶香到餐桌 客家人情濃

百年三合院江家古厝前的大江屋客家美食館，為江增偉(見右圖)
所經營，抱持著客家人的好客之情，原是自家招待買茶客人的家常
菜，經口耳相傳呷好道相報，1997年由務農做茶，轉型為餐飲服務
業，從8張桌開始，如今可容納近4百人，歷任總統、各界名人均曾為大江屋的
座上賓。
大江屋有個有趣的店規，就是不可以催菜，大江屋希望客人能放慢步調、
沈澱心情，欣賞山景，心平氣和的品嚐佳餚。店裡陳設許多傳統客家文物、桌
椅、碗櫥，空間懷舊讓人們有回家感，呈現滿滿客家風情。
餐廳除了道地客家菜之外，喜歡吃魚就得嚐嚐燜土鯽魚，經過4到6
小時燜煮，輔以鹹度適中的客家黃豆醬，魚肉甘甜、入口即化，連刺都
可以吃。若想吃些創意料理，以好幾種酒、數十種中藥材，首推浸泡一
天一夜的五香醉豬腳，豬腳Q彈有咬勁，酒香盈滿口中。
其他特色料理，如桔葉粉腸、韭香芋頭、白斬土雞、客家小炒、江屋
豆腐都是必點的料理。

INFO

桃園市龍潭區三水里6鄰大北坑街1998巷65號

03-479-4547

0935-15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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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之母 鍾肇政(1925年1月
20日-2020年5月16日)，台灣小說作
家，為龍潭客家人，生於日治時期臺
灣新竹州大溪郡龍潭庄字九座寮(今
屬桃園市龍潭區)。

鍾老來領路

2

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
曾經的宿舍 文學史中重要的基地

出生於龍潭的文壇大老鍾肇政最讓人耳熟能詳的作品，就是曾改
編成電影的「魯冰花」，他的「濁流三部曲」及「台灣人三部曲」等大
河小說，不僅深具文學價值，也是見證時代更迭的社會紀實作品。

INFO
桃園市龍潭區南龍路11號
03-409-6682
09:00-12:00、13:00-17:00(週二～週五) 09:00-17:00(週六、日)

鍾肇政任教龍潭國小時，在1956至1967年間，曾住在龍潭國小宿
舍，那段壯年時期也是他的黃金創作期，重要著作都在那時完成，
同時台灣作家聚會、來往的場域，也都在宿舍的書房中，被譽為「戰
後台灣文學發祥地」，而今龍潭國小日式宿舍以歷史建築的身分保
留下來，闢成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展示圖文、手稿、影音等資訊，
讓民眾有機會認識這位文學之母。

1

2

〔龍潭地標〕 龍潭觀光大池

漫步遊湖休閒好去處

1.龍潭吾故鄉，鍾
肇政一生所倚。
2.3.鍾肇政曾經生
活11年的宿舍空間
4.鍾肇政最重要的
書房，桌上擺放歸
來記手稿，以及魯
冰花一書。

3

4

〔市定古蹟〕 龍潭聖蹟亭
古代人為尊敬知識的傳承，以及文字所
帶來的力量，設有敬字亭或惜字亭作為焚
燒字紙的爐亭，而客家人自古重視文風，
所以在聚落中多設有敬字亭。
龍潭的聖蹟亭是目前國內保持最好、
規模最大的敬字亭，於西元1875年由監生
古象賢等人集資興建，目前所見的龍潭聖
蹟亭外觀，為日治時期1925年所重修。整
個聖蹟亭全以中軸對稱的格局設計，有亭
身、中門、頭門等，讓全區呈現空靈莊嚴
及順序之感。

↑夜晚的景觀餐廳景色迷人

INFO
桃園市龍潭區上林里中豐路
上林段115巷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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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湖又名龍潭觀光大池，是桃園龍
潭最著名的地標，原本為灌溉功能的池
塘，因在湖中小島興建了氣宇非凡的「南
天宮」，讓整體景觀變得十分優雅，加上
龍潭觀光吊橋的襯托，成為吸引遊客的
重要遊憩區。來大池可以踩船遊湖，或漫
步斜張式吊橋，遊客中心樓上還有龍咖
啡景觀餐廳及大池覓蜜酒吧，春夏時龍
形兒童戲水區也很受歡迎，新水岸休憩
廣場、環湖步道都是休息的好地方。

INFO

桃園市龍潭區聖亭路81號旁

↑以中軸對稱的三進式庭園格局，以及處處皆
涵蓋特殊含義的建築細節。

〔龍潭地標〕 三坑自然生態公園

再現三坑茶港風華

從清朝到日治時期，龍潭的窩子、三水、三和一帶，到處都是茶園，當時
陸運不發達，茶葉得仰賴水路運行，工人得先挑貨至茶路古道，再以三坑
茶港為起點，經大漢溪的轉運渡口送到台北大稻埕銷往國外，當時的商
業繁華盛況讓三坑有了「龍潭第一街」的稱號，馳名海外。
根據史料記載，過去的茶產轉運站「二段潭古渡船頭」，就是龍潭先民
口中的「三坑茶港」，因時代變遷，古河道早已填覆，十多年前當時的縣府
將三坑茶港改建成現在的三坑自然生態公園，2020年11月再次修繕原有
公園設備、新增停車場，也規劃450公尺長的挑擔細路，重現當年的茶路
古徑，讓民眾沿著步道愜意散步，在田野、樹蔭下，感受過去茶農運貨的
情境。
而今當年集貨橋以新面貌重現，讓遊客能佇立欣賞山光水色，也將
2019年台三線藝術季所創作裝置藝術移至園內擺放，並結合數位科技，以
擴增實境AR技術，讓人一睹當年港口的景象，來自大稻埕的貨物、準備運
出口的茶葉、人們忙碌地進進出出，透過投射虛擬景象，彷彿就置身於龍
潭第一街的喧鬧裡。

↑稻 之 踊 裝 置
藝術
←二段潭橋頭

1

2

1.用手機掃碼就能以AR實境效果一睹當年茶港景象
2.三坑自然生態公園老少咸宜

↑龍潭棒球場 ↓名人堂中的名人球衣展示

世界唯一用32公尺球體直徑設計建造的棒球名人堂

名人來打球

3 名人堂花園大飯店

從棒球到飯店 充滿棒球職人精神

↑棒球名人堂成為熱門打卡處

棒球名人堂與名人堂花園大飯店圍繞於龍潭棒球場興建，創辦
人洪騰勝在創立中華職棒前，先在龍潭棒球場組成了一支業餘的
兄弟大飯店棒球隊，從乙組、甲組，到奪下首座甲組成棒聯賽冠
↑老兄弟懷舊房型
↓花生漫畫棒球場，史努
比家族的查理布朗最愛打
棒球。

↑東方特快車郭泰源的金手套

INFO
桃園市龍潭區民生路141巷150號
03-433-9090
www.fhgh.com.tw

軍，成為台灣第一個私人經營的成棒隊勁旅，這支球隊也就是後來
家喻戶曉的中華職棒創始球隊之一兄弟象隊。因此球場被稱作「台
灣職棒發源地」，充滿懷舊氛圍，亦是資深球迷的朝聖之地。
棒球名人堂，藉以表彰卓越棒球人、傳承教育精神，推廣棒球運
動。而緊鄰球場興建的名人堂花園大飯店，無論內外設計都與棒
球息息相關，也引進了大小朋友都喜愛的史努比各項商品，並將其
元素大量運用在空間設計中，飯店於是成為龍潭的新地標。
桃園觀光旅遊 27

快樂登小百岳溪洲山

大漢溪、石門水庫風光盡收眼底

郊 山 樂

從溪洲山徑上的大石休息區眺望大漢溪及龍潭和大溪風光

溪洲山地處於石門水庫北側，與金面山、東眼山、石門山同
為桃園小百岳。海拔577公尺的高度向南可俯瞰石門大壩與石
門山，向北則遙望大漢溪流向大溪地區，不僅風景相當宜人，
且緊鄰大溪及龍潭，交通方便，是桃園人的登山首選。本次
筆者與登山團由福山路及康莊路五段交界處的清水祖師牌坊
出發，沿著溪洲山步道(福山巖登山步道)前行，經管椅休息區

↑清水祖師廟牌坊是登山客最常集合點

(林本源基石)、大石休息區，登頂海拔578公尺的三等三角點
No.6296，最後由險峻的秘境步道下山抵達康莊路五段道路。

上午

9:45

登山口 沐於綠蔭如蓋的山徑

溪洲山擁有數個登山口，光清水祖師牌坊前就有兩個，這次
我們由右側登山口上山，沿途少有階梯，甚至某些山徑坡度達
到80度左右，必須依托繩索緩慢爬行，沿途景觀原始自然，竹
林、芭蕉樹、棲附於山壁的蕨類植物隱藏在山路兩側的茂密叢

↑清水祖師廟牌坊旁登山口

林，彎曲的樹木不時跨過山路形成樹洞，讓登山客沐於綠蔭如
蓋，蟲鳴鳥叫的原始森林。不僅如此，透過山道旁依稀的枝葉，
可遙望石門大壩前的後池堰，依山傍水的景色遠離喧囂的都
會叢林。約半小時後抵達叉路，指路牌上往左是通往大艽芎、
水井、石門水庫；往右則是台四線溪洲廟，我們繼續朝石門水
庫方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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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洲山徑上的指標都有點歷史了

↑登上大石可遠眺大漢溪風光

11:48

上午

↑樹叢間眺望石門水庫後池堰

↑除了筆筒樹、芭蕉樹外，山路沿途還有不少竹林。

大石休息區 登上大石眺望大漢溪
從登山口出發歷經2小時後抵達大石休息
區，這裡視野極佳，可踩上大石眺望龍潭地
區、大坑崙、石門山。另外，這裡還有一塊林本
源基石，此基石說明這片地區在過去曾經是板
橋林家的地界，此外溪洲山及頭寮山間還有數

↑林本源基石

1

顆刻著林嵩壽的基石，同樣屬於板橋林家。

2

1.2.登山客在中途的山徑平台休息飲食，補充體力。

3
3.海 拔577公尺 三
等三角點基石
4.向南望石門水庫
5.三等三角點旁的
休息帳篷

4

12:08

577三等三角點 溪洲山最高點景極佳

下午

過了電塔，我們終於抵達溪洲山最高點，海拔577公尺的三等三角點，
這裡是許多人登溪洲山的終點，也是一座大型休息區，區內有一座大型
帳篷和桌椅供登山客休息。另外，這裡也是溪洲山景觀最佳的位置，向
5

西望可遙望大漢溪流入龍潭和大溪，向南則是石門水庫。

12:40

下午

秘境山道 高手挑戰的險峻山徑

最美麗的風景總是在最險要的路段，我們不走回頭路，
繼續向前行找到一條屬於登山高手的山徑，沿途坡度幾乎
是呈80～90度，僅能依靠前人留下的繩索或電線沿著山
脊向下爬行，一個不留神就直接墜落山谷。這段險路到康
莊路五段馬路邊約有1.3公里的路程，我們卻花了約2個小
6
6.由險峻山徑遠望大漢溪
7.險峻山徑坡度多呈80～90度，近乎垂直坡度需依靠繩索。

7

時半才成功下山，沿途山路不明顯，感覺像是給猴子下山
的路徑，景色雖更為原始，但奉勸沒有登山經驗者勿輕易
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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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開車於外環道路或是搭乘火車經由富岡，
都會被三連陂的白鷺鷥吸引目光。

走春來富岡 好運一籮筐

老街風華依舊在 小鎮人文 客 味濃
「
」

走春
提案1

楊梅區富岡舊名「伯公岡」，日治昭和時期(1908年)縱貫鐵路北移
後，因經過富岡台地，而設立伯公岡站，之後當地才形成市街，至今
這裡仍維持著純樸的樣貌，最著名的富岡老街就在火車站前。
和許多客家庄一樣，富岡有著殷實低調的氛圍，近年來因桃園市政府在此舉辦過
2018地景藝術節、2020富岡鐵道藝術節及2020富岡小鎮樂活漫漫遊健走，讓許多民眾
認識富岡小鎮充滿人文風情的另一面。
富岡位楊梅區西邊，鄰近新屋區，主要農作物為稻米、仙草、水梨、茶及有機蔬果，串
聯周邊文化景觀及自然景觀，如台鐵基地、富岡老街、古厝、廟宇、田園與埤塘景觀。

以鐵道串聯都市與鄉村 遊富岡就從火車站開始
楊梅是桃園唯一擁有3個火車站的行政區，其中富岡就有富岡車站
和新富車站，遊客可以火車站做為漫步的起點，慢慢享受小區的悠
閒舒適，可以欣賞老街上巴洛克式建築的呂宅洋樓，建築元素中的 ↑富岡火車站舊照
中央穹頂、希臘三角山牆、對稱羅馬柱以及細緻雕紋，透露出當年屋主富裕的生活。
繼續往前行，拐個彎右轉到信義街，相較於中正路，街屋顯得更加樸實無華，紅磚、
拱廊，漫步其中感受走入在地尋常人家生活的恬淡平靜。近年來「富富．小山岡」創生
基地在此地推動以修代租老屋新生計畫，邀請青年朋友擔任「擦澡工」，讓老屋擁有新
→信義街老屋，在
地方創生團隊的努
力下，逐漸展現 新
風貌。
↓中正路與信義街
交會處的福德祠

←↑信義老街磚造拱門走廊很有建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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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車站前的老榕樹都是日治時期
站務人員所種植的 2.火車站前的
老古井，供早期鐵路局宿舍民生用
水使用。 3.1988年因車站老舊拆
除木造主體，改為現今建築。

3
1

2

4.火車站前設有Ubike站，如果不想健走，不妨騎乘Ubike遊富
岡，也別有樂趣。 5.樂活巴士也有行經富岡火車站。 6.火車
月台上富有童趣的鉛筆造型坐椅。

7 8
4

5

7.昔日的永昌碾米廠，殘存早年富岡做為鐵路米倉的記憶。
8.坐落在富岡火車站旁的老舊糧倉，打造成具文青風的「伯公
6 岡52糧倉」，附設遊客中心。

民生陂
伯公岡公園
集義祠

民生街

新明街 中正路
三連陂

富豐北路

信義飲食店

呂宅洋樓
富岡火車站

富岡運動公園

信義街
伯公岡25糧倉

富豐南路

生命，並結合地方文史團體跟社區力量，發揚
富岡鐵道文化，帶動地方創生蓬勃發展。

粼粼波光、翩翩白影
繼續走向外圍的水圳旁，在民生陂有水漾飛

↑呂宅洋樓1929年動工，耗時2年完成，近百年來一直是富岡醒目的地標。

機，三連陂有與埤塘共生的白鷺鷥地景藝術。
埤塘是桃園市獨特的地形地貌，早期因農業
灌溉需求而開墾蓄水，除了農業功能之外，也
成了吸引鳥類覓食與棲息的絕佳環境。
走一趟富岡，會看見不同的農村景象，沒有
過多的開發，處處透露寧靜恬淡的小鎮風情。

〔新亮點〕 伯公岡25糧倉

→楊梅產的
仙草茶餅

INFO

農產品集合

原是農會倉庫，
2020年改造成為販
售農會輔導生產的
仙草系列產品及外
縣市農會的特色農
產品，同時也有餐
飲區，販賣各式飲
品，值得一遊。

桃園市楊梅區成功路25號(富岡火車站旁)

03-472-1220

9

10

9.集義祠建於清光緒17年 10.伯公岡公園
11.民生陂的水漾飛機，飛機上面有個伯公圖像。

〔道地客家菜〕 信義飲食店

↑店內的擺設
非常有歷史
←客人必點的
薑絲炒粉腸

11

客家菜餚飄香近百年

信義飲食店從民國16年開業至今，是富
岡經營最久的餐飲老店，店內無論是背靠
背的桌椅，牆上的鏡子，都有近百年的歷
史。傳承到第四代，店內招牌菜無論是酸香
的薑絲炒粉腸，或是客家小炒、鯊魚蒜苗、
韭菜鵝腸、炒粄條、酸菜肉片湯，都是濃濃
的客家古早味，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INFO
桃園市楊梅區信義街165號

03-472-3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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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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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疫情防制本活動停辦

０ ２ 桃園燈會 引領夢想騰飛

全台最長 公里水岸燈秀 喜見光之桃花源

走春
提案2

光明公園的桃花林燈區

春節請來桃園走春，迎春接福，還有個好提議，就是走訪2021年的桃園燈會。
著名的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給了我們現代人無限的想像空間，他虛構了一個寧靜安樂
的世外桃源，那裡沒有壓迫、沒有戰亂，人人安居樂業，彼此和睦相處，是一個與現實
社會相對立的美好境地。
而在2021桃園燈會－光之桃花源，就是以桃花源意念架構起我們對桃園未來的想像，
並透過「起」、「承」、「轉」、「合」的理念，藉由光影科技及傳統花燈藝術融合運用下，
賦予這座桃花源新想像、新風貌。
2021桃園燈會將於中壢光明公園、老街溪河岸公園及平鎮新勢公園等地舉行，燈會
將透過32組主題燈組，串連出一條長達2公里，全台最長的老街溪銀河水岸燈光秀。遊
客可以跟隨著中壢母親河老街溪，一起走過燈會舉辦的場地光明公園、老街溪河岸公
園及新勢公園，欣賞用光作畫出來的桃園過去、現在及未來，領略桃園這座城市的在地
風采及多元文化新風貌。而在這旅途中，遊客可以聽到客家籍台灣歌謠之父鄧雨賢的
四季紅、月夜、望春風、雨夜花等曲子，身臨其境，如夢似幻。

3大展區各有不同特色燈
在燈區設計上，光明公園被規劃為桃花林燈區，老街溪河岸公園則規劃為銀河水
岸燈區，超過2公里光帶，展現桃園在地文化內涵；而新勢公園，則規劃為天空之城燈
區，攜手國際藝術家以抽象創意的燈光展演，呈現桃園未來要往上飛的城市意象。

新勢公園迎賓門燈

築夢之鄉

在橋上的燈光佈置

桃園風彩

↑祥龍獻瑞

↑星光無限

跨橋佈燈的「藍鵲翱翔」

今 年 桃園燈會 最 大 亮 點就 是 邀 請 到國際 藝 術家 Billy
Canning(紐約時代廣場跨年水晶球設計者)與光影藝術家
Sammy Liu(劉治良)聯合在新勢公園創作長32公尺、寬12公尺
及高11.5公尺的「天空之城」主燈，Billy以孔雀及白鴿兩種在

↑老街溪燈區雨夜花

東西方文化具有良好意涵的鳥類象徵飛翔的符號，帶領群眾
展翅飛翔，讓世人看見桃園身為世界城市的風範。另主燈音
樂也邀請跨界音樂旅人林強老師，以電子音樂風格，完美勾勒
出天空之城的情境，帶給民眾不同於以往的感知體驗。
桃園的得名，是因為早期先民在這片土地上遍植桃樹，每
當花開時節，大地一片桃花海，而被稱為「桃仔園」。因此，
今年桃園燈會特別選在光明公園，透過光影科技及現代花藝
美學，製作1座高6公尺、6座高4公尺，整體光影投射面積達
4000平方公尺的桃花林，希望重現過去桃園桃花盛開的景
象，除了夜晚的浪漫燈光外，在白天精心佈置的花藝景觀，絕
對是網美們的最愛，也是拍照打卡的最佳景點。
｜2021桃園燈會｜
日期 110年2月18日至3月1日，共計12天。 (＊因疫情防制本活動停辦)
時間 平日18:00-22:00、假日18:00-22:30。
地點 中壢區光明公園、老街溪河岸公園及平鎮區新勢公園。

↑光明公園的迎賓燈

↑手護真心

桃花林主燈秀
活動期間每30分鐘展演1次，每次5分鐘。
每整點展演主題為桃源映像聲光秀(展現桃園四季花卉特色)
每半點展演主題為花開富貴慶豐年(展現桃園1休區1花卉特色)

天空之城主燈秀
活動期間每30分鐘展演1次，每次5分鐘。
每整點展演主題為「金羽彩翎耀桃園」
每半點展演主題為「光華萬千映桃園」

〔桃園燈會主視覺設計〕
桃園燈會主視覺設計由型男視覺藝
術家安哲操刀，安哲曾榮獲瑞士琉森國
際漫畫節「新秀獎」首獎，是插畫界的
台灣之光！他表示，這次設計「2021年
桃園燈會。光之桃花源」希望跳脫以往
傳統帶保守的視覺意象，呈現奇幻及魔
幻般的色彩意象，要為桃園帶來璀璨、
充滿希望的光芒，一掃2020低迷全球
疫情氛圍，而繽紛彩色燈籠，就像是在
桃園築夢的人們，為理想全力發光。
←2021桃園燈會主視覺設計跳脫傳統
↑三心六線美好正實現
桃園觀光旅遊 33

產

業

情 報

｜桃園市政府風景區管理處｜

北橫國家風景區劃設說明會啟動 向民眾釋疑慮
爭取觀光發展基金建設北橫

1

2

1.桃園市政府風景區管理處長廖育儀(立者)，在2020年12月15日的大溪座談，向民眾說明成立北橫國
家風景區的立意。 2.參與座談民眾希望成立風景區後，能從大溪起點設立目標明顯的遊憩區。

桃園 市 政 府 推 動 北 橫 國家 風 景區 劃
設，於2020年底陸續在桃園市大溪區、復
興區、宜蘭縣大同鄉辦理12場地方座談
會，深入地方說明劃設國家風景區相關內
容，解決地方疑慮。
桃園市政府風景區管理處長廖育儀表
示，國家公園管理機關為內政部營建署各
國家公園管理處，其主要以保育為主，以
國家公園法規範；而國家風景區隸屬交通

部觀光局，主要工作為推動觀光發展，根
據發展觀光條例第11條所劃設，推動與
提升北橫地區觀光發展。
北橫國家風景區未來將以北橫自然特
色及在地人文歷史為發展主軸，而且在
原鄉地區的國家風景區皆需成立共同管
理機制，讓原住民參與國家風景區範圍
內相關計畫，其中原住民委員需占二分之
一以上。

桃園市政府風景區管理處長
廖育儀(見上圖)表示，成立國家
風景區後土地使用、開發管制仍
依 原有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法
規辦理，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將以
推動觀光為目的，其管制範圍係
以其所轄土地、設施為主，至於
私有土地建物並非其管制標的，
民眾無須多慮。再者，桃園是國
門之都，桃園國際機場收取的機
場稅，每年提撥50%至「觀光發
展基金」，其中大部份投入各國
家風景區，北橫國家風景區成立
後，可由中央挹注較多經費，對桃
園整體觀光行銷有極大的助益，
不僅拓展旅客的視野，也能提升
桃園在國際的能見度。

｜北橫新行程｜ 北橫旅遊突破現狀 旅行社推出萬元級優質行程

↑北橫公路沿線隱藏不少地理美景

北橫公路是桃園市知名的觀光旅遊線，分布多處著名景點，尤其是巴陵和拉
拉山更是遠近馳名，現在已有旅行社看準北橫旅遊潛力，投入資源開發北橫特
色遊程，其中推出的3天2夜旅遊產品，每人售價高達一萬元以上，打破過去北
橫給人平價產品的觀念。
由儷福旅遊顧問企畫的北橫產品，目前已交由北部各大旅行社掛名出售，其中
的「泰雅迎春，北橫花現尊爵3日」，就是一款價格逾萬元的旅遊產品，選在北橫
花季出發，採用9人座包車，從台北出發，景點包括角板山賞梅櫻，普拉多山丘假
期，卡拉溪原鄉秘境，拉拉山神木群，巴陵吊橋，義興吊橋，羅浮溫泉，探訪北台
灣最大的山泉養鱒場，徒步檜木峽谷，晚上則分別安排懷念老歌音樂會和泰雅
音樂歌舞表演，並且在北橫最棒的爺享溫泉享受原湯，並在多家特色餐廳享用
特色餐飲。另外，從中南部出發的行程也可以此為基底另行規畫。
■有興趣合作的旅行業者可以詢問0983-232405，遊客也直接洽詢。

｜溪洲山考察健行｜ 趣健行組團 巧遇彰化熱血山友
由趣健行旅行社主辦的秋遊溪洲山考察健行活動，於2020年12月6日上午舉
行，趣健行總經理楊晴媚和副總經理林永富親自帶隊，本次活動報名參加的旅行
業者分別來自易遊網，可樂旅遊，永嘉旅行社和菲律賓觀光處駐台等單位共二十
多人，桃園觀光旅遊雜誌參與協助，參加者先在福山巖清水祖師廟牌坊前集合，
做完暖身操後就沿著康莊路的登山口拾級而上。
一行人在闊葉林中努力攀登，或抓繩索，或借力樹根往上，時而從密林透空處望
見石門水庫和大漢溪風光，中途在大石區休息，還與來自彰化的300多位山友相
遇，他們也是仰慕溪洲山之名，特地包車來朝聖的熱血山友，山徑上到處充滿他
們的歡笑聲。登頂577公尺的溪洲山三角點後，在趣健行建議下，捨平常易走重複
的山徑，改由很少人踩踏過的直切路線下山，體驗溪洲山更原始自然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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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旅行業者組團考察溪洲山，在山頂三角點
合影。

好 食 光

悅亨樓 桃園超美餐酒館

燈影搖曳 微醺浪漫 怡情小酌

半圓形時鐘牆的裝潢，透露出優雅的美式懷舊氣氛。

悅亨樓位於桃園藝文特區，採20年代美式大亨小傳的裝潢風格，走秘密
酒吧、低調奢華的路線，室內藍、紅兩色交織融合，搭配溫暖療癒的小桌
1

燈，營造既古典又前衛的感覺，讓前來的客人享有視覺和心靈上的滿足。

2

3

↑→以全麥薄餅包
覆糖漬鮭魚卵食用

1.粉黛仕女茶以野薑花香融入其中 2.3.神秘精緻的一角

一間好的餐酒館，是要透過餐和酒的搭配，互相襯
托出口感和味蕾的變化，悅亨樓聘請國際調酒師設計
酒單，藉由專業的調配，加上巧思創意，融入在地的花
香茶香，如野薑花、高山烏龍茶，提升層次感，創造獨
一無二的品味。

↑頂級美國牛小排佐煙燻蔥泥、
牛骨醬汁，口感鮮甜令人難忘。

其中名為「青杉」的調酒深受顧客喜愛，以杉林溪青
龍瀑布為靈感來源，想像瀑布拍打的水花與森林靜幽
的美景，以琴酒為基底，與高山烏龍中特有的韻味完
美融合，加上甘草芭樂、清酒、葡萄、烈酒，調合出既
纖巧又濃郁、飄忽又回韻的豐富口感。

東西各自精彩的餐酒 滿足饕客的味蕾
除了世界級的調酒，餐食
方面隨著季節不定期更新菜
單，有米其林級餐廳經驗的

INFO

主廚，結合歐美日的料理手
藝，佐以本土食材發酵製
成的醬汁，搭配各種肉
類、海鮮料理，帶給客
↑兼具口感和造型的青杉

人上乘的口感享受。

↑除了吃 巧，也
有可以吃飽的帶
骨牛小排拌飯，
香氣迷人。
→以波本威士忌
為基底的東方嗨

↑碳烤豬五花
←酥炸黃金
雞搭配紹興
酒乳膠、發酵
焦化鳳梨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五街61號2樓
18:00-02:00
03-316-1101
www.facebook.com/YHF1933

飲酒過量，有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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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觀旅局｜ 桃園推出旅遊補助三支箭 加碼寒假春節樂遊桃園
配合交通部觀光局冬季團體旅遊補助及春節疏運孝親專
案，桃園市政府加碼推出旅遊補助三支箭：「桃園魅力金三
角旅遊計畫」、「作伙來桃園-團體旅遊補助」及「桃園住宿孝
親優惠」等三個旅遊優惠方案，優惠時間到110年2月底，歡
迎大家作伙到桃園享受安心又優惠的特色旅遊。
「桃園魅力金三角旅遊計畫」自1月中至110年3月1日止，推
出2萬個價值500元免費一日遊名額，活動期間入住桃園旅宿
旅客皆可報名參加，一日遊景點涵蓋機場、青埔商圈及特色
景點，參與遊程的旅客不僅可體驗機場偽出國購買免稅商
品、感受桃園特色景點，更可以優惠價加購Xpark門票。
「作伙來桃園-團體旅遊補助」活動期間自109年12月24日至
110年3月1日止，旅行社辦理10人以上團體旅遊入住桃園、參訪
桃園景點、觀光工廠或休閒農場等至少2處、並於桃園餐飲業
用餐(至少一餐)，每團可獲得上限1萬元補助，預計將補助500
團團體旅遊。旅行社符合觀光局「冬季平日團體旅遊補助」條
件的團體旅遊，可向觀光局申請補助上限增加至2萬元。

↑旅行社可利用桃園旅遊補助，冬天安排泡湯之旅。

1

110年2月推出「桃園住宿孝親優惠」，將與5家旅行社合
作，結合桃市30家以上旅宿業者推出優惠方案，春節歡迎招
待爸媽一起到桃園走春賞景吃美食。
■「桃園魅力金三角旅遊計畫」及「作伙來桃園-團體旅遊補
助」洽詢專線：03-3322101#6203
■「桃園住宿孝親優惠」洽詢專線：03-3322101#5263

｜桃園美國學校｜ 米堤飯店總經理李麗裕 接任桃園美國學校董事長
桃園美國學校於2020年12月3日完成第三屆董事長交接，
考選部部長許舒翔擔任監交人，新任董事長李麗裕由前任董
事長張建成手中接下印信，代表薪火相傳。現場冠蓋雲集，
桃園市市長鄭文燦率市府團隊前來祝賀，副市長高安邦、李
憲明、教育局局長林明裕皆一同與會。
鄭文燦市長強調，桃園是外商投資的熱門地點，也是台商
回流的首選，桃園市政府力推亞洲‧矽谷及航空城計畫，將
大幅提升外商落腳桃園的機會，未來外僑將有更多的教育需
求，桃園美國學校是桃園地區唯一的外僑學校，市府不僅將
創造投資友善的環境，也會繼續支持學校的發展，擴大學校
招生人數，讓外僑或外籍身分的孩子更能接軌國際。
桃園美國學校董事長李麗裕畢業於中興大學地政系都市
計畫組並輔修企管系，他常說自己不是幸運的人，而是努力
的人。鄭文燦市長也推崇李麗裕是一位做事追求完美的人，

↑桃園市市長鄭文燦(後排中)率市府團隊祝賀李麗裕(戴墨鏡者)。

秉持「工作成功是每個細節的努力」之信念，與兄長白手起
家建立事業有成，重振921震災後的溪頭米堤大飯店，任內
帶領支持台灣好米，推廣公益音樂會，榮獲交通部觀光局五
星級飯店的殊榮，以李麗裕嚴謹的工作態度及豐富的管理經
驗，相信桃園美國學校在他的帶領下，將展現新面貌。

｜桃園市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 昇貿獎助學金頒獎 219位桃園學子受惠

↑桃園市副市長李憲明(左4)和昇貿科技集團董
事長李三連(右3)與受獎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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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桃園市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於2020年12月19日假喜來登酒店舉行
「109年度優秀學生獎助學金頒獎典禮」，由昇貿科技集團董事長，桃園喜來登
酒店董事長暨桃園觀光旅遊發展協會理事長李三連主持，現場也邀請桃園市副
市長李憲明和立委鄭運鵬等人參加頒獎。
109年度獎助學金共有國小，國中，高中，大學和研究所組共219位學子獲獎，
獎助金從3千元至最高的3萬元不等，共發出117萬8千元獎助學金，當天頒獎典
禮上，有許多學子都是由父母親陪同前來領獎，場面非常溫馨，同時也享用喜來
登酒店為他們準備的精緻點心。昇貿教育事務基金會於2010年成立，至今已10
年，總計發出逾千萬元的獎助學金，超過2,000名桃園學子受惠。
李三連董事長在致詞時勉勵得獎學子要有正確用錢觀念，由自己努力來改變
家庭環境，李憲明副市長也肯定昇貿易基金會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

超夯超猛海鮮火鍋超市
現撈 現挑 現處理 現開鍋
海鮮火鍋超市/港式飲茶/熱炒/代客料理
大宴小酌 包廂或一般座位 歡迎來電預約
尾牙春節 公司/家庭聚餐最佳首選
海鮮火鍋超市可現撈帝王蟹、澳洲龍蝦、大生蠔、
南非鮑魚、伊比利豬、日本和牛等食材⋯
集結山珍海味，CP值爆表、新鮮美味 upup
◆即 日起來店用餐，憑
桃園觀光旅遊雜誌好
康分享券，海鮮火鍋
超市享九折優惠。

桃園旗鑑店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北路二段2號
(華泰名品城斜對面)
電話：03-287-3600

台北忠孝店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2樓
(捷運板南線後山埤站步行5分鐘)
電話：02-2783-9977

媽祖聞聲救苦、仁海慈航

中壢仁海宮 熱心致力公益 濟世不遺餘力
中壢仁海宮自建廟以來秉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信念，扶助弱
勢、賑濟災民，積極參與地方事務、熱心公益不遺餘力，使信眾的每分捐
獻都能用在公益支出，為社會帶來更多溫暖與光明。
近年仁海宮累計捐贈公益服務車輛達13輛(包含2輛消防水車、1輛消防
勘災車、6輛長照服務車、1輛復康巴士、2輛長照巴士、1輛長照輔具服務
專車)；每年亦持續辦理中壢、平鎮、楊梅等十三庄「寒冬送暖」低收救助
活動、聯合奠祭經費；捐贈低溫急救醫療儀器、雲端緊急救護無線管理
系統、乳房X光攝影巡迴車、12導程心電圖機、86超低溫冷凍櫃等醫療設
備；109年因新冠肺炎影響，捐贈200萬元防疫基金給衛福部桃園醫院添
購防疫物資，亦捐贈茶樹精油酒精消毒液給桃園市高中小學、信眾，協
助全民防疫，使信眾的每分捐獻都能用在公益支出，為社會帶來更多溫
暖與光明。
另捐贈桃園市警察局防割手套，保障員警值勤安全，展現人道關懷，
連續幾年榮獲內政部宗教公益獎及桃園市公益宗教團體認證金質獎，充
分發揮媽祖慈悲濟世精神。

↑董事長李合鑑(左3)、副董事長王介禧(左2)

與時俱進 弘揚神威
仁海宮在董事長李合鑑、副董事長王介禧領導及全體董監事以「恢弘
媽祖慈恩 開創新局」為方向，努力不懈追求與時俱進，全盤擘劃宮廟祭
祀、慶典、寺廟修繕、文化傳承，積極走出海外，迎向國際潮流，讓仁海宮
躍上國際舞台，發揚媽祖聖恩。
105年農曆8月增修廟宇內外，增建「沉香媽祖殿」，以大量檜木鏤空雕
刻工法，連同「天上聖母 怒海救民」立體彩繪浮雕壁堵，歷時三載有餘，
以中華傳統廟宇建築式風格，雕樑畫棟、古色古香，外觀氣勢雄偉，以新
面貌再現風華，薪傳永續。廟內更有許多石雕、木雕、彩繪及傳統藝術品
是臺灣先民開拓發展史上重要的文史寶藏庫。

仁海宮
32085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198號
(03)452-3356
(03)462-5289

http://www.renhai.org.tw

↑仁海宮捐贈的消防水車(上)與復康巴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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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PON
好康
分享

南方莊園 渡假
飯店

桃園喜來登酒店
＊週一至週五，餐飲可
享9折+原價10%服
務費。
＊優惠限三桌(含)以下
使用，團體訂餐、外
帶服務、中式桌菜、
中式商業午餐/西式
午餐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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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期間不適用)

桃園市中壢區樹籽路8號
03-420-2122
www.southgarden.com.tw/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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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好龍泉茗茶

河馬水產

＊憑好康分享券，消費滿兩千享九折優惠。

＊憑好康分享券，海鮮火鍋超市享九折優惠。

桃園市龍潭區三水里大北坑街1481巷59號
0910-625-572
03-470-2945

大江屋 客美食館家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北路二段2號(華泰名品城斜對面)
03-287-3600

悅亨樓

(此為招牌菜之一燜土鯽魚，
非私房菜招待。)

＊憑好康分享券，消費送一盤私房菜招待。
桃園市龍潭區三水里6鄰大北坑街1998巷65號
03-479-4547
0935-159-209

＊憑好康分享券，消費享九五折優惠。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五街61號2樓 03-316-1101
18:00-02:00
www.facebook.com/YHF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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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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O U P O N

南方莊園 渡假
飯店
憑好康分享券，週一至週五
餐飲可享9折+原價10%服務費

C O U P O N

每人每次限用一張，早餐、外帶商品、酒類商品恕不適用。
優惠不能合併使用，特殊檔期恕不適用。

優惠限三桌(含)以下使用，團體訂餐、外帶服務、中式桌菜不適用。

桃園觀光旅遊雜誌vol.3 好康分享券

桃園觀光旅遊雜誌vol.3 好康分享券

使用期限 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店家保有最終贈品兌換內容修改權利

使用期限 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春節期間不適用)
※店家保有最終贈品兌換內容修改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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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馬水產
 好康分享券
憑
海鮮火鍋超市享九折優惠

中式商業午餐/西式午餐不適用。

桃園市中壢區樹籽路8號
03-420-2122
www.southgarden.com.tw/zh_TW

尚好龍泉茗茶
憑好康分享券
消費滿兩千享九折優惠

桃園觀光旅遊雜誌vol.3 好康分享券

C O U P O N

桃園觀光旅遊雜誌vol.3 好康分享券

使用期限 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店家保有最終贈品兌換內容修改權利

使用期限 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店家保有最終贈品兌換內容修改權利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北路二段2號(華泰名品城斜對面)
03-287-3600

悅亨樓
憑好康分享券
消費享九五折優惠

C O U P O N

C O U P O N
桃園市龍潭區三水里大北坑街1481巷59號
0910-625-572
03-470-2945

大江屋 客美食館家
 好康分享券
憑
消費送一盤私房菜招待

C O U P O N

桃園觀光旅遊雜誌vol.3 好康分享券

桃園觀光旅遊雜誌vol.3 好康分享券

使用期限 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使用期限 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店家保有最終贈品兌換內容修改權利

※店家保有最終贈品兌換內容修改權利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五街61號2樓 03-316-1101
18:00-02:00
www.facebook.com/YHF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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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龍潭區三水里6鄰大北坑街1998巷65號
03-479-4547
0935-15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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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專線：
79
0905-080-1
92
0921-921-1
更多旅遊資訊請點我

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廣告

本活動旅行社洽詢專線：
●雄獅旅遊：旅客03-347-0202

旅遊同業&旅宿業者03-532-0800 分機3523、3524
●易飛網：02-7725-0800#4 (張小姐)
●政豪國際旅行社：0905-080-179 / 0921-921-192
●可樂旅遊：02-2531-6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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