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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

新鮮 事

成為國道3號在桃園市的第3座交流
道，更是擁有12萬多人口的龍潭區境
內的第2座交流道，對今後龍潭的發
圖(片提供：高公局 )

高原交流道通車

龍潭觀光大翻轉

國道3號增設的龍潭高原交流道，於
2021年6月29日中午12點正式通車，

展影響非常深遠，特別是在觀光旅遊
方面，高原交流道的通車啟用，有如
打通龍潭的任督二脈，不但大幅縮減

高原交流道的鳥瞰圖

遊客前往附近風景區如小人國、六福
村和石門水庫的時間，還能解決假日或上下班時間龍潭市區的塞車現象，如果再搭配原有北邊
的龍潭交流道，就能設計出雙交流道南北環遊走法，遊客來到龍潭，停的更久，玩的更廣。

大北坑休閒農業區
距高原交流道8.1K，車程約13分鐘
週圍群山圍繞，常有雲霧籠罩，適合茶葉生長，是桃園
東方美人茶的主產區，附近有多條步道，悠閒漫步欣賞
茶園沉浸在恬靜的農村中是一大享受。而每年春天在此
舉辦的魯冰花節，一片金黃花海，是不可錯過的盛事。

大北坑休閒農業區

小人國主題樂園

楊

銅

路

距高原交流道1.4K，車程約3分鐘
現在從高原交流道到小人國只要
約3分鐘的車程，縮短了交通時間，能
在樂園裡玩耍的時間更多了！區內有
迷你世界、美洲探險樂園、歐洲室內樂園等，更可透過遊園小火車逛
遍整個園區，暑假還會推出玩水的轟浪水樂園(視疫情狀況開放) 。

和窯文創
園區

路
龍新

渴望園區

渴望園區

距高原交流道2.4K，車程約4分鐘

和窯文創園區
距高原交流道7.3K，車程約12分鐘
隱藏在龍潭山區的秘境，桐花季賞花去
處，經常有藝術家駐地創作燒窯，或教導
遊客學作茶葉，園區週邊遍布茶園和充滿
幽情步道，遊客可藉步道深入山林，享受
尋找桃花源般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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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園區不但能擁抱綠地與藍天，還能享
受愜意的時光，遠離城市的喧囂。與自然零距
離的萬坪公園及多樣休閒設施的渴望會館，
最適合與好友同遊或安排親子小旅行。

小人國
主題樂園
南坑
道

路

南北交流道串連玩法建議
1 高原交流道→雄獅文具(或小人國)→和窯文創園區→大北坑休閒農業區→龍潭交流道
2 高原交流道→雄獅文具(或小人國)→石門水庫→三坑老街→龍潭交流道
3 龍潭交流道→大北坑休閒農業區→渴望園區(或和窯文創園區)→高原交流道
4 龍潭交流道→三坑老街→石門水庫→高原交流道
←高原交流道南出匝道橋高程約為306.6公尺(左前方拱型橋)，通車後成為國道3號全線高程最高的交流道。

三坑老街
距高原交流道7.7K，車程約11分鐘
號稱龍潭第一街，典型客家村，也是
昔日大漢溪畔的碼頭聚落遺跡，進老
街就可看見早年方便婦女洗衣、洗菜或
清洗農具的「黑白洗」，逛逛這裡狹窄又彎曲的道路，吃吃道地的
客家小吃，或採購一些客家風的手工作品，滿滿的客家風情遊。

雄獅文具 想像力製造所
距高原交流道僅1.9K，車程約3分鐘
最接近交流道的親子觀光工廠，擁有室內
700坪，室外2,700坪的新穎創意空間，不管
室內外活動都能找到歡樂點，特別是「想像
力創造區」和「創意體驗區」，充滿豐富的色
彩空間和奇幻的圖案設計，激發小朋友的想
像力和創作力，館方也提供免費材料讓愛塗
鴉的孩子自由創作，讓大小孩樂不思返。

石門水庫
從高原交流道到石門水庫壩頂僅需8.8K，車程約12分鐘
原本從龍潭交流道到石
門水庫要花上30分鐘，假
日出遊更可能碰上塞車，
現在從高原交流道往石門
水庫約12分鐘車程，長期
困擾的交通難題可大大緩
解，宣告石門水庫新旅遊時
代將到來，壩頂賞景、乘船
遊湖、秋冬賞楓更趨方便。

龍潭交流道

台

11
3道

路

線

3

三坑老街
乙

雄獅文具
想像力製造所

3

中原
路

中科院研發展示館

高原交流道
高原路

距高原交流道僅2.6K，車程約5分鐘
3乙

後池堰

中科院
研發展示館
石門水庫壩頂

石門水庫

是 展 示 中 科 院 研 究 成 果 和了
解國防知識的絕佳參觀點，目前
只接受10人以上團體預約，且必
須在兩周前提出申請，參觀時間
限周二至周五，洽詢電話03-4712201#329539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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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觀光工廠 多元繽紛
Diverse and Fabulous Tourism Factories

桃

園的觀光工廠（含產業文化館）目前有32家，其中4家更獲選為「國際亮點觀光工廠」，每年吸引高達
600多萬人次造訪；除了家數多以外，有趣多元的種類，更是一大特色。其中包括了專門生產巧克力，也

是東南亞第一座巧克力觀光工廠的「巧克力共和國」、全台最大咖啡豆烘焙廠的「源友咖啡文化園區」，還有
台灣外銷日本的第一大中藥品牌「勝昌中草藥探索館」都是別具特色的觀光工廠。
此外，也有不少觀光工廠結合異國文化，如：創設靈感來自日本有「長壽縣」之稱的長野縣，以研究和生產保
健食品的「蛋寶生技不老村」；將著名的日本長崎本舖引進，公開透明展示長崎蛋糕製作過程的「金格卡司·
蒂菈樂園」；仿效日本江戶時代，將和菓子與城下町文化巧妙結合的「手信霧隱城」，都帶有濃濃東洋風，彷彿
穿越了時空。另外，台灣的文具製造雙雄，雄獅文具和利百代文具，也各自在桃園設有「雄獅文具想像力製造
所」和「利百代彩筆文創館」，以極富巧思的色彩組合和空間設計，輔以餐飲服務來和親子們互動。而強調需
要動手和動腦參觀的「祥儀機器人夢工廠」和專門生產外銷高品質自行車，有「自行車金磚」之稱的「太平洋
自行車博物館」，都是桃園很特別而且值得參觀體驗的觀光工廠。
桃園的觀光工廠就是這麼活潑有趣，而且充滿魅力，好吃又好玩，本期囿於版面，先帶大家走訪其中的7家
觀光工廠，未來還會在各期雜誌中陸續介紹，喜歡旅遊的朋友，千萬別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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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絕倫
in Taoyuan
T

aoyuan is well known for its tourism factories. There are 22
tourism factories and 10 industry cultural centers in Taoyuan
which attract more than 6 million tourists each year. And four
tourism factories stood out in“International Spotlight Tourism
Factory Selection”. The variety of the tourism factories is one of
the main features of Taoyuan tourism. Tourists can visit different
kind of factories such as the Republic of Chocolate, specializes in
the production of chocolate and is the first chocolate sightseeing
factory in Southeast Asia. We can visit Yeuan Yeou Coffee
Cultural Park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largest coffee bean roasting
factory in Taiwan. Or pay a visit to Sheng Chang Discovery Center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nd experience the charm of Chinese
medicine.
In addition, several exotic tourism factories are definitely worth
a visit. For example, TNTBIO Foreverland takes inspiration from
Japan's Nagano Prefecture which is famous for the longevity, and
produces health supplements. It is a Japanese style sightseeing
place with Edo-style street and Torri. Castella Land introduced
Nagaski Castella cake from Japan and now shows the visitors
the entire process of making the delicious delicacy. Shu Shin Kiri
City creates Japanese castle in the factory and show the guests
delicious wagashi and the Kamakura period culture.

燦 哥 帶 路

歡迎來體驗桃園觀光工廠
Come to Experience Taoyuan's
Tourism Factories
桃園市升格以來，市府積極推動工廠觀光
化，協助具有特色或教育娛樂價值的傳統工
廠，升級為產業文化館或觀光工廠，迄今已有
10家產業文化館、22間觀光工廠，累計共32家，
產業類別涵蓋食、衣、住、行、育、樂等六大項
目，是全台最大的觀光工廠聚落，從吃的食品
工廠到玩的機器人製造廠，每家都有精彩可看
之處，更是充滿趣味。觀光工廠是桃園觀光旅
遊的一大特色，尤其觀光工廠都能提供好吃、
好玩、好拍照，還有種種有趣的DIY體驗活動，
又能從中學習許多生活知識，非常受大小朋友
喜愛。歡迎大家常來桃園觀光旅遊，也常來體
驗精彩絕倫的觀光工廠。
桃園市長

Taiwan's stationery manufacturers, Lion Pencil and Liberty
Stationery, also have sightseeing factories in Taoyuan, parents and
kids are easily charmed by their intriguing DIYs, colorful space
design, and restaurant services. Sha Yang Ye Robot Wonderland
displays a range of robots and also emphasizes brainstorming and
hands-on activities. Lastly, Pacific Cycles Museum specializes in
producing high-quality bicycles for export. All the tourism factories
are exceptional and definitely worth your visit.
Taoyuan tourism factories are full of life and charm. In this issue
we introduce seven factories, and we will cover other highlights in
future editions.

Ever since Taoyuan was upgraded into a
special municipality, the city government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potential
factories to develop tourism business. So far,
there have been 10 industry cultural centers
and 22 tourism factories, making Taoyuan
the largest tourism factory settlement in
Taiwan. There are a wide range of tourism
factories in Taoyuan, from food factories to
robot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Every tourism
factory provides all the visitors with fun
activities, knowledge, and one-of-a-kind
experiences. All citizens and visitors from
other cities are all cordially welcomed!
The Mayor of Taoyuan City

Cheng Wen-T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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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觀光工廠近期優惠活動
(請隨時注意各觀光工廠更新內容)

新冠疫情微解封後，桃園各大觀光工廠都陸續推出
優惠和促銷活動，由於提供內容和活動規畫隨時會受
疫情變化而變動，民眾在出發前請先上各觀光工廠的
太平洋自行車博物館

FB臉書或網站掌握最新的即時資訊。

手信霧隱城

解封要開運 進城就送開運燒、口罩

城主發出召集令，特別請大家入城來體驗，試營運期間至霧隱
城門票只要150元，可全額抵消費（DIY除外)，入場並贈送開運燒
1份及霧隱城獨家限定口罩1片，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手信霧隱城

太平洋自行車博物館
手信霧隱城

新屋輕騎行活動升級

即日起至2021年9月30日，報名新屋輕騎行一日活動，套裝升級價699
元／位(含午餐及運動防疫配件包，原價1,800元)，四人團報再享9折。

太平洋自行車博物館

巧克力共和國

解封後推出DIY課程

DIY課程卡：(使用期間：2021年9月1日～2022年8月31日)
①巧國全新互動課程：ROC節慶主題互動DIY課程卡(包含遊戲互動及課
程製作，體驗時間約1.5小時)，1張899元(原價1,797元)，含三份不同月份
的主題限定互動DIY課程，另加贈一大一小門票組三套。
＊節慶主題DIY課程時間依現場公告為主，請關注巧克力共和國FB粉絲
專頁，並於課程前20分鐘完成預約及報到。
②巧國限定：ROC巧克力基礎DIY課程卡，1張899元(原價1,120元)，含四
雄獅文具想像力製造所

份基礎DIY課程，另加贈價值399居家DIY組合包。

老K舒眠文化館

巧克力共和國

門票和餐飲都打折

即日起至2021年9月30日止，門票：成人優惠價100元(另加贈DIY迷你
床組乙份)，兒童優惠價50元(140公分以下至90公分以上)，65歲以上長

老K舒眠文化館

者優惠價50元。

利百代彩筆文創館

餐飲外帶自取69折優惠

防疫期間餐點全品項外帶自取現金消費享有
69折超甜價優惠。疫情結束後，將有新的樣貌與
大家見面。
巧克力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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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百代彩筆文創館

金格卡司‧蒂拉樂園

12歲以下兒童持桃園市民卡免費入園

12歲以下兒童持桃園市民卡享免費入園，現場特定商品享買1送1優
惠(活動自2021年8月1日至8月31日止)。

桃園觀光酒廠

卡司‧蒂拉樂園

產品推廣中心開放對外營業

桃園觀光酒廠目前僅開放產品推廣中心，喜愛酒廠產品的民眾可前往
選購商品，館內採人數總量管制。

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桃園觀光酒廠
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8月入館贈限量糕點乙盒
為感謝民眾疫情期間的支持與愛護，凡
7～8月入館即贈精選糕餅1盒，並於10:00、
12:00、14:30、16:30提供免費觀光工廠深
度導覽。
暑假期間不定期推出闖關活動，歡迎民
眾入館一同來館挑戰拿好禮。
此外全新推出「歐風小屋餅乾」手作課
程，遊客可以選擇到館體驗或在家享受遠
端課程的服務，選擇線上遠距烘焙課程者，
享有專屬材料組合包、VIP包廂遠端教室、

祥儀機器人夢工廠

師傅手把手糖霜教學外，還有機會再次來
館，親手完成烘焙課程。

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蛋寶生技不老村

入園送防疫滴雞精

2021年8月31日前，入園即送一包防疫滴雞精。日式浴衣體驗：平日及
假日皆享有買1送1優惠。

勝昌中草藥探索館

蛋寶生技不老村

不定期優惠 可上網選購

台灣最大的中草藥製劑廠之一，免費入館，DIY活動另計。線上不定期
舉辦優惠活動，可點選勝昌美顏樂活館網頁選購各式商品。

www.scherb.com.tw

雅聞魅力博覽館

蛋寶生技不老村

不定期商品直播優惠

不定期線上商品直播優惠外，現場推出熱銷防疫產品，每組特價399元
(原價540元)，內容包括5種產品：茶樹洗手乳、茶樹噴霧乾洗手、芬多精
透明皂、護手霜、口罩套，經濟又實用。

葡萄王健康活力能量館

雅聞魅力博覽館

參觀送健康益菌餅乾

葡萄王健康活力能量館免門票，2021年9月30日前參觀即送健康益菌
餅乾，另有多重商品優惠，歡迎至現場參觀選購。

www.grapekingmuseum.com.tw
利百代彩筆文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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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 話 題
八德區 巧克力共和國

國際亮點觀光工廠

巧克力共和國

東南亞第一座巧克力博物館

觀光工廠

巧克力共和國的建築外觀是以簡約俐落的線條，帶出巧克力的形象概念。

伴隨著許多人的童年零食「77乳加巧克力」出自宏亞食品，1976年創立以來，已走過
45個年頭，以「誠信、創新、品質、服務」為企業經營理念，更秉持前瞻的精神，將視野
從巧克力產業跨足觀光服務產業，成立東南亞第一座巧克力博物館「巧克力共和國」，
結合美味、文化、知識與歷史，提供消費者甜蜜的觀光旅遊饗宴。
來到位在八德的巧克力共和國，第一眼見到的外觀，猶如一顆從中間剝開，融出濃郁巧
克力漿的巧克力，這座造型獨特的建築是用大量的玻璃元素所構成，特別延請屏東海生
館建造團隊打造而成，融入了綠能與環保概念，利用太陽能發電、雨水回收系統及大量採
用玻璃自然光，降低電力的使用量，以達到環保的效益，曾在2012年榮獲建築金質獎。

走進巧克力共和國 探索箇中滋味
從小吃到大的巧克力，可曾真正了解過它的成份、食用的好處，以及如何選擇好的巧
克力？來到巧克力共和國，能一一解鎖，且可以認識可可豆的歷史、種植環境及相關知
↑做出自我風格的造型巧克力

↑簡潔明亮的DIY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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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整個博物館分為館內區與戶外區，各區擁有豐富的展覽特色。

↑關於巧克力的豆知識

3
1.可愛公仔巧諦可蒂在玻璃自然光下，
迎接每位遊客的到來。
2.解說人員生動活潑的講解，就像搭上
一輛可可觀光列車般有趣。
3.實際用觸感去感受可可樹
4.獨一無二栽培可可的溫室
1 5.有趣的實境互動

4

2

8

在博物館內種植了真正的可可樹，可可樹其實是相

5

當嬌貴的植物，對環境的溫度和濕度都相當講究。仿

6.甜點老師耐心
地教導小朋友
們製作甜點
7.來 這裡可品嚐
到各式美味的
巧克力

西非小型農場的可可溫室，以複合式栽種，可感受栽
種的環境，溫室內年平均溫度需介於25～28℃，濕度
80～90%，要經由如此嚴峻的條件，可可樹才能結出

6

7

好品質的可可豆。另外，還會請專業的可可農前來為
可可樹們健檢，在溫室可以看到可可花和長在可可
樹上的可可果，絕對顛覆世人對於可可樹的想像。
博物館戶外區則規劃出兒童塗鴉牆、熱帶花海區、
溫／寒帶樹種區和親水池，戲水完還可以到旁邊的
窯滾Pizza貨櫃屋使用抵用券，有外帶飲料及輕食。此
外，來這裡也不要錯過實用的DIY教室，跟著甜點老
師們的步驟，遊客可以完成獨一無二的造型巧克力，
不論是親子、朋友、情侶都能製造專屬的可可回憶。
(本篇圖片提供：巧克力共和國)

〔巧克力小知識〕 還巧克力清白！
增肥、青春痘、蛀牙、糖尿病或上癮…，過去大家對巧克力有
著很大的誤解，主要原因在於巧克力裡的砂糖與脂肪成分。廉
價的巧克力含糖量高，導致喜歡吃此類巧克力的人容易蛀牙、
增胖，成為問題的禍首，其實忠於可可原味的高級巧克力，相對
含糖量不高。再者巧克力裡的脂肪成分－可可脂，含有抗氧化
劑，是最穩定的植物性脂肪，可讓皮膚有光澤並具有預防老化
的功效。溫度只要到達34～38℃時就會融化，所以入口即化。可
可脂不只可降低膽固醇，還含有大量對身體有益的不飽和脂肪
酸，以及很容易在體內分解與排出的飽和脂肪酸成分，因此可
可脂不僅不會有損健康，反而是有益於身體健康的成分。

INFO
桃園市八德區巧克力街177號
03-365-6555#777
10:00-18:00(週一休，售票至17:00)
www.republicofchocolate.com.tw/
全票：100元(身高140cm以上、成人)
優待票：50元(90-140cm孩童、65歲以上長者、身心障礙者與其陪同者1名
享優待票)

↑館內的可可知識區，介紹了可可的全球交易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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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 話 題
蘆竹區 金格卡司 ‧ 蒂菈樂園

國際亮點觀光工廠

動手玩蛋糕 親子共好遊

金格卡司 蒂
‧ 菈樂園

觀光工廠

卡司‧蒂菈樂園挑高的大廳放置了三顆超大蛋型屋，令人童心大發。

國內製作長崎蛋糕的龍頭－金格食品，以文創元素打造出「卡司‧蒂菈樂園Castella
Land」的夢幻樂園，用插畫家的筆觸設計出童趣的氛圍，並以角色引導，讓遊客透過寓
教於樂的方式，倡導食品安全衛生的重要性，打造出能讓遊客輕鬆探索的蛋糕知識環境
及趣味體驗空間。
卡司‧蒂菈樂園的建築外觀猶如年輪蛋糕切面，是由日本丹下頂尖建築團隊設計的綠
能環保工廠，並將新型太陽能發電系統、廢熱能及雨水回收系統，融入建築美學中，讓
工廠與自然共生，聳立在蘆竹區的綠地中，顯得自然和諧。
隨著建築主體受到關注喜愛，2021年二館建築也將落成開幕，外觀設計以長崎蛋糕堆
疊為概念，讓企業產品與硬體建設的意象一致，同時室內還會加入文物展覽，增加親子
體驗空間，提升DIY課程內容，也會有全台首創百坪的無邊際親子戲水池，精采內容令人
引頸期盼。
↑觀光工廠限定款航海版長崎蛋糕
有原味(藍)和巧克力(棕)兩種。

目前廠內最吸睛的是可以看到日本長崎本舖的實際場景，蛋糕製作過程也公開透明化，
加上工作人員的精心導覽、親子DIY體驗課程與伴手禮區，創造出「樓上看蛋糕，樓下吃

1

2

1.樂園建築外觀如年輪蛋糕的切面 2.在一樓大廳中解說長崎蛋糕的由來 3.獨家打造水車生態園區，以人工溼地概念營造水生動、植物的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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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4.蛋型屋裡的卡司蒂菈模擬港 5.可以透過玻璃，參觀長崎蛋糕的製作過程 6.日本長崎本舖的實景模擬

〔黃金比例〕 用自然材料做出會呼吸的蛋糕
食品最怕成份複雜，添加太多
化學物質，金格食品本著美味求
真的態度，在1980年獨家取得日
本長崎本舖的技術指導，堅持使
用純天然原料，僅以雞蛋、糖、
麵粉、蜂蜜和水五種原料，以正
統慢火烘焙工法，讓每塊長崎蛋糕都有黃金6公分的完美高
度，並使用日本進口上白糖、麵粉及特選砂糖的原裝配方，製作
出甜而不膩的口感，傳承超過40年的好味道。

6

蛋糕」的一條龍動線，同時能親眼見證食品
衛生的流程，讓玩樂也能有教育的意義。

國際亮點 注重寓教於樂
8

卡司‧蒂菈樂園除了經評選為「優良觀光
工廠」，更在2019年獲選「國際亮點觀光工
廠」，來這裡除了親子能共享DIY的樂趣，戶
外的大自然生態區也很吸睛，超大型的水

7
7.桃園市長鄭文燦(中)童心未泯，也來玩玩看。
8.各式金格產品 9.聖誕節脆餅屋 10.COW過來

9

10

車及親近動植物的生態空間，邊玩邊了解
桃園千塘之鄉特 有的埤
塘文化，玩累了還能到館

〔親子DIY體驗〕 長崎脆餅屋
卡司‧蒂菈樂園有非常多種DIY體驗課程，其中最
經典的就是脆餅屋，使用長崎蛋糕進化版的長崎脆
蛋糕為基底，搭配各式糖霜搭建的甜甜小屋，造型
會隨著節慶做更換，譬如聖誕節就會有薑餅屋。在
製作的過程中，小朋友可以學習了解立體空間概念，
同時也能訓練手眼協調，可以享受親子間互動的美
好時光，並獲得自己動手做的成就感。

內的KONIG CAFÉ享用下午
茶，這樣一天玩下來充實又
有趣。
(本篇圖片提供：金格卡司‧蒂菈樂園)

INFO

↑位在一樓的KONIG CAFÉ，可以透過大片落地窗悠閒賞景。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北路90-66號
03-255-1999
09:00-17:00(週一休，最後入園時間15:30)
www.castella-land.com.tw
門票：全票套組250元，可折抵150元(適身高140公分以上)
優待票超值套組：150元，可折抵100元(適用身高90-140公分的幼童，65歲以上長者及
身心障礙者與其陪同者1名享優待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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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 話 題
桃園區 祥儀機器人夢工廠

國際亮點觀光工廠

祥儀機器人夢工廠

親子同樂打造專屬機器人

觀光工廠

機器人也會組樂團打鼓

駕駛機器人打擊邪惡勢力是小朋友童年時的夢想，運用機器人讓生活更加便利則是
大人們的希望，無論是大人還是小孩對機器人都有憧憬。而桃園有間全亞洲獨一無二的
機器人夢工廠，大人小孩都能透過組裝和操控機器人，完成擁有機器人的夢想！
走進祥儀機器人夢工廠，廠內的佈置營造出高科技的氛圍，售票處前有一座如鋼鐵人
般的機器人迎賓，進入展場的電梯更設計成太空艙造型，讓遊客留下充滿科技感的第一
印象。展間擺滿各式各樣超過30種的機器人，有的可以互動，有的會跳舞，有些還融入台
灣文化，以電音三太子為靈感的跳舞機器人，體現台灣傳統與現代科技的結合。
館內共有7大主題區—時光任意門、傳動智慧島、科技寶樂園、藝文大舞台、宇宙競技
場、未來方程式、桃園新創島，各區風格多采，將主題從尖端科技、比賽競技到民俗文化
包羅萬象，其中最受歡迎的就是格鬥機器人競賽，在專業工程人員的講解示範後，小朋友
可以實際操作機器人進行格鬥對戰，小朋友玩到欲罷不能，大朋友也是躍躍欲試！除了有
趣的機器人體驗，專業工程人員藉由介紹機器人傳動裝置，從旁激發孩子的想像力，在心
中埋下對科學嚮往的種子。

(本篇部份圖片提供：祥儀機器人夢工廠)

1
↑機器人穿上戲服變身電音三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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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機器人傳動的核心裝置

↑智能館DIY機器人展示

↓泡茶機器人可在家庭裡扮演服
務角色

↑館內不僅有機器人互動區，同時也介紹機器人發展史。

↑台灣黑熊造型機器人

手腦並用機器人DIY

↑讓孩子們透過操控機器人手腦並用

只有參觀不過癮？不妨來STEAM教室體驗手作機器人，透過組裝零件讓大小朋友手腦並用，
獲得從零件完成作品的成就感。STEAM教室融入科學、科技、工程、藝術、數學教育，針對各種
年齡開設各類不同的課程，如豐富的DIY手作課程、營隊等。DIY手作課程有太陽能小恐龍、動
力直升機及野豬騎士，可依小朋友的喜好預約課程。

太陽能小恐龍

動力直升機

野豬騎士

可變換4種造型，能組裝成恐龍、
鑽地車、獨角仙，還能搖身一變成為
機器人，可以利用太陽能板發電。

動力直升機Maker動手組，是德國
精品設計，且通過歐盟EN71安心認
證，組裝專屬動力直升機。

利用簡易零件完成初階仿生獸機
器人，拿到太陽底下，機器人吸收太
陽能做為替代能源即可以動起來。

〔兌換禮〕 集章小遊戲
聽完導覽後可獲得集章卡，
遊遍夢工廠7大主題區尋找特
別的集章處，特別之處賣個關
子等您親自體驗，在集滿印章
後即可獲得神秘小禮物！

INFO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461號
09:00-17:00(週一休)
03-362-1252
robot.shayangye.com/
門票：250元(身高100cm以上，100cm以下及65歲以上長者免費)
愛心票：125元(身心障礙者與其陪同者1名愛心票優惠)
平日採預約制(週二～五)，開放三天前預約，暫不接受散客。
導覽場次(純導覽參觀，DIY需另外購買)：10:30、15:00。
假日(週六、日)開放預約及散客入場
導覽場次(純導覽參觀，DIY需另外購買)：13:00、14: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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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 話 題
楊梅區 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國際亮點觀光工廠

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懷舊手作鳳梨酥 遊客也瘋狂

觀光工廠

無論大人、小孩都能在手作課程中找到樂趣

保留百年歷史風味的「郭元益糕餅博物館」珍藏了餅舖經典的文化，不但記錄了古法
婚慶的禮儀與文物、近年還邀請新手父母分享寶貝抓週的歡樂。從創意典雅的中西式
喜餅、嬰孩抓週的收涎餅、到深受國內外喜愛的鳳梨酥，走一趟位在楊梅的「郭元益糕
餅博物館」，品嚐穿越古今的美味、探索文化的饗宴與享受糕餅DIY的樂趣。
說到漢餅一定想到訂婚的大餅，郭元益糕餅博物館內收藏了傳統糕餅文化與婚嫁禮俗
的文物，從中可以了解餅食文化，同時藉著實作，更能啟發遊客對傳統烘焙的認識。
博物館主要分為三大主題場域，分別為觀光工廠、糕餅文化館及綠標生活館三個場域，
從觀光工廠的走道循序漸進，透過導覽遊程，認識產品從攪拌、成型、烘焙、冷卻、包裝、
組裝的完整製造流程。而在糕餅文化館中，看到了各式節慶、不同種類的餅模，從餅模使
用的痕跡讀到過往的歷史。除了餅模之外，還有古代招親場景與變裝道具，讓遊客體驗
傳統婚禮的繁瑣與重視。另外，獲得黃金級綠建築肯定的「綠標生活館」，融入現代化設
計，打造為舒適友善的學習體驗空間，館內的綠標展覽館教學活動區，教室則可容納120
人，DIY手作區及糕餅烘焙區皆為開放式，為遊客打造整潔明亮安心的手作環境。

↑郭元益黃金級綠建築－綠標生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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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標生活館內設有伴手禮專區

↑郭元益糕餅博物館的古典宮廷式外觀造型獨特

〔漢餅西吃〕 HOK餐食計畫空間
1

來郭元益當然得嚐嚐最新鮮正點的漢
餅，打破傳統概念，HOK餐食計畫空間推出
漢餅下午茶，其中「五味俱全」以經典的酥
皮類冰沙餡餅、蛋黃酥、鳳梨奶黃酥等，搭
配風味獨特的漢香馬卡
龍，配上香醇的咖啡，
絕對是最特別的午茶。

2
1.黃金級綠建築肯定的「綠標生活館」 2.專門為國外遊客規
劃的「懷舊鳳梨酥手作課程」，最受外國觀光客喜愛。 3.剛
出爐的鳳梨酥 4.懷舊鳳梨酥專屬包裝設計 5.烘焙師傅教
導小朋友認識原物料

3

4

手作鳳梨酥 百分百伴手禮
凡體驗必留下作品，郭元益糕餅博物館有
趣之處在於可以親身體驗各種產品製作過
程，因此郭元益也特別針對國內外遊客規劃
了「懷舊鳳梨酥手作課程」，吸引許多日、
韓、東南亞遊客來參觀，並且DIY，藉由糕餅
5

技法的「敲、揉、壓、印」，完成自己做的好
吃手工鳳梨酥，體驗百分百的手作伴手禮。
郭元益糕餅博物館除了既有內容，也不定
期舉辦各式節慶主題活動，以及像是收涎、
抓週等古禮，融合教育與觀光，持續推廣漢
餅，讓中式糕餅能與西式甜點並駕其驅。
(本篇圖片提供：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鳳梨酥上可愛圖案

〔做點心過生活〕 糕餅遠距教學不出門也能線上學
面對快速變動的生活模式，不出門的時候
也能透過郭元益的「糕餅遠距教學」課程，使
用專屬的遠距教學組合包，透過螢幕實時的與
師傅互動交流，不受空間與時間限制，在家就
能安心的操作手作課程，讓家長陪伴孩子輕鬆
度過做點心的親子時光，今年端午節甫推出的
「端午，讓我們一起畫龍舟」就深獲好評。

INFO

←幸福摩天輪
手作體驗

桃園市楊梅區幼獅工業區青年路9巷3號
03-496-2201#1
09:00-17:30(除夕休館)
www.kuos.com/museum/museum _yangmei.html
門票：50元(可全額折抵商品購買)
優待票：25元(可全額折抵商品，適用65歲以上長者及身心障礙者與其陪同者1名享優待票，DIY活動與餐費另計。)
週一～週五幼稚園及國小校外教學團體參加「創意糕餅DIY」活動，DIY活動費每人折價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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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 話 題

手信霧隱城

不必出國 好吃日本和菓子這裡有

觀光工廠

龍潭區 手信霧隱城

手信霧隱城以江戶時期的崛之內為背景，營造出懷舊的城下町氛圍。

位於龍潭的手信霧隱城，以日本江戶時代為背景，在室內佔地1,000坪、室外300多坪
的空間裡，打造出霧隱城城廓及江戶老街城下町的樣貌，帶領遊客進到城裡，一探幕府
將軍與和菓子的能量秘密，成為桃園觀光工廠的新亮點。
手信坊由傳統食品代工起家，以台灣傳統麻糬，加上精緻日式點心，自創品牌打造了食
品王國。而本著永續經營、百年企業的目標，將點心文化藉著觀光工廠推廣，加深產品的
價值，也讓國人不出國就能吃到最道地的和菓子。在手信霧穩城裡可以直接購買新鮮的
各式精緻糕點外，全透明的生產過程更是直接呈現在消費者眼前，全自動化的糕點生產
設備和食材原料都來自日本，道地的口味無庸置疑。在這麼高品質的環境中，追求的是更
進一步的全方位體驗，因此藉由空間的塑造，讓品牌形象更完整。

霧隱城的黑羽能量 不敗傳說
從來到觀光工廠的大門，便能感受到城廓的氣勢，踏入庭園內，有日式庭園造景，彷彿
來到富士山腳下，要休憩、拍拍網美照，美景唾手可得。而進入大廳，幾乎每一位遊客都

1

2

1.卡哇伊的武士站在富士山下、五重塔前，是遊客必拍。 2.霧隱城下町有許多寶物等待遊客來發掘 3.融入在地文化，竹林小徑裡供奉著福德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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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4.手信坊在傳承與創新之間不斷蛻變，堅持好品質。 5.菓藏魔法盒背後有一位將軍護持著

6

8

〔伴手禮專區〕 花見小路
9
6.360°
環形LED大屏幕劇場
7.隨著千本鳥居緩坡直上二樓
8.在萬花筒裡找尋忍者的分身
9.神秘的天狗仙人身上披著真
7 實駝鳥羽毛

販售伴手禮的花見小路，有著濃濃的
日式風情，手信坊生產的各類型甜點、蛋
糕、連麵包店、滷味都設置其中，全部都可
以用門票折抵消費，相當划算。

會被巨型的日本將軍頭盔鎧甲與迎賓城門，
和挑高的空間氛圍所震懾住，耳邊傳來的
是日本傳統歌謠，目光所及都是和風元素打
造，若說是在日本街町也無違和感。

11

整座城堡規畫充滿故事性，漫步在仿江戶
時代的街道，穿越有如伏見稻荷大社的千本
鳥居，藏在屋簷上及攀岩走壁的忍者彷彿隨

10

時會一個轉身就出現在你眼前，比人還高的
天狗仙人，散發出神秘的強大魔力，引人入

10.11.12.找一找霧隱城裡有幾個忍者
13.茶坊供應的餐食，都能用門票折抵。

13

12

勝。除此之外，來這裡更不能錯過花見小路
的伴手禮街道，每一樣熱銷國內外的產品設

〔DIY體驗〕 手信忍者手習所道場

計都是兼具美感與味覺。當然逛累的話，還

發揮忍者精神

來 到城裡的遊客除了參 觀、用餐之
外，還能到忍者手習所報名DIY體驗課
程，製作「忍者兵糧丸」，也就是加工銅
鑼燒和開運燒，材料費每人150元，
課程時間約60分鐘，上下午各兩
場，參加者所使用的紙圍兜，還
可以供小朋友著色。

有茶坊的和風餐點和甜點定食可以選購享
用。有了手信霧隱城，一秒飛日本不是難事！

INFO
桃園市龍潭區民豐一街99號
03-470-0598
www.sswyc.com.tw
08:30-18:00(週一～週四，售票至17:00)、08:30-20:00(週五～週日，售票至19:00)
試營運門票：150元(5歲以下兒童免門票，門票可全額抵消費)

↑古城垣襯托出霧隱城的凜然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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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友咖啡文化園區

台灣最 的咖啡 源 來在桃園
「
」
IN

觀光工廠

平鎮區 源友咖啡文化園區

源友咖啡文化園區的帷幕玻璃外型設計成咖啡杯，非常具特色。

如果你沒有聽過源友，那麼也一定喝過源友的咖啡，身為全台最大的咖啡烘焙廠，國
人喝的咖啡每四杯裡就有一杯是源友烘焙的豆子，如此驚人的數量，值得走訪源友咖
啡文化園區，來一趟品味之旅。
全台灣最大的咖啡烘焙工廠「源友咖啡」，不但取得美國咖啡品評師教學場認證所，
為了推廣咖啡文化，還開放一般民眾預約專業的參觀導覽遊程。
走進咖啡知識區的長廊，細細的閱讀知識區圖表的詳細介紹加上導覽人員生動的
解說，就馬上能吸收滿滿的咖啡知識，了解咖啡豆從種植到採收、精製、烘焙的過程，
暢快的一解對「咖啡這顆小豆子」心中滿滿的疑惑。咖啡豆是從哪裡來的?究竟世界上
的咖啡豆有多少種類?咖啡豆有哪些風味？咖啡豆也有公豆、母豆嗎？想找到專業的解
答，一定要親自走進源友咖啡的寶庫。導覽員還特別為提出各式問題的遊客準備神秘
的小禮物，歡迎想深入了解咖啡的朋友們來提問。
來到產線區，不斷運作的咖啡炒焙機，只要15至20分鐘就能製造出360公斤的咖啡

↑咖啡配瑪德蓮很對味

豆，相當於能沖泡出15,000杯便利商店中杯的咖啡，也許你現在正品嚐著從這生產出

1

2

1.入口處展示著源友的發展歷程 2.源友的參觀模式採預約制，團體導覽的方式進行。 3.咖啡知識區以各式圖表介紹咖啡的品種、成長等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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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觀賞咖啡相關影片，完整介紹咖啡的製程。

4
→ 裝咖啡豆
的麻布袋製
成的杯墊相
當實用，送禮
自用兩相宜。

←源友生產的
5
奶茶配鬆餅是
午茶選項。
4.源友咖啡文化園區的咖啡牆，貼滿咖啡生豆袋。
5.參觀炒焙線 6.最吸引遊客的品評咖啡
7.來到源友咖啡文化園區，一定要和門口的古董炒
焙機來一張大合照。

6

9
7

的咖啡。想用五感來認識咖啡豆，一定不能錯過3F
炒焙區，除了透過聽覺聆聽導覽，還可以藉由嗅覺、
視覺、觸覺來認識不同的豆子，並透過味覺品嚐不
同層次烘焙的咖啡，找出你最喜歡的風味，幸運的
朋友還有機會用味蕾與世界冠軍豆相逢。
參觀導覽結束後，不妨在1樓的咖啡館裡享受優
雅的午茶時光，無論是喜愛咖啡或茶品的旅人，在
這都可獲得最新鮮香醇的飲品。

CAFE N 融入生活 帶出新品味

8

8.耳掛式咖啡攜帶方便
9.遊 客學習自製耳掛式
咖啡，新鮮有趣。

〔咖啡的歷史〕 牧羊人發現咖啡的妙用
據說在西元六世紀時，衣索比亞的
牧羊人卡爾迪(Kaldi)，發現羊吃了一
種紅色的果實後會活蹦亂跳都不會
累，於是也好奇摘來吃吃看，覺得不
錯，後來就把果實分送給修道院的
僧侶們，讓他們在晚上祈禱時不會睡
著，保持好精神，而這樣的故事跟著
僧侶傳開，大家就把這紅色果實當成提神聖品，也就是今日的
咖啡豆，無論真實性為何，都為咖啡的由來增添了想像的空間。

除了廠區的咖啡館，源友也開始走自創品牌，近
幾年在市場上常見到的CAFE N(硬咖啡)正是源友所
推出的咖啡品牌，藉著冠軍杯測師挑選自家優質的
咖啡生豆加上專業烘焙，端出品味不凡的「冠軍咖
啡」，再邀請國際知名藝術家設計咖啡杯，不僅好喝
更好看，店內簡約且新潮的裝潢設計，讓咖啡館變成
時尚的打卡景點。

INFO
桃園市平鎮區工業五路8號
03-469-7387#1032陳明明
咖啡廳08:00-17:00(週一～五)、11:00-19:00(週六、日) 導覽09:00-15:00(週一～五)
www.yeuanyeou.com/culturalpark.html
參觀採預約制，由導覽人員帶領參觀體驗，每場次最低人數為20人，最多40
人次為限，參觀請於30日前來電預約。
全票：200元(贈送點心A或B餐擇一，A餐：鬆餅+奶茶，B餐：瑪德蓮+咖啡)
優待票：150元(贈送精美禮品一份)(限6～12歲孩童、65歲以上長者、
身心障礙者與其陪同者1名享優惠票、桃園市平鎮區民憑身份證)

(本篇圖片提供：源友咖啡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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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獅文具 想像力製造所

顛覆創玩體驗 孕育無限想像

觀光工廠

龍潭區 雄獅文具 想像力製造所

創玩樂趣中，啟動無限想像，從空間、視覺，到DIY美學課程，一起進入雄獅文具想像力製作所探索世界。

雄獅文具於1956年創立，與雄獅美術一起為台灣藝術教育的推廣不遺餘力，走過一
甲子，伴隨著所有人成長，而今「想像力製造所」在龍潭啟動，從文具產業跨足到文創
服務業，延續企業精神，提供室內700坪，戶外2,700坪新穎具創意質感的空間，激發親
子的想像創作力，值得大小朋友來深入探索。
來到雄獅文具，一入園就被高聳的肯氏南洋杉及綠地所吸引住，如此美麗寫意的環境，
令人第一眼就喜歡上，呼應「想像力製造所」的名稱，室內挑高的設計，簡約明亮的導引，
創造視覺舒適感。室內空間一到三樓是遊客創玩及參觀空間，未開放部份則為文具工廠。
參觀動線從「想像力大廳」開始，展場大面積的紙張意象設計，是希望留給遊客奔馳無
限的想像空間。循序走入介紹企業歷史的「印象雄獅」，從時光軌跡中認識雄獅年代表，
以及文具迷們不可錯過的歷代雄獅文具商品，無論是蠟筆、水彩、奶油獅產品，每個人小
時候都有一盒雄獅，對此應該不陌生。接著會看到「想像力教室與創藝坊」，這裡的手作
課程是想像力製造所獨家研發的體驗項目，教室會不定期推陳出新。

↑奇異筆是雄獅的經典產品

另外，還有最受遊客歡迎的「想像力製造區」和「創意體驗區」，試試拿著紙張用泡泡

1

2

3

1.已種植30多年的肯氏南洋杉，打造出森林系的戶外空間。 2.不定期會在此舉辦市集 3.雄獅文具在龍潭打造生產線和觀光工廠合而為一的森林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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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 繽紛色彩牆
是打卡必拍
5.6.抱枕、餐具
都是創作素材

4 6

7

9

8

作畫、調出自己專屬顏色的漸層彩色筆，或

11

7.接下色彩泡泡作畫
8.調配屬於自己的漸層彩色筆
10
9.10.塗鴉的天堂
11.夜光隧道，利用螢光壓克力顏料繪出黑
夜中閃閃動人的的奇幻世界。
12.製造所內展出最早期的製筆機器

用濕擦筆在牆面、電視、或是動物雕塑上作

12

畫，在這裡不用擔心亂塗鴉會被制止，每個

13 . 最 受 遊 客 歡
迎的水果染零錢
包，DIY所使用顏
料都是無毒的。
14.彩繪擁抱自然
午睡枕

人都可以在創玩樂趣中啟動無限想像。。

想像力外帶區 打包60色色彩牆
13

而在「創意日常」空間中，結合普普風設

14

計，可以利用特殊文具在生活小物裝點，變
成獨一無二的手作品。「想像力外帶區」的
60色色彩牆，則集結粉蠟筆、色鉛筆及彩色
筆共76,800支，是遊客必拍照打卡的重點，
也可以選購自己喜愛的色系。想像力製造所
的內容豐富，可以玩上一整天，
當然也要有美食搭配，二樓的
「雄獅小食堂」就是滿足口腹
之慾的輕食餐廳。最後，文具誕生需歷經多

〔互動體驗〕你能聽到「顏色的聲音」嗎 ?
顏色不僅是視覺的反應，世界上約有
4%的「聯覺」人甚至可以聽到顏色的聲
音。顏色會影響人類的心理感受，例如
曲調優美柔和常令人聯想到藍色，這可
不只是想像，可能是大腦天生的特別反
應，進而在不知不覺中也左右我們的情
感。在三樓的展區互動遊戲中，體驗眼睛看到的顏色如何轉化為聲音及音
樂的樂趣，這裡就是體驗超能力，探索聲音的好玩有趣之處。

層製作工序，「製造基地」展示了雄獅產品
的製作過程，可以了解一支筆的從無到有。
走一趟雄獅文具想像力製造所，會發現
文具想像力的空間無限寬廣，不僅是小孩喜
歡，大人也會愛上！

INFO

桃園市龍潭區中原路二段188號
03-411-6888
09:00-17:00(週三休，最晚入館15:30)
www.simbalionartstudio.com
全票450元，含100元抵用券(適用3歲以上孩童、一般成人)
優惠票350元，含100元抵用券(適用65歲以上長者，請出示證明)
愛心票250元，含100元抵用券(身心障礙者與其陪同者1名享愛心票優惠)
套票750元，含門票、100元抵用券、390元以下課程。(*不分平、假日，來館參觀即適用)
(以上票價為限定優惠價，到訪前請確認官網最新票價)

(本篇部份圖片提供：雄獅文具想像力製造所)

桃園觀光旅遊 21

〔局長導覽〕八德區 千塘之鄉的代表
桃園埤塘與水圳網絡綿密，是環境教育重要場域，而八德區的「八德
埤塘自然生態公園」就是其中代表，園區內提供了動植物豐富的生態
環境，親水域的空間，讓遊客可以近距離與水鳥相見歡。另外，八德區
面積最大的埤塘－霄裡大池，既有農田水利灌溉功能，也是市民朋友
休憩觀景的好去處。除了自然景觀，八德的人文薈萃，歷史深遠，無論
是三元宮、姜太公廟，或是早期的軍工建築，都值得細細品味。

國道

介壽路

姜太公廟
長興路

2號

大湳圖書館

茄 苳 溪

埤塘之美首屬八德

八姓繁衍地 城市綠洲行

在 地
采風

三元宮

豐
興

路

八德
埤塘自然
生態公園

霄裡大池

八德原名「八塊厝」，相傳為清乾隆年間來台開墾，居住下來的謝、蕭、邱、呂、賴、
黃、吳、李姓，八姓各築一屋，故得名。八德是桃園市行政區中面積最小的，但卻擁有全
國最多的埤塘，成了當地景觀特色；近年來由於人口數不斷增加，市區的建設發展蓬
勃，不但有捷運綠線，未來還有中央大學分校和中大醫院即將在八德設立，繁榮可期。

八德埤塘自然生態公園通過環評認證，是第一個以「埤塘」為特色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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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塘公園內建物融入綠建築概念，規劃完善，綠意盎然。

▲

霄裡大池落羽松林 如夢似幻
擁有200多年歷史的霄裡大池，是桃園第一座埤

塘，也是桃園重要水利網絡，平時除了灌溉引水功

1

能，池畔一整排的落羽松，無論是冬天的紅艷，或
是夏季的蔥鬱，都吸引市民駐足流連，環湖走一圈
約需25分鐘，也是很好的健走步道。
1.夏天的落羽松景觀 2.沿著大池走一圈，欣賞美景零死角。
3.鏡面般的池水，無論是水中倒影或是遠山含笑，都像一幅山水畫。

2

3

▲

大湳圖書館 軍工建築
大湳圖書館前身為中正堂，是軍中官

兵休閒娛樂場所，現在歷史建物活化再
利用，搖身一變成為圖書館，建築外觀
還保有當年的樣貌，充滿復古懷舊感。

▲

姜太公廟 百姓始姐

▲

三元宮 居民信仰中心

姜太公為66姓的共同始祖，邱姓亦
為其一，而八德是邱家的發源地，2019
年完工全國最大的姜太公廟不僅是邱
家的家廟，也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三元宮建於1773年，是八德最古老的廟宇，
供奉天、地、水三元大帝。其建築無論是木
雕、石雕、交趾陶都出自名師，具藝術價值。

4.公園入口處的青蛙王子，坐姿俏皮可愛。 5.夏季荷花盛開，公園內的植物也很有看頭。

↑木棧道 ←站在濕地平台，
可仔細觀察前方的人工浮島。

4

5

▲

八德埤塘自然生態公園 水鳥樂園

自然生態公園內有多樣化的水域景觀，除了可發現鴛鴦、大白鷺、
紅冠水雞等各式水鳥的踪影，伴隨著蛙鳴鳥叫，更可以近距離的與
成群結隊的雞鴨鵝漫步在園中，友善的環境很適合全家大小一起來
放鬆。園區內還設置了便於行走的木棧道、景觀高架涼亭、陽光草

↑→由高架涼亭望出去的生態景觀池，一
覽無遺，還可眺望後方的綠光廣場。

坪、環池步道、戶外教室、咖啡廳等設施，是不可多得的城市綠洲。
〔池畔小憩〕TINA廚房

6 7
6.透過水路設計，打造良好的濕地環境，成為許多鳥類覓食及繁殖的棲息地。
7.沿著環池步道走一圈，享受樹蔭下的清新自然氛圍，頗有療癒的功效。

INFO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1315號
03-365-0329

餐廳位在埤塘
公園內，木造 建
築和環境融為一
體，無論在 室內
用餐賞景，或購
買野餐組合
在園區內享
用都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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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在高有酒則名

五酒桶山步道

生 態 公 園

登五酒桶山第一關的迎廣愛心階梯，是1999年賴文賢捐建。

若說羊稠森林步道是五星級大道，那麼由五條步道

崙頭土地公
海山之路

環
山 山鼻山
步
道

擎天草坪活動區

五酒桶山
南崁山 六福步道
春秋亭

段
路一
長興

石階路

南天宮

230巷

福德
古
環
山 道
福德宮
步
道 性知
古
道
扶輪驛站
忘憂亭

串連的五酒桶山就是步道中的大型公園了，不僅有平
緩好走的石階路，有可眺望陸海空美景的觀景台，擎
天草坪更可以奔跑，走累了還有扶輪驛站可以休息喝
下午茶，這麼好玩的步道盡在五酒桶山。

《五酒桶山步道》

觀景台
往營盤坑

步道距離

4K

(來回)

六福

所需時間

1.5小時

(來回)

難度

適合族群

低

親子、健走型

路

五酒桶山的名字，顧名思義和酒有關，有一傳說，在明鄭時期遷居於此的蔡光
省和他五個兒子，各個都是好酒量，一次能喝下一桶酒，因些當地稱此處為五酒
桶山。另一說是當年村民都會牽牛隻來這裡喝水，而有了「牛水桶山」的說法，
演變到後來取諧音其就叫五酒桶山。姑且不論山名由來真假，現在不見酒水也
沒有牛隻，因離市區近，步道園區自然生態豐富，成了民眾健行休閒的好去處。
1

五酒桶山步道由五條路線串聯，海拔高度落差約80公尺，遊客大多數從南天
宮右側的六福步道開始健行。早期因山路崎嶇不平，老幼婦孺不便攀登，科技界
聞人賴文賢於1999年捐建170階迎廣愛心階梯，讓民眾方便行走，階梯坡
度平緩好走，上了階梯之後，其餘均為平坦的水泥地或碎石路，
非常親民，因此除了當地居民，也常有遊客慕名而來。
六福步道前半段是較為早期的建設，沿途會經過相思林的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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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酒桶山登山口位於蘆竹區南天宮旁 2.在春秋亭欣賞市區美景

3.觀景台上可以看見飛機、船隻，囊括了陸海空景觀。 4.觀景高台視野開闊
5.南崁山標高155公尺，立有三等三角點，在平坦的步道上巧遇，實屬少見。

3

4

5

7
6
6.連寵物狗都
能輕鬆上山
7.五 酒桶山公
園怎能沒有
酒桶
8.步 道後段多
為碎石路，
雨天也不用
擔心溼滑。

9

8

9.坐在擎天草坪活動區
的石椅閒話家常，或是做
做體操運動、親子活動，
老少咸宜，讓人一眼就喜
歡上它。 10.念祖寮林
10 間休憩區寬敞的木棧道

線，有春秋亭可稍作休息，走至南崁山三角點附近，還有一座
擁有180度視野的觀景台可以登高望遠，從最近的蘆竹市區
到桃園國際機場，以及更遠的台灣海峽都能盡收眼底。

12

五酒桶山公園 腹地休憩功能完善
健行至五酒桶山公園，有如其名的環狀酒甕裝置，景觀
也開始和前段不同，有較寬闊的場域，除了有觀音神像石雕
區、念祖寮林間休憩區，前方的擎天草坪活動區更是讓人眼

11
11.扶輪驛站橙色的牆面、斜式茅草屋頂，
融入景色，營造了悠閒休憩風。
12.驛站旁的洗手間有整體設計感
13
13.步道旁的距離標示

睛為之一亮，綠草如茵，清新的氛圍，無論是運動、團康遊
戲、野餐，都非常適合，這是和一般的步道比較不同之處。
接著銜接環山步道往終點崙頭土地公前進，途中左側有
一南洋度假風建築造型的扶輪驛站，這也是五桶酒山的特
色亮點，裡頭的斑馬找樂趣咖啡店，販賣藝品及咖啡飲品，
前方廣場大樹下有環狀座椅可供休息，旁邊還設有洗手間，
經過了前面的運動揮汗，非常適合在這裡充電再出發。
五酒桶山的主要動線走下來，最後在崙頭土地公告個段
落，遊客可選擇原路再走回南天宮，如果是有兩部車前來，
可用接駁方式，兩端出入口各停一部車，節省時間；兩種方
式皆可，但若從崙頭土地公下山，路狹要注意會車。
INFO
桃園市蘆竹區長興路一段230巷
五酒桶山登山口就在南天宮的右側，從廟旁停車場進入，即可看見登山口。

〔廟中廟〕崙頭土地公
原崙頭土地公建於1961年前
後，因身處山頭，經年累月，日曬
雨淋，金身受損，廟身漏水，原
本欲拆除重建，經信徒建議保
留原內祠，以表對先人尊重，所
以才在2000年加建外在新建築，成了現今廟中廟的特殊
格局。廟前除了是觀景台，廣場旁還有小型落羽松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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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梯田生態公園

小孩放電好去處

生 態 公 園

大有梯田是稻田裡的公園

有梯田，有溜滑梯，有森林探索區，還有鴨有鵝有飛鳥，到底是稻田？還
是公園呢？不要懷疑，它就是大有梯田生態公園，要認識自然生態，桃園都
會區的社區旁就有，要帶小朋友玩各式森林遊戲設施也可以來挑戰，桃園
區虎頭山風景區山腳下的大有梯田生態公園就是這麼特別。

1

這裡原本是大檜溪地區的農村聚落,先民歷經好
幾世代的開墾，耕種水梯田自給自足，但隨著時代變
遷，農村消失，水梯田逐漸荒廢沒落，經過市政府重
新規劃，找回昔日的自然風貌，巧妙的結合稻埕空間
的概念，為喧囂的都市留下一片翠綠並打造出深受孩
子喜愛充滿挑戰的歡樂公園。
大有梯田生態公園規劃有生態梯田區、美好食光區
及森林挑戰區三大區域。生態梯田區可以從無到有
真正認識稻米的一生，配合著農諺體會農人看天吃
飯的智慧。美好食光區則除了懷舊的水梯田、也能教
小朋友認識具生態功能的水撲滿及生態池，坡地上
還有兩條復古磨石子溜滑梯、遊戲沙坑及戲水池，可
以讓小朋友一次玩個夠。
順著動線而下，有以曬榖場為中心，設計出階梯式

2
1.夏天的夜晚適合帶小朋友來這裡放電
2.深受小朋友喜愛的磨石子溜滑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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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樂劇場空間，也可以是夜晚的蚊子電影院。而火
星瓢蟲窯烤披薩屋就在旁邊，肚子餓了，隨時可以坐

3.以稻埕為概念設計的劇場
空間，也可以是蚊子電影院。
4.隨著坡度蜿蜒而上的梯田
5 .在 社區旁公園內就有 梯
田，是小朋友的大自然教室。
6.生態池除了觀賞之外，也
提供鳥類棲息之處。

3

5

4

6

下點餐休息。另外，隨處可見的遮陽傘座椅，各式搖椅也非常多，
很適合三代同堂來休憩。

森林挑戰區 受大小朋友喜愛
森林挑戰區規劃出適合三代同堂共同休憩的空間，除了有適合
小小孩的兒童城堡，還設置了充滿刺激的帶狀挑戰設施、攀岩斜
坡、全國第一座壯齡(鋼軌)滑索，讓孩子能手腳腦並用。
周邊還有適合全齡層使用的體健設施、吊床及吊椅休憩區等，
適合一家大小出遊放電，度過悠閒的時光。
INFO
桃園市桃園區民有十街200號(大有消防分隊旁)
生態梯田區及美好食光區，每日關燈時間23:00；森林挑戰區，每日關燈時間21:00。
公園邊設有路邊停車格或三元街407巷停車格

7

〔貼心設備〕
公園內的榖倉造型洗
手間清潔美觀，附近也
設有洗腳池，方便親子
遊客使用。

8

9

7.公園裡保留原有的蓮霧樹，夏天結實纍纍。 8.認真巡視地盤的鵝媽媽 9.公園設有火星瓢蟲窯烤披薩屋，玩累了可供休息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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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Phuket Sandbox & Samui+Model

歡迎到普吉及蘇梅
再次體驗悠閒放鬆的美好假期
普吉島及蘇梅島相繼開放後，迎來了世界各地的旅客，大家的心情都是
非常興奮，迫不及待的奔向心中的渡假勝地，相信可以留下永生難忘的回
憶，歡迎打完二劑疫苗的旅客來玩。
想要到這個充滿異國情調的迷人島嶼渡假的旅客，可以向各大旅行社的
票務中心訂購機票或直接跟航空公司訂票。
泰國觀光局為了歡迎大家到普吉島及蘇梅島旅遊，特別準備了超值禮包
贈送，旅客只要攜帶申請COE的證明及普吉島或蘇梅島的機票，就可以向
泰國觀光局台北辦事處領取。數量有限，敬請把握。
●普吉及蘇梅入境流程請洽www.tattpe.org.tw或電洽02-2502-1600查詢

交流道美食系列～國

《誰說開高速公路只能在服務區休息？》
出門旅遊行駛於國道，遇用餐時間必須下交流道解決民生問題時，
如果事先蒐集口袋名單，找家風味不錯的餐廳休息一下，能品嚐美食，
也可提振精神。本系列介紹的店家，都能輕鬆用google地圖導航前往。

大溪

游家肥貓

寵物餐廳花園港點

港點

1

2

3

1.店門口126公分高的加菲貓最吸睛 2.戶外空間帶有古樸風情 3.老闆游清(右1）一家人帶著伊果(貓)值班，門口公仔就是
以牠為原型打造的，這裡也接待寵物，非常適合帶毛小孩來訪。 4.店內的一桌一椅都是老闆精心收集來的木頭所打造

位在大溪交流道旁，隱身三合院老宅後面的「游家肥貓」，是老
闆游清一手把豬圈和農舍，打造成寬敞樸實的動物友善餐廳。顧
名思義，老闆不僅愛貓養貓，而且還真的是養胖嘟嘟的加菲貓，每
一位到訪的客人無不被貓的萌樣所吸引，而且貓兒眾多，每次的
4

值班店貓可能都不同哦。游家肥貓屬性特別，店內餐食也與眾不
同，游清有30年的餐飲經驗，從餐廳、星級飯店、中央廚房都經
歷過，因此店內的料理，無論是中西式簡餐或是港式點心
(見右圖)都是老闆手作，每一樣都道地，在大溪能
吃到粵式料理實屬難得。另外，為方便客人在家享
用，港點、肉粽也出冷凍包，值得推薦。
INFO
桃園市大溪區南興路一段277號(右側後方)

03-380-9321

11:00-20:00(週三休)

龍潭

1. 面對 龍潭大
池的門面打 理
的清新簡約。
2 . 明 亮日系 的
陳 設 顛 覆傳 統
鵝肉店的印象

慕名而來

傳統鵝肉日式款待

定食

1

2

說到好吃的鵝肉，來到桃園就有不少值得推薦的鵝肉餐廳，但

→老闆黃正欣曾
是國宴主廚

您是否有吃過由國宴主廚料理，精緻日式擺盤，呈現視覺與味覺雙
重享受的鵝肉定食呢？這家位於龍潭大池旁的「慕名而來」，許多
老顧客應該是慕名「鵝」來吧！老闆黃正欣年輕時曾是台北福華飯
店的國宴主廚，後來在新店開餐廳賣鵝肉，遠近馳名，打下根基，
近年來全家遠離擁擠的大台北，南遷至桃園繼續開店，主打鵝肉定

←↑軟煎溜
肉可以搭配
美生菜吃，
清爽可口。

食(見左圖)，由太太協助內場，兩位學設計的女兒負責店內所
有設計及外場服務，一家人分工合作，將最新鮮的食材
加

加以調理，把一生所學的好手藝展現在顧客面前。
除了鵝肉，軟煎溜肉、紅燒鴨血臭豆腐、花雕雞腿、日

式

鰻魚飯、鵝肉烏龍麵⋯，每一道口味都令人讚不絕口！
INFO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上林段98號

0965-331-707

11:30-20:00(週一休) ↑鳳梨蝦球

↑紅 燒 鴨
血臭豆腐
←花雕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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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民居

徽派建築
在桃園

觀音水來青舍

古宅安徽遷
大佛山西來

青舍最古老的宋末佛像法相莊嚴

清朝嘉慶年間的安徽花廳落腳於觀音，緣起於廳中這尊佛像。

中國安徽建築以粉牆黛瓦特色獨樹一格，原本是在黃山腳下歙縣
棠樾村的一座花廳，竟然如同魔術般原封搬至桃園觀音，從兩百多年
前轉身融入現代農村，且與馬路僅隔數尺，經過水塘、落羽松，彷彿
穿越回到古代，感受「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桃花源境界。
水來青舍老闆李文華(見右圖)原是骨董商，和妻子因緣際會下收藏
了山西著名寺院的大佛，為了尋找搭配安置佛像的地方，而在安徽與歷史老屋結緣，索性
將整棟房子買下拆解、運回台灣，在老家觀音找建築師設計，並請大溪老師傅組裝，讓塵
封已久的花廳重現風華，成了徽派建築在台灣的代表；回首這三年艱辛的過程，夫婦倆的
愚公移屋，不僅是築夢、圓夢，安徽起厝、桃園定居，更重新詮釋文化保存的定義。
李文華夫婦習佛茹素，「新屋落成」後為了分享這座特別的空間，便嘗試做起健康蔬食
餐，採預約無菜單料理方式，使用小農或自家栽種的新鮮食材，以少油少鹽、創意的烹調
作法，向客人推廣蔬食的美好，同時也讓更多來用餐的客人有機會認識古文物。
說起屋內的一桌一椅，莊嚴佛像，燭臺古鏡，每一件器物收藏都有背景故事，最近代的
古物至少也是清末起跳，年份最久的莫屬宋末元初的木雕坐佛，據考證是八國聯軍時流

←石雕是徽
派建築的特
色之一

落到義大利，輾轉又到台灣，現在成了水來青舍的鎮店寶物之一。聽著這些在歷史課本
中才有的故事，有片刻的時間忘卻了現今是民國，而自己其實地處桃園。

1

2.古色古香的氛圍
3.餐點採個人套餐，
約8～10道，菜色會
隨季節更換，每人份
650元。 4.粉牆黛
瓦是徽派建築的特
色 5.6.屋內骨董傢
2 俱大多出自山西

1.「水來」是和李太太感情很好的外婆
名字，「青舍」是希望年輕人常來。

4

INFO
桃園市觀音區新華路2段453巷19號
03-498-9240(採預約制)
11:00-15:00、17:00-20:00(週二～五)
11:00-15:30、17:00-21:00
(週六、日及例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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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6

1
1.馬頭牆左右相互對稱，造型類似官
帽，表步步高升。 2.搭配八卦坐檯的
圓天井，上頭雕鏤唯妙唯肖的八仙。

蘆竹大夫第

徽宅氣勢在
宦邸雕飾美

蘆竹大夫第為明末清初知府住宅，主人已不可考。

2

徽派建築是中國傳統建築中重要的流派之一，經由商人的
遷移足跡，遠至美國都能見到徽州的移民村，而台灣目前也
有兩處徽派建築，蘆竹私人所收藏的大夫第便是明末清初時
期士大夫的官邸，其內部精雕細琢的裝飾，令人嘆為觀止。

3

屋主林太太與安徽老宅有緣，買下三百多年歷史的大夫第
後，在蘆竹經典重現，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把原本家聚的場所公
開，讓遊客不用漂洋過海，就能穿越時空欣賞徽派建築之美。
比房屋高，外型簡潔、高低錯落的馬頭牆是徽派建築最醒目
4

的外觀，具有防風、防火、防盜的功能。進入屋內後，沉穩大器
的格局，雕樑畫棟的裝飾，栩栩如生的各式磚雕、石雕、木雕，
彷彿默默訴說著歷代的故事。而深長的空間裡，最明顯的光源
是來自前後各一方一圓的天井，如同古錢內方外圓，而天井也
為徽派建築特徵之一，能感受日月星辰、四時的變化，晴天陽
7

←大 夫 第
門口有一對
漢白玉猛虎，
做為「門擋」。

光灑落，雨天收集雨水，再流入渠溝用來罐溉，有肥水不落外
人田的聚財意義。大夫第除了分享空間，也不定期提供場所舉
辦展覽、節慶等相關藝文活動，希望能延續老屋的生命力。

八卦坐檯圓天井

INFO

桃園市蘆竹區龍安街二段1632號

03-313-1095

13:00-19:00(週一休)

5
3.精緻的石雕 4.廳內四支大
柱上，分別有四對公獅、母獅
對望。5.岳飛攻克朱仙鎮，大
破金兵的立體木雕生動懾人。

6

8

6.四部傳家為經、史、
子、集，上頭還有磚雕
福祿壽囍四字(紅圈)。
7. 立體浮雕的太師椅
8.大廳採高挑方式，閣
樓多為傭人房。
9.在三百多年的大夫
第品咖啡，古今交錯，
7 圖前方為方型天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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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桃園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不會留給只會抱怨的人
機會是留給積極努力的人

呂中豪

旅 人 物

桃園市長鄭文燦(左7)今年參加桃園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春酒，以行動鼓勵旅行業。

旅行社是受新冠疫情影響最深的行業，尤其在今年五月疫情升級到
第三級警戒後，連賴以維生的國旅團也告停止，收入掛零，有些業者
不得不認真思考轉型兼售其它非旅遊產品，形成一股旅行社的新斜槓
現象，桃園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呂中豪認為，兼售商品不見得
能賺到錢，卻是旅行社維繫和客戶關係的方法之一，如果從中學習，悟
出經營真髓，在疫後，也可能成為旅行社業務新型態。

Q
A

請理事長分析桃園市的旅行社，受新冠疫情影響的情況和變化？

桃園市目前還有240家旅行社，170家是本地旅行社，另70家是屬分
公司性質，現在每家業務幾乎都停擺，從去年起為了因應疫情，很

多旅行社開始兼營許多副業，我所知道的有賣農產品，魚貨肉類，也有
賣包子，到夜市賣甘草芭樂的，我指的兼營副業是老闆本身，不是一起
打拼的員工，如果加上員工就更多了。
這波疫情以來，桃園停業的旅行社約有10多家，且普遍是分公司性
質的，而本地型的旅行社卻很少人關門，我分析可能是因為政府有補助
員工四成薪資，加上前陣子對國旅團的補助等原因，若是公司關門，這
些補助就領不到了。但事實上也沒有很多旅行社去申請補助或補貼，據
交通部觀光局最近公布的數字，在全國總數3,938家旅行社中，有申請
員工薪資補助和營運成本補貼的，僅有1,347家，10,967人，已核撥下來
的有870家，5,583人，也就是說有超過六成五的旅行社沒有去申請，也
只有總數的二成二有拿到補助，但為什麼絕大部分旅行社沒關門停業
呢？原因可能是旅行社的員工人數原本就少，有些甚至僅有夫妻兩位，
營運成本較低。
今年端午節我去送禮給公會會員時，就發現旅行社幾乎都處於休息狀
態，連鐵門都拉下來，一連絡才知道其實都在家裡辦公，前一陣子國旅
團還能出團時，業者多少有收入，至少有些出團還能拿到政府補助額度，
一團若補助一萬元，一個月若有五團就有五萬元補助，不無小補，但5月
中旬開始，疫情提高到三級警戒，連國旅團都被迫停擺，現在收入是零，
也是疫情發生一年半來，旅行社最痛苦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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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理事長如何評估旅行社受到這次新冠疫情影響，他
們採取的因應方式？

我把旅行社業者因應型態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屬
於較老一代的業者，年齡約在六、七十歲的，他們早

年努力有成，有了些積蓄，好點的甚至也有自己的房產，加

←↑為擺脫疫困，呂中
豪在蘆竹投資冰廠，生
產泡泡冰。

上孩子也長大了，碰上疫情反而讓他們萌生退意，趁此機
會想休息，這批人是比較能放寬心情面對變化的一群人，
另一類的旅行社業者是年齡四、五十歲的，他們就沒那麼
順心，由於經濟壓力，加上沒辦法快速轉型，也無法很快
找到替代工作，是真的需要政府協助紓困的一群。就有屬
這個族群的業者告訴我，他不願去超商打工，因為那是他
小孩去打工的地方，他不好意思去跟小孩搶工作，聽起來
有些哀傷。

Q
A

這些非關旅行社本業的營業內容，理事長預期在疫
後會有怎樣的發展，會保留下來，還是會結束？

有許多商機是在疫情期間才被發現的，過去旅行社銷
售的商品都是動輒幾萬，甚至幾十萬元的旅遊產品，目

前副業產品單價較低，有些業者比較看不起這一、兩百元的

開設理髮店是我看到轉型比較成功的例子

Q
A

兼賣商品是與客人維繫感情的方式

生意，一開始願意跳下來做的意願都不高，我自己倒很早就

很多旅行社目前都在兼營外賣或其它行業，理事長
有看到較成功案例？

開始賣東賣西，也鼓勵同業做，且建議大家用組裝成套的方

其實不少旅行社平常就有兼營副業，疫情之前，桃園

累積到一千元以上才出貨，舉個例子，五月疫情升級後，我

的旅行社就有人兼營賣電信卡，或是幫人設計太陽

鼓勵河馬水產賣防疫組合宅配包，這是他們首次出招，用谷

能工程，生意規模較大的，約莫

歌表單設計購物單，每個防疫包都是一千五或兩千五，結果

有10多家，新冠疫情發生後，有

反應意外好，營業額達七百多萬，算算還有小賺。

式來賣，不要單個去銷售，商品單價雖然僅有一、兩百，但要

一批年輕旅行社業者很快轉型

旅行社在疫情期間兼賣商品，這也是和顧客保持連絡

去開理髮店，由老闆邀集幾個

維繫感情的方式之一，否則疫情一久，客人可能會忘了你，

領隊合開，他們之中可能有人有

這波疫情讓不少業者學會使用社群電商，賣得好不好倒其

理髮技能(見左圖)，大約20坪店

次，做久就會抓到精髓，學到新的推廣及擴展通路方式，

面不大，但訂價實在，一般染髮

很多人都說旅行社也要斜槓，我認為旅行社能做內部的斜

要收1,500元，他們只收900或

槓，就是轉型，鼓勵員工投入公司的新事業，去學習新技

1,000元，我之前去拜訪時，見

能，藉此替自己和公司獲取更大利益，那就是另類的轉型，

到大家臉上表情就猜想生意應該不錯，這是我看過轉型

公司則是要爭取一些有競爭力的商品，員工才好賣。如果這

比較成功的案例，另外也有七年級的老闆轉型去做物流，

種內部斜槓能做起來，等疫情結束，就變成常態經營了，旅

送水蜜桃，雖然不確定他們是否有賺到錢，但至少都有工

行社除了可以做旅遊，還可以兼做商品銷售，對旅行社不是

作在進行。

壞事。機會是留給積極努力的人，不會留給只會抱怨的人。

Profile

桃園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呂中豪

｜經歷｜
10年 政豪國際旅行社負責人
7年 台灣真好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負責人
4年 桃園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10年 桃園市導遊服務人員職業工會顧問
4年 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兼發言人
2年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副理事長兼發言人

｜學歷｜
台灣大學應用物理所碩士
新加坡國立大學EMBA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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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業

情 報

｜2021桃園蓮花季｜ 若疫情解封延至8月7日開幕 暑假仍可樂蓮蓮
受到新冠肺炎影響，原本在7月初舉行的「2021桃園蓮花
季」，若疫情解封將改到8月7日(週六)開幕，由於活動延後
一個月，為了讓市民和外縣市慕名而來的遊客，仍然有盛開
的蓮花可觀賞，觀音及新屋的蓮園業者也趕著幫蓮花修剪
枝葉，讓主角們能延長開花時間，蓮花季雖晚到，但保證遊
客不會有遺憾。
依往例，桃園每年的蓮花季大約是從7月初開始到8月底
結束，時間可達兩個月之久，每年蓮花季都會吸引上百萬
遊客前往欣賞，各家農場和蓮園都會見到大批賞蓮花遊
客，這是桃園的年度大事，對地方經濟助益甚大。
桃園市政府農業局表示，政府對疫情的三級警戒延長到
7月底，8月以後疫情可能緩解，許多管制也會取消，因此蓮
花季決定順延一個月開幕，活動檔期也會跟著縮短，預定8
月7日起到8月29日舉辦，至於8月7日以後的活動，包括音樂
會、親子寫生、童趣FUN暑假、健走賞蓮等多項活動，也會
根據疫情發展滾動調整。

←↖↑桃園市
觀 音及 新屋
區的蓮花遠
近馳名，今年
延後開幕，仍
不減清新脫
俗的美感。

｜福容大飯店桃園機場捷運A8｜ 殿堂級的秒殺料理 紅燒牛腩煲搶購中
福容大飯店桃園機場捷運A8在防疫期間，為方便民眾仍然能享受到星級飯店的美食，特
別推出星級主廚私房家常料理的「福容A8紅燒牛腩」料理包，不但香氣濃郁、而且口感滿
分，不論是配飯或是拌麵都是絕配，民眾只要將料理包冷藏解凍後隔水加熱5～8分鐘，即可
搖身一變星級大廚，製作出一端上桌即完食的殿堂級秒殺料理。每份只賣199元,買五送一，
訂購滿千還享免運費的優惠。
■訂購專線：03-328-8600轉8722

｜愛心捐贈｜ 前立委黃適卓募捐防護衣協助防疫旅館和社福團體

1

2

3

1.前立委黃適卓(右)和旅館人員以碰手不握手打招呼 2.桃園市觀光旅遊發展協會理事長李三連(右2)，接受黃適卓(右3)送來的防護衣。
3.黃適卓(左)捐贈防護衣，協助飯店防疫工作。

前立委黃適卓關心桃園市的新冠疫情防疫人員安全，七
月初特別募集三千多件高品質的防護衣，送給桃園的多家防
疫旅館，協助做好防疫工作。黃適卓親自將防護衣送到各家
防疫旅館，為保護第一線的工作人員盡一份心力。
桃園市觀光旅遊發展協會理事長李三連表示，防護衣對
飯店人員執行防疫工作非常重要，而且需求量也很大，黃適
卓適時送來的防護衣，不但強化飯店的防疫能量，也讓工作
人員倍覺暖心。李三連還說，黃適卓對桃園的觀光發展向來
就很關心，也經常和協會與飯店聯絡，了解大家的需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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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協助。
此外，黃適卓也捐贈一批防護衣給人安基金會，今年五月
疫情嚴峻以來，人安基金會對寒士的照顧工作仍然沒有中
斷，各平安站工作人員經常要上街訪視和送便當給寒士朋
友，也需要防護衣等保護裝備，黃適卓在得知情況後，親自
送了一批防護衣給他們。
黃適卓表示，這次他與臉書著名的部落客「EMMY追劇時
間」合作，共同募捐防護衣給防疫旅館，若未來還有其他防
疫旅館或單位有需要，他還會繼續募捐一起為防疫努力。

手信霧隱城

來玩霧隱城 不用去日本
重現江戶風情 發現花見小路

桃園最新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民豐一街99號
電話：03-470-0598 網址：www.sswyc.com.tw
開放時間：08:30-18:00(週一～週四，售票至17:00)、08:30-20:00(週五～週日，售票至19:00)
試營運門票：150元(5歲以下兒童免門票，門票可全額抵消費)

產

業

情 報

｜桃園喜來登酒店｜ 把廚神料理帶回家 輕鬆即時享美味
想要隨時享用星級飯店的餐點嗎？防疫期間，懶得出門買東西吃，在餐廳用餐又受限
防疫規定，自己又沒有好廚藝，怎麼辦？不用苦惱了，現在就讓你把大廚帶回家，由「亞
洲廚神」桃園喜來登酒店廚藝總監李佳其親自督導研發的十款「即食」調理包，要讓您
輕輕鬆鬆就能在家享用金牌廚師的美味料理。
十款料理包括了：優廚西餐廳的松露滷肉燥199元、紅酒燉牛頰209元、台式紅燒牛腱
筋209元、泰式紅咖哩雞209元；禧粵樓中餐廳的蠔皇炆鵝掌289元、鮑魚瑤柱雞湯239
元、叉燒松阪豬239元；花水木日本料理的薑汁豬肉燒199元、洋芋燉牛肉209元、蒲燒鯛魚209元。
這項專案任選十包以上即享冷凍宅配免運優惠，另再享九折優惠，任選二十包以上除免運外再享八五折優惠。※免運宅
配限同一地點。 ■訂購專線：03-385-8898

｜南方莊園渡假飯店｜ 購買防疫組合餐套票 加贈30張聯誼會體驗券
南方莊園渡假飯店裡，榮獲桃園金牌好店的的南方餐廳，為在家防疫的民眾，提
供數十種經典江浙料理，不論是3～4人小家庭分享餐，或個人獨享便當，即使是餐餐
吃，也不會膩，而且每天換菜色 餐餐都驚喜。吃飽才有力氣對抗疫情、保護自己，攜
手度過此次疫情，迎向未來。
在家防疫最完美的備戰糧食「冷凍冷藏防疫組合餐」，共3組可挑選，每組約可以
食用3～5天，集結中西餐TOP美食，煎煮炒炸、蔬菜魚肉樣樣都有。防疫組合餐每組
3,000元。目前推出限量防疫組合餐套票，一組3張9,000元，加贈30張1,500坪聯誼會
體驗券，享受美食外，未來也可享受生活。 ■訂購專線：03-420-7808轉2007

｜福容大飯店桃園店｜ 推出一泊二食 在房內品嚐烤鴨套餐
疫情讓您悶壞了?是該為自己計畫一場安心盡興的放鬆之旅，福容大飯店 桃園店祭出
「饗見你鴨！一泊二食」住房專案，原價6,500元+10%的豪華雙人房，現在只要3,699元
+10%(周六及連續假日需加價500元，須提前三日訂房)，再贈送兩客早餐及價值2,200元
的烤鴨雙人餐一套；讓您在房間內安心大啖豪華美食！
桃園福容烤鴨雙人套餐，特別將人氣熱銷不墜的櫻桃片皮鴨，融入桃園在地食材；有
獨步全台的「創意蘋果鴨捲」，將咔滋咔滋鴨皮覆蓋在新屋香米做成的麻糬上，內層還
藏了復興區的脆甜蘋果，不只生津解膩，口感更令人驚奇；另有「脆瓜薑蔥鴨捲餅」和台式經典「芋香鴨米粉湯」，將大園區特
產香鬆芋頭及新竹米粉，加入以鴨骨熬成的醇鮮高湯中，芋香與鴨香交織，讓人一口接一口。加入福容享福卡會員最高再享
88折優惠，等於現省5,269元。 ■訂購專線：03-326-5800

｜石門水庫福華渡假飯店｜ 因應微解封推出住房專案 一泊二食每人僅1,700元
防疫指揮中心宣布微解封，對各商家及飯店業者餐廳內用適度鬆綁，三級警戒期間石門福華渡
假飯店除繼續推出各項外帶外送、冷凍宅配美食外，也規劃「安心住房方案」，提供消費者更完
善用餐及住宿環境。在桃園市政府公告仍未完全開放餐廳內用下，石門水庫福華渡假飯店嚴格遵
守防疫規定，包括基本的量額溫加酒精消毒外，也落實實聯制、採梅花座及社交距離等措施，更
為確保民眾日後外出用餐無虞，飯店早在宣布微解封前就採購「壓克力層板」為餐廳內用做好萬
全準備。此次一泊二食住房專案，平日雙人房入住優惠價3,400元，平均每人每晚只要1,700元，優
惠內容還包含翌日早餐及晚餐套餐，像是家鄉水庫魚、京都豚棒腿、響米海皇粥等匯聚的創意合
菜美饌，多種烹調料理手法，以全新味蕾饗宴開啟您的食尚感官。(用餐場所依防疫規定)
一泊二食專案實施日期，從即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入住雅緻雙人房，平日3,400元起，假
日3,700元起，每房贈送早餐及晚餐，換房型可補房差。 ■預訂專線：03-411-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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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贈品：輕便束口背袋

中壢仁海宮 慶讚中元 關懷社會
仁海宮秉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理念，發揮天上聖母慈愛救世精神，
持續從事公益活動。

1. 親子趣味彩繪燈籠活動 (農曆6月底)
1

為傳承民俗傳統文化及增進節慶氛圍，讓學童體驗民俗風情的活動，藉此增進學生
藝術素養，這些親子彩繪的燈籠更用在水燈排遶境裝飾中。

2. 祈安超渡法會 (農曆7月初)
2

仁海宮每年農曆七月舉辦「祈安超渡法會」，超渡亡魂，增加冥福，發揚慎終追遠的
傳統美德，並為陽世眷屬，消災植福，祈安延壽。法會後，更應用仁海宮的公益平台，將
各界善信大德捐贈愛心物資回饋給需要的弱勢家庭，提供小小的實質補助，讓他們感
覺到社會有非常多善信大德的愛心關懷。

3. 中元節水燈排遶境祈福活動 (農曆7月19日)
3

中壢仁海宮水燈排遶境祈福活動，除了有用機械動力吊起的水燈排車，還特別循著傳
統古禮與中壢義消中隊合作，號召150多位義消以人工拉縴方式立起約3層樓高的水燈
排，在車陣中除顯虔誠外，造型琳瑯滿目的藝閣車及燈篙車遶境中壢、放水燈祈福，沿
途鑼鼓喧天、金光閃閃，讓參與民眾目不暇給。

4. 中元普渡、盂蘭盆法會及慶讚中元晚會 (農曆7月20日)
神豬代表先民虔誠奉獻給神明的傳統文化，近年更鼓勵民眾以環保神豬、創意神豬
來取代以往慶讚中元的神豬，用更環保、更有創意的方式將傳統文化傳承下去。

4

仁海宮

(＊今年受新冠疫情影響，上述活動均暫停辦理。)

32085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198號

http://www.renhai.org.tw

(03)452-3356

開放參香時間：平時每日AM5:00～PM8:30(防疫期間，開放時間請依官方網站公告為主)

(03)462-5289

COUPON
好康
分享

金格卡司‧蒂菈樂園

手信霧隱城

＊憑好康分享券，限定禮盒第二件8折優惠。

＊憑好康分享券，送神秘小禮物。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北路90-66號
www.castella-land.com.tw

03-255-1999

Drip Note Coffee

桃園市龍潭區民豐一街99號
www.sswyc.com.tw

03-470-0598

福華石門水庫 渡假
飯店
＊凡 預 訂 H O V I I
KITCHEN餐廳餐點
(不指定品項)，提
供桃園大溪、龍潭
區15公里以內單筆
訂單NT$100元收
費外送、滿1,000
元免運費服務。

＊憑好康分享券，消費送費南雪一塊。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366號
0910-868-903
10:00-18:00(不定期公休)

水來青舍

＊憑好康分享券，送小菜一份。

(此為開運燒，實際贈送
內容以現場為準。)

桃園市龍潭區民富街176號 03-471-4888#4201(轉餐飲部)
www.howard-hotels.com.tw/shihmen/home/

慕名而來

(小菜示意圖，實際內容
以現場為準。)

桃園市觀音區新華路2段453巷19號 03-498-9240(預約制)
11:00-15:00、17:00-20:00(週二～五)
11:00-15:30、17:00-21:00(週六、日及例假日)

＊憑好康分享券，送小菜一份。

(此為小菜之一滷花生，非贈送小
菜，實際內容以現場為準。)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上林段98號
0965-331-707
11:30-20:00(週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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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格卡司‧蒂菈樂園

憑好康分享券
送神秘小禮物

C O U P O N

憑好康分享券
限定禮盒第二件8折優惠

C O U P O N

桃園觀光旅遊雜誌vol.6 好康分享券

桃園觀光旅遊雜誌vol.6 好康分享券

使用期限 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使用期限 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店家保有最終贈品兌換內容修改權利
桃園市龍潭區民豐一街99號
www.sswyc.com.tw

03-470-0598

福華石門水庫渡假
飯店
憑好康分享券，預訂HOVII KITCHEN餐廳餐點(不指定品
項)，提供桃園大溪、龍潭區15公里以內單筆訂單NT$100
元收費外送、滿1,000元免運費服務。

※店家保有最終贈品兌換內容修改權利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北路90-66號
www.castella-land.com.tw

03-255-1999

Drip Note Coffee
 好康分享券
憑
消費送費南雪一塊

桃園觀光旅遊雜誌vol.6 好康分享券

C O U P O N

桃園觀光旅遊雜誌vol.6 好康分享券

使用期限 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店家保有最終贈品兌換內容修改權利

使用期限 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店家保有最終贈品兌換內容修改權利

桃園市龍潭區民富街176號 03-471-4888#4201(轉餐飲部)
www.howard-hotels.com.tw/shihmen/home/

慕名而來
憑好康分享券
送小菜一份

C O U P O N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366號
0910-868-903
10:00-18:00(不定期公休)

水來青舍
 好康分享券
憑
送小菜一份

C O U P O N

桃園觀光旅遊雜誌vol.6 好康分享券

C O U P O N

桃園觀光旅遊雜誌vol.6 好康分享券

使用期限 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店家保有最終贈品兌換內容修改權利

使用期限 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店家保有最終贈品兌換內容修改權利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上林段98號
0965-331-707
11:30-20:00(週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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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觀音區新華路2段453巷19號 03-498-9240(預約制)
11:00-15:00、17:00-20:00(週二～五)
11:00-15:30、17:00-21:00(週六、日及例假日)

發

現

桃

園

TA OY U A N T O U R I S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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