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季一日行遊程



桃園｜龍潭

樟之細路．時光撥格─輕啟細路之扉

 主要作品展區

   三坑老街周邊、三坑自然生態公園

 資訊服務站

    三坑里里長辦事處（江夏堂旁），可索取文宣及諮詢，地址：桃園市龍潭區三坑里 5 鄰三坑老街 57 號

 特色

    由多次參展大地藝術季、瀨戶內海之藝術家林舜龍策劃，本次亦邀請多位日籍藝術家參與。除了可於老街體驗人
    力車之外，鄉野間的藝術品，也猶如睡午覺般令人舒適。

 交通資訊

 三坑老街（桃園市龍潭區三坑子）

▶ 自行開車
      1. 下龍潭交流道，接 113 縣道往石門水庫，至泉橋中學右轉 3 乙省道續行約 5 公里。
      2. 從台三乙往石門水庫的路上，看到金山寺馬上左轉。

▶ 大眾運輸
      1. 桃園客運中壢總站搭乘台灣好行巴士石門水庫於三坑老街站下車即抵。( 假日 )
      2. 於中壢或龍潭搭桃園客運 5050、5055 線到三坑站下車即抵。

 三坑自然生態公園（桃園市龍潭區三坑里）

▶ 自行開車
     龍潭出口交流道→分岔路靠左往石門水庫前進→左轉進入國道三號龍潭交流道聯絡道 / 大昌路二段→左轉進入中
     正路→中正路佳安段靠右→永福路左轉→延指標抵達三坑自然生態公園。

 大平紅橋（桃園市龍潭區石門路 55 巷內）

▶ 自行開車
     龍潭出口交流道→分岔路靠左往石門水庫前進→左轉進入國道三號龍潭交流道聯絡道 / 大昌路二段→左轉進入中 
    正路 -> 左轉石門路 -> 石門路 55 巷進入，下行約 200 公尺即見大平橋。

▶ 大眾運輸
     搭乘桃園市公車 5048、5055、5051、5055、5056、L727 號，於「大坪」站牌下車，距離約 55 公尺，步行 1
     分鐘即可到達「大平紅橋」。

◎相關活動：報名詳情至 https://www.romantic3tylt.com.tw/blank-5



桃園｜龍潭

樟之細路．時光撥格
─輕啟細路之扉

活動 地點 日期 報名方式

三人力車計畫  三坑老街周邊

11/2-11/3
11/9-11/10
11/16-11/17
11/23-11/24
11/30-12/1
12/7-12/8
12/14-12/15

免報名

綠野森活日

——無痕野餐草地音樂會
 三坑自然生態公園 11/2-11/3 免報名

綠野森活日

——無痕草地野餐音樂會主題 DIY 活動
 大平紅橋／三坑自然生態

公園
11/2-11/3 活動通報名

客庄限定小旅行｜山河故事

——大漢溪自然生態觀察體驗
 三坑自然生態公園 11/2-11/3 活動通報名

牛欄河劇場 - 細說樟之細路  大平里集會所外草坪 11/16
12/1 免報名

牛欄河劇場 - 細說三坑子  青錢第前廣場 11/24
12/15 免報名

家家戶戶小板凳工作坊  三坑永福宮辦事處 11/16-11/17
11/23 活動通報名

浮草庵——茶道交流
 三坑自然生態公園「浮草

庵」
    作品設置點

11/23-11/24
11/30-12/1
12/7-12/8
12/14-12/15

活動通報名

七夕馬工作坊  三坑老街 11/30
12/14 免報名

細水長流素麵活動  三坑老街 12/1
12/15 免報名

撤展活動｜ 

< 與自然共生共有 > 火祭儀式
 與自然共生共有

    作品設置點
12/15 免報名

11、12 月活動

激推

激推

激推

激推



 作品地圖



新竹｜橫山

內灣線鐵道美術館

 主要作品展區

   竹東、橫山、九讚頭、合興、富貴、內灣站

 資訊服務站

    新竹竹東火車站遊客服務中心，可索取文宣及諮詢，地址：新竹縣竹東鎮雞林里東林路 194 巷 7 號

 特色

    由設計教父李明道 Akibo 總策劃，集結 23 位藝術家與在地民眾共同參與，內容囊括水彩、書法、攝影到新生代
   次文化的漫畫、塗鴉等，同時搭配裝置藝術與擴增實境作品，遊走內灣線各車站，與仿古的山歌列車不期而遇，
   車廂內的林業地圖、書法藝術家何景窗抄寫黃連煜「山歌一條路」歌詞的作品，新舊並陳，現實且迷幻。

 交通資訊

▶ 搭乘台鐵火車經由新竹開往內灣線列車，或由高鐵新竹站轉台鐵，自六家站搭至竹中站轉內灣線。

▶ 建議可至台鐵松山、台北、板橋、桃園、中壢、新竹、竹南、苗栗、台中、六家、竹東、內灣等站購買一日週遊券，
     票價 95 元，可於當日無限制搭乘。

◎相關活動：每週六日接受預約導覽，至粉專報名 https://forms.gle/49ReD3uZSnAbHPhi7

新竹｜橫山

內灣線鐵道美術館
活動 地點 日期 報名方式

內灣線鐵道美術館
 竹東火車站、橫山火車站、

九讚頭火車站、合興火車站、
富貴火車站、內灣火車站

10/19-12/15 免報名

內灣線鐵道美術館 導覽服務
 竹東火車站、橫山火車站、

九讚頭火車站、合興火車站、
富貴火車站、內灣火車站

10/19-12/15

待公佈
請 持 續 關 注 內
灣 線 鐵 道 美 術
館粉專

11 月活動

激推



 作品地圖



新竹｜北埔

北埔藝術小鎮：「未來的昔日」

 主要作品展區

   北埔老街周邊、南埔地區

 資訊服務站

    鄧南光影像紀念館（北埔鄉公園街 15 號）時間：10:00-17:00，可先至資訊服務站或慈天宮前索取活動手冊。

 特色

    由南方以南策展團隊，山冶計畫 Eva 與擷果創意聯手策劃，集結國內外藝術家，以低涉入、高深度的形式為小鎮
    做藝術妝點，在探訪小鎮歷史、尋找小人偶的同時，亦能在轉角遇見新的精彩。

 交通資訊

▶ 【自行開車】
       搭乘台鐵火車經由新竹開往內灣線列車，或由高鐵新竹站轉台鐵，自六家站搭至竹中站轉內灣線。

▶ 【大眾運輸】
      1. 高鐵新竹站→台灣好行 - 獅山線→北埔老街站
      2. 台鐵竹北站→台灣好行 - 獅山線→北埔老街站

◎相關活動：每週末預約導覽

北埔藝術小鎮「未來的昔日」
活動 地點 日期 報名方式

主題導覽｜

循著龍瑛宗身影 看見北埔文學『家』
 北埔慈天宮 11/2 活動通報名

藝術小旅行｜夜訪藝術Ｘ生態南埔  南埔樂田園

11/2
11/3
11/9
11/10

活動通報名

主題導覽｜

從古蹟修復工程看慈天宮的過去及

未來

 北埔慈天宮 11/9 活動通報名

主題導覽｜移住北埔  特別活動

【一日 coffee 散步逛藝術季】
 藍鵲書房 集合 11/16 活動通報名

11 月活動

激推

激推



 作品地圖



苗栗｜大湖

大窩穿龍圳地景藝術節：水織路 

 主要作品展區

   大湖鄉大窩地區

 資訊服務站

    三兩三停車場

 特色

    由哇大 Nakaw 團隊擔綱，展區範圍雖為四區最小，卻也能在步行可達的距離內，感受山川與天地的交織，享受
    慢時光。浪漫台三線藝術季粉絲專頁中石虎啤酒、柿子坐墊宣傳照皆在此取景。

 交通資訊

▶ 自行開車
國道 1 號苗栗交流道下，轉台 72 號東西向快速道路，往汶水方向，至道路終點右轉往大湖方向。竹東經 120 縣道 -
右轉 123 縣道 - 中豐路右轉 - 接 122 縣道 - 接臺三線即達北埔。請 google 「大窩橋」，到目的地後再 google 「三
連潭古圳道」就能抵達園區停車場。

▶ 大眾運輸轉計乘車
1. 搭高鐵到「苗栗站」，1 號出口轉乘金牌客運到「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站」，轉乘計程車。
  （計程車資約 $300NT ）
2. 搭台鐵到「苗栗站」，轉乘新竹客運到「大湖鄉公所站」，轉乘計程車。（計程車資約 $200NT）
3. 計程車資訊：羅先生 0933189628、彭先生 0910443617、鍾先生 0936575787

◎其他活動：展區體驗均為預約導覽活動 https://forms.gle/Di2Twq3E2yjUQj756



苗栗｜大湖

大窩穿龍圳地景藝術節：水織路
活動 地點 日期 報名方式

水圳導覽 X 香氣練習  大窩生態園區 11/2
11/10 活動通報名

水圳導覽 X 水頭說歌  大窩生態園區
11/2
11/10
11/16

活動通報名

水圳導覽 X 食在地下午茶  大窩生態園區 11/9 活動通報名

水圳導覽 X 奉茶講古  大窩生態園區 11/9
11/17 活動通報名

水圳導覽 X 貓裡編織  大窩生態園區 11/16 活動通報名

水圳導覽 X 水頭陶藝  大窩生態園區 11/17 活動通報名

食在地晚餐〡「MeSee 農村上菜」  大窩生態園區
「水頭人家生態藝文館」

11/9 待公佈
請關注大窩粉專

星光小演唱  大窩生態園區
「水頭人家生態藝文館」

11/9 待公佈
請關注大窩粉專

11 月活動

激推

激推



 作品地圖



藝術季兩日行遊程



台中、苗栗
 行程建議

第一天：台中東勢

▶ 行程內容
     參觀「尋龍探圳 ● 水到渠成」大型地景裝置藝術、體驗漫遊大茅埔水圳及滷鹹淡手作活動。

▶ 說明
     客家人從平原一路到台三線「尋龍建庄」，為的是讓後代可以依偎龍神而居，並建立信仰中心， 建庄之後，選擇以保
     護龍神方式，以「穿龍圳」建立灌溉系統，讓世代可以在龍神腳下生活。大地乳水滋養著東勢這塊土地，「水圳」成
     為了東勢客庄的生態特色，也見證臺灣中部客庄拓荒的歷史，讓東勢風土成為浪漫臺三線珍貴的水路文化路徑。此外，
     東勢地區有著豐饒物產，返鄉青年吳哲銘的努力號召下，建立品牌並行銷，為地方創生立下典範。

▶ 夜宿苗栗縣大湖鄉 ( 湯神溫泉旅館、湖昌園渡假山莊 )

▶說明
    秀麗的小鎮邊上，守護居民的東安古橋上，走踏小鎮從旅行說起，邀請您於秋末初冬把時間留下來，品味關西純樸的
    美好。

▶夜宿新竹縣關西鎮

第二天：苗栗大湖及獅潭

▶ 行程內容
     走踏大窩地區、參與水圳導覽、參觀大窩穿龍圳地景藝術作品，享受慢慢時光。

▶ 說明
     由哇大 Nakaw 團隊擔綱，展區範圍雖為四區最小，卻也能在步行可達的距離內，感受山川與天地的交織，享受慢時光。  
     浪漫台三線藝術季粉絲專頁中石虎啤酒、柿子坐墊宣傳照皆在此取景。

     午後前往獅潭

▶ 行程內容
     走入獅潭新店村義民廟後欣賞藝術作品、走踏鐘樓古道欣賞微風古道作品、體驗細路風情。

▶ 說明
    樟之細路是民間步道協會與客委會合作，沿著台三線，探勘、匯集、整理了多條山林古道而成，形成一條完整的國際 
    級長距離步道，其名來自於此路過去繁榮一時的樟腦開墾史。沿線保留許多台灣開墾史跡，在自然景觀之外，也具有  
    濃厚的人文背景，本展區以細路為題策展，希望帶給大家對過去客家先民的想像。

食宿推薦

▶ 宿 - 建議宿於台中市東勢區、苗栗縣卓蘭鎮或大湖鄉（如附表１）
▶ 食 - 盛東餃子館、味味香客家庭園餐廳（東勢區）、口福鵝肉店、昇發飲食店（卓蘭鎮）、麗味客家菜、老主顧客家餐廳、
     桂梅小吃、返青富民 x MeSee 農村上菜戶外餐桌。



 附表 1　台中市東勢區、苗栗縣卓蘭鎮或大湖鄉住宿推薦

 序 旅宿名稱 地址 

1 慈夢柔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八寮灣 1-10 號
2 泉銘行館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 7 鄰八寮灣 33 之 31 號
3 馬拉邦錦雲山莊 苗栗縣大湖鄉東興村 5 鄰上湖 86 號 ( 馬那邦山 )
4 楓葉地圖 苗栗縣大湖鄉東興村 5 鄰上湖 70 號
5 馬拉邦渡假山莊 苗栗縣大湖鄉東興村 12 鄰上湖 87 號
6 湯神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大寮村 12 鄰大窩 1-10 號
7 湖畔栗鯉 苗栗縣大湖鄉新開村 2 鄰新開 69-1 號
8 上山回家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東興村 5 鄰上湖 85 之 5 號
9 巧克力雲莊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 4 鄰水尾坪 82 號

10 湖畔花時間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村 8 鄰淋漓坪 126 號
11 勻淨湖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新開村 3 鄰新開 70 之 2 號
12 石門客棧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 16 鄰竹橋 20 號
13 水頭人家 苗栗縣大湖鄉大寮村 10 鄰水頭寮 14 之 8 號
14 富錸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東興村 7 鄰上湖 99 號
15 木星花時間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村 8 鄰淋漓坪 113 號
16 御花苑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村 11 鄰和興 22 之 8 號
17 石風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 6 鄰水尾 5-10 號
18 湖畔星館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村 8 鄰淋漓坪 127 號
19 愛山居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 13 鄰內雙坑 5-1 號
20 夏內爾渡假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 7 鄰八寮灣 38 號
21 福人居 苗栗縣大湖鄉大南村 6 鄰大南勢 32-1 號
22 竹高屋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大寮村竹高屋 8-3 號
23 水星花時間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村 8 鄰淋漓坪 110 號
24 馨享士宸 苗栗縣大湖鄉新開村 16 鄰 10 份 11-1 號
25 菊園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 9 鄰薑麻園 15 號
26 日光森林 苗栗縣大湖鄉大南村 2 鄰小南勢 2 之 2 號
27 登陸天王星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村 8 鄰淋漓坪 120 號
28 采莓行館 苗栗縣大湖鄉大湖村中山路 37 號
29 雲莊空間密碼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 12 鄰水尾坪 49-20 號
30 八丈高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武榮村 8 鄰坑美寮 60 號
31 地圖楓葉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東興村 5 鄰上湖 70 之 1 號
32 忘煩花自在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武榮村 8 鄰坑美寮 53 號
33 薑麻園裕國山莊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 9 鄰薑麻園 12-6 號
34 太湖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大寮村 7 鄰草崠 21 號
35 山水居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 13 鄰內雙坑 5-5 號
36 霧上雲端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 9 鄰薑麻園 13 號
37 御賞屋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 9 鄰八寮灣 1-60 號



 附表 1　台中市東勢區、苗栗縣卓蘭鎮或大湖鄉住宿推薦

 序 旅宿名稱 地址 

38 錦興旅社 苗栗縣大湖鄉大湖村民生路 62 號之 7
39 長青谷 苗栗縣卓蘭鎮上新里 15 鄰食水坑 78 號
40 金葉山莊 苗栗縣卓蘭鎮豐田里 13 鄰豐田 185 號
41 花露民宿 苗栗縣卓蘭鎮西坪里 4 鄰西坪 43-3 號
42 怡和田民宿 苗栗縣卓蘭鎮西坪里 7 鄰西坪 89-1 號
43 雲也山莊 苗栗縣卓蘭鎮西坪里 10 鄰西坪 122 之 6 號
44 岩川民宿 苗栗縣卓蘭鎮景山里 4 鄰景山 63-1 號
45 景山林 苗栗縣卓蘭鎮景山里 4 鄰景山 63 之 3 號
46 御品園 苗栗縣卓蘭鎮西坪里 3 鄰西坪 36-26 號
47 卓蘭風情民宿 苗栗縣卓蘭鎮新厝里 3 鄰中正路 5 之 7 號
48 山湖戀民宿 苗栗縣卓蘭鎮上新里 10 鄰食水坑 11 之 6 號
49 自然風情民宿 苗栗縣卓蘭鎮西坪里 12 鄰西坪 134 之 7 號
50 昭月民宿 臺中市東勢區慶福里慶福街 39 號
51 心有林畦 臺中市東勢區中嵙里 8 鄰東崎路三段 688 巷 100 弄 20 號  
52 帶月山丘 臺中市東勢區東崎路三段 192 巷 70 號
53 惜福居民宿 臺中市東勢區東關路 5 段 808 巷 206 號
54 山頂上民宿 臺中市東勢區茂興里東蘭路 197-57 號
55 樹之間 臺中市東勢區東蘭路石排巷 33 之 2 號
56 日光山林 臺中市東勢區新城街 288 巷 22 號
57 東勢林場 臺中市東勢區勢林街 6-1 號
58 秀禾宇庭園民宿 臺中市東勢區東關路五段 808 巷 168 號
59 雲山初露 臺中市東勢區茂興里東蘭路石排巷 26-118 號  
60 東勢的家 臺中市東勢區慶福里 6 鄰東關路四段 1078 巷 51 號
61 金家園大旅社 臺中市東勢區第二橫街 7 號
62 東平旅社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 480 號
63 東山旅社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中盛巷 30 號
64 清境民宿會館 臺中市東勢區茂興里 15 鄰東蘭路 197 之 73 號
65 金龍旅社 臺中市東勢區第二橫街 26 號
66 綠森林民宿 臺中市東勢區東蘭路 197 之 75 號
67 梨的故事館 臺中市東勢區東崎路三段 688 巷 168 號
68 東勢汽車商務旅館 臺中市東勢區正一街 1 號
69 東海旅社 臺中市東勢區第四橫街 44 號

註：粗體字為認證之好客民宿



桃園、新竹
 行程建議

第一天：桃園龍潭三坑

▶ 行程內容
     參觀三坑老街體驗人力車、至三坑自然生態公園、大平聚落參觀藝術作品。

▶ 說明
     由多次參展大地藝術季、瀨戶內海之藝術家林舜龍策劃，本次亦邀請多位日籍藝術家參與。除了可於老街體驗人力車  
     之外，鄉野間的藝術品，也猶如睡午覺般令人舒適。

    午後前往新竹關西

▶ 行程內容
     參觀藝術作品及品茶體驗。

▶ 說明
     秀麗的小鎮邊上，守護居民的東安古橋上，走踏小鎮從旅行說起，邀請您於秋末初冬把時間留下來，品味關西純樸的
     美好。

▶ 夜宿新竹縣關西鎮

第二天：新竹橫山

▶ 行程內容
     至鄧南光影像館取得觀展資訊，在北埔老街巷弄參觀影像及藝術裝置，尋找藝術家為客家打造的 9 具小人物、至南埔
     及南外等地參觀藝術作品。

▶ 說明
    內灣線鐵道早期負責把煤礦和木材運送出去；今天帶來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來到內灣線和鐵道、藝術來一場美麗的
    相遇。「內灣線鐵道美術館」專屬的「山歌列車」帶來國內外的藝術家，當地居民與小朋友也來參與，大家在車站創   
    作作品，一起把內灣線連成一座自由想像、溫暖豐富的鐵道美術館。

    午後前往北埔

▶ 行程內容
     至鄧南光影像館取得觀展資訊，在北埔老街巷弄參觀影像及藝術裝置，尋找藝術家為客家打造的 9 具小人物、至南埔
     及南外等地參觀藝術作品。

▶ 說明
     現在，就像是一面稜鏡，以過往為光源，透析出未來的景象。地方文化是由各種過往節奏交織而成，每個片段與每位  
    人物都將為世代帶來不同的意象，北埔藝術小鎮以「未來的昔日」作為精神主軸，邀請國內外藝術家，回應在地不同
    時代脈絡、歷史風景、文化精神進行現地創作，將過往的旋律，轉化成了未來的日常。期許讓觀者彷彿置身歷史時空，
    感知經驗這段過往，讓故事成為永恆，為它們開啟另一個未來的旅程。



 附表 2　新竹縣住宿推薦

 序 旅宿名稱 地址 

1 托斯卡尼田間民宿 新竹縣關西鎮上林里 15 鄰坪林 56-12 號
2 萊馥健康休閒渡假村 新竹縣關西鎮玉山里 2 鄰 12 號
3 觀兮天籟民宿 新竹縣關西鎮錦山里錦山 49 號
4 關西六福莊生態渡假旅館 新竹縣關西鎮仁安里拱子溝 60 號
5 金山大旅社 新竹縣關西鎮光明路 3 號
6 飛鳳園 新竹縣關西鎮新力里 7 鄰 80-1 號
7 拇指園 新竹縣關西鎮上林里 15 鄰坪林 58 之 6 號
8 雲海休閒茶廠 新竹縣關西鎮東平里 15 鄰大東坑 63-10 號
9 建誠旅社 新竹縣關西鎮北斗里正義路 142 號

10 美好關西民宿 新竹縣關西鎮正義路 132-1 號
11 佐岸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中山街 2 段 51-7 號
12 遷徙咖啡民宿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和平街 18 號
13 鍾媽媽民宿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 81 號
14 登美山莊民宿 新竹縣橫山鄉南昌村 4 鄰薯園 24-1 號
15 客佳人民宿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 4 鄰光復路 38 號
16 傳客莊民宿 新竹縣橫山鄉沙坑村 16 鄰中豐路三段 140 號
17 彎月民宿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中正路 279 號
18 星光流域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 146 號
19 山舍民宿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 92 號
20 九華民宿 新竹縣橫山鄉豐鄉村大山背 29 號
21 萬瑞渡假村 新竹縣橫山鄉橫山村 23 號
22 河岸民宿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中山街 2 段 2 號
23 塵外 新竹縣橫山鄉豐鄉村 3 鄰大山背 37-1 號
24 內灣營地民宿 新竹縣橫山鄉豐田村 2 鄰油羅 49 號
25 老農夫山莊 新竹縣竹東鎮瑞峰里 25-2 號
26 千禧園汽車旅館 新竹縣竹東鎮東榮路 51,53,59 號及 55 巷 1,2,3,5-20 號
27 築夢民宿 新竹縣竹東鎮瑞峰里 2 鄰 26 號
28 丘上民宿 新竹縣竹東鎮瑞峰里 4 鄰 96 號
29 隴西園民宿 新竹縣竹東鎮上坪里 136-5 號
30 王子大飯店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 43 號
31 香品源民宿 新竹縣北埔鄉南坑村 7 鄰 25 號之 2
32 北昇休閒山莊民宿 新竹縣北埔鄉水磜村 8 鄰 10-3 號

食宿推薦

▶ 宿 - 建議宿於新竹縣關西、北埔、橫山及竹東等地。（如附表２）
▶ 食 - 竹東市場，為全台最大的客家市場，以美食為題的竹東浪漫好食光也在此展出；
             另桃園、新竹一帶客家認證餐廳（如附表３）



 序 旅宿名稱 地址 

33 小分林 新竹縣北埔鄉大林村 5 鄰 23-1 號
34 永茂森林山莊民宿 新竹縣北埔鄉外坪村庚寮坪 3-1 號
35 悠然森活民宿 新竹縣北埔鄉水磜村 11 鄰面盆寮 18-1 號
36 老頭擺民宿 新竹縣北埔鄉南坑村 9 鄰大南坑 8-5 號
37 山水屋民宿 新竹縣北埔鄉南坑村 9 鄰大南坑 7-7 號
38 歐佳家民宿 新竹縣北埔鄉南埔村南埔 2 鄰 17 之 1 號
39 大隘山莊 新竹縣北埔鄉大林村 8 鄰 14 號
40 綠野鮮境 新竹縣北埔鄉南埔村 1 鄰南埔 5-2 號

 附表 3　桃園及新竹一帶「客家美食 HAKKA FOOD」榮譽標章餐廳

 序 餐廳名稱 地址 

1 柚子花花青春客家菜（示範餐廳）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1270 號
2 大楊梅鵝莊（龍潭分店） 桃園市龍潭區神龍路 96 巷 2 號
3 大江屋客家料理 桃園市龍潭區三水村大北坑 6 鄰 28 號
4 溪友緣客家創意料理 桃園市大溪區仁愛路 9 號
5 亨味食堂（悠暢亨味景觀餐廳） 桃園市龍潭區民治十六街 87 巷 25 號
6 內灣戲院人文客家菜館（示範餐廳）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中正路 227 號
7 統一馬武督渡假會議中心好客庄餐廳 新竹縣關西鎮金山里 34 號
8 尊煌中式餐館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六路 42 號
9 福臨飯店（福臨飲食店） 新竹縣關西鎮正義路 142 號

10
全家福客家菜館
（福嶸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18 號

11 光君茶業（北埔第一棧） 新竹縣北埔鄉水際村麻布樹排 31-1
12 廚房客家美食 - 敦化店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20 巷 20 號
13 大嬸婆御膳房 新北市三峽區隆恩街 239 號
14 釀香居懷舊餐廳 桃園市平鎮區平東路 25 號



浪漫台三線藝術季活動表列



桃園｜龍潭

樟之細路．時光撥格
─輕啟細路之扉

活動 地點 日期 報名方式

三人力車計畫  三坑老街周邊

11/2-11/3
11/9-11/10
11/16-11/17
11/23-11/24
11/30-12/1
12/7-12/8
12/14-12/15

免報名

綠野森活日

——無痕野餐草地音樂會
 三坑自然生態公園 11/2-11/3 免報名

綠野森活日

——無痕草地野餐音樂會主題 DIY 活動
 大平紅橋／三坑自然生態

公園
11/2-11/3 活動通報名

客庄限定小旅行｜山河故事

——大漢溪自然生態觀察體驗
 三坑自然生態公園 11/2-11/3 活動通報名

牛欄河劇場 - 細說樟之細路  大平里集會所外草坪 11/16
12/1 免報名

牛欄河劇場 - 細說三坑子  青錢第前廣場 11/24
12/15 免報名

家家戶戶小板凳工作坊  三坑永福宮辦事處 11/16-11/17
11/23 活動通報名

浮草庵——茶道交流
 三坑自然生態公園「浮草

庵」
    作品設置點

11/23-11/24
11/30-12/1
12/7-12/8
12/14-12/15

活動通報名

七夕馬工作坊  三坑老街 11/30
12/14 免報名

細水長流素麵活動  三坑老街 12/1
12/15 免報名

撤展活動｜ 

< 與自然共生共有 > 火祭儀式
 與自然共生共有

    作品設置點
12/15 免報名

11、12 月活動

激推

激推

激推

激推



 新竹｜峨眉

峨眉十二寮慢漫生活
活動 地點 日期 報名方式

深度旅遊——

阿婆菜園客家料理體驗之旅
 十二寮 11/2

11/5
私訊
慢漫生活節粉專

深度旅遊——

峨眉十二寮村社造人文之旅
 十二寮 11/9 私訊

慢漫生活節粉專

深度旅遊——

峨眉湖光秘境體驗之旅
 十二寮 11/10 私訊

慢漫生活節粉專

慢慢生活節  十二寮湖光村 11/16-11/17 免報名

活動講座—何景揚 X 周能安

漫談藝術：
在地與國際藝術如何扎根走向國際

 生活節｜好恬恬舞台 11/16 現場報名

活動講座—UBI 無條件基本收入協會

無條件基本收入在台灣
 生活節｜ Freejam 舞台 11/16 現場報名

活動講座—

TimeLinker 時間銀行

時間就是金錢，時間就是幸福，
你的生活還好嗎？

 生活節｜ Freejam 舞台 11/16 現場報名

活動講座——城市浪人

勇於探索的斜槓人生
 生活節｜ Freejam 舞台 11/16 現場報名

活動講座——Social AED

創新思維：跨域共創的無限可能
 生活節｜ Freejam 舞台 11/16 現場報名

活動講座——AI CEO

塑膠微粒空氣入侵、
除了限塑 / 無塑生活還能怎麼做？

 生活節｜ Freejam 舞台 11/16 現場報名

活動講座——華山基金會

住在鄉下的阿公阿婆 -
談偏鄉在地安老困境

 生活節｜ Freejam 舞台 11/17 現場報名

11 月活動

激推

激推

激推

激推

激推



 新竹｜峨眉

峨眉十二寮慢漫生活
活動 地點 日期 報名方式

活動講座——范特喜微創文化

閒置空間與共創聚落生態系的發展與
挑戰

 生活節｜ Freejam 舞台 11/17 現場報名

活動講座——星球實驗共同工作空間

如何打造在地共同工作空間
 生活節｜ Freejam 舞台 11/17 現場報名

活動講座——Micro PC 點點塑

海洋環境創業趣
 生活節｜ Freejam 舞台 11/17 現場報名

活動講座——台灣零廢棄

WHAT ？ 又不是瘋了怎麼能零廢棄？
 生活節｜ Freejam 舞台 11/17 現場報名

體驗工作坊——木筷子  生活節｜ how 客吧 11/16
11/17

請關注
慢漫生活節粉專

體驗工作坊——乾燥花束  生活節｜ how 客吧 11/16 請關注
慢漫生活節粉專

體驗工作坊——動物溝通  生活節｜觀景台 11/16
11/17

請關注
慢漫生活節粉專

體驗工作坊——十二寮定向越野  生活節｜觀景台 11/16
11/17

請關注
慢漫生活節粉專

體驗工作坊——牛奶盒零錢包  生活節｜ how 客吧 11/17 請關注
慢漫生活節粉專

11 月活動



新竹｜北埔

新竹｜關西

北埔藝術小鎮「未來的昔日」

鼓動茶香在關西

活動 地點 日期 報名方式

主題導覽｜

循著龍瑛宗身影 看見北埔文學『家』
 北埔慈天宮 11/2 活動通報名

藝術小旅行｜夜訪藝術Ｘ生態南埔  南埔樂田園

11/2
11/3
11/9
11/10

活動通報名

主題導覽｜

從古蹟修復工程看慈天宮的過去及

未來

 北埔慈天宮 11/9 活動通報名

主題導覽｜移住北埔  特別活動

【一日 coffee 散步逛藝術季】
 藍鵲書房 集合 11/16 活動通報名

活動 地點 日期 報名方式

浪漫台三線踏茶之旅  高鐵新竹站 集合

11/9
11/10
11/23
11/24

私訊
竹縣好好玩
粉專

鼓動茶香在關西——水上舞台表演  東安古橋 11/30-12/1 免報名

鼓動茶香在關西——初心者市集  東安古橋 11/30-12/1 免報名

鼓動茶香在關西——DIY 體驗活動  仙草博物館／錦泰茶行／
     裕大仙草茶

11/30 活動通報名

鼓動茶香在關西——DIY 體驗活動  羅屋書院／錦泰茶行／
    裕大仙草茶

12/1 活動通報名

鼓動茶香在關西——茶席體驗  牛欄河公園地景藝術前 11/30-12/1 當天現場發放
活動預約券

11 月活動

11、12 月活動

激推

激推

激推



新竹｜橫山

新竹｜竹東

內灣線鐵道美術館

竹東浪漫好食光

活動 地點 日期 報名方式

內灣線鐵道美術館
 竹東火車站、橫山火車站、

    九讚頭火車站、合興火車站、
    富貴火車站、內灣火車站

10/19-12/15 免報名

內灣線鐵道美術館 導覽服務
 竹東火車站、橫山火車站、

     九讚頭火車站、合興火車站、
     富貴火車站、內灣火車站

10/19-12/15
待公佈
請持續關注內灣線
鐵道美術館粉專

活動 地點 日期 報名方式

【浪漫好食・好食市場派對】

常態性展覽
 竹東中央市場 11/1-12/15 免報名

竹東浪漫好食光【野餐同樂會】  竹東火車站前廣場 11/5
11/12 活動通報名

竹東浪漫好食光【懷舊好滋味】  竹東火車站前廣場

11/9
11/16
11/23
11/30

活動通報名

竹東浪漫好食光【跨界料理趣】  竹東火車站前廣場 11/19
11/26 活動通報名

竹東浪漫好食光【百變芥菜宴】  竹東火車站前廣場 12/3
12/7 活動通報名

11 月活動

11、12 月活動

激推

激推



苗栗｜大湖

大窩穿龍圳地景藝術節：水織路
活動 地點 日期 報名方式

水圳導覽 X 香氣練習  大窩生態園區 11/2
11/10 活動通報名

水圳導覽 X 水頭說歌  大窩生態園區
11/2
11/10
11/16

活動通報名

水圳導覽 X 食在地下午茶  大窩生態園區 11/9 活動通報名

水圳導覽 X 奉茶講古  大窩生態園區 11/9
11/17 活動通報名

水圳導覽 X 貓裡編織  大窩生態園區 11/16 活動通報名

水圳導覽 X 水頭陶藝  大窩生態園區 11/17 活動通報名

食在地晚餐〡「MeSee 農村上菜」  大窩生態園區
「水頭人家生態藝文館」

11/9 待公佈
請關注大窩粉專

星光小演唱  大窩生態園區
「水頭人家生態藝文館」

11/9 待公佈
請關注大窩粉專

11 月活動

激推

激推



苗栗｜獅潭

台中｜東勢

舊時光 客漫步

東勢水圳漫遊

活動 地點 日期 報名方式

探索楔隘漫步遊——楔隘步道輕旅行  楔隘古道

11/10
11/16
11/17
11/24
11/30

活動通報名

舊時光·客漫步

古道風格市集＆綠色舞台音樂會
 新鳳吊橋旁大草坪 11/16-11/17 免報名

訪古道踩老街輕旅——嗚鳳古道行  嗚鳳古道

11/16
11/17
11/23
11/29

活動通報名

活動 地點 日期 報名方式

漫遊大茅埔 - 水圳文化探索體驗  泰興宮

11/9
11/13
11/16
11/20
11/23
11/26
11/28
11/30
12/7
12/11
12/14
12/21

活動通報名

果然東勢－滷鹹淡手作體驗活動  大茅埔「阿公ㄟ公園」
11/16
11/30
12/21

活動通報名

11 月活動

11 月活動

激推

激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