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遊諮詢服務
桃園火車站
旅遊服務中心

交通諮詢
觀光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旅客服務中心

時間：09:00-18:00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1 號
電話：03-3673743

中壢火車站
旅遊服務中心

時間：09:00-18:00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和路 139 號（前站出口旁）
電話：03-4266216

高鐵桃園車站
旅遊服務中心

時間：09:00-18:00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北路一段 6 號
（高鐵桃園站一號出口旁）
電話：03-4532921

石門水庫
遊客中心

時間：08:00-17:00
地址：桃園市大溪區環湖路一段 68 號
電話：03-4712000#100

第一航廈 03-3982194
第二航廈 03-3983341

慈湖遊客中心
大溪遊客中心

時間：08:00-17:00
地址：桃園市大溪區復興路一段 896 號
電話：03-3884437

大溪老城區
遊客中心

時間：11:00-20:00
地址：桃園市大溪區普濟路 37-2 號（中正公園裡）
電話：03-3886277

交通部觀光局 24 小時免付費諮詢服務熱線 0800-011765

臺北捷運

Department of Tourism,Taoyuan
City Government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電話：03-3322101

交通部觀光局獎助擴大國旅
秋冬遊自由行旅客住宿補助

廣告

桃園觀光導覽網

金牌好棧

新莊副都心站(A4)

A5

泰山站(A5)

A6

泰山貴和站(A6)

A7

體育大學站(龜山樂善) (A7)

客服專線：
(03)286-8789

長庚醫院站(A8)

A9

林口站(A9)

A10

山鼻站(A10)

A11

坑口站(A11)

A12

機場第一航廈站(A12)

A13

機場第二航廈站(A13)

A14

機場第三航廈站(A14)
機場旅館站(A14a)

A15

大園站(A15)

客運公司

A16

橫山站(A16)

A17

領航站(A17)

桃園客運 0800-053808
中壢客運 0800-255722
統聯客運 0800-676676
新竹客運 0800-035800
三重客運 0800-090607
指南客運 0800-002279
亞通客運 03-3838429
捷順交通 0800-520058

A18

高鐵桃園站(A18)

A19

桃園體育園區站(A19)

A20

興南站(A20)

A21

環北站(A21)

A22

老街溪站(A22)

A23

中壢車站(A23)

臺灣高鐵

臺灣鐵路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日 06:00~24:00

新北產業園區站(A3)

A14a

桃園捷運

地址

電話
03-2725777

大爵商務飯店

桃園市桃園區民權路106巷3號

03-3381729

中壢米堤大飯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一段120號23樓

03-4279966

古華花園飯店

桃園市中壢區民權路398號

03-2811818

台北諾富特華航
桃園機場飯店

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1-1號

東森山林渡假酒店

桃園市楊梅區東森路3號

03-3980888

廠商

地址

大都會
衛星車隊
新利達
衛星車隊

03-3758888
（請向客服人員指定搭乘
愛心計程車）

大文山衛星
派遣車隊

03-3501666
（請向客服人員指定搭乘
愛心計程車）

新梅衛星車隊

03-3630033（請向客服人員指定搭乘愛心計程車）

台灣大車隊

55688 按 9 再按 9（請向客服人員指定搭乘愛心計程車）

免付費專線
0800-018550
（請向客服人員指定搭
乘愛心計程車）

文化設施

桃園市桃園區寶慶路18號

03-3012626

桃園市兒童美術館

約客頂級汽車旅館 桃園市桃園區泰山街58號

03-3386969

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壹號館）

綠的旅館

伊加伊時尚旅館

03-4713388

桃園市龍潭區永和路85號

03-4355737

松荷御宿汽車旅館 桃園市中壢區成章三街91號
谷點咖啡民宿

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8鄰30號

03-3912415

和風山莊

桃園市復興區華陵村上巴陵中心路160號

03-3912757

楊梅服 桃園市楊梅區 週二∼週六 09:30-19:00
務中心 梅高路 28 號 週日、週一公休 1200-1300，視現場狀況微調時間

特色節慶活動

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728 號 5、6 樓
大溪區中正路 68 號

桃園市原住民族文化會館 大溪區員林路一段 29 巷 101 號

1-3月

觀光工廠

祥儀機器人夢工廠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 461 號

03-3623452#3406

03-3888600

義美生產 • 生態 •
生活廠區

桃園市蘆竹區南工路一段 11 號

03-3117525

03-3896322

南僑桃園觀光體驗工廠

桃園市龜山區興邦路 35 號

03-2630264

客家天穿日（2-3月）
北橫櫻花季（2-3月）

大溪區和平路 48 號

0922-335581

桃園酒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55 號

03-3283001#380

桃園光影文化館

桃園區埔新路 12 號

03-3357745

可口可樂世界

桃園市桃園區興邦路 46 號

0800-311789

大溪豆干節

桃園孔廟

桃園區公園路 42 號

03-3325215

金車咖啡文教館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南路 412 號

03-4651121#257

彩色海芋季（3-4月）

桃園 77 藝文町

桃園區中正路 77 巷 5 號

03-3321969

養樂多工廠

桃園市中壢區自強一路 4 號

03-4529994#609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桃園區縣府路 21 號

03-3322592

江記豆腐乳文化館

桃園市中壢區月眉路 2 段 248 巷 85 號

03-4986018

桃園展演中心

桃園區中正路 1188 號

03-3170511

葡萄王健康活力能量館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二段 402 號

03-2712121

03-3116799

烏樹林從前從前

桃園市龍潭區龍平路115巷138弄76號

0905-016957

03-2868333

馬廄民宿

桃園市龍潭區渴望2路125巷72弄13號

0988-606896

桃園市土地公文化館

桃園區三民路一段 100 號

03-3366860

源友咖啡文化館

桃園市平鎮區工業五路 8 號

03-4697387#1032

桃園智選假日飯店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1039號

03-2700088

微笑蒔光

桃園市大溪區月眉里月眉路246巷45號

03-3880811

桃園劍道故事館

桃園區永樂街 24 號

0918-767013

雅聞魅力博覽館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一段 21 巷 1 號

03-4883800

桃園喜來登酒店

03-3851188

溪景生態農莊

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11鄰巴崚180-2號

03-3912027

桃園市新住民文化會館

桃園區復興路 135 號

03-3339885

老 K 舒眠文化館

桃園市新屋區梅高路三段 97 號

03-4205050

國道二號精品商旅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216巷6號

03-2161908

福緣山莊

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11鄰180-7號

03-3912090

南崁兒童藝術村

蘆竹區吉林路 38 號

03-2222277

Gfun 機能紡織生活館

桃園市觀音區觀音工業區工業六路 3 號

0800-038838

富立登國際大飯店 桃園市蘆竹區長榮路55號

03-2120001

小烏來山莊

桃園市復興區義盛里1鄰下宇內3-2號

03-3822877

長流美術館（桃園館）

蘆竹區中山路 21 號 1 樓

03-2124000

太平洋自行車博物館

桃園市新屋區永福路 686 號

03-4861231#312

尊爵大飯店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一段300號

03-3169900

恩愛農場

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中心路143號

03-3912335

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

桃園市大溪區信義路 226 號

03-3882215#210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108號

03-2121001

03-4096682

東和音樂體驗館

尊爵天際大飯店

龍潭區東龍路 196 號、
南龍路 3-11 號及南龍路 15-17 號

03-3825089

晶悅國際飯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269號

03-3255688

桃園市大溪區新峰里 1 鄰復興路二段
732 巷 80 號

03-4072999

奧爾斯旅店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一段30號8樓

0979-133728

愛時租電競旅館

桃園市中壢區中美路一段18號5樓

03-2806888

福容大飯店 中壢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89號

03-4270900

福容大飯店 林口

桃園市龜山區文二一街68號

03-3279388

福容大飯店 桃園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一段200號

福容大飯店
桃園機場捷運A8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2號3樓

地區

美食

大溪

豆干、綠竹筍、拿破崙派

03-3265800

楊梅

仙草茶

03-3285688

中壢

客家菜包、牛肉麵、
肚臍餅

龍潭

花生軟糖、龍泉茶、
桔子醬、客家菜包、
石門活魚、東方美人茶

福華石門水庫度假
桃園市龍潭區大平里民富街176號
飯店

03-4112323

翰品酒店 桃園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107號

03-3370888

三揚精品商旅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二段159號

03-4913999

住都大飯店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398號

03-3765077

曖時租旅館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6號8樓

03-3373131

水漾時尚旅館

桃園市蘆竹區洛陽街68號

03-2225858

七星花園汽車旅館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二段152號

美食資訊

平鎮

米干、米線、金壺茶

八德

八德米、有機蔬果、馬祖
美食

地區

美食

龜山

東方美人茶

桃園

布丁蛋糕、牛軋糖、糕點

蘆竹

蘆峰茶

大園

良質米

觀音

蓮花料理

新屋

鵝肉、有機米、新香米

復興

香菇、水蜜桃、甜柿、
高山烏龍茶

03-4636666

一六八旅館
中壢館

桃園市中壢區正光街191號

03-4945533

六星旅館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721號

03-3467668

百老匯汽車旅館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二段122號

03-4226322

東 邊玩
龜山、桃園、八德區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55 號

桃園酒廠整併了臺北、板橋、樹林的酒廠，已成為北部最大產
出率的酒廠，也是全臺第一家現代化，唯一生產日式清酒的釀製
工廠。來到廠中可以認識釀解的歷史，看到
桃園廠代表性酒品－玉泉清酒，從原料
的挑選到酒麴發酵等的製成等過程，
也可以現場試喝，品嘗溫潤難忘的酒
感。還有開設 DIY 體驗區，製作鹽麴、
酒粕手工皂，也有許多伴手禮可以購
買。
開放時間：09:30-17:00
電話：03-3283001#380

桃園藝文廣場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1188 號

桃園藝文廣場設有桃園展演中心、露天展演會場、小型表演活動
廣場等表演場地，曾經舉辦過「第 47 屆金馬獎」、「2016 國際動
漫大展」、「草地音樂會」、
「夏日親子藝術節」與「跨年
晚會」等展演活動，讓藝文廣
場結合教學、休憩、展演等功
能，是桃園最具代表性的大廣
場藝術平台，平日還可看見許
多民眾到此野餐、郊遊，是一
個全方位功能的廣場。
開放時間：24 小時營業
電話：03-3170511

桃園忠烈祠暨神社文化園區

桃園市忠烈祠，成立於民國 27
年，前身為日本人所造的神社，也
是臺灣保存最完整的日治時代神
社。並在民國 83 年被列為桃園市
市定古蹟，曾為電影（KANO）選
中成為拍片場景。
電話：03-3325215

桃園市龜山區嶺頂里萬壽路二段 6 巷
111 號

壽山巖觀音寺，創立於清朝
乾 隆 7 年， 舊 稱 壽 山 巖 寺， 又
俗稱嶺頂廟。建築最大特色是，
前檐廊的蟠龍石柱以觀音石雕
而 成， 呈 現「 弓 」 字 形， 彎 曲
的龍身不是在正面而是在內側，
為當時知名匠師陳應彬所重修。
廟宇主祀觀世音菩薩，造型是戴上男性用冠，與一般女性造型大
不相同。也在 2013 年被內政部選為「臺灣宗教百景」之一，是
非常有歷史意義的宗教建築。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日 05:00-21:00
電話：03-3294697
桃園市龜山區兔坑村

臺灣小百岳之一的大棟山，又稱為 405
高地，海拔高度有 405 公尺。位處於龜
山、樹林、山佳、鶯歌四地交界，除
了可以觀看桃園市的風光外，也能望
見新北市，甚至臺北 101，因此白天
或晚上都吸引許多攝影愛好者前來取
景。大棟山有多個入山口，沿途有許
多生態動植物，像是九芎、樟樹和茄苳
樹、鳳蝶、紫蛺蝶等，以及廟宇道院。

西 邊玩

中壢、平鎮、楊梅、龍潭區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路

中壢觀光夜市自民國七十九年由前市
長張勝勛先生領導中壢市公所時將中壢
市市內，自興國路、中美路、老街溪、
中山路、中平路、中正路、大同路等全
市主要道路之攤販集中於中壢市新明路
及中央西路段起，至今已有二十八年，
原本鮮為人知的路段，因為中壢觀光夜市的設立，已成為桃園市、
中壢區的著名景點之一，每日平均人潮流量約為數千人次，設置
合法攤販約有 475 攤，吸引近百店家林立，帶來人潮、錢潮，更
為中壢區市民提供一個夜間休閒的好去處。

中壢老街溪自行車步道、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台 1 線）至桃園市平鎮區振興西路

近年來養生風氣興起，騎單車成了男女
老少都適合的休閒運動，而連著老街溪水
文續接著的老街溪水岸自行車道，沿途可
以欣賞蛻變中的河畔景觀，在生態工法的
建構之下，老街溪展露出陽光明媚的水岸
風光。此外還有許多文化、生態、觀光及休憩的場所將陸續開放，
讓這座城市和忙碌的你，有了呼吸的空間。鄰近的老街溪河川教
育中心，則設有故事館、生態館及戶外溜滑梯，適合親子共遊，
一同認識老街溪周邊的人文歷史及生態環境。老街溪河川教育中
心開放時間：9:00-17:00，星期一公休。電話：03-4223786
桃園市中壢區台貿一街 100 號

把「有機的概念導入建築，讓風、光、水、
綠回應城居者對大自然的嚮往，是盧俊廷建
築 師（CTLU Architect & Associates） 設
計龍岡圖書館時的理念。關於將生活回歸
於自然，從步行在中山東路四段上，通過盤
根錯節的榕樹隧道與有著翠綠草坡的台貿公園
時，便能感受得到。這座被名列為「全臺最美的圖書館，簡約造
型如一本巨書，大面留白牆面，打造如美術館的視覺質感，讓旅
人們在踏入文字堆砌的異想世界前，就先參與了一場藝術饗宴。
開放時間：08:30-17:00（週日、週一）、08:30-21:00（週二至
週六）電話：03-2868500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
三段 200 號

虎頭山公園 - 奧爾森林學堂

桃園市桃園區公園路
42 號

奧爾森林學堂，位於虎頭山公園內，在不破壞公園內的造景與原木
下，打造 3 座的活樹屋，並裝飾貓頭鷹於其中，命名為奧爾森林學
堂。設有「咕咕屋」可窺見
鳥類生態、船型的「綠野方
舟」是一個孩子喜愛的表演
平台，還有六角形的「讀樹
教室」，可以近距離觀察植
物的生長形態。還有雙色水
管溜滑梯，是一個親
子休閒的好去處。
電話：03-3946061

龍岡米干

龍岡米干是源自國共內戰一群雲南部
隊撤回至中壢龍岡一代，將在地的雲南
美食一起帶至台灣生根，同時也是眷屬
們回憶的家鄉味。米干是以 100% 純米
製成，大致可分為涼拌與熱食，熱食又
分為湯的與乾的，現在已有多家米干店
以及各種不同口味與吃法。還有一年一度的米干節，可以體驗獨特的
雲南表演活動，以及米干料理，絕不可錯過。

平鎮褒忠祠（義民廟）

桃園市平鎮區復旦路二段
23 巷 8 號

義民爺為客家族群的先賢，因此客家族群
對其有著特殊感情，並格外重視義民信仰，
而位於平鎮的褒忠祠更是全臺第一座塑有義
民爺金身的義民廟，香火鼎盛、信眾廣達全
國，特別是農曆七月義民節慶典時，會吸引
許多全臺各地的信眾及遊客到場共襄盛舉及
攝影留念。開放時間：週一至週日 05:00-20:00
電話：03-4932246

秀才登山步道

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 845 巷
（天德堂後方）

山林的涼爽暢快和遠離塵囂總讓人悠然
神往，但壅塞的週末人潮卻又讓人望之卻步
嗎？不論是登高賞景或是帶孩子親近自然之
美，秀才登山步道都是你的好選擇，不用舟
車勞頓，沒有崎嶇難行的彎路，就算缺乏登
山經驗也能輕鬆上手。步道沿路動植物生態
豐富多元，彷彿走進渾然天成的自然教室，
小灰蝶、松雀鷹、野牡丹、參天樟樹等各種
物種陪伴左右、不亦樂乎，也能欣賞整齊劃
一的茶園風光、藍天綠草相映成趣—與大自
然為伍就是這麼簡單！

富岡老街

桃園市楊梅區中正路、信義路、民生街

別具風情的洋樓建築與傳統街屋、紅磚拱廊並肩排列著，不需要言
語就能感受一磚一瓦正訴說著富岡老街從前匯聚的時代風華和繁榮記
憶，漫步老街的恬淡寧靜之中，彷彿能
依稀聽見數十年的繁盛喧囂縈繞在耳畔。
如果你醉心於精彩的歷史故事與風格獨
到的特色建築，可千萬別錯過富岡老街，
在這裡你將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石門水庫熱氣球
嘉年華

桃園燈會

源古本鋪

桂林商務旅館

桃園市龍潭區渴望園區渴望路428號

桃園市客家文化館

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 500 號

03-4096682

A8 藝文中心

龜山區復興一路 8 號

03-3185119

金蘭醬油博物館

桃園市大溪區介壽路 236 號

03-380-226#290

憲光二村

龜山區大同路 138 巷

03-3197132

福源茶廠

桃園市龍潭區竹龍路 590 巷 56 號

03-4792533

龜山眷村故事館

龜山區光峰路 43 號

03-3296662

歐萊德綠建築總部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高平段 18 號

03-4116789#6153

新屋稻米故事館

新屋區中華路 242 號

03-4772124

蛋寶生技不老村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三段 105 號

中平路故事館

中壢區復興路 99 號

03-4255008

中台資源科技館

桃園光影電影館

中壢區龍清街 116 巷 31 號

03-4581598

光泉牛奶園地

馬祖新村眷村文創園區

中壢區龍吉二街 155 號

03-2841866

中壢藝術館

中壢區中美路 16 號

03-4258804

壢小故事森林

中壢區博愛路 52 號

03-2805608

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

中壢區中原路 58 號

03-4223786

壢景町

中壢區延平路 627 號

03-4251111

Global Mall 環球桃園 A8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 8 號

03-3287599

中壢五號倉庫藝文基地

中壢區中和路 39 號

03 4257592

SOGO（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 357 號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台茂購物中心

桃園花彩節
桃園仙草花節

北橫探險節

桃園藝術巡演
（5-10月）

桃園國際動漫大展
桃園國樂節（7-8月）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
（5-11月）

觀音萬聖南瓜節

慈湖仲夏音樂季-水岸音
樂會

乙未客家戰役文化季

桃園電影節

閔南文化節（6-7月）

竹圍魚鱻節

國際新創機器人節
桃園山城聖誕紅花節
溫泉美食嘉年華
虎頭山千人健行活動

夜市商圈
夜市名稱

地址

營業日

桃園觀光夜市

桃園區北埔路

每日

中壢觀光夜市

中壢區新明路

每日

興仁花園夜市

八德區長興路 46 號

週二、五、六、日

龍潭觀光夜市

龍潭區中豐路 465 號

週六、日

商圈名稱

地址

桃園站前商圈 桃園市桃園區火車站前中正路延伸至中山路景福宮之街區範圍
桃園藝文商圈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後段，近桃園藝文廣場及桃園展演中心

花卉資訊
名稱

中壢青果商圈 民族路、五族街、環西路一段及五光一街範圍內

時間

地點

中原商圈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大學周邊範圍，以實踐路與日新路為主要街區

六和商圈

桃園市中壢區中豐路、環北路、延平路及中美路之街區範圍

八德商圈

八德區大湳市場及周邊區域，鄰近廣豐新天地

2月

大北坑休閒農業區、三水社區、和窯文
創園區

捷運 A8 商圈

商圈範圍由西北起復興一路、西南 - 文化二路、東北 - 文化
一路及位於東南的文昌五街所組成的區域範圍。

03-4227000

流蘇花季

3 月至 4 月

虎頭山公園、石門大草坪、平鎮社子支
渠景觀流蘇步道

魅力金三角
形象商圈

以龍岡圓環為起點，龍東路至中山東路四段、龍南路至前龍
街延伸至中山東路四段交叉口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二段 501 號

03-4680999

彩色海芋季

4月

大園區聖德北路與田溪路交叉口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 112 號

03-3111234

龍元宮商圈

以龍元宮為中心，以北龍路、中正路、東龍路 194 巷、東龍
路 200 巷及南龍路所包圍的區域範圍

桃園遠東百貨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20 號

03-3359811

桐花季

4 月至 5 月

大園商圈

以大園區之大觀路、中山北路、中正西路及新興路所涵蓋之範圍

統領百貨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61 號

03-3362626

桃園客家文化館、三坑老街、齋明寺古
道、小粗坑古道、石門水庫步道、大艽
芎古道

03-2738666

5月

大古山休閒農業區

華泰名品城

桃園市中壢區春德路 189 號

野百合活動
根節蘭花季

6 月至 7 月

角板山行館

觀音蓮花季

6 月至 8 月

觀音區蓮花園休閒農業區

楓葉季

10 月至 12 月

石門水庫、臺七線北橫公路、拉拉山

03-3656555#777

廣豐新天地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728 號

03-3637666

北 邊玩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
1315 號

蘆竹、大園、觀音、新屋區

坑口彩繪村

桃園市蘆竹區坑菓路、海山路

坑口彩繪村位於具有百年歷史的蘆竹「誠
聖宮」旁，是一個社區營造的藝術創作景
觀。在紅磚瓦的農舍壁上，彩繪了許多五、
六十年代常見農村特色的童趣壁畫，像是水
牛、雞、鴨等動物、拉牛犁田景色、阿嬤的
灶腳、古早腳踏車等。彩繪範圍從誠聖宮，
到周邊 30 公頃民宅圍牆與工廠圍牆間，大約 1,000 坪面積範圍，反
璞歸真的農村風情也是受到遊客歡迎的主因，而成為熱門拍照的地
點。開放時間：24 小時營業。電話：03-3544246

五酒桶山步道

桃園市蘆竹區長興路一段 230 巷

全程約 4 公里的五酒桶山步道，由 5 條路線緊密串連。海拔高度
差約 80 公尺，路途上會經過香火鼎盛的
南天宮、170 階的寬闊石階、六福步道、
春秋亭、忘憂亭、知性古道、福德古道、
福德祠廟中廟等，擁有絕佳視野，能將臺
灣海峽及桃園國際機場盡收眼簾，也是秋
日賞芒花，熱血健身的好景點。

竹圍漁港

桃園市大園區沙崙里 1 鄰漁港路 451 巷 25 號

竹圍漁港是一個兼具休閒功能的觀光漁港，
港口北邊入口處是一座亮紅色採用紐爾遜鋼拱
橋建造的彩虹橋，入夜後在燈光設置下，更顯
得獨特且浪漫。竹圍漁港同時也是大啖海鮮的
好去處，在堤防南岸的海產街，可以找到許多
海鮮餐廳，烹調各式鮮味菜色；還有漁會大樓，設有 360 度旋轉景
觀餐廳，同時享受美食與美景。電話：03-3835601（桃園區漁會）

許厝港濕地

桃園市大園區老街溪河口右岸

許厝港濕地，老街溪與雙溪口溪的匯流處，被國
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評為重要野鳥
濕地，是國家級、北臺灣最大的海岸型濕地，
占地 961 公頃、縱長達 10.5 公里，是候鳥南
遷的中途站，每年 10 月至隔年的 5 月，可以
看見黑面琵鷺、黑嘴鷗、唐白鷺等近 200 種鳥
類，還可看見許多植物與兩棲、特有種動物。

南 邊玩

桃園市龍潭區上林里中豐路上林段 115 巷 11 號

桃園石門水庫不僅風景優美，其
中在地的石門活魚料理更是本地特
色美食之一。因水域廣闊，漁產豐
富，湖中有各種超齡大魚，大頭魚、
草魚等，無泥腥味，有多樣講究的
烹煮法，打響了石門活魚的名號。
每年秋季舉辦的石門活魚節，更是
不容錯過，有各式活動或獎品，還可一嚐各家餐廳的傳承好料理。

桃園國際風箏節

魯冰花季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巧克力街底

石門活魚

石門活魚節

原住民族豐年祭
（7-9月）

大溪大禧

管樂嘉年華（4-5月）

購物百貨服務

宏亞巧克力共和國

緊臨石門水庫與大漢溪畔的生態公
園，以原始林概念出發，低度人為破
壞的環境裡，提供木棧步道、景觀橋、
涼亭等休憩空間，園內生態種類繁多，
盛夏時分更可欣賞稻海風光，秋冬亦
有波斯菊花海，賞心悅目，適合一家
大小前來踏青、野餐，共享天倫之樂。

角板山行館

拉拉山、上巴陵地區、恩愛農場、中巴
陵櫻木花道

03-2500888

桃園市龍潭區三坑里堤防旁

1月

2 月下旬至 3 月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19 號

三坑自然生態公園

角板山梅花季

眷村文化節

北橫櫻花季

新光三越（站前店）

位於桃園龍潭的小人國主題樂園，是亞
洲第一座以迷你微縮建築模型為主題的遊樂
園。園內擁有上百座的世界知名景觀建築，
讓想要周遊列國的您，也能輕輕鬆鬆當個環
遊世界的 SUPER 行腳者！精緻的迷你建築，
以完美比例 1
25 細膩打造，從臺灣北到
臺灣南、中國、亞洲、歐洲及美洲等各國，栩栩如生彷彿身歷其境！
開放時間：平日 09:00-16:30 ，假日 09:30-17:00 。營業時間如有調
整，請以官方網站公告為準。
電話：03-4717211

桃園市八德區浮筧 16 鄰 1 號

10月-12月

桃園海客文化藝術季

夏日親子藝術節

大古山野百合花季

季節

03-2551999

桃園市龍潭區高原里高原路 891 號

台七桃花園休閒農業區

12月中至1月底

03-3865185#111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北路 90 之 66 號

小人國

12 月

八德落羽松森林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 1249 號

金格卡司蒂菈樂園

佔地寬廣的龍潭觀光大池原先是為了水利灌
溉而興建的埤塘，近年來經過妥善的整治與修
葺，無論是湖景木棧道或是觀光吊橋，都讓
遊客們能夠盡情遊覽悠然自得的湖光山色，
而到了暑假期間更有清涼消暑的巨龍溜滑梯，
讓你可以和孩子一同歡樂戲水好開心，營造無
可取代的快樂回憶！

山城聖誕花節

原住民族國際音樂節

冬季

以中山路、和平路、中正路、中豐路及中央西路一段等區域範圍

03-2118800#3392

龍潭觀光大池

土地公國際民俗
藝術節

中平商圈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9 號
（長庚大學內）

落雨松原產於美國，屬於杉
科植物，因此又稱為美國水松。
其特點是針葉會隨著季節入冬
由綠轉紅，如羽毛般飄落。在
霄裡大池旁的浮筧街 185 巷，
有近 3 公頃的落羽松森林，大
約 種 有 3,000 棵， 呈 現 一 種 壯
闊的景色，搭配一旁休耕時種
植的波斯菊田，還有霄裡大池，
宛如人間仙境，與大溪落羽松
大道都是打卡的熱門景點。

每年度各區
楊梅區楊湖路三段 239 號

03-4730068#115

台塑企業文物館

桃園市八德區浮筧 16 鄰 1 號

11 月至 12 月
11 月至 12 月

桃園市觀音區環科路 328 號

03-4523101#219

八德落羽松森林

花彩節
仙草花節

中壢區建國路、復興路、延平路等區域範圍

中壢區中園路 178 號

宏亞食品創立於民國 65 年，
創立「77 乳加」的經典巧克力
公 司， 跨 足 觀 光 產 業，2012 年
成立東南亞第一座巧克力工廠 巧 克 力 共 和 國， 在 園 區 內， 可
以進到溫室體驗可可樹栽種的
環境，認識各種風味的巧克力知
識與歷史，還有巧克力與彩繪的
DIY 活動，也設有餐廳供遊客品嘗。還可以購買各式各樣口味的巧克
力伴手禮，適合親子共遊。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五 09:30-17:00（售票至 15:30），週六至週日、
國定假日 09:30-18:00（售票至 16:30），週一休館
電話：03-3656555#777

客家桐花季（4-5月）

地點

虎頭山公園、楓樹坑步道

中壢車站
站前商圈

黑松飲料博物館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
巧克力街底

龍岡米干節

時間

11 月至 12 月

03-4688300

03-4962201#1

宏亞巧克力共和國

4-6月

名稱

芒花季

桃園地景藝術節

桃園蓮花季（6-8月）

7-9月

季節

桃園市博愛路、民族路、中山路與民生路等四條道路所圍繞
之商圈範圍

楊梅區幼獅工業區青年路 9 巷 3 號

八德埤塘自然生態公園
佔 地 5 公 頃， 是 一 個 生 態
極 為 豐 富 的 公 園， 除 了 保
留 灌 溉 功 能， 池 內 可 見 荷
花、金魚藻、臺灣萍蓬草、
水 丁 香 等 水 生 植 物， 池 邊
還 有 許 多 喬 木 與 灌 木， 也
可 見 到 兩 棲 蛙 類、 昆 蟲、
水 鳥、 鷺 鷥 等。 環 池 步 道
還設有溼地平台、木棧道、
景觀涼亭，整個園區是採取自然工法，還有廣大草皮，是全家出遊
的好去處。

7-9月

客家文化節（8-10月）

博愛商圈

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八德埤塘自然生態公園

永安漁港星繽樂狂觀嘉
年華（6-9月）

市長盃龍舟競賽

大溪老茶廠

觀光工廠

鐵玫瑰音樂節
（6-12月）

戀戀魯冰花

03-3912259

渴望會館

4-6月

角板山梅花季

03-2868668

03-4202122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777號

新竹客運 03-425-8812

桃園市平鎮區 週一∼週日 09:30-19:00，12:00-13:00 視現場狀況微調
中壢服
延平路一段
時間。 ※ 國定假日及特殊活動調整服務時間，另配合南
務中心
168 號
區青少年活動中心休館日休館。

南方莊園渡假酒店 桃園市中壢區樹籽路8號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51號

桃園客運 03-375-3711

週一、週日 08:30-17:00
桃園服 桃園市桃園區 週二∼週六 09:30-19:00，12:00-13:00 視現場狀況微調
務中心 民權路 32 號 時間。 ※ 國定假日及特殊活動調整服務時間，另配合桃
園市立圖書館桃園分館每月最後一個週四休館。

03-3822340

龍岡圖書館

班次：
去程【桃園客運中壢總站】
07:30-16:00（30 至 90 分鐘 1 班）
回程【石門水庫（坪林收費站）】
08:50-17:20（30 至 90 分鐘 1 班）

費用：YouBike 微笑單車採用累進費率，會員前 30 分鐘內免費，未滿 4 小時
每 30 分鐘新臺幣 10 元，4 至 8 小時為每 30 分鐘 20 元，超過 8 小時
為每 30 分鐘 40 元。還車後 15 分鐘內，不得於同站（還車站）續借。

桃園市復興區上巴陵中心路156-7號

中壢觀光夜市

班次：
去程【桃園客運桃園總站】
08:30-13:30（30 至 90 分鐘 1 班）
【和平老街】15:00-16:00（每小時 1 班）
回程【小烏來天空步道】
10:30-17:10（30 至 90 分鐘 1 班）

非會員：須透過自動服務機付款後選車（付款可使用 Visa/Master/JCB 晶片
信用卡），並在 90 秒內到停車柱處取出自行車。

桃園市復興區澤仁里3鄰溪口台41號

大棟山登山步道

班次：
去程【高鐵桃園站】
平日 08:20-16:20（每小時 1 班）
假日 08:10-16:30（30 至 60 分鐘 1 班）
回程【慈湖站】
平日 09:20-17:20（每小時 1 班）
假日 09:10-17:30（30 至 60 分鐘 1 班）

YOUBIKE

桃山渡假農場

壽山巖觀音寺

單次車票：價格 8 公里內票價 18 元，
之後每公里票價為 2.58 元（四捨五入）
1 日券：全票：100 元、半票 50 元

桃園客運 03-375-3711
中壢客運 03-425-5722

河那灣

桃園酒廠

單次車票：價格 8 公里內票價 18 元，
之後每公里票價為 2.58 元（四捨五入）
1 日券：全票：150 元、半票 75 元

桃園客運 03-375-3711

03-4751100

桃園市蘆竹區桃園街106號

石門水庫線（僅國定例假日行駛）

會員申請：可在 YouBike 微笑單車網站、自動服務機，或服務中心完成。租
賃站點的每個停車柱上都裝有多卡通感應設備，「會員」可直接持
已經註冊的悠遊卡或一卡通到各停車柱感應卡片後取車。

手機直撥 55178
或 03-3558000
或 03-4499178
（請向客服人員指定搭乘
愛心計程車）

電話

小烏來線（僅國定例假日行駛）

單次車票：價格 8 公里內票價 18 元，
之後每公里票價為 2.58 元（四捨五入）
1 日券：全票：130 元、半票 65 元

文化設施與觀光工廠

大溪笠復威斯汀度
桃園市大溪區日新路166號
假酒店

桃花園飯店

大溪快線（平假日皆有行駛）

桃園 YouBike

傳真：03-3393067
網址：https://tour.tycg.gov.tw

台灣桃園
國際機場

桃園捷運客服中心

行李

三重站(A2)

A4

A8

桃園市愛心計程車隊

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廠商

A3

環狀線

臺灣高鐵

合作衛星車隊

桃園智慧遊 APP

A2

臺北捷運

桃園站 03-3767050
內壢站 03-4559725
中壢站 03-4223235
埔心站 03-4827100
楊梅站 03-4782893
富岡站 03-4723754
新富站 : 本站為無人招呼站，若需辦理愛心服務，請至富岡車站洽詢
03-4723754

時間：08:00-17:00
地址：桃園市大溪區復興路一段 1097 號
電話：03-3884437（慈湖管理站）

臺北車站(A1)

臺灣鐵路 臺北捷運
4中和新蘆線

臺灣鐵路管理局

拉拉山
旅遊中心

愛ㄑ桃粉絲頁

A1
臺灣高鐵

高鐵桃園站 03-2612000

時間：08:00-17:00
地址：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 7 鄰 29 號
電話：03-3912761

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行政資訊網

機場捷運路線

大溪、復興區

大溪李騰芳古宅

桃園市大溪區月眉路 34 號

國定古蹟李騰芳古宅，精緻豪華，相當
具有代表性。清領中期以後，臺灣一般在家
族地位上升後，為了光耀門楣，都會擴建住
宅，李騰芳古宅可說是當時擴建家宅中的最
佳典範。
開放時間：星期二∼日 09:30 -17:00，星期一休息，請上大溪木藝生
態博物館官網查詢。電話：03-3888600

大溪老街

桃園市大溪區和平路、中山路

大溪老街包含四條街，以和平路、中山路及中央路，各商號融合巴
洛克式繁飾主義和閩南傳統裝飾圖案著名。週邊有大溪橋、李騰芳古
宅、寺廟古蹟、武德殿文化古蹟及大溪木藝生
態博物館、大慶洞、新南老街、普濟堂、迷宮巷 鳳飛飛故居、福仁宮等知名景點，當然更要品
嚐老街上傳統的臺灣古早味小吃、體驗
臺灣童玩，尤其是大溪豆干、月光餅、
花生糖、豆花、碗粿、湯圓等，都是不
容錯過的臺灣道地美食！

慈湖園區：前慈湖、後慈湖

桃園市大溪區復興
路一段 1097 號

慈湖分為前、後慈湖，湖岸水色迷人，楊柳垂
青頗有江南風光之美，當年蔣先生以此處酷似浙
江奉化老家，將對母親思念之情，而命名為慈湖。
園區內的前、後兩潭湖水有溪水相連接，環境優
美、四面都有青山環繞，不同季節來訪都能看見
不一樣的自然美景！
慈湖除了謁陵，必觀賞的是儀隊的交班儀式，
由三軍輪流擔任的儀隊，每小時換班的花式操槍，最能吸引國內外遊
客駐足觀賞、拍照留念。電話：03-3884437
後慈湖園區步道由慈湖側門進入後，越過小丘陵，約 2 公里路程，
沿途景觀迷人，還有戒嚴管制時期所留下來的指揮所、碉堡、管制鐵
門、辦公室等，相當值得來訪。
前慈湖：開放時間 : 09:00-17:00（最後入園時間下午 4:40）（週二
不開放）
後慈湖申請時間自早上 9 時起至晚上 12 時止。
後慈湖現場報名之梯次，平常日為中午 12:45，假日為 12:45（13:30、
13:45 兩梯次視情況機動加開），每梯次開放 50 名，欲報名之遊客可
於每日上午 8 時起，攜帶身份證件至慈湖導覽服務站辦理現場報名。

春季

夏季

秋季

觀音草漯沙丘

桃園市觀音區許厝港和白玉里之間

草漯沙丘稱為臺灣版的撒哈拉，
全長 8.1 公里的沿海沙漠，是熱門的
打卡景點之一。強烈的東北季風、南
風，將陸地的漂沙堆積成的沙丘，北
起大園區老街溪口，南至觀音區大崛
溪口，沙丘最高可達 15 公尺，北段
寬度約 400 公尺，南邊有 600 公尺，
是臺灣海岸中保持最寬廣而完整的沙丘地形。還曾是許多影劇前來取
景的美景地點。

白沙岬燈塔

桃園市觀音區新坡下 16 號

白沙岬燈塔位於觀音海岸，雪白的塔身在蔚
藍海天之間更現耀眼。歷經百年以上的歲月
洗禮，在 2001 年獲選入列文建會「臺灣
歷史建築百景」。這座燈塔最特殊的地方
就在於，是臺灣唯一使用紅磚與石頭建造
而成的，不同於臺灣其他使用水泥構成的
燈塔。塔身建築與內部設施跨越一世紀，同
時還保存著包括日治時期的日晷，及一座由上
海機器局製造的時鐘，以及從日治時代便存在的百
年苦楝樹。週遭環境十分幽靜，除了有小橋流水、稻田與池塘，還有
木棧道與清涼曲徑，燈塔本身就是入鏡的好背景，週圍還有環型步道
等設施，供遊客暢遊。開放時間：夏令時間（4 月至 10 月）09:0018:00、冬令時間（11 月至隔年 3 月）09:00-17:00（週一公休）。電話：
03-4732249

蓮花園休閒農業區

桃園市觀音區金華路 31 號

蓮花園休閒農業區位於桃
園市觀音區近郊，為純樸的沿
海農業地區，區內具豐富農業
資源、景觀資源及生態資源，
以種植蓮花聞名，蓮花季結束
後，農戶會接續挖蓮藕，尚有
楊梅、瓜果類、稻米、花卉及
各式蔬菜。
蓮 花 園 的 蓮 花、 楊 梅、 蓮
藕、瓜果類、洛神花與蜂蜜等農產品，品質優良，深受民眾喜愛，此
外，週邊景點如白沙岬燈塔、甘泉寺、桃園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
保護區、永安漁港、埤塘等地方，適合全家大小一起半日遊或一日遊
喔！電話 : 03-4970166

大溪老茶廠

桃園市大溪區復興路二段 732 巷 80 號

走訪大溪老茶廠，悠然開啟一場名為「品
茗時光」的旅程。1926 年日人興建角板山
工廠，即大溪茶廠的前身，從此寫下大溪製
茶的輝煌歷史，可謂當時的「茶金新貴」。
然而 1956 年一場祝融之災讓茶廠幾乎全毀，
自 2010 年開始臺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著手重建，才將這隱沒半世紀
的茶韻風華，以新舊交融之姿，重現於世人眼前。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17:00、週六至週日 10:00-17:30
電話：03-3825089

石門水庫

桃園市大溪區復興里環湖路一段 68 號

石門水庫曾經是遠東最大的水庫，目前
亦是臺灣北部的重要水庫之一，一年四季
湖光山色，風景秀麗。石門水庫對外可連
接十幾個旅遊景點，園區大小公園綠樹成
林，有自行車道，也有環湖遊艇，提供旅
客多元的休閒樂趣。石門活魚是這裡最著名美食，每家餐廳各有不同
的招牌，吃法近 200 種。電話：03-4712000（石門水庫管理中心）

三民蝙蝠洞

桃園市復興區三民里東側五寮溪溪谷內

經過溪水數世紀的沖蝕，形成這個怪石嶙峋的
半圓形山洞，早期因曾有上萬隻蝙蝠棲息其中，
因此被稱作蝙蝠洞。洞內高而寬敞，地勢由內
向外傾斜，彷彿是個有穹頂的劇院，洞口瀑布
飛瀉而下，到雨季水量大就擴張如一片水牆，非
常壯觀。

新溪口吊橋

桃園市復興區中山路 8 號

新溪口吊橋位於澤仁里角板山旁，橫臥於
大漢溪之上，總長度 303 公尺，為目前臺灣
最長的吊床式吊橋。兩側拉高呈現一個微笑
型，重現溪口吊橋往昔風貌，在橋上欣賞大
漢溪及溪口台地的美景，山水一色，悠然自
得。週邊風景多樣，如角板山行館園區、角板山公園、歷史文化館等，
是來到復興不可或缺的遊程。開放時間：08:00-16:00，週二休息。
電話：03-3821500（復興區公所）

羅浮溫泉

桃園市復興區羅浮里 5 鄰 140 號

羅浮溫泉屬於碳酸氫鈉泉，具有美白軟化膚
質的效果，俗稱美人湯。為了讓遊客在冬日裡
享受暖暖的原民特色文化，泰雅故事公園設立
六區泡腳池，並串聯泰雅小米園區等多處景點，
成為遊客出遊的好去處。電話：03-3946061

楊梅四維商圈 鄰近埔心火車站，以楊梅區四維路為核心
大溪老街商圈 桃園市大溪區和平路、中山路等區域範圈
角板山商圈

以中正路、忠孝路與中山路為主軸的角板山形象商圈屬於觀
光型態的示範性商圈。

商圈詳細內容請參考官網：https://edb.tycg.gov.tw/home.jsp?id=144&pa
rentpath=0%2C119%2C143&mcustomize=

永安漁港

桃園市新屋區永安里中山西路三段 1165 號

全臺唯一的客家漁港，永安漁港，位
於社子溪的出海口，原名為崁頭屋港，是
兼具觀光漁港、美食餐廳、鐵馬驛站等多
功能的漁港。港內有一座觀光魚市場，
外觀上以龍蝦為設計理念，有兩道透明螺
旋梯，搭配漁港外的一座跨港大橋，到晚
上在燈光與夕陽的照耀下更顯美麗，是攝影迷眼中的一大美景，
同時也適合全家大小一起大啖海鮮美食與休閒娛樂的好去處。電
話：03-4861017（桃園市中壢區漁會）

新屋綠色走廊

桃園市新屋區永安里中山西路三段

新屋綠色走廊，在桃園市政府的規劃
下，已成為北臺灣最具規模的單車專用
道。南北段的起點都有多家單車、協力車
出租店，不需自備車輛即可享受馳騁於綠
蔭大道的愉悅感。這條綠色隧道，車道平
緩，入口處有停車場、步道系統、眺望休憩涼亭、木棧平臺與景
觀解說設施等，還有提供公廁，設備十分完善。

新屋范姜祖堂

桃園市新屋區中正路 110 巷 1、2、3、
6、9 號

范姜祖堂，可追溯至清初乾隆年間，
范姜一氏來臺拓墾，具有客家特色的五
棟老屋，在格局上皆為三合院型，地址
分別為新生村中正路 110 巷 1、2、3、
6、9 號，其中 9 號為家族精神中心的祖
堂，門額上「陶渭流芳」匾額與牆上彩繪都是特色。其他四間在
建築樣式、屋脊雕刻、屋簷設計都有獨特處。每年農曆 4 月 5 日、
8 月 1 日還會舉辦大型祭祀活動。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08:00-17:00（週一公休），週邊仍為民居，
請注意安寧。電話：03-4777343（桃園范姜宗親會）

新屋百年石滬群

桃園市新屋區蚵間里蚵殼港北岸

新屋百年石滬，最早可追溯至清朝雍正時期，
平埔族來臺開墾，於海岸線就地取鵝卵石徒手
堆砌的石滬，利用漲退潮的潮差捕獲魚群，較
大的石滬往往需要 10 年以上動員全村人才能
完成。目前新屋深圳北岸至蚵間週邊共有 10 座
石滬，其中編號第三的石滬，全長 472 公尺，深度
達 273 公尺，是本島體積最大的一座。石堤上時常可見潮間帶的
螺、蚵、蝦、蟹等豐富生態群，此為臺灣本島少見石滬。

小烏來風景區

桃園市復興區義盛里 42 號

小烏來風景區擁有小烏來瀑布、天空繩橋、
觀景台、天空步道、宇內溪戲水區等熱門的
觀光景點。小烏來風景特定區的大門入口
後，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居高臨下的觀景
台，遊客可在此處遠觀小烏來瀑布的全景，
視野無限延伸。天空步道，懸掛於小烏來瀑
布上方，走在步道的透明玻璃地板，欣賞瀑布飛
濺石壁的景致，浮在半空的臨場感、360 度無阻隔的視野，體驗
視覺震撼。天空步道旁的天空繩橋，以全長 70 公尺的橋面橫跨
在 100 公尺深的溪谷之上，沿著水岸綠廊就能抵達的宇內溪戲水
區，讓遊客可脫下鞋子親近清涼的溪水，驅退夏日的暑意。開放
時間：08:00-17:00（最後入園時間下午 4:45）（週二休園）。
電話：03-3821235
「天空步道」與「天空繩橋」採預約參觀：
1. 採用網路預約方式，總量管制 3600 人 / 日，於入園前 2-30
天至小烏來天空步道預約申請系統申請入園。
2. 入園參觀時段：08:00-12:00、13:00-17:00，每半小時為一梯次，
12:00-13:00 為清潔整備時間，該時段不開放參觀。

部落體驗

桃園市復興區北部橫貫公路
（台 7 線）36 公里

「嘎色鬧」泰雅語原意是指「Qus」，意思
是指最角落的地方，亦有芬芳、雲霧之都、
榕樹及異地移居之稱。景色宜人，空氣清
新，富有豐富天然與傳統資源，為純樸的
泰雅族原住民部落。
自 96 年開始推動無毒有機蔬菜種植，不用
化學農藥。在欣賞青蔥蒼翠的山林景色之餘，
來嘎色鬧農場體驗園作一日農夫，親自下田耕種，或是挽起衣袖
摘採新鮮的蔬菜，品嘗有機蔬菜的鮮甜。
原住民風味餐種類眾多，生菜包肉佐上特製的馬告辣醬，再喝一
口小米酒，鹹酥香麻和濃郁甘甜兩種滋味混合在一起，讓人齒頰留
香，難以忘懷，還有刺蔥刈包、涼拌綠竹筍、馬告南瓜排骨、香蕉
糯米捲、刺蔥木瓜雞湯、豆腐刺蔥五味醬、地瓜芋泥球、糖醋魚等
等，一起來體驗原住族民的特色飲食文化吧！

拉拉山自然保護區

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 11 鄰巴陵
207 號

位於海拔約 1,500 公尺的復興區華陵里上巴陵，擁有臺灣最大
面積的紅檜森林。園內依山勢起伏設計了紅檜原木－檜香小徑，
亦設立生態教育館及觀景台，讓
到此一遊的民眾能在保護區內一
睹拉拉山自然風采。開放時間：
6:00-17:00，除夕休園。
電話：03-3912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