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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之細路·時光撥格
輕啟細路之罽f

樟之細路·時光撥格

樟之細路·時光撥格—輕啟細路之扉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Raknus Selu Trail—Gently Opening the Door oJSelu 

在秋冬的時光變化與光影明暗之間，悠閒漫步走入龍潭。圍繞在地客庄文化的

大型地景藝術創作，帶領我們看見樟之細路與歷史記憶 。 在58天的藝術季日常中，

除了小巧精緻的客庄小旅行及眾人共賞的草地音樂會，搭配著親子野餐與好客市集

，也有闔家同樂的劇場表演與動手實做的藝術工作坊；—場跨時間與空間的藝術體

驗，走過三坑與大平，是回顧過往片刻，也是記錄當下感受，更是激起未來想像，

期待著你／妳的參與。

With the time change of autumn and winter and between the light and shadow, we 
amble leisurely through Longtan. The large-scale land artwork within Hakka culture 
leads us to see the time of Raknus Selu Trail and historical memory. During the 58-day 
art season, in addition to the exquisite tour of Hakka village and outdoor concert with 
the family picnic and Hakka market, there are also the performance and art workshops 
for everyone to participate. This is an art experience cross time and space. We walk 
through Sankeng and Daping, to review the moments of the past, to record the current 
feeling, and further to stimulate the future imagination.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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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輕啟細路之扉藝術家介紹 樟之細路·時光撥格
輕啟細路之扉

藝術家

林舜龍
LIN Shuen-Long 

1989東京藝術大學美術研究所

畢業， 1 991 年前往國立巴黎高

等藝術學院研究。

王昱翔
WANG Yu-Xiang 

草編藝術家王昱翔，

現任桃園市客家百工百業計畫

顧問。

水內貴英
Takahide MIZUUCHI 

1979年生，

於武藏野美術大學造型學部油

畫科肄業。

仙野作（李桂仙）

藝術家仙野作（李桂仙）帶領三坑

國小學童利用植物化身創作的元

素，拓印於天然的布料上創造出

屬於自我的夢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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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健
Ken KAGEYAMA 

東京藝術大學美術研究所畢業，

為富土常葉大學講師。

潘羽祐
PAN Yu-Yo 

1976出生，

潘羽祐現居於台北。

為專職藝術創作者，

多以繪畫為主。

增田拓史
Hirofumi MASUDA 

1982 出生於日本埼玉縣，

畢業於橫濱美術短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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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之細路·時光撥格
輕啟細路之罽f

輕啟細路之扉－地景藝術介紹

年
輪
下
，
細
說
樟
之
細
路

水
琴
窟

藝術家 I 林舜龍
合作藝術家 I '｛UIB世

大漢溪披著河床上的蒼白卵石 ，如衣衫襤褸

的老嫗襤褸蹣鐦地走著 ， 刮著溪石的水紋，

留下了千年的皺紋，在這裡，她緩緩地為我

們訴説著，當年如何以她豐腴的身子 ， 載運

著芳香的茶葉與樟腦， 在客家的山歌聲中，

一路到大稻埕的風華故事。

曾幾何時，英姿煥發的樟木已被遺忘在雜木材中， 而芳香的茶葉已被廉價舶來茶所取代，而充滿著先民們

胼手胝足開墾故事的樟之細路，亦被掩埋在荒煙漫草中 。台三線上呼嘯而過的旅人 ， 從未在意它的存在，

縱使它曾經為這塊島嶼付出了最大的心力與貢獻了經濟的基礎。今以《年輪下，細説樟之細路》作品，設

置於大漢溪畔的三坑自然生態公園的湖邊。不只緬懷紀念先民外，更能讓我們飲水思源。

以鋼板及樟木組構成一株如歷經滄桑的老樟樹，如歷史的巨人巍然矗立在湖畔的小山丘上 ，一株樟木的樹

苗依亻畏著它。踏著柔軟粗木屑鋪設之地面 ， 側身進入大樹幹軀之內，陽光透過細縫洩入的幽暗空間中央處

，是一顆象徵伯公的溪石，上方的OR code媽媽道來樟之細路之始末 。頂上是一片鋼板鏤刻著年代大事紀

的年輪。 下方懸掛一羽蜻蜓翅膀，臆風吹入的風 ， 輕盈地晃動，腳下的溪石伯公代表著土地 ， 羽翼代表著

天空 ，而年輪則代表著時間，在天地的空間中 ，時光緩緩移動，我們小心翼翼地輕輕推開了塵封巳久的細

路之扉。

循著葉拓的圓盤石板，經過樹林小溪，來到了一口以卵石堆砌的水琴窟，上方圓形水盤的清澈水面，鏡映

著天空，水滴落陶甕的回音隱約傳出 ，如幽谷之天籟之音，傾身貼耳在卵石上 ， 感受溫度與涓滴的吟唱。

這是一座將時間與空間揉合成一個具體化的地景藝術作品 ，也是與周遭之自然環境、山嶺、湖水 、 溪流…

等融合一體的樟之細路微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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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啟細路之扉－地景藝術介紹 樟之細路·時光撥格
輕啟細路之罽！

稻之蛹 藝術家

合作藝術家

林舜龍
王昱翔

從《家的記憶風景》丶《年輪下，細説樟之細路》到《稻之蛹》是三坑的三部曲，歷史在靜默

的凝視中吟唱著。從久遠以前的移墾年代，家家戶戶聚集成客庄聚落，爾後採收經濟作物，與

自然共生，然而在這時代變遷神速的今日，人際關係冷漠疏離的現代化生活裡的人們，回歸自

然是—種奢侈的想望。

今以《稻之蛹》三件作品設置於自然公園的綠林湖畔，提供遊客及里民一處交流紓壓的空間。

以環形銅條及麻繩連結成一軟性結構，再以草繩編織內壁，外部則以稻草鋪設，以利雨水滑落

，不致滲流入內。大小三座皆懸吊於湖邊大樹上，離地約五十餘公分，令其有飄浮狀。有機型

態的入口孔洞，可讓人輕易進入席坐柔軟草堆上，空間中適合成雙入座。稻草素材飄散稻香，

三座可互相交流，亦可在輕晃中觀賞湖光月色，頂上的燈，更能增在夜晚添—份浪漫氣氛。

《稻之蛹》以台灣主食農作物為素材，形塑代表自然生態之蛹，二者合體，象徵著人與自然和

諧共處的里山精神，亦如一具具的母胎，輕輕晃動胎體，呼喚著疲憊的靈魂，在此尋回片刻的

永恆與安寧。

心如｀
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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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之兄；；［：發格 1 輕啟細路之扉－地景藝術介紹

家

訂
的

m 訐 扁記
憶

叩 弔 臨術家 I 林舜龍風
合4 + 作藝術家 I 祚63才打片早

早

炎熱的午後，大平聚落的大街上，幾乎看不到人影，只有屋影靜靜地躺在地上午睡著，隨風婆娑的樹蔭如

為它輕拂的扇子，時間的步伐，在這裡顯得特別傭懶緩慢，縱使在午後雷陣雨後，依然幽然自在。回看昔

日的大平，貨物集散、商賈喧囂的繁榮面貌，亦在時代的變遷中，逐漸抹去胭脂，留下略顯恫恨的樸實，

步入街坊巷弄中 ，依稀在不起眼的角落中，嗅到殘留的昔日味道，也可以在居民的眼神與話語中 ，閲讀到

對傳統的驕傲與流逝的無奈。

今以《家的記憶風景》作品，設置於大平聚落集會所公園草地廣場上，四周綠茵扶疏，緊鄰里民家屋遠眺

群山。作品以老屋拆卸下的大小老舊門窗及花格鐵窗等拼置在家屋形態的鋼骨框架上，也結合了老物件拓

印出的水泥板，傳統建屋的材料工法之板片，如砌磚、 疊石、竹編，石灰土牆、木作竹構、磁磚拼花…等

，架構出一座人字形屋頂的方正家屋，離地二尺呈現飄浮逝去之意象。從二面屋頂，四面牆及一面鋪置玻

璃的地板上的門窗，皆可開啟，或開或闔形成屋子的不同表情。陽光、風、雨水滲透入內，地面上透過玻

璃層下開啟的門窗，可看見下方的土地；而上方則是一片片的雲朵飄過天花板的門窗之間，開啟的門窗，

就想老人家靜默地凝視著不停變貌的景色與來來去去的人事物。

房舍周圍是一件件曾經與家族共度時光的舊物件，彈簧外露的床、缺腳的椅子、褪色的餐桌、斑駁的衣櫃

、老舊的躺椅、孩孫的玩具、阿嬤的廚具等物件，都與屋舍一樣被撐高離地兩尺與其等高，每一物件下方

懸掛小燈一盞，在風中微晃；在夜中微光。

《家的記憶風景》建構一個聚落群聚成家屋的集合量體；同時又將家屋分解散佈自然環境中，形成兩者錯

置的對話與辯證之關係。從外部看到的是分散與凝聚的家之記憶風景；而步入家屋內部時，隔著記憶的皮

層，在空蕩的空間中，看到曾經在家裡的物件，四處漂泊，又同時看見記憶中的風景。《家的記憶風景》

以既成物件組構地景，企圖呈現一種今昔內外的交錯時光空間，觀者在此空間游走的體驗實感中 ，尋得自

身與記憶的對話。

《記憶之河》作品延伸《家的記憶風景》設置概

念，以三坑大平的聚落生活為發想，邀請民眾共

同參與，把家族的生活記憶以拓印、疊印的方式

，交疊出生命河流的軌跡，凸顯現實生活中代表

時間洪流的大漢溪儘管涌溺洗刷著河床，但代表

家族的記憶之河卻緊緊地刻劃在居民的生活記憶

，超越時光任人優游。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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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輕啟細路之扉－地景藝術介紹 樟之細路 · 時光撥格
輕啟細路之扉

-4' 浮草庵—從湖上觀望

藝術家 I 水內貴英

《浮草庵－從湖上觀望》，為—個將茶室漂

浮在三坑自然生態公園，讓民眾可在此喝茶

，並針對此地區的歷史及文化有所體悟的體
驗型作品。

茶是很有名的台灣名產，而作品設置點的龍潭做為茶的生產及運輸集貨地也有著光榮的歷史。

因此，我以茶作為此作品的主題，透過茶有可讓人想深入探討這文化的因素 ， 想打造—個可讓

人思考這地區的歷史及文化，還有當地居民的作品。

在我的母國日本， 「茶道 」 可作為日本茶文化的一個象徵。茶道會在一個專門喝茶的小建築物

「茶室 」 裡舉辦。在那裡，喝茶的人及泡茶的人，都須依照傳統規定的規矩來動作，是＿種儀

式性很強的茶文化。在此儀式性的活動中，有著「公平性」及「對話」 的要素。

「公平性 」 即為，不管你在社會上是怎麼樣的屬性 ， 在茶道活動中都應該只把你看作一個正常

人對待，這是茶道的理論。就算你身為—個有著絕對權利的王者，在茶室中，你也需將此權利

卸下。

「對話」，則是指根據上述的公平性，雙方進行哲學性的意向交流。

泡茶的人及喝茶的人雖然有時候也會有話語的交流，但不説出口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根據泡

茶的人所使用的道具如茶碗、和菓子、裝飾品等的組合來傳遞他想表達的，而喝茶的人則根據

自己的解讀來回答。

這次，我將融合有著這樣特質的茶室及龍潭當地的茶，來訪者可在湖上的茶室，用著藝術家與

當地居民製作的茶碗來喝當地出產的茶。用著不知道製作者是誰的，留著指印的茶碗，也算是

超越社會屬性，與沒有直接見面過的人，透過茶碗交流親密的意向。這以某種意義來説也像是

無形中的靈性相擁。來訪者可—邊在平靜的湖面上喝著茶， —邊想著未曾謀面的茶碗製作者，

以及這地域的歷史過往，還有未來的樣子。

06 



樟之'::[｀產格 1 輕啟細路之扉－地景藝術介紹

打造彩虹，龍潭細路

。
.AL'

) 

b • 

藝術家 I 水內貴英

本次藝術季我將控制農業用灑水噴頭，於大平

紅橋打造出人工彩虹的作品。自古以來，彩虹

就包含了各種意義及傳説，像是「彩虹的盡頭

埋藏著寶藏」等，彩虹總是意味及象徵著幸福

和財富。也由於彩虹無法在各個顏色間清楚的

劃分界線這個特性，使彩虹也有「多樣性」、

「共存」這些含義。另外，由於構成彩虹的陽

光、水這些也同樣為孕育生命重要的元素，因

此也可讓人將之與豐富的自然及生氣蓬勃的動

植物環境做聯想。

彩虹這樣的形象，與自古以來刻苦耐勞，在和其他民族或是嚴峻的大自然共存之中，在豐富的

自然環境下打造出屬於自己的烏托邦的客家民族的歷史不謀而和。而大平紅橋對於如在象徵這

地區的紅橋打造出彩虹作品，將成為—件慶祝龍潭的歷史及自然環境的藝術作品。

在不同地方出現的彩虹是同—個彩虹嗎？到目前為止，我曾經在各種不同的場域用水製造大型

水霧，並計算陽光照射角度，營造出彩虹現象，形成乍看相似卻是各自獨立的彩虹作品。觀賞

者在觀賞彩虹的同時，透過彩虹也可以看見彩虹背後展開的那片風景。

除了實際上眼睛可見的彩虹，在我的每個彩虹作品裡，都有著相同的構造，這也代表著每—份

同等的「祝福」°

在製作彩虹時，我會考慮那個場域的歷史、文化、人文等意義及背景來做設置場所的選擇。而

在這次的藝術季中，透過以紅橋為背景來打造彩虹，讓平常經過這座橋的人們，可以對自己所

構築起來的龍潭地域文化、歷史而有所發想，並—起對那些歷史及文化給予祝福。

每當觀賞者透過彩虹看見不同景色，和那景色所包含的不同意義時，都將了解各地出現的同樣

彩虹皆是不同的作品。

使用相同方法在各地域製作彩虹，是為了透過彩虹將各地方連繫起來。

我會製作彩虹的地方，都一定有當地的文化及歷史背景，那些歷史及文化大都是被忽略或被大

部分人忘記的 ，也因此才有這些帶有祝福的彩虹誕生。透過這樣的過程可以慢慢發現 ，我們在

這些被忽略或即將被忘記的事物中，才可能發現真正重要的東西。

米備註 ： 彩虹非全日可觀賞，有特定觀賞時間 ， 請依照官網及粉專時刻表為主 ，也受天氣因素影響，若為
雨天則無法觀賞。

07 



輕啟細路之扉－地景藝術介紹
樟之細路·時光撥格

輕啟細路之扉

與自然共生共有
藝術家 I 景山健

靠著豐富的資源一路生活過來的台灣人及日本人，在我們身上可看見與自然的關係和與

大自然應該維持怎麼樣的關係。這次我希望從筷子文化這象徵著手，好好利用這從山上

取來的材料，打造一個重新思考它特徵的機會。

這次的作品製作，希望能以地區住民為中心，召集學校等越多人來—同親身參與製作。

內部空間的製作為先以竹子架構—個空間，在其上將竹筷、小樹枝組裝起來，將隙縫都

填滿，這個創作行為可隨時持續進行。

在展期最後一天，學習日本在戶外空地起火燃燒廢棄物的習慣，

將作品點火使之化成灰回歸土地，代表我們對於有機會參與這

作品而對自然的神明表達感謝，

並賦予這片土地新的活力泉源。

三人力車計畫
藝術家 I 增田拓史

我於2010年在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第一次做這項計畫，本次的藝術季我將

以另一種形式重現。作品的概念是來自於日治時期，臺灣和日本之間的

關係，根據研究，當時在日治時期，人力車是人們主要的運輸工具，但

在當時的社會 ， 只有日本人可以坐在後座，人力車的車伕都是臺灣人。

從這個歷史背景得到我這次計畫的靈感來源，我希望能換我來服務臺灣

的民眾，但同時這次我會增加兩個踏板在後座，讓乘客也能助我—臂之

力，在這個過程中，乘客與駕駛間將會產生—段更平等的關係。

蘋拓工作坊成果展
藝術家 I 仙野作

（李桂仙）

藝術家仙野作（李桂仙）帶領三坑國小學童利用植物化身創作的元素，拓

印於天然的布料上創造出屬於自我的夢幻世界，也讓學生更貼近大自然

，在生活、美學、自然之間建立不同以往的連結與想像，學童們以植物

拓印出獨一無二的作品佈置在三坑老街的黑白洗周邊及大平聚落的洗當

淨兩地，吸引遊客前往兩處代表客家水圳文化和洗衣場文化的景點，並

親自感受其美好。

08 



樟之細路·時光撥格輕啟細路之扉 1 主題活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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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 10.27 
客庄有藝思－三坑大平走踏趣

多項系列活動帶你看見客庄之美

·客庄限定小旅行

·浮草庵－茶道交流

·三人力車計畫

·牛欄河劇場表演－細説三坑子／細説樟之細路

11.02 - 11.03 
綠野森活日－無痕野餐草地音樂會

·無痕野餐－BYO (Bring Your Own) 活動

·草地音樂會演出陣容

·好客文創市集－消費集點送好禮

·主題體驗活動－

區、馬賽克拼磚DIY創作／客家點心牛汶水DIY
區區》黏土油桐花蠟燭製作／福菜醃製DIY

·客庄限定小旅行

...... 各項系列活動報名
請上官方網站



I 主題活動介紹 樟之細路·時光撥格
輕啟細路之扉

11.16 ~ 11.23 
家家戶戶小板凳工作坊

活動介紹：結合桃園大溪木藝與三坑老街農村故事，將家族記憶

的元素放進木製小板凳中，三和木藝工作坊將透過榫接技巧帶領

學員製作小板凳，重新賦予小家具新生命力，學員可將完成作品

掛置在永福台下的牆面架子上，形成一道愛心板凳牆。民眾可以

借用板凳，或是在欣賞藝術季中牛欄河劇場環境劇場表演使用。

場次： 11/16 丶 11/17 丶 11/23

11.30 ~ 12.15 
細水長流素麵活動

活動介紹：藝術家石井惠將於客庄傳統聚落三坑老街舉辦流水素

麵活動，在日本雖然是七夕時的特定活動，但藝術家希望以其展

現水的流動性的特色，呼應客家水圳文化，以及永福台下三坑老

` 古井的故事。

場次： 12/01 、 12/15
時間： 上午 10:00-12:00

七夕馬工作坊

活動介紹：藝術家石井惠所舉辦的七夕草馬工作坊，將邀請親子 i

以稻草製作七夕馬，七夕馬有著祈福的意涵，製作完後也可讓孩

童帶著在田野間玩耍，感受三坑的自然風情。

場次： 11/30 、 12/14
時間： 上午 10:00-12:00 ，下午 1 :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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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之細路·時光撥格輕啟細路之扉 1 主題活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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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10.27 
客庄有藝思－三坑大平走踏趣

客庄限定小旅行

活動介紹：以歷史人文、環境生態及產業特色為主題規劃三種主題路線，由地方達

人、文史工作者一同聯手，帶領民眾踏上客家先民入山開墾的歷史軌跡、感受客庄

歷史的人文風情和體會桃園山河的瑰麗景致。

老街繁華—龍潭第一街的舊時今日

歷史漫步—大平眾落與大平橋

山河故事—大漢溪自然生態觀察體驗（三坑自然生態公園）

米備註： 11 /02 、 11 /03 

浮草庵－茶道交流

活動介紹：茶為台灣的名產，龍潭做為茶的運輸集貨地也有著光

榮的歷史，透過此活動來訪者可在浮草庵中，使用著藝術家水內

貴英與當地居民製作的茶碗，喝著當地出產的茶，與藝術家交流

』
。來訪者可一邊在平靜的湖面上喝著茶，一邊想著素未謀面的茶

碗製作者、這地域的歷史過往及未來的樣子。

地點： 三坑自然生態公園生態池

《一

場次： 10/26 丶 10/27 、 11/23 丶 11/24 丶 11/30 、 12/1 、 12/7 丶 12/8 丶 12/14 、 12/15
開放時間： 上午 10:00-12:00 ，下午 14:00-16:00 (30分鐘／組，一組最多3人）

此為藝術家原創表演，與日本傳統茶道表演不同。因安全考量，若遇雨天或強風，

將暫停舉辦。

三人力車計畫

活動介紹：展期間的周末藝術家增田拓史會在三坑老街邀請遊客或當地居民搭上他

的人力車，與他一起踩踏，探索三坑老街客庄聚落及田野之美。在搭乘的過程中，

藝術家將和民眾聊天交流，當地居民可以述説著三坑的老故事，或是向藝術家介紹

客庄文化，透過此人力車計畫，將產生國際文化的交流。

地點： 三坑老街

自10/26起，每周六及周日，早上 10:00-11:00 ，下午 15:00-17:00

(11 /9. 11/10兩日將會更改場地舉行，將另行通知），因安全考量，如遇雨天將暫停
活動。



I 主題活動介紹 樟之細路·時光撥格
輕啟細路之扉

牛欄河劇場表演－細說三坑子／細說樟之細路

表演時間約為30分鐘，表演時間： 14:00-14:30

細説三坑： 青錢第前廣場

細説樟之細路： 大平里集會所外草坪

客家劇團牛欄河劇場將帶來環境劇，三坑老街及大平聚落為主要

場域，邀請當地居民及遊客觀賞他們所帶來的客家故事 。 戲劇全

程以客語呈現，將各場域的藝文史蹟融入劇情當中，用説故事的方 ｀守

式呈現，帶領民眾認識在地的故事。

11.02 -11.03 
綠野森活H－無痕野餐草地音樂會

草地音樂會演出陣容 活動地點： 三坑自然生態公園
活動時間： 11/2 （六）、 11/3 （日） 14:00-17:00 

鼬
【歡笑的孩童世界 】 【 新生代原聲 】
小丑魔術秀 微醜開根

./ _' 
【 情深王子 】
郭忠祐

] 
【 在地美聲 】
黃宇寒

【 客庄調茶 】
時尚潮飲秀

丶
．
｀

` 

｀鬥【客家金曲 】
二本貓

【神奇的童趣泡泡 】
奇幻泡泡

【兒童帶動跳 】
Y弟Y妹唱跳

| 時間 11/O2活動流程 1 1/O3活動流程 I 

13:50~14:00 主持人開場

14:00~14:05 貴賓致詞

14 : 05~ 14 : 30 Y弟Y妹唱跳 Y弟Y妹唱跳

14:30~15:00 微醮開根 郭忠祐

15:00~15:30 奇幻泡泡

15:30~16:00 復客鄉音 黃宇寒

16:00~16:30 客庄調茶秀

16:30~17:00 青鳥合唱團

【 客家復興 】 【 客家復興 】
青烏合唱團 復客鄉音Lo i 柘 Gui

主持人開場

小丑魔術秀

客庄調茶秀

二本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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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之細路·時光撥格輕啟細路之扉 1 主題活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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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痕野餐－BYO (Bring Your Own)活動
繁忙的生活讓你疲憊了嗎？快帶著全家大小來一場既環保又有趣的無痕野餐活動吧！

快跟我們一起響應BYO (Bring Your Own) ，讓我們在歡樂野餐之餘也能同時做到垃

圾不落地、隨手清垃圾來保護生態綠地哦！

好客文創市集－消費集點送好禮
於大會服務台索取集章卡。

於單—店家蚓肚d計迢祐，即可兑換印章—枚。
一印章即可兑換「精美小禮物」乙份。
11 /02-11 /03之集章卡可合併計算。

主題體驗活動

樟之細路·時光撥格

Fn 收-,. -`＂三""
材客市梟 起野料趣

奐章适扯

凸］［］［
[[[)[ 
.... ,g,......... , ..... . ..... 、 g··" 、 ..... 

本次活動將分別從歷史、飲食、服飾及建築等面向，推出親子同歡共學的DIY手作體

驗課程，希冀參與民眾手作體驗的過程中體會台灣客家文化的獨特性，更透過課程

教學達到傳承客家傳統文化之目的。

＠馬賽克拼磚DIY創作／客家點心牛汶水DIY
＠翥9黏土油桐花蠟燭製作／福菜醃製DIY

客庄限定小旅行
活動介紹：以歷史人文、環境生態及產業特色為主題規劃三種主題路線，由地方達

人、文史工作者一同聯手，帶領民眾踏上客家先民入山開墾的歷史軌跡、感受客庄

歷史的人文風情和體會桃園山河的瑰麗景致。

老街繁華—龍潭第一街的舊時今日

米備註： 10/26 、 10/27

歷史漫步—大平覈落與大平橋

米備註： 10/26 、 10/27

山河故事一大漢溪自然生態觀察體驗（三坑自然生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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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三坑老街（桃園市龍潭區三坑子）

0 自行開車：
1 ．下龍潭交流道，接113縣道往石門水庫，至漢英高中右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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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三坑自然生態公園（桃園市龍潭區三坑里）

0 自行開車：
龍潭出口交流道一分岔路靠左往石門水庫前進一左轉進入國道三號龍潭交流道聯絡道／大昌路
二段一左轉進入中正路一中正路佳安段靠右一永福路左轉一延指標抵達三坑自然生態公園。

0 大平紅橋（桃園市龍潭區石門路55巷內）

0 自行開車：
龍潭出口交流道一分岔路靠左往石門水庫前進一左轉進入國道三號龍潭交流道聯絡道／大昌路

二段一左轉進入中正路－＞左轉石門路－＞石門路55巷進入，下行約200公尺即見大平橋。

0 大眾運輸：
搭乘公車5048 、 5055 、 5051 、 5055 、 5056 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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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4 

^ ^ 



樟之細路·時光撥格
輕啟細路之罽f

活動場域周邊優良店家

籃
編號餐廳名稱 電話 地址 編號店家名稱 電話 地址

1 小橋流水活魚餐廳 03-4111003 龍潭區佳安里文化路1095號 31 石峰活魚餐廳 03-4712034 龍潭區大平里石門路93號

2 茗圜活魚餐廳 03-4713888 龍潭區中正路佳安段380號 32 全家福活魚餐廳 03-4712626 龍潭區大平里永和路2號

3 綠野鄉村湘菜館 03-4714828 龍潭區文化路445號 33 鴻星活魚餐廳 03-4712643 龍潭區大平里龍源路685號

4 老地坊餐廳 03-4713157 龍潭區中正路佳安段348號 34 北合餐廳 03-4711 1 68 龍潭區龍源路大平段690巷2號

5 金龍活魚餐廳 03-3884261 大溪區復興里環湖路＿段881 之1號 35 石湖活魚餐廳 03-4713591 龍澧區太平里龍澱路大平段690巷51號

6 心蘭活魚餐廳 03-4713992 龍潭區佳安里十一份路200號 36 糊口老街客家活魚餐廳 03-41 12971 龍潭區龍源路大平段790號

7 金園活魚餐廳 03-4712791 龍潭區佳安里十一份路208之1號 37 橋頭活魚餐廳 03-4713335 龍潭區大平里二坪段1 一1號

8 王朝活魚餐廳 03-4713093 龍潭區文化路1 69之1號 38 大境頂活魚餐廳 03-4712185 大溪區環湖路—段56號

9 金蘭活魚餐龐 03-4713138 龍潭區文化路51-1號 39 十一份土雞活魚餐廳 03-3888428 大溪區康莊路五段70號

10 全家齶龍活魚餐廳 03-4711990 龍潭區佳安里文化路138之1號 40 山霸王活魚土雞餐廳 03-3887989 大溪區康莊路五段82號

1 1 榮莊鱒龍活魚餐廳 0963-602911 龍潭區佳安里文化路61號 41 魚師父活魚餐廳 03-41 11333 龍潭區三坑里永福路35號

12 六福亭活魚餐廳 03-4713939 龍潭區佳安里文化路57之1號 42 福臨活魚餐廳 03-4712301 大溪區康莊路五段174號

13 石圜活魚餐廳（文化店） 03-4712308 龍潭區佳安里文化路57之2號 43 菓園活魚土雞餐廳 03-4712603 大溪區康莊路五段182號

14 玉蘭活魚餐廳 03-4712696 龍潭區佳安里文化路1號 44 水源地餐廳 03-4712886 大溪區康莊路五段709號

15 賓帥活魚湘菜餐廳 03-4896896 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616號 45 鴻昌活魚餐廳 03-4711047 大溪區環湖路一段22號

16 南圜活魚餐麋 03-4712412 龍潭區佳安西路5之5號 46 順將活魚餐廳 03-4713859 大溪區環湖路一段28號

17 大石門活魚餐廳 03-4712522 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西路5之6號 47 小江正宗水庫活魚餐廳 03-4711039 大溪區環湖路二段40號

18 佳安活魚老店 03-4711118 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西路5之7號 48 大自然水庫活魚餐屬 03-4711393 大溪區環湖路—段42號

19 福隆活魚土雞餐廳 03- 4713715 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西路92號 -20 石門花圖活魚餐廳 03-4713748 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5號 l 店家名稱 電話 地址
21 阿姆坪餐廳 03-3883729 大溪區復興里環湖路2段638號 桃圍大溪

笠復威斯汀度假酒店 03- 2725777 大溪區日新路166號
22 東湖活魚餐廳 03-3884788 九奚區復興里15邱環湖路二段600巷8號

23 頂有水庫活魚餐廳 03-4713326 大溪區環湖路一段1之6號

石門水庫
福華渡假飯店 03-4112323 龍潭區民富街176號

24 紅燈籠農家菜餐廳 03-4711880 龍潭區中正路三坑段608號 制圜市渡船遊挺商業
同業公會－阿螂弼馬頭 0910-395821 大溪區環湖路二段548巷20號

25 紅矗客家小館 03- 4713947 龍潭區中正路三坑段688號

26 磊圜活魚餐龎
市同渡業船公蹶會－商大業壩馬頭 0975-953758 大溪區環湖路一段68號

03-4711777 龍潭區中正路三坑段711號 （石門水庫遊客中心旁）

27 恬園食坊 03-4712707 龍潭鄉中正路三坑段733號 渴望會館 03-4072999 龍潭區渴望路428號

28 新龍泉花園餐廳 03-4711968 龍潭區中正路三坑段768巷32號 小人國主題樂園 03-4717211 龍潭區高原路891號

29 祥和園活魚餐廳 03-4713279 龍潭區中正路三坑段779號 戀曲崙里咖啡館 0933-233859 龍潭區民治七街104號

30 佳園活魚餐廳 03-4711783 龍潭區中正路三坑段782巷8號 邊界驛站－龍潭店 03-4115868 龍潭區中正路三坑段525-1號

華（龍川潭宴三痲坑辣店鴛）鴛火鍋 03-4111189 龍潭區三烷里永福路32巷2號

15 



廣告

活動詳情請上活動官方網站

浪漫台三線藝術季
＠樟之細路時光撥格輕啟細路之扉 丨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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