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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灣  七天六夜精緻慢遊 

 故鄉茶香  老街巡禮  駐足南園 

 蒐集奇岩  漫步岬角  時光輕旅 

 一趟見證北台灣歷史、藝術、人文與特殊地質風貌之旅 

 2019 年 12 月 6 日至 12 月 12 日 

主辦單位: 世界日報．有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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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遊               圖片來源: 交通部觀光局 

 北台灣 

 一趟見證北台灣歷史、藝術、人文與特殊地質風貌之旅 

 

    行程特色   

   走訪北海岸驚嘆地質奇岩鬼斧神工    美麗茶鄉傾聽一心二葉的動人故事 

   老街巡禮品嘗古早美味與兒時記憶    砲台歷史遺跡繽紛漁港今昔和平島 

   探訪環境美學與心靈的故鄉法鼓山    訪最大戶外美術館看朱銘雕塑藝術 

   駐足陽明山小油坑遠眺大屯七星山    參觀總統府走進大稻埕讀台灣歷史 

   飽覽故宮典藏品士林官邸庭園造景    歇腳南園體驗企業家專屬休閒客棧 

   尋覓客家村落閩南建築擂茶與陶瓷    由社區文史工作者專業的導覽解說   

                                                       



           

                                     第一天          

12/06 

 圖片來源 : 新北市文化局 / 交通部觀光局 

新北市坪林茶葉博物館 
   坪林區是一個高山森林環繞的山城，自然資源豐富，為大臺北的美麗後花園。而文山包種茶的

產製和銷售，為坪林區最重要的經濟資源，茶園面積近千公頃，讓坪林具有獨特茶區特色，是一個

充滿豐富資源與觀光潛力的美麗茶鄉。1997 年成立的坪林茶業博物館，坐落於坪林區北勢溪畔，佔

地近 3 公頃，是一座閩南安溪風格的四合院建築，以婉約深遂的江南庭園之美，結合當代建築語

彙，架構這座雅致沉靜的茶文化殿堂。同時透過博物館內含展示館、體驗館、茶藝教室等空間，重

新演繹「茶」在當代的無限可能，述說一心二葉嫩芽下的無數動人故事。 

石碇深坑老街 
     深坑地理位置四面環山，為深坑區主要的商圈，主要販售豆腐相關美食、芋圓、肉粽等，亦有

古早味十足的童玩店供民眾參觀選購。老街全長約三百公尺，以純手工製作的方式加以鹽滷的「深

坑豆腐」聞名全國，現今隨處可見各式豆腐衍生商品。每年市政府文化局都舉辦「深坑四寶文化

節」以豆腐、綠竹筍、黑豬肉、茶葉等四樣在地名產為地方行銷。 

    這些古老的市街，值得做一番巡禮。深坑開發甚早，儘管已經沒落，聚落區仍然保有許多的老

建築，當中唯一被列古蹟的永安居，知名度相當高，而磚造的福安居，氣派的德鄰居，都是值得尋

訪的典雅古厝。 

 

   8:00  

   集合          坪林           石碇         午餐         石碇          晚餐              基隆   

 松山機場      茶葉博物館     深坑老街    邀月茶坊      千島湖       酒店自助餐       長榮桂冠酒店 

 



 



石碇千島湖 

    美名”台灣小千島”的石碇千島湖，位在翡翠水庫的上游，眾多山巒與湖水形成集水潭，從定

點看向遠方，山巒翠綠，湖水清澈，山與水的蜿蜒交錯、以及與茶田的相互交應，讓千島湖更增添

了仙境的色彩。天氣晴朗時，千島湖的湖水面呈現碧綠的顏色，在無雲晴朗的天氣，還可以看到湖

中倒印著天空的水藍，虛無飄渺的景像，更讓千島湖顯得更加美麗動人，離新店不遠的千島湖，是

台北民眾踏青的好地方，也讓旅人不必跑到大陸，就可以看到所謂”千島”的壯闊景緻，是台北另

類的旅遊景點。 

              

 

 

 

 

 

 

 

 

 

 

 

 

 

 

 

 

 

 

 

 

 

 

 

 

 

 

 

 

 

 

 



 

第二天 

12/07 

白米甕砲台 

白米甕砲台位在基隆港口西岸高地上，與東岸的和平島

互為犄角，共扼基隆港門，形勢非常險要，砲台可能早

在 300 多年前的西班牙及後來的荷蘭佔據時代就已設

置，因此有「荷蘭城砲台」之稱，屬於市定古蹟，位處

港口高地山坡，在碧海藍天，山海交戀下，格外顯得秀

麗。砲台附近一帶舊稱為荷蘭城，此名源自於當時駐紮

該區的清兵多為湖南籍，而後台灣居民因語言之誤諧音為「荷蘭」，後人遂稱其荷蘭城。創建年代在

光緒年間，今日所見形貌為日據時期砌造改建。目前雖僅存四個砲台基座，因景觀秀麗，常吸引許

多新人到此拍攝婚紗留念。(照片 Wiki) 

基隆廟口夜市 

位於基隆市仁三路旁的奠濟宮周圍，從愛二路

至愛三路之間的仁三路，小吃種類眾多，短短

3、400 公尺，卻聚集了有近 200 個攤位，走在

其間，嘴巴沒有一刻停閒，這時你會期望自己

是個超級大胃王，能將這基隆廟口夜市的所有

美食都能一一品嚐。夜市中每位經營的老闆都

巧心創作口味和料理，用料實在而且價錢公

道、色香味俱全；也難怪每天這兒都相當的熱

鬧。著名小吃有鼎邊趖、天婦羅、肉羹、蚵仔煎與滷肉飯….等，應有盡有，不論是海鮮還是香烤雞

肉、水果冰品，各種小吃口味道地，一路吃下來就像是走遍了整個臺灣，讓人來了還想再來。除了

本地人愛來這裡打打牙祭之外，觀光客也相偕而來呢！所以想要一嚐臺灣的特有美食小吃，基隆廟

口你可不能錯過喔！         照片資料: 交通部觀光局 

 

 

   飯店早餐     基隆港       正濱漁港       午餐         鼻頭角步道       基隆            基隆 

               白米甕砲台     和平島    海宴海鮮餐廳                    廟口夜市       長榮桂冠酒店 

                (荷蘭城)                                                     



 

正濱漁港 

正濱漁港位於和平島南方，是歷史悠久的老漁港，正濱漁港彩色屋與和平島僅一水之隔，是最近半

年爆紅的新景點。基隆市政府將正濱漁港 10 幾棟老屋子彩繪成彩色屋，美化漁港景觀。完工之後， 

單調灰暗的漁村建築，色彩變為活潑鮮艷，充滿浪漫的地中海風情， 被喻為台版威尼斯，立即成為

遊客熱門打卡照相的景點。 

 

瑞芳鼻頭角步道 

瑞芳鼻頭角步道全程 3.5 公里，路程以階

梯為主，來回路程約約兩個小時；鼻頭角

步道有兩個方向可以攀登，一個是從碼頭

的方向、另一個則是從鼻頭國小，一般都

是由以鼻頭國小前進，會比較快能看見美

麗的山海景色！鼻頭角步道就像是萬里長

城一樣，沿著山脈而走，在路途中會經過

許多的上坡和下坡，雖然攀登的過程有辛

苦，但因途中有許多的涼亭可以休息，且每座涼亭能見到的景緻都不一樣，可說處處都是驚喜。 



                                                                

鼻頭角地質公園     圖片來源: 交通部觀光局 

 



   第三天 

    12/08  

   

           

野柳地質公園 

自野柳地質公園入口到海岬的末端，長約 1.7 公里，期間最寬的地方不及 300 公尺。自基金公路野柳

站到海岬的末端，長約 2.4 公里。野柳地質公園的奇岩是世界奇觀之一。由於海岸延伸的方向與地

層及構造線方向近於垂直，外加波浪侵蝕、岩石風化、及海陸相對運動、地殼運動等地質作用的影

響，因而產生罕見的地形、地質景觀。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位於新北市金山區的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倚山面海，視野遼闊，地形則似巨鼓縱臥，占地面

積近 60 公頃。自 1989 年聖嚴法師帶領信眾持誦〈大悲咒〉覓得土地以來，歷經多年籌畫建設，

2005 年 10 月 21 日以「大悲心起」為主題，正式落成開山，是一處落實心靈環保理念的教育園區，

也是一處清淨的觀音道場，為法鼓山信眾心靈的故鄉。法鼓山的建築群，簡潔優雅、清新開闊。它

的每一磚、每一瓦，都包含著尊重生命的心意，它與大自然共生息，是人間的淨土。走在園區，不

自覺得身心舒暢，忘了山下人間瑣事。 

 

 

 飯店         野柳       午餐        法鼓山         朱銘               旅館                陽明山 

 早餐         金山      金山鴨肉                   美術館            自助晚餐          天籟度假酒店 



 

朱銘美術館 

 朱銘美術館由藝術家朱銘於 1999 年 9 月 19 日正式成立，是台灣最大的戶外美術館。原址本是朱銘

用來放置大型雕塑作品之地，而後作品漸多，朱銘乃萌

生創建美術館的念頭。整座美術館的設計、建造共耗費

12 年。為大台北地區重要的美術館之一。 



 

 

 

 

 

 

 

 

 

 

 

全館空間可分成服務中心、第一展覽室、第二展覽室、運動廣場、藝術表演區、朱雋區、兒童藝術

中心、太極廣場、美術館本館、人間廣場、慈母碑、藝術交流區、科學園區、藝術長廊等。園區依

山而建，高度約在海拔 165-185 公尺間，園區內可遠眺金山海景。 

朱銘美術館以「透過與天空山海的對話，治癒現代人心靈的 21 世紀藝術創作空間」為由，榮獲日本

第 14 屆東京創新大賞海外賞。該館「超越現有的美術館、徜徉於大自然中『活生生的美術館』，是

休憩的場所，亦是創作的地方。」 

 

                                                      以上圖片來自朱銘美術館官網 

 



 

第四天 

12/09 

                        圖片來源: 陽明山公園網站 

             

 陽明山小油坑 

小油坑為一處後火山活動地質景觀區，位於七星山的西北麓，由陽金公路的小觀音站右轉可達觀景

步道，海拔約 805 公尺，以「後火山作用」所形成之噴氣孔、硫磺結晶、溫泉及壯觀的崩塌地形最

具特色。除了小油坑本身，在這裡的眺望平台還可遠眺竹子山、大屯山、七星山與小觀音山等火山

錐體，以及金山海岸等。 

 

草山行館 

草山行館原為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招待所，是在 1920 年時為了當時還是皇太子的日本裕仁天皇至台灣

視察時所蓋的 1949 年 12 月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之後，此行館變成為了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官邸，並

成為蔣中正統治台灣的第一個總統官邸。草山行館日式建築風格，主房大門為石砌牆，內部則為木

料建築，規劃有主展廳－美盧、餐飲廳－飲和堂、多功能演講廳、戶外展演區、休閒藝術區、營運

管理中心以及半戶外的咖啡屋。 

 

 

  

飯店        陽明山      草山        午餐          國立        士林           晚餐               內湖 

早餐        小油坑      行館      故宮晶華     故宮博物院     官邸      寧夏夜市千歲宴        宜家商旅 

 



士林官邸 

士林官邸有精緻的庭園造景設計，蟲鳴鳥叫、

景色秀麗，是休閒遊憩的絕佳場所。當年因為

緊鄰著中山北路，佔據極佳的地理位置，可快

速直達總統府，加上後有福山做為倚靠，優越

的地勢，所以成為蔣故總統官邸。士林官邸自

西元 1996 年 8 月全面開放後，成為目前台北市

第一座生態公園，除了官邸部分不開放參觀

外，園區內的花草樹木都是台北市民眾假日休

閒踏青的好去處，每年所舉辦的菊展、梅展和

蘭展都是相當盛大的活動。在士林官邸中，玫瑰是極具代表性的花卉，每年的 3 月至 5 月盛開，迷

人的香氣和繽紛的色彩十分引人入勝。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簡稱故宮，為中華民國最具規模的博物館以及臺灣八景之一。於西元 1965 年興建

完工，中國宮殿式的建築，一、二、三層為展覽陳列空間，藏有全世界最多的無價中華藝術寶藏，

收藏品主要承襲自宋、元、明、清四朝，幾乎涵蓋了整部五千年的中國歷史，數量達 68 萬多件，國

立故宮博物院擁有「中華文化寶庫」的美名，是來台灣旅遊的必訪之地。 

                                                                                  圖片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第五天 

12/10 

 

淡水紅毛城與英國領事館 

屹立於淡水三百餘年的紅毛城，是臺灣現存古老的建築之一，目前列為國家一級古蹟。紅毛城原為

明崇禎 2 年(1629 年)由據有北臺灣的西班牙人創建，當時稱作聖多明哥城，與基隆的聖薩爾瓦多城

互為北海岸上的犄角。後來荷蘭人揮軍北上趕跑西班牙人，重修城樓，「紅毛城」的名稱便由這時流

傳下來。英國領事館屬於淡水古蹟園區內的一部份，淡水紅毛城的東側；英法戰爭後，西元 1867 年

英國人藉著淡水開港通商的機會，向清廷永久租借紅毛城做為英國領事館，建築風格為典型的英國

殖民地建築式樣。 

 

  

     飯店      淡水     英國     午餐       台北       大稻埕     忠烈祠     雙城街          內湖 

     早餐     紅毛城   領事館   淡水紅樓    孔廟                            欣葉台菜      宜家商旅 

                                中餐廳 



 

 

 

 

 

 

 

 

 

 

 

 

 

 

  台北孔廟 

   坐落於台北市大龍峒的孔廟係由當地仕紳捐地於西元 1925 年重建，由泉州名匠王益順擔任臺北

孔廟的總工程師，擔任設計與建造的工作。王益順為泉州惠安縣的溪底村人，是清末福建最有名望

的建築木匠，他將中國南方建築的許多精華，表現在臺北孔廟之中，因此我們今天所見的 臺北孔

廟，可說是很典型的閩南式建築。 

 

  大稻埕 

   走在迪化商圈上讓人感到特別的輕盈，從年貨大街買乾貨，再到霞海城隍廟拜月老，最後在永樂

市場跟著時尚買些布回家佈置，餓了嚐嚐老街的美食，品味在老屋間的咖啡店及甜品店；接近傍晚

時逛逛超有特色的貨櫃屋市集，享受美食佐上碼頭夕陽。 

 

  忠烈祠 

   忠烈祠位在圓山飯店旁，背倚青山，面臨基隆河。建於西元 1969 年，佔地廣大，主建築型式仿

北京故宮太和殿，雄偉壯麗宏偉，象徵著烈士們成仁取義的大無畏精神。忠烈祠大門前站崗的衛

兵，個個酷似雕像，可見訓練之嚴謹！常令聚集觀看的遊客們稱奇讚賞，而每小時衛兵交接換哨儀

式，更是蔚為特色，值得一看。 

 

 

 



圖片來源: WiKI / 交通部觀光局 /台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 



寧夏夜市千歲宴    

以「千歲宴」打響國際名聲， 且獲得眾多美食雜誌和網路爭相報導的寧夏夜市，包含民生西路、南

京西路與重慶北路中間的路段，以臺灣傳統小吃為主，其中以大同區圓環附近令人懷念的古早味，

最讓老臺北人津津樂道。夜市首先將人車分道，方便民眾吃飯與購物，貼心的服務，也是吸引大家

來這裡消費的原因。 ( 攝影: 劉嘉雯 ) 

 
欣葉台菜 
欣葉是從 11 張桌子開始的。成立之初就由現任董事長李秀英女士經營，並打破當時台菜

餐廳只有清粥小菜、無大菜的既定印象，為第一家將台灣筵席菜帶入台菜的餐廳。近年來，

也把精湛的廚藝與文化精神推向更高，以「古味今品」的模式進駐都會商圈。因此欣葉也

是台灣唯獨一家榮獲政府邀請補助，遠赴日本推廣台灣美食的餐廳業者。欣葉提供的料理

是會呼吸的健康菜餚。傳承的精神與成熟技術，提供道地的台菜。親切自然的體貼服務， 

顧客永遠掛著心滿意足的微笑。  

                                圖片來源 : 新北市國定古蹟衙署 (Wiki)  / 新北市政府  / Wiki 及交通部觀光局 

 



                               

第六天 

12/11 

南園人文客棧 
南園為一代報人企業家的私人招待所，曾經招待過無數的國家元首使節，包括蘇聯領導人戈巴契

夫、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以及冰島、菲律賓總理等國際友人。經台灣文創品牌 The One 受託營

運，建築文化融入文創美學，並於 2012 年獲得日本國際設計「Good Design Award」獎項。南園由漢

寶德先生設計，為全世界唯一東方人文江南閩式建築，園林二十七公頃的無邊綠意，亭、臺、樓、

閣、堂、 榭、廊、橋，步移景換，彷如仙台樓閣。 

 

 

 

 

飯店早餐          總統府          午餐        南園人文客棧       南園晚餐+消夜    南園人文客棧 

                     鼎泰豐 

 



  

 

圖片來源: 交通部觀光局 

 

    

    總統府 

       

   位於凱達格蘭大道西側端點的總統府，位於臺灣臺北市博愛特區，為中華民國總統、 

   副總統以及總統府幕僚單位的辦公場所，也是每年元旦及國慶日舉行升旗典禮的地點。 

   廳舍建於 1919 年，建築風格屬「辰野金吾風格」，為文化部所指定的國定古蹟，起初 

   於日治時期作為臺灣總督府，二次大戰後 1948 年至 2006 年間名為「介壽館」，2006 年 

   正式更名為「總統府」，自完工以來皆作為臺灣政治中樞的重要建築。周邊維安森嚴， 

   只有在特定時間才會開放給民眾入內參觀。 

 

 

 

 

 

 

 

 

 

 



 

 

鼎泰豐 

1993 年榮獲美國「紐約時報」評

選世界十大美食餐廳的鼎泰豐，

在第二代經營者楊紀華，從父親暨

創辦人楊秉彝手中接管後，將原本小

吃店的經營模式，轉型為企業經營管

理，達到飲食國際化與世界接軌的目

標，以提供最佳品質與完善服務為第

一項目，不創造一日業績的理念，並

提升品牌的能見度，達到永續經營的

目標。原料的嚴選堅持、食材的細膩

處理、烹飪的嚴謹調味、上桌的品質服務，每一個環節都謹慎面 對，層層把關，

才能將這份信念送到客戶的餐桌上。對美食的堅持，是對 客人的一

種責任，每一刻都是真正打動消費者的關鍵時刻，每一 個細節

都是累積鼎泰豐金字塔的砂礫，鼎泰豐的用心，讓每位 顧客滿

意又安心，這也是鼎泰豐成為國際品牌傳奇故事的基礎。 

 

 

 

 

 

 

 

 

 

 

 

 

 

 

 

 

 

 



 

 

 第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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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埔老街 
北埔老街在清朝時曾是北埔最熱鬧的商業中心，現今短短 200 公尺老街就有 7 座古蹟，古蹟密集度

為全台灣之冠。舉凡台閩一級古蹟金廣福、姜家天水堂、姜阿新故宅，還有三級古蹟慈天宮，都讓

人大開眼界。在老街可以品嚐到以客家為主的美食，像最道地的客家擂茶和著名的石柿餅，整條街

看不到大型的連鎖商店進駐，保持著一股純樸的氣息。 

 

鶯歌陶瓷博物館 

鶯歌陶瓷博物館位於鶯歌區文化路，臨近新設立之鶯歌高職，面向鶯歌溪，於 2000 年 11 月 26 日開

館營運，是全國首座陶瓷專業博物館。新北市鶯歌陶瓷博物館和鶯歌陶瓷公園佔地 12 公頃，整體建

築造型簡潔、自然，主建築規劃成地上 3 層、地下 2 層的展覽館，總面積為 13812.37 平方公尺，建

築形式以灰色清水模、整棟透明的玻璃可穿透連結內外的環境，使空間產生無限延伸和虛實的變

化，整體呈現質樸又設計感豐富的美感，更可襯托出鶯歌陶瓷博物館展品的重要性，新北市鶯歌陶

瓷博物館更成為鶯歌區上一座絕美的地標。 

 

                                        

    南園    南園園區      北埔           午餐             鶯歌            晚餐         桃園機場 

     早餐     遊覽         老街       老頭擺客家菜       陶瓷博物館     桃機美食廣場      送機 



      歌陶瓷博物館 ( 圖片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                          北埔慈天宮( 圖片來源 :Wiki ) 

北埔老街古蹟區是您半日遊最佳選擇，國定古蹟金廣福〈原第一級古蹟〉天水堂，縣定古蹟姜阿新

宅，縣定古蹟慈天宮〈原第三級古蹟〉，曾學熙秀才府邸忠恕堂，都僅距離一百多公尺而已，老街漫

步悠遊即可達。北埔老街道地的客家美食，豐富多樣有純米粄條、客家湯圓、艾草與紅麴菜包、柿

餅、搭配溫潤甘甜的膨風茶，真是人生一大享受。來一趟北埔老街，體驗濃厚的客家文化以及客家

人獨有的擂茶文化、東方美人茶，品嘗美味道地的客家料理。       (照片資料: 新竹縣文化局) 

圖片來源: 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旅館簡介 
基隆長榮桂冠酒店 
長榮桂冠酒店-基隆佇立於台灣最北端迷人的基隆港灣，可眺望遠處的中正公園及欣賞美麗的壯麗海

港，獨攬名符其實的「山海觀」景致。長榮桂冠酒店(基隆)更坐落方便的交通位置，步行約 15 分鐘

即可至著名的基隆廟口夜市；距離基隆中正公園僅約 8 分鐘車程；開車約 30 分鐘即可至台北市中

心，優越的地理位置、壯闊的視野景觀，入住長榮桂冠酒店(基隆)，不論商務或旅遊皆可舒適又放

鬆。 

 

 



陽明山天籟度假酒店 
 

陽明山天籟渡假酒店擁有北台灣最大近 2000 坪湧泉樂園，為 PH 值介於 5~6 的純淨弱酸泉，舒緩坐

臥在溫暖的泉水中，毫無束縛地讓柔軟的波浪將身心的疲憊與壓力全都帶走，原石砌製的寬敞浴

池，群山環繞，潺潺的水聲、清新悅耳的蟲鳴鳥叫，使您舒展疲憊的身心時感到分外享受。炎夏天

籟滑水道與戲水區更是孩子們的天堂，廣闊的腹地讓孩子們可以盡情奔跑沉浸於大自然中，遠離城

市牢籠與 3C 用品，拉近與家人間的距離，另規劃館外遊程溯溪與衝浪等豐富動態體驗，夏季入住陽

明山天籟白天暢遊歡樂，夜晚在群山簇擁中享受靜思溫泉的身心靈療癒饗宴，四季都可享受天籟的

湯泉魅力。 

融和天地人三要素的養生概念，將美學回歸最原始的自然設計理念，簡約現代設計風格融入陽明山

在地風情，展現出陽明山天籟渡假酒店獨特自然風情，在陽明山青鬱的山稜之下，天籟成為全台灣

最大的湯泉主題渡假設計旅店，提供四季奢華渡假的最佳去處。 

 



內湖宜家商旅 
 

成立於 2015 年，宜家商旅座落於內湖科學園區，面對成功路二段，距離桃園國際機場僅 30 分鐘車

程，充滿綠意的空間與寧靜氛圍，是遠離塵囂的台北假日後花園。秉持著為旅客打造如同「家」一

般的舒適自在的空間，宜家商旅在空間設計上採用最療癒人心的原木系家具，旅館入口處，由老舊

皮箱堆疊而起的裝置藝術，出自知名台灣設計師之手，承載並象徵著旅人們於此留下的美好回憶；

館內隨處可見的藝術品，以及當代畫作，是旅館之於當代美學與藝術的重視與堅持；造價一千六百

萬的鋼琴，不定期邀請知名琴師現場演奏，結合午餐及酒吧空間，提供入住旅客最具質感與品味的

空間體驗。 

一如家庭無可取代的溫暖，宜家商旅在空間設計上採用最讓人沒有壓力的原木系家具，入口處由老

舊皮箱堆疊起的裝置藝術，出自知名台灣設計師之手，承載並象徵著旅人們於此留下的美好回憶；

館內隨處可見的藝術品以及當代畫

作，是旅館之於當代美學與藝術品的

重視與堅持；造價一千六百萬的鋼

琴，不定期邀請知名琴師現場演奏，

結合午晚餐 及酒吧空間，為您提供最

具品味與舒適的入住體驗。 

 

 

以上三家旅館照片，均來自業者網站 

 



南園人文客棧 
 

隱身於新竹縣新埔的南園，佔地 27 公頃，中國風的園林式建築，小橋流水、蟲鳴鳥叫，綠意盎然，

走在古色古香的迴廊裡，仿佛穿越了時空，空氣中瀰漫著濃濃的歷史味。The One 團隊於 2007 年第

一次與南園接觸時，非常驚喜的發現，在新竹有一個這樣的地方。由於建築物經過長年的日曬雨

林，日漸傾腐，The One 找回了當初參與建築的團隊，循古法修復，讓南園風華再現。The one 南園

人文休閒客棧為台灣首座導入文化創意與品牌概念的體驗園區，在生活風格品牌「The One」團隊斥

資上億打造後，以人文休閒客棧的風貌再現南園風華。 

 

南園位於新竹縣新埔鎮，是一座幽雅的

山中園林，由聯合報系創辦人王愓吾先

生於 1985 年委請台灣築大師漢寶德先

生設計建造，融合了江南園林、傳統中

國建築、閔南建築特色。漢老師，因地

制宜砌樓造園，闢池疊石、植樹修亭，

只用一年半時間，即建造完成一座秀麗

宜人的庭園，趕在聯合報創刊社慶時，

作為聯合報系員工休假中心。  

 

遊園區內最高的主建築為南樓，以閩式紅磚及台灣檜木打造而成。三合院的造型，分為一樓的宴客

廳、左右兩側的東西廂房、二樓的觀景露臺與三樓的起居室及臥房。站在露台上可眺望遠山、欣賞

山巒景致，尤其微風徐來時，更是倍感身心舒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