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

大板根渡假酒店
電話：(02)2674-9228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插角79號

三峽阿桂的家民宿
電話：0921-157971、0932-004761、0980-988340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金圳里 9鄰金敏路 52 之 1 號

熊旅溫泉飯店 
電話：(02)2673-9456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大德路2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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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好味

傳統與浪漫

品嚐美食雙重好滋味！

最佳伴手禮 廣告

金牛角
來到三峽不可不買的最佳伴手禮，當然就是金牛

角了。三峽販售金牛角的店家數不勝數，已經進

入戰國時代，有的標榜原創傳統，有的標榜創新

口味，從原味吃到各種不同風味的金牛角，遊客

的選擇相對豐富許多。逛完三峽老街，最後當然

要帶幾盒金牛角回家自己品嚐或饋贈親朋好友，

彷彿帶回了三峽老街的滿滿回憶！

碧螺春 vs. 蜜香紅茶 
碧螺春乃三峽特產之一，所謂「碧」就是外觀

看起來碧綠清澈，猶如翡翠一般；「螺」就是

茶芽外形，狀似田螺微微彎曲的形狀。碧螺春

是在春天摘取幼嫩帶新芽的茶菁，再經過加工

所製成的茶品，具有四絕之美，即色、香、味、

形四絕，與龍井茶齊名。三峽紅茶的茶青屬青

心柑仔種，為全臺特有品種，與其他產地的阿

薩姆、紅玉都不同，發酵後的蜜香紅茶喝起來

的味道是屬於茶葉本身的香氣，而不是焙火的

香氣，滋味入喉回甘，具收斂但不澀，曾榮獲

2006 年天下名茶比賽紅茶組金牌獎。

豆乳醬菜 
傳統的豆腐乳、剝皮辣椒和各種醬菜，在三峽老

街周邊都能在專門店找到。用獨門祕法製作的各

種醬菜，不僅是下飯的最佳良伴，也可以搭配其

他食材一起料理，呈現出不同層次感的風味。老

店家的用心製作，讓三峽豆乳醬菜漸漸成為受到

遊客歡迎的伴手禮，所以來到三峽老街一遊，除

了金牛角非買不可，也記得帶幾罐超級入味的豆

乳醬菜回去喔！

1
位於三峽老街口賣清燉花生豬腳的東道飲食

亭，一份豬腳 80 元，卻能吃到好幾塊皮 Q 肉嫩

的美味豬腳。豬腳皮膠質十分豐富，花生不過

度軟爛，搭配彈 Q 的豬腳肉真是絕配！除了可

以單點豬腳肉之外，也能點豬腳便當，吃起來

更有飽足感，不論是當地人或遊客都讚譽有加

的超級平民美食。來到三峽老街一遊，絕對值

得來份清燉花生豬腳，保證讓人回味無窮！

電話：(02)8671-5692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仁愛街 7號

2
一般偶爾在其他老街能吃到的傳統麵茶，通常

都是加熱水沖泡，但在三峽老街口的東道飲食

亭裡，卻能吃到冰冰涼涼的麵茶粉圓冰。滿滿

的古早味麵茶就灑在粉圓冰上，吃的時候可以

稍微攪拌一下，讓噴鼻的麵茶香融入碎冰中，

品嚐起來會更美味。粉圓也是重點，煮得恰到

好處，彈牙香甜！在老街上吃了一輪小吃後，

記得要來碗麵茶粉圓冰，不僅可以解膩還能解

饞呢！

電話：(02)8671-5692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仁愛街 7號

3  海爺紅油皮蛋

海爺紅油皮蛋是網路上知名的團購美食，原來

在三峽就能品嚐得到，實體店面就位於三峽中

華路與愛國路交叉口附近。這裡的紅油皮蛋可

以當作配菜單點，或是直接點一份紅油皮蛋麵。

口感微辣的紅油皮蛋，從紅黑色的賣相就能猜

出一二，店家大廚扎實的火候控制，才能快炒

出這盤辣度鹹度適中的紅油皮蛋。由於口味偏

重，所以十分下飯，搭配其他炒青菜或炒飯一

起吃，是品嚐紅油皮蛋的最佳吃法。

電話：0910-128358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5號

4  肉粽

三峽老街附近的傳統市場上，賣肉粽的店家不

少，大多是北部粽口味。儘管內餡沒有南部粽

的多元豐富，但幾樣材料的使用都是精挑細選，

一吃下去，馬上就能感受到店家對一顆粽子付

出的滿滿用心。三峽的肉粽不僅是當地人習慣

吃的平民美食，外地遊客更是慕名而來，來到

三峽遊玩，經常就會順便多帶幾顆好吃的肉粽

當作伴手禮或回家自己慢慢品嚐！

5  橫溪 Q肉圓

三峽是個充滿極度庶民感的小鎮，離開觀光客
眾多的三角湧老街，周邊仍有許多美味的小吃
等待遊客光臨。特別是位於民生街上的橫溪 Q
肉圓，除了外皮充滿彈性之外，內餡瘦肉吃起
來更是十分香甜。同時包入筍干，搭配紮實的
瘦肉塊，配上店家特製醬汁一起入口，美味的
協調感果然滿分！早上來市場買菜時，餓的時
候只要來一碗肉圓，就感覺十分飽足，真是俗
擱大碗的平民美食呢！

電話：(02)2672-5788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 193 號

6  米血糕

臺灣各地都有販售的米血糕，是十分普遍的小

吃，但三峽三角湧老街上的米血糕風味真是不

錯！特製的三角狀，跟一般常見的菱形有所不

同，更符合三角湧當地的意象。一吃下去，超

軟嫩的米血糕馬上溫暖了嘴，香氣撲鼻的花生

粉和香菜讓味覺大開。最後吃到糕上沾附的

獨製醬汁，完全不死鹹，還帶點甘甘甜甜的

滋味呢！

7  食匠溫州大餛飩  

三峽區小吃雲集，想吃什麼都找得到，想來碗

料多味美的溫州大餛飩也不是問題！位於三峽

文化路上的溫州大餛飩真的是價格公道，用料

實在，半個拳頭大的餛飩，咬下去全是一大片

肉塊。餛飩皮軟綿綿，內餡肉又扎實香甜，再

喝一口湯，滋味十分清香，整體口感超級對味！

天氣若還有點涼，非常推薦來三峽吃一碗溫州

大餛飩，令人口水直流的好滋味，保證讓人魂

牽夢縈，想一吃再吃！

電話：(02)2672-5333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 140 號

8 山泉水手工豆花

來到三峽熱鬧的民生街，逛累且感到口乾舌燥

時，這個時候一定要來上一碗用天然山泉水製

作的手工豆花。手工製作的豆花質地綿密，微

微豆香吃一口就能聞到，進入嘴中舌頭更能清

楚感受到豆花的香氣。另外推薦加薑汁一起品

嚐，特別是在寒冷的冬春交替之際，來碗溫熱

的手工薑汁豆花，讓人全身都暖和起來呢！

電話：(02)2672-1669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 149 號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日 09:00 ～18:00，除除夕外，全年無休。

(服務時間如經調整，以現場公告為準 )

東道飲食亭清燉花生豬腳

東道飲食亭麵茶粉圓冰

3

新北市各地旅遊服務中心

板橋旅遊服務中心 (02)2965-7806

淡水旅遊服務中心 (02)2626-7613

新店旅遊服務中心 (02)2918-8509

瑞芳旅遊服務中心 (02)2497-3813

烏來遊客中心 (02)2661-6355

十分遊客中心 (02)2495-8409

九份遊客中心 (02)2406-3270

猴硐旅遊資訊站 (02)2497-4143

水湳洞遊客中心 (02)2496-1588

輕便路遊客中心 (02)2497-3949

烏來瀑布遊客中心 (02)2661-6942

菁桐天燈館 (02)2495-2358

來去自如
來去三峽  條條大路都嘛通

開車

國道3號→三鶯交流道→中山路→三峽

公車

捷 運板南線至永寧站，轉搭705、706、916及三鶯線捷運先導公車981，即

可到達三峽市區。或搭乘捷運至府中站，轉乘910公車；或搭乘捷運中和
線至景安站，轉乘908、921公車亦可抵達。

火車

從臺北車站搭乘火車至鶯歌站，轉乘桃園客運「桃園-三峽」、702及三鶯線捷

捷運先導公車981，即可到達三峽市區。

好居再上路
住一晚三峽  賞一晚好景

國道3號

三峽歷史文物館

三峽農特產文化館

臺灣農林大寮茶文館

越嶺保甲路

紫微聖母環山步道

紫微天后宮
2

國
道
3號

三峽歷史文物館

鳶尾山步道

白雞山步道

阿屘尖登山步道

五寮尖步道

鳶尾山步道

鳶山登山步道

藍染公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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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區
地圖路線及標示僅為
示意並非實際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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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房肥皂文化體驗館
白雞路

甘樂文創、
打鐵人藝術工坊

宰樞廟

7

醒心橋
(鹿窟尖)



自古以來，三角湧地區中元普渡就頗受民

間百姓注重，早期由於閩粵移民械鬥客死

他鄉、及漢原爭戰、乙未年抗日等事件，

使得七月普渡祭在三峽開發史上的意義更

形重要，成為三峽傳統民俗盛事。

三峽中元水燈節的特色之一，就是由老師

傅用「竹木製作」的3座水燈排，最高的

一座可以達到7層樓高。老師傅特別從端

午節過後就開始尋覓合適的竹子製做水燈排，維護傳統特別用心。

另外，人力全程扛抬的水燈排繞境祈福，則是由地方民眾自組的團

體自願參與，長距離的遶境路程加上火把隊以及水燈頭隊的繞境隊

伍更顯熱鬧；遶境後的水燈排豎立更是各個團體團隊精神的充分展

現。3座水燈排高聳矗立，除了指引遠方的好兄弟來此享用普渡供品

的慎終追遠涵義以外，更代表著一年一度地方宗教盛事，再度由團

結的三峽民眾合力完成。

美麗史地
自然與工藝築出的

三峽故事

������

客家閩南  

認識三峽多樣文化

  

三峽老街，有藍染後的漸層韻味，小吃誘人，街坊

店家的攬客聲，同樣引人入勝。三峽不僅滿是人情

味，自然森林也張開雙手獻上擁抱，大板根森林的

盤根錯節，糾纏著人們深深愛上，不願離開。熊空

柳杉林的豐沛芬多精，猶如全天候開放的免費 SPA，

只要一個深呼吸，就能讓芬芳精油染得全身芳香。

位
在臺北盆地西南邊的三峽區，三面環山，只有一面連接大漢溪河谷平原，特殊地形自然發展出獨特的生活景況。早期

三峽當地溪流匯集，尚具運輸功能，吸引許多居民來此定居，商貿發展十分繁榮。後來因為商業活動不再興盛，人口

逐漸外移。然近年來，在老舊的三峽老街城區另一側，重新規劃了以臺北大學為中心的特定區，住商合一，成功吸引許多外

來人口入住，為三峽老鎮注入一股欣欣向榮的生命力。

三峽舊名為「三角湧」，起源於地形條件，因位處大漢溪、三峽溪和橫溪三河匯流之處，所以取名為三角湧。直到日據時期，

因日語發音的三角湧近似「三峽」而得名。三峽區內多為山地和丘陵，總面積僅次於烏來區，是新北市境內第二大區。由三

條溪匯集沖積而成河谷平原，雖然在三峽區內所占面積極小，但卻是當地發展最精華的地區。著名的三峽老街就在這裡，與

此相鄰的則是新興發展的北大特區。

北大特區的蓬勃發展，也帶動公共運輸工具的發達，串連捷

運永寧站，聯絡三峽地區的公車極多，進而吸引更多遊客前

來三峽老街或臺北大學生活圈觀光。知名的清水祖師廟、為

紀念臺灣光復四十週年而建的鳶山銅鐘及商家林立的三峽老

街，每逢假日總是聚集眾多遊客。老街上也有許多傳統小吃，

如豬血糕、金牛角、肉粽、手工豆花⋯⋯等，現吃或買回家

當作伴手禮相贈，都受到許多遊客歡迎！

除此之外，三峽境內藝文氣息也十分濃厚，除了知名的三峽

藍染外，還有如茶山房肥皂文化體驗館及三峽農特產文化館

等特色觀光工廠，遊客來此不僅能體驗製作過程，更能學習

到相關的知識與產業故事。假日安排來三峽體驗老街及工藝

文化一日遊，品嚐在地庶民小吃，包準收穫滿滿，回味無窮！

大板根森林遊樂區

到大板根一定要做的兩件事，就是做森林浴和泡溫泉。這裡原

為日據時代的製茶廠，園區內保有完善的遊憩設備，是臺灣原

生熱帶雨林之一。熱帶雨林植物的特色乃為高大樹木、突出的

板根及攀附著生的植物，稱為「森林板根現象」，自然生態豐

富程度令人嘆為觀止。園區另規劃三條登山步道，可依體力選

擇適合自己的路線，建議跟隨園區的導覽解說，這樣才能多認

識各種珍貴的昆蟲與植物。另外園區內廣受好評的溫泉，則是

天天更換新的溫泉水，泡起湯來也讓人格外安心。

電話：(02)2674-9228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 80 號
備註：須付費參觀，詳細參觀時間請電洽

大口呼吸

     三峽超豐沛芬多精

1

竹崙里森林區

在竹崙里森林區內，有一座充滿浪漫童趣的渡假勝地─皇后鎮森

林，也是許多偶像劇熱門的取景地點。整個園區以可愛手繪風的

指示牌，引導旅客依循動線輕鬆遊園。園區內設有歐式餐廳、咖

啡座、景觀泳池、森林區、露營區、溪谷烤肉區及可愛動物區等，

門票費用還能抵用消費，園方做法十分貼心。除此之外，特殊設

計的門票還能當成明信片，找個舒服的角落坐下，書寫對於皇后

鎮森林的旅遊記憶與感動吧！再沿著竹崙路一路往南走即可抵達

熊空茶園，面積約 168 公頃，位於海拔 700 公尺高，地處群山萬

林之間的熊空山山麓，農場內可見一整片的杉木林區，天氣好時

還能遠眺觀音山，同時欣賞壯闊的三峽美景。

皇后鎮森林
電話：(02)2668-2591、(02)2668-2592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竹崙里竹崙路 95 巷 1號
開放時間：平日10:00-18:00，假日09:00-21:00(週三公休)

備註：須付費參觀，詳細開放時間請電洽

熊空茶園
電話：(02)2162-1710(申請導覽請事先預約)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竹崙里竹崙路 243-2 號
開放時間：09:00 -17:00(詳網站公告)
備註：須付費參觀，詳細開放時間請電洽

鳶山

因山頂形似一隻鳶鳥而得名，為臺灣小百岳之一。鳶山登山步道

的入口處離三峽老街僅約 100 公尺，加上難易度與距離適中，步

行約 60 分鐘左右就能抵達堪稱三峽地標的鳶山大銅鐘（又名光

復大鐘）。步道沿途有許多地方可以暫時停留，視野極佳，除了

能眺望遠處的鶯歌

區，天氣好的話，

還能看到更遠處的

桃園市區。每年4、

5 月還能賞油桐花

和螢火蟲，因此吸

引許多遊客來此登

山享受大自然。

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

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總面積達 1573 公頃，海拔約為 300 至 1728

公尺之間，四周為滿月圓山、熊空南山、北插天山、拉卡山、東眼

山等山環繞。園區內有蚋仔溪流經，河谷地形陡峭而地勢落差大，

乃形成許多瀑布景觀，故有「瀑布天堂」之稱。除了最壯觀的滿月

圓瀑布外，在其後方不遠處還有一個銀簾瀑布，而處女瀑布則位於

蚋仔溪左側支流上，這座瀑布因陽光照射經常可見到彩虹，如夢似

幻的景色令人流連忘返。鄰近滿月圓森林遊樂區附近，有一座千戶

傳奇生態農場，位於拉卡

溪與中坑溪的交會點周邊。

這座以觀光養殖漁場為主

題的生態農場，除了欣賞

美麗的山林風光外，遊客

還能吃到養殖在三峽上游

清澈溪流中的各種美味鮮

魚；例如高營養的高冷彩

虹鱒魚，和具有滋補養顏、

促進新陳代謝的鱘鰉魚料理。

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
電話：(02)2672-0004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有木里 174 之 1號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7:00，週六、日07:00-17:00
備註：須付費參觀

千戶傳奇生態農場
電話：(02) 2672-0748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有木里 154 之 3號
開放時間：11:00-19:00；週一公休(詳細開放時間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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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客家
文化園區

環狀的土樓外觀十分吸睛，讓遊客

可以透過這些客家生活文物、作品

及傳統民俗玩具，進一步認識客家

文化。除提供與客家文化相關展覽

外，還有小朋友最喜歡的故事屋，假日不時會舉辦擂茶及客家燈籠

製作DIY等體驗活動。客家電視館裡也提供現場主播播報體驗及精

彩影集播放等；園區雖然不大，但活動類型卻十分豐富，在這裡待

上一整天都不覺得無聊。

電話：(02)2672-9996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隆恩街 239 號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 -17:00，週六至週日 09:00 -18:00
備註：免費參觀，詳細開放時間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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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特區藝術大道

臺北大學三峽校區周邊的新市鎮發展十分

蓬勃，美輪美奐的住宅大廈林立，道路寬

敞，綠樹成蔭。特別是自臺北大學正門外

的學勤路，依著一整排住宅大樓外而建的

人行藝術大道，總長約 1.2 公里，當地居

民喜歡午後來此散步漫走。整條藝術大道

與鶯歌陶瓷博物館合作，每走幾步就能欣賞由小朋友創作的馬賽克

拼貼作品，讓這條大道變得充滿藝術感。另外藝術大道上還有海洋

公園及特色公園，走累了可以坐在公園裡小歇片刻，而在各大樓建

築間還設有名為松、竹、梅的特色步行街廓，儼然成為北大特區最

迷人的景點。

李梅樹紀念館

1995 年始遷入三峽現址的李梅樹紀念

館，是為紀念三峽當地知名畫家李梅樹

教授而設，紀念館空間雖然不大，卻收

藏有李梅樹先生一生傑作及各項文物資

料。李教授創作內容以呈現臺灣鄉土之

美為主要訴求，畫風走寫實路線，一生

最鍾愛的三峽風光畫作，充滿了他強調的「風、土、民、情」藝術

理念。然而他有些作品風格卻極為特殊，例如《戲弄火雞的男孩》

採用 3D畫法，與世界名畫《蒙娜麗莎的微笑》有異曲同工之妙。

李梅樹大師熱愛家鄉三峽，更願意耗費半生歲月修建祖師廟，造就

祖師廟成為臺灣修整最久、作工最細的廟宇。紀念館內的導覽員之

一正是李梅樹大師的兒子，他本身也是畫中不時出現的人物，聽著

畫中之人講解畫作，更讓人增添許多趣味感與想像空間。

電話：(02)2673-2333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 43 巷 10 號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接受團體預約，週六至週日10:00-17:00入館
備註：須付費參觀，詳細開放時間請電洽

甘樂文創、打鐵人藝術工坊

老厝改建的甘樂文創是一處瀰漫三峽在

地獨特氛圍及充滿藝文氣息的樂活空

間，外觀清新宜人，室內處處可見藝術

家與在地文物結合的文創藝術品，每月

還會定期舉辦包括電影賞析、音樂會等

的小型展演。

電話：(02)2671-7090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清水街 317 號
開放時間：甘樂文創：11:00-21:00

打鐵人藝術工坊：週六至週日11: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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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峽歷史文物館   

融合古老創新的三峽歷史文物館，可說是古老建築再生利用的最佳

典範，建於1929年，原為日據時代的舊鎮公所，當時是三峽最具代

表性的紅磚建築，號稱「全臺街庄中最美麗的辦公廳所」，1995年

改設為「歷史文物館」。 館內定期籌辦各式展覽及三峽人文史蹟文

物的展示空間，除收藏為數眾多的當地史料與文物外，該館更可讓

民眾一窺古建築辦公室Old is New古老創新之美。

電話： (02)8674-3994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18號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09:00 -17:00，週一公休

備註：平日12:00-18:00，假日09:00-19:00車輛禁止駛入老街

三峽老街

古樸的三峽民權老街，長約 260 公尺，有一百多座古老街屋，巴洛

克式立面牌樓為其建築特色，民權街口的「三角湧街」路名至今仍

然可見。從清朝以來一直都是三峽重要商業街道，許多物資、貨品

都在這裡集散，街上盡是製茶、染布、樟腦、茶莊、中藥店、雜貨

店等商家。老街上還有豐富的美食，有金牛角、豬血糕及手工豆花

等小吃，非常受到遊客歡迎。

三峽與清水祖師廟的淵源

三峽水燈節

來到三峽遊玩，除了三角湧老街，另外知名度最高的景點就是清水

祖師廟。這座廟乃為祭祀俗名陳昭應的清水祖師而建，清水祖師又

尊稱清水真人、祖師公或麻章上人，相傳是當年抗元扶宋的大將。

清水真人師承明松禪師，學習醫術後便為貧困者治病，拯救過不少

生命，當地人都很感佩他的奉獻。其死後升天成神，玉皇大帝乃敕

封其為「清水祖師」。

乾隆34年（1769年），在三峽與鶯歌當地居民籌建之下順利興建祖

師廟，其間因地震及戰亂毀損而重建三次，直到1947年由當地知名

畫家李梅樹教授主持重建工作，重現殿內精緻的木雕、石刻、浮雕

及銅鑄等經典工藝作品，如三國演義、二十四孝等民間傳奇故事，

都透過殿內精緻工藝作品展現在遊客眼前。加上充滿歷史古風的廟

宇建築，讓三峽清水祖師廟擁有「東方藝術殿堂」之美譽，同時也

是三峽居民最重要的信仰中心。結合三角湧老街周邊腹地，形成三

峽居民最熱鬧的生活區域，一年一度的清水祖師祭更吸引當地人及

外來遊客共襄盛舉。

三峽清水祖師廟
電話：(02) 2671-1031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長福街 1號

無限福氣
  盡在三峽清水祖師廟

打開        藏寶箱

無限綠意

人文靈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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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林大寮茶文館
台灣農林前身「日本三井合名

會社」於 1924 年在三峽竹崙

設立大寮茶場，產製聞名遐邇

的日東紅茶，成為當時台灣紅

茶的先驅，茶場即為現在台灣

農林北區精製廠。而旁邊於

1944 年興建的傳統日式木造

土牆建築的場長宿舍，在 2013 年台灣農林重新整修後，保留黑簷

木瓦、日式基座通風口、圓窗設計與日式庭院等，並陳設有關台

灣農林發展的歷史資料，從百年大事紀、全台茶廠分布圖，到有

機茶園介紹等都有詳盡展示，成立一間融合茶文化與茶飲的茶業

產業文化館。

電話：(02)2668-1928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竹崙路 140 號
開放時間：平日10:00-17:00，假日10:00-17:30
備註：免費入場參觀，詳細開放時間請電洽

大街小巷  

體驗三峽手作趣

1

道地生活

茶山房肥皂文化體驗館

電話：(02)8671-8822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白雞路 64-11 號
開放時間：採預約參觀 09:00 -17:00
備註：須付費參觀，詳細開放時間請電洽

2 三峽染工坊

電話：(02)8671-3108、(02)2671-8058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20巷3號(歷史文物館旁)
開放時間：週一休館，週二至週日10:00-17:00 
備註：體驗須付費參加，詳細開放時間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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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三峽山區的茶山房肥皂文化體驗館，

工廠位於馬路邊的靜巷內，廠內提供活潑

熱鬧的製皂體驗活動。來到茶山房，可以

看到手工肥皂如何跟三峽在地特產的碧螺

春綠茶、天然茶樹籽產生化學作用，交織

出純粹而美好的自然芳香。體驗館一樓設

有周邊商品館，販售各種種類的手工肥

皂，若想要體驗製皂樂趣，直接與櫃檯預

約報名即可，現場有親切又年輕的導師指

導學員製作手工肥皂，即使是小朋友也能

輕鬆學會。

座落在三峽歷史文物館旁的三峽染工坊，外觀雖不起眼，走進裡頭

才發現大有玄機。櫃台空間設有各種藍染商品展售，有帽子及服飾

等商品，每件都是充滿藝術感的熱銷好物。體驗教室在園區後方，

跟著老師的步驟，先選布，再綁繩，然後經過多次浸染料上色，再

打開布，氧化定色。最後再將布全部攤開，掛在教室外的院子曬乾

即可，等待全部曬乾後，就能將自己做的藍染作品帶回家囉！

3 藍染公園

藍染公園位於三峽老街後方，由老街84巷或130號旁進入仁愛街，
在鳶山山腳下的畸零空地，以古蹟的原貌修復技術，興建國內第一
座藍染公園，公園內設有染布意象的大木桶、台車軌道及木造平臺
等。

三峽清水祖師祭一起來玩

三峽清水祖師廟不僅是三峽居民最重要的信仰中心，也是當地人的

生活中心，大大小小慶典活動首選這裡舉辦。每年正月初六，祖師

廟前便會設壇祭拜。祭祀活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信眾會獻供身上

以各種金牌、彩燈裝飾的比賽神豬，市區內還有花車遊行。熱鬧非

凡的清水祖師祭，總是吸引許多信眾及遊客共襄盛舉，堪稱是三峽

境內最大的慶典活動。慶典之餘，每逢例假日到來，面前廣場更是

聚集眾多遊客，以廟為中心向四周幅射林立的各家小吃攤販，構成

三峽地區最熱鬧的商圈。

玩活動、看祭典，三峽趣味一把抓

攝影 陳美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