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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遊苗栗  
牛年行大運
特約商家

苗栗文化觀光旅遊網
活動辦法

1.凡於110年2月1日到3月7日苗栗特約商家消費，並出示「2021春遊苗栗」
特約商家圖示，即可享有特約商家優惠。

2.特約商家圖示、名單及活動優惠內容請至苗栗文化觀光旅遊網 www.miaolitravel.net 
查詢。

注意事項

主辦單位保留本活動辦法修改與變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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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義木雕博物館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廣聲新城 88號 037-876009
● 春節期間 (大年初一至初五 )以優待票 50元優惠參觀民眾。

世奇精緻餅店 
苗栗縣三義鄉中正路 147-8號 037-874988 
● 來店消費伴手禮 1000元以上 95折，5000元以上 9折

皇凱藝軒 
苗栗縣三義鄉水美路 210-3號 0963-262685 
● 來店購買手工原木筆滿 5800贈送臺灣檜木杯墊乙個；
    來店消費，不限金額即贈送明信片乙張

西湖渡假村 
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村西湖 11號 037-876699 
● 門票優惠：享購 $250縣民票，再送 $150消費抵用券一張（使用規範請依票券說明
及現場公告）。

● 住宿好禮：每房贈義大利優質品牌－艾格尼地中海橄欖系列體驗包一份。

集元裕 
苗栗縣三義鄉伯公坑 178號 037-870548 
● 店內消費一律 9折優惠

三義ㄚ箱寶 
苗栗縣三義鄉重河路 176號 037-872076 
● 消費滿千元送原木樟木杯墊 1個，
    加碼送 100元抵用券（下次使用）

千岱博物館 
苗栗縣三義鄉勝興村水美 336號  0910-042348  
● 消費滿 2000送檜木精油滾珠瓶

專案優惠業者一覽表

三義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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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興 365 
苗栗縣三義鄉勝興村勝興 36-5號 0918-556-212  
● 牛轉乾坤 -福袋好禮、滿 2021抽金球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 
苗栗縣三義鄉勝興村勝興 88號 037-878599 
● 單筆訂單贈四人同行一人免費優惠券乙張
    (使用期限：半年 )

山驛漫食館

苗栗縣三義鄉龍騰村 4鄰 16-1號 0911-18173 
● 凡於本館用餐者，每人即可用 $80加購市值 $150的木作 DIY體驗，每人每人限加購乙次

山板樵休閒農場 
苗栗縣三義鄉雙連潭 138號 037-875766  
● 防疫期間免門票

三義甘丹民宿 
苗栗縣三義鄉雙湖 7-11號 0978-275231  
● 平日每房折價 500元。不予其他優惠活動併用

茅鄉炭坊 
苗栗縣三義鄉雙湖村 21鄰大坑 42號 0912-875202 
● 單筆消費滿 1000送芳樟精油 10ml一瓶

柏竺山莊 民宿 
苗栗縣三義鄉雙潭村崩山下 10號 0988-718175  
● 安心遊 2.0優惠，平日住宿享 500元 /房 /次之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方案併用）

三義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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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鄉

永大餅行 
苗栗縣銅鑼鄉中正路 104號  037-981659 
● 產品 9折

錦香餅舖 
苗栗縣銅鑼鄉中正路 94-1號  037-981101 
●  禮盒優惠

大補內彈珠汽水觀光工廠 
苗栗縣銅鑼鄉民生路 11號  0910-900-884 
● 入場贈精美造型彈珠乙份

方妮巧禮伴手禮 
苗栗縣銅鑼鄉新興路 14號  037-981872  
● 滿千折百

回角咖啡 
苗栗縣銅鑼鄉興隆村 14鄰興隆 167-2號  0979-572211 
● 來店禮∼臉書打卡送薯條

雙峰草堂銅鑼燒專賣店 
苗栗縣銅鑼鄉雙峰路 86-1號  037-987198 
● 飲料 9折

响銅鑼客棧 
苗栗縣銅鑼鄉雙峰路文園巷 86-2號  0936-284103  
● 平日（星期一至星期四，非假日）入住 9折優惠

銅鑼有一種慢民宿 
苗栗縣銅鑼鄉雙峰路文園巷 86-3號    0988-683729  
● 9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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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市

NU Pasta苗栗中正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 475號  0911-122152 
● 10人用餐免費招待豪華大拼盤乙份

苗栗工藝園區 
苗栗縣苗栗市水源里 11鄰水流娘 8-2號  037-222693*102  
● 拍照打卡送好書 +開運小物 DIY

瑞士烘焙屋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81號  037-368178 
● 雪花餅 12入裝優惠 250元、
   草莓牛軋糖買 2送 1(150克袋裝）

西湖鄉

屋角咖啡 
苗栗縣西湖鄉三湖村 5鄰東三湖 2-1號  0932-233574  
● 店內所有餐飲 9折優惠

田媽媽 祕密花園 
苗栗縣西湖鄉金獅村茶亭 6-1號 0937-220911 
● 消費滿 2000元贈送價值 250元原文創手作種子鑰匙圈

西湖柚子家民宿 
苗栗縣西湖鄉湖東村 8鄰埔頂 9-45號  0976-446751 
● 平日每房折價 100元。不與其他優惠活動併用

湖東休閒農業區 -薰衣草試種基地 
苗栗縣西湖鄉龍洞村 -美滿農場旁  037-923629 
● 購買基地門票 (30元 )，附 10元現場抵用卷，基地服務台處可領取休閒農業區內配合
   業者之季節限定優惠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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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記黑糖糕 
苗栗縣南庄鄉中山路 100號  0963-375303 
● 單筆購買兩袋黑糖糕 (12個 $300.)打卡贈送南庄專屬明信片一張

好客在一起工作坊 
苗栗縣南庄鄉中山路 110號  0931-505675 
● 預約體驗 DIY課程， 即可送創意春聯 (送完為止 )

喜麥福養生工坊 
苗栗縣南庄鄉中山路 118號  0960-221551 
● 滿 1000元以上 95折，滿 1500元以上 9折並送彩色饅頭一組

南庄老張媽拌醬 
苗栗縣南庄鄉中山路 49號  0925-466380 
● 老張媽拌醬滿 $699免運 ,購買一瓶老張媽拌醬即贈老張媽蝴蝶麵一包
     (以此類推 )不上限

花現魚原住民餐廳 
苗栗縣南庄鄉中山路 51號 1樓 037-821165  
● 用餐打 95折（不含酒水）

珈味鮮中藥提煉豬血湯專賣店 
苗栗縣南庄鄉中山路 57號  0936-808171  
● 來店消費滿 500元送小菜一盤

十三間手作農坊 
苗栗縣南庄鄉中山路 67號  0909-565328  
● 茶葉 +茶具 580元起；愛玉子 +蔗糖 580元；薑糖 +薑片 400元；茶油 +彩色麵 +香菇片 850元；
   鐵鍋咖啡任選 3包 9折；福袋 600元；純露 +香膏 +香皂 450元

伊加伊蛋捲花蜜專賣店 
苗栗縣南庄鄉文化路 12號  0930-937258 
●  桂花釀，蜂蜜醋、洛神花、鳳梨酵素、

    咖啡等 8折優惠

南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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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拉民宿 
苗栗縣南庄鄉田美村四灣 16鄰 92號  037-823328 
● 免費迎賓茶

奇巧居 
苗栗縣南庄鄉西村中山路 140號 0930-983051  
● 消費滿 500元送一杯泰泰拿鐵

黃金傳說窯烤麵包 13間（南庄） 
苗栗縣南庄鄉西村中山路 77號 2樓  037-822013  
● 同時點飲料 +生酮小點優惠 39元

藝欣茶坊 
苗栗縣南庄鄉東村 16鄰 240號 0937-280236 
●  店內消費一律 9折優惠（包含住宿、店內商品）

賽夏族民俗文物館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 16鄰向天湖 25號  037-825024  
●  全票 30元、團體票 20元、優待票 10元、免費
    (6歲以下、65歲以上、身心障礙、低收入戶、本縣原住民 )

燕子陶 陶藝咖啡民宿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 19鄰 6-3號 0919-703015 
●  店內消費 (購物或體驗皆可 )滿 $3000贈送一杯精品手沖咖啡  

紅磚屋特色民宿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 9鄰里金館 32-3號 0955-877376 
●  住宿當日價 9折優惠

南庄加州莊園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四二份八之 39號 0952-401248 
●  假日包棟打 9折

南庄普羅旺斯鄉村民宿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四十二份 9鄰 8-35號 0978-005572  
●  招待鄉村手作下午茶點心

南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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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份市

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 
苗栗縣頭份市工業路 55號  037-629888 
●  滿額抽獎送好禮。

●  消費滿千元，送杯套乙個，送完為止。   
●  消費滿 3,000元，送滿額禮再加碼抽獎拿禮物。   
●  益菌多購買 6組 (18盒 )，優惠價 $12,000元再送氣炸鍋一台或抽獎 4次。 
●  抽獎次數：單筆消費金額可累加，此活動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上好牛排館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 197號  0988-199383 
●  厚切沙朗 +草蝦優惠價 340元   厚切沙朗 +鮑魚優惠價 340元   鴨肉羹優惠價 50元

麻子辣蒙古麻辣燙 頭份中正店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 35號  0968-198210 
●  單點滿 70以上 95折優惠，折扣後滿 100招待青菜，滿 180招待肉片

滿燭 DIY蠟燭故事館 
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 438巷 6號 0911-121046 
●  臉書 打卡 按讚 + 加入 line 生活圈 送 12生肖蠟燭一個     滿 1200 元送小瓶鋁盒大豆蠟一個

水之漾商行 
苗栗縣頭份市永貞路 1段 209號 0983-811392 
●  白鷺紅茶一罐，單一特價 380元。台灣阿薩姆紅茶一罐 260元。

尚順育樂世界 
苗栗縣頭份市育樂街 6號 037-539999 
●  Happy 牛 Year 春節檔期優惠活動 (2021/1/22-2021/3/1)

喬莉安精品服飾 
苗栗縣頭份市和平里中正路 56號 0972-347578 
●  滿 3000送 300折價券

鮮美味沙鍋魚頭餚館 
苗栗縣頭份市信東路 13號 1樓 0911-291675 
●  沙鍋鮭魚頭 600；芋頭中卷白蝦米粉湯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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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茶廠 
苗栗縣頭份市興隆里 5鄰上坪 29-1號  0933-177183 
● 東方美人茶 2入禮盒原價 1200元，優惠價 960元。
● 凡購買東方美人 75g裝、蜜香紅茶 75g裝，打 8折。

蘆竹湳古厝 
苗栗縣頭份市蘆竹里 15鄰 191號  037-628187 
● 來蘆竹湳古厝免費索取新春福袋，福袋內容有搶先曝光的好采頭藝術祭活動詳細資

訊、蘆竹湳古厝社區集章地圖、精選苗栗在地 23間優質店家優惠券，持集章地圖走
逛社區換限量好禮。

1739陳年舊事食藝館 
苗栗縣頭份市蘆竹湳 10鄰 117號  0939-649901 
● 入場費用 $50，全額抵扣    ● 臉書粉專打可按讚，贈送炭烤棉花糖

三灣鄉

來食茶打嘴鼓 
苗栗縣三灣村民生街 29號  037-832645  
●  店內消費一律 9折優惠

金椿茶油工坊 
苗栗縣三灣鄉永和村 3鄰石馬店 18-3號  037-831195 
●  產品優惠

永和山茶廠 
苗栗縣三灣鄉永和村 3鄰石馬店 21號  0937-223456 
●  茶葉優惠 9折

造橋鄉

土豆康 
苗栗縣造橋鄉大西村 14鄰大中街 101號  037-543765 
● 2入罐裝禮盒（原價 680元）特價 600元，3入袋裝禮盒（原價 620元）特價 520元，
袋裝堅果 (原價 200元 /袋 )購買 3包特價 500元，購買滿 2,000元免運費。

造橋木炭博物館 
苗栗縣造橋鄉造橋村 11鄰過港坪 8-6號  037-540039  
● 預約訂餐 免費參觀木炭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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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潭鄉

仙山茶莊 
苗栗縣獅潭鄉新店村 23-1號  037-931200 
● 店內消費滿 3,000元送精油潔淨凝膠一條

頭屋鄉

明德社區養蜂復育中心協會 
苗栗縣頭屋鄉明德村 5鄰明德路 82號 2樓 0933-600608  
● 買 2瓶（明德社區蜂蜜）送 1罐（明德社區花粉）

雅聞七里香玫瑰森林 
苗栗縣頭屋鄉明德街 226號 (台 13線 19.5處 )  037-256588  
● 超值福袋，精選出系列保養品套餐組合，比平時優惠，

   最低下殺 45折，單筆消費滿 3000元，除了有贈品，
   還可抽春節紅包

禪廚蔬食餐廳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路 188號  037-375252 
● 活動期間來店用餐並完成打卡全面 95折
    (初三 -初五不適用 )  

日新島 -水榭樓台咖啡館
苗栗縣頭屋鄉明德村 3鄰明德路 54-6號  037-255789
● 年初一到元宵節   原門票 $100，收 $70，
   折抵消費 $100元 ! 

125K百茶老醋體驗觀光工廠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路 188號 0919-027535 
● 免費參觀、全館茶醋買三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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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館鄉

佳樂蛋糕專售店 
苗栗縣公館鄉大同路 194號 037-227353 
● 來店消費肚臍餅 9折、生日蛋糕 9折優惠

五榖文化村 
苗栗縣公館鄉玉穀村 117- 5 號 037-234805 
● 柴燒陶藝作品滿千元打 9折

喫茶居 (民宿 ) 
苗栗縣公館鄉福星村 43-13號 0934-126566 
● 平日住宿 95折優惠

頂好鞋行 
苗栗縣公館鄉館中村近光路 4鄰 34號 0932-226747  
● 滿額 500元，贈送精美小禮物 1份

郭家莊醬園 
苗栗縣公館鄉福星村 214之 2號 037-228658/228659
● 產品滿千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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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鄉

天恩農莊畫家咖啡屋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 11鄰芎蕉坑 20號  037-993472 
●  2人以上同行喝飲料或用餐，贈送小禮物或點心乙份

泉銘行館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 7鄰八寮灣 33-31號  0926-398340 
● 入住泉銘行館贈自採草莓一斤

巧克力雲莊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水尾坪 49-2號  037-221358 
●  巧克力商品購物九折優惠，巧克力 DIY贈送飲品。
入園門票 100元，入園消費可以折抵
100元消費。   

汶水遊客中心 
●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水尾坪 98號  037-996100分機 850服務台
    展示館參觀及影片欣賞均免費

水頭人家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大寮村水頭寮 14-8號  0926-108025 
●  住宿贈送客家養生酸柑茶包（每人一包）、季節性水果免費享用

薑麻園遊客服務中心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 9鄰薑麻園 13-3號  037-951870 
●  薑片買五包送一包、免費薑茶

卓蘭鎮

花露農場 
苗栗縣卓蘭鎮西坪里 43-3號 04-25891589 
●  精油主題館消費打 9折。大年初一到初五花露入園門票原本 200元，
   配合春遊苗栗方案，門票 100元，可折抵消費 100元。

江記永安囍餅 
苗栗縣卓蘭鎮新厝里 7-12號 04-25899888 
●  來店消費大餅類部分，每個折 10元 (喜餅訂購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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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風情景觀餐廳渡假民宿

苗栗縣卓蘭鎮西坪里西坪 134-7號  04-2589-8080
●  景觀餐廳用餐享 95折優惠 

泰安鄉

雪見遊客中心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 7鄰雪見 10號  037-962188 
●  展示館參觀、影片欣賞及林間步道戶外導覽解說 (10點及 2點共二場 )活動均免費

觀霧山椒魚生態中心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觀霧 1-1號 (需從新竹縣五峰鄉進入 )  037-276300 
●  展示館參觀及影片欣賞均免費

泰雅文物館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圓墩 6鄰 46-3號  037-941805 
●  大型車 100元 /次、小客車 50元 /次

泰安湯悅溫泉會館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 45號  0919-331358 
●  露天風呂及餐飲可依照現場價 9折優惠 ,餐飲需 +10%服務費

錦水溫泉飯店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 72號  037-941333 
●  泡湯 +用餐 原價 $680/位  優惠 $550/位，湯屋另酌收清潔費 $200/間
    (春節期間 2/11-2/15不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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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南鎮

四方鮮乳酪故事館 
苗栗縣竹南鎮大厝 59-13號  037-472609 
●  春節初一到初五來館單筆消費滿 500元，可抽披薩 DIY折價券一張（50元、100元、200元）

布可飾藝文創館 
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和興路 18號 037-585222 
來館打卡即送限量款精美鑰匙圈。全館花布系列商品打 85折。單日消費滿 5000，再打 95折。

天仁茶文化館 
苗栗縣竹南鎮中華路 422號  037-696718 
●  滿千享 95折優惠

馥藝 金鬱金香酒店 
苗栗縣竹南鎮公園路 106號  037-539888#3608  
●  凡是活動期間之平日 (日 -五 )入住親子房 (不論三人或
四人房型 )，即可贈送滿意草莓農場 200元草莓折價券
乙張。

注意事項：

1.春節 (2/11-2/15)及連假 (2/27-2/28)不適用。
2. 如需入住前拿券，需先付三成訂金。  
3. 旅行社、第三方訂房平台不適用，僅適用於官網、官方 Line、
    官方臉書粉絲團、來電訂房。

日生蜂園 
苗栗縣竹南鎮公義里 11鄰鳳梨坑 22號  037-581630 
●  商品一律打 8折

竹南啤酒廠 
苗栗縣竹南鎮和興路 345號  037-583001 
●  多項產品優惠中，請洽門市。

詹師傅越式羊肉爐竹南創始老店 
苗栗縣竹南鎮忠義街 15號  037-468987 
●  來店打卡送 30元小菜 (110年 2月 1日 ~110年 3月 1日 )

普羅蛋糕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 171號  037-473168 
●  來店消費伴手禮 9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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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奇珍餅行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 92號  037-466552 
●  禮盒優惠

SYM三陽機車 
苗栗縣竹南鎮新生路 329號 1、2樓  037-467622 
●  原廠零件部品 9折優惠，新車 3台 (含 )以上享有大批採購案最高優惠，提供刷卡、
    電子支付、國民旅遊卡特約店、苗栗縣政府特約商店，機車託運、寄送。

後龍鎮

奇巧香餅家 
苗栗縣後龍鎮中華路 60-20號  0928-384647 
●  產品 95折

鄭美香食品 
苗栗縣後龍鎮北龍里中華路 61號  037-722639 
●  來店消費滿千送百

怡珍囍餅舖 
苗栗縣後龍鎮成功路 204號  037-721827 
●  產品優惠

酵法自然民宿 -農場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14鄰溪洲 137-6號  0935-748435 
●  住宿提供免費 (土窯 /窯烤 )器具    ●  免費品嘗農產品

永順豐事業 
苗栗縣後龍鎮龍坑里 155-2號  0932-647939 
●  9折優惠

樂仙米農 
苗栗縣後龍鎮龍坑里 182-2號  0937-560427  
●  小禮袋特價 $150（2包 1斤白米或是糙米）

紅瓦厝創意美食館 
苗栗縣後龍鎮灣寶里圪仔內 1鄰 3-5號  0961-113282 
●  滿千送小禮物。預約用餐每桌送花椒豆乾 1份。
    私房飲料現場無限暢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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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裡鎮
振豐餅行 
苗栗縣苑裡鎮大同路 75號 (為公路 15號 ) 037-851371 
●  禮盒優惠

金良興觀光磚廠 /灣麗磚瓦文物館 
苗栗縣苑裡鎮山腳里錦山 71-17號  037-746368 
●  原門票 100元優惠 80元 
●  套裝行程原價 650元，活動期間優惠 600元。

享沐時光莊園渡假酒店 
苗栗縣苑裡鎮石鎮里 8鄰 8-1號 0966-607-978 
●  露天風呂 /裸湯風呂 /大湯屋 /小湯屋定價 8折

金芳珍餅行 
苗栗縣苑裡鎮和平路 169號  037-861038 
●  產品優惠

台灣人文窯場展演館 (華陶窯 ) 
苗栗縣苑裡鎮南勢里二鄰 31號 037-743611-2 
●  3歲以下免費 ,預約同行程滿 30人 ,可享活動費 95折優惠

東里家風 
苗栗縣苑裡鎮苑坑里 2鄰 8號 037-853158 
●  各項農特產品及糕餅類 9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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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霄鎮
昱妏手作 
苗栗縣通霄鎮五北里 3鄰 29號 0906-177511  
●  黑芝麻風味乳酪米蛋糕原價 250元。買 10 送 1

臺鹽通霄觀光園區 
苗栗縣通霄鎮內島里 122號  037-792121 
●  保養品、系列商品折扣中

福堂餅行 
苗栗縣通霄鎮信義路 151號  037-752266  
●  來店消費大餅類部分 95折

翠松苑民宿 
苗栗縣通霄鎮南和里 10鄰 127之 1號  0934-285359  
●  平日、假日 5間全包送米食紅龜粿體驗

飛螢農莊 
苗栗縣通霄鎮福興里 11鄰 126號  0975-783371 
●  春節期間民宿包棟電洽訂位享有 95折以上的優惠折扣

伽芝萊民宿 
苗栗縣通霄鎮福興里 13鄰 148-6號  0921-371548 
●  入住民宿時免費招待下午茶

飛牛牧場 
苗栗縣通霄鎮南和里 166號  0928-977641  
●  可享購團體門票三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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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遊苗栗               騎出好運

新會員加碼抽：

2021/03/06前於 YouBike苗栗官網或苗栗場站 KIOSK完成會員註冊
並於苗栗騎乘YouBike1次 (同站借還需大於5分鐘以上或跨站借還 )
確實完成【借 /還車】流程，扣款成功，即可再抽新會員加碼禮。
於 YouBike官方 APP註冊會員者，在此活動不計入加碼抽範圍，
但符合騎乘規則之次數會列入騎乘抽好禮內。

騎 1次就能抽好禮！苗栗
新會員加碼抽！

貓裏喵報好康

凡於活動期間完成1次【借/還車】流程並扣款成

功，即有機會抽中YouBike微笑單車贊助超過100

多件獎項，騎越多中獎機率越高！詳細辦法及抽

獎資格請參閱苗栗YouBike微笑單車官方網站。

另外，來到苗栗騎YouBike前30分鐘都是免費！

活動詳情請參閱
「YouBike 微笑單車」

年節聚會好好玩∼
YouBike騎遇記桌遊

（20名）

春遊必備票卡∼
苗栗一卡通紀念卡
含$100儲值金
（100名）

春遊好夥伴~
飛狼旅行三件組
（2名）

2021春遊苗栗YouBike
騎出好運∼抽好禮活動

貓裏喵報好康

凡於活動期間完成1次【借/還車】流程並扣款成

功，即有機會抽中YouBike微笑單車贊助超過100

多件獎項，騎越多中獎機率越高！詳細辦法及抽

獎資格請參閱苗栗YouBike微笑單車官方網站。

另外，來到苗栗騎YouBike前30分鐘都是免費！

活動詳情請參閱
「YouBike 微笑單車」

年節聚會好好玩∼
YouBike騎遇記桌遊

（20名）

春遊必備票卡∼
苗栗一卡通紀念卡
含$100儲值金
（100名）

春遊好夥伴~
飛狼旅行三件組
（2名）

2021春遊苗栗YouBike
騎出好運∼抽好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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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 YouBike 服務中心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 號 ( 苗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內 )
電話：037-662111 #3
網址：https://miaoli.youbike.com.tw/station/center
諮詢時間：週一 ~ 週五 09:30~19:00；12:00~13:00 休息，視現場狀況微調時間。
　　　　　※ 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不對外營業。

苗栗縣公共自行車除了作為短程接駁的交通工具外，民眾亦可利用公共自行車探索

城市文化特色及尋找在地特色美食，提供造訪的旅客另一種慢遊市區的方式。詳細

站點位置及可借車輛等資訊請上官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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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玩透透
2021春遊粉絲回饋大方送

主辦單位︱指導單位︱ 協辦單位︱苗栗縣觀光協會、苗栗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民宿發展協會、苗栗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觀光文化解說員協會

贊助單位︱ 台灣穆斯林友善環境發展協會
Taiwan Muslim Friendly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台灣穆斯林友善環境發展協會
Taiwan Muslim Friendly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台灣穆斯林友善環境發展協會

依貼文指定步驟，即有機會獲得包括巧克力雲莊、尚

順育樂世界、苗栗馥藝．金鬱金香酒店、香格里拉樂

園、享沐時光、飛牛牧場、鐵道自行車、台灣穆斯林

友善環境發展協會等，總價超過十萬元“住宿體驗券

”及“艾格尼Oliva沐浴乳”。

活動詳情請鎖定
「苗栗玩透透」

贊助單位 獎項內容 數量

享沐時光
 雅緻雙人房(兩床/一大) 1

 和洋客房(兩大床) 1

飛牛牧場 平日雙人住宿卷 2

尚順育樂世界
 歡樂之旅住宿券(一泊一食+遊園券)  2

 育樂天地一日遊園券 (不含飛行劇院)  10

苗栗馥藝．金鬱金香酒店
 親子房兩大兩小 1

 行政套房 1

巧克力雲莊 平日雙人景觀套房(含早餐) 2

香格里拉樂園 桐花度假山莊 平日雙人住宿券 5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 搭乘體驗券(來回車票) 40 

台灣穆斯林友善環境發展協會 沐浴組三組(每組二瓶，每瓶880元) 6

貓裏喵報好康

2021春遊苗栗∼
抽住宿體驗卷活動

苗栗好玩卡

超好康票券線上購 https://reurl.cc/2bolo4

user
插入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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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行程

1
花露農場 + 寨酌然 + 橘舍三食 +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
（NT$999 起 / 每人）

2
秘境天空之城 +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 ( 來回 )

 (NT$1,300 起 / 每人 )( 含天空之城 200 元折抵消費 )

3
自然風情 + 鯉魚潭 +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
（NT$999 起 / 每人）

4
台北→三義 / 卓蘭 / 壢西坪 ( 單程 )

（NT$420 起 / 每人）

5
壢西坪 / 卓蘭 / 三義 / 舊山線→台北 ( 單程 )

（NT$670 起 / 每人）( 每星期三為公休日，一人即可成行。)

6
台北→永安餅店→士林水壩→雪見遊客中心 ( 用餐 )/ 林

間步道 ( 停留 2 小時 ) →象鼻吊橋→台北  （NT$1350 起 / 每人）

7

台北→清安豆腐街 ( 用餐 ) →泰安嵐山竹林秘境→

烏嘎彥觀景台→超梅竹林步道→大湖採草莓（季節限定）

→巧克力雲莊→台北（NT$1350 起 / 每人）

線上訂購平台：
uptogo、KLOOK、易遊網、 KKday、雙獅、

金龍、鳳凰、易飛、中國海峽、大創亞、

東南、趣吧  共 12 家

苗栗觀光巴士

春遊苗栗

苗栗觀光巴士
超值套裝行程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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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文化採果行
Day1西湖渡假村→勝興車站→舊山線鐵

道自行車→水美木雕街→木雕博

物館→鯉魚潭水庫→苑裡日治國

小宿舍群→愛情果園→享沐時光

莊園度假酒店 (宿 ) 

Day2卓蘭國小日式宿舍→壢西坪休閒農
業區 (採果體驗 )→大湖薑麻園→
大窩生態園區→大湖草莓文化館

→草莓採果體驗

溫泉美食之旅
Day1苗栗特色館→台灣油礦陳列館 (出磺坑 )→巧克力雲莊 (巧克力 DIY體驗 )→

清安豆腐街→泰安溫泉區泡湯 (宿 )

Day2水雲吊橋→南庄蓬萊溪護魚步道→四十二份坪湧泉→南庄老街→三灣落羽松
秘境→頭份尚順育樂世界

玩一天
不夠，

玩兩天
才過癮

！

遊 新春旅遊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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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海風輕旅行
Day1劍潭古道→談文車站→竹南濱海遊

憩區→崎頂子母隧道→竹南啤酒

廠→龍鳳宮→馥藝金鬱金香酒店 
(宿 )

Day2獅山多功能運動公園→頭屋明德水
庫→七里香玫瑰森林→墨硯山→

橙香森林

海線宗教親子行
飛牛牧場→通霄台鹽觀光園區→愛心公路

→白沙屯拱天宮→半天寮好望角→過港舊

隧道→外埔漁港

騎遊海線 (鐵馬自行車之旅 )
崎頂新樂園→龍鳳漁港→濱海森林遊憩區

→竹南濕地公園→外埔漁港→同興老街→

公司寮漁港→半天寮好望角→海角樂園→

過港貝化石層→白沙屯海岸→通霄台鹽觀

光園區→通霄新埔站→秋茂園→通霄漁港

→苑港漁港→苑裡藺草文化館→愛情果園

→享沐時光 (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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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低碳趣味遊
苗栗玉清宮→貓裏喵親子公園→功

維敘隧道→五龍宮石雕媽祖→西湖

低碳遊園車→西湖薰衣草

吉祥如意賞花趣

路線 1：銅鑼茶廠→龍貓土地公→環保公
園 (炮仗花海 )→九華山大興善
寺→公館協雲宮 (櫻花 )

路線 2：仙山登山步道→汶水老街→鹽水
頭→神秘小徑→蓮臺山 (櫻花 )

浪漫台三線
卓蘭壢西坪休閒農業區→大湖草莓文化

館→雪霸國家公園汶水遊客中心→獅潭

老街→泉明生態教育蠶業農場→百壽有

機芽菜農場→三灣鄉老街→頭份後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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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果資訊
葡萄 (冬果 1~3月 ) 
卓蘭鎮／內灣里、東盛里、壢西坪休閒農業區 
卓蘭鎮公所 04-25892101
卓蘭鎮農會 04-25892006
壢西坪休閒農業區 04-25891589

草莓 (11 月底 ~翌年 4 月初 ) 
大湖鄉／大湖鄉臺 3 線、苗 55、苗 55-1、苗 61 路旁 
大湖鄉公所 037-991111
大湖鄉農會 037-993232

三義鄉／ 130 縣道、勝興車站附近、鯉魚潭等地區 
三義鄉公所 037-872801
三義鄉農會 037-872001

獅潭鄉／臺 3 線周邊的豐林村、新店村、永興村、和興村等地區 
獅潭鄉公所 037-931301
獅潭鄉農會 037-931340

卓蘭鎮／壢西坪等地區 
卓蘭鎮公所 04-25892101
卓蘭鎮農會 886-4-25892006
壢西坪休閒農業區 04-25891589

年節賞花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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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花資訊
大波斯菊、黃波斯、萬壽菊、向日葵 
農地在冬日化身花田，春耕之前綻放美麗的花影，行車

經過苑裡、通霄、後龍、公館、南庄等鄉鎮，常常就可

在不經意間，發現路旁迎風搖曳的大片花海。

柚花 
西湖鄉盛產文旦柚，每年 3月正是柚花盛開的季節，整
個西湖境內都能聞到清新的柚花香，搭配著春天的好天

氣，正是出遊好時節。

柑橘 (10 月起 ~翌年 5 月 ) 
西湖鄉／義芳農場附近 (10 起至過年前後期間 ) 
西湖鄉公所 037-921515
西湖鄉農會 037-921715

通霄鎮／福至興臨社區、坪頂里等地 (12月 ~1 月 ) 
通霄鎮公所 037-752104
通霄鎮農會 037-753111

頭份市／流東里 
頭份市公所 037-663038
頭份鎮農會 037-663309
流東社區發展協會 037-602407'

三灣鄉／北埔、大河等第（1 月 ~2 月農曆年節） 
三灣鄉公所 037-831001
三灣鄉農會 037-832077

獅潭鄉／新店、永興、和興等地（12 月 ~1 月） 
獅潭鄉公所 037-931301
獅潭鄉農會 037-931340

大湖鄉／新開、栗林、義和、武榮、南湖 (10月 ~2 月 ) 
大湖鄉公所 886-37-991111
大湖鄉農會 037-993232

卓蘭鎮／西坪尾、西坪里、坪林里、食水坑、老庄 (11 月 ~ 5 月 ) 
卓蘭鎮公所 04-25892101
卓蘭鎮農會 04-258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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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藝文活動

2/10-4/30 頭份 蘆竹湳社區 蘆竹湳好采頭藝術季

1/22-3/14 苗栗文觀局 第一展覽室 施情畫義 千動愛心

即日起 ~3/5 苗栗文觀局 中正堂 亞洲有藝室 season3「有服同享—衣起大玩
特玩劇場服裝」

2/19~3/10 苗栗文觀局 中興畫廊 陳浩宇、曾淑敏雙人展「生命的軌跡」

2/25 19:00 苗栗縣竹南鎮后厝龍鳳宮
停車場

2021 后厝龍鳳宮金牛報喜迎春公益系列活
動

2/2-2/28 三義 木雕博物館 守愚藏拙－黃媽慶木雕創作展

2/2-2/28 三義 木雕博物館 俠客江湖－林進昌個展

2/2-2/28 三義 木雕博物館 明相道韻 論英雄菩薩－李明道個展

2/2-2/28 三義 木雕博物館 「鑲嵌藝術與小木器之設計及運用研習營」
成果發表會

12/4-2/28 苗栗 苗栗工藝園區 漆知天命—梁晊瑋漆藝創作展

11/13-2/21 苗栗 苗栗工藝園區 天地之間—纖維染色創作展

2/12-2/16 銅鑼 台灣客家文化館 110 年臺灣客家文化館春節系列活動
1月 -3月 竹南 苗北藝文中心 苗北亮起來‧ 冬夜浪漫光之饗宴
12/29-3/28 竹南 苗北藝文中心 木雕薪傳作品展 - 系列 32
1/14-3/1 竹南 苗北藝文中心 版印象‧ 花希望 - 新春版畫花藝特展
2/2-3/11 竹南 苗北藝文中心 歸屬 - 木雕藝術展

藝文展演活動
防疫期間各項活動皆有可能臨時變動或取消，正確資訊以各場館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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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泰雅原住民文化產業園區 
地址：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圓墩 46-3號
電話：037-941805
開放畤間：9:00-17:00（周一休館）
※春節期間初一至初五需預約

2.賽夏族民俗文物館
地址：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 16鄰向天湖 25號
電話：037-825024
開放時間：9:00-17:00（周一休館）
※春節期間初一至初五需預約

3.英才書院 
地址：苗栗縣後龍鎮新港三路 700號
電話：037-727072
開放時間：09:00-17:00（周二 -周五，周一休館）
                      09:00-18:00（週六、日及國定假日）
※除夕當日休、初一至初五 9:00-17：00

4.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自治路 50號
電話：037-352961
開放時間：09:00-17:00(周一休館 )
※初一至初五 9:00-17：00、(週一休館 ) 

藝文展演場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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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客家圓樓 
地址 :苗栗縣後龍鎮校椅里 7鄰新港三路 295號
電話 :037-732940
開放畤間 :9:00-17:00(周一休館 )
※除夕當日休、初一至初五 9:00-17：00(週一休館 )

6.三義木雕博物館
地址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廣聲新城 88號
電話：037-876009
開放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下午四時三十

分後停止售票及入館）。

休館日：週一休館 (如遇連休假期或國定假日則
正常開館 )、除夕及館方另行公告休館日。
※除夕當日休、初一至初五 9:00-17：00(週一休館 )

7.苗北藝文中心
地址：苗栗縣竹南鎮公園路 206號
電話：037-612669
開放時間：09:00~17:00 (周一休館 )
※除夕當日休、初一至初五 9:00-17：00(週一休館 )

8.苗栗特色館
地址：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 14鄰館南 352號
電話：037-233121
開放時間：09:00-17:00 (周一休館 )
※除夕當日休、初一至初五 9:00-17：00(週一休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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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苗栗站
地　　址：苗栗縣苗栗市上苗里為公路 1 號
電　　話：0800-765888
網　　址：https://www.railway.gov.tw

搭乘臺鐵列車可至苗栗各站旅遊

苗栗縣山線車站：崎頂－竹南 －造橋－豐富－苗栗－南勢－銅鑼－三義
苗栗縣海線車站：竹南－談文－大山－後龍－龍港－白沙屯－新埔－通霄－苑裡

其他轉乘資訊請上台鐵官網查詢。

高鐵苗栗站
地　　址：苗栗縣後龍鎮高鐵三路 268 號
電　　話：4066-3000
網　　址：https://www.thsrc.com.tw/index.html
搭乘高鐵列車可透過市區公車、臺灣鐵路、排班計程車、小客車租賃、復康巴士

等方式轉乘至苗栗各站旅遊，轉乘資訊請上高鐵官網查詢。

苗栗客運站
地　　址：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 206 號
電　　話：037-662111 #3
網　　址：www.mlbus.com.tw
搭乘苗栗客運、新竹客運及國光客運，可至苗栗縣各鄉鎮。

新竹客運 035-225151#8 www.hcbus.com.tw
國光客運 0800-010138 www.kingbus.com.tw
台灣好行 0800-011765 www.taiwantrip.com.tw
苗栗汽車客運  037-663392 www.mlbus.com.tw/index.php
台灣觀光巴士  02-2349-1500 www.taiwantourbus.com.tw

如何抵達苗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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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好行 - 南庄線
含多元文化及壯闊自然景觀的南庄慢城，南庄線自竹南

火車站起至南庄遊客中心，沿途山水風光展現自然生態

的生命力。

電　　話：037-662111#3  (苗栗客運 )
網　　址：https://www.taiwantrip.com.tw/line/5?x=2&y=1

行車路線：

去程：臺鐵竹南站 ( 東出口 ) >> 南庄遊客中心

竹南車站東出口→苗北藝文中心→尚順廣場 ( 頭份國中 ) →苗栗客運 ( 頭份總站 ) 

→頭份後花園 ( 上斗 ) →三灣→獅頭山古道口→龍門口 ( 勸化堂 ) →桂竹林→南

庄國中→南庄→南庄遊客中心

回程：南庄遊客中心 >> 臺鐵竹南站 ( 東出口 )

南庄遊客中心→ 南庄老街→ 南庄國中→ 桂竹林 → 龍門口 ( 勸化堂 ) → 獅頭山

古道口→三灣 →頭份後花園 ( 上斗 ) → 苗栗客運 ( 頭份總站 ) →尚順廣場 ( 頭份

國中 ) →苗北藝文中心 →竹南車站 ( 東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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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型運輸、接駁服務
歡迎多加利用，詳情請參照各公所網站！

幸福巴士 -泰安好行
電　　話：邱經理 0937-176237、林小姐 0972-717122、
                      駕駛長陳先生 0988-206189
網　　址：https://tinyurl.com/y4zmdfgc

行車路線：

大湖鄉公所 ( 起點 ) →大湖酒莊→雪霸國家公園汶水遊客中心 →清安豆腐街（泰安
鄉公所） →泰雅原住民文化產業區 →龍山部落溫泉區 → 泰安警光山莊 ( 折返點 ) →
龍山部落溫泉區 →泰雅原住民文化產業區 →清安豆腐街（泰安鄉公所） →雪霸國
家公園汶水遊客中心 → 大湖酒莊停車場→新竹客運大湖站 ( 終點 )

泰安鄉接駁車
電　　話：037-941025#402 田小姐
網　　址：https://www.taian.gov.tw/News.aspx?n=3913&sms=10845

三灣鄉幸福巴士
電　　話：037-831001
網　　址：https://tinyurl.com/y22mfahx

卓蘭鎮社區巴士
電　　話：04-25892101
網　　址：https://s.yam.com/YEY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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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車好方便

自行開車

走國道 1 號高速公路：
由頭份交流道下可至頭份、三灣，由頭屋交流道下可至造橋、頭屋，由苗栗交流道下可

至苗栗市、公館，由銅鑼交流道下可至銅鑼，由三義交流道下可至三義。

走國道 3 號高速公路：
由竹南交流道下可至竹南、頭份，由大山交流道下可至大山、造橋，由後龍交流道下可

至苗栗市、後龍，由通霄交流道下可至通霄、銅鑼，由苑裡交流道下可至苑裡、三義。

項            目 廠            商 聯絡方式

花果香草、大湖一日遊 華府旅行社 04-35027888
苗栗南庄客家風情一日遊 怡容國際旅行社 ( 股 ) 公司 02-89732973
雙城傳奇三義木雕大甲媽祖一日遊 元帥旅行社 04-23015590

苗栗縣旅遊租車
宏偉租車 037-691855 苗栗縣頭份市自強路 188 號 http://www.carleader.tw/site.html

金昌租車 037-333588
苗栗縣苗栗市福麗里 11 鄰至
公路 387 號

https://reurl.cc/qdvLL0

銘威國際車業 03 727 0250 苗栗縣苗栗市上苗里站前 6 號
h t tps : / /www. facebook . com/
MingWay2014

苗栗高鐵站
格上租車 037-248168 苗栗縣後龍鎮高鐵三路 268 號 www.car-plus.com.tw
和運租車 037-248156 www.easyrent.com.tw
安維斯租車 0800-600601 www.avis-taiwan.com
中租租車 0800-588508 www.rentalcar.com.tw

苗栗觀光巴士
線上訂購平台：uptogo、Klook、易遊網、KKday、可樂、寶獅、
東南、鳳凰等各大旅遊平台皆可訂購。

台灣觀光巴士
網　　址：https://www.taiwantourbus.com.tw/C/tw/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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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借問好親切

鄉鎮市 單位名稱 地址 電話

三義鄉

三義木雕博物館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廣聲新城 88號 037-876009
山板樵臉譜文化生活館 苗栗縣三義鄉雙連潭 138號 037-875766
三義甘丹民宿 苗栗縣三義鄉雙湖 7-11號 0978-275231
三義車站 苗栗縣三義鄉雙湖村 90號 037-874763
世奇精緻餅店 苗栗縣三義鄉水美路 156號 037-879988
月台茶棧 苗栗縣三義鄉勝興村勝興 58號 037-873303

三灣鄉 三灣梨鄉休區協會 苗栗縣三灣鄉北埔村 3鄰下林坪 54號 037-831224

大湖鄉

巧克力雲莊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水尾坪 49-2號 037-996916
薑麻園休農中心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村 9 鄰薑麻園 11 號 037-951870
楓葉地圖民宿 苗栗縣大湖鄉東興村上湖 70號 0988-721288
大湖酒莊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八寮灣 2-4號 037-994986
十分崠老茶亭 苗栗縣大湖鄉南湖段 1337之 96地號 0937-715570

公館鄉

仁安社區發展協會 苗栗縣公館鄉仁安村 9鄰仁安 118之 20號 037-226782
五穀文化村陶瓷觀光工廠 苗栗縣公館鄉玉榖村 117-5號 037-234805
阿煥伯 苗栗縣公館鄉中義村中義 16號 037-231987
濟仁商店 苗栗縣公館鄉石墻村 8鄰 176號 037-228136
苗栗特色館 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 14鄰 352號 037-233121
公館鄉農會 苗栗縣公館鄉館東村大同路 266號 037-225211

竹南鎮
四方鮮乳酪故事館 苗栗縣竹南鎮大厝里 9鄰 59-13號 037-472609#2
龍鳳安檢所 苗栗縣竹南鎮龍鳳里龍江街 359巷 5號 037-484949

西湖鄉
吳濁流藝文館 苗栗縣西湖鄉五湖街 194之 4號 037-911286
西湖服務區 苗栗縣西湖鄉湖東村埔頂 29號 037-920585

卓蘭鎮
花露休閒農場 苗栗縣卓蘭鎮西坪 43-3號 04-25893280
江記永安喜餅店 苗栗縣卓蘭鎮上新里中山路 13-14號 04-25896600

南庄鄉

南江休閒農業區旅遊中心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小東河 14鄰 8-3號 037-821736
親親熊熊咖啡坊 苗栗縣南庄鄉中山路 124號 0975-825615
南庄鄉觀光產業協會 苗栗縣南庄鄉文化路 5號 037-825220
夢田莊園 苗栗縣南庄鄉南富村四灣 30-3號 0932-134380
好客在一起工作坊 苗栗縣南庄鄉中山路 110號 0931-505675
日輝行 苗栗縣南庄鄉南富村 1鄰 26-1號 0953-823566
向天湖 738文創餐館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 16鄰向天湖 25號 037-823922

人生地不熟，一問解千愁 !

苗栗縣借問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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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借問好親切

後龍鎮
好望角番薯園 苗栗縣後龍鎮中和里 12鄰崎頂 117號 037-923953
後龍彎客棧 苗栗縣後龍鎮龍津里同興 97號 0980-152058

苑裡鎮

王記鑫魚丸 苗栗縣苑裡鎮和平路 78號 037-861859
金良興觀光磚廠 (灣麗磚
瓦文物館 ) 苗栗縣苑裡鎮錦山 71之 17號 037-746368

山水米有機稻場 苗栗縣苑裡鎮玉田里 91-5號 037-743000
華陶窯 苗栗縣苑裡鎮南勢里 2鄰 31號 037-743611
苑裡火車站 苗栗縣苑裡鎮苑北里中山路 165號 037- 851013
苑裡好咖 苗栗縣苑裡鎮新興路 62號 037-868079
東里家風百年古厝 苗栗縣苑裡鎮苑坑里 2鄰 8號 037-853158
稻鴨庄 苗栗縣苑裡鎮泰田里 1號 037-742563
愛情果園 苗栗縣苑裡鎮彎麗路 98號 037-747607
享沐時光莊園渡假酒店 苗栗縣苑裡鎮錦山 8鄰 8-1號 037-742878

苗栗市
新興旅社 苗栗縣苗栗市建國街 3號 037-260133
老家藝文生活空間 苗栗縣苗栗市建台街 1巷 13號 037-321756

泰安鄉 泰雅文物館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圓墩 6鄰 46-3號 037-941805

通霄鎮
福堂餅行總店 苗栗縣通霄鎮信義路 151號 037-752266
台鹽通霄觀光園區 苗栗縣通霄鎮內島里 122號 037-792121

造橋鄉
谷巴休閒渡假村 (木炭博
物館 ) 苗栗縣造橋鄉造橋村過港坪 8-6號 037-543945

獅潭鄉
全家便利商店苗栗獅潭店 苗栗縣獅潭鄉新店 150之 6號 037-932482
印象雲南食府 苗栗縣獅潭鄉新店村 10鄰 102號 037-932729

銅鑼鄉 銅鑼車站 苗栗縣銅鑼鄉銅鑼村大同路 13號 037-983838

頭份市
牛欄窩茶餐館 苗栗縣頭份市上興里水源路 557-2號 037-661999
蘆竹湳古厝風情館 苗栗縣頭份市蘆竹里 15鄰 191號 037-628187

頭屋鄉 152日安咖啡 苗栗縣頭屋鄉明德路 152號 037-255955



36

三義鄉

西湖渡假村 - 御花苑中餐廳 037-876699
西湖渡假村 - 香榭西餐廳 037-876699
山那邊·綠葉方舟 037-875868
勝興客棧 037-873883
桐花村 037-879908
川味仙客家菜館 EU 037-873500
新月梧桐三義店 037-875570
亮玉客家美食館 037-870852
鐵道驛站 037-881789
三義土雞城花園餐廳 0912-015636
蒸烹派餐廳 037-876482
卓也小屋 037-879198

三灣鄉

山城複合式庭園餐魔 037-833530
巴巴坑道休閒礦場 037-834858
山灣咖啡 037-831931

大湖鄉

石門客棧休閒農場 037-951129
雲也居一 037-951530
鄉村客棧 037-996239
老主顧客家菜餐廳 037-990898
鳥 V.S 人餐廳（天空之城 )  037-951815
湖畔花畤間 037-996795

公館鄉

巧軒餐廳 037-226868
蘭庭農莊庭園餐廳 037-235533
棗莊古藝庭園膳坊 037-239088
福樂麵店 037-224455
紅棗食府 037-224688

苗栗特色客家好食
苗栗縣特色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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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觀雲民宿 037-239988
新方樓餐廳 037-222890
公館牛肚大王 037-222177
荷塘居 037-233456
陳師傅餐館 037-231097
鶴山飯館 037-220226

竹南鎮

繽紛泰 037-473010
滿意麵食坊 037-552176
布洛瓦烘培餐坊 037-484448
酒酷 Jo Ku 餐廳 037-484448
海岸線海產城 037-481000
老北方舖子 037-477740
艾蜜奇義大利坊 037-461167

卓蘭鎮

花露農場 04-25891589
花自在食宿館 04-25895892
金葉山莊休閒農場 04-25892292

南庄鄉

山林雅境 037-823801
桂花園鄉村會館 037-823066
田媽媽龍門口餐廳 037-822829
南庄橄欖樹咖啡民宿 0919-822-379

西湖鄉

祕密花園 037-923029
苑裡鎮

苑裡龍園餐廳 037-853802
天泉牛肉麵 037-861369
全國花園鄉村俱樂部 - 四季廳 037-741166
全國花園鄉村俱樂部 - 古斯托西餐廳 037-741166
御廚川菜餐廳 037-85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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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鄉

錦水溫泉飯店 037-941333
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037-941777
泰安湯悅溫泉會館 037-941941

獅潭鄉

月桂冠花園農莊 037-932745
印象雲南食府 037-932729
仙山仙草 037-932318
仙山生態農園 037-931661
大坡塘客家農莊 037-932862

苗栗市

快樂蘇打 037-371898
阿呆鳥刀切牛肉麵一苗栗店 037-366898
IS 義式餐廳 037-350035
王甫尹餐館 037-325186
龍華小吃 037-337979
傳家堡餐館 037-268788
王府大飯店 037-273055
永興海鮮 037-359886
那布勒斯洋食館 037-377005
喜朵新洋食館 037-338699
新味小館 037-323637
杜石地一號紫錐花莊園 037-375062
時代飯店 037-353311

通霄鎮

吳媽媽創意廚房 037-755617
駱師父御宴餐廳 037-763589
飛牛牧場 - 紅穀倉 037-782999
飛牛牧場 - 樂活（飛牛）餐廳 037-782999

造橋鄉

綠池庭園餐廳 037-561388
谷巴休閒渡假村 037-540039
香格里拉樂園 - 古早味餐廳 037-561369
苗翔牧場 - 田媽媽餐虜 037-56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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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鄉

彭屋客家小館 037-985022
丹楓餐廳 037-980701
張記小館客家鄉土料理 037-985222
頂好客家菜牛肉麵館 037-984272
福欣園客家美食 037-983345

頭屋鄉

老田寮客家美食館 037-256655
明湖水漾會館 037-255988
水榭樓台 037-255789
鱺魚小吃店 037-252433

頭份市

牛欄窩茶餐館 037-661999
東北角餐廳 037-611576
吉緣小館 037-672398
斗煥坪水餃館 037-660166
桂竹園生活藝術餐廳 037-689500
范頭家 037-592588

後龍鎮

阿水飯店 037-72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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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義鄉

西湖渡假大飯店 037-876699
F商旅三義館  037-878788 ★★★

大湖鄉

采莓行館 037-993133
公館鄉

御親園商務汽車旅館 037-233770
初夏汽車旅館 037-237889
楓林時尚汽車旅館 037-228988
竹南鎮

九龍大飯店 037-474111-2
御和園商務汽車旅館 037-584748
竹南旅社 037-472435
新光明大旅社 037-472267
芝柏山汽車旅舘  037-625789 ★★★

琪海汽車旅館 037-628628
台灣新旅社 037-473636
竹豐旅社 037-472120
崎頂新樂園 037-472887
馥藝金鬱金香酒店  037-539888 ★★★★

南庄鄉

山林雅境渡假農場 037-823801
百香農場旅館 037-821850
春谷農場  037-821892
後龍鎮

遊桐花休閒汽車旅館 037-733669
金龍大旅社 037-722315
梅芬大旅社 037-722119
苑裡鎮

國泰大旅社 037-861058
享沐時光  037-742878  

苗栗市

福星大旅社 037 -321372
栗華飯店 037-270456
南苗大旅社 037-321961-2
高賓旅社 037-260268
園霖大飯店 037-321500
丸松大旅社 037-320283
華王大旅社 037-265969
綠庭商務旅館 037-358789
三統大飯店 037-325959
米南汽車旅館 037-335088
月心汽車旅館 037-277756
來來大旅社 037-265991
新興旅社  037-260133
王府大飯店 037-273055 ★★

禾家商旅 037-356666
泰安鄉

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037-941951
觀霧山莊 037-268818
湯悅溫泉會館  037-941941
虎山溫泉會館  037-941001
騰龍山莊  037-941002,

941538
錦水溫泉飯店  037-941333
日出溫泉渡假飯店  037-941988
通霄鎮

銀座大旅社 037-752114
欣達休閒旅館 -
飛牛牧場

037-782844,
782999

國賓大旅社 037-752176
御香園商務汽車旅館 037-750789

旅館

多住幾天放肆玩宿 請多利用「台灣旅宿網」taiwanstay.net.tw查詢合法旅宿業者資訊，
可設定多種條件檢索，快速找到符合自己需求之住宿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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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市

福星大旅社 037 -321372
栗華飯店 037-270456
南苗大旅社 037-321961-2
高賓旅社 037-260268
園霖大飯店 037-321500
丸松大旅社 037-320283
華王大旅社 037-265969
綠庭商務旅館 037-358789
三統大飯店 037-325959
米南汽車旅館 037-335088
月心汽車旅館 037-277756
來來大旅社 037-265991
新興旅社  037-260133
王府大飯店 037-273055 ★★

禾家商旅 037-356666
泰安鄉

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037-941951
觀霧山莊 037-268818
湯悅溫泉會館  037-941941
虎山溫泉會館  037-941001
騰龍山莊  037-941002,

941538
錦水溫泉飯店  037-941333
日出溫泉渡假飯店  037-941988
通霄鎮

銀座大旅社 037-752114
欣達休閒旅館 -
飛牛牧場

037-782844,
782999

國賓大旅社 037-752176
御香園商務汽車旅館 037-750789

★星級旅館溫泉標章 好客民宿

造橋鄉

谷巴休閒渡假村 037-540039
悠雅汽車賓館 037-540952
香格里拉樂園 -桐花
山莊

037-561369

銅鑼鄉

中興旅社 037-981429
頭份市

亞漫妮商務汽車旅館 037-629777
東園大飯店 037-665688
愛伊堡汽車旅館 037-691166
頭緣汽車旅館 037-621115
佳來大旅社 037-663188
尚順君樂飯店  037-539555 ★★★★

宿園休閒汽車旅館 037-590088
泰莉莎旅店 037-673757
欣悅商務旅店 037-66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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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義鄉

田媽媽民宿 037-875656
桐鄉民宿 037-879760
水采田家 037-881461
微微風民宿 037-877077
逸悅山莊 037-876397
炭鄉八八 037-872588
薄霧館民宿 0975-765910
不遠山莊 037-870898
旅人藝棧民宿  037-870528
史迪奈民宿 037-881201
櫻花渡假會館 037-878133
樂福民宿 037-872068
禪之宿 0937-873745
正在旅行 037-876168
三義甘丹民宿  0978-275231  
薇萱小築 0986-246685
愛面子民宿 037-875766
卓也藏山館 037-879198
山嵐民宿 037-875706
薄霧館樓中樓 037-871200
慕哲哈比屋 037-872935
石話石說民宿 037-873743
五福山莊民宿 037-872030
水漾西湖 037-878528
山明民宿 037-872361
杉桐雅築 0906-777811
石濤園 037-875225
三義幸福小築館前民宿 0931-602121
向陽田園  037-874028
茗緣居民宿  037-878985
喆娟夢田 037-878388
巨缿民宿 037-878289
三義幸福小築民宿 037-871280
桐花山莊 037-875768
黃石山莊 037-878502
樂津民宿 037-881518
峯州小木屋  037-876921
樹也民宿  037-881712
綠波浪森林會館民宿 0989-966858
三義竺夢園民宿 0923-557911
鯉享童樂親子民宿 0903-339077
柏竺山莊  037-879366

卓也小屋 037-879198
三義行館 0919-218244
野薑花森林坊 037-879143
馨雅民宿 037-870551
好珈農莊  037-881766
福田瓦舍  037-876156
福軒養生館 037-879177
焉之美術空間館 037-871698
沐沐民宿 0911-143299
癩蛤蟆民宿 0932-529911
向草語蟲民宿 037-876416
愛山林 0968-695989
沁澐森林莊園 037-951236
圓夢築 0934-313189
小樹枋民宿 0919-715816 
雲洞山莊 037-951531
三灣鄉

陳媽媽民宿 037-834200
逗點民宿 037-832029
侑橘休閒農園 037-832779
老家民宿  037-834099
神棹仙境民宿 0932-668582
三灣高地 02-22611094
遇見台灣百合 037-834256
大湖鄉

石門客棧 037-951129
水頭人家 037-992990
富錸民宿 037-991225
木星花時間民宿 037-996796
御花苑民宿 0913-263311
慈夢柔民宿 037-990099
石風民宿 037-993366
湖畔星館民宿 037-996795
愛山居民宿 037-951787
夏內爾渡假民宿 037-992199
泉銘行館 037-990959
福人居 037-996089
馬拉邦錦雲山莊  0933-571588
楓葉地圖民宿 037-997299  
馬拉邦渡假山莊 037-996889
湯神民宿 037-991948
竹高屋民宿 037-995235
湖畔栗鯉 037-951826

合法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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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回家民宿 0972-906927
水星花時間 037-996796
巧克力雲莊  借問站 037-996916
馨享士宸 037-951177
菊園 037-951522
日光森林 0927-940227
登陸天王星 037-996796
雲莊空間密碼民宿 037-996916
地圖楓葉民宿  037-997299
湖畔花時間  037-996795  
勻淨湖民宿 037-951007
忘煩花自在民宿 04-25895892
薑麻園裕國山莊 037-951829
太湖民宿 037-995269
山水居民宿 037-951513
霧上雲端 037-951522
御賞屋民宿 037-997068
八丈高民宿 04-25895892
莓景風采民宿 0922-662376
公館鄉

公館柿子紅了民宿  037-231425
我的花園 037-229157
攬月莊民宿 037-233305
衝到山上去放空民宿 037-230565
綠野神農休閒民宿 037-233855
我的家 51-6民宿  037-230070
桐莊  好客民宿 037-220788
鹿野觀雲民宿 037-239988
福村養生農場 037-220675
綠風民宿 037-238553
油桐花小徑 037-239988
兆陽樓 037-236798
荷塘居 037-233456
和風民宿 037-233498
響水客棧 0923-124902
祁家院 037-233118
龜樹民宿 0938-202734
築夢農莊 0934-203666
戀戀山水農莊民宿  0903-929218
桐遊柿界民宿 037-232358
松鶴祥和居民宿  0921-951213
草山境  0933-533195
苗栗松鶴陶然居民宿  0932-625075

聚福居民宿 0980-259708
慕農客民宿  037-223579
松鶴向陽居民宿 0927-216781
櫻之芳庭民宿 037-237387
喫茶居民宿 037-231906
清風朗月莊 037-222068
紅棗民宿 037-234443
竹南鎮

翡翠金鑽民宿 037-582131
翡翠如意民宿 037-676803
橘子民宿 0917-265133
宣妮民宿 0975-191359 
西湖鄉

馨藝庭園民宿 037-987558
藝術家莊園民宿 0917-165563
西湖柚子家民宿 037-922531
卓蘭鎮

長青谷 04-25893329
花露民宿 04-25898565
怡和田民宿 04-25891085
金葉山莊 04-25892292
雲也山莊 04-25892829
岩川民宿 04-25921680
景山林 04-25921586
御品園 04-25891789
卓蘭風情民宿 04-25898080
山湖戀民宿 04-25898796
自然風情民宿 04-25896666
坪林五二民宿 04-25921168
弍寓民宿 0978-213198
弌宅民宿 0932-535492 
南庄鄉

源寶山莊 037-822616
總統民宿  037-823717
寶康花卉農場 037-825947
蓬萊仙境渡假山莊 037-821511
有荷桂橄民宿 0939-749938
普羅旺斯鄉村民宿  0911-811835
富邑山莊 037-825376
藝術巴黎民宿 037-823971
石壁彩虹民宿 037-821777
吶善瑪固 037-821421
山房子 037-822369
米堤園 037-82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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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方民宿 037-822920
南莊民宿小哥的家 037-824760
里京館 037-825185
碧絡角民宿 037-825605
曲中居音樂民宿 037-822207
南庄漫晨旅店   037-822707  
翡翠別館 0988-565911
鳳櫻碧山莊 037-825679
新之住民宿 037-822922
伴月民宿 037-825681
綠草地  037-824879
加州莊園民宿  0952-401248
景舍休閒山莊  037-822311
百成民宿 037-821820
譚家園民宿 0912-295188
八卦力民宿 0915-566007
萱草森林鄉村民宿  037-822009
左岸 LED庭園 037-821997
李家莊 037-823900
福美青鳥山莊 037-822481
桐顏桐雨花漾會館  037-825895
真柏園 037-824009
桂築林庭園民宿 037-825985
問樵山居 0936-246535
新百香民宿 037-825851
21杉林別墅 037-821258
北獅樓民宿 037-823439
容園谷景觀渡假山莊 037-823330
仙山民宿 037-821050
松柏山莊 037-823870
風山漸民宿 0979-459015
栗田庄 037-824978
桐花森林渡假民宿 037-825166
南庄蔓森活民宿 037-825666
百合山莊  037-825822.23
玉荷園  037-825800
幸福綠光 037-821751
種荳人家 037-822220
山行寄野民宿 037-825438
閱微森林 0921-776035
南庄橄欖樹咖啡民宿 0919-822379
春雨庄園 037-825918
杉林松境  037-824578
宜家園 037-825289
水岸明珠 037-822268
陶然渡假山莊 037-823015

晴園民宿 0911-310385
向天湖咖啡民宿 037-825559
眉山居  0928-015017
尚豐山蘇農園 037-824161
山居蘭園 037-825968
毓琇圖書山莊 037-823939
星宿民宿  037-821626
麥克尼景觀莊園 037-821859
觀雲田莊 0937-137899
松緣民宿 0921-760366
山田民宿 0909-071498
馬卡龍民宿 037-825285
松芬多森林民宿 0935-096509
水雲間  037-825777
春友庭園民宿 037-824815
力新小築 037-822179
麥可妮莊園 037-821726
藝欣山莊 037-825868
青溪民宿 037-821576
一葉蘭民宿 037-821012
南庄好山好水民宿 037-825789
蘇維拉民宿  0932-331510
老寮民宿 0963-143945
逗號民宿  0975-820058
金成山莊 037-823929
天堂鳥民宿 037-821727
南庄風鈴木咖啡民宿 037-822568
燕子陶 037-823589
紅磚屋特色民宿  037-824877
青杉嶴民宿 037-821510
富川花園 037-822566
南庄拾光民宿 037-823298
晨境森林 0912-071226
美之宿 0932-286129
無盡夏民宿 037-825522
怡花優靜民宿 0933-435841
星之森民宿 0902-277580
苑裡鎮

任意宿民宿 037-868232
東里家風  037-853158
珠舍雙語民宿  037-747096
灣麗甜馨民宿 037-853793
綠意山莊民宿 0937-743728
揚昊民宿 0911-174143
苗栗市

58咖啡行館 037-37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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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園民宿 0911-310385
向天湖咖啡民宿 037-825559
眉山居  0928-015017
尚豐山蘇農園 037-824161
山居蘭園 037-825968
毓琇圖書山莊 037-823939
星宿民宿  037-821626
麥克尼景觀莊園 037-821859
觀雲田莊 0937-137899
松緣民宿 0921-760366
山田民宿 0909-071498
馬卡龍民宿 037-825285
松芬多森林民宿 0935-096509
水雲間  037-825777
春友庭園民宿 037-824815
力新小築 037-822179
麥可妮莊園 037-821726
藝欣山莊 037-825868
青溪民宿 037-821576
一葉蘭民宿 037-821012
南庄好山好水民宿 037-825789
蘇維拉民宿  0932-331510
老寮民宿 0963-143945
逗號民宿  0975-820058
金成山莊 037-823929
天堂鳥民宿 037-821727
南庄風鈴木咖啡民宿 037-822568
燕子陶 037-823589
紅磚屋特色民宿  037-824877
青杉嶴民宿 037-821510
富川花園 037-822566
南庄拾光民宿 037-823298
晨境森林 0912-071226
美之宿 0932-286129
無盡夏民宿 037-825522
怡花優靜民宿 0933-435841
星之森民宿 0902-277580
苑裡鎮

任意宿民宿 037-868232
東里家風  037-853158
珠舍雙語民宿  037-747096
灣麗甜馨民宿 037-853793
綠意山莊民宿 0937-743728
揚昊民宿 0911-174143
苗栗市

58咖啡行館 037-371858

泰安鄉

印象‧泰雅渡假民宿 0911-972823
竹美民宿 037-941889
百芙灡民宿 0975-650532
老古董民宿 037-941379
吉娃斯 037-941204
湯源民宿 037-941398
象鼻休閒山莊 037-962526
ㄠ嶩民宿 037-962128
翩翩泰安 037-941099
瑪懷舒民宿 037-941174
哈利匠民宿 0932-503824
瞭望角民宿 037-941666
天然居民宿 037-941758
友泰民宿溫泉館 037-941868
都瑪斯民宿 037-962102
湯之美溫泉 037-941638
阿湯哥民宿 037-941885
美富安休閒館 037-962023
比浩民宿 037-962036
土牧驛健康農莊 037-941087
湯唯民宿 037-941081
般若民宿 037-941320
雲夢山林民宿 037-941731
穆月樓民宿 037-941609
馬力十族民宿 037-941110
尤瑪阿麗 037-941931
達拉灣民宿 037-962349
楚留香民宿 037-941730
好自在民宿 037-993501
通霄鎮

翠松苑民宿 037-783357
紅蜻蜓民宿  037-783376
飛螢農莊   0975-783371
好望角民宿 0921-372321
欣園民宿  037-793553
白沙墩民宿 037-793086
通霄三合院農 0921-577510
長屋民宿 037-783535
釣魚的貓 037-783738
圓夢山莊民宿 037-759670
如意園 037-783665
伽芝萊民宿  0921-371548
綠丘行旅 037-783858
檜意村民宿 037-782883
輕山居 0933-206929

尋找愛麗絲民宿 037-782526
造橋鄉

安碩民宿 037-682991
戀空民宿 037-540330
獅潭鄉

七里香民宿 037-991150
霖園民宿 037-932716
桂橘園民宿 037-932587
八角居所民宿  0963-577866
仙山農園民宿 037-931661
八角隱士莊園 0963-577866
看山民宿 0953-762208
銅鑼鄉

栗丘民宿 0911-270367
响銅鑼客棧 037-983668
銅鑼有一種慢 0988-683729
小樹的家 037-981011
風山雅筑莊園民宿 0912-856602
頭份市

寶樹迎賓民宿 037-684666
布襪娃森林民宿 0979-998585
頭屋鄉

釣魚台農莊 037-254897
萊茵步調民宿 037-251772
雅心山莊 037-251056
慕雲想民宿  037-252868
日光呼吸 037-256889
天花湖民宿 037-253571
後龍鎮

酵法自然民宿 037-72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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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苗
栗
苗
栗

指導單位︱指導單位︱

協辦單位︱苗栗縣觀光協會、苗栗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民宿發展協會、苗栗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觀光文化解說員協會協辦單位︱苗栗縣觀光協會、苗栗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民宿發展協會、苗栗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觀光文化解說員協會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贊助單位︱

台灣穆斯林友善環境發展協會
Taiwan Muslim Friendly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台灣穆斯林友善環境發展協會

贊助單位︱

台灣穆斯林友善環境發展協會
Taiwan Muslim Friendly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台灣穆斯林友善環境發展協會

金
運
招
福

金
運
招
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