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世界園區內】

傑克企業社(綠世界周邊商品專賣店)

★商圈消費券可使⽤於「綠世界遊客服務中⼼」

營業時間：週⼀~⽇ 08:30-17:30

電話：03-5801000

地址：台灣新⽵縣北埔鄉 7鄰 20 號

特⾊：傑克企業社為綠世界周邊商品專賣店，位於園區內的遊客服務中⼼處，有多種動物明星玩偶及

⽣活⽤品周邊。

化⽯先⽣(綠世界劇場店/⼤探奇店)

★商圈消費券可使⽤於「綠世界–雨林咖啡區 / ⽔果吧 / 紀念品中⼼」；⼀張消費券(50 元)限折抵

⼀項商品，不可累積折抵。

營業時間：週⼀~⽇ 08:30-17:30

電話：(02)22692350

地址：新⽵縣北埔鄉 7鄰 20 號

特⾊：化⽯先⽣綠世界店為兼具紀念品及美味餐點的複合式商店，其紀念品包羅萬象，不僅有罕⾒的

礦化⽯真品、重視環保與教育的動物擬真玩偶，還有⼤⼈⼩孩都愛不釋⼿的科教商品、⼾外活動玩具

等，等你來參觀選購。



【北埔老街】

姜太公柿餅農產商⾏

營業時間：週⼀~五 09:00-18:00 / 週六~⽇ 08:30-18:00

電話：0954-079-958

地址：台灣新⽵縣北埔鄉廟前街 24號

特⾊：北埔種植柿⼦已有百年歷史，柿⼦⾊澤鮮麗，果味甜美，是消費者非常喜愛之特產⽔果之⼀，

⾃古即被稱為吉祥如意之果。本產品完全不含添加物，富含蛋⽩質、脂肪、澱粉、果膠、單寧酸，以

及多種維他命、礦物質，為「全⽅位」的健康甜點。

北埔擂茶堂

營業時間：平⽇ 11:00-18:00 / 假⽇ 11:00-19:00 / 週三公休

電話：03-5803181 / 0980-663496

地址：台灣新⽵縣北埔鄉廟前街 4-1 號

特⾊：深具客家⺠族特⾊的老字號-北埔擂茶堂，座落於饒富⼈情、傳統風情的北埔街道，店裡提供

好吃的蔬食套餐，也有⼿沖咖啡、天然果乾飲、擂茶DIY 體驗和好吃的⼿⼯點⼼，讓旅客享⽤下午

茶的同時更感受到滿滿的幸福感。



宇晴園採果樂

營業時間：週六~⽇ 10:00-17:00

電話：0933-129288

地址：新⽵縣北埔鄉⼤湖村尾隘⼦ 12號

特⾊：宇晴園採果樂，是北埔在地種植的農園，通過了慈⼼友善認証，是品質優良的綠⾊保育⽥區。

橘園現採⽤半⾃然的耕作⽅式，以少量的有機肥料、不噴灑任何的農藥或是藥劑、⼈⼯除草，讓橘⼦

成⻑回歸⼤地的⾃然孕育，成為安⼼⼜甜美的果實。

北埔廟前粄條

營業時間：平⽇ 09:30-18:00 / 假⽇ 08:30-18:00

電話：0939-135080

地址：台灣新⽵縣北埔鄉北埔街 13號

特⾊：「北埔廟前粄條」⽬前傳承⾄第⼆代經營，以友善服務客⼾、友善對待員⼯為經營理念。雖是

⼀間地⽅平價的⼩店，但有提供友善、衛⽣、安全⽤餐環境的使命；店裡提供冷氣、旅遊諮詢、免費

wifi、⼿機充電服務、冷熱飲⽔機、⾞友充氣、無障礙的免治⾺桶廁所，本店亦投保公共意外險，讓

每⼀位前來消費的遊客吃得美味⼜安⼼

隆源餅⾏

營業時間：週⼀~⽇ 08:00-21:00



電話：(03)5802337

地址：台灣新⽵縣北埔鄉中正路 16號

特⾊：隆源餅⾏頂著百年老店的⾦字招牌加上⾃製⾃銷的各式糕餅，料多味美、⼝感極佳，聞名全台；

⽽對於產品品質獨有的堅持，讓商品連續多年屢獲食品⾦牌獎。 隆源餅⾏富有客家文化精神，以⼿

⼯精製的蕃薯餅、芋仔餅、擂茶餅、綠豆凸、⽵塹餅、鳳梨酥、客式喜餅等各式糕餅遠近馳名；糕餅

的特⾊來⾃對原料的嚴格挑選、對⼝味的不斷改良與創新、對烘烤設備的嚴格要求，都在在凸顯出產

品⽪薄餡多 、香Ｑ味美、甜⽽不膩的獨特⼝感，是北埔老街「只此⼀家，別無分號」的必訪名店。

福美軒飲食店

營業時間：平⽇(⾃助餐、便當訂做)10:15-13:15 / 例假⽇(快炒麵食)11:00-19:00

電話：03-5801099

地址：新⽵縣北埔鄉北埔村 7鄰南興街 132 號

特⾊：本店開業⾄今已⻑達三⼗年的歷史，早期第⼀代是以外燴為主，現在第⼆代接⼿營業項⽬以辦

桌、喜宴、外燴、⾃助餐為主，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店內重新裝潢後開始經營團體訂餐(開會、聚

餐).便當訂做、經濟快炒、客家⼩吃，可說是⼀家很多元化的餐廳呢! 本店位於北埔⼝附近的南興街

上，本店⾯前還有⼀頭⼆⼗年歷史的⽊雕⽔⽜在此歡迎⼤家光臨！店內裝潢古⾊古香，每桌都鋪上油

桐花的客家布，讓顧客在享⽤客家美食的同時別有⼀番感受。



璞鈺擂茶

營業時間：週⼀~⽇ 09:00-18:00

電話：03-5802250

地址：新⽵縣北埔鄉廟前街 8號

特⾊：璞鈺擂茶為客家擂茶專賣店，提供 13種⼝味擂茶以及精美擂茶伴⼿禮品。⾨市部提供擂茶伴

⼿禮展⽰販售服務，以及擂茶DIY 體驗、咖啡下午茶、與素食餐點服務。

哈客愛擂茶

營業時間：週⼀~⽇ 09:00-18:00

電話：03-5803969

地址：新⽵縣北埔鄉中豐路 30號

特⾊：哈客愛(hakka love).以“堅持製造⽣產健康養⽣的客家美食”的經營理念，只⽣產我們⾃⼰滿

意的產品，不滿意的產品，我們絕對不賣給客⼈。 我們不但要發揚傳統的客家擂茶，更要提升客家

擂茶的質感，以創新的精神，融入新元素，創造出香醇美味的創意⻄式擂茶，讓擂茶也能有如下午茶

般的享受。

怡農茶園

營業時間：週⼀~⽇ 09:00-21:00

電話：0952-135827



地址：新⽵縣⽵北市三⺠路 102 之 1號

特⾊：怡農茶園品牌源⾃李和祿先⽣，早年畢業於「茶業傳習所」，承襲了⽇本⼈的製茶技術。經過

數⼗年的努⼒，承襲了老茶師的技術，⽤老欉的青⼼⼤冇，融入製茶師的專注與執著，在多次的東⽅

美⼈茶比賽中獲得冠軍茶、頭等茶等評定。怡農茶園是位於台灣的好⼭好⽔的新⽵縣北埔鄉，也是休

閒旅遊的好地⽅，因此肩負「⽤⼼做好茶」的責任與茶文化傳承，未來的⽬標是希望茶文化能繼續深

植台灣、發揚光⼤，更讓全世界都知道，北埔的「膨風茶」。

鑾姨的店

特⾊：鑾姨的店是天然油品專家，店內夏季主推樟腦油系列產品，冬季主推苦茶油、⿇油及花⽣油。

全部油品皆是在店裡現榨或現焗製作，旅客可以在這裡試聞、試⽤，親⾃感受油質完全⾃然的真實香

氣；此外，店內也有銷售多樣化的農產加⼯品，⽤料堅持、貨真價實，老闆主張以合理的價格帶給客

⼈最優質的產品，以誠信及熱情服務每⼀位來到內灣的旅客。

店鋪資訊：

【內灣店】鑾姨的店

營業時間：平⽇ 09:00~18:00 / 假⽇ 09:00~20:00

地址：新⽵縣內灣村⼤同路 52-2 號(總店)

電話：0928-630942



【北埔店】鑾姨的店

營業時間：平⽇ 09:00~18:00 / 假⽇ 09:00~20:00

地址：新⽵縣北埔鄉廟前街 14號(北埔分店)

電話：0928-630942

【內灣老街】

內灣彭老師野薑花粽

營業時間：週⼀~⽇ 08:00-20:00

電話：03-5849060

地址：新⽵縣橫⼭鄉中正路 283 號

特⾊：內灣觀光產業在發展的初期，是由當時的社區發展協會來推動，當時的彭老師正是協會的理事

⻑；親⼒親為下開設了第⼀間的野薑花粽攤位來作為當時的⽰範店。後來商圈慢慢地發展起來了，野

薑花粽的攤位也正式成為⼀間完整的店⾯，同時也為野薑花粽的故事成立了傳承的據點。

再造美麗新內灣⼯作室

營業時間：週⼀六~⽇ 08:00-20:00

電話：03-5849060

地址：新⽵縣橫⼭鄉中正路 283 號

特⾊：內灣商圈發展早期有許多單位進駐並挖掘出許多在地的⼈文故事，這些紀錄往往在活動結束後



就漸漸被繁盛的商業氣息給淹沒；⼯作室成立的初衷除了要保存這些珍貴的紀錄外，也逐漸協助內灣

的店家們將在地文化與商業⾏為結合並推廣。因此⼯作室主要的經營業務有內灣的在地導覽解說、地

圖印製、遊客服務及各種內灣在地文化的⼿作DIY ⾏程。

鵝姐野薑花粽

營業時間：平⽇ 09:00~18:00 / 假⽇ 09:00~19:00

電話：03-5849105

地址：新⽵縣橫⼭鄉內灣村中正路 39號

特⾊：「鵝姐野薑花粽」，傳承六⼗年的古早味。透過媽媽的記憶巧思，加上婆婆傳授炒製功夫，承

襲祖傳野薑花落地⽣根，根末的秘⽅結合現今有機植物萃取技術，利⽤野薑花根莖研磨薑粉取代味精，

並建立 SOP 作業規範，不加味精、防腐劑及⼈⼯添加物，精選相關食材，含有本地⾃產香菇、⿊豬

⾁、菜脯與薑粉，加上炒過的糯米，⽤飯熷蒸熟，再以野薑花葉包藺草綑綁，放入蒸籠蒸約⼗分鐘，

讓野薑及⽊香滲入米飯，製作出風味獨特的粽⼦。

如意食堂

營業時間：週⼀~週⽇ 10:00~22:00

電話：03-5849289

地址：新⽵縣橫⼭鄉中正路 63號

特⾊：⾛進「內灣形象商圈」，想要吃到平價⼜道地的美食，還要有著整潔舒適的⽤餐環境，那麼「如



意食堂」值得您來品嚐！老闆是內灣在地⼈，以平價消費、⾼享受的經營型態回饋顧客，全天候供應

數⼗道客家美食，讓來內灣旅遊的各地朋友，都能體驗真正的精緻客家美食之旅！

濃濃香蛋捲

營業時間：平⽇ 10:00~18:00 / 假⽇ 09:00~20:00

電話：03-5849856 / 0963-054856

地址：新⽵縣橫⼭鄉中正路 8號

特⾊：新⽵縣橫⼭鄉內灣老街以野薑花系列產品為地⽅特⾊，內灣火⾞站前的「濃濃香蛋捲」，以新

鮮野薑花碎片拌入麵糊中，現烤出香氣四溢、入⼝可以品味到野薑花⼝感的⼿⼯蛋捲，除了是內灣的

獨家產品，更是國內外旅客爭相品嚐的好滋味。

最初 Sprout

營業時間：平⽇ 11:00~18:00 / 假⽇ 10:00~18:30

電話：03-5849123

地址：新⽵縣橫⼭鄉中正路 46-6 號

特⾊：「最初 Sprout」主要以販售咖啡飲品及⼿作甜點蛋糕為主，另外還有⼿⼯厚片吐司、鬆餅和

簡單的飯食供客⼈多樣化的選擇。



叭哩叭哩氣墊鞋

營業時間：週⼀~週⽇ 10:00~18:00

電話：03-5849732 / 0921-117998

地址：新⽵縣橫⼭鄉中正路 295 號

特⾊：店內販售多樣化⼿⼯氣墊鞋，產品種類多、更同時兼具好看好穿好⾛的特⾊，⽪件商品使⽤真

⽪⼿⼯製作，踝靴、⻑靴、休閒鞋、涼鞋、拖鞋、娃娃鞋、豆豆鞋等品項應有盡有，真材實料品質看

得到、好不好穿⾛⾛看就知道！

芒果超⼈

營業時間：平⽇ 10:00~17:30 / 假⽇ 08:30~19:30

電話：0928-128290

地址：新⽵縣橫⼭鄉中正路 26號

特⾊：內灣老街最沁涼的⼀攤，不但有各式冰品、果汁，還有販售特⾊野薑花茶、桂花茶等。店內招

牌商品是⽤新鮮的芒果製成的芒果雪花冰，⽔果甜美、原汁原味，讓旅客吃了⼀來再來，琳瑯滿⽬的

品項總能滿⾜所有味蕾。

武拾育樂

※不可與現場優惠合併使⽤，請參⾒店家現場公告之消費規則。

營業時間：週⼀~週⽇ 09:30~17:00



電話：0963-378246

地址：新⽵縣橫⼭鄉⼤同路 50號

特⾊：內灣永遠充滿歡樂笑聲的⼀攤，老少咸宜、適合所有年齡層的旅客來感受遊戲快感；提供老街

遊客最多娛樂享受，各種遊戲，籃球、棒球、BB神槍⼿、套圈圈等 7種遊戲⼀次滿⾜，歡迎⼀家⼤

⼩來玩！

九讚頭文化協會

★消費券可使⽤店家：「好客好品希望⼯場」內店舖『虎帽⾦⼯』、『舊事⽣活』、『台灣⽔⾊』

營業時間：平⽇ 10:00~17:00 / 假⽇ 10:00~17:30 / 週⼆公休

電話：03-5849569

地址：新⽵縣橫⼭鄉中正路 48號

特⾊：「好客好品希望⼯場」是體現客家的「食 衣 住 ⾏」，跨⾜文化⼯藝、特⾊餐飲與⼿作體驗

的多元空間。其包括「虎帽⾦⼯」、「舊事⽣活」以及「台灣⽔⾊」餐飲、文創品牌，短期廠商合作

與藝術家駐村，增添園區豐富性，讓新舊旅客每次都有不同的體驗。整體園區 600 多坪，可容納百

位以內團體，提供絕佳火⾞美景，舒適休憩空間，3000 冊國內外漫畫⾃由閱讀。歡迎⼤家來到好客

好品希望⼯場⼀起享受內灣不同的風景。

※詳情請以店家公告的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