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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菸葉廠 變身文化與藝術展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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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創一站式多元移動服務平台，多達

1 1種租車／專車服務，不論旅行、商務、
返鄉、創新式彈性用車、酒後代駕⋯等各

種移動需求，這裡都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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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過《超人爸比征服全台

玩100》一書，喜愛攝影與

露營。曾與台灣好行、台灣

燈會等觀光單位合作，共同

行銷台灣的美好。

bobowin.blog/myself/

bobowin 

12 撰文｜米米 圖片提供｜寶寶溫 設計｜紀淑貞 地圖繪製｜劉有祥

寶
寶
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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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親子旅遊部落格10多年資歷的寶寶溫，熱愛戶

外運動及露營，即使身為兩個國小生的爸爸，愛玩個

性讓他一直像個大男孩般年輕，跟孩子打成一片到處

挖掘有趣的景點與玩法，帶著一家四口行走距離，可

以環繞台灣N圈，原本只是想作為自己和兒子成長的紀

錄，沒想到卻收穫了許多讀者成了意外收穫。

針對雙北高鐵站周邊的推薦遊程。寶寶溫提出了好

停車免費的公園還有雨天備案的有趣展館等等，他建

議帶孩子出門的行程安排不要太密，通常上午陽光最

好、小朋友體力最充沛安排戶外場地徹底放電，中午

找美食小吃補充體力，下午則安排較為靜態的觀光工

廠、農場進行體驗。

平時寶寶溫會在手機上開表單，紀錄平常陸續收集

到的有趣新景點清單，因為小朋友平常要上學所以會

利用假日好好規畫行程，每一次出遊都會以最想要去

的地方，搭配周邊順路的美食。因為小朋友通常會在

一個地方玩到意猶未盡，所以行程安排要有餘裕。現

在兩個兒子都上小學，也會讓他們參與出去玩的規劃

過程，兄弟會自己查地圖，或者告訴爸爸媽媽以前有

去過哪些地方太好玩了！還想要再去一次。弟弟也遺

傳到爸爸喜歡觀察攝影的天分。喜歡在出去玩的時候

到處拍拍，兩兄弟都喜歡植物與昆蟲，寶寶溫就會常

常會找一些自然協會課程或者是生態農場前往，認識

豐富的動植生態。

13

1.身為兩個兒子的爸爸，寶寶溫擁有一顆大男孩
的童心。2.福寶兄弟會用相機記錄生態，回家再
找資料，玩中學更有趣。3.寶寶溫會讓對攝影有
興趣的兄弟倆輪流掌鏡拍攝出遊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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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

東湖內湖

圓山
三重 台北

深坑端

三重熊猴森樂園

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國立臺灣博物館鐵道部

台北南港公園

南港中信金融園區文薈館
美麗華百貨

台北101

臺北流行音樂中心

深坑老街

大安森林公園

台北動物園

中正紀念堂

高鐵南港站 

高鐵台北車站 

高鐵板橋站 

台北+新北高鐵站周邊景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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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最大的特色公園「熊猴森樂園」有超過30座

各式溜滑梯，結合台灣特有種動物造型，讓你一路

滑向大草地，可愛的台灣黑熊、帝雉、台灣獼猴、

雲豹、梅花鹿都來助陣，7公尺高的瀑布滑草場，

玩一次就很難忘，孩子會天天吵著要來。荷葉蹦蹦

床、環形溜索也是超人氣的遊具，可以訓練手腳協

調性，高鐵之旅別忘了來這個最強大的親子公園，

租車過來堤防旁就有停車場，交通非常便利。

新北市三重區疏洪東路一段與三陽路交叉口河堤處

06:00-23:00

台北市區最佳親子飯店「台北喜來登大飯店」，推出塗鴉親子房大受歡

迎，2022推出「叢林探險」親子假期，8大主題探險遊戲區玩到飽，親

子互動魔術秀、爆米花電影院、扮家家酒露營區、全家互動玩樂電玩區

都好好玩，還有父母的休息室，冰淇淋零食咖啡吃到飽，真的是老的小

的都顧到了，專案還可享用十二廚自助早餐，叢林探險每週五至週日限

定入住，讓你吃飽玩好度過愉快的高鐵假期。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12號

02-2321-5511

sheratongrandtaipeihotel

叢林探險專案4,965元起，即日起至5/31五六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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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高鐵來台北玩，第一站或最後一站的好選擇，就是

「國立臺灣博物館鐵道部」， 在台北北門旁，塵封已

久的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經過整修改建後重新開

放，迷人的紅磚老建築超美的，互動式設施適合親子同

樂，利用電腦塗鴉幫火車上顏色，就可以看到自己畫的

火車在大螢幕上出現 ，孩子還可以買票搭小火車，認

識鐵道號誌，最後別忘了去動態模型鐵道建築園區，重

現1970年代的台北車站周邊街景。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一段2號 全票100元，半票50元

02-2558-9790   NTMuseum

週二至日 09:00-17:00 (週一、除夕、大年初一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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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推薦雨天晴天都能來的免費景點，從高鐵南港站搭捷運或租車都很方

便，在南港軟體園區的中信金融園區文薈館，從大廳就讓人有驚喜，

兩層樓高的LED數位投影，呈現四季變化，還有調皮的森林動物們來攪

局，進入園區後騎上行動速克達，化身業務員穿梭台北街頭，戴上VR

眼罩，只要用眼球跟頭部動作，就能點選你要的金融服務，彷彿置身未

來的世界，金融主題的親子互動體驗，真的很新奇，一定要來試試看！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68號A棟1F   02-3327- 7777分機1099

 ctbcmuseum   11:00-17:30(週一休館)

搭高鐵來台北玩，別錯過了台北的特色公園，森林系的南港

公園，主打讓孩子自己去冒險，6大主題遊戲區穿梭林間好

好玩，木屑鋪面樹屋溜滑梯是孩子的秘密基地，具挑戰性的

天網攀爬網，可以訓練膽量，結合鞦韆、滑索的飛鳥溜索，

超級刺激，小朋友都會放聲尖叫。公園旁的大草地好適合野

餐，鋪上野餐墊，看著孩子玩耍，享受放牛吃草的悠閒時

光。給孩子全新玩樂體驗的南港公園，快安排來走走。

台北市南港區東新街170號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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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提供｜寶寶溫 設計｜紀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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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較為低調因此就以小

小的大頭照呈現。她愛

吃，愛旅行，在「部落格

Ellen's 食&旅誌」分享食記

逾20年，旅行過30幾個國

家，熱愛甜點與咖啡，還

有各類藝文活動。

lemonadellen.pixnet.net/

www.facebook.com/ellen0103

Ellen，暱稱lemonade，是個檸檬系的女生，質感

清新、個性鮮明，熱愛藝術建築和甜點咖啡，在挑

選店家和景點上有獨到眼光，不刻意討好讀者又實

話實說的風格，是最大的魅力，跟著Ellen玩桃園、

逛展覽、吃美食，不必擔心踩地雷，她所精選的質

感小店和藝文空間，讓人心情好又暖。

桃園、台北是Ellen的主要生活圈，從容優雅是休

閒哲學，因為不喜歡人擠人、不愛搶快，對於新開

的名店會等熱潮過後再前往，靜心享受氣氛與料

理，消化後再寫出心得感想，是誠實的玩家。不想

把時間浪費在車程上，旅行多採定點式玩法，以下

榻飯店為中心，在地圖上標示喜歡的景點店家，就

近探訪。她為我們安排的桃園青埔高鐵站周邊一日

遊，透過步行和公車即可輕鬆完成。

精緻、乾淨、舒適的X-Park，擁有舒服的聲光音

效與空間設計，讓此行有了美好的起點；日日蔗

Hisatoukibi形象概念店的純白貨櫃屋適合美拍，日

式花生麻糬鬆餅球、芋頭粉圓鮮奶，讓品嚐甜點變

有趣；新開幕的橫山書法藝術館，名家設計的外觀

耐人尋味，是一場以書法藝術為展覽主角的視覺饗

宴；鄰近橫山書法藝術館的日福Oh Happy Day書法

E l l e n

大園區大園區

中壢區

高鐵桃園車站 高鐵桃園車站桃園桃園桃園桃園桃園園園桃園桃園桃園桃園桃園車站車站車站車站車站車站車車站車站車站車站站高高高高高高鐵桃鐵桃鐵鐵桃鐵桃鐵桃鐵桃鐵桃鐵桃鐵桃桃鐵桃鐵桃鐵桃鐵桃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XparkXpark

橫山書法藝術館橫山書法藝術館

日福書法店日福書法店

日日蔗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襲園美術館襲園美術館

2Gather藝起吧2Gather藝起吧

台灣高鐵探索館
桃園高鐵站前廣場

華泰名品城

橫山書法藝術公園

桃園陽光劇場 機捷領航站

機捷18高鐵桃園站

機捷體育園區站

青塘園遊客中心

31

31

113

113丙

113丙

桃園高鐵站周邊景點圖

撰文｜曹憶雯 圖片提供｜Ellen  設計｜紀淑貞 地圖繪製｜劉有祥

店，不只是網美店，各式各樣的水果派塔與蛋糕，

清爽自然，強調對環境友善。旅程的下半場，採預

約制的襲園美術館、結合藝術和咖啡的2Gather藝起

吧，都是讓人流連忘返的美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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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ark是台灣第一座新型態都會型水族館，位

在置地廣場內，同棟建築物還有新光影城以及

Cozzi和逸飯店，地理位置佳，無論開車或搭

機捷高鐵前往都很方便。水族館佔據地上三

層分為四大展區， 落地大水族箱定時的魚群

秀、療癒水母牆，以及像是萬花筒的鏡面水母

區皆是熱門打卡點! 不能錯過的還有可愛的企

鵝和與眾同樂戶外秀，值得一提的是館內背景

音樂出自知名日本動畫配樂大師久石讓，看著

水裡的生物們彷彿隨著音樂舞動，讓人忘卻時

間與煩惱。

桃園市中壢區春德路105號

03-287-5000   10:00-18:00

成人票550元、孩童票250元

圖文提供｜E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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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貨櫃屋的鬆餅飲料專賣店外觀很醒目，空間不大

但佈置得十分舒適， 2樓座位區入座需脫鞋。飲料選擇

不少，純天然無果糖不加冰塊，點心主打鬆餅球，無

添加人工香精，多種口味鹹甜都有，加點飲料還可折

40元! 鬆餅球外型圓滾滾拍照很可愛，口感比一般鬆餅

來得乾一些，一人吃一份不會太飽當點心剛剛好，座

位不多建議大家先訂位。

桃園市大園區春德路(華泰名品城與Xpark間巷弄)

0909-510-262   12:00-20:00(六日至21:00)

木質色調裝潢的店內，寬敞明亮座位多，可用插座

且平日不限時。1樓除了咖啡廳，還有適合會議或

教學的座位區，不定期舉辦壓印、插花、陶作等手

作課程，2樓沒有座位，是完全的藝廊形式，時常

有聯展或作品展可以欣賞。2Gather的甜點在開放

式吧台製作，種類不固定，鬆軟的戚風蛋糕芝麻味

香濃十分可口，推薦給大家!

桃園市中壢區洽溪路181號

03-287-5202

12:00-18:00(週二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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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提供｜Ellen  設計｜紀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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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模建築的襲園美術館採預約制，免費參觀, 結合圖書館/藝

文展覽/設計工作室/茶席與食堂等等, 完全實現了主張空間、

藝術、生活三者互動相依的理念！清水模建築, 鏤空的階梯、

透光的天井、講求極簡的美學、空間不大但每個角落都非常好

拍、有地上三層與地下一層、開放式設計讓動線無比順暢。除

了參觀特展，可以付費品嚐茶禪泡或是J6咖啡，還能體驗抄寫

經文，不妨找個時間來走走，聽聽導覽介紹，體驗抄經或閱讀

書籍，覓個角落享受光影的變化，洗滌一下心靈吧！

桃園市中壢區青埔九街57號 03 -453-4833#10

預約制，體驗活動皆需在預約時就先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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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店在桃園藝文特區，新開的二店在橫山書法藝

術館附近 故此得名。擁有整排落地窗光線充足明

亮，平日午後人不多顯得特別幽靜。日福一二店

甜點種類差不多，吃過幾次還是最喜歡海鹽焦糖

戚風蛋糕。另外玄米茶茶葉量給很多，回沖多次

仍很夠味∼橫山書法藝術館逛累了，可以來這兒

坐坐，吃塊蛋糕，度過悠閒的午後時光。

桃園市大園區大仁路46號

03-287-5933   11:00-20:00(週一休)

圖文提供｜Ellen  設計｜紀淑貞

05

06

這裡是全台第一個官方書法藝術主題美術館。館內設置書寫區可現場

體驗臨摹書法，另外還有VR、LED螢幕等有趣的互動作品，其中LED

互動作品名為「造象」很有意思，只要連作品Wifi並掃QR Code，手

機畫面裡選字並依筆順描摹字帖即可在螢幕上叫出作品裡的角色或物

件。 除了館內的書法作品，藝術館本身也是一件藝術品，從空中俯

視，埤塘為墨池、展館為硯台的意象，十分符合主題。

桃園市大園區大仁路100號

03- 287-6176

09:30-17:00(週二休)    

全票100元、優待票50元，

桃園市民可享門票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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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士
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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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竹東鎮人，文化部列名90年代至今重要代表作家之一，

身兼作家、廣播主持人、專業學者與文化觀察家與日本、泰

國觀光大使等多重身份。出版《遇見．西拉雅》《溫士凱對

味的旅行》、《溫士凱的說走就走，泰國小旅行》、《溫士

凱的日本關西私渡假》等20餘本書。 溫士凱 Danny Wen

出生於新竹竹東，在美就讀、工作後回台，開始以風

格旅行、客家文化等多元內容經營著寫作、廣播、演講

等領域，新竹對溫士凱來說，是最珍貴的寶藏之地。

溫士凱分享著，新竹是一座大基地，蘊藏豐沛人文與

文化，如自己長期致力推廣的客家風情一直是新竹突顯

的魅力；更有來自原鄉泰雅、賽夏原住民族讓新竹的精

彩添加更多色彩，而竹科所帶來的時尚、快速等風情更

讓新竹近年天際線快速成長；新竹市區更是過往領航著

桃、竹、苗地區的行政中心，也因此讓衙署建築、城

門、護城河等州廳等級建設增添了市區內的特色。宜居

的新竹更有很多特色景點值得探訪，山上的景觀餐廳眺

望著平原風光、香山區有著讓大小朋友都好快樂的最長

溜滑梯。全台第一間以客家為主題的百貨公司、台灣最

美的閩南庭園飯店、更有年輕團隊創意打造在地風格的

工藝主題店，多元文化各自在新竹發光著。

對溫士凱來說，從高鐵下車後，搭上車、慢慢行駛回

竹東是他最喜歡的時光，在車上與家人閒聊、搖下車窗

感受緩慢速度的風、看著天際線從摩天大樓到鄉野，沿

著頭前溪前進，沒多久，心之所望的家就在不遠方了！

龍潭區

關西鎮

新埔鎮

寶山鄉

橫山鄉

芎林鄉

竹東鎮

北埔鄉

峨眉鄉

湖口鄉

竹北市

新竹市

高鐵新竹站高鐵新竹站
或者風旅OR Innnn風旅風旅旅風旅風旅風旅旅風旅風旅風風風風旅風旅風旅風旅風

或者工藝櫥窗工工工工工藝櫥藝藝藝櫥藝藝藝藝櫥藝櫥藝藝櫥藝藝藝櫥藝櫥藝櫥藝櫥藝櫥藝藝櫥

遠東百貨 竹北店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貨東

陳記 老街麵店陳記 老街麵店

Bar NeatBar Neat

The One南園人文客棧

數碼天空
內灣老街

寶山水庫

北埔老街

青蛙石天空步道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湖口老街

68

68

3

3

3

15

118

118

115

122

120

120

122

122

118 1

3

竹北

新竹

新竹系統
竹東

竹林

關西

新竹高鐵站周邊景點圖

3

2

1.全台唯一以客家主題為主的百貨公司，真的把客家古
厝搬到賣場裡了！2.在或者風旅裡，盡享寧靜的閱讀時
光。3.到數碼天空去，還可遇到最可愛的鬆獅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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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面積佔地2.8萬坪，是全台唯一以客家主題為

建築、室內造景的百貨公司。2022年開始試營

運卻已經帶來高度討論。客家圓樓、印象圖樣貫

穿百貨。一樓天花板「好客天棚」出自日本藝術

大師大卷伸嗣之手，描繪出七彩果樹間象徵客家

飛鳥、魚躍、蝶舞等意象。自5樓到8樓是超壯

觀環狀「客家圓樓」造景，大量木製內裝搭配花

漾客家圖騰及大紅燈籠點綴，讓人彷彿置身客家

傳統土樓建築當中。7樓仿真度超高的「客家古

厝」、及以湖口老街為意象的「客家老街」，透

過選用在地紅磚、請來老師傅親筆繪製仿舊圖

樣。走在百貨各處都風景，也讓百貨公司購物功

能之餘再添文化意涵於之間。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北路18號

03-622-3168   11:00-22:00

www.feds.com.tw/-/7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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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大人的私密空間就在竹北。外觀用鷹架整個包起來、甚至

讓人找不到入口，好不容易推開門進入，第一空間竟然還有維

士比、工地帽等未完工場域，再推門進入，彷如闖入禁酒令時

代紐約地下酒吧一樣，充滿迷幻與微醺感。餐點傳承至前身竹

北名店小河馬的精緻料理，老闆Vincent再變化出以酒吧模式

提供餐酒搭為主題。以清爽與好入口的想法為基礎，調製出各

式不過於濃烈且微醺得恰到好處的調酒，每一款都值得一試。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七街43號 03-668-8997

Neat   18:00-24:00(週日休)

蒜味海膽辣椒麵320元、夏日特製肉丸麵(豬肉)300元、自製雞肝醬

與起司拼盤800元、基輔炸彈300元、蒜味中卷260元、The Heart Of 

The Ocean 380元、Porn Star Margarita 420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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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風旅OR Inn是新竹市第一家合法民宿，改造自

三連棟70多年的老宅，打通後以新竹的人文、景觀

樣貌來貫穿室內設計。閱讀區、交誼廳內都是能感

受旅途中美好時刻的選品。全棟營業共5間房，皆

以新竹最有名的「風」來命名、並且擁有獨自的選

書架、屬於該房間的香氛。例如有著湛藍元素的吹

海風還搭配著舒心浴池；充滿古城元素的穿城風房

間，更有宛如獨立包廂式的小窩空間，讓人能在香

氣四溢的房間內，自在悠遊於書海與寧靜間。

新竹市北區大同路175號 03-522-0505

site.traiwan.com/orlifestyles/index.html

吹海風雙人房3,600元起、穿城風加大雙人床3,800元起

市區中央路上一棟老宅，透過「或者工藝櫥窗」

讓老屋有了新氣息。整棟1-4樓空間讓在地工藝品

來做對話，透過國內外優秀的工藝品的引入與不

定期藝品策展計畫，讓藝文空間有了多樣性的活

化。商店2樓一角落的書籍展示著工藝類的選品，

皆來自於創辦人最原點的「或者書店」選書，非

常值得停下腳步感受一品帶來的美好。

新竹市北區中央路75號 03-522-0500

或者工藝櫥窗 10:30-18:30(週二、三休)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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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海拔1,200公尺的高山間，在曲折蜿蜒山路後抵

達，彷彿闖入秘境森林內。天氣好時還能眺望尖石群

山、在最高的景觀平台還能看到新竹外海；雲霧飄渺時

來到更有闖入仙境一樣的飄渺感。主推的煙燻鴨腿套

餐將鴨肉處理得恰到好處，保留肉汁甘甜且外皮酥脆不

韌，滋味一絕！走逛園區也別忘了去看看主人最愛的鬆

獅犬、超級療癒身心。

05

新竹縣尖石鄉新樂村煤源10鄰145之1號 03-584-2888   www.d-sky.com.tw   09:00-19:00

香烤煙燻鴨腿佐芥末美乃滋套餐680元、德式鄉村豬腳配酸菜佐芥末醬8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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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江南庭園與閩式建築特色的南園，由台灣建築之父漢寶德教授設

計而成。最適合以兩天一夜入住方式來感受完整南園文化式款待的洗

禮。2022年以「從一而行，隨心所旅─遇見你的異數人生」為核心展

開大人系行旅提案。園區內的各式奔牛成了耀眼的藝術作品；更與蔡

司共同合作推出可商界頂級望遠鏡的活動，近與遠都能無比感受身處

園林建築與山林間豐沛大自然內的美好時光。

新竹縣新埔鎮九芎湖32號 03-589-0011   nanyuan.theonestyle.com

兩天一夜歇心之旅一泊五食16,800+10%(含四意廂房茶習與洗塵茶湯浴、

管家深度園林導覽、晚宴、風檐提燈夜遊、黑膠微醺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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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士凱心中最鄉愁的代表店，即使吃遍世界山

珍海味後，只要回到新竹、丟下行李一定要去

的第一間店。老店經營到二代接手後，重新抓

回屬於上一代的老滋味。純米漿製作的粄條堅

持不加粉，吃來滑嫩且比較易斷是最大特色，

加上油蔥酥與循豬肉紋理切下的碎肉，就是最

在地的粄條味。溫士凱更推薦可試試看一半粄

條、一半米粉的半半吃法喔！

新竹縣竹東鎮榮樂街48號

03-595-8790   陳記老街麵店

7:00-20:00(週二休)

粄條55元、四神湯40元、粉腸55元

撰文｜Cecilia   攝影｜蔡孝如 設計｜紀淑貞

08

香山丘陵區內佔地64公頃的青青草園，保有牧草、步道之餘，廣植的山櫻

花、楓葉、油桐花等林相、以及小型生態池景觀讓生態豐沛；最受親子歡

迎的是「北台灣最長磨石子溜滑梯」座落在斜坡上，總共4座長短不一的滑

梯是每到假日時遊客、當地人都愛來享受短暫刺激的好去處。

新竹市香山區草原路 24小時，天黑後不建議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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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維度」旅遊影像負責人，是

攝影師，也是YouTuber、Podcaster、

Blogger，還是20多位民意代表的交通

諮詢顧問。曾獲得2017奧地利攝影巡

迴展銅獎、SUZUKI台鈴重機特約攝

影師、NIKON特約相機測試攝影師、

講師。

www.corgimoto.com

第四維度 Photography

羅火花

撰文｜黃佳琳 攝影｜火花羅 設計｜紀淑貞 地圖繪製｜劉有祥

火
花
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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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看過火花羅拿電鋸鋸開安全帽的影片，或是

騎重機實測各種交通陷阱、大罵政府的影片，但筆者

第一次認識火花羅，就是他擔任《行遍天下》的苗栗

特約攝影師，當時他已小有名氣，低沉的嗓音超適合

錄Podcast，為了在苗栗「生存」，他超斜摃：接攝影

案、經營粉專、寫專欄、錄音、拍影片、演講、賣周

邊商品外，還有另一個身份是玻璃安裝技師。

但其實火花羅的嗜好是攝影和騎摩托車環遊世界，

他曾騎重機縱走巴爾幹半島、北美極地，輪跡跨越歐

亞北美等18國，並將國外經驗帶回台灣，透過多元

媒體發聲，成為台灣最具影響力的交通改革倡議者之

一，攝影作品也曾獲得國際大獎。

正因為他喜歡騎著機車趴趴走、拍美照，所以對苗

栗攝影秘境瞭若指掌，「苗栗其實有很多美景，只是

大家沒有注意到，像是苗栗有許多未開發的丘陵，就

有很多地方都能拍到螢火蟲。」但他坦言，苗栗景點

太分散，大眾交通不好到達，所以很適合開車，從苗

栗高鐵站開車半小時，甚至可達許多秘境海灘，一改

大眾對苗栗「山城」的印象。

除了自然風光，他認為苗栗還有許多人文景點被忽

略，像是鄰近高鐵站的蘆竹湳古厝，是三百年歷史的

老社區，有五十多座閩式三合院；或是台灣最早的石

油礦開採地出礦坑，保有廠房、日式宿舍、地纜車道

等重要文化資產，這些也都是能拍出美照的景點。

1.火花羅愛騎重機旅行，甚至因此成為道路安全倡議
者。2.出礦坑是台灣最早的石油礦開採地，保有許多
文化資產。3.火花羅的攝影作品獲國際大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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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崎古道的林蔭小徑上，兩旁楓香挺立，陽光

與森林交織出夢幻美景，讓這兒有「頭份後花

園」之稱！早期是軍方訓練場地，現在成為許

多婚紗攝影取景地，秋季時楓香還會變成金黃

色。但火花羅提醒，這裡小黑蚊多，要做好防

蚊措施，或附近有條廢棄道路，夕陽時若是空

氣能見度佳的話，可以拍到遠方山頭上的樂山

雷達站，彷彿水墨畫般的感覺。來到頭份，火

花羅推薦必吃鮮肉湯包，可以無限加蔥，值得

專程前往。

苗栗縣頭份市，google導航「楓林隧道」。

鮮肉湯包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246號

03-769-6114  06:00-13:00

湯包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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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頭份往南沿著海線走，經竹南濱海森林遊憩區，是片

廣大的木麻黃防風林，有親子之森、長青之森和假日之

森等，其中火花羅特別推薦「假日之森」，以海洋遊憩活

動為主，是西海岸少數的衝浪熱點，還有許多異國風味餐

廳，吸引許多遊客造訪。夕陽時分來此取景，熱情洋溢的

衝浪客與遠方的海上大風車相映如畫，景觀特殊，龍鳳漁

港外海的海洋竹南風力發電場，是台灣首座完工、商轉的

海上風力發電，很少有衝浪客能以海上風機為背景。

苗栗縣竹南鎮中港溪出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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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龍好望角則是遠眺苗栗海岸線的絕佳景點！位於濱海山丘制高點，這裡過

去是軍事基地，因此留有舊碉堡等設施，現為熱門景點，附近設置了觀景

台，沿步道拾級而上只要十分鐘，即能遠眺後龍溪、西湖溪出海與台灣海峽

交會，讓旅人輕輕鬆鬆就能拍下遼闊美景，俯瞰整片鄉村海岸，十分方便。

沿海有數十支大風車，與海岸交織出獨特風景，火花羅說，攝影人除了來拍

風車，下方林間還有鐵路，偶爾可見一列火車飛馳而過，讓畫面更添動感。

苗栗縣後龍鎮半天寮好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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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望角很熱門，但火花羅特別提到附近的濱海秘境「海角樂

園」，以前是海邊的垃圾場，現在活化使用，有座彩虹地景，方

便遊客打卡拍照，周邊有離海超近的自行車道，彷彿一路要騎進

大海的懷抱，人少、氣氛悠閒。夏季時，海角樂園還會有盛開的

天人菊花海，襯著海景，美不勝收！此外，火花羅提醒，來此還

可順遊白沙屯，走訪拱天宮，認識傳奇的白沙屯媽祖。

苗栗縣後龍鎮後龍灣瓦濱海自行車道旁，google定位「海角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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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花羅說，台灣東部因為地形，較容易拍到離海很近的美

照，但平原多的西部就不容易，所以當台61線新埔交流道一

開通，即成拍照熱點，「原來西部也有通往大海的路！」還

曾獲選全台最美景觀公路。但許多人在馬路中間拍照也造成

困擾，因此現當地警方已設置即時監看鏡頭，若有人違規會

直接開大聲公指正，目前日落大道底端也設了觀景台，方便

攝影。此外，日落大道後方山上新埔路，有條因錯位產生的

「愛心公路」，堪稱台灣最浪漫的公路。

西濱道路115.9k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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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海線五寶』其中有三座百年日式老車站都在苗栗！」火花

羅得意的說，包括位於後龍鎮的大山車站、造橋鄉的談文車站，以

及位在通霄鎮的新埔車站，其中新埔車站，是台鐵西部鐵路幹線

中，最接近海的車站，甚至在站內就能看到大海，一走出車站心情

就非常輕鬆。但新埔車站與鐵道設施看似陳舊斑駁，散發著懷舊復

古的氛圍，很適合帶親友家人來拍攝人物照。

苗栗縣通霄鎮新埔里8鄰57號

撰文｜黃佳琳 攝影｜火花羅 設計｜紀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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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攝影、生活美學、旅

宿品味為主的旅遊專欄

作家，作品常見於各大

媒體。曾擔任台灣蔡司

推廣大使、Canon攝影講

座講師、Ettoday風格旅

宿專欄作家。

Ean部落閣 世界大旅攝

撰文｜Cecilia   攝影｜蔡孝如 設計｜紀淑貞 地圖繪製｜劉有祥

陳
耀
恩

1

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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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之於Ean，是一份屬於心裡最柔軟的那塊地

區。生於台中，現居台北，每當在台灣展開旅行或

採訪，總會刻意繞至台中，從台中高鐵站下車後，

搭乘捷運或開車緩緩回到熟悉的台中市區，不論時

間長短，只要可以停留一陣子，就能讓自己稍微充

電後，再繼續忙碌的行程。

台中的步調不急不徐，適合品味生活。快速發展

的中區有著繁華且美學建築的高樓大廈，而舊區卻

沒有就此老去，近年修復老屋、整治柳川、綠川

後，舊市區也呈現出摩登復古的新模樣，也是Ean

每每回到台中的新驚喜。再往遠一點的地方走，迎

著山的景緻往遠方，郊區的霧峰更存在著一座安藤

忠雄送給台灣的賀禮，「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是

喜好美學、對建築熱愛的人不能錯過的探秘景點。

Ean口袋名單裡新發展區域的審計新村、park2的

崛起，彷彿讓所有台中的時尚潮流人士都聚集至此

了。老建築如儒考棚等的修復，也讓不同年代的記

憶重新被賦予新生命。

更有來自老台式、創新菜、異國料理的料理匯集

餐廳，也吸引了米其林前來評選與發表。加上台中

原本位於台灣各處匯集的豐富小吃，眾多特色美食

更成為Ean舌尖上的鄉愁滋味。到台中，Ean建議慢

慢走、緩緩遊，文化底蘊與注入美學，都讓台中成

為一座美感慢城，讓人回味不已。

1.走入park2的1樓空間，彷彿一處城市
綠洲一樣讓Ean驚喜。2.春天來臨時，
洋紅風鈴木染紅台中街景。3.透過自己
的眼、透過相機的框，Ean不斷在台中
各處挖掘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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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i Art藝術廣場

百年大樟樹

臺中市屯區藝文中心

921地震教育園區

霧峰林家花園/林獻堂博物館園區

霧峰五福社區彩繪

臺灣印刷探索館

纖維工藝博物館

臺中國家歌劇院

臺中火車站

新烏日火車站

烏日啤酒廠

彩虹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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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台中人最欣喜的公園終於開幕，「park2草悟廣場」是一處集結植物、藝術、運動、文

化、生活。1樓景觀設計與台灣第一間專為塊根植物所建立的品牌「酉5PM TWCAUDEX」共同合

作，以「城市綠洲的獨立的沙漠島」概念在都市叢林中創造出一片神秘的荒漠。以特色人氣快閃

店為主軸，如在高雄超人氣被譽為奶酥屆愛馬仕「正面奶酥」，每一口綿密口感，濕潤金黃的表

面，吃過一次都讓人上癮。來自鹿港的人氣名店「米 豆お茶 MISATO」，小判餅一口咬下更充

滿幸福漫漫感。而園區景觀設計的「酉5PM TWCAUDEX」更是首次開設結合塊根與觀葉植物等

設計。主入口兩側安置的兩棵大型的非洲寶瓶樹都已超過600年、2棵橄欖樹都是鎮店之寶！

順著建築的弧度緩緩往下走下沈式建築，就像從城市綠洲緩步來到美食天堂，6間風格各不相同

的餐廳讓玩樂走逛的心有了依歸。更讓許多台中潮男潮女興奮的是，首間結合戶外風格與咖啡選

品店ROCKLAND P.L.U.S.，讓戶外生活的態度也能引入城市裡的公園。來到這裡不但可以點上用

野餐杯碗裝盛的拿鐵、肉桂捲，更讓人開心的是桌椅都來自登山美學一時之選的桌子、椅子。慢

慢走在園區中，彷彿穿梭到了異國宇宙空間，城市風景自此有了新境界。

01

台中市西區英才路534號

04-2305-0191

PARK2 草悟廣場

ROCKLAND P.L.U.S. 12:00-21:00、

正面奶酥與酉5PM TWCAUDEX12:00-20:00

正面奶酥經典口味80元、腹黑可可85元。

ROCKLAND P.L.U.S.拿鐵160元、肉桂捲120元

1.park2 裡頭最耀眼的解憂
綠洲地點，鑽入裡頭總能找

到適合自己的那片綠植栽。

2.ROCKLAND P.L.U.S.的座
位前，是一整片主理人選物

的書櫃牆，最適合坐著露

營椅閱讀！3.使用露營道具
裝盛的拿鐵、肉桂捲，讓

人彷彿一秒到野外。4.正面
奶酥一口咬下，綿密香甜

的奶酥、大人味的可可，

都超級迷人。5.進入酉5PM 
TWCAUDEX的空間內，連
空氣都感覺到舒心氣息。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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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本體以清水混凝土與帷幕牆構成，是世界知名建築家安藤忠雄給台灣的

一份禮物。以正三角形為主要設計元素，從外表、到內部三層穿堂、樓梯間

透光的三角窗、大片落地玻璃窗也被兩道方柱區隔成了無數個三角形。漫遊

在清水混凝土如此清爽無裝飾的館內，卻能在每個牆面、轉角、窗戶之間找

到由三角形、或者由光影撒下而出現的驚喜。當陽光灑下，透過玻璃窗、與

屋頂撒下的光芒，時雨時晴、甚至每分每秒都流轉著不同的樣貌，上一秒的

光影風景下一秒卻又變成室內流線，真心讓人讚嘆不愧是大師之作。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04-2332-3456 

asiamodern.asia.edu.tw   9:30-17:00(週一休)

門票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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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奪台灣25間最棒咖啡之一，更也是亞洲50大咖啡店之一。引領

台中精品與立飲咖啡風潮的咖啡館。座位以工業硬派混搭皮革，

更有老闆小喬自四處搜找而來的復古摩登吊燈。更讓人驚訝的是

精品咖啡卻是平實價格，一杯外界總認為昂貴的藝妓咖啡只賣120

元，小喬一派輕鬆地說，喝咖啡是一種享受、而不該有什麼階層

區分，所以他們大量進貨、自選自烘，控制成本，從咖啡濾杯到

由淺至深的色系咖啡牆，都讓人明白老闆處處用心的咖啡之道。

隱藏在西區被各建築所包藏起來間是一處嶄新的老

屋修築後再造的新潮空間。1893清朝時，是學生

赴京趕考的重要考場，經過百年後再修整後重新開

放。廣場一隅是考生赴考時，白天讀書、夜晚睡覺

的場所。而室內空間則被規劃成為展演空間與咖啡

館。邀來台中咖啡品牌以Coffee Stopover R 為概念

展出，在室內推出限定版咖啡茶，以法蘭絨濾布沖

煮而成，讓咖啡香伴隨老屋芬芳，更有挫冰奶咖讓

炎炎夏日不再那麼燥熱。

台中市西區府後街38-8號 04-2221-6573

中島GLAb   週三至日11:00-18:00   

挫冰奶咖200元

撰文｜Cecilia   攝影｜蔡孝如．Cecilia   設計｜紀淑貞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286號 0903-162-572   週一至五9:00-18:00、週六9:30-16:00

 tamp-temper-taichung-coffee.business.site   藝伎咖啡120元、耶加香氣氣泡水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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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吃冰、進而開了冰店的老闆，親自向義大利

朋友學習純正義式冰的製作手法。再加上來自自

己與夥伴天馬行空的創意點子，於是催生了如戴

著黑色外表卻又超清爽柳丁清香的招牌冰「黑色

柳丁」；更有採用手標茶葉製作泰奶口味的「三

碗豬腳」；或使用京都品牌的「小山園抹茶」，

每種口味都可盡情試吃之後再選定口味，超奇特

的混搭風味與風格，只在甜月亮才有。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68巷4弄14號(審計新村內)

0989-438-877

10:00-20:00

甜月亮義大利手作冰淇淋老配方流程認證店

任選兩球120元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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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6年開始營業，麵哥麵嫂以一台木造老攤

車起家，至今也已經是60多年好口碑的老味

道。最有特色的是，不論點湯麵、乾麵，都

會加上一顆手工貢丸與招牌雞捲，雞捲香濃

夠味的五香肉餡好味道之外，更特別的是吃

得到清脆有勁的竹筍在裡頭，讓人每咬一口

都驚艷！另外熟門熟路的老客人更會來上一

盤鵝肉搭配麵食，肥瘦均勻的鵝肉沾上台中

有名的酸甜醬料，一入口滋味無窮。

台中市西區向上南路一段218號

0920-498-088   11:00-20:30(週日休)

乾麵60元(小)、雞捲丸子湯50元、鵝肉100元(小)

以「沁滿園子的春，圓滿了家餚。」為意象而取的店

名，沁春園已經是佇立台中70多年的老滋味。1949年隨

國民政府遷台，是源自於無錫蔣家的真味細活，傳承江

浙菜與上海菜特色。其中小籠包、無錫肉骨頭、甜點八

寶飯、冷盤油燜筍都是拍案叫絕之作，提供給食客如同

永懷作詩雯人雅宴所感受到的詩意盎然之地，藉由團聚

家餚讓溫暖緩緩沁入每個人的心中。

撰文｜Cecilia   攝影｜蔡孝如．Cecilia   設計｜紀淑貞

台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129號 04-2220-0735

qin-yuan-chun1949.com   11:00-14:00、17:00-21:00

小籠包190元(8粒)、無錫肉骨頭400元(5塊)、八寶飯105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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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美食、旅遊雜誌主編及特

約撰稿，並於網路上書寫採訪

以外的所見所聞，亦曾擔任全

球華文部落格大獎評審。共筆

作品有《童遊彰化》、《台

中．跟著故事走》，個人著有

《台南嗑小食100》、《宜蘭嗑

小食100》。喜歡用文字寫心

情，用照片說故事，尋覓好味

道及好人情分享感動。

yujenyang2012.pixnet.net/blog

yujenyang628

楊
小
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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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彰化人北漂到台北工作，在步調快速的旅遊

媒體業工作十幾年後，又回到自己家鄉的楊小禎，

說到要推薦給讀者彰化高鐵附近開車吃喝玩樂的私

房秘境，足足猶豫了四五天才終於列出寶貴的清

單，笑稱自己有選擇困難症的她，吃過許許多多的

美食、還有看過世界各地的風景，最後還是覺得彰

化的平實與人情味最美好，彷彿土地有一種會黏人

的氣息，光是散步或者是單車慢慢騎行都能夠感受

平凡充實的自在。

跟著小禎走訪以彰化高鐵為中心放射狀的不同鄉

鎮，有別於一般人所熟知的鹿港天后宮或者田尾花

園公路等知名地標，人滿為患且充滿商業氣息，她

推薦玩耍這些地方的共通點就是很可愛、充滿了少

女心的氣息，聽小禎一邊碎碎念一邊帶路，我們在

彰化必訪的扇形車庫拐個彎，竟然發現好可愛的喵

星人，為這處古蹟帶來新鮮的活力。

聽小禎講話有種魔力深深被吸引，溫柔語調述說

她趕稿之餘很煩悶，心血來潮就開著自己的小白車

油門一踩，無論晴天或下雨，也許去海邊看夕陽發

呆，或者找一間可愛的咖啡廳自己戳戳羊毛氈就是

一下午，還有品味各式甜食也是抒壓的好方法，小

鎮生活如此簡單就能得到快樂，這就是熱情好客的

彰化人楊小禎給讀者最棒的遊玩建議。

撰文｜米米 攝影｜楊小禎 設計｜紀淑貞 地圖繪製｜劉有祥

1.八卦山大佛是彰化市知名地標，九龍池廣場的圓拱型
廊道是眺賞大佛全景及彰化市景的好去處。2.漫步芳苑
海空步道，可深入彰化最大的潮間帶，探索溼地生態

之美。3.位於彰化火車站附近的小西街商圈充滿尋寶樂
趣，還可品嚐肉圓、貓鼠麵、糯米炸等知名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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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彰化火車站的天橋為起點，可愛的喵星人公仔「半半」及「火車頭管家」會不時出

現在身畔，陪伴著遊客一路散步到台灣碩果僅存的扇形車庫。這條步道走來輕鬆，美

麗的虹橋、奔馳的火車、可愛的彩繪等等，都是沿途的好風光，步道盡頭可達擁有百

年歷史的扇形車庫，並能尋訪到國寶級的蒸汽火車頭，在壯闊的場景之中認識鐵道文

化。步道中途亦可串連至以忠犬為主題的「忠權社區」，姿態各異的狗狗透過生動的

3D彩繪躍然牆上，可與之互動拍出一起喝咖啡、滑雪、拔河⋯⋯等童趣十足的照片。

漫步扇庫：可由彰化火車站天橋為起點；扇形車庫：彰化縣彰化市彰美路一段1號；

忠權社區：彰化縣彰化市自立街146號 扇形車庫04-762-4438；忠權社區04-724-1024 

彰化市忠權社區發展協會 扇形車庫：平日13:00-16:00，假日10:00-16:00(週一公休) 

01

圖文提供｜楊小禎 設計｜紀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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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尾公路花園是全台最大的花卉及苗木產區，有「花的故鄉」之美譽，鄉內花田處處，美景宜人。董家

花田於2021年底重新整修開園，復刻復活島的摩艾石像，與青青草地及藍天白雲共譜出風光明媚的度

假氛圍，話題性十足。繽紛的彩色花海更是美不勝收，鼠尾草、千日紅、海棠、矮牽牛、日式觀賞菊⋯

⋯等迎風綻放嬌媚姿態，引人駐足欣賞，而狼尾草的穗狀花序蒼茫而夢幻，走入其中可拍出不一樣的美

照。還可租借野餐墊，置身草地上感受野餐樂趣，或是在貨櫃屋前喝杯咖啡，靜享悠閒時光。

彰化縣田尾鄉豐田村光復路四段152號對面 0979 -177- 659   董家花田(草地)

平日10:00-18:00，假日09:30-18:30，(週三公休)

全票150元，優待票100元(試營運期間全票100元，優待票50元，可折抵消費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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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苑鄉二林溪出海口也擁有全台最大的潮間帶，孕育出面積遼闊的紅樹林。費

時4年推動及興建的海空步道於2021年正式開放，架高在潮間帶上方2公尺的步

道蜿蜒於紅樹林之間，全長約1公里，設有賞鳥亭及底棲觀察平台，引領遊客近

距離觀察濕地生態，認識海茄苳、水筆仔，並能捕捉萬歲大眼蟹、方蟹、相手

蟹的身影。若在夕陽西下時前來，還能欣賞美麗絕倫的潮間帶落日，當彩霞滿

天，水鳥歸巢，海面上暈染紅光，映入眼簾的美景令人樂而忘憂。

彰化縣芳苑鄉芳漢路芳二段161巷旁 (入口可定位普天宮或西華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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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攝影｜楊小禎 設計｜紀淑貞

位於和興派出所後方的8棟建築物，前身為日治時代的宿

舍群，融入舊的紅磚、瓦片、木構等整修活化，塑造出

新舊交融的空間，並以樓梯、空橋、迴廊、巷道等，重

塑鹿港聞名的「不見天街」意象，漫步2樓空橋還能一覽

「甕牆」之美。而一間間的青創小店進駐之後綻放活力，

「AM ART SHOP」推出具有台灣味的設計商品；「核心

The core」供應健康的優格及蜂蜜花茶等，並展售手作織

品；「ONE+ 鞄製所」以純手工打造海洋主題的皮件，鯨

魚、鯊魚、海龜等都是創作主角；「阿偉師蔬果園」則栽

種新鮮蔬菜⋯⋯，好逛好買，絕對精采。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108之8號 彰化縣青創基地

10:00-20:00(週一公休) 

酥脆外皮香濃可口的內餡，是葡式蛋塔的迷人之處。貝林

古堡從埔心鄉羅厝天主堂旁起家，嚴選高品質雞蛋、歐洲

進口鮮奶油等，以精湛的手藝製作出256層的酥脆塔皮，

並研發出焦糖瑪其朵、養生竹炭、比利時巧克力等多種口

味。搬遷至溪湖鎮後以薑餅屋的壁畫及可愛的蛋塔公仔，

營造出童話繪本風情。求新求變的老闆近期又在埤頭鄉的

舊濁水溪畔打造最新祕境！以「菲尼克斯教堂」為名，簍

空雕花的鳳凰教堂、仿舊的鵝黃色古堡建築令人彷彿走進

中世紀的歐洲，完工開幕之後，勢必再度掀起熱潮。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一段113號(貝林古堡)；

彰化縣埤頭鄉斗苑東路1之68號(菲尼克斯教堂)

04-881-0557、0977-204-998  貝林古堡葡式蛋塔

週二至五 11:00-17:00，週六至日10:00-17:00(週一、二公休)

多彩繽紛綜合每盒318元、黃金招牌綜合每盒2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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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旅遊、攝影、烹飪與美食，從旅遊節目主持人、雜誌特約

記者到旅遊部落客，每個階段都透過自己的腳步，認識世界並

探索人生，過往經驗的堆疊成就了現在的自己，希望能將行腳

途中看見的故事，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www.kelyslife.com   KelysLife   youtube.com/c/KelysLife

撰文｜曹憶雯 攝影｜韓若紫 設計｜紀淑貞 地圖繪製｜劉有祥

韓
若
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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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美麗夠不夠？韓若紫與生俱來的容顏沒有因此讓她輕鬆成為人生勝利組，

聰明、努力，加上對新奇事物的觀察、對溫暖故事的關懷，才是朋友和粉絲喜愛

她的原因。過去，她跟著行腳節目的外景團隊上山下海，開車載著家人遊歷北美

洲，現在則揹起相機、用雙腳探索台灣大城小鎮，重新挖掘旅行的美好，跟隨她

的腳步展開探險，也多了一份信任和趣味。

從小在台北眷村長大的韓若紫，因為工作逐漸愛上嘉義和雲林，這趟旅程她帶

著我們從嘉義的人文景點走起，在雲林以風格美拍結束探險。在她眼中，嘉義擁

有許多歷史深厚的古蹟建築、令人回味的傳統小吃與溫暖的人情物意，「是個既

知性又感性，極具人文色彩與魅力的地方。」除了在電視劇拍攝場景用九柑仔店

體驗美好的懷舊生活，品嚐新港鴨肉羹、古早味蚵嗲，也搭上百年窄軌火車穿梭

蒜頭糖廠的歷史建物，在故宮南院觀賞夕陽與展覽，入夜後再以文化路夜市的多

元小吃犒賞自己。

農業大縣雲林展現的是另一種風貌，不僅有一望無際的平原與大蒜田，近年

來，各式各樣的傳統產業逐漸打開大門轉型為觀光工廠，古老的村落也因為藝術

而重獲新生，即使美拍秘境景點也有深厚的內涵，「我想帶著大家依循古脈絡新

氣象的路線，分享雲林遊子回鄉必吃的美食鴨肉飯，看見雲林不一樣的美！」

口湖鄉

四湖鄉

褒忠鄉

新港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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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世香菇肉羹阿世香菇肉羹
王家當歸鴨肉麵線王家當歸鴨肉麵線

澄霖沉香味道森林館澄霖沉香味道森林館

子寮「喔熊藝術村」子寮「喔熊藝術村」

朴子配天宮

北港朝天宮

東石漁人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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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

嘉義

中埔

竹崎

大林

雲林系統

嘉義系統 水上系統

雲林+嘉義高鐵站周邊景點圖 

1.2.1.2.曾擔任過旅遊節目主持人的小紫無論上
山下海或者各種遊程都熱情體驗。3.3.為了
捕捉更好的畫面小紫也在採訪過程中投入

最專業的空拍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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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在眷村長大，每天放學後四處串門子，韓若紫每每來到眷村就特別有

親切感，二戰時虎尾建國眷村是日本海軍航空隊、神風特攻隊基地，國民

政府接收後多次經歷不同單位眷屬進駐，造就多元眷村文化，廢棄後如今

作為文化資產加緊修復中。建國眷村隱秘在濃密的樹林中，稻田環繞，現

存房舍和設施多是日治時期遺4洞、戰備蓄水池等特殊地景，成為眷村後

牆上多了大家耳熟能詳的標語。最特別的昔日反空降指揮所，隱藏在灌木

叢生的小山丘中，現改為VR、AR體驗所，重現戰爭場景。

雲林縣虎尾鎮建國一村1號 0938-645-756   09:00-17:00

虎尾眷村再造協會（虎尾眷村文化駐地工作站）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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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和展售沉香藝品、香氛產品的場所，卻藏著日系禪風類兼六園絕景，

以及網美必朝聖的落羽松森林步道、夢幻愛心島、水之教堂，且免費入

園，這就是雲林虎尾佔地約5.8公頃的澄霖沉香味道森林館，利用美景推

廣沉香文化，有系統介紹沉香的一生，接著是沉香香氛產品和藝品展售，

沉香木可比黃金，不過不買沒關係，直奔館後落羽松愛心湖、水之教堂，

美拍連發，再到國內最大的沉香景觀日式庭園散步，享受老闆的佛心。

圖文提供｜韓若紫 設計｜紀淑貞

雲林縣虎尾鎮惠來75-6號

05-622-5757   

澄霖沉香味道森林館

08:00-17:3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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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天宮前停好車，一旁檳榔攤正曬著蝦乾，散發濃濃海味，問攤前阿北神仙3D彩繪怎麼走？

阿北隨手遙指西南方小巷，對面轉角說：「有沒有看到，我們做的喔，得到第一名。」阿北指的

是「歪頭仔快炒」店外，魚群悠游的裝置藝術，這寧靜的小漁村有著自成一格的生命力。為了增

添 子寮特色，觀光局邀請藝術家活化村落，創作呼應當地廟宇信仰和特產元素，在巷弄中彩

繪Q版3D磐古開天、西遊記等神話故事，循線共22幅畫作，讓純樸的漁村有了新的樣貌。

雲林縣四湖鄉 東村 子寮118號之1   05-772-2780   24小時營業 子寮喔熊藝術村

03

353專題-高鐵周邊0324-(14-17)+(20-24)+(34-77).indd   60 2022/3/28   下午5:11

https://www.facebook.com/Boziliao.3d.Painting


、

北港朝天宮前老街是在地美食超級戰

場，其中老受鴨肉飯飄香70多年，已傳

承至第四代，以在地溫體土番鴨配上嘉

南平原優質好米，淋上佐以鴨肉精華的

特製滷汁，豐富多變的鴨肉料理是陪伴

在地人成長的滋味，在在牽動著遊子思

鄉情愁，也被稱為「回鄉飯」。每天限

量180盅的燉鴨湯，經過4小時蒸炊，鴨

肉入口即化，被老饕稱為濃郁湯，新鮮

現燙的綜合下水也不能錯過。

雲林縣北港鎮中山路104號

05-783-0389 老受鴨肉飯 10:30-19:00

鴨肉飯30元、燉鴨湯40元、

鴨肉切盤100元、綜合下水乾料100元

特選3、4個月左右的熟鴨，每天幫鴨

鴨量體重，不合規定的就會被老闆退

貨，寧可店休不賣！合格的鴨隻經過

汆煮、加上12種中藥材細火熬煮，湯

頭的鮮甜全來自食材本身！黑褐色湯

頭裡臥著一隻鴨腿，軟嫩適中，搭配

以西螺白麵線油炸的雞絲麵，口感很

有層次。濃郁的藥材清香老遠就能聞

到，在地飄香60年的好滋味，滿足虎

尾人的春夏秋冬，暖胃也暖心！

雲林縣虎尾鎮民生路37-8，37-9號

05-631-4629  虎尾王家當歸鴨肉麵線

10:30-20:30(週五公休)

鴨肉麵線50元、鴨腿湯55元

這家沒有招牌的麵線糊，老闆總是低調

不願受訪，剛起鍋的麵線糊，熱騰騰的

煙霧正好逆著光，那滋味如何抗拒得

了。北港特有的麵線糊，將白麵線煮得

糊爛，碗中加入蛋黃後淋上麵線糊，再

快速攪拌，是吃麵線糊必要的儀式，淋

上滷肉汁、滷蛋白上桌，美味清爽。再

來碗彷如麵線糊雙生的油飯和浮水土魠

魚湯，鮮甜毫無一絲腥味，炸蚵捲也是

畫龍點睛，無名小攤著實讓人驚豔。

雲林縣北港鎮益安路97號

05-783-0479  06:10-12:30

麵線糊20元加蛋25元、油飯25元、

蚵仔捲每斤180元

對於湯頭的堅持，是新鮮現做，料多實

在！傳承60個年頭，每碗肉羹有滿滿的

竹筍絲和大塊香菇，佐以扁魚和蛋花來

增加口感和層次，主角肉羹特選溫體豬

胛心，沒有魚漿充數，都是實料！每舀

起一勺羹，湯匙沒有空虛過！必點的手

工香腸，沒有化學添加，選用紹興酒提

香，肥瘦恰到好處，大概就是這樣的滋

味，養刁了虎尾人的胃，美味之餘，用

最純粹的食材守護大家的健康。

雲林縣虎尾鎮華南路31巷1號

05-633-1233   虎尾阿世香菇肉羹

07:00-18:00(不定時月休兩天)

香菇肉羹35元、高粱酒香腸30元

04

圖文提供｜韓若紫 設計｜紀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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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這是本土漫畫改編的時代大劇「用九柑仔店」拍攝現場，劇情訴說著

北漂遊子的鄉愁，這間雜貨店就是重現劇中阿公留下的柑仔店，吸引

劇迷朝聖。用九商店旁的「慶和柑仔店」也是一間歷經三代的百年歷

史老店，供給社區居民的生活所需。每間柑仔店，都收藏著一整個城

鎮的故事，大家來這裡買的不只是商品，而是濃濃的人情味。

嘉義縣六腳鄉潭墘村90號 0922-595-565

用九柑仔店拍攝現場 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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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蒜頭糖廠五分車老火車頭上寫著「算頭一號」，看了

滿臉問號，解說員說買蒜頭要去雲林，這裡是「算

頭」古早時候非常富裕的地方，被稱蒜頭是一個誤

解。蒜頭糖廠設立於1906年，日治時期曾是全台第三

大糖廠，現轉型為觀光的「蔗埕文化園區」。全區被

登錄為文化景觀，每天兩班的五分車也被登錄為縣定

古蹟。搭上百年歷史的窄軌火車，沿著古早鐵道路線

穿梭在歷史建築百景中，聽著糖廠的前世今生，彷彿

空氣中也飄散著淡淡蔗糖香。搭完火車再來一球招牌

的紅豆芋仔冰，懷舊滋味甜在心！

嘉義縣六腳鄉工廠村1號

05-380-0741   08:00-17:00

蒜頭糖廠蔗埕文化園區

免門票，五分車全票100元

圖文提供｜韓若紫 設計｜紀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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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故宮南院落腳嘉義太保市，即著眼「平衡南北，文化均富」，建築設計

概念以傳統水墨畫的濃墨、飛白、渲染發想，呈現虛實量體交織的流線

形結構，建築本身就極具可看性，世界級名家創作的公共藝術俯拾皆

是，至美橋柔美的曲線跨過至善湖，引領旅人進入虛實交錯的空間。

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888號 05-362-0777

博物館週二至五 09:00-17:00、週六、週日 09:00-18:00

(每週一休館)，園區開放05:00-24:00(全年不休園)

成人門票150元、敬老票75元(18歲以下免費)

●活動期間： 2022/04/05-06/30

●活動說明：每日限量3間。電話預訂此

專案，支付全額後可享入住雙館飯店，

入住第一晚飯店後即贈另一家飯店平日

住宿兌換憑證(遺失不補發)。

●專案內容：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豪華客房(1大床

或2小床) 3,200元。含自助式早餐2份、

迎賓水果一份及台南奇美博物館門票2

張。4月份入住每房贈拼豆體驗乙堂。

＊長榮文苑酒店(嘉義)/南院景豪華客房

(1大床或兩小床) 3,600元。含2客自助式

早餐及嘉義故宮南院門票2張。4月份入

住每房贈樂高積木乙組。

＊提供GO SMART共享車折扣碼50元*2

組(嘉義1組、台南1組)

長榮文苑酒店(嘉義)
訂房專線 05-366-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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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過嘉義火雞肉飯，你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火雞肉飯。」嘉義人

說。民主火雞肉飯的美味，取決於鮮嫩的火雞肉和集結精華的獨到

醬汁。甫上桌的火雞肉飯，冒著熱騰騰的白煙，是雞汁和著油蔥酥

淋在白米飯上飄散的濃郁香氣。最特別的還有「火雞歸」，是火雞

喉頭下油脂豐潤的部位，膠質滿滿，名列老饕心中的 No.1。

嘉義市東區民族路149號 05-216-2666   10:00-20:40

原味火雞肉飯45元、火雞肉片飯120元、火雞歸60元

南部的米糕外型就像肉燥飯，Q彈糯米淋上滿滿肉燥。這是在嘉義和

雞肉飯不分軒輊的古早味！阿岸米糕保留檜木桶炊煮糯米的傳統，

為讓滋味更多層次，糯米煮好後會加入高湯拌炒，上桌時再佐以特

製滷汁， 肉燥使用滷過的豬後腿肉，加入紅蔥頭和蝦米一同炒香，

讓每粒米飯都吸飽了湯汁，飄香四溢。

嘉義市東區民族路420號 05-225-9359

16:00-00:00   鹹米糕30元、綜合湯20元

李小龍名言：「我不怕練一萬招的人，就怕一招練一萬遍。」功夫在

精不在廣。來到新港奉天宮廟前老街的鴨肉羹點了餐，我突然懂了，

這一攤，1966年起就只賣這勺起勺落的生炒鴨肉羹，一招成就絕世美

味。嚐上一口，鴨肉和蔥、蒜、洋蔥大火快炒的香氣瞬間爆開，鴨肉

鮮甜豐富層次，搭配鮮嫩筍絲，近一甲子的功力盡在其中。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奉天大廈17號 05-374-7950

07:30-18:30   鴨肉羹45元一碗

04

圖片提供｜韓若紫 設計｜紀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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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人來台南讀書後，就此愛上台南美食，

並留在台南從事自媒體行銷，不管好吃與否

都忠實呈現，犀利文字風格深受粉絲喜愛。

曾擔任PC home專欄作家站長、也是娛樂粉專

ETtoday愛用授權部落客。

www.tainanhui.com   loveeathuitainan

台南吃貨日常-愛吃輝 - YouTube

撰文．攝影｜楊為仁 設計｜紀淑貞 地圖繪製｜劉有祥

愛
吃
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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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美食享譽全台，很多人到台南旅遊，第一件事就是找吃！但吃來吃去總是那些

吃到膩、吃到厭的老店或名店，想嚐鮮又怕踩到地雷，若是有一位懂吃的在地人指

點迷津就好了。對吃相當專精的愛吃輝是台南知名美食部落客，他的部落格、FB、

YouTube頻道都有滿滿的台南美食介紹，由於文章平易近人、又能忠實反映食後感，

深獲粉絲喜愛，粉絲頁追蹤人數高達11萬人。

愛吃輝認為，台南物價比北部低廉、東西卻比北部好吃，只能用「便宜又好吃」來

形容，不過很多知名美食，大家都吃過了，再說一遍就顯得多餘，所以這次他要推薦

在地人才知道的隱藏版美食，而且鎖定台南高鐵站方圓30分鐘車程可抵達的地點，讓

大家一到台南，即可輕輕鬆鬆從早吃到晚。

美味道地、價格親民是愛吃輝的篩選條件，像是用打拋葉、不加番茄烹調的純正

泰式打拋豬肉飯，一客80元；仁德區飄香20餘年的現烤胡椒餅，有著快滿出來的肉

汁，一個35元；歸仁國中圍牆邊每天只賣兩個半小時的豆乳雞，雞翅一隻20元，其他

還有用餐時刻人滿為患的歸仁無名麵店、表皮酥脆、辣味獨特的歸仁阿鴻臭豆腐等，

都是在地人生活日常的庶民美食。不只吃美食還要玩特別的，轉往安平漁人碼頭，搭

乘最火紅的安平觀光船遊港遊運河，感受文氣息與商港浩瀚景色，航行中還有海鳥為

伴，可謂此行最大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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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安平港漁人碼頭設有人行木
棧道與觀景平台，為台南運河

觀光船的登船處。2.2.德陽艦除
役後泊靠安平港，並化身為軍

艦博物館。3.3.安平古堡即荷蘭
人建的熱蘭遮城，是台南知名

觀光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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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全台唯一可同時暢遊商港、漁港與市區運河的觀光船，商港+運河航段全

長10公里，途中除了可看以從海上遠眺守護漁民的林默娘像，並從德陽艦旁

擦身而過，航行時還有成群白鷺鷥跟著船尾振翅低飛，累了索性停在船尾舺

板上，原來這些白鷺鷥是要捕食被船隻螺旋槳拍打躍出水面的魚，由於不請

自來，被戲稱為準時上下班的工讀生，進入運河段後又是一番景象，不但可

飽覽兩岸風光，沿途還會經過12座橋樑，而且一座比一座還矮，其中有三座

橋在穿越時，遊客還得趴下身來，驚險又有趣。

台南市安平區安億路501號  06-299-0239、0903-232-168

立驛國際安平遊港遊運河 依公司臉書粉專公布航班時間採預約制

安平港內港線(港區)全票300元、半票200元，河樂廣場往返線(運河)

全票300元、半票200元，運河全航段(港區+運河)全票500元、半票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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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 2022/04/05-06/30

●活動說明：每日限量3間。電話預訂此專案，支付全額後可享入住雙館飯店，

入住第一晚飯店後即贈另一家飯店平日住宿兌換憑證(遺失不補發)。

●專案內容：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豪華客房(1大床或2小床) 3,200元。含自助式早餐2份、

迎賓水果一份及台南奇美博物館門票2張。4月份入住每房贈拼豆體驗乙堂。

＊長榮文苑酒店(嘉義)/南院景豪華客房(1大床或兩小床) 3,600元。含2客自助

式早餐及嘉義故宮南院門票2張。4月份入住每房贈樂高積木乙組。

＊提供GO SMART共享車折扣碼50元*2組(嘉義1組、台南1組)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訂房專線：06-289- 9988

撰文．攝影｜楊為仁 設計｜紀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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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13年獲得《Thailand Tatler》讀者票選為最佳泰國餐廳，進駐台南三井話題

性十足，輝哥搶先嚐鮮，兩人套餐中的打拋豬秉持著泰國當地的「打拋葉」特

色，不過整體口味上比較偏台式的口味，鍋氣與整體香氣相當不錯，蝦醬炸雞

滿滿海鮮味與鮮度配上炸雞的組合也相當推薦，另外還有加入在地元素的南忘

米糕，口味見仁見智。

台南市歸仁區歸仁大道101號1F   06- 303- 2669   11:00-21:30

依人數可點多人套餐或者依照預算單點

03

02

在地飄香20餘年，當日現包現烤現賣絕

沒有隔夜貨，每日限量販售，晚來吃不

到，麵皮層次感十足、咬下滿滿肉汁如

瀑布，輝哥表示，他們的皮製作過程應

該是類似花捲的方式去壓再包入內餡，

這面皮的層次感就是決定於烤出來不會

乾柴的關鍵。

台南市仁德區大同路三段13號 06-267-9868  13:30-18:30  一個35元

輝哥在外公家附近的工廠聞著撲鼻而來的香氣，看到有群泰國籍勞工朋友，

意外發現煮給泰國同鄉在吃的好料，現點現做從絞肉開始炒起來，加入自己

種植的打拋葉，香氣與九層塔完全天差地遠，香氣是淡淡地勾勒味蕾加上邪

惡半熟蛋，分量超大。另外也推薦涼拌青木瓜，紅蘿蔔絲點綴再加上炒過花

生米與家鄉醬汁，不吃辣千萬不要加太多，會辣到冒汗，輝哥特別說這間的

回訪度很高，下次想請老闆娘煮一些道地的泰國菜吃吃看。

台南市仁德區勝利路102號 11:00-17:00(假日或例假日才會販售) 打拋豬飯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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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提供｜愛吃輝 設計｜紀淑貞

04

比起麵食，滷味反而更是主角，也是在地人相當隱密的隱藏版，老闆說如果

要內用先找位置然後挑滷味，用滷味來排隊找到位置後，老闆會拿一本日曆

紙一桌一桌詢問要吃甚麼。這裡的滷汁是偏甜的，辣椒吃起來不是死辣，而

是麻麻的口感再加上豆鼓香氣，難怪每個人都會來這裡吃上一大盤滷味。

台南市歸仁區大順街262號 09:00-15:00(週四、一休)

湯麵45元、滷味依照所夾內容而定

這間位置就在歸仁國中圍牆旁深受學生好評，

老闆說他們每天都是新鮮的油酥炸，絕不使用

回鍋油，油真的是清澈到可以看到底。豆乳雞

翅真的醃製的剛剛好，滿滿的豆乳香氣微甜甜

口味相當吸引人，一根又一根啃真的是非常

爽！豆乳雞排的裹粉也不是傳統地瓜粉，有點

接近裸炸方式，只有薄薄脆皮粉。

台南市歸仁區中正北路一段132號正對面 14:30-17:00(周一公休)

0933351068   豆乳雞翅20元、雞米花30元、雞排55元

這間臭度與口感來說不錯，差強人意的是老闆

預炸而吃不到熱呼呼的臭豆腐，有吃辣的朋友

應該會非常喜歡，它的辣椒是麻而不是辣，大

家也可以嘗試鹽酥口味，也滿多人點鹹酥，再

另外沾醬來吃，就可以一次享受兩種版本。

台南市歸仁區民權北路16號

0935-228-332 14:30-18:00(週一、四休)

臭豆腐(大)65元(小)45元、乾式臭豆腐40元

原本是台發財車在路邊販售，生意變好後租了

個鐵皮屋空間，是飄香20年的實力店家，有

關東煮形式也有炸的選項，還有木炭烘烤的香

腸與米腸，輝哥特別提到肝連不會擱牙，保持

嫩度依然帶有口感，甜不辣滿大的魚漿扎實酥

脆。還有免費的紅茶可以喝，每日限量只賣5

小時，可說是在地人的台式下午茶。

台南市歸仁區中正北路一段與號大通路交叉路口 0910-881-909   14:00-19:00

黑輪、米血、魚板一隻8元、兩隻15元、貢丸15元

這家餐期總是人滿為患的便當店是

好友偷偷報給輝哥，據說是歸仁在

地人從小吃到大最愛的便當。雖然

配菜表現普通，主餐是真的厲害，

像雞腿熱熱地咬下去會噴汁的那

種，小心燙口。雞排則炸得外皮香

脆，醃製口味帶點甜度，限量販售

的炸蝦仁酥而不腥，很多人會單點

回去吃，晚來就沒有了喔。

台南市歸仁區中正北路一段28號
06-330-5520
11:00-1400、17:00-20:00(六日休)
雞腿蝦仁便當105元、雞排蝦仁便當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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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細膩又生動的食記與遊記打動不少讀

者，然而，品嚐再多美食、走過再多景

點，心底最喜歡的仍是熟悉的高雄味。

曾為食尚玩家平台、WalkerLand窩客島

合作部落客。另外也與京都觀光局、愛

媛觀光局推廣日本美好。

angelala.tw

mikageyoru

撰文．攝影｜楊為仁 設計｜紀淑貞 地圖繪製｜劉有祥

美
食
好
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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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美食與旅遊的熱愛而成了自媒體工作者，自幼在高雄長大的知名部落客

—美食好芃友，對高雄有著濃得化不開的情感，透過她的筆觸與鏡頭觀察高雄，
自然也比常人來得更細膩，這回她要深入高雄巷弄尋寶，把家鄉的感動分享給大

家，讓更多人愛上高雄。

高雄真的變得很不一樣了！美食好芃友認為，高雄有山有海、街道寬敞筆直，

原本就有很不錯的先天優勢，近年來，不但市容煥然一新，軟硬體設施更是突飛

猛進，遠的不說，光矗立在愛河灣的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就夠讓遊客拍照拍到手

軟了，這座以海洋元素打造的國際級音樂文化聖殿，儼然成為高雄新地標。只是

網路上高雄旅遊資訊不是過於雜亂、就是過於老舊，身為美食旅遊部落客，她以

高鐵左營站為核心，規劃出內心深處的高雄私房小旅行路線，一下高鐵，立刻租

車，即可按圖索驥，將目前高雄最新、最夯的美食和旅遊景點一網打盡。

想當網美，拍照地方自然要夢幻，距高鐵站不遠的再見捌捌陸—台灣眷村文化

園區，是小旅行的首站，這裡全台最大的海軍眷村，而且保留完整，怎麼拍、怎

麼好看；接著到左營孔廟喝咖啡，中式古典與西方時尚會迸出什麼火花，值得期

待。離開左營，續往哈馬星鐵道園文化區，日據時代的打狗驛迄今仍保存不少鐵

道遺蹟，玩累了就到老屋化身的春田 亭，吃完超華麗的九宮格刨冰後，再沿駁

二直奔高雄流行音樂中心，一路美景相伴，心情格外舒暢快。

前鎮區

鹽埕區

鼓山區

左營區

三民區

苓雅區

旗津區

高鐵左營站高鐵左營站
再見捌捌陸－臺灣眷村文化園區再見捌捌陸－臺灣眷村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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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酌牛飲餐酒館細酌牛飲餐酒館

春田春田 亭亭

蓮池潭

龍虎塔

壽山動物園

高雄輕軌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高雄市文化中心

愛河之心

光之塔

高雄市立美術館

內惟埤文化園區

夢時代購物中心

新堀江商圈

西子灣

駁二藝術特區

星光水岸公園
旗津海岸公園

海角天涯

1
戊

1

1

17

17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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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營

鼎金系統

左營高鐵站周邊景點圖

1.1.高雄流行音樂中心主場館—
音浪塔，以海浪高低起伏前衛

造型作為設計，展現高雄海洋

印象。2.2.駁二大義倉庫附近的
椅子樂譜，是用1000多張報
廢課椅堆疊的半球體裝置藝

術。3.3.大港橋前方的八爪章魚
稱為大海怪幻想曲，是今年燈

會後留在駁二的巨型作品。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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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在日治時期為打狗驛，也是，曾為全台灣規模最大的

貨運車站。園區裡的舊打狗驛故事館為原車站本體，歷經二戰空襲摧毀、

高雄市政府1947年重建，2003年高雄市政府規劃為鐵道文化園區。目前園

區的廣大綠地面積約是12座足球場，草地上仍看得到昔日鐵軌與懷舊百年

老火車廂、古董蒸汽火車頭、鋼鐵裝置藝術等。推薦下午四點來，在夕陽

下與火車頭拍拍照、放風箏，還可以一路散步到高雄駁二倉庫區。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32號

 07-531-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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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在左營舊城內的「高雄市眷村文化館」於2018年遷

左營明德新村附近，以「再見捌捌陸-臺灣眷村文化

園區」全新樣貌重新開幕。來到這可以穿梭在老建築

裡，與復古的眷村佈置古蹟拍照、打卡，展場也結合

最新VR、AR科技，讓現代遊客透過3Ｃ與海軍、軍眷

歷史互動、對話。

高雄市左營區明德新村2、3、4、5、10、11、12-1號

07-581-2886

週二至週五 11:00-17:00(16:30截止入場)、

週六、日及國定假日10:00-18:00(17:30截止入場)

一般民眾35元、20人以上團體票30元

孔廟不是參觀古蹟的地方？怎麼會有咖啡店開在裡頭？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為活化左營孔廟空間，將左營孔廟

大成殿西廡空間開放商家進駐。近幾年由中部知名咖啡

店「芒果咖啡」進駐後，這裡成為不少外地觀光客來高

雄必打卡的高雄咖啡廳！在復古的孔廟宮殿、中國建築

走廊品嚐中式糕點，配上一杯創意單品咖啡，徹底體驗

一個不一樣的中西合璧下午茶！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400號 07-588-6438

週二至五9:00- 17:00、週六至日9:00 -18:00 (週一公休)

03

02

圖文提供｜美食好芃友 設計｜紀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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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間以比利時精釀啤酒為主打的特色高雄餐酒館，一進門就看到68支生啤酒柱一

列排開的超長啤酒吧檯，所有客人還幾乎都是以這吧台為背景先拍個好幾張！蒐羅各

式各樣比利時啤酒，生啤酒加上冰櫃內的瓶裝啤酒共有超過百種。小酌之外，細酌牛

飲餐酒館也提供多種餐酒館餐食，如拼盤炸物、批薩、義大利麵以及老饕們最不能錯

過的比利時啤酒淡菜鍋！也因為用餐空間非常有氣氛，假日人潮多，平常也常有團體

包場，超推薦到高雄駁二倉庫一帶一定要前往造訪。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6號 (駁二藝術特區 C11-2)   07-531-5511

週一二公休、週三至五16:30-00:00、週六日與國定假日12:00-00:00(如有變動，FB發文公告) 

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對面的「貿易商大樓」，曾是日治時期打狗

驛前重要旅館的「春田館」。戰後毀損，同地址成為貿易商大

樓，中間經歷轉租、拆除危機，重新修復，並盡量還原當時建築

樣貌。近幾年由文創團隊進駐，打造成為復古小型百貨，包含一

樓的春田旅館、二樓貿商選物、三樓春田茶室與四樓春田 亭。

其中，四樓的春田 亭最受外地遊客歡迎。不僅有百年老屋的木

行架屋頂，還有高級日料亭的木造板前櫃檯，復古感十足！而將

傳統配料的八寶冰以九宮格食器呈現，賣相高雅、話題十足。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三路5號4樓 07- 531-2770   11:00-18:00

05

06

左頁攝影｜楊為仁 右頁圖文提供｜美食好芃友 設計｜紀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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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遍天下》

〔須與信用卡上簽名一致〕

旅遊美食
口袋
名單

https://bit.ly/2WQXZdD
https://bit.ly/2CIpr6G


Shopping Info

：

：

邁入後疫情時代的長時間居家型態，全球及

台灣皆興起一股住屋改造潮，而當代色塊抽

象、大膽、俐落的風格，便深受「型格生活

家」喜愛。三星電子致力結合創新科技及設

計美學，打造符合消費者生活型態的優質產

品，繼今年一月推出AI衣管家 AirDresser電子

衣櫥，3月下旬正式在台引進BESPOKE設計品

味系列家電。歡慶新品上市，自2022年3月

25日至6月30日止，三星推出購機回函送好

禮優惠。

艾力康憑藉著20年醫藥通路的成功經驗

與大數據，結合頂尖專家研發團隊推出

一系列具有卓越功效體感與高性價比的

機能保健食品，短短兩年已榮獲國內外

許多大獎。日前艾力康砸下重金找來林

志穎、林心如、侯佩岑代言旗下三款科

技燕窩系列產品，分別是可滋補養顏、

永保青春的「科技燕窩賦活飲」、保持

反應敏銳、思緒清晰、感官明亮舒適的

「科技燕窩靈光飲」、可滋補元氣同時

提升保護力的「科技燕窩多醣飲」。

屏東好好玩！不只是近來推出許多網紅打卡

景點，地方創生不僅帶動社區活化，也以新創

包裝產業、景點，推廣小鎮旅遊，深受遊客喜

愛！佳冬鄉利用閒置校舍，成立「大新青銀共

融新創基地」，今年的兒童、清明節4天連假，

則安排了「大新基地x好屏友Hó-Pîng-iú市集」及
「大新童歡會」等系列活動，有精彩的演唱、

舞團表演及堅果大福DIY等，歡迎春假期間來屏

東旅遊，順便造訪小鎮體驗溫馨假期！

國泰飯店觀光事業旗下COZZI Blu和逸飯店．桃園

館，2022年跨界合作聯手橫浜八景島都會型水生

公園Xpark，共同締造構出蔚藍色盛景，隆重推出

全國唯一的頂級海洋系夜宿。

強調寓教於樂五感獨特體驗，於COZZI Blu和逸飯

店．桃園館官網推出限量優惠預售，自3月24日起

試營運的【宿海奇遇Blu Night】海洋系夜宿行程。

精緻獨特的兩天一夜海洋系知性航程與深海眠旅，

鎖定金字塔高端旅遊市場，自組15人以上的專屬

包團豪華行程，提供國人全新的知性旅遊選擇。

：

「2022礁溪龍潭湖-第二屆熱氣球嘉年華」熱鬧登

場，活動包含熱氣球繫留體驗-湖畔升空俯瞰龍潭湖

美景，以及8顆熱氣球夜間光雕音樂會。光雕音樂會

除了邀請知名歌手演唱外，還有繽紛熱氣球搭配著炫

麗投射燈，照亮整個龍潭湖畔，璀璨色彩變化，美不

勝收。

熱氣球繫留體驗的時間為3月26日(六)下午16:00-

18:00，民眾可從不同的角度拍攝熱氣球冉冉升空的

畫面。夜間光雕音樂會(18:30~20:30)則邀請到明日之

星、台灣那麼旺及超級紅人榜選秀歌手演出；3顆7層

樓高之立球及5顆2層樓高的迷你球，搭配雷射燈光、

音樂伴奏，點燃熱情！

民眾及遊客除了可以體驗搭乘熱氣球，還可以體驗礁

溪水質絕佳的美人湯、參加4月起的賞螢活動。歡迎

全國民眾與礁溪來場美麗邂逅，享受白天與夜晚全方

位的旅遊體驗。
攝影/何漢宗

https://jiaoxi-tourism.tw/
https://jiaoxi-tourism.tw/
http://www.samsung.com/tw
http://www.samsung.com/tw
https://aicomlife.com/
https://aicomlife.com/
http://www.hotelcozzi.com/cozziblu-blunight
http://www.hotelcozzi.com/cozziblu-blunight
https://www.facebook.com/%E5%B1%8F%E6%9D%B1%E7%B8%A3%E5%A4%A7%E6%96%B0%E9%9D%92%E9%8A%80%E5%85%B1%E8%9E%8D%E6%96%B0%E5%89%B5%E5%9F%BA%E5%9C%B0-106285518422300
https://www.facebook.com/%E5%B1%8F%E6%9D%B1%E7%B8%A3%E5%A4%A7%E6%96%B0%E9%9D%92%E9%8A%80%E5%85%B1%E8%9E%8D%E6%96%B0%E5%89%B5%E5%9F%BA%E5%9C%B0-10628551842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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