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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111年04月號353期因校正作業疏漏，第64頁、第69頁內

文中將「南奇美‧嘉故宮住房專案」價格誤植，特此更正說

明。並對酒店與讀者鄭重致歉。未來校對將秉持更加審慎態

度，力求上述情形不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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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住宿優惠專案，入住第一晚飯店後即贈另一家飯店平日住

宿券憑證，雙館聯賣價格NT$6,888(已含稅與服務費)」

Character

60

76

攝影│水靜葳

02+04+06-354目次＋版權.indd   04 2022/4/27   下午2:06



https://www.post.gov.tw/post/internet/Postal/index.jsp?ID=1499060698896


行遍天下旅遊媒體
travelcom.com.tw

 行遍天下旅遊網

發行所︱宏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3號
7樓 電話︱(02) 2518-3060  傳真︱(02) 2518-9797   e-mai l︱s e r v ice.
travelcom@car-plus.com.tw   訂閱專線︱(02) 2518-3060#1606   戶名︱宏碩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19304961   總經銷︱創新書報股份有限公司
(02) 2917-8022   訂戶經銷商︱名欣圖書有限公司 (02) 2641-7711   長翰文化圖
教社 (04)757-2085  珍惜我們的地球，本刊物使用環保大豆油墨印製

社 長 Director  陳安琪 Anchi Chen

媒體平台組

主 編 Manager Editor   黃貴琳 Judy Huang

美術主編 Designer Supervisor   紀淑貞 Shu-Jan Chi

業務助理 Assistant   江序芬 Fen Chiang

特約記者 Stringer(Reporter)   
曹憶雯‧Cecilia‧林宥銣‧水靜葳

特約攝影 Stringer(Photographer)   
蔡孝如‧張書豪

地圖繪製 劉有祥

內容業務組

專案經理 Project Manager 王芝芸 Tina Wang 0932-025-557

副 理 Deputy Manager 楊明杰 Kevin Yang  

專案主編 Manager Editor 劉孟慧 Phoebe Liu

 No.354│May.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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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02+04+06-354目次＋版權.indd   06 2022/4/27   下午2:07

https://www.car-plus.com.tw/news-center/549
https://travelcom.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travelcom365




撰文｜黃貴琳 攝影｜張書豪(2.3)‧蔡孝如(1.4)   設計｜紀淑貞

1

2

3 4

Cover‧

08-09-354封面故事p8-9.indd   08 2022/4/27   下午9:06



09

08-09-354封面故事p8-9.indd   09 2022/4/27   下午4:14



宜
蘭

10

Cover‧

撰文｜黃貴琳 攝影｜蔡孝如 設計｜紀淑貞

這日清早，跟著張博勝來到宜蘭市綠九市場，他熟門熟路穿行於幾攤漁行之間，

熟稔地與魚販討論今日的漁貨，紅喉、黑喉、馬頭、金眼鯛、石狗公，切換國台語

評價品項鮮度，一面抽空聊著人生三種完全不同的職場際遇。

「最開始只想說帶小孩離開台北，換個環境生活⋯」原本從事科技業的他找到庄

腳所在民宿管家的工作，就這麼東漂宜蘭定居，後來又從事瘋台灣民宿網業務與行

銷，結識了不少媒體界與餐飲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而後慢慢淡出緊湊的民宿網，則

是他在思考把自己喜歡吃魚這個興趣為本，為人生下半場轉換跑道，認真找了老師

拜師學藝，認識漁獲品種、切魚手法，從第一家里海Café開始到去年開業的豐里海

鍋物，他每天上午、下午都要上市場採買魚鮮，同時身兼料理人與老闆的身分，對

於料理細節有自己的堅持。

而從事餐飲業後，張博勝反而更常到處去宜蘭不同的餐廳嚐鮮，他坦言是想要用

行動來支持有想法的同業，偶爾吃到用心的料理也不吝於讚美交流，會寫平實的食

記在臉書上，甚至推薦給認識的部落客或是媒體朋友，張博勝謙虛地說：「我想讓

更多朋友知道宜蘭多元食材的美好，背後是一群有理念堅持的人在努力。」

張

博

勝

蘭陽平原冬春天氣冷，因此有許多

羹類的食物值得嘗試，無論是肉羹的

調味可加上烏醋、胡椒，或增加飽足

感的加料加粿仔、飯、麵，讓人吃了

身心暖飽。

宜蘭的餐廳或小店大多星期三公

休，這是因為垃圾車週三休息的緣

故，如果前往宜蘭旅遊預定餐廳的時

候要特別注意。

在宜蘭走逛不要迷信名店，路邊不

知名的小吃尤其會有驚喜，張博勝常

去一家叫做電腦阿姨的乾淨小吃店，

據稱就是來自麻醬麵始祖的傳承。

曾任庄腳所在民宿管家、瘋台灣民宿

網業務與行銷，目前為豐里海鍋物與

里海咖啡主理人，推廣特色民宿多年

台灣跑透透，愛交朋友、愛吃好料，

致力分享宜蘭之美好。

1.宜蘭綠九市場中賣水果的九十多歲人瑞阿坤伯身體硬朗。2.喜歡吃魚本是興趣，張博勝做自己喜
歡的事情做到最好，連切生魚片手法都特別找老師學過。3.張博勝事必躬親，對採買的每一尾魚都
認真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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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里海鍋物

進門看到花蓮阿美藝術家的木盤堆成航向海的大魚，心情

沉靜下來。主理人張博勝因興趣自學料理鮮魚分享給好友大

受好評，因緣際會下決定開設餐廳。有別於礁溪的一店里海

CAFÉ以定食為主，豐里海正如其名，想要把宜蘭豐富的山

海食材融入創意鍋物。漁獲都是張博勝自己每天親自採買，

依照時令與漁船的收穫每天有驚喜，生魚片的煙仔虎、馬加

(土魠魚)、長腰鮪、黃鰭鮪等，山的主題則聚焦在肉品上，

主打宜蘭格馬蘭盤克夏豬與東寶台灣原生種黑豬。辣味增甘

酒鍋與馬告甘酒高湯最是特別，前者用三種辣椒與自釀酒麴

製作，後者加入清新的馬告非常適合各種魚類，當主食吃

完，可用海鮮精華高湯加上土雞蛋煮成雜炊粥，撒上海苔絲

與三星蔥，是暖心又暖胃的完美收尾。

DATA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三段475號 03-936-3033

豐里海鍋物 11:30-14:30、17:30-20:30 (週二、三公休)

豐里海-海陸全餐1,380-2,380元/1人、豐特選-海陸套餐1,080-2,080元/

1人(辣味 與馬告高湯另加80元)，套餐價位可請店員依照人數與需求推薦

1.宜蘭金棗雪酪酸甜冰涼。2.火鍋吃完後可用剩下高湯與花蓮米、三星蔥、土雞蛋等煮成雜
炊粥。3.阿美藝術家馬浪．阿雄的魚盤作品。4.豐特選-海陸套餐由沙拉、前菜二品刺身與
烤物、季節時蔬盤、漁夫海鮮盤、精選肉品等組成。

1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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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宥銣 攝影｜張書豪 設計｜紀淑貞

微晴巢棧Brunch & Bistro

車水馬龍的大路旁，沿著以綠植栽打造的小徑，迎面而來的

暖色調巢狀木質天花板與柔黃的燈光，一下子讓忙碌心情頓時

都放鬆了下來。「微晴巢棧」位在舊倉庫改造成的共享空間

中，貫徹安心、食在、自己種，落實農場到餐桌理念的異國料

理餐飲空間。

從墨爾本返台的年輕主廚Ziv，在因緣際會下遇見了同為宜蘭

人的室內設計師David，熱愛美食的兩人因理念相仿進而展開

合作。Ziv說從麵包沾醬、沙拉醬料與天然酵母麵包都是自行研

發、手工調製；店內超過15種的有機生菜蔬食類則是在宜蘭當

地尋覓良田與小農一起耕種出來的，像是芝麻葉、紅芥末葉、

萵苣與各式香草等，未來也將朝著所有食材都選用從台灣生產

製作的為目標，除了更友善地球外，也希望消費者吃下的每一

口食物都是新鮮、健康的。主廚推薦的豪野鴨腿飯選用宜蘭知

名的「豪野鴨」，採法式油封方式調理，用鴨油將鴨腿油封3

日後低溫燉煮，上菜前稍微煎過後的鴨皮十分酥脆、鴨肉仍可

維持燉煮後的軟嫩，一口咬下濃郁鴨香縈繞於口中，再搭上炙

烤蔬菜、溫泉蛋與冬山鄉的珍珠米，飽足美味又健康。

DATA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二段289號 03-955-3552

微晴巢棧Brunch & Bistro   10:00-17:00(週三公休)

豪野鴨腿飯400元、鮭一點，別太衝260元、

焦糖檸檬塔90元、紫薯牛奶130元

1.木角材交織出的巢狀設計，打造出輕鬆又帶點時
髦的飲食空間。2.堅持自種蔬菜，不僅新鮮還可為
消費者的食安把關。3.紫地瓜牛奶與自製焦糖牛奶
使用天然濃郁的小農鮮奶。4.以法式油封手法料理
的外酥內嫩豪野鴨腿飯，吃一口就回不去了。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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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宥銣 攝影｜張書豪 設計｜紀淑貞

穗穗念

十多年前回宜蘭務農，成立榖東俱樂部的農夫賴青松與找

找私廚的主廚史法蘭從一包紫米戚風蛋糕的米穀粉蹦出一起

開店的想法，先攜手在員山開了「穗穗念」，繼休業的美虹

廚房後，青松大哥再次實現了一直以來想要讓人多吃一口米

的初衷，而穗穗念與其說是餐廳不如說是產地與消費者近身

對話的場域，同時也是宜花東食材料理的製作與銷售平台。

從深溝村打響名號的穗穗念，去年底兩人不畏受疫情影響

的餐飲業低迷氛圍，前進羅東市區開了第二家店。法蘭表

示，他與青松一直在思考如何讓支持在地農產的餐廳可以更

靠近都會區，恰巧合作夥伴「慢島生活」執行長宋若甄的媽

媽因到員山店吃過穗穗念的料理後大為驚豔，便邀請他們到

羅東林場附近自家閒置的店舖開業。

穗穗念推廣米食、吃當令的心意也持續在羅東店貫徹，餐

點主要以米穀粉鬆餅、蛋糕甜點為主。像是，用友善耕作小

農米穀粉製作而成外脆內Q的鬆餅，搭配宜蘭鴨賞、奶油乳

酪、香濃起士及青蔥絲，口感層次豐富，很受大小朋友喜

愛；還有讓人心心念念的水果鮮奶油紫米戚風蛋糕，用友

善耕作榖東俱樂部紫米穀粉和小農雞蛋做成的無麩質戚風蛋

糕，搭配鮮奶油跟當季水果，好吃不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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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宜蘭縣羅東鎮復興路一段6號 03-957-3331

穗穗念羅東店 10:30-17:00(週三公休)

鹹甜鹹甜（鴨賞米穀粉鬆餅）250元、

水果鮮奶油紫米戚風蛋糕180元、霜淇淋水果聖代150元

1.堅持不加泡打粉的米鬆餅，吃起來外酥內糯。2.充滿紫
米香氣的戚風蛋糕，好吃又清爽。3.選用當季水果製成的
水果霜淇淋聖代，很適合買一杯到林場邊走邊吃。4.位在
羅東林場附近的穗穗念也提供方便野餐的輕食料理。5.店
內小農市集集結來自宜蘭在地的農家手作食材。6.深溝家
小冊告訴消費者怎麼食在當季。7.用料理支持農業的穗穗
念，用力推廣米食與在地食材。

2 3

4 5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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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宥銣 攝影｜張書豪 設計｜紀淑貞

春不老驛站牛肉麵

曾為大副、從海運業工作數十載的老闆黃正容過去一出門，在海上

飄蕩跑四趟環球航線就是一年的時間，雖吃遍許多異國美食，但最

想念的還是台灣的牛肉麵，而且是太太黃淑芬煮的。也因自家的牛

肉麵太美味，黃正容退休後，朋友鼓勵他倆不如開家牛肉麵店，與

更多人分享這碗家人最喜歡的好味道。

隱身在傳統市場2樓的春不老驛站牛肉麵，若沒有在地人帶路，很

容易就會錯過。木造眷村復古式平房外觀，門口掛著四個精緻刺繡

燈籠及古董家俱打造的用餐環境，讓人有種彷彿走入眷村媽媽家吃

一碗麵的溫馨親切感。

開業8年多，太太始終秉持以煮給先生、孩子吃的心情烹煮每一碗

牛肉麵，用牛大骨、蔬菜與辛香料以小火熬製的甘甜湯底、軟嫩的

高檔牛腱子心肉，再配上傳統白麵條，讓人忍不住唏哩呼嚕一口接

一口，甚至還吸引好幾位忠實饕客每週專程從台北來冬山吃。除了

牛肉麵之外，時令蔬菜加上簡單調味的小菜也很受歡迎，像是龍鬚

菜、醬香茄子、油撥辣子杏鮑菇與南瓜等，有客人每次來吃麵時一

坐下就先端6盤小菜，瘋狂程度讓人不難想像有多美味呢！

DATA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186號2樓(冬山市場2樓)

03-959-0599   春不老驛站牛肉麵 11:00-14:30(週一、二公休)

川味牛肉麵200元、清燉牛肉麵200元、各式小菜40元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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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湯頭熬煮約16小時的清燉牛肉麵，是家人最
愛的甘甜好味道。2.多種以蔬食為主的家常小
菜，吃起來清爽又健康。3.川味牛肉麵上四塊
豪氣厚實的腱子心肉，大口吃肉超過癮。4.店
內還有知名畫家蕭士堯老師的絕美畫作與書

法家吳瑞天老師的作品，非常適合拍張網美

照。5.店外可看到國際信號旗與航海圖等小元
素。6.春不老驛站展示許多黃老闆收藏的航海
儀器，堪稱小型海事博物館。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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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宥銣 攝影｜張書豪 設計｜紀淑貞

大方食坊-大方醬油

希望能給孩子多一點時間接觸大自然，曾任職於科技業

的方志仁約10年前毅然決定舉家搬遷回到宜蘭，剛回到羅

東時深思了好久，想著能在宜蘭做什麼？突然想起自己會

釀造手工醬油，那不如來賣滷肉飯吧！

因鄰居阿婆送來一碟涮嘴的「鹼蜆仔」，但同樣作法卻

複製不出一樣的味道，原因來自於鄰居用的是自家釀造的

醬油，也讓他發現到原來「醬油」是如此的重要，便請阿

婆教他用宜蘭傳統古法來製作醬油。方志仁說，手工釀造

醬油非常辛苦，原物料入缸加水後需整缸置於大太陽下曝

曬、每日攪拌，經一個月的天然發酵，濾渣後以文火熬煮

12小時，過程僅加入糖調味，且只能利用夏天最炎熱的兩

個月進行製作，他經歷了3年反覆的學習、改良、創新，

才成就出現在的大方手作醬油。

開業第2年就獲得台灣滷肉飯節十全十美、十大推薦、

古早美味獎殊榮的招牌滷肉飯，便吸引一群食客慕名前

往。滷肉飯是用自家釀造的手工醬油與黑豬肉、豬皮一起

滷製的滷肉醬，淋在粒粒分明的陶碗蒸米飯上，油亮濃郁

的醬汁，銷魂好滋味一上桌便讓人迅速完食碗底朝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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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宜蘭縣羅東鎮四育路87號

03-961-5558   大方食坊-大方醬油

11:30-14:00、16:30-19:30 (週三、日公休)

招牌滷肉飯40元、瓜仔肉飯45元、鹽麴三層肉50元

1.鹹香油亮的滷肉飯好吃關鍵在於自家釀造的手工醬油。2.無
人工添加的米麴瓜仔與豆腐乳很適合當伴手禮。3.天然好吃的
醬油對方大哥來說，就是一種獨一無二「家」的味道。4.用陶
碗蒸出的米飯，粒粒分明口感Q彈。5.瓜仔肉飯使用傳統手法
醃製冬瓜，與一般市面上的醬瓜完全不同。6.新鮮豬肉抹上自
製鹽麴烤製而成的鹽麴三層肉，也是店內招牌必點。7.古早味
裝潢與復古小物，許多都來自於朋友們的愛心。

5 6

2 3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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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宥銣 攝影｜張書豪 設計｜紀淑貞

IBU廚房 冬瓜山書店

靠近冬山車站的巷弄中，有棟可愛的綠色老屋IBU廚房X冬

瓜山書店，是由印尼媽媽黃燕妮(Yeni)、菲律賓媽媽夏汀娜

(Deena)與越南、泰國等新住民及關注移工議題的夥伴們共同

經營。喜歡下廚的燕妮說，以前週日我們都會帶著自己煮的家

鄉菜在社區的共享空間與其他新住民姐妹們一起分享聚會，慢

慢地聚在一起的朋友們越來越多，因此萌生了打造一個東南亞

式的家庭餐廳，讓姐妹們可以安心聚會，以及台灣和新住民文

化交流的夢想天地。

開業3年多的IBU廚房除了提供道地的南洋料理外，還有滿室

的書籍，大家可以透過飲食、書籍、印尼語課、移工中文課、

手作活動與講座等，讓不同族群在這個小天地中話家常、吐苦

水，互相理解，交流與學習。來到這裡可以嚐嚐燕妮推薦的印

尼辣烤雞腿飯，以蒜、辣椒、月桂葉、沙薑、羅旺子等醃料鋪

在雞腿上烤熟，香辣鹹香的滋味，彷彿一秒穿越印尼。還有，

汀娜做的甜點芭蕉卷，將芭蕉、波羅蜜捲入麵皮後油炸，裝盤

後淋上一點巧克力醬，酸甜交織的南洋風味，非常可口。

DATA

宜蘭縣冬山鄉南興路54巷9號 0960-608-349   IBU廚房X冬瓜山書店

週四、日11:30-17:00，週五、六11:30-20:00(週一至三公休) 

辣烤雞腿230元、仁當雞套餐230元、沙爹雞肉串120元、芭蕉卷70元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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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喜愛製作甜點的汀娜，常常變化出新的點心。2.印尼
蔬食沙拉加入煎蛋與花生醬，味道好吃確不單薄。3.印
尼蘇門答臘北部口味的沙爹，雞肉醃料較豐富，味道

也更有層次。4.喜愛東南亞料理、嗜辣的人值得專程來
吃的道地印尼辣烤雞腿飯喔！5.店內可以看到許多燕妮
收集的印尼傳統木製樂器。6.用眾多東南亞元素打造
出的新住民交流場域。7.多國語言版本的《台灣光華雜
誌》。8.店內有不少探討東南亞議題的書籍，只借不賣
喔！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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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宥銣 攝影｜張書豪 設計｜紀淑貞

阿凱 芙蓉香酥肉羹

從小就對料理感興趣的阿凱師，30多年前退伍後跟朋友到

台北到處吃著別人賣的小吃，回到宜蘭後拖著一台拖版車就

開始賣生炒花枝羹，走到哪賣到哪，沒有固定的店點，成家

後老婆也一起擺攤賣小吃，為了不讓家人跟著一起日曬與淋

到處奔波，遂咬牙背起貸款買了一間小店舖。因花枝供應量

不穩，常常斷貨，便自己研發出芙蓉香酥肉羹取代，沒想到

炸得酥香的肉羹加上炒過蛋白和入勾芡中的湯頭，鹹香好滋

味一賣就是數十個年頭，是許多當地人記憶中的好味道。

喜歡創新的阿凱師後續又將從小吃辦桌才能吃到的卜肉、

糕渣、古早味芋泥甜湯等宜蘭在地獨有的特色料理加以改

良，推出口感較為細緻的版本，還有單人套餐。卜肉是選

用市場當日宰殺的溫體豬肉切割醃製，有別於一般作法，會

先醃後炸，吃起來一點都不乾柴，連冷了都非常好吃；糕渣

傳統的做法是使用雞油為主製作而成，為了讓它吃起來不膩

口，改良以雞骨高湯與鮮蝦替代雞油去熬煮製作而成。阿凱

師說，糕渣之所以成為在地特色小吃之一是因為它外表看似

冷涼，但裡面十分燙口，象徵著宜蘭人外表看似冷淡，內心

卻十分熱情的性格，建議來到宜蘭一定要嚐嚐看唷！

DATA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3段17號

03-957-3299

阿凱芙蓉香酥肉羹

11:00-14:30、17:00-20:30

(週三公休，其餘公休日依粉絲專頁公告)

芙蓉香酥肉羹90元、卜肉160元、糕渣120元

1.從傳統熱炒店改裝為乾淨、新穎的複合式餐廳。2.卜肉有別於一般作法，先醃後炸，冷
了也很好吃。3.新店型推出套餐形式，內容更精緻又可符合防疫衛生要求。4.阿凱師說，
香酥肉羹好吃的秘訣在於入粉揉捏的巧勁。5.傳統的宜蘭手路菜，承載著守護家人的愛。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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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宥銣 攝影｜張書豪 設計｜紀淑貞

拾松

木質大窗框搭配青綠色的磁磚，裝潢充滿文青風的拾

松，乍看會讓以為是新興的網美咖啡店，其實這裡賣的

可是道地宜蘭辦桌料理！通常用餐時間一到，總是迅速

客滿，不難想像拾松的實力有多深厚。

超過35年料理經驗的總舖師楊明松過去曾任職於多家

星級飯店與知名度假村，因同樣熱愛料理女兒「想創

業」一句話，毅然決然脫下帥氣的行政主廚廚師帽，捲

起袖子手把手將宜蘭傳統手路菜傳承給二代，目前女兒

負責經營新店安康店。楊明松說，15歲入行就開始接

觸辦桌菜，像是西魯肉、糕渣、芋泥與卜肉等這些宜蘭

傳統菜餚都是宴席時才能吃到的，但考量現在家庭人口

少、或是外食用餐的情況居多，不是隨時都能叫上一桌

人一起吃飯，所以才把拾松定位成一個人也能吃辦桌的

小吃店。

其中，店內招牌之一的西魯肉最能表現宜蘭人勤儉樸

實的性格，早年宜蘭人請客時因無高級食材，故把全部

的菜、肉都切成絲，用蝦米、蔥、蒜爆炒，再和大白菜

一塊燒出高湯後，勾芡煮成一道湯菜，最後鋪上滿滿炸

的乾香的蛋酥，既能吃到豐富的食材，又很有飽足感。

DATA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一段303號

03-938-1017   拾松

11:00-14:00、17:00-20:00(全年無休)

西魯肉136元、干貝芋粿100元、

特製海鮮煎120元、辦桌涼菜35元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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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舒適乾淨的文青風裝潢，賣的是傳統宜蘭小吃。
2.招牌西魯肉料多味美，是經典的宜蘭辦桌料理，
也是國宴指定菜色之一。3.干貝芋粿選用大甲芋頭
與干貝一起蒸製再煎，沒有過厚的粉漿非常好吃。
4.人氣必點的海鮮煎餃，每一顆裡面都有一整隻新
鮮彈牙的白蝦。5.工序繁複，辦桌才能吃到的涼
菜，在拾松隨時都可以一飽口福喔！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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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攝影｜水靜葳 設計｜紀淑貞

跳
躍
的
宅
男

1.跳躍的宅男在花蓮鬧區重現招牌動作。2.花蓮人氣排隊小吃「鼎吉大腸鮮蚵麵線．爌肉飯」若遇
假日常常得排上1小時。3.跳躍的宅男擁有中餐丙級證照，平日會上市場採買新鮮食材回家烹調。

重慶市場「鼎吉大腸鮮蚵麵線•爌肉飯」老是

大排長龍！建議在早餐時段後的9~10點離峰時

段去吃，還可逛市場採買新鮮食材，另外也可

透過電話預約或利用Ubereats外送。

花蓮不少人氣美食都得大排長龍，像是位於

中華市場外面的老店「張家水煎包」建議先打

電話預約，否則現場根本排不到！甚至排到吵

架打架的都有！

來到有山有海的花蓮當然要大啖生猛海鮮海

產，可參考宅男部落格推薦5家必吃海產店，

本港漁獲超新鮮，龍蝦、鮮魚什麼都有！明碼

標價沒壓力。

從台北東漂花蓮讀書、當兵、工作到定居已

20年，愛上花蓮生活和大自然，擔任穿街走

巷尋美食的人氣部落客至今，已分享約2000

篇在地食記。 www.jumpman.tw

人氣美食部落客跳躍的宅男20年前初抵花蓮，為了尋找美食，發現資訊短缺，身

為熱愛美食又愛分享的金牛座，於2007/5/7生日當天成立「跳躍的宅男」部落格，

初心是想分享給像他這樣的外地人，未料穿街走巷、上山下海挖掘出的特色美食連

花蓮人都趨之若鶩。美食達人14年來已累積花蓮食記約2000篇，儼然「行走的花蓮

美食地圖」。作為一枚單身沒伴的宅男，只有尋味時才會趴趴走！取名「跳躍」是

對自己的鼓勵，希望能夠跳脫宅男人生。

花蓮市不算太大，除了朋友資訊，達人自己平日習慣走不同的路，地毯式的搜索

總有新發現！這幾年整理分享的花蓮美食懶人包大獲好評，光是精選出印象深刻

的花蓮特色餐廳、早午餐、下午茶甜點、速食及回教徒餐廳就有80家。像是隱藏

美食、在地原住民風味餐和新移民異國美食也多所著墨。食材能連結地方在地文化

與特色，「後山的廚房」重慶市場正是花蓮美食的縮影，亦為花蓮市最大、規劃最

完整的市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最具特色的有花蓮海鮮、原住民野菜區和新住

民攤位。除了達人推薦必吃「鼎吉大腸鮮蚵麵線．爌肉飯」，焢肉飯滷得夠味不死

鹹，醬汁配飯口感圓潤，配菜筍乾和酸菜超搭！蚵仔大腸新鮮美味。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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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吉大腸鮮蚵麵線．爌肉飯

花蓮在地人推薦必吃的「鼎吉大腸鮮蚵麵

線．爌肉飯」隱身於重慶市場Ｃ排最後段。老

闆不惜高成本嚴選西螺黑豆醬油、布袋東石鮮

蚵、冰糖等好食材，這份職人的堅持讓「鼎吉

大腸鮮蚵麵線．爌肉飯」的美味飄香萬里。

焢肉飯先將豬肉汆燙去血水，油炸逼出油脂

後，在滷汁裡浸漬3小時入味後再滷，焢肉肥

而不膩Ｑ彈鹹香，搭配帶有清甜芋香的花蓮香

米，佐上滷筍乾和酸菜，再淋上滷汁，這一碗

銷魂啊！大腸鮮蚵麵線嚴選產地直送布袋東石

鮮蚵，現場裹粉汆燙，費工洗燙滷至軟Q的大

腸，堅持選用黑豆醬油讓食材和湯頭更鮮美！

以柴魚、蚵仔高湯烹煮手工麵線，口感更香Ｑ

美味，勾芡用的太白粉也只用日本貨，因為便

宜的太白粉會還水。

1.俗擱大碗的綜合麵線、全大腸麵線和全蚵仔麵線搭配蒜泥、香菜再自行加點特製辣椒和黑醋，好
好味！2.焢肉飯美味的靈魂在滷汁，鼎吉嚴選西螺黑豆醬油，滷製前還需醃漬3小時，鹹香Ｑ彈超下
飯！3.產地直送的布袋東石鮮蚵在現場裹粉汆燙，就是鮮美！

DATA

花蓮市重慶路480號(重慶市場最右邊C通道走到底，近尾端)

0985-339-982   07:30或08:00~13:30(週一公休)

麵線大碗65元、小碗55元，焢肉飯(65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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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昌黃金鍋貼

這家早餐店每天都是滿滿人潮，可說是

在地人最愛。記得宅男多年前吃的時候，

他們的鍋貼是起鍋之後，客人要自己去夾

的。當時不知道，去了第三次才吃到，要

用搶才搶得到！黃金鍋貼大顆又飽滿，底

部的皮非常酥脆，高麗菜內餡清脆鮮甜，

更不能錯過焦香豆漿，口感醇厚。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512號 06:30-11:00

黃金鍋貼10元一個、焦香豆漿20元

蓮香麵店

說到花蓮老店，蓮香(蓮香苡)麵店絕對是榜

上有名，從以前在溝仔尾的河上加蓋小屋，在

拆除後搬到南京街上，從1960年開業至今超過

60年。而老闆娘短暫停業2年，於2021重新原

址重開，連員工都是原班人馬，熟悉的乾麵、

甜中帶鹹的招牌豆乾、油豆腐跟雞翅，不但滿

足味蕾，也嚐到屬於花蓮人共同的味覺記憶。

花蓮市南京街270號 乾麵45元

11:30-13:30；17:00-20:30 (無固定休)

山東豆漿大王

剛上大學的時候，學長帶宅男出去玩，

行程結束之後帶他來這家吃，是對花蓮最

初相當深刻的美食記憶，一直到現在還是

常去吃，這家的肉餅多層微酥的餅皮加上

滿滿的肉餡，咬下去混合了裡面的湯汁，

因為用烤的，外皮沒有油膩感，再配上蘿

蔔乾超對味，蔥餅、豆漿也是必點好料。

花蓮市博愛街263號 03-832-2621

06:00-11:00(週二公休)    肉餅28元、蔥餅30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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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豐麵店

雖然是麵店但小菜更厲害，尤其是煙燻三

角肉與豬尾巴、豬肝，根本是秒殺啊！充滿

油脂及煙燻後的香氣在嘴中綻放的美味。招

牌慶豐麵，碗中厚厚的肉片加上餛飩飽足感

十足，加上順口充滿油蔥香氣的湯頭，一定

要揪很多人來吃，桌上全部小菜擺滿滿畫面

賞心悅目，好口味征服了食客的胃。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三段388號

06-303-2669   10:30-19:30(週一、二公休)

招牌慶豐麵70元、豬尾巴與煙燻三角肉(稱重時價)

大漢街早餐

說到花蓮蛋餅，宅男一定會推薦這間，粉漿蛋餅外

表又大又厚，一份可抵一般蛋餅1.5份，外酥內軟的餅

皮口感讓人一吃就愛上，加上九層塔風味更好。另外

刈包也很棒，老闆說這個肉是特別以蹄膀肉切來滷，

滿口的膠原蛋白，肥而不膩充滿香氣。

花蓮縣新城鄉大漢街54號 0966-004-694

06:30-12:00(無公休、有事才休息)

粉漿蛋餅40元、九層塔口味50元、刈包55元

米噹泰式烤肉

花蓮市重慶路221-2號

18:00-01:00(週二公休) 

泰式烤肉150元、烤魚(時價)

米噹的老闆曾在曼谷工作，進而愛上了泰式烤肉，當時他每

天去盧做泰國燒烤的阿姨，學會烤肉技巧，回台後重現好味道

的他，在花蓮開的店從一張桌子到現在各大電視台都來拍攝的

名店，泰式烤肉醬料香料非常的濃厚，吃過的人難以忘記，更

別說還有每天新鮮捕獲的烤魚，每天生意都好到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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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浦部落

活動位置是在台11線花蓮豐濱鄉，鄰近秀姑巒溪出海口旅客泛舟的終點站，靜浦部落

是一個靠海的阿美族部落，因為在東邊是太陽升起的地方，也被稱為「太陽部落」。

他們的生活就是跟海息息相關，部落夥伴們所舉辦的山海找味Cawi'一天行程好玩又好

吃，有山林採集、野炊體驗、潮間帶體驗及下午茶。宅男自己參加的那次，不但有陶甕

百合春天主廚帶路捕魚，還有部落耆老教我們如何用竹籤將葉子做成餐具。製作餐具

後，滿桌食材也擺好了，有野菜、烏魚、牛港生、過山蝦非常豐盛。石頭火鍋石頭一燒

好，就丟入裝滿海鮮的竹筒，炙熱的石頭丟入水中滋滋作響，魚肉熟度很剛好， 因為

加了刺蔥，湯頭鮮美也不會有腥味，另外還有原住民烤豬肉與糯米飯可以吃得超飽。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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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鮮採摘的野菜與剛剛捕撈上岸的魚鮮成為
石頭火鍋美味主角。3.專業的主廚在石梯坪的潮
間帶示範捕魚。4.利用山林間麵包樹以及檳榔葉
子就地取材做餐具。5.石頭火鍋的「鍋」也是現
場用竹子做的喔！

DATA

花蓮縣豐濱鄉靜浦村3鄰140號

038-781-697   JingpuTaiwan 

1,500/人(含食材費用) 12歲以下還有8折優惠，

五歲以下則是200元(實際遊程以電洽或FB私訊為主)

5

4

28-39-吃貨花蓮.indd   35 2022/4/27   下午5:47

https://www.facebook.com/JingpuTaiwan


Cover‧

撰文．攝影｜跳躍的宅男 設計｜紀淑貞

慕名私房料理

這間是近年來很紅的原住民風味餐，一定

要事先預訂，1個人幾百元就可以吃到號稱

部落美男子(老闆自稱)為你烹飪的料理，老

闆個性真的很幽默，他抱著想讓更多人品嚐

到具有阿美族特色風味餐的心意，加入許多

童年老人家的傳統口味加以變化調整，希望

創造「美式家鄉味」，不是美國，是「阿美

族」啦！

慕名的菜色以原住民的樹豆、刺蔥等野菜

做變化，結合花蓮玉里米、新城地瓜、吉安

芋頭還有香噴噴烤魚等等，延伸出每天都不

一樣的阿美族特色風味餐，全家大小都能輕

鬆享受花蓮山海好滋味。

DATA

花蓮縣新城鄉明潭街10巷23號

03-823-9336(需預訂)

11:00-15:00、17:00-21:00

1個人650、850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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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花蓮市中美路263-2號

03-824-6117(需事先訂位)

11:00-14:00、 17:00-21:00(週一公休)

海鮮時價

美崙海產

這家餐廳本身有漁船，所以他們家的海鮮超級

新鮮，還有特別的本港海鮮－花蓮旭蟹，請忘記

在吃到飽餐廳吃過的旭蟹，絕對是天差地別，活

旭蟹一咬下去肉質飽滿鮮甜，吃過一次就不會忘

記，搭配麻油雞一起吃超級享受，三杯河豚、酥

炸倒退嚕也是可遇不可求的美味。

1.2.無菜單料理使用許多花蓮當季在地食材，口
味道地。3.肉質鮮嫩噴香的烤魚是招牌菜色。
4.主廚胡志強是阿美族人，性格樂觀開朗，以愛
做菜的「部落美男子」自居。

1 .花蓮產旭蟹一咬下去，肉超級飽滿鮮
甜。2.三杯河豚吃起來肉不多，但是口感
頗有膠質。3.需要提前預訂的美崙海鮮麻
油雞是用仿土雞配全酒下去煮，雞肉燉得
超軟。

4

3

1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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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58

昭和58裝潢考究，完全重現復古的昭和日本喫茶店，店內的黑膠

唱片機播放過去的日本流行音樂，讓人好像穿越時空到40年前的

日本喝咖啡。甜點推薦金時蒙布朗，以法國栗子泥與金時地瓜，佐

以蘭姆酒與蜂蜜，一入口，栗子的滋味先出現，地瓜的香在尾段出

現，兩個很合拍。昭和之心外層泡芙非常酥脆！焦糖榛果甘納許跟

焙茶卡士達醬的組合，滋味很有層次甜而不膩。

DATA

花蓮市成功街306號

13:00-19:00 (公休日於粉絲團公布)

03-835-7365(採現場登記候位)

金時蒙布朗150元、昭和之心150元

1.使用日本小山園抹茶的拿鐵搭配金時蒙布朗
與昭和之心就是最滿足的午茶。2.全深色原木
色調、有點昏暗的燈光營造出日本懷舊電影
才會出現的咖啡廳。3.香草冰淇淋澆上奢侈的
日本野黑糖蜜冰涼甜美。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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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可頌小売所

這地方不靠google地圖去找真的找不到，地點偏僻卻每

天都有排隊人潮搶買可頌。可頌外層非常酥脆，咀嚼時

層次口感很細膩，檸檬奶奶可頌的檸檬酥脆糖，酸甜比

例搭配得剛剛好，檸檬清新的皮香，酸度舒服。

花蓮市菁華街35巷1弄18號

0912-523-514

14:00跟16:00至售完為止 (週日、一公休)

巧克力栗子可頌96元、檸檬奶奶可頌58元

文旦復興-花蓮柚來了

花蓮柚子產量全台灣最大，平均甜度都超

過10.5度以上，中秋一過，文旦就沒人買，

柚農只能認賠，這兩年推出新的技術研發出

將文旦柚皮肉分離的保鮮技術，能全年供應

文旦柚的內餡，於是店家研發出文旦名產青

柚燒，一口咬下甜中帶酸，吃得到柚皮絲清

爽的文旦香，另外青柚麻糬也很推薦。

花蓮市中山路193號；花蓮市中華路141號

03-835-0011；03-833-8733  08:30-22:30   

青柚麻糬135元、青柚燒390元

百年傳奇

這間名產不使用化學香料添加物，而且試

吃超大方。招牌花生酥用花蓮九號花生，外

層的麥芽糖衣包裹著花生，一口咬下去滿滿

花生口感。百年傳奇沙其馬黑糖使用真材實

料的飛龍原香糖(柴燒黑糖)，咀嚼時傳來陣

陣卡滋卡滋的聲響，不甜卻有飽滿的黑糖香

氣，吃起來好涮嘴。

旗艦店 花蓮市中山路195號

創始店 花蓮市中華路95號

03-832-2031 09:00-21:30

黑糖沙其馬100元

招牌花生酥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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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Cecilia   攝影｜蔡孝如 設計｜李傳慧

「其實我是先到關山住下才愛上關山、愛上台東的。」帥氣的ELLEN坐下來就這樣大辣辣

的說著。原本在台北從事旅遊業的她，遇到疫情影響移居到台東關山幫媽媽經營纏民宿，當

時的她只想著可能沒多久就會重返台北，沒想到這一待停了兩年，也待出對台東關山的愛。

她憑著走闖世界各地的味蕾雷達、也藉著原本在旅遊業內隱的行銷概念，開啟了以關山為

基地的「關點工作室」，用很具自己四處蹲點與探訪的勇闖精神想把關山這片充滿人文悠哉

氣氛的好山水紀錄而下。

2020年10月創辦的關點工作室，在網頁一開始以關山舊名加上可愛諧音的宣告「里 毋

哉」吸引目光。ELLEN探訪了關山的風土與歷史，找出縱谷間的文化脈絡來讓大家明白關

山，她更藉由在地街區導覽、腳踏車導覽，帶著群眾走進關山、當然也吃進關山。例如街區

巷弄間老屋的痴愛玉擁有過往歷史痕跡、超可愛的合眾國小能跟在地客家文化接地氣等，如

果想再走遠一點，電光部落的日出禾作能跟帥氣部落美男子一起烘咖啡、吃Silaw飯糰。

她更推出有無參加導覽都能預訂的「關山野餐籃」服務，要旅人拿著野餐籃去關山逛遊與

就在田間享用。裡頭是與在地「米呆子.米食研究社」合作，以關山米製作的無麩質貝果與吐

司、台東野菜與豬肉，要大家在關山慢慢停留下來，用心感受這個小鎮帶來的閒適氣氛，以

及人人都想傳達的那份愛土地、與土地共好的縱谷心情。

E L L E N

台東擁有好山好水，如果看到店家標

明使用現地農產、在意地產地銷那就對

了，關心大地的心也常反映在食物上，

吃起來會有愛的感覺呢！

大膽嘗試各族群的美食吧！台東有著

客家、原住民等多方族群融合，建議敞

開心胸多多嘗試他們的在地料理，很多

都讓人驚豔不已喔。

多吃食物原型吧！這麼得天獨厚環境

的好山水育養出來的農作，單純吃他總

可以吃出意想不到的甘甜有滋有味。

跟著媽媽腳步移居台東關山，揮別台北

快節奏後在關山找到對自己好的慢步

調，愛上台東在地田野、用自己的行銷

專長與街區導覽分享縱谷的悠悠哉哉。

guanpoint.com    關點｜Guan Point

台
東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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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LLEN把對關山、台東的情熱都寫在關點
的平台上，要大家一起共好。2.只要跟關點
工作室或纏民宿預約，就能拿著這份「很

關山」的野餐籃去田野間野餐。3.拿著跟纏
民宿或關點工作室預約的野餐籃，選定一

個不打擾當地人的好山好水處，真切感受

關山的悠悠哉哉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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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 玉

「你知道嗎？全世界只有台灣有愛玉！」痴愛玉老闆珮甄

姐真的是「愛玉成痴」。承租下關山分局前關山農會員工的

宿舍老屋社，用自己的獨門秘方行動愛愛玉。問她為什麼這

麼愛著愛玉呢？「因為我家種愛玉嘛！」入口一進門，一整

櫃從愛玉原型、愛玉渣、乾愛玉等，簡單科普著父親在關山

種植愛玉的歷程以及關山獨有的「五節芒種」愛玉。而沒有

味道的愛玉在她的巧思創意下也成了道道都有滋味的傳奇，

如玫瑰愛玉拿鐵就是開出一朵朵花的愛玉奇蹟，珮甄姐更

在冬天台東慢食節做出燒酒雞愛玉、紅豆紫米燒愛玉等熱品

項。現在雖因疫情沒開放內用，但即使外帶也是一開門營業

就排隊的超人氣，足見痴愛玉有多令人癡迷。

DATA

台東縣關山鎮中山路105號 0936-257-478   痴愛玉

13:00-16:00(週一固定休。偶爾不定休，以FB公佈為準)

就是愛玉50元

1.從愛玉、蜜鳳梨、檸檬汁全部都是佩甄姐手
作。2 .可愛的她爽朗個性讓人忍不住一直聊
天。3.全世界只有台灣有的愛玉，真該被列為國
寶植物。4.無法入內用餐、但也可以購買手搓愛
玉包回家自己做出好滋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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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民 Tsao Min

距離台東森林公園、美術館不遠處，藏在強國街的轉角，一棟老

房子被眾多植物隱隱包裹著，「草民Tsao Min」是間連台東在地人

都愛來吃的早午餐店，但這裡不只是早午餐，除了像是新鮮食材的

搜集地之外，草民更像座小型的植物園，在台東市的一角暗暗散發

著綠光。

兩位主理人各自來到台東，因策展而結緣，來自屏東的林永哲熱

愛植物與花藝，而另一位吳依芃則擅長料理，好朋友好點子碰撞出

了草民的早午餐空間。既然有了植物景觀達人，當然出發點要從綠

意開始，入口高高聳立的雞蛋花尚未入夏卻已趕著開花，室內更是

以綠色觀葉植物當成佈置與空間區隔，讓人走入草民卻也像在戶外

一樣綠意盎然。客人最喜歡的半露天座位區更豐沛，從食用香草到

觀葉植物、蕨類等，雖然種類眾多卻又錯落有秩地安放在各角落，

讓人忍不住起身走近細細觀察與感受植物香氣。

當然好環境也搭配了好味道，在位處物產豐饒的台東，使用的食

材就一定要是新鮮味，於是找來了台東各地的好食材加以發揮，如

經典早午餐手拍荖葉肉丸佐椒紅醬，取自包裹檳榔的荖葉入菜，搭

配一旁的小農自栽無毒沙拉葉、使用初鹿牧場製作的手工饅頭，是

店內超人氣招牌料理。更有自家栽種的洛神花特調，獨特的黃金洛

神飲或美豔得讓人猛拍照的火焰洛神飲，都讓從視覺、味覺、嗅覺

中感受到草民想給大夥兒們傳達出的自然之愛。

DATA

台東市強國街256巷23號 089-333-110

草民Tsao Min   8:00-15:00(週三休)

草民經典早午套餐295元(主餐3選1)、鷹嘴豆泥佐口袋

餅250元、火焰洛神飲120元、麵茶拿鐵150元 3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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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花草包圍的空間，連招牌都顯得詩意。
2..擅長拈花惹草的永哲，在沒開放的屋頂甚至
栽種了一整片食用花草。3.經典早午餐的手拍
荖葉肉丸佐椒紅醬吃到荖葉特色、鷹嘴豆泥佐

口袋餅更讓人驚艷。更還有美豔的洛神飲一定

要嚐嚐。4.室內空間也像是被植物環繞著的植
物園。5.大家最愛的戶外更設有一桌以露營桌
椅安排的座位，像極了到野外去野餐。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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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禾作

隱身在縱谷間的電光社區，在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

間，陽光照射時間被調控得宜，再加上土壤黏著適中、

以及新武呂溪與嘉武溪兩大水源內含有大量微量元素及

礦物質，讓電光的稻米充滿特殊口感與香氣。

居住在此的阿美族電光部落青年黃瀚，從小就熱愛著

自己的家鄉與土地，在外求學也以「返鄉務農」為目

標。大學畢業後如願返鄉開啟了他的小農大夢想，以電

光社區日治時的舊名「日出」為主成立了「日出禾作

社」，將這片土地也是萬物母親的產物承接與推廣。更

集結在地小農居民一起合作與契作，要讓社區共好。而

不怕自己過忙的他更在家裡開起神秘咖啡小餐廳，一定

要預約的方式才能一探究竟的場域，一方長吧台就是黃

瀚的表演舞台。

取自族人在山邊栽種的電光咖啡，自己研究出網烘最

能調和的烘焙技術，讓電光咖啡竄有獨特香氣撲鼻。

另外更受歡迎的是黃瀚向奶奶學習與傳承下來的「炙

燒Silaw飯糰」(阿美族醃肉)，飽滿的電光米壓成方形、

抹上神秘自家製梅子醬，再將切成薄片Si law鋪滿炙

燒，Silaw融化滑入米粒間，吃一口讓人驚艷、再一口更

讓人回味與日後一定會想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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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台東縣關山鎮電光里中興52號 0934-254225

日出禾作 敬請粉絲團私訊預約

Silaw飯糰60元、阿嬤的手握飯糰30元、咖啡150元、烤麻糬50元、

DIY網烘電光咖啡400元(含教學與自己手烘25-30g咖啡及咖啡1杯)

1.又務農、又開咖啡館小餐廳的黃瀚，總是被朋友們笑說「嫌自己不夠忙」一
樣，但他卻甘之如飴。2.向奶奶學來的Silaw再加上自栽的電光米，噴槍快速
炙燒後的油與飯交融滋味，超級讓人著迷。3.5.黃瀚研發出以網烘出來的電光
咖啡，有一種獨特的土地香氣。4.網烤麻糬現場烘烤時的過程讓人看得目不轉
睛。6.在電光部落裡轉來繞去才找到的「日出禾作」。

3

5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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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安比樂

遊走在關山、池上一帶需要時時提醒自己一件事，那就是

把腳步放慢、把心也閒適下來，緩緩去感受這段春日時光、

大地與綠稻所帶來的共構美景。漫遊池上別急著往伯朗大道

去，鄰近的「小安比樂」裡也很能感受到這片土地帶來的悠

哉風情與地景。

位於197縣道上，開得火紅的九重葛一整片垂落於牆壁

邊，一整棟藍白色相間的建築裡，小安與男友在這裡構築

了一處帶點鄉村風情的小天地。因為愛上池上這一片綠意盎

然，來自台北的小安落腳定居在此，用自己擅長且熱愛的手

工鹹派、蛋糕以及男友鑽研的咖啡香提供給來到這裡的旅人

一處悠哉之處。

因為熱愛這片土地，所使用的食材原料當然也都要很新

鮮、很台東才行，加入池上有機檸檬做出的檸檬派讓人宛如

吃著酸甜滋味的檸檬冰沙；取自鹿野有機蜜香紅茶做成的磅

蛋糕一口吃下紅茶香滿溢；更有最受歡迎的鹹派，不拘泥於

倣傚法式鹹派該有的內餡，而是添入台東特有的農作產物，

搭配香酥外皮一口咬下讓人驚艷。

除了滿足味蕾滋味外，小安比樂後院也很有看頭，位處地

質學家在池上錦園溪監控斷層位移的對面，從後院就可清楚

看到對岸水管孔被斷層逐年擠壓呈橢圓碎裂狀，完全感受大

自然威力的見證。

1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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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門口也有在地手工藝品可以購買。2.一定要到後院去親眼看看地質移動擠壓的證明。
3.入口一隻大熊熊正在歡迎大家。4.使用在地食材、原料做出的蛋糕、鹹派非常美味。
5.Kaadaadaan限量配方「Light-光」手沖咖啡，帶著淡雅紅茶香，是店內KAFFA VALLEY自信
之作。青梅果露也是經典必嚐。6.用大片玻璃讓戶外也成為室內的風景。

DATA

台東縣池上鄉錦園村新開園78號 0960-012-309 

小安比樂 12:00-19:30

池上有機檸檬乳酪派130元、鄉村鹹派100元、

蜜香紅茶磅蛋糕90元、手沖咖啡150元、池上青梅果露100元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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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台東縣關山鎮民權路37號 089-812-070   合眾國小客家美食 11:00-21:00

低年級套餐100元、古早味滷豬排95元、老菜脯香腸70元、酸辣小捲120元、酥炸飛碟冰40元

合眾國小客家美食

如果不是在地人推薦，要走入合眾國小會以為來到了什麼體驗教室。前身

「合眾客家山產料理餐廳」是已經營30年的客家料理老店，剛好在疫情來臨

2020年時轉型，並將地址遷至車站附近。因為想要提供給客戶溫馨可愛的親切

感，改名為合眾國小，並將店內真的佈置成了國小教室的模樣。

一走入餐廳內一定會先被收銀台後大大的黑板、高掛著的國父像所吸引，可

愛的咖啡色課桌椅寫上合眾國小，拉下椅子後菜單也是一絕，可愛又接地氣的

名稱如低年級套餐、留校查看餐、幼兒園套餐等讓人忍不住細看，更有因為疫

情而變化出來的便當類型料理，採用如同小朋友營養午餐的分隔鐵盤加以裝

盛，滿滿一整盤的菜色與現點現作的豬排更是熟門熟路老饕們的最愛。

擅長客家菜的老闆娘把原本做大菜的拿手絕活投注在店內，更也將對故鄉關

山的熱情化成料理，如為了要發揚關山在地蘿蔔而創意發想出的老菜脯香腸，

使用老菜脯提香、菜脯乾引脆、再與關山豬肉混合而成，好滋味吃過後，連台

北客人都特別要求冷凍宅配，解饞這思思念念其他地方都吃不到的好味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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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年級套餐麻油雞飯與丸子湯，讓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2.用分隔鐵盤裝盛的便當
菜，每樣菜色都是老闆娘天天熱炒變化出來。3.熱愛園藝的老闆娘門口的植物區也照養
得極好。4.室內變成了教室的樣子，引出童年回憶。5.發揚關山蘿蔔做出的香腸，真的
讓人吃過會想念。6.坐在小學生課桌椅真的會對菜單上可愛字樣會心一笑。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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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Liang Restaurant

明明是在熱鬧的台東市，卻有個地圖上找不到的「RayLiang 

Restaurant」。原來這是開設於台東知名甜點店「七度空間」裡、

只有晚上才營業、非要預定到才能享用的無菜單料理店。

老字號的「七度空間」是旅人口中必吃的台東甜點店鋪，由史

蒂夫太太經營著。而一身長才的史蒂夫則在兩個寶貝兒子出生後

對想做的事情有了明確的方向，並以兩個兒子的字命名為「睿良

RayLiang Restaurant」。他希望藉由「純樸、豐富、再生」三大方

向的目標做成的菜餚，以七道菜式方式上桌，僅僅只有2桌、9個位

置的用餐空間，為的就是讓用餐的客人都能真正吃懂廚師想傳達的

土地滋味。

使用在地食材、甚至振興台灣油茫的使用，所有餐廳裡要使用的

食材，夫妻倆都要不遠千里的去親眼確認才能決定與使用。春季菜

單裡，從餐前酒開始走起，搭配佐餐酒、開胃菜到甜點共七道料

理，從海洋開始走入平原、再走進山中的生活。如成功白旗魚做成

韃靼旗魚在橄欖油與檸檬間熟成，吃進生魚味與熟魚旨為口感；另

一道前菜也以旗魚酸熟成處理，再加上東河晚崙西亞香丁醬汁燒製

出酸醋醬，搭配甜炒土花生、撒上紅黃桿油茫引出口感與味道；台

東溫體豬先煎後烤以琴酒炙燒醬汁，搭配醃製兩年的洛神花，爽口

與不膩感，搭配魯凱族文化中的植物性鹽巴羅氏鹽膚木，吃進美

味、也在解說中吃入了對這片土地特有文化的滋味。

1.隨處可見用文字傳達著的土地情熱。2.只有晚間提供、最多也只能容納9人，
不多不少剛剛好。3.很有想法也很有儀式感的史蒂夫夫妻倆。4.希望客人到此
都能慢下來、聽進去廚師想傳達對料理與土地的愛。

DATA

台東市中興路三段186巷31號

0988-500-347   RayLiang Restaurant

18:00-20:30(週一、二休)   1080+10% / 位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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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驛站日暮微旅

位置就在鐵花村旁，全台東第一間無人旅宿

「旅人驛站日暮微旅」的開幕，讓台東的住宿風

情充滿了文青簡約風格。

從台東出發的連鎖旅宿品牌「旅人驛站」以接

地氣並具有台東意象的旅宿而在當地打響名號，

再推出的新品牌旅店「旅人驛站日暮微旅」以充

滿年輕感的輕旅宿概念，用「微旅」的方式呈

現。最有趣的當屬標榜著自助Check in的入房系

統，只要在網路上預訂完成後，入住當天抵達門

口，在自動機器內輸入相關資料、驗證身分證名

後就能拿到入房密碼，使用密碼就能自在進出大

門、房間，實際測試後，從抵達到拿到密碼不用

5分鐘就能輕鬆Check in，相當的便捷與快速。

另外也因為強調無人旅宿，大廳 1樓還提供

「誠實商店」，旅人夜晚想解饞來點小食，直接

拿取泡麵零食等、並自行投幣即可，一切的自助

都讓旅行時光更能留給朋友與家人。

DATA

台東市中山路414號 089-353-300  

www.traveller-inn.com/hotel.php?id=44

雙人房2,200元起、漫旅四人房3,200元起、

輕旅六人房1床700元起(均為一般平日價) 54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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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鐵製外牆十分吸睛。2.大廳簡單裝置卻又方便性
十足。3.提供青年旅館的「床位」房型。4.自助式
Check in系統方便又很好上手。5.讓人很有樂趣的
四人房，就像回到畢業旅行一樣的歡樂空間。

plus. 烏弄原生茶飲 鐵花店

就位於日暮微旅 1樓的「烏弄原生茶飲 鐵花

店」，如其名的以原生原味茶葉為號招的飲品小

舖，強調使用台灣在地原生茶葉、水果、無色素的

白珍珠等原料，如招牌的名間鄉冬片仔入口喝得到

喉嚨香氣與回甘，蜜桑椹鮮奶更是甜蜜吃得到桑椹

的整顆果實。一旁的打卡牆也繪製了整個台東的景

點圖樣，讓人可以在這裡小歇沁涼一下。

DATA

台東市中山路412號 089-334-500

10:00-22:00   烏弄Unocha台東鐵花店

名間鄉冬片仔25元、蜜桑椹鮮奶65元、柚粒金萱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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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那麼靠近市區的關山郊區，梯
田水稻錯落有致，Ellen也很推薦
到此走走。2.媽媽的纏民宿座落在
稻田之間，Ellen的創意好點子也
常在這裡迸發。3.即使工作室再忙
碌，Ellen也堅持早餐要提供自家
製早餐，例如關山米做的無麩質

貝果與吐司很受歡迎。

關點工作室

深愛台東關山的Ellen，2020年創立的關點工作室，希望

各方遊人在造訪台東時，能夠有個緩慢下來的腳步與角度

來享受，好好認識關山緩慢步調與在地農作分享的用心。

於是她一方面經營著媽媽開設的纏民宿，一面也帶領著

有興趣的遊客，以街區導覽、單車慢導覽的方式來認識關

山，例如「棋盤老街區走訪」的小旅行，Ellen帶著大夥兒

走入在日治時期被規劃得井然有序的棋盤式街區，造訪舊

鐵路站長宿舍、中華大戲院等古蹟，並與當地居民交流；

或者參加「單車踩踏地景風土」遊程，用低速角度看關山

大圳與親水公園，穿梭大地藝術與泰戈爾漂鳥集內的藝術

品，漫遊綠油油稻田間，應和著工作室裡預約的野餐籃內

「關山食尚料理」，入口的米食更香更好吃了。1

DATA

0976-334-243 guanpoint.com 

關點｜Guan Point

棋盤老街區走訪導覽1人700元、單車踩踏地

景風土1人750元、(4人成行，約2–3小時內)。

另有其他活動請洽官網或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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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紀淑貞 前言撰文｜黃貴琳 攝影｜水靜葳 (圖1.2)．Cecilia(圖3)

初夏山海療癒慢旅行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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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台小車、一棟小木屋，就是一家五口的台東天堂。2.小木屋室內一眼可望穿，天氣好的時候，
廚房看出去就是太平洋與綠島！3.由以蹦整理廢木材、小朱親手刻寫出的動人詞句木牌，每款都是
當下感動瞬間。4.夜月酒食的精緻日本料理，許多食材漁獲都來自東海岸本地。5.離去前不要忘記
欣賞夜月酒食櫃子上，年輕老闆的可愛收藏品。6.台東海岸的海與天，總是充滿解憂顏色。

4 5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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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浪濤一探解憂藍色東海岸

Day1 

▼ 格上花蓮玉里站取車

▼ 美好歲月。

▼ 夜月酒食

▼ 烤茶地

▼ MEZI 沐HOUSE

Day2 

▼ 真柄大道

▼ Li'ay里愛

▼ 迷你義式冰淇淋mini Gelato

▼ 玉里橋頭臭豆腐

● 還車返家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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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別春雨綿綿，去一趟東海岸找太平洋的解憂台東藍，面對可愛的人

們展開微笑，對初夏的大海說聲，好久不見！

可能是因為大海太藍、也可能是因為道路太筆直、或許是因為太平洋

浪潮的聲音太好聽，東海岸有一種神奇的魔力，讓去過台東旅行的人都

會被黏住，會一再再的重返並想每次都停留再多點時間。揮別其他地方

的溼冷，前進台東的都蘭、長濱，找一段自然悠閒的生活時光。

東海岸悠哉過生活

車子從玉里出發，穿過玉長公路後，那一片海洋與蔚藍就會時時刻刻

出現在道路的一側。因為自然很無私的奉獻著給人類，於是以蹦與小朱

也想回饋什麼給地球，他們從北台灣帶著3個可愛的小孩回到都蘭，開

設了「美好歲月。」工作室。以再造廢木料為核心撿拾起舊木頭，刻畫

下小朱心中想給予的溫暖字樣與圖畫，換個模樣讓木頭繼續活下去。而

夫妻倆更花費兩年時間，以撿拾來的舊木料與最少少的建材，親手打造

了迷你屋，1.5層樓的Tiny House裝下了一家人的客廳、工作室、廚房與

臥室，把生活過到極簡，並用愛自然的心在都蘭糖廠對面草地舒心地展

開生活。

繼續沿著太平洋的海往北，長濱鄉的「夜月酒食」是旅人口中幾乎一

位難求的無菜單神秘料理，隱藏在長濱真柄的農業小道最深處，年輕夫

妻倆用心經營，老闆每日至成功漁港尋覓新鮮魚貨，每次僅提供8位客

人入座，8道菜式循序漸進上桌，更推薦以清酒佐餐，在水泥小屋與暈

黃的燈光下，閒適地與夜一起迷醉與滿足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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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的長濱不想睡

在東海岸入夜後，不要這麼輕易睡去，長濱鄉街市中心有間傳說中的深夜店，沒有

固定營業時間、也無從於FB上查找到，「烤茶地」就是這樣一間帶著隨性與「默契

制」開門營業的深夜小酒吧。

來自長光部落的凱莉身份多元，是服裝設計師、是農夫、也是小酒吧老闆。阿美族

文化裡，一年豐收稻米後剩下的米才能做為釀造使用，凱莉從媽媽身上學到花蓮光

復的阿美族釀造古法，過程中不加任何一滴糖或水，酒釀釀造過程也透過到這裡的

深夜分享，一點一滴與凱莉的聊天過程中慢慢獲得知識。喝一杯以左手香與檸檬調

製的淡雅茶，搭配一口帶著酒釀的豬肝式布朗尼，聽著凱莉斜槓人生另一份復育原

生米種的農夫插秧故事，夜深了但每個人都還不想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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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地人推薦的真柄大道，沒有金剛大道那麼多遊客，可以無
憂無慮感受梯田、藍天與比路還高的大海。2.要喝到烤茶地，
是要有「默契制」的。3.帶有酒釀的豬肝式布朗尼名字可愛也
好吃。4.MEZI佇立在太平洋邊。5.每間房都擁有面對海洋的浴
缸！6.天氣好的話，早起就能在戶外搖椅迎接日出。

面對太平洋起床好爽朗

悠悠哉哉的夜晚，更可入住聽著海而眠的「MEZI 沐 HOUSE」民宿，

小巧7間房通通面向太平洋，大片落地窗讓一夜睡醒後張開雙眼就能遇見

海。1樓住客最愛戶外的水晶鞦韆晃悠，迎向海風與爽朗的太平洋早晨。

如果還想擁有自己私房秘境，遠離金剛大道眾多遊客人潮，當地人推薦

「真柄大道」才是私房景點，小巧鄉道緩緩往上，中段十字路口往回一

望，太平洋的蔚藍像是飄到了海上，藍天與白雲與海，倒影在水田中，沒

有過多車子穿梭，只有緩慢散步的自己與一顆慵懶的心。

4

22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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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好麵包早午餐喚醒一天

悠哉東海岸的探索還沒結束，旅程更該要被美食打開味蕾與五感才

讓人滿足。慢活的長濱早晨，適合悠悠晃晃到「Li'ay里愛」來開啟一

日之初，秉持著要做給食道癌爸爸吃的麵包當做初心，老闆Kacaw從

揉麵團、發酵到拍餅皮都不假他人之手，堅持做出讓家人也能安心享

用的美味。充滿創意的皮蛋肉鬆起士蛋三明治、秘製鮪魚起士蛋三明

治、漢堡、比薩等，都是讓人一吃就會驚艷回味的好滋味。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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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台東縣東河鄉新東糖廠

(都蘭糖廠)對面草地
敬請預約 美好歲月

台東縣長濱鄉台11縣82.7k處
真柄大道上緣(請定位舞木民宿)

0978-371-859  夜月(酒食)
18:00∼21:00(預約制)
無菜單料理1,500元

台東縣長濱鄉長濱街100-1號
烤茶地

默契制、傍晚左右開店

豬肝式布朗尼100元、
青檸到手香100元

台東縣長濱鄉馬稼海段5-20號
08-983-2374(預約制)
MEZI 沐HOUSE
定價5.800元起

台東縣長濱鄉長濱278號
0955-677-378   Li'ay里愛
8:00-13:00(週一、四休)
皮蛋肉鬆起士蛋三明治85元、

秘製鮪魚起士蛋三明治80元

台東縣長濱鄉南竹湖12號
0937-534 262
迷你義式冰淇淋mini Gelato
週五至日11:00-17:00(週一至四休)
單球90元、雙球135元

花蓮縣玉里鎮民權街15號
03-888-2545   13:30-21:30
小份60元、大份100元

撰文．攝影｜曹憶雯 設計｜紀淑貞撰文．攝影｜Cecilia    設計｜紀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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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海岸美食探險

味蕾探索還要繼續，若問東海岸最近甜品的新鮮事，絕對是「長濱

女歌手以莉．高露開了義式冰淇淋店」這個話題。

原民歌手以莉．高露與音樂人老公陳冠宇多年前移居長濱務農，

以自然農法與土地相親並持續不斷地創作著。而兩人在農忙之餘

於長濱南竹湖巷弄內，催生了一座甜蜜園地「迷你義式冰淇淋mini 

Gelato」。

改造荒廢多年的小倉庫，找來順應太平洋風和的植物做出小花園，

使用自然派食材做出的義式冰淇淋，口味特別得讓人每一種都想嚐試

一番，假日限定才開的店，卻屢屢創造出新口味，這次遇上九層塔優

格、橙蜜椰奶、立陶宛萊姆葡萄，下次一定又會再有新發現。得過金

曲獎的倆人帶著優雅微笑與態度，親切得像鄰家大姊姊與大哥哥，讓

太平洋海岸邊的味蕾韻味更上一層樓了。

行程最後還意猶未盡的話，返回玉里格上租車還車前，一定要再繞

至最人氣的臭臭店「橋頭臭豆腐」被薰香一番。精準時間控管把臭豆

腐皮炸到酥脆、卻又能充分保持內部軟嫩得恰到好處，搭配獨有的蘿

蔔絲與酸甜泡菜一起入口，著實讓人難忘那脆嫩兼具的「臭滋味」！

1.里愛早午餐的皮蛋肉鬆起士三明治，口
味獨特又好吃。2.從吐司到漢堡麵包都是
Kacaw自製，讓人吃得安心。3.簡單又舒
適的空間，還有植物妝點。4.小水泥房與
小花園，迷你義式冰淇淋可愛又好吃。

5.老闆娘以莉高露優雅地為客人服務著。
6.九層塔優格是老闆冠宇獨特又神來一筆
發明的口味。7.玉里橋頭臭豆腐外酥內
嫩，搭配蘿蔔絲與泡菜，真是一絕。6 7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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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活竹林森林舒泡溪畔原湯

4

苗栗山林蘊藏著空靈清新之美，也隱匿無數絕美秘

境和網美IG打卡熱點，像是「秒飛紐西蘭」的台版魔

戒哈比村─哈比丘茶樹森林，「秒飛京都」的台版小

嵐山烏嘎彥竹林，讓旅人不出國也能美拍異國風。媲

美日本究極溫泉的泰安觀止溫泉會館，可輕鬆走進山

林溪流擁抱露天原湯，舒享咕溜療癒的美人湯。

不是人的世界超Ｑ萌邂逅

出磺坑附近隱藏著一處「不是人的世界」─哈比丘

茶樹森林！為避免迷路，請務必要導航「出磺坑」再

撰文．攝影｜水靜葳 設計｜紀淑貞

跟著哈比丘指示牌上山約15分鐘可抵。從蜿蜒小路

勇闖哈比丘，「WOW∼超Q萌！」好似穿越到另

個世界，秒飛紐西蘭魔界哈比村！這裡有全台最萌

哈比屋、全台最高山谷高空鞦韆、西半部最Ｑ水豚

區和即將登場的新萌寵。

繽紛的哈比屋在入口處有3間，循著山谷森林步

道往下走，還有一間哈比樹屋，園區遍植兩三百棵

茶樹，4、5月可賞澳洲茶樹四月雪。哈比丘有3公

尺和高達12公尺的高空鞦韆，宛若漫步雲端的美拍

在網路瘋傳。人氣擔當首推4隻超愛泡冷泉的呆萌

水豚君和黑腹綿羊，還可近距離餵水豚吃竹葉，順

著頭頸背寵物式撫摸，牠們就會舒服到瞇眼躺下，

四月底或五月還將迎來萌度爆表的笑笑羊唷！

鄉村風情咖啡廳花間集位於大湖酒莊旁，裡外處

處有讓人少女心噴發的萌系雜貨。季節限定草莓餐

飲2022年預計到四月底或五月初，甜美的芒果冰

已上市，除了四季主題餐飲、下午茶，像是火鍋、

石鍋拌飯也都好好味。苗栗知名泰安溫泉區可探訪

泰雅文化，泰雅原住民文化產業區設置「泰雅文物

館」和「打必拉斯溫泉公園」，可免費享用碳酸泉

水泡腳，2021年12月還新設了溫泉水煮蛋區。

Day1 

▼格上租車苗栗高鐵站取車

▼哈比丘茶樹森林

▼花間集

▼泰雅原住民文化產業區

▼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Day2 

▼享用飯店早餐與設施

▼烏嘎彥竹林

●返家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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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泰雅原住民文化產業區」戶外設置
「打必拉斯溫泉公園」提供免費足浴。

2.「泰雅文物館」內展示泰安鄉泰雅部落
的文化和傳統生活習俗。3.大湖人氣咖啡
屋花間集除了季節限定草莓大餐，亦有美

味石鍋拌飯和下午茶等口碑料理。4.哈比
丘茶樹森林超人氣的水豚君乖乖任人擺

布、拍照。5.哈比丘在網路瘋傳的美拍之
一，正是紐西蘭魔戒哈比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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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調奢華溪流畔原湯

苗栗泰安坐擁無數森林、竹林美景，今晚入

住低調奢華的泰安觀止溫泉會館，沐浴山林環

伺的露天暖泉中，宛若置身人間仙境。溫泉會

館景色如詩如畫，亦富含人文內涵、慢活質樸

的氛圍。清水模建築加上鐵木銹感，泰安觀止

以經典的綠建築打響知名度。名設計師鄭唐皇

打造的減壓空間，讓山嵐變化、光影流動、動

植物，依隨四季自然融入其中，非常療癒。

戶外原湯、露天泳池依循地形高低落差設

計，引進山脈和溪流景色，溫泉池造型和溫度

各異其趣，或依偎著巨石、或隱藏瀑布大樹下

⋯⋯融合自然景觀的露天湯池，超Relax！深

受旅客喜愛的男、女裸湯則是戶外露天溫泉的

縮小版，以樹木植物造景巧妙營造出私密泡湯

環境。會館設有行水廳和流雲廳兩家餐廳，分

別供應早餐、慢活午食套餐、觀止風味套餐，

以及結合原鄉與客家風味的桌餐。舒泡美人湯

後，舒泡美人湯後，品嘗以當季食材入饌的季

節料理，最是滿足！

1.泰安觀止溫泉會館溫泉水煙與山嵐美景宛若空
靈仙境。2.泰安觀止以黑板石步道、觀音石浴池
展現泡湯的禪意。3.引進山林與溪流景色的戶外
原湯、露天泳池和男女裸湯，完美紓壓！4.行水
廳和流雲廳兩家餐廳提供美味的季節料理。5.觀
止客房與戶外原湯大量採用台灣獨有的肖楠原木
製作床、桌、水池與器皿。6.烏嘎彥竹林被譽為
台版小嵐山，秘境周邊竹林處處，像是超梅竹林
步道和烏嘎彥2號竹林隧道的景色也很美！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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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苗栗縣銅鑼鄉盛隆村盛隆15鄰160號

037-971-397

09:30-17:30(週二休)

門票200元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9鄰2-9號

037-991-525

週一至週五10:00-17:00，

週六、日09:00-18:00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6鄰圓墩46-3號

037-941-805

09:00-17:00(週一休)，戶外溫泉煮

蛋池與泡腳體驗區每週六日及國定假

日 10:00-16:00開放，若遇雨天則暫

停開放。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圓墩58號

037-941-777(訂房專線)

www.papawaqa.com.tw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

導航烏嘎彥，沿途循指標朝「基哥

那裡露營區」前進可抵，入口處設有

免費停車場。

台版小嵐山烏嘎彥尋幽

離開泰安觀止溫泉會館，來去超夯的「台版

小嵐山」烏嘎彥竹林尋幽訪勝。這處名為「泰

安竹林秘境」的竹林隧道因為網路瘋傳「秒飛

日本」超像京都嵐山而爆紅。烏嘎彥竹林海拔

1,000公尺，長約100公尺，拔尖飛高的翠綠竹

林自然形成一條綠色隧道，甚美！無論陰晴，

離塵清新如世外桃源。

菁鑽聯盟成員包括長榮桂冠酒店(基隆)、長榮桂

冠酒店(台北)，台北凱達大飯店、長榮桂冠酒

店(台中)、雲林劍湖山渡假大飯店、日月潭大

淶閣飯店，台糖長榮酒店(台南)、長榮文苑酒

店(嘉義)、墾丁凱撒大飯店，麗翔酒店連鎖(礁

溪館)、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台東娜路彎大酒

店、泰安觀止溫泉會館、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

以及格上租車。菁鑽聯盟發行聯合貴賓券，讓旅

客享受「一券在握．隨行所欲」便利性。

www.elitetw.com/zh-TW

撰文．攝影｜水靜葳 飯店圖片提供｜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設計｜紀淑貞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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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庄老街尋寶沈浸互動遊戲

▼ 格上租車

新竹高鐵站取車 

▼ 新埔宗廟

▼ 新埔老街

▼ 日勝飲食店

▼ 新埔柿染坊

● 返家

2

1

4

3

深耕新竹多年，與地方創生團隊合作緊密的「島內散步」旅

遊品牌，以全新角度規劃「新竹新埔走走 親子線：實境親子

遊戲，體驗客家香火之美」行程，這趟沈浸式親子小旅行，不

僅透過老街尋寶遊戲，認識新埔宗廟文化、學習客家傳統祭

祀，還穿街走巷逛市場，品嚐傳承三代的客家好食。

宗廟漫遊品味客家香火之美

「拜拜」是人與神靈溝通的方式，也是探索新埔小鎮傳統民

俗與族群文化的最佳途徑，新埔客家子民怎麼拜拜？導覽團隊

設計可愛的圖卡讓大家尋找供桌祭祀供品，解鎖傳統祭祀禮

俗，用更活潑的方式認識客家香火之美。

撰文．攝影｜曹憶雯 設計｜紀淑貞

1.親子尋寶遊戲寓教於樂。2.新埔民俗手藝店紙糊手藝讓神仙栩栩如生。
3.跟著導覽老師穿街走巷，處處有風景。4.新埔小鎮和平街上的潘宅宗祠建
築，現為新竹縣的縣定古蹟。

60-75-354-100哩路.indd   72 2022/4/26   下午5:32



73

到訪當日雨不停歇，但旅人興致未減，跟著導覽員從伯公廟一路逛

到朱氏家廟、潘宅、劉氏家廟、新埔廣和宮，聆聽家廟起源、欣賞老

宅、古蹟建築，小朋友提問：「新埔為何多廟宇？」原來，位於鳳

山溪中游的新埔小鎮，清朝年間是竹塹城往返台北必經之地，各地的

茶、蔗糖與樟腦會由產地運到新埔，再沿大漢溪北上到艋舺，帶動小

鎮的興盛。曾經繁榮的商業歷史和移居人口，為新埔留下全台密度最

高的客家宗祠、家廟及香火鼎盛的義民廟，孕育出獨特的祭祀文化和

拜拜傳統，交織成人文薈萃的風貌。

探索百年老店聽動人故事

新埔小鎮曾經的繁榮，也在老街尋寶過程中一一浮現，和祭祀傳統

文化有關的「新埔民俗手藝店」創立於民國前十二年，祖傳五代，

現由劉興星父子經營，店內展示老師傅以巧手黏貼紙糊的廟會活動

神像、大型花燈，紙糊手藝讓神仙栩栩如生，翻卡遊戲寓教於樂。

「德興香店」是另一家堅持手工製香的老店，這一代的老闆林達鴻除

了賣香也賣造型可愛的香包，努力延續外公與父親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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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寬闊筆直的中正路，兩條古樸的和平街、成功街，加上花燈

巷、大水巷、暗香巷與廣和路，新埔鎮尋常的客家生活況味都濃縮在

此，小朋友喜愛的老街導覽與闖關遊戲，也一關接著一關登場。

沈浸式老街尋寶玩出新境界

位於第一市場的「進有商店」專賣豆渣壓製的豆餅，老闆很有耐心

的為孩子示範豆餅打碎變肥料，連爸媽都覺得新鮮；承傳百年的「呂

順興餅鋪」有可愛女主人說故事，店內糕餅從食材至製成皆承傳古

法，除了熱銷的蕃薯餅、綠豆餅，還有迷人的和菓子，傳統餅鋪充滿

新意；「義順製冰店」，從大門的匾額招牌、木製桌櫃、菜單狀的冰

棒口味板，洋溢濃濃歷史感，冰棒口味從第一代的黑糖、清冰，第二

代的鳳梨冰、梅子冰，到現任老闆陳智弘研發的金桔冰、四果冰、米

糕冰，新埔好滋味也將傳承下去。

1 2

3 4

1.親子同遊新埔傳統市場，樂趣多。
2.新竹走走是「島內散步」專為親子量
身設計的文化探險之旅。3.義順製冰店
至今仍循著古法製冰，材料和飲用水都

講究。4.呂順興餅鋪的可愛女主人不僅
承傳古法製餅，也研製和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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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寶遊戲告一段，午餐在「日勝飲食店」享用傳統客家料理，

這家傳承三代的客家小食店，原名「日勝飯店」，因為蔣經國總

統三度拜訪而聲名大噪，仙草雞湯、炒粄條、Q彈的水煙腸和酥

炸豬腳陸續上桌，也快速被清光，每道佳餚不僅美味，也富含客

家子民勤儉好客的濃濃人情味。

好療癒的柿染坊 DIY

旅程最後一站來到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成立的「新埔柿染

坊」，各種造型的柿染藝品令人驚喜又讚嘆。新埔的客家社區媽

媽，擅長把柿汁當作天然染劑，研發各種樸素實用的柿染衣物、

服飾、擺設等柿染工藝，工作坊展示的作品，藉由情境式擺設，

童趣十足。玩了一個上午，孩子也該收收心，透過輕鬆有趣的親

子柿染DIY，大家都靜了下來，爸媽陪伴孩子逐步完成手作柿染

筆袋，氣氛溫馨，也學習到客家鄉民的生活智慧。

DATA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640號
03-588-3307
08:00-17:00(週日休)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311巷19號
03-588-2454
08:00-21:00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312號
03-588-2232 
06:30-22:30 

新竹縣新埔鎮成功街99號
03-588-2143
06:30-20:00 

新竹縣新埔鎮和平街66號
03-588-2260        
平日09:00-14:30、

假日10:00-20:00(週二休)

新竹縣新埔鎮忠孝路120號
03-588-0783
www.xinpudyeing.com.tw
採預約參觀和體驗

05/07(六)、05/15(日)各一場，
上午09:20-16:00，15人成團

bit.ly/3Na736e
專案價成人1,500元、7-12歲兒童

1,300元、親子同優惠價2,700元。
費用包含帶路人、講師費、尋寶遊

戲包、中餐、柿染DIY、保險等。
搭乘高鐵在新竹高鐵站下車，租

車前往集合點或是在高鐵站搭乘免

費接送巴士。5

6

7

5.新埔柿染坊推出很療癒
的親子體驗課程。6.新埔
柿染坊的社區媽媽用柿
染製作火鍋料、糖果、
珍珠奶茶，模樣可愛逼
真。7.新埔柿染坊的柿染
商品實用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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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ine Chu
熟稔旅遊美食消費

等領域，對提升台

灣美感體驗有極深

的期望。

Character  

午間套餐有11貫握壽司，其中一定要好好品嚐的是小肌魚及星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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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算時間，發現有兩年多沒有去日本，多少還是有點不可思議。而在台北，最能

讓我覺得秒回東京，享受與銀座久兵衛同等級壽司的大概就是鮨松濤了。

鮨松濤是台灣少數維持正統江戶前風格的日本料理，主廚廣部祐之從日本磯勢被

挖角到台灣磯勢，再到上海松濤，最後回台北。鮨松濤由於位置隱密、食材高級，

裝潢雅緻加上廣部師傅的精妙手藝，一直是在台日籍人士及老饕享用江戶前料理的

首選。所謂江戶前，指的是江戶時代因為沒有冷凍設備，為了保持漁獲的品質，而

發明出來的各種技法，例如鹽醃醋漬或者是昆布漬。也就是說，江戶前壽司是主廚

已經調味好的，吃江戶前，不需要亦不應該再沾醬油。

撰文│Josephine Chu    攝影│高大鈞 設計│紀淑貞

板前是整棵台灣檜木製成，一體成形。包廂內是古董漆木桌，餐廳中所有陶瓷漆器都是從日本帶回。

廣部師傅資歷40年，這輩
子只做江戶前壽司，是真

正的職人。

職人的正統江戶前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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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午間套餐的小缽是涼拌海帶蝦夷蔥與前菜兩品，

其中一品是台灣東北角九孔，另一品視當季漁獲

而定，可能是螢烏賊或水章魚。

午間套餐生魚片兩品，分別是鮪魚紅肉與白魽。烤物是南鯧魚西京燒。

堅持品質精選好食材

受到疫情影響，原物料飛漲，80％以上使用日本進口食

材的鮨松濤，也不得不因應現實壓力，從3月1日開始調整

價格。調整後的新菜單，委任主廚調配(Omakase)的比例

更高，前菜有兩品，最近會推出的是日本螢烏賊或是日本

水章魚，搭配台灣東北角九孔，還有一道小缽，這天吃到

的是以海帶、日本蝦夷蔥、紫蘇及白蘿蔔苗組合的涼拌小

菜，酸香爽口，非常開胃。

午間套餐的刺身先出的是鮪魚紅肉，鐵質較多，鮮甜異

常並且帶有若隱若現的微酸，魚肉溫度極佳，入口即化。

接著是白魽刺身，口感微帶彈脆。壽司則視當下漁獲品質

而定，約在11貫上下。我聽到這數量吃了一驚，因為這樣

實在太豐盛了，廣部師傅也考慮到這點，所以減少了醋飯

的份量，從每貫20克降低為15克。午間套餐包括一本釣的

鮪魚中腹，昆布漬比目魚等當季漁獲，其中特別值得推薦

的是星鰻及小肌魚。

小肌魚就是小鯽魚，體型很小，大約是10公分左右，幼

魚更是小於5公分，價格雖然不貴，但是處理要求極高。

日本壽司之神小野二郎曾說過，他心目中的握壽司天王就

是小肌魚。一家江戶前料理能不能被視為一流，關鍵就在

於是否能常備小肌魚，以及是否能將小肌魚料理得美味。

鮨松濤的小肌魚從開幕便存在，九年如一日，小心謹慎地

灑鹽醋漬小肌魚，並且視每個季節小肌魚的體型，決定分

切方式。醃漬得好的小肌魚毫無腥味，而且與醋飯真是天

作之合，入口後明亮的酸味襯得魚肉更為鮮美，醋飯的澱

粉咀嚼後轉化成醣，提供更多風味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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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Josephine Chu    攝影│高大鈞 設計│紀淑貞

黑松露鮑魚是晚餐4.200元套餐中的煮物。

味蕾感受職人細膩手法

廣部師傅的星鰻更是鮨松濤招牌，台灣無人能出其右。塗在星鰻上的醬

汁，是廣部師傅親自處理，遵循正統江戶前手法，每次都使用20公斤的星

鰻骨，只以醬油，清酒及糖調味。製作時間長達5天，每天以小火煮開，

一邊熬製一邊撈走浮沫，尤其前兩天最為關鍵，要不斷控制微滾的溫度，

因為加了糖，要避免過度焦糖化，這兩天幾乎要全程守在爐邊長達八小

時。而20公斤鰻魚骨製作出來的醬汁，大約只能使用一個月。

最頂級的江戶前，就如鮨松濤這樣，低調簡樸的外表下，到處都藏滿看

不見的心思與細節。將一貫廣部師傅親手捏的壽司入口，咀嚼著、咀嚼

著，只感受到魚肉的甜美，與醋飯結合後的多重風味，卻完全不覺得自己

咀嚼了米飯，所謂空氣感般的存在，大約就是這樣吧。

DATA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192-1號號B1   02-2880-1880
鮨松濤目前採取嚴格的防疫措施，食客必須提供小黃卡或是健保卡，

證明已打疫苗兩劑。如果忘記帶，也提供快篩服務。
晚間6,000元套餐中的烤物是黑鮪魚大腹，在這
套餐中會吃到黑鮪魚生魚片、握壽司及烤物。

76-79-354月刊專欄.indd   79 2022/4/25   下午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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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pping Info

：

： ： 添好運、了凡米其林星運粽

海陸美味「粽」動員，米其

林一星品牌「添好運」及

「了凡」推出奢華港式裹蒸

粽「極上鮑貝好運粽」268

元、「義大利松露叉燒粽」

288元，即日起早鳥預購2入組496元、4入組禮盒988元，買

10組贈1組，每組再加碼贈送消費抵用券100元，優惠69折

起，旗下電商hoyiiGO生活購及添好運、了凡實體門店皆可預

購。歡慶母親節，「和億生活集團」旗下電商hoyiiGO生活

購、添好運及了凡，推出寵愛女王饗美食優惠，添好運祭出

訂套餐加碼贈母親節限定版餐點優惠，了凡推出

米其林油雞全雞餐優惠84折，電商hoyiiGO生活

購力推寵愛媽咪專區95折加碼贈10%回饋金。

台北凱達大飯店今年母親節

活動檔期主打「平價奢華」

風，逆勢推出CP值超高的餐

飲優惠。家宴中餐廳美顏養

生餐6人份5,800元起，不僅

可內用也提供外帶服務，百

宴自助餐廳則是推出女性獨

享8折！家宴中餐廳為媽咪量身訂做的「養生美

顏」桌菜，讓所有愛美的媽媽們一次食補到位。

6人份的桌菜包含：「稻香西施牛」、「蟲草養

參雞湯」...等8道；百宴自助餐廳主廚團隊為媽

媽們獻上一系列異國美食中西薈萃的自助佳餚，包含現切牛

排、豐富冰鎮海鮮、繽紛甜點以及美式與日式主題料理的美

食等。

位於宜蘭縣大同鄉的力麗馬告生態園區明池

森林遊樂區，常年白霧繚繞，富有「北橫明

珠」美名。層峰疊翠搭配裊裊雲霧，景緻宛

如人間仙境，每年都吸引許多遊客特別遠道

而來親臨山巒之美。2022 年力麗馬告生態園區將明池湖

幻化成為水劇場，邀請國際知名表演藝術團隊十鼓擊樂

團，創作全新劇目「池中劍」，引入明池湖筆、墨、山水

概念，一幕幕融合山景視覺、武俠鼓樂與肢體律動的視聽

覺饗宴，呈現出獨一無二的聆賞體驗。

2022夜遊慈湖-水岸光影季於3月18日揭開序幕，活動

至6月15日，每晚6點30分至8點35分間共上演7場光影

秀，帶領現場民眾探索桃園的美。活動期間每個五、

六、日及連續假期，下午3點30分至晚間8點30分，在

慈湖廣場木棧道還有文創市集，讓民眾前來朝聖。下

午5點有集客活動表演，包含親子最愛的小丑魔術、魔

術泡泡、變臉秀、造型氣球表演、腹語表演等。每個

五、六、日及連續假期，晚間6點05分與7點15分於慈

湖水岸舞台各有一場精彩表演，陸續推出火舞秀、LED

舞蹈、原住民舞蹈、原住民樂團、日式太鼓表演等。

五月即將迎來母親節，請媽媽放下鍋鏟，來去飯店吃大

餐！福容大飯店 花蓮店2022/04/30~05/08推出「媽咪馨饗

宴！2022母親節專案」，主廚嚴選在地食材，推出多項美

饌，中式桌菜$6,600起。享福卡會員可再享88~95折優惠，

每桌加贈果汁二瓶、拍立得全家福合影乙張。喜歡吃西式餐點的，也能

選擇田園咖啡廳精緻晚餐，成人$968起，每桌贈拍立得全家福合影乙

張。晶雅SPA同步推出母親節優惠，五月限定「暖宮回春」課程，原價

一人$3,500，兩人同行特價$6,000，給您整整100分鐘的專屬寵愛！

https://www.facebook.com/lealeamakauy/
https://www.facebook.com/lealeamakauy/
https://travel.tycg.gov.tw/zh-tw/event/news/3911
https://travel.tycg.gov.tw/zh-tw/event/news/3911
http://www.hoyii.com.tw/
http://www.hoyii.com.tw/
https://www.fullon-hotels.com.tw/hl/tw/news-detail/mother_s_day__2/
https://www.fullon-hotels.com.tw/hl/tw/news-detail/mother_s_day__2/
https://www.caesarmetro.com/zh-tw/News/%E6%9C%80%E6%96%B0%E7%B8%BD%E8%A6%BD/News-O9Kp-2022Mothersday
https://www.caesarmetro.com/zh-tw/News/%E6%9C%80%E6%96%B0%E7%B8%BD%E8%A6%BD/News-O9Kp-2022Mother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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