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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活動時間  107/11/3-108/4/24
活動地點  外埔、后里、豐原
主辦單位  臺中市政府
洽詢電話  04-2228-9111
活動網址  2018floraexpo.tw

雙年賞蝶
活動時間  107/11/14-108/3/31
活動地點  請參考活動網址

主辦單位  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洽詢電話  089-326-141轉357或359

活動網址  theme.maolin-nsa.gov.tw/butterfly2017

臺灣國際衝浪公開賽
活動時間  107/11/26-107/12/9
活動地點  臺東縣東河鄉
主辦單位  臺東縣政府

洽詢電話  089-326-141轉357或359
活動網址  www.taiwanopenofsurfing.org/ 

zh-hant

2018嘉義市國際管樂節
活動時間  107/12/14－107/12/23
活動地點  請參考活動網址
主辦單位  嘉義市政府
洽詢電話  05-278-8225

活動網址   www.chiayiband.org/2018/_tw/
index/index.html

屏東萬金聖誕季
活動時間  107/12月

活動地點  請參考活動網址
主辦單位  屏東縣政府
洽詢電話  06-926-8545

活動網址   www.taiwan.net.tw/
m1.aspx?sNo=0001019&lid=079693

2018臺北最HIGH新年城-跨年晚會
活動時間  107/12/31-10/1/1
活動地點  請參考活動網址
主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
洽詢電話  02-2720-8889

活動網址   www.travel.taipei/zh-tw/event-
calendar/details/13479

臺灣觀光節慶活動表

更多觀光活動請上「臺灣觀光年曆」官方網站：eventaiwan.tw/tw/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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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亞洲唯一勇奪綠色旅遊目的地
國際認證銀獎
text & photo MOOK、交通部觀光局

1.東北角暨宜蘭管理處代表 -林庭亘
(左 )、綠色旅遊目的地基金會會長
Mr.Salman、臺灣永續旅行協會秘書長-
陳盈潔（右）。2.2018全球百大綠色旅
遊地證書。

深耕三年，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東北角暨宜蘭管

理處）獲綠色旅遊(目的)地國際認證銀獎，綠色旅

遊目的地國際認證（Green Destinations Awards / 

Certificaiton）是國際最具聲譽的旅遊目的地認證

系統，透過細緻嚴格的100項準則規範，評定申

請認證之旅遊目的地是否符合國際永續發展指

標。東北角暨宜蘭管理處企劃課林庭亘與臺灣永

續旅行協會秘書長陳盈潔代表出席荷蘭領獎，並

獲邀參與「全球領袖聯盟會議」（Global Leaders 

Network），與全球20個國家代表共同建置全球綠

色旅遊目的地機制平臺，並將分享臺灣的永續實

踐故事。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處長陳美

秀表示，管理處多年來致力於環境保護，控制觀光

開發造成的衝擊、推動在地特色，於2015年以「舊

草嶺自行車環狀線」入選有觀光界諾貝爾獎之稱的

「明日旅業大獎」。以此為契機，東北角暨宜蘭管

理處與臺灣永續旅遊協會（STT）結緣，在STT的協

助下，自2016年起參加「全球百大綠色旅遊目的地

（Top 100 Green Destinations）」的評選，第一年即

符合15條準則，獲得入圍肯定。在東北角暨宜蘭管

理處的努力下，2017年進一步完成符合30條準則的

門檻，2018年更挑戰100條超高水準「綠色旅遊目的

地國際認證」，獲得銀質國際大獎的殊榮，也是唯

一亞洲代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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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首次 集結全臺山海秘境
官方版「百大好客民宿」名單揭曉
text & photo MOOK

交通部觀光局為推廣「好客民宿」品牌，今年

首度辦理百大好客民宿徵選，由產、官、學

專家及上萬民眾網路投票，先選出具特色的「百

大好客民宿」，再由名單中精選出十大好客。歷

經3個月，觀光局也說「有夠難評！」的名單終於

出爐，範圍囊括全臺山海秘境，希望將臺灣美景

及民宿好客精神推廣國內外。

目前全臺有877家取得好客民宿標章，觀光局

為了讓民眾更深入認識，將好客民宿分為：「海

景」、「山景」、「慢城」、「樂活」、「親子」、「自

然」、「美食」、「樂齡」、「體驗」、「建築」10大主

題，透過讓業者以短片及文字介紹方式，展現好

1.澎湖候鳥潮間帶民宿。2.苗栗南庄普羅旺斯鄉村民宿。3&4.苗栗樹也Villa。

客民宿的特色，本次活動共計154家業者參賽。

專家委員耗時2個月走訪全臺，其中澎湖愛麗詩民

宿、苗栗南庄普羅旺斯鄉村民宿、金門水調歌頭

民宿、南投散步的雲-日月潭生態民宿、墾丁日安

寶貝民宿、澎湖候鳥潮間帶民宿、宜蘭逢春園渡

假別墅、明水露民宿、臺南向陽田園居民宿、苗

栗樹也Villa等十家好客民宿，從兩階段選拔中脫

穎而出，奪得各主題之冠。

「好客民宿」集結臺灣不同類型的精彩民宿，

「百大好客民宿」更是好客民宿中的菁英！可滿

足世界各地旅人對臺灣不同的想望，讓每趟旅行

充滿精彩與感動。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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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迷人山野款款行
一步一步，踩踏土地上的真實感動；一吐一吶，深深呼吸山林的冷冽清新。

揮汗淬煉淋漓暢快，苦盡甘來擁抱壯闊風景，

芒花舞動似雪、槭楓艷紅似火、雲霧翻湧似海、泉水氤氳如霧，走進自然，遇見美麗山顏。
text 編輯部    photo MOOK 

鳶嘴稍來步道
access 台3線開車往東勢方向，過東勢
大橋後右轉循台8線續行接豐勢路，後
轉入進東坑路接大雪山林道直行過橫嶺

山隧道抵達登山口，約於大雪山林道27
公里處。

note 須於大棟派出所申請入山證。若
在稍來山瞭望台欣賞夕陽，請隨身攜帶

頭燈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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鳶嘴山因山頂尖石狀似鳥嘴而得名，兩山縱

走的出入口分別為橫嶺山隧道口、大雪山

林道35.1公里收費站，步道全程6.7公里，可雙向

進出，單程約5至6小時，在海拔高度1,800公尺至

2,300公尺間上上下下，克服需手腳並用的亂石陡

坡、攀爬驚險刺激的岩壁，豐富又刺激的步道，

適合對自己體力和膽量有點信心的人。

驚險鳶嘴，懼高者迴避
步道初始是平緩上升的階梯，經過橫嶺山與鳶

嘴山的分叉路口後，岩塊像被惡作劇打散成不規

則的巨石，每步都得費力跨開步距，經過陡峭亂石

坡，一口氣衝向休息涼亭；重頭戲在涼亭後才正式

展開，幾近75度角的大片岩坡橫亙山路盡頭，巨大

裂縫像刻意雕琢的石頭天梯，劈開岩壁向頂端延

伸，雙手緊緊抓牢繩索，看準落腳岩縫，只要膽大

心細，加上安全繩索的輔助，即使手腳並用攀掛於

幾乎垂直的岩稜，也是驚而不險。

紅艷稍來，雲海翻騰蓬萊仙山
自鳶嘴東稜下山，才能體會「上山難，下山更難」

的真意。嶙峋岩壁，背轉而下，從遼闊壯觀變成了

千尺危崖，突然一段氣勢懾人的垂直陡降，即使

有打入岩壁的竹節鋼筋提供踩踏，腎上腺素依然

瞬間飆升；抵達鳶嘴山下的鞍部叉路口，支線可返

回大雪山林道27.5公里處，直走續行2.1公里至稍來

山，山頂有一座觀景台，過去是森林巡守員監控森

林火災的工作站。登上高台，視野豁然開朗，冬季

午後水氣充足而溫度降低，最容易生成一望無際

的雲海，夕陽灑落燦爛金光，流雲翻騰如瀑，山巒

疊嶂似雲海中的蓬萊仙島，令人忘了身處凡間。

步道4公里處遇上叉路，往右可下切通往大雪

山林道30.4公里，但沿途行經稍來山南峰，忽上

忽下的山道還是需要點腳力；左邊則是寬大的之

字形平緩下坡，悠閒步行於二葉松、紅檜樹林

下，出口為大雪山林道收費站。若自行開車前

往，不管選擇哪個出口，都需步行大雪山林道返

回停車處。若安排兩天的行程，可順遊大雪山森

林遊樂區，鞍馬山工作站後方山麓的木馬古道及

森林浴步道也能欣賞紅榨槭的美豔風情。

鳶嘴稍來步道，
山脊岩場練膽量

1.冬季下午三點後，稍來山瞭望台常見壯觀雲海。2.稍來山瞭望台是欣賞日落
雲海最好的地點。3.霧中森林瀰漫空靈飄渺，似走入精靈居所。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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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山又名滴水大尖或粗坑口山，登山口在新

平溪煤礦博物園區旁，終點為中央氣象局的

「五分山氣象雷達站」，步道單程3.4公里，原路

折返，全程約需3.5至4小時。

從登山口到嶺頭福德宮之間，沿途動植物生態相

當豐富，還能看到特殊的壺穴地形，見證滴水穿石

的自然力量。步道過了嶺頭福德宮以後，開啟五分

山最精華的1.6公里稜線，兩側山坡植被明顯不同，

北方坡地有造林遺跡，為單一針葉杉林的樹種，南

邊則以雜木林為主，由於首當其衝迎向東北季風，

五分山步道，
芒花翻飛山海關

山頂遍生耐寒芒草，秋冬之際，陽光下閃爍燦爛如

風中舞動的白絲綢緞，風姿綽約。

芒花翩翩，傲視山海
五分山還有另一個特殊地理景觀，山之北南皆

被基隆河包圍，基隆河自平溪流向東北，過三貂

角、猴硐後，曲折流向西北，經八堵又轉向西流，

在瑞芳地區一百八十度大迴旋，西峰瞭望亭就能

看到此一景象。從瞭望亭回首，細長步道沿稜線蜿

蜒，似巨龍盤踞山之巔，佔據北臺灣最佳景觀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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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步道終點可銜接106縣道，山頂白色巨球相當

顯眼，這是五分山氣象雷達站，從這裡向下眺望，

白芒花海間蜿蜒曲折的髮夾彎公路，也是公路自

行車好手最愛挑戰的路線之一。

搭獨眼小車返回舊時光
回程可選擇從嶺頭福德宮下切十分古道，出暖東

峽谷，若原路返回十分寮，比起人聲鼎沸的十分瀑

布和商店街，新平溪煤礦博物園區更能探索十分

寮的舊日繁華。最有趣的體驗是搭乘昔日運送煤

礦的小台車，因為駕駛座前方有個大圓孔，被日本

鐵道迷暱稱為「獨眼小僧」。亮黃台車從坑道口出

發，前往1.2公里外的翻車台，火車頭轉向後再原路

回返，獨眼小僧穿越林蔭綠色隧道，搖搖晃晃、緩

緩前行，似乎也將遊人搖回礦坑的舊日時光。

五分山步道
access沿新平溪煤礦博物園區旁的鐵皮圍牆，即可抵達登山口。

新平溪煤礦博物園區
access搭乘火車於八堵或瑞芳站下車，轉搭平溪支線，於「十
分車站」下車，穿越老街往十分派出所方向，老街停車場旁即

可看到通往煤礦園區的步道。步道上行約300公尺後，沿著台
車軌道續行約10分鐘即可底達園區。
time 9:30-17:00，週一休館。
tel 02-2495-8680
web www.taiwancoal.com.tw

4 5

2 3

1.五分山視野遼闊，天氣晴朗時可以遠眺野柳、基隆嶼、深澳
漁港和瑞芳。2.進入稜線以後步道平緩易行，兩旁都是翩翩飛
舞的雪白芒花。3.小台車速度不快，悠悠哉哉行駛樹林之間，
相當有趣。4.五分山步道盡頭可銜接106縣道，常見自行車好手
挑戰連續髮夾彎。5.新平溪煤礦博物園區的老照片訴說著昔日
礦工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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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馬古道是淡蘭古道南路的其中一段，淡蘭古

道是早期淡水廳（臺北）到噶瑪蘭（宜蘭）

之間的往來運輸道路，分為南北兩路；日治時

期，古道因公路的興建而逐漸荒廢，只有石牌到

礁溪這段保存最完整，經礁溪鄉公所重新整理，

並命名為「跑馬古道」。這裡的規劃相當完善，

路上設有解說牌，讓旅客了解瓷土礦坑、日治時

期派出所、木馬搬運方式等歷史。

走讀歷史，眺望蘭陽平原
　跑馬古道北口在北宜縣界的石牌，南口在礁

溪五峰旗，全長5公里，單程約3小時。從石牌進入

跑馬古道，全程為平緩下坡，走起來輕鬆愉快。古

道以生態工法整修，坡度較陡的路段用柳杉樹幹

作枕木階梯，防止土石流失，潮濕多雨的環境孕育

種類豐富地景，就像打開自然生態教室的大門，蕨

草蔓籐、野薑花、朱槿、筆筒樹、抱樹石葦、山櫻

花、構樹、棕葉狗尾草等多種植物。

跑馬古道，
展讀蘭陽風情

經過已歇業的上新花園，在夾道竹林的盡頭，

傳來山澗流泉悅耳吟唱，猴洞坑溪已在不遠處，不

久就到了山神廟；繞過山彎，山林倏地打開扇形的

窗，沖積扇形狀的蘭陽平原已在腳下，阡陌縱橫，

廣袤翠綠連接壯闊蔚藍的太平洋，高速公路似巨

蟒盤踞，腰身蜿蜒向遠方延伸，海面上龜山島安靜

恆久地守護土地。古道3至4公里處是風光最秀麗

的路段，設有數個景觀台，每一次轉彎，都能遇見

不同面貌的蘭陽風景，閱讀一段龜山島與蘭陽平

原的傳說故事。

1

2

3

4 5

1.每一次轉彎，都能看見蘭陽平原的不同面貌。2&3.沿途路標清
楚，不需擔心迷路。4.古道以自然工法修復，柳杉樹幹作為枕木階
梯，避免土石流失。5.猴洞坑溪水源豐沛，早期有猴群居住而得
名。6.古道前段林蔭蔽天，潮濕多雨的氣候孕育種類豐富的植物，
遇上濕滑路段需小心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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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馬古道
access 石牌北口：無大眾交通工具前
往，可自行開車經北宜公路抵達，或於

礁溪轉運站搭乘計程車前往。五峰旗南

口：於礁溪火車站或轉運站搭乘台灣好

行礁溪線，至「跑馬古道」站下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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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頂屬於阿里山鄉前山地區，原為鄒族狩獵

區，鄒族人稱這裡為「Yauvakazna」，意思

是很多動物聚集的地方。先民開拓時，若要前往

嘉義市區，需通過隙頂山與二延平山之間如隙縫

般的狹小山徑，這也是「隙頂」地名的由來。

二延平步道是隙頂周圍的主題步道之一，從登

山口循著木棧道攀升僅約200公尺，回程可選擇

另一邊下山，串走茶霧之道，順路品嚐阿里山咖

啡，再銜接公路旁的行人道返回原登山口，O型

小環山道全程包含2公里山徑及1.6公里的公路，

即使不常從事戶外運動，慢慢步行，也僅需約2小

時，可說是「CP 值」極高的優質步道。

二延平步道，茶鄉坐看雲起時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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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仁義潭及蘭潭水庫皆清晰可見，最遠甚至

可看到東石與布袋外港；二延平步道全長約1公

里，盡頭即是標高1,454公尺的二延平山頂，下午

三點左右，攝影好手們早早立好腳架一賭本日運

氣，期待日落雲海的瞬間。

除了原途下山，更有趣的走法是繞行山頭另一

邊的茶霧之道。從山頂景觀涼亭右轉，一小段產

業道路後，在大片翠玉竹林間找到通往茶霧之道

的路標，竹林與茶園是這段下行石階的特色，前

段竹林濃蔭蔽天，後段茶園綿延連接遠方的隙頂

村和阿里山山脈，偶有雲霧飄過，還以為自己不

經意闖入哪一重天的縹緲仙境。

二延平步道
access嘉義高鐵站或嘉義臺鐵站搭乘「台灣好行阿里山線」交
通巴士，於二延平站下車，公車站對面即為步道入口；或搭乘

嘉義客運嘉義－達邦線、嘉義－奮起湖線或嘉義－阿里山線，

於鞍頂站下車；開車經台18線往阿里山方向，經觸口、龍美至
隙頂，53.5公里處設有停車空間。
note 若計畫於山頂欣賞日落，建議攜帶頭燈或手電筒，下山
沿途無照明。

近觀茶園，遠眺雲海夕照
二延平步道的入口位於台18線53.5公里處，才

剛抵達步道口的景觀台，寬闊視野就已令人心曠

神怡，眼前玉山群峰蒼巒疊翠、層層展開，腳下

阿里山公路如白蛇盤旋逶迤，曾文溪谷似玉帶穿

山，這只是二延平步道的美麗序幕。

踏上緩緩爬升的石階，天然原生林的綠蔭瞬間

過濾正午陽光，穿越竹林後倏地明亮開朗，佛手

茶園覆蓋山坡，依地勢起伏，畫出一道道井然有

序的優雅深綠弧線；茶園頂端的第一休憩亭也是

銜接傳說村的入口；稍微休息喘口氣後，沿途都

有不錯的展望，天氣清朗的日子向西眺望，嘉義

3

54

1.茶園綿延，連接遠方的隙頂村和阿里山山脈。2.山林間已換上秋裝。3.山巒雲霧似一幅潑墨山水。4.攝
影好手的腳架一字排開，等待夕陽雲海美景。5.步道規劃良好，全程都是易於行走的石階和木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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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樂遊趣‧宜蘭

特搜打卡熱點輕旅行 
山海懷抱的蘭陽平原，有許多不輸國外明信片般的療癒畫面，詩情畫意的風

光更是偶像劇、電影爭相取景之處，可以鑽入街區角落尋找私房，也能深

入鄉間隨興嬉遊，來趟宜蘭小旅行，製造一段讓人念念不

忘的美好回憶。
text & photo M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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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二段201號  tel 0800-020-011
time 09:00~18:00  web ppt.cc/fOWupx

這裡包含棲蘭森林遊樂區、明池森林遊樂

區及棲蘭神木園。棲蘭森林遊樂區是低海拔

森林，前身為苗圃，蔣中正總統曾兩度駐蹕

於苗圃招待所中。明池森林遊樂區為避暑勝

地，除了森林景觀，高山湖泊更是著名。棲

蘭神木園共有六十二棵原生紅檜及臺灣扁

柏，樹齡從四百至數千年，園方依先賢的名

字命名，好記有趣。電影《賽德克‧巴萊》

與偶像劇《天平上的瑪爾濟斯》、《鍾無

豔》等都曾在馬告生態園區取景過。

占地二十四公頃，值得細賞的據點甚多，廣孝祠是建

於1924年的鄭氏家廟，書法與對聯展現詩禮傳家的精

神；文昌街以歷代街屋型式組成，包括清代的紅磚街

屋、日治流行的巴洛克式風格等，各街屋皆有商店進

駐；黃舉人宅原為舉人黃纘緒宅邸，歷史超過百餘年，

現將木棟樑拆遷，重組於園區中，古厝外牆以卵石及紅

磚組合，展現宜蘭傳統建築樣貌。電影《大稻埕》許多

重要鏡頭皆在此拍攝，每一幕都充滿了古色古香的浪漫

情懷。

如夢似幻絕美山林

力麗馬告生態園區

展現傳統建築藝術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add 宜蘭縣大同鄉泰雅路四段6號
tel 棲蘭森林遊樂區03-980-9606 
明池森林遊樂區03-989-4104

time 08:00~16:30（神木園需線上預約入園）
web makauy.lealeahotel.com/#intro（各園區門票細節見
官網）

重溫戲劇精采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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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潑生動漁業文化

祝大漁物產文創館

add 宜蘭縣蘇澳鎮江夏路52-2號
tel 03-995-1050
time 09:00~17:00（免收門票）

悠閒情調
慢慢遊

穿越粉鳥林漁港堤岸，一處洋溢著空靈

之美的小海灣，有如與世隔絕的桃花源

地，靜謐出塵令人感動。這處海灣曾因需

要攀爬消波塊，而被封閉禁止進入，如今

跨越堤岸處已經施作階梯通道，故重新開

放，讓美拍祕境再度現身。

遺世獨立海角樂園

粉鳥林海灣祕境

add 宜蘭縣蘇澳鎮粉鳥林
time 24小時
price 免收門票

南方澳是臺灣三大漁港之一，日治時

期漁業便很繁忙，至今仍帶有日本漁

業文化影子，像是新船下水，各方會

送上大漁旗，表達漁獲豐收的祝福之

意，文創館「祝大漁」之名，即由此

而來。隸屬蘇澳區漁會的文創館，有

趣之處，在於以3D技法繪製魚龍捲隧

道，館方請藝術家將螢光塗料融合3D

立體繪法，將入口處畫成深海情境，

海草、珊瑚、鯊魚及其他魚群均栩栩

如生，有如置身海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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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地超過百頃，場區生態豐富，除了水牛、火

雞等農村動物區，還有以廢木料加工架設成的聖

帕樹屋野趣區；水稻文化區包括插秧區、晒穀場

及打穀機具，以農夫生活體驗為主，遊客可捲褲

管、戴斗笠，下田插秧去，感受何謂「誰知盤中

飧，粒粒皆辛苦」。場方提供一到三日遊的套裝

行程，可大玩焢窯、釣魚與葉拓DIY，是都會人返

璞歸真，到大自然上一課的好場所。

深入體驗鄉土生活

頭城農場

add 宜蘭縣頭城鎮更新路125-1號  tel 03-977-2222  time 依套裝行程的表定時間入園
price 套裝行程1,200元起／人  web www.tcfarm.com.tw

下蔥田體驗是玩三星最夯的方式之一，推出

體驗活動的蔥仔寮體驗農場，換穿雨鞋、戴上

斗笠，大夥兒跟著一起下田去。解說人員教導

如何拔蔥，手掌朝下握住蔥白部分，左右搖一搖

使植株鬆動，往上一拔就起來了。最後的蔥油餅

DIY最受遊客期待，把蔥 進麵皮裡，成型後煎

製，嚐到自製蔥餅，感覺特別開心。

嘿喲！來拔蔥

蔥仔寮體驗農場

add 宜蘭縣三星鄉東興路13-2號  
tel 0937-995-104  time 8:30~16:30  
price 體驗活動100元起／人(10人以下可直接現場報名)

來當一日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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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早味百年老店》

小店已第三代經營，現任老闆阿昌哥跟隨父親學手

藝，他在古早菜西魯肉裡加了蟹肉、鯊魚皮，調味更

增加變化，讓吃過的食客無不稱讚，店裡也推出什錦

料理，一個人也能吃盡興。

第一代創始人原本是開雜貨店，日治時期才轉賣糕餅，

因此成了漢餅店，如今已傳至第四代。店裡以傳統糕餅為

主，如李仔糕、綠豆糕、花生 等，這裡的糕點口感綿密，

花生 更是經典，滿口花生香的酥脆口感，讓人忍不住一

接一口。

小攤端出蘭陽傳統名菜

四海居小吃部
入口綿密的傳統點心

振地餅舖

add 宜蘭縣宜蘭市康樂路137巷9號
tel 03-936-8098
time 9:30~16:00，週一公休

add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三段230號
tel 03-933-2754
time 9: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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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史館「百年老店」撰述指定商店，店裡專賣

湯類及各種麵食，因為食材新鮮，簡簡單單的家常風

味，卻令人回味無窮，當中又以豐富的各式小菜，最

受食客們歡迎。

混合米糕、麻糬的甜點，老闆傳承先祖手法，將煮好

的米糕先切片狀，再將包有綠豆餡的麻糬以繁複手工

捏在一起，上層米糕、下層麻糬，外型如握壽司，造

型美觀特別，入口充滿糯米香氣及軟硬適中的嚼勁，

搭配內附花生粉，甜而不膩。

傳承一世紀的美味麵鋪

松仔腳阿源老店
體驗麻糬米糕另類吃法

游家 糬米糕

add 宜蘭縣宜蘭市城隍街35號
tel 03-936-8595
time 7:00~21:00，週四公休

add 宜蘭縣宜蘭市新民路100巷9號
tel 0918-503-069
time 8:00~賣完為止，週一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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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能這樣玩！

穿過社區彎彎曲曲的小徑，一路往高處爬行，驀

地視野開闊，一大片翠綠的茶園出現在眼前。美景

乍現教人驚豔，紛紛舉起相機，把眼前風光框成畫

面。排排站立的茶樹，整齊順著山勢而下，最前方

的蘭陽溪谷也能盡收眼底，清新優美的茶園風光，

怎麼拍都好看。

玉蘭茶園面積大約500公頃，區內設有步道，山
頂有觀景亭及蘭馨亭，站在亭內可放眼蘭陽溪、九

寮溪的迷人景致，若是天氣清朗，聽說還能遠眺海

面上的龜山島；下雨時會展開美不勝收的雲霧秀，

茶園間的煙雲不是倏忽來去，就是隱約縹渺，在深

濃的綠色世界中，若有似無夢幻迷離，散發動人的

美感，也有些許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情境。

玉蘭海拔約 150公尺，地勢分布從高處向蘭陽溪方向遞減，
在山腰有不少完整而平緩的土地，因山區雲霧常起，
種種條件適合茶葉生長，故當地很早便發展成茶的故鄉。

置身雲霧繚繞綠色茶園

玉蘭茶園

add 宜蘭縣大同鄉松羅村玉蘭
time 24小時
price 免收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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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藝中心緊鄰的冬山河，有宜蘭最美的單車道，很適合午後踩踩踏板，吹吹

風涼快一下。車道沿線的租車地點，主要設在冬山河親水公園及冬山火車站，

因為是從傳藝中心出發，租車必須繞到斜對岸的親水公園。冬山河真的很美，

很難想像它以往氾濫成災的景象，由於河道彎曲，因此逢雨必淹，使得周邊居

民叫苦不已。後來政府將河道拓寬，部分河段截彎取直，兩岸並加強綠化，從

此它才成為水流平緩穩定，展現當地田園風貌的觀光水帶。

冬山河自行車道景色宜人，像利澤簡橋、冬山河森林公園等，都是足以讓人

流連再三的景致，另外國道冬山河高速公路橋，拱型橋身造型極美，宛如彩虹

般橫越碧綠河面，偶爾還有西式划船、輕艇等輕輕飄過，此情此景，不知是否

與徐志摩的劍橋略似一二。

這條冬山河自行車道，全長 21公里，
沿著冬山河兩岸而行，北起五結防潮閘門，
南至冬山火車站，是一條兼容看水、

看風景的自然系車道。

水帶為伴享受追風快感

冬山河自行車道

add 宜蘭縣五結鄉、冬山鄉之冬山河兩岸
time 24小時
price 免收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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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能這樣玩！

老街南北兩端各有福德祠，當地人相信這樣可以堵住財氣，讓和平街商業繁盛。北門福德祠前一排木

造平房，清代曾是頭城最大行郊「十三行」，木造屋身看起來簡潔樸實，當年卻是豪商巨賈雲集之處。造

型洋派的盧纘祥故宅是清代頭城首富宅邸，這座宅邸混合和洋建築風格，屋頂上的老虎窗、入口圓拱，皆

是欣賞重點。新長興樹記早年曾是經營南北貨批發零售的店鋪，大門兩邊的木雕門聯以鑲嵌榫法製成，

為全宜蘭僅有的精品。位於老街南段的源合成、陳春記，過往分別是米商與經營雜貨生意，立面的磚造拱

廊、彩磁裝飾，皆為日治初期的建築風格。

頭城是開蘭第一城，和平街為鎮上最老街道，
至今仍見典雅民居與商行遺址，

就連偶像劇《含笑食堂》也以之為重要場景。

走讀老街的風情畫

頭城老街

add 宜蘭縣頭城鎮和平街
time 24小時
price 免收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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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由日本株式會社象設計集團規劃打造，保留原有的地貌與植被，並

利用種植蔬菜的景觀梯田，展現礁溪鄉野的樸實閒趣，處處綠意的視覺感

官，令人心曠神怡，猶如祕境般的盎然綠意，別具遺世獨立的寧靜感。

全區可大致分成前後兩段，緊鄰公園路的前半段，設有遊客中心及泡腳

池，可在此欣賞美景，感受泡腳的愜意；後半段為分成男湯、女湯的森林

風呂，依地形起伏而建，湯池與木亭等設施，與翠綠植栽相互襯托，精心

規劃的忘憂祕境，讓人彷彿身處北國日本，有種置身幽深山林，遠離塵囂

之感。

泡湯完畢，閒坐迴廊，微風輕吹，涼爽快意。慢慢走出公園，身體和心靈

彷彿都一起沉澱，全身感覺好樂活，森林祕湯的威力，果然不容小覷。

礁溪溫泉公園是以舊有的礁溪公園改建而成，
占地約5公頃，園區以森林為背景採公園化布置，

規劃成優美的「森林風呂」，
這裡可以體驗泡湯，也可以在泡腳池泡腳。

清幽寧靜沉浸森林風呂

礁溪溫泉公園

add 宜蘭縣礁溪鄉公園路16號
tel 03-987-2998
time 8:00~22:00

232018/11-12  



一日遊完美行程

走進曲折巷弄追尋風華點滴 

《宜蘭舊城懷古小旅行 》
宜蘭市的新舊融合令人著迷，尤其是早期的舊城區，

雖然老城牆已經消失無蹤，但鄉野故事仍殘存在社區記憶裡。

建於1909年，為宜蘭市區最大也是最早的公園，
園內有大片草皮、花木扶疏，並擁有眾多歷史遺

跡，包括矗立百年的獻馘碑、昭和時期悼念殉職軍

人的忠靈塔等，可一窺在地歷史更迭。

在宜蘭逛市場是種樂趣，許多攤位如粉圓、日式甜點、米粿等，少說都有幾十年歷史，

每天上門採買的婆婆媽媽，和老闆熱絡打成一片；市場還有一條青草巷，燥熱時來一杯青

草茶，清涼又退火。

見證宜蘭在地發展歷史

中山公園

尋找菜市場的老味道

南北館市場

add 宜蘭縣宜蘭市崇聖街
time 24小時
price免收門票

add 宜蘭縣宜蘭市昇平街33-1號（北館市場）、宜
蘭縣宜蘭市光復路125號（南館市場）
time 皆屬早市，部分商店為全日營業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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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士芳紀念林園對面是光大巷，巷內設置藝術圍

牆，續行還可參觀潘宅，為群聚性家族老厝，已具百年

歷史，屋後古井建於嘉慶年間。光大巷還保留早期樣

貌，可在聚落巷弄間散步。

add 宜蘭縣宜蘭市舊城西路光大巷  time 24小時  price 免收門票

戰後麇集形成，是一條僅容兩車勉強會車的小街，

早年打的多為農具，現在打鐵鋪雖仍維持，但多兼做

開鎖的生意，店家林立頗為密集。

add 宜蘭縣宜蘭市武營街  time 各店家營業時間不同

早年建造廟宇，工匠都住在這一帶，傳統產業超過百種，特殊淵

源使得鄂王社區大師雲集，如今不少匠師已傳承至二、三代。漫步

鄂王社區有老巷弄東彎西拐的另類情趣。百年餅鋪薛榮興西點糕

餅販售美味傳統糕點，店內更展示骨董級的珍貴糕點模具。

add 宜蘭縣宜蘭市西後街90號  tel 03-932-3342  time 8:30~21:30

彷彿穿梭了時光隧道

鄂王社區之光大巷．潘宅

叮叮咚咚彷彿跨越時空

打鐵街
老城巷弄懷舊漫遊

鄂王社區之薛榮興西點糕餅

5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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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人氣最高、同時也是臺灣最大型的旅遊展覽 ─ 台北國際旅展（Taipei International Travel Fair, 
Taipei ITF 2018），今年首度移師台北南港展覽館，11月23日至26日盛大登場！

2018 ITF台北國際旅展移師南港展覽館，
打造旅遊嘉年華11/23-26盛大登場！

ITF台北國際旅展自1987年於松山機場展覽館開辦以來，每年的參展單位及

參觀人數逐年提升，規模不斷成長，去年更創36萬人觀展佳績，現已是全亞

洲參觀人數最多、全台最大型的展銷合一旅遊展覽！近年來因空間不足，許多

業者想參加或擴大攤位都一位難求，今年特地將展覽搬到台北南港展覽館擴大

辦理，不僅讓參展單位能有更大的攤位創造體驗，亦提供民眾更舒適的觀展空

間，規劃兼具知性、好康與多元豐富的旅展。

共同為臺灣觀光寫下歷史新頁
ITF首度移師南港展覽館，象徵台北國際旅展邁向指標性的新階段，特別重新

設計標準字賦予ITF台北國際旅展全新定義，展現ITF活潑風格，也同時保有旅

展的溫度與專業。主視覺則以搶眼的大寫英文字TRAVEL呼應旅展，並以機艙窗

戶為背景，意謂著ITF將帶著大家前往下一段旅程、從不同的窗戶看見多樣的

世界風景，整體視覺透過強烈色彩呈現旅程的繽紛，呼應「旅遊嘉年華」的主

題。

與公益結合，逛旅展、展愛心
2018 ITF台北國際旅展更邀請民眾一同做公益，只要捐發票或捐血，主辦單

位即回饋門票給您！只要於ITF現場捐贈20張11月份發票，將可兌換ITF門票一

張，所有的捐贈發票將全數捐給伊甸基金會及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此外，

ITF也與台北捐血中心合作，展前10天（11/13-11/22）於大安路忠孝號捐血車

與復興北路長春捐血室等大台北地區18個捐血點捐血即可兌換門票，捐血車也

將於ITF展期間11月23、24日進駐南港展覽館週邊，民眾亦可於現場捐血換門

票！請大家邀請親朋好友一起逛旅展，做公益，展現您的愛心！

2018 ITF台北國際旅展
展覽日期 11月23日（五）-11月26日（一） 
參觀時間 11月23日／12:00~18:00
 11月24日-25日／10:00~18:00
 11月26日／10:00~19:00 
展覽地點 南港展覽館1樓、4樓
展覽規劃 １樓 各國國家館、旅行社、航空/交通運輸、縣市政府旅遊區等。
 ４樓 星級飯店、休閒旅館、餐廳美食、民宿等。
銷售通路 四大超商（ibon售票系統、全家FamiPort、萊爾富Life-ET、OK超商OK.go）及udn售票系統
官方網站 www.taipeiit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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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旅遊的趨勢
 11/23（五） 13:30~16:20 @4樓401會議室

 世界旅遊形式瞬息萬變，如何因應世界旅遊市場，

提供業者具有展望性的資訊？本場次擬邀請不同場

域專家針對消費者、旅遊工具的變化、產學連結分

享他們對市場的觀察與看法，提供台灣業者/學生

了解世界旅遊市場脈動的平台。

  主持人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副校長 劉喜臨 
 與談人
 WPP集團台灣區董事長 莊淑芬
 日本株式會社NKB社長 外谷 敬之 
 東海大學餐旅系榮譽講座教授 容繼業
 Talent Basket 創始人兼執行長 Jason Lin  

2. 深度旅遊的魅力
 11/24（六） 09:30~12:15 @4樓401會議室

 深度旅遊是全球旅遊市場的趨勢，慢活、慢遊的概

念也讓鄉鎮旅遊躍上國際舞台。本場次邀請用慢

活、故事和歷史等元素，發揮深度旅遊魅力的成功

案例，分享他們行銷的方式與方向，並針對台灣發

展深度旅遊的潛力提出建議。

 主持人 交通部觀光局副局長 陳淑慧 
 與談人
 德國羅曼蒂克大道旅遊聯營民法公司負責人 
 Jürgen Wünschenmeyer
 義大利國際慢城組織主席 Mr. Stefano Pisani
 義大利國際慢城組織秘書長 Mr. Pier Giorgio Oliveti

 客家委員會副主委 楊長鎮
 韓國全州市觀光產業科Slow City主務官 崔善美

3. 南洋之藍海III─東南亞市場的現在與未來
 11/23（五） 13:30~16:20 @4樓401會議室

 新南向是觀光局近年主要推動的觀光政策之一。本

場次邀請到亞洲公、私部門分享推展觀光之成功經

驗，提供台灣業者及公部門參考，並從台灣角度重

新思考未來在南向市場可行的行銷策略。

  主持人 台灣觀光協會副會長 蘇成田
 與談人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秘書長 葉明水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經濟部主任 中杉 元
 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觀光暨交通部主任 
 Mr. Adila
 越南Vietravel觀光休閒部副處長 Mr. Nguyen Vu Hoang

A
旅遊論壇

與國際接軌，串連旅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
所經濟部主任 中杉 元

Talent Basket 創始人兼執行
長 Jason Lin

交通部觀光局副局長 陳淑慧 日本株式會社NKB代表取締
役社長 外谷 敬之

義大利國際慢城總部秘書長 
Pier Giorgio Oliveti

義大利國際慢城總部主席 
Stefano Pis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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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人都可拍出 IG 旅遊美照 密技大公開
 冒牌生教你如何成為 IG 人氣網紅

 11/23（五） 17:00  @大會活動主舞台

 FB+IG總粉絲數突破150萬人，

曾獲《數位時代》個人粉絲團

冠軍。冒牌生要告訴    你如何

在人人都可以是自媒體的時代

中，讓粉絲不請自來的秘密！

2. 世界，是我的信仰
 浩子的流浪日記 旅遊分享會

 11/24（六） 16:00  @大會活動主舞台

 夢想是當一個歌手，結果報名

講笑話節目比賽，當了旅遊節

目主持人，被世界召喚去環遊

世界。浩子要用他的流浪日記

告訴你，這個世界教會他的

事。

3. 用手機就能拍出完美照片 攝影全攻略
 Erica Wu 教你如何用一手捕捉世界

 11/25（日） 17:00  @大會活動主舞台

 美國IPPAwards iPhone攝影獎常

勝軍，走過日本47個都道府

縣，旅遊世界34國，Erica Wu

要用她最細膩的觀察、最專業

的技法，教你拍出手機美照。

旅遊╳攝影 完全攻略講堂
帶支手機環遊世界，
輕鬆po上IG美照！ 11/24（六） 11:00∼12:00 

@南港展覽館四樓N區

劉克襄，作家、生態保育工作者，常於港台各地駐校訪 

問，走訪當地村鎮。長期扮演博物學家的角色，透過旅

行中的訪查和體驗，劉克襄將這些驚奇，微妙地串連出

美好的故事，在ITF與民眾分享。

你所不知的小鄉小鎮

用照片說旅人的故事，
看見台灣之美！

自然景觀組 #Taiwan_nature 得獎作品

人文生活組 #Taiwan_life 得獎作品
11/23~26  @1、4樓旅遊休息區

按下旅行的快門
Instagram旅遊攝影大賽

成果特展

✽ 以上各項活動正確時間以大會現場公告為主。

劉克襄旅遊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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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議題 時間 單位名稱 題目

2018/11/23
(五)

美味旅行

12:30-13:00 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台南安平之旅

13:00-13:3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花果小旅行

13:30-14:00 馬來西亞觀光局 馬來西亞多元美食文化之旅

14:00-14:30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澳門美食年

14:30-15:00 飛美家旅行社有限公司 黃石公園＆阿拉斯加遊輪海陸總匯美食饗宴

15:00-15:30 鹿兒島縣指宿 霧島 南九州 南大隅 鹿兒島好吃好玩∼吃貨之旅

15:30-16:00 京都和服體驗 夢館 和服美人的古都之旅

16:00-16:30 富士箱根伊豆國際觀光主題地區
神奈川縣協議會

美味食堂  神奈川

16:30-17:00 德島縣 2018年絕對值得一去的旅遊地 德島縣 

2018/11/24
(六)

感受冰雪之國
的魅力

12:30-13:00 久華旅行社 渡假天堂「滋賀縣高島市」

13:00-13:30 星野集團 星野集團冬日樂園

13:30-14:00 俄羅斯媒體團 冬天從俄羅斯開始

14:00-14:30 大地假期旅行社 大地假期和您環遊世界趣

14:30-15:00 友泰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幸福北歐 夢幻極光

15:00-15:30 行家旅行社 西伯利亞大鐵路─沙皇帝國號大旅行 

15:30-16:00 東北廣域旅遊振興事業推進協議會 奇蹟樹掛與感動的東北冬遊

16:00-16:30 （一般社團法人）富山灣，黑部峽谷，
越中新川觀光 協議會

水循環中孕育出的自然旅遊資源 

16:30-17:00 音樂盒堂  「音樂盒堂各店舖與商品之介紹」

感受來自南美
的熱情

17:00-17:30 巴拉圭共和國觀光部 SENATUR 巴拉圭，瓜拉尼靈魂與風味

2018/11/25
(日)

家族旅遊

10:30-11:00 台南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免開車愜意旅行】台南慢活旅程分享

11:00-11:30 悅川酒店 一起來悅川酒店企淘

11:30-12:00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熱帶度假勝地墾丁，結合多樣、趣味、生動、健康的休閒活動與
獨特美麗的自然環境

12:00-12:30 六福旅遊集團 亞洲唯一動物生態渡假旅館–六福莊 

12:30-13:00 靜岡縣 靜岡縣觀光講座

13:00-13:30 阪急阪神集團 大阪 京都 神戶全家輕鬆自由行！

臺灣再發現

13:30-14:00 教育部體育署 運動讓旅遊更精采

14:00-14:30 陽明山天籟渡假酒店 跳島瘋北海溫泉季

14:30-15:00 原住民族委員會 utan'e ho mimimiyo（歡迎來到部落漫遊探訪）

15:00-15:30 花蓮怡園渡假村 心境、新境、新旅遊！

15:30-16:00 春天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浴見春天。北投微旅

16:00-16:30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 來去縱谷住一晚

16:30-17:00 福容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福隆有溫泉！東北角暖心之旅全新體驗

2018/11/26
(一)

來一場壯遊

10:30-11:00 馬里亞納觀光局 我的馬里亞納：塞班島、天寧島和羅塔島 

11:00-11:30 帛琉觀光局 純淨的天堂─帛琉

11:30-12:00 秘魯駐臺北商務辦事處 秘魯─比你想像的還精彩

12:00-12:30 法國旅遊發展署 經典又迷人的法國旅遊

12:30-13:00 關島觀光局 關島旅遊相關資訊

13:00-13:30 九州∼四國周遊行 愛媛 大分 九州∼四國周遊行  愛媛、大分 

13:30-14:00 一般社團法人 山口縣觀光聯盟 明治維新150年─來去日本山口縣 

14:00-14:30 東南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環遊世界台灣開始

14:30-15:00 亞森旅行社 (澄果旅遊) 瑞士─三大名峰．三列車．三健行 

15:00-15:30 五福旅行社 自由時光之旅（日本、港澳自由行）

15:30-16:00 環洋旅行社 玩轉夏威夷及奧蘭多

16:00-16:30 傑森整合行銷公司 日本去哪兒（秋冬攻略）

旅遊產品說明會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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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不完的日本魅力

2018年的ITF台北國際旅展，日本共有165個攤位，

全部集中在1樓展區，位置不但離入口最近，

同時又是所有參展國家之中，展示區域最大的國家之一，因

此日本區能團結合作，全力展現風情百變的日本旅遊。

此次參加的有「獅子會團隊」和「株式會社Seven &  i 

Holdings」、「株式會社LUMINE」等，臺灣旅客能夠體驗到日

本觀光以外的購物魅力。最大特色為黃金路線以外的地區、

市町村單位及鄰近企業共同合作參與展出，希望吸引臺灣旅

客再次蒞臨。

雖然今年日本國內各地發生多起自然災害，但現今大多

數的觀光地皆已復原，不會影響旅遊觀光，歡迎臺灣民眾

前往一遊。

● 岡山縣 ●
來到岡山觀光、遊玩，是幫助岡山回復活力、復興最大的支持。

岡山縣境內的觀光景點和以前一樣，等候各位大駕光臨！

● 北海道 ●
ITF除了以札幌為中心的道央 觀光資訊外，也將推出道南、道東

的全新體驗內容等，展現北海道充滿活力的一面，千萬不要錯過北

海道攤位，也希望各位能夠到冬季的北海道一遊，沉浸於雪白的冬

季世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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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無限韓國 體驗最精采的Korea

配合今年強打的主題「201∞無限韓國」，韓國觀光公

社於2018ITF台北國際旅展準備一連串的活動和旅遊

商品，讓來到現場的大小朋友可以為即將到來的寒假做準

備。一連四天除了有非語言音樂劇《塗鴉秀》、韓國職棒

NC恐龍隊啦啦隊《Rally Dinos》的精彩節目之外，為了推

廣韓國多元旅遊，希望透過不同主題的旅遊產品，如：符

合親子族群之「冬季旅遊項目」、銀髮族群的「不老青春

趣韓國」、感受地方特色的「韓國地方精選遊」、最受臺

灣人喜歡及最能感受在地文化和美食的「韓國傳統市場」

行程，希望藉由旅展的推廣，也讓民眾認識韓國的米其林

星級餐廳、高品質商品（例如：無購物、商務艙、全程五

星飯店），帶著臺灣民眾能多樣選擇，不侷限於單種旅遊

型態。

韓國是2018平昌冬奧舉辦國，雪場雪質和設備具有相當

水準，這次旅展韓國館特別舉辦了滑雪講座，由專業滑雪

名人從滑雪運動、滑雪裝備、韓國滑雪場概況介紹，另外

也會教大家基礎滑雪的技巧，現場亦準備滑雪裝備讓民眾

實際體驗，親身感受滑雪樂趣！不敢滑雪的朋友，可以嘗

試簡單的雪盆或是參加韓國特殊的釣冰魚慶典，其中，最

推薦的是世界冬季的七大不可思議、世界四大冬季慶典─

華川山鱒魚慶典。

現場還有大邱、全羅南北道和光州、江原道、京畿道、

忠清南北道、首爾、釜山、慶尚北道、濟州等地方政府來

臺共同推廣，也有多家旅行社包裝韓國各地區、各類型旅

遊商品，當場下訂還有韓國觀光公社以及地方政府準備的

精美實用下單禮！

2 3

1

1.龍平滑雪場。2.華川山
川魚慶典的徒手抓山川魚

活動。3.塗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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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部落漫遊深訪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強化部落旅遊形象，在2018年ITF台

北國際旅展特別打造不同以往的utan'e ho mimimiyo

展館，分成北中南東四個情境區及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

專區。北部以傳統織布作為設計主軸，有精緻的工藝藝品

和狩獵器具、獸骨，認識原住民族文化藝術和捕獵習慣；

中部以部落的神話傳說為主，如邵族的白鹿傳說、布農族

和泰雅族的射日傳說；南部以農作穀物為主，傳統美食模

型、食器重現「食」的習慣；東部則以海岸線為主軸，各

種大小漂流木藝術品、工藝品以及海洋相關的陳設品，呈

現獨具特色之海洋文化。

在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專區更能獲得最新活動消息，其中

涵蓋全臺16個原住民族的文化內涵及體驗活動。utan'e ho 

mimimiyo是原住民族委員會打造的部落旅遊品牌，在鄒族

語中意為「歡迎來到部落漫遊探訪」，透過慢走漫遊的深

度體驗，走進部落與族人分享生活的旅行方式，冀望能帶

領民眾深刻體驗原住民族與自然的和諧關係、藝術文化的

表現及生態旅遊產業的新風貌。來到這裡，原住民族文化

將不再陌生、遙遠，部落更可以是所有旅人的另一個家，

趁著假日遠離都市塵囂，找到放鬆的秘境。來到現場的民

眾得以深入瞭解全臺30個原住民族部落遊程，為自己規劃

一場說走就走的小旅行。

這次除了靜態展區，還規劃了舞台區，安排豐富活動，

連續四天的舞台表演，邀請到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和部落族

人前來進行歌舞表演以及DIY活動。另外，可愛的親善大

使──部落小鷹也會在現場，準備了印有部落小鷹圖案的

環保隔熱杯套要送給大家，請把握機會到ITF台北國際旅展

utan'e ho mimimiyo感受原住民族文化的魅力！

1

2

1.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2.東源部落的水上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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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業旅遊館、農遊伴手館
花團果蔟 享農之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於今年台北國際旅展中設置「臺

灣農業旅遊館」及「農遊伴手館」，以「花、果」

為主題，「農‧食‧育」為主軸，推出梨樹認養、24條節

氣水果自由行、5條花果小旅行、花博一日遊、3條宜蘭金

棗一日遊與苗栗馬那邦休閒農業區-Mesee農夫餐桌等主題

遊程。

今年「臺灣農業旅遊館」特別結合臺中市外埔區農會、

東勢區農會、石岡區農會、宜蘭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馬

那邦休閒農業區及臺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等單位，針對國

內外旅客最喜愛的花卉、採果、農事體驗活動及2018臺

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推出食農之旅團體行，旅展優惠價6

折起，包含交通、午餐、體驗活動、保險等內容。除了各

式主題團體行外，更有超過300條以上臺灣農場自由行票

券，折扣幅度最高下殺3折；並精心規劃了24條四季「節

氣水果旅行」一日遊系列行程，每條原價875元起，旅展

優惠價只要699元。

旅展期間天天安排了精彩豐富的舞臺活動，還有多項趣

味遊戲與多達20場的現場手作DIY體驗，讓民眾能夠體驗

產地旅遊的樂趣！在旅展現場至「農業易遊網FunClub」

粉絲團按讚，就送限量好禮。加入「農業易遊網」網站會

員，再抽人氣獎品，加入「臺灣休閒農業旅遊館」網路會

員，還可免費獲得「鷺小白提袋」等好康。

1

2 3 4

1.農遊吉祥物-鷺小白至嘉義龍雲農場茶園玩樂。2.新北千戶傳奇美食體驗。3.苗栗雲也居一李子：雲也居一紅肉李表面佈滿天然果
粉，無毒甘甜，是初夏甜蜜滋味。4.苗栗飛牛牧場親子體驗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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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
 「百變。臺灣」

交通部觀光局每年均規畫配合新年度觀光主題不同風

格，於「ITF台北國際旅展」內設計搭建國家形象館

──「臺灣館」，藉此行銷推廣臺灣觀光文化於國民及國

際旅客。

今年「臺灣館」結合本年度「海灣」以及新年度「小

鎮」之觀光主題，以「百變。臺灣」為展館主題，使用

雙幅多媒體電視牆，結合文化、美食、生態等觀光素材

影片，呈現臺灣多元樣貌。館內設立各式體驗生活館，

提供現場體驗活動及解說，向國內外旅客宣傳推廣臺灣

旅遊資訊，展現臺灣多元豐富觀光資源。2019年為「小

鎮漫遊年」，臺灣館將結合鐵道漫遊旅遊概念，於現場

進行AR體驗活動，使用體感遊戲裝置讓民眾搭乘台鐵支

線列車開始臺灣小鎮之旅，民眾透過遊戲來體驗臺灣多

元生活型態，增加民眾的趣味感，藉以吸引國內外旅客

實地前往充滿寶島風味的小鎮，親身感受臺灣旅遊各樣

的在地魅力。

2018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攝影／陳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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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主題館
一起探索你所未見的臺北

臺北城市變化萬千，滿溢著時間留下的人文溫度。臺

北市政府主題館以臺北觀光新CI「你所未見的臺北

UNDISCOVERED TAIPEI」為主軸，並以巨型燈籠為概念，

搭配精緻鏤空的承恩門建築，以光做為視覺元素，傳遞出

冬天就是要來臺北跨年尋光、賞燈的訊息，並透過城門意

象，串聯民眾與城市之間的橋樑，新舊交融間，描繪出令

人驚艷的臺北。

這次參展業者結合了臺北東西區新創特色店家駐點，包

含文創、溫泉、餐廳、飯店、伴手禮等，還有臺北雙層觀

光巴士，結合最新商品，打造好吃好買好好玩的主題館；

體驗區邀請手作老師，結合傳統產業與生活創意，搭配在

地故事，帶領大、小朋友進行互動DIY；旅展期間也以冬

季節慶中必吃美食，結合在地食材打造屬專屬美味，一道

道呈現在民眾面前，還可搭乘臺北雙層觀光巴士，用不同

高度，體驗風情萬種、多變樣貌的臺北城。專屬的臺北好

禮，也在台北國際旅展，等你來挖掘！

臺北市政府主題館舉辦的活動多元豐富，就像臺北這座

都市的四季節慶活動般精彩可期，聞名遐邇的臺北最High

新年城，廣受民眾期待，可以品美食、賞煙花、超吸睛的

臺北燈節，以及春夏兩季的臺北杜鵑花季、臺北河岸音樂

季，搭配臺北友善熱情的城市氛圍，帶給各界旅人一個跨

界、跨產業間的新視野，體驗前所未有的新穎感受。

大稻埕煙火（攝影／許家綸）

北門（攝影／許勝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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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訪迴瀾  驚豔絢麗花蓮

冬天的花蓮雖然多了點涼意，卻充滿盎然生機與繽紛色

彩，伴隨冬陽，探訪花季蹤跡，以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

為背景，搭配斑爛的可愛花卉，彩繪鮮豔的大地畫布，邀請

大家前往走訪、欣賞，感受花蓮的美麗。

當冬季稻作收成後進入休耕期，農夫會撒下油菜種子作為

綠肥作物，當油菜花開，整片金黃花海搖曳生姿，意外吸引

遊客來訪拍照，成為人氣觀光景點，玉里客城鐵橋也因為油

菜花與波斯菊建構出花海鐵橋的獨特美景，是攝影愛好者關

注的地點。本次精選花蓮7個賞花好去處，從市區國福社區、

知卡宣森林公園為起點，沿著省道台9線前往風華再現館、

大農大平地園區、富里農會，或是走省道台11線到豐濱立德

部落尋找海邊的向日葵，為自己的旅行增添絢麗色彩。

太平洋跨年晚會及太平洋燈會，也是大家引頸期盼的重點

活動，每年舉辦都獲得熱烈迴響，跨年晚會將在跨年夜舉

辦，眾星雲集輪番上臺歌唱表演，用膾炙人口歌曲與動感的

歌聲，度過熱血沸騰的夜晚，最後在倒數聲中告別過去，迎向

新的一年，感受新的希望。浪漫的農曆年歡迎大家參加太平

洋燈會，賞花燈、漫步燈海中，與親朋好友留下美麗的回憶。

旅展期間推出花蓮館消費送精美小禮物及數十家廠商推

出多項旅展優惠，以及購買住宿券當場可訂洄瀾之星來回車

票，使參展民眾最優惠的產品及最完整的觀光資訊，讓民眾

能提早安排花蓮旅遊行程。

1

2 3

1.大農大富花海。2.太平洋燈會-花蓮市區掛燈。3.太平洋跨年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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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臺中山線鐵路幹線的東豐鐵路，短短十幾公里的長度，在臺灣伐木林業興盛的

時代扮演重要角色，不但負責運輸奠定臺灣早期經濟基礎的珍貴原木物料，更是地

區輸出農產品的重要貿易途徑，在口耳相傳下，有臺灣最美麗鐵路支線的盛名。林木業

式微後，在1991年8月31駛出最後一班車，於2000年底改建為自行車道，讓「最美鐵路支

線」風光得以重新呈現給世人。

臺灣第一條以廢棄鐵路改建的自行車道──東豐自行車綠廊，

獨立的路線不用與車爭道，沿途風光明媚，地區人文故事豐富，

騎著腳踏車來找故事吧。
text & photo MOOK

臺中東豐自行車道

遨遊最美鐵路支線 

東勢舊火車站（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原為東勢火車舊站改建，整個園區範圍很大，

外觀建築大都是漂亮的紅磚牆顯得古味十足，

園區內還可搭乘復刻版臺灣史上最早的蒸氣火車「騰雲號」。

add 臺中市東勢區中山路1號
tel 04-2588-8505

time 09:30~17:30，週一公休

當代建築名
作，到訪別
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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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車站（五分車懷舊公園）
位於梅子社區裡，原為東豐鐵路舊車站之一，從東豐綠廊

自行車道旁的鄉區小路過來，這條曾經運載無數里程的五分

車，在懷舊公園中靜靜地保留五分車的歷史，簡單的月臺佈

置與陳設，仍感到當年運戴山城間的盛況。

add 臺中市石岡區梅子村(東豐綠色走廊)
tel (04)2581-7571

九號隧道
迄今已有百年歷史的鐵路隧道，原屬於舊山線火車隧道之

一，也是西部幹線最早退休的隧道。長達一千多公尺，由磚砌

所構建而成，整段幾乎為曲線，從頭到尾往外看，可說是不見

天日，也是鐵馬道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add 臺中市石岡區東豐綠色走廊內
tel 04-2515-4511
time 夏06:00~19:00、冬06:00~18:00（只開放單車入行）

石岡水壩
建於民國63年，全長700多公尺，是一座橫跨大甲溪的水

壩，提供大臺中市民生及工業用水的主要水源區。附近自然景

觀保持完整，可在林間或水域發現小白鷺鷥、藍鷓鴣等鳥類

出沒，是中部賞鳥觀察站。

add 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1238號
tel 04-2572-2830

0蛋月臺
取自早期農民擔著蔬果在月臺上等車的諧音，「零膽」（臺語），就是

零售擔的意思。兩節老舊的廢棄車箱，是經歷九二一地震後從建規畫

後，由地區社團集資購置的車廂，為後代留下文化資產，見證臺灣鐵道

傳奇。

add 臺中市石岡區東豐綠色走廊內
tel 04-2572-4511

小火車不只
載甘蔗物資
也載人喔！

枝枒上雀躍的鳥兒，你看到了嗎？

挑擔
商品
賣光

光的
「零
膽」

大豐收
！

電影
場景
般的

特殊
氣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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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齋得名自兩句詩：「花香天下中秋桂，雪映莊前臘月梅」，

由書畫名家劉曉邨揮毫題字，是1900年阿公呂水由地方仕紳沈德全

的幫助下成立的。雪花齋從當年綠豆椪之父呂水傳承至今已經第三

代，現在經營者為呂忠政先生，忠政大哥說，當年接手這家店時，

所有用料和口味都是傳承父親，他的父親也是完全承襲阿公呂水的

配方，連包裝一用也用了幾十年。他得意地說，糕餅食物包裝大多

走暖色系，大概只有雪花齋用得起寒色系和雪花的設計，

鎮店之寶──雪花餅，即綠豆椪，雪花餅的豆沙又細又綿，在舌

尖化彷彿有雪花飄落的感覺！配上桂花茶，從喉頭舒一口氣，感覺

心都熨平了；鹹鹹香香的蒜蓉餅，光造型就引人入勝，有點像小型

的割包，還有個雅緻的名稱叫髮簪餅；招牌鹹蛋糕綿軟紮實，內餡

講究，剛出爐的甜香氣息簡直太誘人。這裡各式糕餅酥點，任君選

擇，大口開心品嚐美食之餘，節食計劃就先放一旁！

add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200號
tel 04-2566-8266
time 8:00~22:00

堅持古早味的百年老字號

豐原雪花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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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廟東夜市，讓人進來以後，胃立刻啟動覓食模式。首先遇上的

是菱角酥，裹上麵糊現炸的菱角，香氣不斷撲鼻而來，咬一口鬆軟菱

角，瞬間香味濃郁在口中化開；沿著路走會看到兩家知名的蚵仔煎店，

洪記和正兆，兩家店的美味程度不分軒輊，各有擁護者；繼續走沒多

遠，就會遇到生意興隆、皮Ｑ餡多的正老牌肉丸，在吃完肉丸後，拿起

鐵水壺裝的大骨湯倒入碗內，將剩下的醬料攪一攪，就變成鮮美高湯，

既去膩又不浪費；再往前去，聞到中藥香味，代表永芳亭到了，永芳亭

賣的是肉粽、餛飩、肉羹和四神湯，招牌四神湯裡面沒有加薏仁，有小

腸、豬肚、豬腳等口味可選擇；如果還吃得下，隔壁攤的金樹鳳梨冰，

那煮成琥珀色的鳳梨完全沒有酸味和刺舌感，將鳳梨冰加軟嫩的杏仁

露一起吃，豐富多變的味道令人難忘。廟東夜市窄小的古老街道兩側

不過數百米，集結了各式承數代的傳統美食，攤前飄散出的香氣撩人心

弦，就遵循心底渴望，盡情享受吧！

add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167巷
time 10:00~23:00，店家營業時間各異

傳統臺式小吃的集大成

廟東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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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醺小酒館
夜幕降臨，華燈閃爍，當整座城市逐

漸熄燈入眠，總有人還醒著，夜越深

就越想泡在小酒館裡呢喃，傾訴日常

瑣事也好，交換人生得意事也罷，總

之能盡歡就好。
text & photo MOOK

城市夜未眠

心白 Shinpaku bistro&bar
add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72巷28號1樓
tel 02-2591-0609
t ime 週二至週四17:30~23:59，週五至週日17:30~ 
01:00，週一公休。

心白的Logo，代表米
粒中心的部位。

放滿整櫃的空酒

瓶，都是心白向來客

分享、推廣的成果。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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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白

單杯品飲的
清酒新態度 

1.心白的黑板酒單，註解淺顯易懂，使日本酒初學者也能輕鬆閱讀。2.大七 純米生 酒」

搭配「爐烤時令蔬菜」最對味。3.「山本 深蒼 生原酒」配上「奶油蟹肉佐豬油麵包」，

輕甜微酸的口感調和了奶香與蟹肉的濃厚鮮美。4.簡單明亮的工業風空間。

心白」的 Logo 是一顆米粒，當燈光打

在背面，映出中心潔亮的部份，就像

是米粒的心臟一樣，「心白」因而得名。

心白沒有紙本菜單，每日供應的餐點及酒

款由主廚周冠伸親筆寫在黑板上，酒款旁

搭配店主兼唎酒師的溫品自活潑生動的解

說，讓初學者的酒客也能輕鬆理解每款酒

的特色。酒單每週更換，對於店主而言，

分享是最適合推廣日本酒的理想方式。日

本酒風味多變，近年來除了傳統清酒，更

多了由酒廠二代廠長、杜氏研發製作的創

新酒款，在舊有的「淡雅辛口」外，追求

更多樣的變化，溫品自笑著形容，現在這

個世代，可謂「日本酒的戰國時代」。

當波隆那碰上大和魂
先以鮮甜的蔬食開胃，搭配傳統純米酒

「大七 純米生 酒」來開胃，米的酸甜與蔬

菜的鮮甜相輔相成，各自將原味提升至更

高境界；接著是主廚拿手菜之一「奶油蟹

肉佐豬油麵包」，炸得酥脆鬆軟的豬油麵

包是義大利波隆著名的婚宴菜色，結合另

一道家常菜「奶油蟹肉」──將蟹肉、生

火腿與洋蔥炒香，加入奶油煮成醬汁，豪

邁地用豬油麵包蘸著醬汁入口，佐以一杯

「山本 深蒼 生原酒」，搖曳的酒液嗅得到

高雅果香，入喉回甘酸甜，嚐到香濃奶油

的同時，也達到解膩效果。

當正餐結束，甜點酒的「笑四季貴釀酒 

MONSOON 山田錦」登場了，「貴釀酒」的特

色在於「甜」，而「笑四季」的貴釀酒又多了

南國水果風味，尾韻是濃濃的香蕉味，美好

的餐酒搭配，讓人滿足又回味。

心白只留下了日本酒最純粹精華的內

芯，以理想的單杯分享型態，歡迎所有在

夜裡徘徊的人們，來到店裡與他們 Share 

一杯盛滿職人堅持的米白酒液。

未 成 年 請 勿 飲 酒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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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凱勒啤酒吧Mikkeller

當丹麥啤酒遇上大稻埕 

米凱勒啤酒吧Mikkeller
add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41號
tel 02-2558-6978
time 16:00~24:00，週五、六延長營
業至凌晨1:00，週二休。

走進米凱勒，長長的吧檯後面二十幾個

啤酒拉把一字排開，拉把上方的大

黑板，洋洋灑灑寫著中英文並列的詞彙，有

的簡單易懂，看得出來是啤酒的品項，但也

有的稀奇古怪，像「雨水」、「耳朵癢癢 der 

IPA」、「舞棍阿伯」等，更教人想知道葫蘆裡

究竟藏著的是什麼寶貝！

米凱勒是來自丹麥的精釀啤酒品牌，以

深厚的釀酒功夫為底，加上天馬行空的想

像力，藍莓、葡萄、牛奶等什麼都可以拿

來釀酒，所以口味特別多、花樣特別新

奇，每年都有一百多種新酒推出，黑板上

只是當天主打的24款啤酒，一旦賣完，

就會擦掉再換一款，即使是天天上門的常

客，每日都能品嚐到新滋味。

新舊交替 中西融合
喜歡和 Bartender 互動的人，可以點了

酒直接站在吧檯前品啜；三五好友聚會的

話，不妨更上一層樓。這幢走過數十年歲

月的大樓，外觀有著中國閩式騎樓、歐洲

巴洛克式雕花，內部空間則格外挑高，座

位數不多，桌與桌之間隔著充足的獨立空

間，全無壓迫感。

大稻埕美味小吃雖多，但多半下午早早

打烊，米凱勒特地研發了介於下酒菜和正

餐之間的獨特輕食，像雞肉飯運用低溫烹

調鎖住肉汁，比尋常雞肉飯還要甘甜潤

口；刈包使用永樂市場老店的包子，五花

肉以醬油、柴魚、些許辣椒等滷製，加上

自製酸菜、手工碾碎的花生粉、香菜等，

因為添加了花生美乃滋，讓所有的餡料穩

定、平均分布，口感更加香滑濃郁，此

時，點一杯棕色愛爾，加了美式啤酒花的

精釀，多了股香氣，帶點核果、太妃糖的

麥味，和滷肉刈包最是速配。

一般啤酒屋給人的印象，多半偏重粗

獷、陽剛，而米凱勒北歐式的中性風格，

即使是女子獨自坐著喝酒，也覺得舒服、

自在。下了班想開心喝一杯，無論是結伴

還是需要獨處，米凱勒都是不錯的選擇。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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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品項

選擇眾多。

可口的刈包和棕色

愛爾頗對味。

未 成 年 請 勿 飲 酒

1.用低溫烹調的噴香雞肉飯。2.可口的刈包和棕色愛爾頗對味。3.挑高的空間裡只有數張桌椅，顯得分外寬敞、無壓迫
感。4.米凱勒的建築有閩式騎樓、歐式雕花，典型中西合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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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樣萌死人的「碎嘴

少女的軒尼詩卡邊車」。

「涼拌烤鴨肉與煙燻豬耳

朵」是下酒菜極品

1

2

1.深色木質桌椅搭配牆面金屬鏡框，船槳高懸在天花板上，裝潢很美式，氣氛很隨興。2.「XO醬擔仔麵」將臺灣經典小
吃以西式醬料調味，裝盛在古早味碗公裡，是菜單上沒有的私房菜。3.貓下去翻轉了雞尾酒的創作概念，先想好要給客
人何種意識形態的飲料，再來設計杯內應有的味道。4.俏皮詼諧的各種小玩意，店內隨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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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門外小巧的露天花園，隔著紅磚

道，看敦化北路的車燈在漫天綠蔭

中流動成一幅畫，「瞧，像不像坐在紐約

的上西區裡？」貓下去老闆陳陸寬自豪地

說。飲科班出身的他，唯獨鍾情於美式餐

酒文化，特別是各方移民融合混雜的紐約

風格，秉持著西餐紮實基本工卻沒有框架

限制，翻開菜單，每一道都吃得出中西元

素混搭與重新組合的熟悉滋味，說穿了，

這是一間美式的臺菜快炒海產店。

從菜市場裡拼湊靈感而來的「涼拌烤鴨肉

與煙燻豬耳朵」，以風乾蕃茄、酸豆、橄欖、

羅勒和香菜調味，乍看很洋派，入口後瞬間

湧上黑白切的小菜記憶，烤鴨肉和豬耳朵被

涼拌出奇特新意，是下酒菜的箇中極品。當

熟門熟路的老客人想換換口味，會請服務人

員推薦菜單上沒寫的私房菜。

以電影和搖滾樂特調的酒吧
和餐館相連通的「俱樂部男孩沙龍」，

擁有令人盡情放鬆的魔力，「碎嘴少女的

軒尼詩卡邊車」以 Hennessy V.S.O.P 干邑

白蘭地為基調加入橙酒、檸檬汁和綠茶糖

貓下去敦北俱樂部Meowvelous Fan Club

紐約風格的臺式快炒酒館

未 成 年 請 勿 飲 酒

漿，清香中浮現微微酸甜，杯緣黏上兩隻

小熊軟糖，萌樣十足；「臺南同樂會冰淇

淋蘇打」，以伏特加混合津津蘆筍汁、蘇

打水與檸檬汁，再扣上一球特製椰子冰淇

淋，不想宿醉的話可別喝太猛，心臟夠強

的人乾脆就撩落去囉！酒單上趣味文字伴

隨著滿藝術感的插畫，不妨讓心情對號入

座，進行一場味覺大冒險。

走進貓下去，會發現各式櫃子裡擺滿了酒

和書。《披頭四傳記》旁放著《Playboy》，

一疊《GQ》時尚雜誌挨著幾本舒國治的散

文集，餐桌櫃上排列著瑪丹娜和披頭四的

專輯 CD，餐館主人以偽文青的男孩角度，

有點使壞，有點下流，卻又無傷大雅甚至惹

人喜愛的方式，打造出絕無僅有的臺北餐酒

館文化。

貓下去敦北俱樂部
Meowvelous Fan Club
add 台北市敦化北路218號
tel 02-2717-7596
time 17:30~ 00:30，週一公休。 
note 用餐時間限制1.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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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身於靜謐巷弄中的Owls Bistro窩式小

酒館充滿英式風情，黑金色調與木質

家具的空間中，擺放著來自世界各地的紅

白酒，店長Hank可說是餐廳的靈魂人物，

他說Owls Bistro的初衷是希望讓所有來小酒

館的人們能夠把這裡當成家，感受到舒適

與溫暖，且在不帶有任何壓力的狀態下，

與朋友們享受愜意的夜晚，因此在紅白酒

的挑選上，會以CP值高且可以搭餐的新

世界酒款為主，主要從美國、澳洲與南美

洲引進酒款，這些產區的酒口感濃郁不酸

澀，使是不懂酒的人也能一喝就上手，讓

餐廳傳達一種平易近人的路線，不論是誰

都有權利享受葡萄酒的美好。

一加一大於二的美味交響曲
對於餐酒搭配相當熟悉的Hank，分享了

許多餐廳內適合搭配的酒款與餐點，招牌

料理之一的義式卡滋卡滋脆皮豬，將整塊

新鮮五花肉經過德國黑啤酒的醃製入味，

再透過兩小時將表皮烤至黃金酥脆的口

感，並保留鮮嫩肉汁的內層，搭配西班牙

斗羅河岸產區的Torrederos Roble，濃厚毛

皮味與黑色水果香氣，不但中和了豬肉油

花的油膩感，更讓豬肉與酒款之間的味

道取得完美平衡。深海胭脂蝦、紋甲花

枝、北海道干貝組成的海鮮三重奏，拿來

搭配紐西蘭白蘇維翁酒款Auntsfield Single 

Vineyard Sauvignon Blanc可說是再適合不

過，透過白蘇維翁葡萄富含的優雅酸澀口

感，不僅能將海鮮的辣度中和掉，還能

將干貝與海鮮食材的鮮美滋味完整地帶出

來，為舌尖彈奏一首美妙的交響曲。

來到Owls Bistro窩式小酒館，可以是專業

的葡萄酒專家，也可以是只想體驗微醺之夜

的享樂人士，在這處溫暖的餐酒空間中，賦

予人們的是一段毫無包袱的感官體驗，只需

要用一顆相聚歡樂的心，就能享受到週末夜

晚最歡樂的時光。

Owls Bistro 窩式小酒館

小酌相聚的
美味角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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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身於靜謐巷弄中的Owls Bistro窩式小

酒館充滿英式風情，黑金色調與木質

家具的空間中，擺放著來自世界各地的紅

白酒，店長Hank可說是餐廳的靈魂人物，

他說Owls Bistro的初衷是希望讓所有來小酒

館的人們能夠把這裡當成家，感受到舒適

與溫暖，且在不帶有任何壓力的狀態下，

與朋友們享受愜意的夜晚，因此在紅白酒

的挑選上，會以CP值高且可以搭餐的新

世界酒款為主，主要從美國、澳洲與南美

洲引進酒款，這些產區的酒口感濃郁不酸

澀，使是不懂酒的人也能一喝就上手，讓

餐廳傳達一種平易近人的路線，不論是誰

都有權利享受葡萄酒的美好。

一加一大於二的美味交響曲
對於餐酒搭配相當熟悉的  Hank，分享

了許多餐廳內適合搭配的酒款與餐點，招

牌料理之一的義式卡滋卡滋脆皮豬，將整

塊新鮮五花肉經過德國黑啤酒的醃製入

味，再透過兩小時將表皮烤至黃金酥脆的

口感，並保留鮮嫩肉汁的內層，搭配西班

牙斗羅河岸產區的Torrederos Roble，濃厚

毛皮味與黑色水果香氣，不但中和了豬肉

油花的油膩感，更讓豬肉與酒款之間的味

道取得完美平衡。深海胭脂蝦、紋甲花

枝、北海道干貝組成的海鮮三重奏，拿來

搭配紐西蘭白蘇維翁酒款Auntsfield Single 

Vineyard Sauvignon Blanc可說是再適合不

過，透過白蘇維翁葡萄富含的優雅酸澀口

感，不僅能將海鮮的辣度中和掉，還能將

干貝與海鮮食材的鮮美滋味完整地帶出

來，為舌尖彈奏一首美妙的交響曲。

來到Owls Bistro窩式小酒館，可以是專業

的葡萄酒專家，也可以是只想體驗微醺之夜

的享樂人士，在這處溫暖的餐酒空間中，賦

予人們的是一段毫無包袱的感官體驗，只需

要用一顆相聚歡樂的心，就能享受到週末夜

晚最歡樂的時光。

Owls Bistro 窩式小酒館

小酌相聚的
美味角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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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ls Bistro 窩式小酒館
add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217巷4弄17號
tel 02-2771-2646
time 18:30~02:00，週二公休

2

3

4
1.由深海胭脂蝦、紋甲花枝、北海道干貝組成的海鮮三重奏。2.招牌菜色之一義式卡滋卡滋脆皮豬。3.親民氛圍的餐酒空間。
4.桌上擺放著晶瑩剔透的玻璃水瓶，為夜晚增添滿氣氛。

未 成 年 請 勿 飲 酒

放 鬆 的用 餐 環

境，給予旅人毫無

包袱的感官體驗。

充滿英式風情

的微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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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住民鹹豬肉」搭

配清酒馬丁尼最對味。

添加菊花烏龍波本威

士忌的「黑鳳梨」，取名

粵語「我愛你」的諧音。

安慰劑Placebo Taipei
add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83號
tel 02-8732-2345
time 週一至週四、週日20:00~02:00；週五、週六20:00~ 
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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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憶裡的「柑仔店內的威士忌」與不簡單的「香菇肉燥乾拌麵」。2.濃濃客棧風情的
紅燈籠與青花瓷茶壺，吧檯後還繪有詩人杜甫的創意塗鴉。3.老闆Darren製作調酒時，
眼神滿是專注。

3

推開安慰劑的大門，彷彿踏入香港老電

影，「我跟合夥人小時候都很喜歡看

林正英的殭屍片，尤其喜歡電影裡常出現的

客棧場景，長大後自己開店，就想複製那樣

的感覺。」詩意的裝潢設計底下沒有太過文

藝的包裝，來到安慰劑，最佳位置是吧檯座

位，懸掛在頭頂上的紅燈籠搖曳著迷離紅

光，老闆 Darren 立於吧檯後，靈活雙手熟練

地演繹一場又一場的精緻表演。 

安慰劑的餐飲，正如 Darren 給人的印象

──純粹。簡單的乾拌麵，在香菇肉燥拌

炒時加入花生醬，使整體味道更加圓潤，

這時來壺裝在黃銅茶壺，用小蒸籠盛裝、

使用泡過菊花烏龍的波本威士忌調製成的

「黑鳳梨」最為速配，就著插在茶壺內的

吸管吸一口，酒液的甘醇與菊花烏龍的清

甜在口中化開，稀哩呼嚕地吸起麵條，恍

然化身絕世道長，在斬妖除魔後於客棧內

小憩的錯覺。

用回憶微醺人心
Darren 的創作，背後都有著一段故事或回

憶，「柑仔店內的威士忌」，靈感發想於兒時

老家雜貨店擺放在門口的大桶楊桃汁，他找

遍各地，尋覓到與記憶中味道最相似的鹹楊

桃汁，將它與威士忌結合，成功再現童年記

憶，配上經過煙燻的豐富滷味盤，啜飲著同

樣有煙燻味的威士忌，入口甘醇濃厚；還有

這杯「住東京英國朋友發明的清酒馬丁尼，

但我有改過酒譜。」將馬丁尼常見的苦艾酒

成分改為清酒，再調和梨子與麝香葡萄，喝

起來有日本酒特有的米醇香，用來搭配原住

民鹹豬肉，中和醃製肉品帶來的鹹香，使味

道更有層次。

 「安慰劑  P l a c e b o」出自「Pl a c e b o 

effect」一詞，稱症狀並未得到治癒，卻

因預期或相信有效而產生舒緩現象，就像

酒精無法治療疾病，卻為情緒找一個宣洩

口，透過微醺、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安慰

劑將撫慰每個到訪者的靈魂。

安慰劑

飲一杯慰藉靈魂的
安慰劑

未 成 年 請 勿 飲 酒
51201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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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台灣觀光協會於9月2至9

日赴澳洲布里斯本、墨爾本及雪梨三大城市

舉辦臺灣觀光推廣活動，吸引近300位當地旅

遊相關業者及媒體參加，推廣會現場交流氣

氛融洽熱絡。臺灣代表團成員表示，從此次

推廣活動參與業者回饋及不斷成長的澳洲來

臺人數，可看出臺灣觀光於大洋洲市場發展

潛力無窮。

推廣活動主打「2018海灣旅遊年」，聚焦

海島風光，期待吸引熱愛戶外的澳洲旅人來

臺體驗親山親水的戶外活動。今年也首度邀

請澳洲知名旅遊節目《Places We Go》創辦人

Jennifer Adams擔任活動主持人及主講嘉賓，

透過影音分享其拍攝團隊在年初訪臺的親身

經歷，誠摯豐富的內容讓與會者留下深刻印

為使越南民眾更了解臺灣，宣傳臺灣的美

景、美食及文化，本次越南胡志明市國際旅

展及觀光推廣活動組織全臺30個單位67人，

先於9月4日於胡志明市Lotte Legend Hotel 

Saigon舉辦台灣觀光推廣會，推廣會吸引當

地近百位業者及媒體參與，9月6日至9月8日

參加於SECC舉辦的越南胡志明市國際旅展，

臺灣館多元的旅遊資訊和豐富的表演活動更

在旅展吸引大批民眾駐足。 

為使大家更了解臺灣、感受臺灣活力以及美

食與文化，2018越南胡志明市國際旅展臺灣

館以「美食、購物」為設計主軸，點綴臺灣

知名特色美景以加深越南民眾對臺灣印象。

臺灣代表團深入澳洲三大城推廣海灣旅遊

臺灣美食、美景 成功擄獲越南民眾

象。另表演團體「茱蒂口琴樂團」於推廣會

演出並在雪梨街頭上演小型快閃表演，以多

首寶島民謠吸引民眾圍觀欣賞，跟著音符走

入臺灣風情。

Zero Four舞蹈團體結合客家與小鎮文化、媽祖

繞境、購物等元素所帶來的舞蹈表演，炒熱舞

台氣氛帶動人潮；臺灣民俗技藝捏麵人、客家

花布提袋和小狗提燈的DIY活動，直接與越南

民眾近距離互動。此外，現場打卡按讚即可體

驗臺灣知名排隊古早味小吃九份阿珠雪在燒

(花生捲冰淇淋)及鳳梨酥試吃，更引爆排隊長

龍，民眾反應熱絡，除了成功吸引當地民眾及

旅遊業者目光並同歡外，FB及IG社群擁有40幾

萬追蹤人次的越南網紅Kimmy Baby更親臨現

場與大家同樂。本次旅展觀展人數超過三萬

人，現場銷售臺灣旅遊行程800套，參展效益

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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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台灣觀光協會組團參加

 2018馬來西亞秋季旅展 結合縣市政府、公協

會、旅行社、飯店休閒農場及旅遊相關業等58

個單位共118人，以「Salam Taiwan」為主軸，結合

「美食、浪漫、賞花、海灣旅遊年、穆斯林」等主

題結合豐富活動內容前進馬來西亞旅展。

本次推廣活動於9月7日至9日參加2018馬

來西亞(MAT TA)旅展，在臺灣觀光代表團共

同努力推廣及當地業者賣力行銷下，展期三

天共售出3018套行程，現場舞台活動輪番演

出、高質感DIY手做體驗，使臺灣館人潮絡繹

不絕。今年針對穆斯林市場，特別邀請今年

擔任臺灣觀光大使的穆斯林女星蜜拉菲爾莎 

（Mira Filzah）來到臺灣館，與民眾分享赴臺

的美好經驗，並進行一連串的互動及珍珠奶

茶DIY活動，也吸引許多穆斯林民眾佇足，進

而停留展攤進行諮詢。

2018年日本旅展於9月20至23日在東京Big 

Sight舉辦，一共吸引了207,352人參展，是亞

洲地區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旅展。今年臺灣

展館以簡單的設計彰顯「Meet colors!台灣」

宣傳主軸的繽紛多彩，搭配精彩舞臺活動，

四天的展期吸引了無數觀展民眾駐足。今年

臺灣代表團也在9月19日先行舉辦商談會、說

前進MATTA旅展 搶攻穆斯林市場

在亞洲最大日本旅展──看見「Meet colors!台灣」
明會以及懇親會，聯絡臺日雙方業者感情，

推出最新臺灣觀光資訊，也鼓勵日本業者與

臺灣業者洽談合作；在針對大眾的推廣層面

上，也連續於東京晴空塔、上野恩賜公園結

合Taiwan Plus活動一起「推臺灣」，打亮觀光

品牌形象，相信可以吸引更多的日本旅客選

擇到臺灣旅遊。

除參加馬來西亞秋季旅展外，也於9月5日

假InterContinental Hotel Kuala Lumpur飯店舉

辦二場臺灣觀光推廣會，兩場推廣會共84單

位、107位馬來西亞當地業者出席，為增強推

廣力道，本次推廣會首次分為穆斯林業者場

次及一般業者場次，藉由鎖定不同的客群業

者進行推廣，增加實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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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觀光協會於9月25日至10月4日邀集業者

共計25人組團赴美國聖地牙哥、洛杉磯及加

拿大溫哥華三地辦理觀光推廣會，透過推廣會

使當地業者更深入認識臺灣觀光資源。本次推

廣會主打「2019小鎮漫遊年」，將臺灣豐富

旅遊資源呈現當地旅遊觀光業者眼前，更首次

前往頗俱觀光潛力的聖地牙哥進行推廣，期待

目前全球約有18億穆斯林人口，高佔全球

人口四分之一，而且熱愛旅遊、消費力驚

人，擁有龐大商機。其中印尼為全世界第一

的回教大國，全國擁有超過86%的穆斯林人

口，今年再度赴印尼雅加達舉辦臺灣旅遊產

品展銷會，以「2019小鎮漫遊年」為主題

外，更結合文化、浪漫、美食、購物、樂

活、生態六大宣傳主軸。邀請到驚豔世界的

Zero Four舞蹈團及飛樂鈴揚，以臺灣不同元

素，如：客家文化、時尚購物和原住民等，

帶來全新的舞碼。同時安排歡樂氣球人與大

朋友小朋友近距離互動、規劃舒適寬闊的DIY

區，進行綠豆糕、竹頭號、小提燈DIY和水果

明信片彩繪等體驗，並以臺灣著名小吃進行

競賽活動，和印尼民眾同樂，成功將人潮聚

集至臺灣館。

同時於10月1日及10月3日，分別在雅加達

前進北美三大城 為「2019小鎮漫遊年」加溫

2018臺灣旅遊產品展銷會 極力搶攻印尼穆斯林旅客

吸引更多高端旅客來臺旅遊。在推廣會中充份

介紹特色小鎮及其值得旅客們一探究竟的多元

觀光價值，臺灣與美加業者互動熱絡。另本次

表演團隊「零肆舞團」也特地從臺灣空運「大

甲媽祖」創意道具，以舞蹈呈現臺灣重要民俗

活動的熱鬧氛圍，邀請北美旅客們一起漫遊臺

灣。

及泗水舉辦臺灣觀光推廣會，除讓臺灣業

者向印尼業者詳細介紹旅遊產品及特色外，

藉由交通部觀光局臺灣觀光資源簡報及回教

協會的介紹，加強宣導觀宏專案、穆斯林友

善環境的資訊，吸引印尼業者將臺灣當作旅

遊包裝行程的首選，帶領穆斯林旅客走訪臺

灣，感受臺灣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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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日前組織全臺20個單位（觀光

相關公協會、旅行社、旅館業、遊樂業及伴手

禮等單位）以「美食」及「文化」等旅遊元素，並

搭配豐富活動內容前往菲律賓行銷臺灣。本次

活動於10月13及14日假馬尼拉SM MegaMall 舉

辦「2018臺灣旅遊產品展銷會」，現場除提供神

奇創意貼彩繪DIY活動外，也有歡樂汽球人在

現場製作可愛造型氣球，讓大小朋友一同進入

夢想的國度。另外現場也提供臺灣芒果冰及杏

仁冰等冰品試吃、有獎徵答及啦啦隊精采表演

等，讓展銷會人潮絡繹不絕。本次兩天展銷會

期間共售出800套臺灣旅遊行程。

此外，為讓更多菲律賓旅行社了解臺灣觀光

資訊，於10月15日在馬尼拉及10月17日在宿霧舉

交通部觀光局日前帶領全臺觀光業者及表演

團體共22個單位56人，於10月19日至21日於泰國

曼谷最大百貨商場「Central World」舉辦Taiwan 

Travel Expo臺灣旅遊展，以「海灣旅遊、文化、美

食」為主題，結合曼谷17家主流旅行社及航空

公司進駐販售臺灣優質行程及優惠機票，自外

交部開放泰國民眾來臺免簽措施後，大幅提升

臺灣觀光推廣代表團 前進菲國 行銷臺灣

臺灣風潮席捲泰國曼谷最大百貨商場 成功行銷泰國市場！
泰國旅客來臺便利性，三天活動航空公司銷售

業績更是突破百萬元！為強化臺灣觀光品牌，

提升旅遊服務品質，首度在泰國推出優質旅遊

認證標章計畫，並頒發認證標章給獲獎旅行業

者，鼓勵業者持續推出優質行程，這次活動也

獲得超過15家當地平面、網路媒體與部落客報

導一連串精彩活動，成功行銷臺灣旅遊環境！

辦臺灣觀光推廣會，兩場推廣會共有102單位、

151位菲律賓當地業者出席，為臺菲業者創造更

多合作機會，並期望吸引更多菲律賓民眾來臺

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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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台灣觀光協會新進會員
每月都有相關單位加入台灣觀光協會的行列，透過新進會員簡介可讓所有會員更進

一步了解彼此，透過交流與認識有助於相互激發想法與創意，共同為推廣臺灣觀光

一起努力前行。

杲杲文創曾榮獲日本優良設計獎（G O O D 

DESIGN AWARD）、德國if產品設計獎（iF Design 

Award）、金點設計獎（Golden Pin Design 

Award），並申請通過世界產品專利超過五十項

以上。

杲杲文創以「創意」、「設計」、「策劃」、「生

產」為主軸，主營「觀光旅遊產品設計」、「綠色

環保產品研發設計」、「工業產品設計」、「品牌

視覺平面包裝設計」、「公關活動企劃」、「政府

輔導金資源整合」、「主題園區創意策劃」、「伴

手禮品店面空間設計」等量身打造專屬服務。 

杲杲文創從企劃、平面設計、產品設計至觀

光工廠規劃等，為各大企業打造一條龍的服

務。聯結「食」、「衣」、「住」、「行」、「育」、

「樂」，實現臺灣設計力，傾力推廣美學價值，

進而協助企業打造品牌形象、觀光產業轉型、

杲杲文創

add 臺北市內湖區康樂街
136巷29弄15號7樓
tel  0926-575-580
web www.gao2gao.com

鬧中取靜的波特曼精品商務汽車旅館位於臺

中市七期豪宅區內，位處於交通便利，繁榮商

圈的絕佳地理位置，附近緊鄰地標有臺中國家

歌劇院、秋虹谷公園、新光三越百貨、大遠百百

貨、老虎城百貨及逢甲夜市。

波特曼精品商務汽車旅館 入口處的七色彩虹如同多變房型令人期待，

「波特曼」英文為「Pro Romance」，是董事長在

出國考察時，有感於建築設計之美，便將設計

師名字「波特曼」當作旅館名稱，希冀無論是洽

公或是放鬆的旅人們，都能感受這裡充滿時尚

及豐富的房型風格。商務房型除了一般的商務

套房、景觀及溫馨四人房外，主題房型分為精緻

套房、雅緻套房、浪漫和風、非洲原野、愛戀地

中海與經典波特曼六種，風格多元，或浪漫、或

典雅、或原始、或開闊，就算回訪的旅客也能擁

有新體驗。

主題房配有獨立車庫，既安全、獨立性又高；

若想來點驚喜感，「浪漫和風」是上乘之選：峇

里島、北歐風、工業調、新古典等，推開門才會

知曉，增添不少情趣；衛浴採用乾濕分離與按

摩浴缸，22吋浴室專用液晶電視，讓人邊泡澡邊

欣賞節目或聆聽音樂，房內則採用42吋液晶電

視搭配VOD影視隨選系統，觀賞最新、最熱門

影視。

add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七
路188號
tel 04-2257-2233
web www.ptmmotel.com.
tw/index.php#

地方創生整合，拓展文化再生力，促進臺灣文化

旅遊產業全面發展，創造兩岸三地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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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北投雅樂軒酒店距離台北市溫泉勝地僅

咫尺之遙，五分鐘步行路程之內設有2個捷運站，

讓您輕鬆前往臺北市中心和各大景點；擁有292

間明亮挑高9英呎的客房、聚聚樂餐廳、WXYZ酒

吧、以及176平方公尺的策略會議室、健身中心、

能量站等多項設施，專為熱愛開放空間、開放思

想、以及開明作風的全球旅行者而設，為他們開

啟無限可能，盡享輕鬆愉悅的探索之旅！

您可以在樂窩客房中徹底放鬆身心，盡情享

成立於1992年至今26年歷史，於2016年12月進

入第九屆由彭培興先生擔任理事長，協會行政

組織35位理事11位監事11個職能委員會，目前擁

有330位會員。

協會宗旨及任務：

1. 接受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執行旅行業經理人職

前訓練及發證，近20年每年完成300人次職訓

2. 協助旅行業提升旅遊品質

3. 協助旅行業增進法律及專業知識

4. 不定期舉辦旅行業經營管理教育訓練課程

5. 促進旅行業互動交流及互助創業

6. 結合產官學界舉辦研討會及論談

7. 安排旅行業參加國際參訪及交流

台北北投雅樂軒

中華民國旅行業經理人協會

受舒適無比的專屬訂製床墊和獨家限定Bliss沐

浴備品。可容納30-70人的會議室，巧妙的空間

設計與奔放色彩，在繁忙商務行程中，不論是

腦力激盪會議或團體慶祝活動，都能讓您保持

滿滿活力；在健身中心揮灑汗水的同時，還能鳥

瞰關渡自然公園的優美景色。在WXYZ吧小聚邂

逅，沉浸於絢爛燈光秀及Live@Aloft Hotels現場

音樂氛圍中。在24小時營業的能量: 站 大快朵頤

各式精選小點；中轉: 站 不再只是一般的大廳，

一同來感受活力四射、充滿歡樂的氣氛。

add 臺北市南京東路3段9號
6樓600室
tel 02-2506-7237
web www.travelec.org.tw

add 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
300巷1號
tel 02-7701-1788
web www.marr iott .com/
hotels/travel/tpebe-aloft-
taipei-beit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