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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綠色博覽會

活動時間 即日起∼5月8日
活動地點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河

生態綠舟

主辦單位 宜蘭縣政府

TIFA台灣國際藝術節
活動時間 即日起∼5月18日
活動地點 臺北國家兩廳院、臺

中國家歌劇院、高雄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
中心

主辦單位 國家兩廳院、臺中國
家歌劇院、衛武營國
家藝術文化中心

基隆潮藝術

活動時間 4月15日∼5月2日
活動地點 基隆市中正區正濱

漁港

主辦單位 基隆市政府文化局

大鵬灣帆船生活節

活動時間 4月8日∼17日
活動地點 屏東縣東港鎮濱灣

碼頭

主辦單位 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台北國際書展

活動時間 6月2日∼6月7日
活動地點 台北市信義區台北世

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

主辦單位   文化部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活動時間 4月25日∼6日30日
活動地點 澎湖縣馬公市觀音亭

親水遊憩區

主辦單位 澎湖縣政府

● 台灣觀光節慶活動表 ● 2022/4-62022/4-6

更多觀光活動請上「臺灣觀光年曆」官方網站：www.taiwan.net.tw/m1.aspx?sNo=0001019

  因受COVID-19疫情影響，活動舉辦內容或時間，請依照主辦單位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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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釀老酒是馬祖冬日家家戶戶的日常風景。比起狹小

的台北，鄉下平房直接裝下一桶一桶又橘又藍的塑

膠桶整缸發酵，更顯得馬祖人的生猛。這種糯米與紅麴混

搭出的家鄉滋味，傳統時節在小雪過後就開始，蒸熟大批

糯米、加入紅麴，為來年的紅糟以及老酒預作準備。

製作老酒手續十分複雜，要將糯米、紅麴、水，以約莫

十比一比十混合（各家獨門秘方不同）、定期翻攪，才能

完全發酵，釀出一鍋上好的老酒。好的老酒不會有酸味，

紅糟鮮豔酒香撲鼻。

但比例也不一定保證這項料理絕對成功，還要看紅麴落

罈當天的溫濕度，甕內是否殺菌乾淨，相傳曝日頭過的罈

甕，才能釀出醇厚的老酒。這些變因前人們便理解為「不

《FOUNTAIN新活水》雜誌 專欄

時間發酵出的馬祖滋味
text／黃開洋    photo／鄭鼎、王建華、黃開洋

可以在做老酒時講壞話」，以免紅糟酸敗，連懷孕的女人

也被認為帶有穢氣，不能參與製作。時代演變，禁忌已遠

去，但可見老酒製程之複雜，先人對待之嚴謹。

馬祖人也將紅糟入菜，紅糟魚、紅糟雞、紅糟五花肉都

常見。紅糟魚、紅糟雞湯還是坐月子不可或缺的補品，婦

女吃紅糟雞湯，全雞油脂配上紅糟酒味，加滿油香與酒香

的湯底相傳有養生保健的功效，所以在馬祖要孕婦不喝

酒，是件難以想像的事。紅糟肉則將紅糟先下油鍋炒香，

再下浸泡好些許醬油及糖的五花肉一起拌炒，最後加水蓋

過，慢慢收汁。以前馬祖漁民冬天出海，開船前還會煮一

道老酒蛋，補補身子暖和身體，抵禦外海的寒冷，補充勞

動能量。

民居屋瓦／馬祖國際藝術島提供，攝影：鄭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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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各式紅糟家常菜，滷味也是當代馬祖非常重要的料

理。自從五萬大軍進駐列島，各省菜色在此融匯，蔥油

餅、大滷麵、滷味的做法也傳入民間。早期許多部隊經營

福利社，販賣川、閩、北平菜等各省料理，馬祖人因此學

會吃辣，也發展出適應當地生活的料理特色。馬祖人生活

形態忙碌，全家人經常無法一起吃飯，能夠保鮮的滷味就

是留給小孩在家，或爸媽隨忙碌生意的作息，能夠快速解

決一餐的一道絕佳菜餚。

將薑、八角與醬油加入滷鍋，慢慢加水、加熱後，把雞

腿、雞翅、滷蛋、豆乾等食材放入燉熟，關火冷卻後再冷

凍。滷味與早年物以稀為貴的食用油炸物一起，成為當代

馬祖餐桌上常見的兩種菜餚，也會出現在廟會祭祀台前的

八仙桌。過去為了應付駐軍的大量需求，馬祖還曾有自己

的醬油廠，生產醬油與各式調味料，這些都是走過軍管歲

月的殘跡。

紅糟與滷味都帶著發酵的香氣，一個是糯米加入紅麴釀

成老酒與米粕，一個是小麥發酵的醬油，加入食材燉煮入

味。島嶼釀的不只是人性與人情，還有生活的智慧，燉出

屬於自己的滋味與生活記憶，這些料理也就成了馬祖料理

場景中，最常見的家常風景。

《FOUNTAIN新活水》簡介
《FOUNTAIN新活水》是一本綜合性文化雜誌，每期主題緊扣社

會脈動，從文化角度出發，深度探討與挖掘重要議題與現象，

強調跨地域、跨領域、跨世代激盪的精神，並以強烈的視覺美

學呈現，展現雜誌的魅力，並成為搭建文化對話的重要平台。

※原文刊登於27期「原來是馬祖」。

東引燈塔／馬祖國際藝術島提供，攝影：鄭鼎

海瓜子蛤，潮間帶的好味道／攝影：王建華

風乾保存食物鮮美／攝影：王建華

自家紅糟／攝影：黃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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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聆聽最有感，
跟晚風一起聽音樂 4+

串流當道的今日，連唱片都已逐漸式微，以致於大家漸漸忘了音樂

的本質，應該是屬於面對面的聽覺傳遞。現場的音色或許不如錄

音室般完美，但正是那足以燃燒周圍空氣的激情，才是音樂之所

以烙印人心的道理。台灣的樂團環境經過數十年來滋養，已經從

地下冒出頭來，茁壯成主流樂界的大樹；音樂祭也從南春吶、北野

台的次文化現象發展成今日遍地開花的時代潮流。但無論身處哪

個世代，音樂祭的舞台總是讓人可以找回感動的地方，這不是家中

音響所播放的千篇一律，伴隨著現場光影的變化、音牆的振動、空

氣的味道、人們的呼喊，每一刻都是獨一無二、無法重覆的體驗，

令人著迷、令人沉醉、令人欲罷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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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piece

大港開唱 提供



春浪音樂節

大自然，大場子，從來不衝突
走出戶外，擺脫日常，看表演不一定非得揮汗如雨，也可以是很輕鬆愜意。

在山中，在海邊，大咖樂團齊聚，與塵世隔絕的嘉年華會熱鬧開場。
photo 春浪

台
灣最大的音樂祭場子-春浪音樂節，自2006年首次舉

辦以來，頭幾年都在墾丁開唱，因此常與另一個熱

鬧場子「春吶」被人搞混。這幾年春浪逐漸走出墾丁，甚

至在亞洲各地巡迴，聲勢愈做愈浩大。由於春浪的主辦單

位「友善的狗」，曾經是台灣知名的音樂製作公司，因此

在春浪舞台上登場的，多是大有來頭的主流樂團或線上藝

人，其中也有不少天王天后等級的歌手加持。

繼2021年春浪在新北石門舉辦海線音樂會後，今年移師

到台中的山線音樂會也已於3月5-6日登場。秉持春浪一向

標榜的三要素：多元音樂、環境共生、最嗨市集，今年場

地辦在Glamping露營地森渼原，於是又多了搭帳篷看表演

的情調。其實主辦方的用意就是希望人們可以甩開日常、

走出戶外，在陽光下、晚風中享受音樂的歡愉。場地中有

數個不同的大小舞台，兩個主舞台是大咖樂團的場域，其

他舞台則包括自由創作人報名參賽的年度春浪大賞，以及

獨立樂團、音樂家、DJ演出等。另外還有不少特色品牌、

美食攤商的市集，用心舉辦的場子，每一年都讓人期盼下

一年的盛會。

time 約為每年3或4月╱place 每年公布╱web spring-wa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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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港開唱

在港都海風吹拂下，盡情吶喊
南台灣的溫暖海風，隨著音箱中迸出的聲波而振動，

竄進台上台下人們的血液裡，沸騰成狂喜吶喊，唱出最夠力道的台灣味。
photo 大港開唱

立
足港都高雄的大港開唱，將南台灣熱情、海派、夠

力的精神發揚得淋漓盡致。第一屆的大港開唱是

2006年，距今也走過16個年頭了，當初的創辦人之一就

是閃靈主唱Freddy。也許是經歷了台灣地下樂團一路步上

主流舞台的風風雨雨，這個音樂祭總是特別強調「人生」

的滋味，在熱鬧狂歡之中，似乎也帶著點酸甜苦辣。每一

年，主辦單位都會邀請幾位歌壇前輩，帶領上百組新世代

樂團，像是2022年就由楊烈領軍，與滅火器、大象體操、

海豚刑警等樂團共襄盛舉，懷舊的、新銳的、抒情的、搖

滾的、主流的、另類的、台味的、嘻哈的，全都在此融合

一處，激盪出微妙無比的化學效應。

大港開唱不只音樂多元，舞台也是五花八門，包括碼頭

上的主舞台「南霸天」、倉庫內的「海龍王」與「卡魔

麥」、屋頂上的「出頭天」、歌舞秀模式的「藍寶石」

等，就連遊艇也都化身成海上舞台「大雄丸」。而在2021

年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啟用後，更讓「女神龍」舞台在其大

型戶外廣場上回歸，再加上創意市集、美食攤位與親子遊

樂區，為高雄的三月注入幾許台式的魔幻魅力。

time 每年3月底╱place 高雄市鹽埕區駁二藝術特區╱web megaportfest.com

92022 ●  夏季號/台灣觀光

Masterpiece



貴人散步音樂節

好音樂，就該走向全世界
遊走在台灣文化首府，古蹟、美術館、藝廊，全都成了音樂舞台，

不那麼熟悉的聲音在心裡泛起無數漣漪，隨著貴人的身影，在新的音樂領域中探索、著迷。
photo 貴人散步音樂節

在
台灣眾多音樂祭中，今年即將邁向第 6年的

「LUCfest貴人散步音樂節」算是個相當特別的存

在。這個音樂節的目標是要從「台灣出發、連結亞洲、放

眼世界」，由包括知名音樂人陳珊妮等在內的多位國內外

業界人士組成選團人，從數百組報名名單中選出最有潛力

的60~80組樂團或音樂創作者登台演出，選出的音樂人不

限國籍、風格類型也沒有設限，有搖滾、有迷幻、有民

謠、有實驗，許多雖是簽約新人或獨立創作者，但都已在

圈內享有口碑名氣；事實證明，不少之前參加過貴人散步

的樂團，後來都登上了大舞台。

而所謂「貴人」，是指除了上台表演的音樂家外，主辦

方也邀請全球唱片廠牌、產業相關人士與媒體前來共襄盛

舉，創建一處音樂情報的交流平台，藉以媒合台灣音樂人

打入國際市場。至於「散步」，則是因為表演舞台分散在

台南文創園區、大南門城、全美戲院、台南市美術館二

館、兜空間、南美里活動中心等台南市中心的多處地點，

3天加1晚的音樂節就這樣在古蹟、美術館、藝廊、電影院

之間漫步遊走，猶如一場以音樂為主題的世界博覽會。

time 2022年11月3~6日╱place 台南市多處地點╱web www.lucf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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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遊者森林音樂祭

擊穿疫情的困境，奔向自由的出口
如果世界是不完美的，我們該怎麼做？那就沉浸在音樂和藝術裡吧！

那裡沒有惡意，也沒有界限，任何人都可以自在漂遊，然後，找到希望。

photo 漂遊者森林音樂祭

以
台中為據點的漂遊者森林音樂祭，2020年舉辦第一

屆時，因一次找來四分衛、董事長、Tizzy Bac等經

典天團而轟動一時；今年即將登場的第二屆，陣容也不容

小覤，包括陳建年、鄭宜農、康士坦的變化球、傷心欲絕

等都會上台演出。

這兩年來，世界經歷了慘烈的變化，先是疫情將人們隔絕

疏離，現在又飄出烽煙的惡臭，在這充斥著紛紛擾擾的世界

裡，人們不禁感到壓抑、迷惘、甚至恐慌，於是我們都需要

一個出口來暫停這些情緒、追尋光明的生活，或許透過音

樂，這便是漂遊者森林的初衷。與今年的春浪一樣，漂遊者

森林也是由複數音樂舞台、戶外露營、特色市集、美食攤位

結合成的大型活動，而其最大區隔在於視覺上的呈現。漂

遊者森林運用大量裝置設計，以cyberpunk的風格投射出霓

虹、光影，與現場的觀眾進行互動，主辦單位甚至與香氛業

者合作，利用香氣的浸染，再搭配音樂和酒精的作用，充分

激發腦內的多巴胺，營造出沉浸式的藝術體驗。

time 2022年於4/29~5/1舉辦，之後每年約在10、11月間╱place 以台中為主。2022年場地位於台中麗寶樂園落羽松林地
note 購票請上 klook 官網╱web https://www.facebook.com/rovation.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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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溪線‧猴硐線‧內灣線‧集集線

徐行舊山線鐵支路
迷人山町輕旅行4+
text & photo MOOK

Slowly along the railroad of old mountain line, 
Lightly travel through the mountain tow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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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有杜鵑、夏有油桐、秋有野薑花、冬有遍野紅楓，大自然適時的妝點，

伴以數不清的大小瀑布、老礦坑，及色彩繽紛的天燈，平溪線鐵路不論哪個季節前往，

都為乍到的遊客增添清心自然的感官享受。

與平溪線一起走進絕美風景，沉浸山城歲月中。

在綠色隧道和山村民家相遇

1. 十分瀑布公園  2. 十分老街  3. 靜安吊橋  4. 菁桐車站  5. 石底大斜坑  6. 菁桐天燈館  7. 日式宿舍建築群

│新北平溪│

平溪鐵道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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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闊的簾幕式瀑布，讓人心曠神怡

十分瀑布公園
十分瀑布位於平溪支線大華、十分站之間，瀑布寬四十公尺、高二十公尺，屬於岩層傾向與水流方向相反的逆斜層瀑

布，為台灣最大的簾幕式瀑布，與北美的尼加拉瀑布相似，所以有人稱十分瀑布是「台灣尼加拉瀑布」。瀑布下方水潭約

十二公尺，水流常年沖涮，水氣瀰漫不散，一經陽光折射，運氣好的話還能看到一彎彩虹，故又有「彩虹淵」之稱。

add 新北市平溪區南山村乾坑路10號    time 9:00~17:00閉園。

放天燈，祈願心想事成

十分老街
主要的街道以鐵路為主軸，民

宅、商家則緊鄰鐵道兩側而建，火車

從門前經過的畫面每日上演，這樣的

畫面不但是懷舊電影常取景的角度，

就觀光客而言更是一種饒富趣味的新

奇體驗。不勝枚舉的天燈販賣店，為

平溪鄉帶來了無限的觀光商機，吸引

許多外國遊客。老街上也有許多小吃

食堂，中午可以淺嚐一些墊墊肚子。

place 新北市平溪區十分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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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平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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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為運煤而建的吊橋

靜安吊橋
建於民國36年（西元一九四七年）的靜安吊橋，全

長約128公尺，當年只是一座運煤吊橋，由工礦公司所

屬的十分礦場所建造，負責接駁十分、定福礦場的煤。 

並於一九九三年重新整修，除橋墩外全面換新整建，同

時也變成一座十分村民們出入的行人通行吊橋。

直到一九九八年時平溪區公所再次進行橋墩美化，

修整完成後的靜安吊橋不但外觀維持古早風味外，同時

還增加了些描繪早期礦場生活的浮雕壁飾，因此成為十

分村的地標之一，來到此地一定要到吊橋走一遭，才能

算真的來過十分，走過吊橋感受當地生活情境。

info 位於十分車站斜前方步行約50公尺

支線終點，最美的木造車站相迎

菁桐車站
建於一九二九年的菁桐站，至今已經九十多歲了，

一直維持著木造站房樣貌，只於一九九四年整修過，稱

得上是平溪線全線最古意的一座車站。站內還使用部

份日治時期餘留的機具，如紅綠旗、手搖電話、閉塞器

等。距離車站約五十公尺處放置一礦車，也是遊客取景

不可錯過的地點。

add 新北市平溪區菁桐里菁桐街52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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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墟、老樹、光影，結合成的拍照場景

石底大斜坑
位於菁桐車站上方不遠處的石底大斜坑，是平溪線

上最大的煤礦坑舊址。石底煤礦為台陽礦業公司所屬，

在日治時代以及二次大戰後經四十二年的輝煌生產，在

一九七九年停止開採，是台灣頗具規模的礦場之一。現

在周邊可見許多礦業時期的設施遺址，如選洗煤場、卸

煤櫃、總辦事處、配電室、物料倉庫及台車軌道網等

等。

info 沿菁桐車站後方循石階而上3分鐘即可抵達

向電子天燈祈願

 菁桐天燈館
天燈外觀的建築十分搶眼，天燈造型的玻璃帷幕

約九公尺高， 由近二十萬顆 LED 燈組成電子看板，外

面則在固定時段以燈光秀介紹天燈的故事。

二樓是遊客服務中心，能夠到這裡將心願寫在天

燈許願卡上，服務中心會將願望投射到電子天燈上，

也常有人在這裡用電子天燈求婚，成功率百分之百！

這樣有趣的許願方式，吸引許多來此遊玩的旅客躍躍

欲試，當看見自己的願望閃耀在夜空中，心情都跟著

雀躍起來了。

add 新北市平溪區靜安路二段141號    tel 02-2495-2358
time 菁桐天燈館營業時間10:00~21:00，週三公休。電子天燈秀及施放時
間：16:00~19:00、假日16:00~20:00， 每整點施放一次。

5

6

散步宿舍群中，處處是風景

日式宿舍建築群
因為石底煤礦的開採，一九二五至一九四○年間日本在白石

村和中埔地區興建多棟日本高級職員宿舍，且皆為面向北方朝著有

「平溪富士山」之稱的薯榔尖，顯示日本人的鄉愁。經過整理維

護，依然保留原汁原味的日式古早風貌，是許多廣告或戲劇喜愛取

景的地方。雖然這些日式房舍多為私人產業不對外開放，但在外圍

小巷悠閒漫步，依然處處是風景。

place 平菁橋下的基隆河畔

7



造訪山巒疊嶂的山城，秀麗溪流映入眼簾，來到猴硐，這處曾擁有台灣第一大煤礦場瑞三礦場的山城，

風華一時的礦業遺跡、隧道和礦坑，為這個小村落增添幾許滄桑感，卻也留下了與眾不同的美麗。

若有時間，不妨順道前往三貂嶺站和牡丹站，做一回浪漫的鐵道旅人。

火車駛入山城祕境中，追尋屬於鐵道旅人的浪漫。

從礦業小鎮到知名貓村

1. 猴硐車站  2. 猴硐貓村  3. 猴硐煤礦博物園區  4. 猴硐神社鳥居  5. 三貂嶺車站  6. 碩仁國小  7. 牡丹車站

猴硐煤礦博物園區昔日運煤橋

│新北猴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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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昔日煤礦盛產時期的車站

猴硐車站
因為煤礦資源，猴硐的興衰起落也與煤業緊緊相依，猴硐車站正是因為猴硐及小粗坑等地煤礦及金礦的開採而設站

的。一九二○年，宜蘭線鐵路瑞芳到猴硐段開始通車，將猴硐出產的煤礦直接運往各地，也帶動當地的發展，其後隨著

礦業沒落，車站附近的礦坑、礦工廠逐漸成為廢墟。近年卻因為「貓村」之名，而讓這個小站聲名鵲起，車站內隨處可

見超萌的貓咪圖像。

add新北市瑞芳區光復里柴寮路40號

貓咪悠閒自在隨處可見

猴硐貓村
來到依山而建的寧靜村落，第一眼就見到牆上手繪

製成的貓村可愛導覽地圖，地圖上貼心標示有貓出沒地

點，不過別擔心你會找不到這些地方，只要踏上村落階

梯，時不時現身的貓兒立刻讓你忘了原本預設尋找的目

的地。來到這裡，記得不擾貓、不擾民、不喧嘩，相互

尊重才能維持貓村迷人的寂靜。近年這裡也多了以貓咪

為主題的特色商店，設計許多貓咪相關紀念品，甚至連

車站內以貓身形為意象而建的空橋等，讓貓奴們總是在

此流連忘返。

place新北市瑞芳區光復里柴寮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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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猴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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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昔日礦業重鎮的生活面貌

猴硐煤礦博物園區
猴硐曾是台灣煤礦重鎮，原本隨著時光逐漸流逝的遺

址，現今展現截然不同的面貌。園區中昔日的瑞三煤廠辦事處

成了旅遊資訊站，運煤橋跨過基隆河，可以一覽猴硐礦業山城

之美。距離火車站約八百公尺處可達瑞三本坑、礦工浴宿和礦

工宿舍，這裡觀光人群大為減少，能好好欣賞火車劃過山城的

美景，也能細細觀察往日礦工生活。而坐落於火車站對面的願

景館曾是選煤倉庫，在整修後展示猴硐礦業史和礦工百態。

place新北市瑞芳區猴硐柴寮路    tel 02-2497-4143（猴硐旅遊資訊站）
time 8:00~18:00

穿過鳥居，鳥瞰猴硐景致

猴硐神社鳥居
尋覓猴硐神社之前，先來到猴硐路上的一百階。

一百階原是附近住戶以石頭砌成通往山上的階梯，因為

剛好一百階而得名，經過多次整修，現在已成水泥階

梯。走上一百階，右轉再行約四、五十公尺就能見到通

往猴硐神社的鳥居，鳥居是瑞三礦業公司所捐贈，建於

一九三四年。穿過鳥居，沿著參道來到神社，其實只剩

一座涼亭，不過神社雖然早已不在，卻可以在這裡鳥瞰

整個猴硐。

place新北市瑞芳區侯硐路

只有火車能到達的山谷祕境

三貂嶺車站
三貂嶺是宜蘭線與平溪線的分歧點，兩線在三貂嶺

站交會，鐵路過三貂嶺後一分為二，左邊的鐵路通往宜

蘭，右邊的鐵路則前往平溪。站房位於基隆河峽谷上，

月台緊鄰山壁而建，空間狹小。鐵軌與荒廢房舍間的小

徑，是車站唯一的聯外方式，不但驗證三貂嶺站「無法

倚靠道路，只能搭火車前往」的特殊祕境車站地位，也

使它成為台鐵車站中唯一開車到不了的火車站。

add 新北市瑞芳區碩仁里魚寮路1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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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校小學內已不復往日風華

碩仁國小
往平溪線的路上，一座醒目的白色兩層樓建築，是三貂嶺村落

過去唯一的小學碩仁國小，雖因人口流失，已於一九九六年廢校。

曾經在瑞芳社區大學的努力下，整合本地團體與居民，於廢校後的

二○一二年在此成立了「三貂嶺文史工作室」，以募集到的老照

片、新創藝術作品還有各種精緻的復古窗雕，帶領聚落的大人重溫

三貂嶺當年熱絡繁盛的回憶，但目前則交由瑞芳國小負責管理，暫

時停止對外開放參觀，只能在外圍遠觀拍照。

add 新北市瑞芳區碩仁里魚寮路146號

微笑彎道，列車優美的弧線身姿

牡丹車站
位於宜蘭線上的牡丹站四面環山，以草山、

大竹林山、三貂大山等與鄰近鄉鎮成天然地界，

清代時是北部越三貂嶺南下宜蘭的重要通道，過

去因產煤而聞名，後因煤礦業沒落人口外移，於

一九九○年從三等站降為簡易站。牡丹站往雙溪

站途中有一道斜坡，早期列車甚至須加掛輔機才

能攀爬前進，為了降緩行駛坡度，便以長度換取

坡度，使得牡丹站內有一處呈一百二十度的大彎

道，火車彎身經過這道優美弧線的身影，則成了

來到牡丹車站必賞的美景。

add 新北市雙溪區牡丹車站159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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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運林木的內灣線，在時代洪流的激盪下，火車的嗚嗚聲也漸漸消失，

幸運的是支線沿途小站風光因而被完整地保留下來。

不妨乘著火車穿越時空，一起回到復刻美好的懷舊時光。

搭乘內灣線穿越時空，回到復刻美好的懷舊時光。

與山林鐵道心動相約

1. 合興車站  2. 內灣老街  3. 好客好品希望工場  4. 野人山丘咖啡館  5. 內灣圓樓人文客家餐廳  6. 東窩溪螢火蟲生態區

內灣車站

│新竹內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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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著美麗愛情故事的小站

合興車站
合興站是內灣支線的其中一站，設為招呼站因而不提供售票服務，當時一度還有廢站的可能，經過重新整建，整個車

站因妝點著許多浪漫的拍照元素，而被稱為「愛情火車站」。合興車站最特別處在於有兩處月台的設計，當時是為運送貨

物之便而設，車站內古樸木造日式建築、台鐵老式火車廂以及荒廢軌道，都是戀人熱門拍照地，也讓車站洋溢幸福氛圍。

add 新竹縣橫山鄉中山街一段17號    tips 從新竹火車站直達內灣僅早晚少數班次，建議從新竹搭乘內灣線到竹中站，再從竹中站至合興站。若乘高鐵至新
竹，可轉搭台鐵至六家，再從六家坐一站至竹中站轉車去內灣。

遊內灣老街感受濃濃古早味

內灣老街
內灣老街因為當地盛產礦產及林木而繁榮，漫步老街想要感受懷舊氛圍，可以前往日治時期的警察局、內灣車站、內

灣天主堂及內灣戲院等，雖然老街已出現一些新的建築，但街邊偶爾還是會看見幾處古老的招牌，或是堅持手作的毛筆職

人在現場製作等，吸引遊客駐足。如果在柿子的盛產期來到老街，還能採買當地季節限定的柿餅當作伴手禮，巷弄中處處

皆可感受到濃濃的古早味。

place 車站對面的光復路、中正路一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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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內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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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創意新思維，老派是一種情懷

好客好品希望工場
這裡原是鐵路員工的舊宿舍，還有從前村民使用

的紅磚鴨寮，一群由年輕人與在地婦女組成的團隊進駐

此處，注入客家與生活的元素，創立了四個在地文創品

牌：台灣水色、虎帽金工、舊事生活、土旺書屋。有環

保草刀、手作筆記本、手工絹印、腳踩針車等體驗活

動，還能到舊事生活享用全新的法客美味。

add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內灣139之1號    tel 03-584-9569
time 平日10:00~17:00，週六、日及假日10:00~17:00，週二休館。
web https://necupark.com/

綠意包圍的小屋中，慢享悠閒時光

野人山丘咖啡館
跨越新竹內灣的油羅溪，不到十分鐘就能稍稍遠

離老街上的觀光人潮，來到野人山丘咖啡館。建築是仿

舊的新作，古早農村式的設計，以老瓦片蓋出屋簷，連

大門都是用門栓上鎖的木製門，看得出匠師用心營造過

去熟悉的農村模樣。這裡的圍牆、家具、燈飾都是店主

自己一手打造，沒有經驗的他們從做中學，相信環境會

造就無窮的潛力。走進野人山丘滿室瀰漫著濃濃的咖啡

香，找個喜歡的位子點杯咖啡及一份甜點，好好享受悠

閒的午後時光。

add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15鄰38-2號    tel 0985-606-747
time 平日11:00~18:00，假日10:00~18: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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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樓中享用道地客家美味料理

內灣圓樓人文客家餐廳
今年甫從內灣老街戲院搬遷至原橫山民俗文物館，以內灣圓樓人文客家餐廳之名重新出發，同時延續內灣戲院原有

的懷舊氛圍，仍維持十足的復古風格，讓來此用餐的遊客，一樣可以邊看電影邊享用美味道地的客家料理，是餐廳也是

景點。

餐廳的建築外觀相當有特色，融合了客家與閩南的建築特點，主體呈現客家圓樓的造型，屋頂採用日本黑瓦，牆面

為紅色壁磚，左側則有閩南建築中常見的護龍，表現出簡單質樸、層次有序的建築風格。

add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大同路99號    tel 03-584-9260    time 平日11:00~18:00，假日11:00~19:00 

觀賞螢火蟲的好去處

東窩溪螢火蟲生態區
新竹內灣推廣賞螢已十餘年，設有完整的賞螢步道、生態導覽路線，甚至舉辦螢火蟲季等，藉以讓更多愛好者珍惜

螢火蟲生態之美。台灣大多數螢火蟲為陸生型，內灣東窩溪的螢火蟲主要有三種：陸生的黑翅螢與紅胸翅螢，以及水生

的黃胸翅螢。被評比為全台最佳賞螢區之一的「東窩溪螢火蟲生態區」，每年於初夏4月至5月間，皆會舉辦賞螢的相關

活動，數以萬計的螢火蟲出沒飛舞成群，如星海般的優美景觀，總能吸引許多遊客與攝影愛好者前往賞螢。東窩溪谷流

域是新竹內灣村後山區，因位於內灣偏東的山中谷地而得名，昔日被內灣居民視為「後山」。

add 新竹縣內灣村後山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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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美麗新內灣工作室」 提供「再造美麗新內灣工作室」 提供

內灣圓樓人文客家餐廳提供 內灣圓樓人文客家餐廳提供



從平原田野出發，一路沿濁水溪向東前進，

與綠色隧道並肩共舞一段之後，深入群山環抱的水里溪谷。

看似坐擁恬靜風光的集集線，背後有著跌宕起伏的興衰史。

搭乘集集線擁抱群山祕境，造訪純樸林業小鎮。

田野山色美麗重生

│南投集集│

1. 車埕車站  2. 車埕木業展示館  3. 木茶房  4. 林班道園區  5. 集集車站  6. 樟腦出張所  7. 十三目仔窯

車埕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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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環抱的美麗小站，尋找木業歷史

車埕車站
位處集集支線終點的車埕站，是個美麗的河岸小村，被四周高山及清澈的水里溪環伺，擁有「最美麗的小站」封

號，車站附近仍保持當時木業興盛時的樣貌。車埕車站在九二一地震之後，將原本的水泥站房拆除重建成一木造建築，

而當年靠人力搖擺前進的五分車，目前設置在車站旁，讓遊客體驗昔日風情。

add 南投縣水里鄉車埕村民權巷2號

展現舊時木業的發展史跡

車埕木業展示館
原是振昌木工廠舊址的車埕木業展

示館，由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接手

後，委由郭中端設計師改建整修，以覆屋

保存舊屋架的設計理念，將舊屋架修復為

木業展示館中的展示品，成立以記錄當地

故事、保存舊有文化資產為主的木業展示

館。寬敞明亮的空間與木工結構的房舍建

築，不僅賦予木業館新貌，並記錄保留了

車埕木業發展的歷史足跡。

add 南投縣水里鄉民權巷110-2號    
tel 049-287-1791
time 9:30~17:00，假日至17: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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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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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美味、份量大，以木桶便當飽餐一頓

木茶房
來到車埕一定要到木茶房買個木桶便當嚐嚐，吃完後還可把木桶帶回家做紀念，深受遊客青睞。木茶房餐廳以創意

餐飲與庶民料理為主，空間寬敞陳設簡單，大片外牆裝以透明玻璃，讓戶外景致免費入店供人欣賞，若想更親近自然，

可以選擇戶外露天用餐區，直接坐擁山水美景品嚐美食，十分愜意。

add 南投縣水里鄉車埕村民權巷5號    tel 049-277-2873    time 平日10:00~18:00，假日至18:30。每週二及除夕公休（寒暑假及國定假日除外）

徜徉在青山綠水裡的多元體驗空間

林班道園區
為延續車埕木業文化，重現當時繁盛時代的榮景，振昌興業經營規劃此處商圈，設立了結合觀光、林業文化、餐

飲空間、體驗活動等元素的林班道園區，並以綠色建築外觀強調自然原色。「林班道」意指工人在林班內活動運輸的路

線，在這路線當中的樂活倉庫，隱藏著愛物惜物的陳列創意與環保落實，像櫃檯燈罩、老舊工作桌、廢棄拖車等。

add 南投縣水里鄉車埕村民權巷101-5號    tel 049-277-5976    time 平日10:00~17:00，假日8:30~18:00，週二公休。    web www.grove.com.t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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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人氣小鎮的起點

集集車站
興建於一九三○年的集集火車站，站房由檜木所建

造，堪稱集集線上最具身價的木造老車站。維繫七十年

之久的老火車站，卻在九二一地震的一場天搖地動，整

座建築倒塌，後來由日本引進電腦模擬技術，重現車站

的建築風貌，二○○一年主體工程完工，充滿懷舊氣氛

的集集車站，原貌再度重現國人面前。修復後的今日雖

看不見歷史留下的痕跡，卻依稀可想像其昔日的風華。

add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75號

頹圮宿舍群，見證盛極一時的樟腦
產業

樟腦出張所
「出張」為日語，翻成中文即是「出差」的意思，

日本明治時期在此處設立專辦樟腦採製及販賣業務的站

所，保存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是目前台灣僅存的樟

腦出張所。自國民黨政府來台後，樟腦產業漸漸沒落，

而樟腦出張所也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因許多屋舍已呈現

老舊傾頹，目前由集集鎮公所代管，預計花費三至五年

分區分期整修，提醒欲前往參觀拍照的民眾請留意安

全，避開施工中的屋舍。

add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57號

5

6

轉型為商舖的紅磚窯場，繽紛了寧靜小鎮

十三目仔窯
長一○四尺、寬五十尺的十三目仔窯，建於日治時代，主

要用來生產紅磚，整座窯共有十三目，六個火口。經歷九二一地

震後，僅剩原有煙囪，其他的磚窯已全數倒塌，展示區旁為一處

仿目仔窯的紅磚建築，能讓後人一窺它的原貌。還有一口相當完

整的窯洞、一條以倒塌殘存後的紅磚鋪砌而成的迷你古道，走在

其中彷彿進入了時光隧道，周邊規劃有商店街及小吃店，週末假

日時人潮擁擠，非常熱鬧。

add 南投縣集集鎮林尾段山腳巷    time 8:30~18: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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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Voyage 

嘉義市立美術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   ▍

從文學
遇見百年建築風華

建
於西元一九一六年的國立臺灣文學館，可說是台南

市中心最重要的地標，由日籍建築師森山松之助設

計，前身為日本時期的台南州廳，也是台南州的行政中

心，當時的周邊街道也因身為行政中心的緣故，跟著繁華

熱鬧了起來，讓許多重要的官署紛紛設置於州廳附近，二

戰時曾遭到盟軍的轟炸毀損，幾經修復後終於得以恢復原

貌，戰後長期為台南市政府的所在地，直到今日則搖身一

變為富有濃厚文藝氣息的臺灣文學館。

外觀採用馬薩式的建築風格屋頂，大門口有著典雅的歐

日融合圓柱，結合了歷史樣貌和歐洲元素美學，塑造出濃厚

的異國風情。是第一間國家級的文學博物館，也是唯一一座

以文學為主題的博物館，收藏並展示台灣近代文學史料，展

示物品多以手稿、文物、書本、書信為主，利用投影形式將

文本透過戲劇方式展現。從常設展可以看到台灣文學從清朝

到現代的發展脈絡，特展也依不同主題，以互動性深入淺出

的方式，展現台灣文學史及相關議題。

國立臺灣文學館
add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號 

tel 06-221-7201
time 09:00~18:00，週一公休。

FB www.nmtl.gov.tw

一側是百年歷史的磚瓦建築、一側是挑高

嶄新的大理石歷史建築，經過改造的臺灣

文學館，融合歷史與西洋的東西方古典建

築之美，讓人漫步其間，感受昔日的歷史

風采，也浸染在文學的迷人歲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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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建築新生命
臺灣文學館是於一九一六年時落成的古蹟。前身是台

南州廳，作為日治時期管轄整個台南州的衙署，擁有一個

世紀的歷史，隨後又因原台南州廳保存計畫的執行，經歷

不同單位如空戰供應司令部、台南市政府等的使用，加上

盟軍轟炸造成的損毀，使得建物破舊不堪，之後花了7年

的時間進行修復，讓昔日展現工藝之美的馬薩式屋頂、衛

塔、老虎窗以及柱式建築，在世人面前重現，讓此建築成

為台灣近年最能代表「建築再利用」思維的重要古蹟，突

顯原台南州廳的歷史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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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廳的歷史風華
臺灣文學館主建築物，屬於西洋

歷史建築的馬薩式樣式，為日本設

計師森山松之助的作品，建築物為

磚砌構造，搭配鋼筋混凝土作為承

重牆，外牆面以仿石材的洗石子材

質打造，融合了歷史式樣和歐風建

築元素的美學，散發著典雅氣息，

被認為是日治時期的建築傑作之

一；主入口設有門房，與兩側衛塔

共同構築古典和諧之美，為當時官

制建築的典範。



▍嘉義市立美術館   ▍

舊菸酒公賣局
變身新世代美術空間

鄰
近嘉義車站的「嘉義市立美術館」，由舊菸酒公賣

局嘉義分局原建物改建，由三棟年代、風格迥異的

建築銜接組成，分別是建於一九三六年的日治時期菸酒

公賣局嘉義分局辦公廳、一九五四年的酒類倉庫、以及

一九八○年的菸酒成品倉庫。

古蹟樓為三層樓鋼筋混凝土建築，圓弧轉角與長型木窗

拖曳出優雅弧線，立面貼有 SCRATCH 風格苔綠瓷磚，是古

典建築風格蛻變為現代主義建築風格的經典歷史見證。

設計師將入口設置於三棟建築包夾的廣寧街凹口，增建

一個挑高的玻璃盒子，以穿透的視覺感整合新舊建築，並

擴充空間使用機能，綠意盎然的庭園接納散步閒聊的市

民，如同城市裡的心靈綠洲，藝術是一泓清洌泉水，與生

活緊密連結。此建築最初在二○一二年時成為美術館預定

地，並在市政府、中央和議會的支持下定案，於二○二○

年八月中首度卸下施工圍籬，將古蹟與新建築交融新生，

透過時光的痕跡交織新穎的美學，大膽玩轉美術空間，藉

嘉義市立美術館
add 嘉義市西區廣寧街101號

time 09:00~17:00，週一公休。
tel 05-227-0016

web chiayiartmuseum.chiayi.gov.tw

由日治時期菸酒公賣局改建的嘉義市立美

術館，將歷史古蹟與當代建築疊合交匯，

在熱鬧的中山路上畫出一幅古典又新穎的

風景，透過建築與藝術策展，重新詮釋嘉

義「木都」與「畫都」的城市歷史和文化

意義，也悄悄呼喚昔日日式老房的風華靈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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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古蹟內的磨石子
日治時期，日本人在台灣展開大規模的公共建設，將新

式的鋼筋混擬土技術和石材工法引進台灣，打造出「磨石

子」地板，在當時許多民間住宅和建築逐漸普及。由日治

時期歷史建築所改建的嘉義市立美術館，從樓層中不難

看見磨石子的建築元素，地板和牆面等在經過打底整平、

填石等數道手續後，打造出表面平滑的質感，是早期傳統

工匠們巧手打造的精緻工藝美學。



由視覺的衝擊，讓人一邊遊覽美術作品，也能在老古蹟中

體驗煥然一新的旅程。除此之外，嘉美館以奠基在「畫都

嘉義」為概念，在展演內容的規劃中，將以嘉義美術史的

梳理、嘉義藝術的內涵和城市歷史為主軸，展出從日治時

期前輩藝術家作品至當代藝術創作，跨越時間和地域，透

過展覽、典藏、研究、教育推廣、出版和各式活動中帶入

當代性辯證，帶領人們從今日生活與文化角度，重新理解

過去歷史，探索現今城市的文化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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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Voyage 

回應「木都」城市歷史特色
撐起美術館本館主要空間的結構物，以較輕

量的新型木構材工法完成，利於維持空間通透

性，其木構造的樣貌更有隨時間均勻變色的效

果，在時間的推移下，逐漸與周邊的舊建築達

到色調調和的樣貌。像是新建築的二樓，可以

看到挑高的木構建築設計，還有大廳空間採用

集成材樑柱而非鋼構，回應了嘉義都市發展史

中，具有「木都」之美稱，映證木構造產業上的

重要地位，與戶外庭院空間相呼應，創造出嘉

義人文精神。



▍鹿港民俗文物館   ▍

走進大和厝
見證辜家風采

穿
梭古樸的紅磚老街，乍見鹿港民俗文物館典雅莊嚴

的歐風氣勢，立刻懾服於鹿港辜家的霸氣。鹿港

民俗文物館分為三個部分，洋樓稱為「大和厝」，前身

為台灣五大家族之鹿港辜家辜顯榮舊居，落成於大正8年

（一九一九年），二○至三○年代是辜家的國際接待大

會議廳，日本皇族、官員、貴賓及台灣士紳名流往來頻

繁，內部傢俱雕刻皆出自當時鹿港名匠之手，後文藝復

興式的立面充滿古典建築語彙；緊鄰洋樓的是台灣傳統

式民宅，後側「古風樓」則是約200年歷史的閩南街屋，

曾為鹿港的私塾學堂，完整保存當時婦女寢室擺設，重

現早期家庭生活空間。

除一九七三年創館時辜振甫捐出收藏書畫及文物，後

續接受鹿港鎮民捐贈，或遍及台灣各地民俗文物提供者

寄存，館藏六千多件，囊括150年以來鹿港當地居民食、

衣、住、行、育樂、宗教禮俗、節日慶典等民俗物品，每

件展品都代表不同時期的台灣社會，如同鹿港小故宮。

鹿港民俗文物館
add 彰化縣鹿港鎮館前街88號
time 週二至週日09:00~17:00

tel 04-777-2019
web www.lukangarts.org.tw

曾為當地最顯赫辜家大宅的鹿港民俗文物

館，充滿巴洛克風格，成為日治時期最氣

派的洋房，結合有兩百年歷史的傳統閩南

式建築，相互交織成古色古色的氛圍，帶

人一探百年前的權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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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式建築古風樓
館內的建築物「古風樓」，為一棟磚砌木造古厝，傳統

型的閩南建築風貌，瀰漫著古趣盎然的氛圍，流露庭院深

深的氣韻。裡面涵蓋臺灣清代至今歷史文獻、民俗生活用

品、書畫等，長廊型的閩式建築則保存婦女家居寢室及廚

房用品等，成為鹿港老房子的典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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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台灣民俗文物
迨至一九七三年本館創館營運

後，辜振甫先生及創館董事長辜偉

甫先生，共同捐出個人所有收藏書畫

和民俗文物等，從創館初期已有兩千

多件，開館後持續徵募鹿港當地民

俗文物，十年內已達六千餘件文物。

館內常設展示廳展示達三千餘件的

鹿港當地文物，內容包括清代至民國

初年共計六千九百餘件的民生用品，

另有典藏三千餘件，依照鹿港節慶不

定期換展。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
國家風景區
大東北角觀光圈
text 周麗淑    photo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戀山戀海—地質知性．逐浪戲水．美食人文
匯聚北台灣最精采的旅遊萬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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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石之美_盧貞吟 攝

夏天的腳步越來越近了，想逐浪的心，已經迫不及待地想衝向藍天碧海的北台灣濱海地區。 
大東北角觀光圈範圍涵蓋廣闊，從新北市的東北角區域，一路沿著濱海經宜蘭往南抵達蘇澳南

方岬角，綿長的102.5公里海岸線，從奇岩勝景的南雅、鼻頭角，經龍洞灣、澳底、鹽寮到福隆；
抵達極東點的三貂角，往南是萊萊海蝕平台，來到宜蘭的熱門遊憩海域——外澳及賞鯨熱點的龜

山島海域；繼續往南行還有頭城小鎮、礁溪溫泉，宜蘭市與蘇澳港、南方澳等，令人目不暇給的

沿線大城小鎮，幾乎每處都是旅人經典的朝聖地。

其實最精采的遊玩攻略可不僅於此，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為擴大觀光資源，推

出大東北角觀光圈，涵蓋了新北市的「瑞芳、平溪、雙溪、貢寮」及宜蘭縣的「頭城、礁溪、員

山、壯圍、宜蘭、三星、五結、羅東、冬山、蘇澳」等共十四個區域鄉鎮。不論是計劃要前往福

隆、龜山島水域遊玩；或九份、平溪山城來趟鐵道之旅；或到宜蘭、羅東遍嚐當地小吃，這個夏

天都可以鎖定這裡，絕對讓人「樂不思暑」、景點多到玩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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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霞望龜_林建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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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烏石港 ▼  龜山島賞鯨豚 ▼  烏石港海鮮餐廳（午餐） ▼  頭

城老街、阿宗芋冰城 ▼  外澳服務區 ▼  入住福隆濱海區飯店

DAY 2 

北關海潮公園 ▼  三貂角燈塔 ▼  馬岡漁港（午餐） ▼  龍

門露營渡假基地 ▼  回程經雙溪、平溪

夏
季的東北角，除了濱海玩沙戲水之外，更不可少的

季節限定行程便是搭上賞鯨船，一起乘風破浪，追

逐海中精靈鯨豚們的動感演出。

這趟2天1夜賞鯨豚之旅，從宜蘭頭城的烏石港出發，一

路往北到新北市的福隆一帶，沿著海岸線各個景點，有海

上搭船賞鯨豚、有沙灘戲水、也有出海口露營基地的各式

遊憩活動，當然行程也走進了幽靜的濱海歷史小鎮，或在

人煙稀少的小漁村裡享受海景、大啖美食。走到兀自獨

立、位居極東之地的三貂角燈塔，邊聽著海風呢喃邊感受

曾經遙遠的大航海歷史片段，迎著海風沉靜心靈。

行程結束後若是開車往台北方向，也別忘多預留一點時

間順遊，開車沿著福隆往貢寮、雙溪、平溪一路前進，與

小鎮人文、平溪鐵道風光相遇，不論是短暫歇息或擇日再

訪，都很適合。

龜山島賞鯨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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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海戲水與鯨豚海上共遊

每年的4至9月是龜山島周邊海域最佳賞鯨豚的季節，由

於龜山島附近的海域平淺，許多魚群皆在此聚集，不僅

讓龜山島成為台灣3大漁場之一，也是鯨豚大量出沒的地

點，種類多達17種，數量亦十分可觀。美麗的龜山島就在

賞鯨豚海域周邊，讓賞鯨豚除了生態，也多了特殊地質順

遊熱點。海上行程結束回到烏石港後，也不妨在港邊找家

餐廳大啖美味直送海鮮，曾是蘭陽第一大港的這裡，繁華

落盡後轉身成為休憩港，同時也是遠觀龜山島的好地方。

飽食大餐後順著路線，從港口到頭城小鎮來趟人文采風

之旅吧！這裡是宜蘭最先發展的城鎮，有「開蘭第一城」

之稱，保存下來的頭城老街值得探訪，適切的城鎮大小，

很適合用散步方式慢慢逛，熱熱的天吃碗當地最知名的

阿宗芋冰城，來份最傳統的芋仔冰清涼好滋味。而頭城

夏季最夯、來此必玩的便是外澳沙灘，入口處的鵝黃色

建築——外澳服務區，極富現代感的建築外觀設計，與大

海、沙灘、龜山島完全合拍，讓遊客在賞景、戲水玩沙和

衝浪後，還能有個舒適的休憩空間。晚上就入住鄰近福隆

海灘的飯店，聽著海潮入睡，隔日在清亮的金色沙灘召喚

下，展開愉悅的一天。

近觀遠眺、潮起潮落，與歷史&自然對話
蘭陽八景之一的北關海潮公園，清朝時期曾經是個濱海

關卡，險要的巨石、滔浪與特殊地質風貌，如今成了觀礁

逐浪的濱海秘境，還有龜山島全景在眼前展開，回頭往陸

地山稜望去，可見火車奔馳而過，三景一體、也成為攝影

烏石港海域-衝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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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露營度假基地

© 信義鄉農會

取景好去處。

行程往北，爬上三貂角的峽角之上，這裏矗立著極東的

純白美麗燈塔，在這不僅能細細欣賞這座具有歷史的燈

塔，更能居高遠望東海與太平洋交會的海面。燈塔旁的步

道能通往觀景台，感受滄海一粟的飄渺。三貂角下方，就

是馬岡小漁村，迷你漁村濱海區佈滿格狀九孔養殖池，宛

如小鮑魚般的九孔美味料理引人垂涎，可找家小餐館或是

望海咖啡店享受寧靜時光。飽餐後就該是消耗體力的時候

了，龍門露營渡假基地，綜合單車、漆彈、獨木舟等許多

體驗活動，全家大小皆宜。回程往台北方向的話，記得早

早啟程，可以經由貢寮一路往雙溪、平溪方向欣賞沿途的

山巒美景外，如果時間允許，不妨停留小憩，感受山城小

鎮的迷人風光。

三貂角燈塔_蔡世垚 攝

頭城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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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萊地質平台   曲線美_黃瓊慧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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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南方澳觀景台 ▼  內埤海灘 ▼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午餐）  

▼  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區 ▼  住宿：宜蘭市區飯店

DAY 2 

外澳服務區 ▼  北關休閒農場or北關海潮公園 ▼  萊萊秘境 

▼  萊萊地質區 ▼  澳底海鮮街（午餐） ▼  鼻頭角步道 ▼  

回程經九份賞夜景

想
暢遊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的精髓，無論地

質、水域、步道、單車與海鮮等，絕對缺一不可。

這是一條從觀光區內最南端的南方澳開始，一路往北至鼻

頭角的超長海岸線行程，不但能將自然景致與宜蘭城市風

采一次囊括外，還要前進壯圍沙丘、北關奇岩、萊萊海蝕

平台與鼻頭角海蝕崖等，迷人的地質景觀各自展現出完全

不同樣貌的奇異地質之美。

人文與美食，絕對是讓旅程更加豐富的必備條件，在國

立傳統藝術中心觀賞宜蘭特色藝術及全國傳統文化技藝

外，園區內也提供不少傳統好滋味，讓遊客足以一次滿

足；而東部海域的黑潮帶來豐沛漁產，魚蝦、蟹貝、海藻

等等，依照季節輪番上陣，來到產地可別錯過最青的現撈

海鮮滋味唷！

精采多變港灣景致&海岸攝影絕景
首日從宜蘭南端的南方澳啟程，從南方澳觀景台上遠眺

南方澳觀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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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礡壯闊的港灣作為驚艷開場！

北台灣包含東北角很多漁港大都僅能近觀，而像南方澳

這樣擁有海拔約140公尺高觀景台的著實不多，位居高處

不但能俯瞰遠方藍天碧海、海灣船舶與腳下雙澳漁港、內

埤漁港，左邊更鄰接廣闊的蘇澳港，與周邊連綿筆架山、

獨特豆腐岬景觀等，串聯出一幅醉人美景。賞完景也別錯

過往南一點有個美麗的秘境沙灘——內埤海灘，又稱情人

灣，背山面海讓它的風情更增添了點寂靜感。

午餐則建議前往位於羅東的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內享用，

可以在這裡悠閒地慢慢品嚐，園區內有多種餐點供遊客選

擇。坐在充滿紅磚傳統宜蘭厝建築、亭仔腳的碩大園區

裡，好玩、好拍、好買又好吃，常常一轉身，大隊藝閣熱

鬧遊行人馬就從身邊經過，充滿歡騰氣氛。

待午後暑氣稍減，不妨繼續往北到臨海區域的壯圍，廣

達4.48公頃的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區內，由名建築師黃聲

遠以「空出谷地，看見沙丘」建構，融合宜蘭地方自然

元素，呈現沙丘地景及沙穴建築空間、周邊不同園區規劃

等，不但得以看見建築之美，同時也感受地景之美。夜晚

回到宜蘭市中心的飯店入住，街上人車銳減，也許以單車

或散步形式一訪月夜下的宜蘭市街景，也是很不錯的選

擇。

地質萬花筒令人讚嘆不已

清早享用完豐盛早餐，展開今日一路往北移動的地質知

性之旅。

首站停留的是外澳服務區，走進黃色美麗建築服務中心

的九號咖啡館，找一處靠窗位置，點一杯咖啡、賞外澳沙

灘，遠觀海面上的龜山島，讓整個心情都明亮起來。如果

願意起個大早，來此賞「龜山朝日」 的日出景致，保證

絕對是一趟難忘的旅程。再到北關海潮公園，特殊地質地

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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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海岸線與潮浪迭起引人入勝；鄰近的北關休閒農場，

各式體驗活動與螃蟹博物館，讓一家老小都玩得開心。往

北的萊萊地質區，不論是令人驚豔的綿長海蝕平台，或是

讓人嘖嘖稱奇的玄武岩層牆等，都是大東北角地區不容錯

過的海岸奇景。

接著在前往鼻頭角步道消耗體力前，先往東北角最知名

的海產聖地——澳底，漁港前方筆直且短短的街道，匯聚

許多家海鮮餐廳，形成海鮮一條街，大宴小吃皆有。吃飽

喝足開始挑戰全長約3.5公里的鼻頭角步道，宛如小長城般

蜿蜒盤踞在美麗峽角上的步道難度不高，來回約1.5小時，

相當適合全家大小一起健行散步。回程則不妨提早啟程，

從水湳洞沿途經金瓜石，在九份老街暫歇，人潮散去的傍

晚時段，不但能享受幽靜九份時光，更能眺望山海交錯的

八斗子海灣，看著燈光逐漸亮起的夜景，尤其輕霧壟罩

時，更增添些許浪漫氣息。

北關休閒農場

外澳遊客中心

內埤海灘風光_張淑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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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隆海水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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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鼻頭角步道 ▼  鄉野福隆便當（午餐） ▼  舊草嶺隧道 ▼  

福隆海水浴場 ▼  藍灣咖啡 ▼  住宿：礁溪溫泉區飯店

DAY 2 

烏石港 ▼  大坑觀景台-灆咖啡（午餐） ▼  頭城濱海森林公

園 ▼  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區 ▼  宜蘭市區 ▼  回程

到
大東北角觀光圈盡享衝浪、各式海上運動，挑戰海

上奔馳快感！

想來趟擁抱湛藍大海、濱海地質步道的健行之旅；抑或騎

上單車，享受大海隨伺在側的御風之旅，都可以選擇來這

裡。當然，如果什麼事都不想做，只想安靜地坐在海邊的咖

啡店裡發呆，或漫步在沙灘上，你只要來一趟東北角，在區域

內只要半小時車程，就能輕鬆找到這些放空心靈的好去處。

這是一個運動量較大的行程，非常適合喜歡運動的旅

客，路線從北端的鼻頭角開始，一路往南至宜蘭市的外

圍，全程含括健行、單車、沙灘水上運動、濱海漫步與沙

丘地質之旅。當然，這麼大運動量的旅程，絕對少不了要

安排一處適合放鬆身心的住宿飯店，因此選擇以溫泉度假

地而聞名的礁溪，ㄧ年四季不分季節，總能用溫泉洗去旅

人疲憊的身心，達到身心靈完全的放鬆。

舊草嶺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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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單車、海水浴，來趟另類小三鐵之旅

行程從東北角最熱門的健行路線鼻頭角步道出發，宛如

一艘軍艦般伸向海中的海蝕峽角，是健行路線、也是一條

沿途收藏海天一色優美景致的行程。繼續往福隆前進，從

這裡開始換上單車，騎進舊草嶺隧道，來趟充滿運動、歷

史與文化路線的單車行，出發前最不可少的配備除了水，

當然也別忘記外帶一份福隆古早味便當，騎出隧道後可以

在濱海休憩平台旁，邊吃便當邊賞海景，離開時請記得帶

走垃圾，回程時循原路或沿著濱海公路騎回福隆。

接著來到福隆海水浴場，夏季最大盛典就是福隆沙雕

季、貢寮音樂祭，絕對不容錯過。還有各式水上遊憩，好

玩又刺激，累了還可前往風管處旁的藍灣咖啡，找個落地

頭城濱海森林公園

福隆鄉野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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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石港南側也有數家咖啡館，大坑景觀台的灆咖啡，原

本是海防軍事哨所，整修後變身成美麗景觀站結合咖啡

館，午餐不妨在此享用家常宜蘭農家菜，好好休息一番。

餐後往鄰近的頭城濱海森林公園，前身是頭城海水浴場，

現在更因區域內的復古八角眺望台，成了IG熱門打卡景

點。再往南一點的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區，特殊的沙丘地

質、與自然合一的別緻建築景觀設計，除了欣賞沙丘，也

成了另類建築攝影朝聖地。

賞完沙丘記得路經宜蘭市中心，沿途還有許多拍照的熱

點，像是宜蘭人故事館、幾米公園等，或前往橘之鄉觀光

工廠參觀體驗，也能順便採買伴手禮，而後結束這趟完美

旅程。

窗位置，咖啡配濱海時光格外愜意。晚上入住礁溪溫泉區

的飯店，用溫泉洗滌當日大汗淋漓後的疲憊，隔日就能精

神滿滿，繼續充滿活力的一日了。

最夯海濱美景IG打卡
第二天首站前往僅15分鐘車程的頭城鎮，烏石港外的海

灘串連著外澳沙灘，綿延數公里，不論漫步戲水或水上活

動都是絕佳地點，尤其接近烏石港一側的沙灘外，在季風

加持下非常適合衝浪，是北部衝浪及水上運動聖地，不論

初體驗或高手，都能在這裡盡情玩樂。同時還有龜山島為

背景的美麗風景，因鄰近漁港與頭城小鎮，交通便利且旅

遊資源豐富，讓這裡夏季遊人如織。

幾米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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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hu International Fireworks Festival

2022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每年4∼6月在迎接盛夏來臨前，
澎湖的夜空總是被閃耀的花火點

綴得繽紛多彩。「澎湖國際海上

花火節」20年來早已成為每年初
夏最具代表的活動之一，也是菊

島夜空裡，不可錯過的最大璀璨

盛宴。
text 周麗淑  photo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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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
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在2022年迎來第20週年，從

一場鼓舞人心、激勵在地觀光活化為起點的節慶活

動，延續到現今的澎湖海上花火節，舉辦規模一年比一年

盛大、一年更比一年好玩，甚至成為台灣具國際觀光代表

性的夏季花火盛典。

整個活動主場煙火施放地點在馬公市觀音亭園區，搭配

點綴七彩燈光的「西瀛虹橋」為背景，並以海面為鏡像，

尤其可以在不到300公尺的近距離內觀賞高空煙火，獨具

震撼力的臨場感，可說是最迷人的獨特魅力，每年都吸引

許多國內、外觀光客前來澎湖朝聖，感受這精彩熱鬧的花

火饗宴。

延續2020年頗受好評的迪士尼漫威合作模式，今年再度

攜手國人喜愛的LINE FRIENDS歡慶登場！當然活動期間除每

週2場的熱鬧煙火外，還有搭配精彩的音樂舞台表演、歡

騰的街區遊行、紀念回顧展、攝影競賽等，情侶還能報名

來場浪漫求婚，讓全澎湖的浪漫好運都集結為你加持！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20週年，
攜手LINE FRIENDS同慶最吸睛！
每年都能吸引超過50萬人前往朝聖的澎湖海上花火節，

在系列活動中，最吸睛的當然就屬煙火秀。除了延續每週

一、四舉辦，施放地點一樣在觀音亭園區外，今年還與澎湖

海事水產職業學校百年校慶合作加碼一場週末場。另外，令

人眼睛一亮的還有跳島煙火秀，觀光客最愛的澎湖離島七

美、望安、吉貝，也都將在今年加入煙火施放行列，雖然各

只有在週末演出一場，但宛如包島般的獨家煙火秀氣勢，絕

對別處找不到。

在馬公本島的煙火秀也很精彩，各式音樂表演節目搭配

煙火秀演出，讓人沉浸在夏季浪漫中外，其中還有10場煙

火秀會驚喜出現LINE FRIENDS人氣角色，以無人機方式排列

出LINE FRIENDS裏的熊大、兔兔、莎莉等，都將與各式煙火

在空中一起萌翻菊島夏季夜空。其他場次也會與贊助廠商合

作推出企業主題場次的煙火秀，場場精彩、值得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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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花火施放20場
期間 4/25~6/30（每週一、四，21:00）
地點 觀音亭
Plus週末花火加映4場
觀音亭週末場 5/21(六) 21:00
離島加映場  5/28七美、 6/11望
安、 6/25吉貝，20:00

● 「花火20 陪你遊行」&點燈儀式
 時間 4/16(六)17:00~19:00
 地點 澎湖縣政府廣場－觀音亭區
 備註 參與遊行需事先報名
● 「花火20 週年回顧展」
 期間 4/18~9/30（暫定）
 地點 篤行十村低碳島展示館
● 「抓住澎湖之美攝影競賽」
 收件期間 3/01~10/31
 攝影期間 2/01~10/31       
● 「愛在花火佳偶召集令」
 時間 每場花火節活動前17:00報名截止
 備註 需事先報名

官網 粉絲專頁

在觀賞舒適度的評比上，由於觀音亭海灣本身就相當開

闊、離馬公市中心近，讓煙火欣賞輕鬆恣意又得以好好拍照

取景。如果還想來點不一樣的觀賞煙火方式，在地業者也推

出季節限定的海上賞花火活動，像是從「花火船」上觀賞、

「SUP立槳划船」觀看，或可以邊享受美食美酒的「帆船煙

火之夜」等，各種賞花火角度，絕對讓你重新愛上追逐花火

節的樂趣。

串連各式體驗參與，

靜態賞煙火&體驗狂歡都好玩！
為了一掃去年因疫情干擾而停辦的陰霾，加上歡慶20週

年，特別擴大加入歡樂又有趣的「花火20 陪你遊行」活

動，開放讓大眾變裝參與，另外像是「抓住澎湖之美攝影

競賽」、「花火20 週年回顧展」、「愛在花火佳偶召集

令」等，讓今年不但看花火、也能參與其中一起迎接這歡

樂的夏季盛典。

首先登場的「花火 2 0  陪你遊行」，舉辦時間是

4/16(六)，除了招募觀光旅遊相關團體、公協會、學校社

區、街頭藝人及企業團體，也開放給一般民眾報名加入同

歡。踩街裝扮主題Dress Code「繽紛光亮」，組成具有澎

湖觀光特色及在地文化風采的踩街隊伍，全家或親朋好友

一起報名參加，絕對會為今年夏天留下歡笑記憶。而且報

名者還有限量彩蛋機會，可以免費穿上主辦單位提供的旗

袍，共50個名額。遊行抵達終點站觀音亭，除了有澎湖限

定花火秀外，還有無人機科技燈光秀，全場歡樂氣氛精彩

無比，等著大家一起來狂歡！

當然，來趟澎湖花火節朝聖之旅，精彩可不僅限於此，

澎湖幾乎全島加離島，處處都是度假觀光好去處，晚上賞

煙火，白天則不論海上各式活動、地質之旅、歷史建築人

文、美食海鮮⋯等動靜皆宜，好玩好吃細數不完，讓澎湖

花火節更加魅力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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