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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尚旅游
Gourmet Travel

我们又来了！
台湾
每一次去台湾都有一个相同的理由，为了美食！
这次再去台湾，除了美食也为了民情特浓的民宿！
这次《食尚品味》特组了美食团，和读者们专程去
台湾吃吃住住逛逛......

下午抵达后直往苗栗南庄老街去。这里的居民以客家族群为主，走走停

停看了桂花巷、早期妇女用来洗衣服的洗衫坑、拥有百年历史的老邮局

和永昌宫、戏院等。当然，在两旁商店林立下，大家也停下来买买桂花

冰、丈母娘豆干等小吃解馋。

享受台北

云雾缭绕的阿里山嘉义鄒族文化部落

游

日月潭的 ”姑娘”和”少年”的合照

鹿港龙山寺



食尚品味 | GL 47

苗栗花露休闲农场

第一天傍晚时分来到苗栗的花露休闲农场。这是一

座带有城堡格式的建筑物，环境清幽，每间客房都

以花命名，如桐花房、玫瑰花等等，设计也非常独

特，明亮宽敞，房内设备齐全。尤其是原木床、精

油泡澡浴缸等等最受大家

欢迎。哦，还有免费足

疗，加分！

这时节来到花露休闲

农场，刚好是绣球花盛开

季节，那一抹的缤纷绚烂

的绣球花让大家在花丛中这里站站，那里摆摆，人

美花也娇，拍得不亦乐乎哟。

第二天清晨，亲切幽默的农场主人陈基能就亲

自带领大家游览和体验花草树木之妙，其中“香草

能量花园”里种植的香草植物如迷迭香、柠檬桉、澳

洲茶树、万寿菊等等，他都会告知哪种可以防蚊、

哪种可以安神、哪种可以提炼精油......大家都听得

津津有味并长知识。此外，园区里也设置了精油主

题馆，有园方提炼的精油相关产品如精油皂、沐浴

乳、洗发精、乳液、保养品等等。

苗栗县卓兰镇西坪里西坪43-3，

电话：04 2589 1589

The One南园文化休闲客栈

远离尘嚣，这是一座融合了江南庭院和闽式建筑特色的东方

园林。这里环境清幽，古朴文化气息浓，园区很大，风景也很

美。这次大家入住的是红砖红瓦的建筑大楼“同心楼”。它共分

三楼，一楼是用餐区，二楼和三楼则是客房。共有20间客房，

设施齐全，还提供东方草本茶汤浴。与一般酒店不同，这里有

管家服务，他们非常贴心，任何时候有何疑问，他们都会细心

的为你解答。

入住后随导览员漫步游园林，参观每一栋精工艺匠的院

落。这也包括了夜晚看风檐，那是The  One和国际弱建筑大師

隈研吾，以九重山的律动跟新竹九降風的土地紋理概念共同打

造的藝術作品，它共用了738根檜木榫接出17层框奇结构制作

而成。听闻这里也是举办婚礼的最佳地点。

新竹县新埔镇九芎湖32号，电话：886 03 5890011

台北西门町意舍

酒店就座落在西门商圈中心，和“城品生活馆”在同一栋楼，是一座以“环保、科

技和创意”定位的精品酒店，客房设计简约中带创意，而且还有可以让你穿回

家的意舍独家设计人字拖。周边商铺林立，不论是购物、街头小吃到夜市都很

方便，而且靠近捷运西门站，是提供现代和生态友好的酒店。

台北市万华区武昌街二段77号

云雾间露出墨绿色的山脉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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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露休闲农场的餐饮也是不 

容错过的。晚餐和早餐都大量

的使用自家种植的蔬菜、瓜果

和花卉入菜，不但天然健康也

美味。

晚餐有桂花醋蔬食沙拉、

甘蔗草茶山鸡、细乡葱鲜鱼

蒸、竹叶一品饮、鲜炖时蔬猪

排、三宝鱼翅羹、迷迭香宫保三味、蒜泥鲜虾、蒜汁

农场蔬菜、鲜菇养生排骨汤。

至于早餐，则是在阳光和鸟语花香中，享用简单但

美味的有机餐点--清爽的面线、有机花卉蔬菜沙拉、

香烤面包，有机豆浆，也可以再炮上一壶鲜香玫瑰花

茶，尽享幸福时光。

位于台湾西北部的新竹“风城之月”怀旧主题 

餐厅，除了以特色客家菜为大家所知，其室内

设计更是让人津津乐道。以40-60年代的旧街

景装潢为主，再加上穿着学生制服的服务员，

让食客彷佛穿越时空隧道，在浓浓的怀旧氛 

围里品尝客家风情美食，可谓美食美景一次 

满足！

品尝之客家菜肴有风城山海珍、客家盐焗

鸡、香酥红糟鳗、蒜泥蒸鲜虾、梅干扣肉封、

客家双味拼、树子海上鲜、蟹粉蛤丝瓜、芋香

米粉锅、客家香麻糬。

新竹县竹北市福兴东路一段268号，

电话：03-5500011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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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he One南园文化休闲客栈住宿的同时也品尝了茶点、 

晚餐和早餐。

南园独特的管家服务在迎宾、奉茶方面非常贴心和细致。

不论是茶点、晚餐和早餐时刻，都会简洁的介绍食材和取自

何处。茶点有清香

美人茶、柿饼、橄

榄和甜点。

晚 餐 方 面 有 传

统手工水润饼创意

Tapas、春燦蔬果

沙拉、Chorizo薄

荷甘藷浓汤、松露

粄条三味品、香桔柠檬露，主菜方面可任选嫩煎小牛OP佐春

漾双酱或时令海鲜佐番红花汁，和甜点人生七味凤梨果干。

早餐则有穿龙手工豆浆、万寿菊烘蛋、香草鸡胸肉搭春漾

蔬果沙拉佐客家桔酱、手工小馒头、野菜粥佐紫苏脆瓜、季

节水果、The One岁月静好手冲咖啡或高山乌龙茶。

在充满了古意风格设计的“点水楼”，享用美味的各式点

心如原味小笼包、蟹粉小笼包、乌龙茶小笼包、银丝蜇

皮、虾肉蒸饺、紫米烧卖、酸辣汤、风味小炒、巨无霸

萝卜丝酥饼、奶黄包等等。

台北市怀宁街64号，电话：02 2312 3100

西门町夜市除了有很

多潮牌小店，也有很

多好吃的小吃店，用

两 只 脚 走 一 走 就 可

看到如牛店、阿宗面

线 、 老 天 禄 卤 味 等

等，尽量不要错过，

一 定 要 让 味 蕾 体 验 

一下。

最后一天的午餐就在“胡须张卤肉饭美食文化馆”吃了道

地的卤肉饭，配搭笋丝、唐山排骨、蹄膀、石板猪肉、

豆腐、鸭蛋、贡丸汤、四神汤等。把肥瘦相间的肉末浇

在热腾腾的米饭上拌着吃，口味偏甜却不腻。

台北市大同区宁夏路62号， 电话：886 2 2558 9489

云雾间露出墨绿色的山脉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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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览了仿造中世纪欧洲古堡花园的新社古堡花园。

• 坐船游湖面辽阔，潭水澄澈的天然湖泊--日月潭。潭中

有一小岛名光华岛，此岛以北半湖形状如圆日，南半湖

则如弯月，故名日月潭。

•   在细雨纷飞中漫游了文化气息 

浓 厚 的 彰 化 老 街 和 一 级 古 迹

鹿港龙山寺，漫步其中彷佛穿

越了时空，处处可见静谧中的

古 迹 风 光 ， 悠 闲 中 别 有 一 番 

景致。

在台中元明商店手作DIY太阳饼，

有的吃又有的拿，大家玩得不亦 

乐乎！

台中西西屯区中清路二段  

1472号，电话：04 24269099

领略台中 食

游

台中黎客商旅 Le Parker

座落于台中市的西屯区。客房设计现代简约，卫浴、日用品具备。年轻服务人员

非常亲切。地理位置好，比邻逢甲夜市、逢甲大学、秋紅谷景生态公园、新光三

越等热门景点。

台中市西屯区至善路234巷16号

鹿港永乐饭店 Union House Lukang

为“全球奢华精品酒店”的鹿港永乐酒店就位于鹿港老城区，邻近龙山寺、九曲巷

等百年鹿港最繁华的古迹保存区域。客房设计精致舒适，宽敞明亮。早餐也具有

当地特色。

彰化县鹿港镇三民路152号

福宴海鲜楼，曾经荣获2012年饮

食杂志全国餐馆评鉴四星级优质 

餐馆。

老板蔡巾壮特别安排了精致飨

宴如宝船沙拉杯海鲜创意拼盘、鲜

白鲳海鲜米粉锅、蒜蓉鲜蒸蝴蝶大

虾；陶板鲜菇凡立帝贝、烟熏特级

深海龙鳞鱼、南瓜奶酪/樱花虾黄

金米糕、兰远红煨顶级羊膝、乾隆

海鲜牛奶锅、招牌花生甜麻糬。

台中市清水区中山路18号，

电话：04 2622 8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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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之华法式餐厅(Fleur de Sel)。线条简单的建筑里有两个不同风格的空

间，即主餐厅盐之华法国餐厅和西班牙式Tapas小酒馆。厨师采用台湾特

色新鲜食材，为宾客呈现独树一格的法式料理。虽说当天的晚餐是无菜

单料理，但每道料理精致中带细腻，不论菜品还是摆盘，都非常讲究还

抢眼吸睛。此外，服务人员亲切专业的服务，令人宾至如归。

台中市西屯区市政路581号之1号，电话：886 4 2372 6526

南投埔里金都餐厅的厨师擅长以当地当季丰富物

产如著名的茭白笋、绍兴酒制作创意兼美味乡土

料理。品尝的菜品包括带有清香酒味的绍兴酒

蛋、鲜嫩多汁和脆口的美人腿(茭白笋，因外型洁

白优美有若女人的美腿而命名)；手作红麴香卤

肉是以自制的红麴酱和陈年绍兴酒配搭肥瘦适中

的五花肉腌制，给予满口回甘味；伊娜谷双腊香

米饭是采用全台惟一在南投出产的香米(糯米)配

搭绍兴香肠和咸猪肉，能感受到其中的甘、香、

甜。其他菜品还包括了茭白福圆双酿锅、金沙凉

瓜盅、凤梨烧虱目鱼肚、刺葱椒麻山竹鸡、酸辣

高丽菜等。

埔里镇信义路236号，电话：886 4 9299 5096

台湾的夜市自然是不

能错过的，而且也不

要想着要减肥，因为

到处都是美食，一定

要吃个够！挺爱逢甲

夜市，喜欢大甲手工

芋圆、芋圆综合冰、

臭 豆 腐 ， 传 统 葱 油

饼、官芝霖大肠包小

肠等等，有机会一定

要吃个够！

鹿港阿南师小吃宴的老板娘

陈慧玲致力为大家推荐了当

地人气特色小吃，如风味十

足的鹿港虾猴酥(别名蝦蛄、

螻蛄蝦)、Q弹带嚼劲的烤大

卷(鱿鱼)、酥香脆的古早味鲜

蚵、用当地鲜蚵煮汤的清蚵

汤、蟳肉鱿鱼肉羹、清蒸午

子鱼、鸭肉米糕和花枝凤尾

虾、顶级虾丸汤、柚香和风

清蚵等等，味道很正宗，让

人想一口接着一口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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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云农场日暮时分，暖暖金光洒在大片茶园。

品味台南

又是一个细雨的早上，来到阿里山嘉义鄒族文化部落优游吧斯

(YuYuPas为原住民语，是富足安康之意)。山上云雾缭绕，空气

清新，随行道往上走，只见一大片绿油油的茶园，园区里到处

都有邹族图腾、以及多间茅草茶屋。大家也有坐有站的观赏了

精彩的邹族歌舞......完全融入了“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

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的意境中了......

虽然天不作美，下起了毛毛雨，但大家还是不介意到嘉义的奋

起湖车站走走，看看保留下来的的日式建筑、铁道、蒸汽火车

等，拍拍照留个念。这山城小镇也聚集了许多商店和摊贩，售

于东石渔人码头乘坐凯旋三号出海挖蛤和吃海鲜。在风大浪大

摇晃中大家兴致勃勃的唱卡拉OK比拼，到了沙丘挖蛤拍照。然

后在回程中享用非常新鲜的海鲜料理。

龙云休闲农场Long Yun Leisure Farm 

细雨中来到了海拔1500多米的龙云休闲农场。一眼望去

只见大片森林和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茶园中还有观景平

台，可惜天不做美，绵绵细雨看不到阿里山的日落，有点

可惜。山中不寂寞，在这里，不需要烦恼要做什么，要吃

什么，农场都为大家安排好了。除了老板邓雅元带领大家

走步道参观大片茶园、教导如何编制竹风车，也有在夜晚

让大家体验捣麻糬比赛和夜间导览看萤火虫。

台南富信酒店Fushin Hotel Tainan

座落于西门路和成功路口，邻近台南站和大天后宫、孔

庙、赤崁楼等著名古迹。客房设计雅致，空间宽敞，设施

齐全。酒店早餐品种多。此外，附近也有很多老字号小吃

店如武庙肉圆、阿松割包、碗锅等等。

台南北区成功路336号

卖当地美食和纪念品，如很好吃的爱玉冰、山葵、糕饼、铁路

便当等等。只见大家一手拿着冰凉的爱玉冰喝，一手拎着大包

小包里面装有古早味桃酥、干梅菜啦、洋参须啦、花茶啦、爱

玉粉啦......很好的伴手礼！

住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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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以创意乡土料理著名的大坑休闲农场，美味菜肴包括了外

脆内嫩多汁的炭烤山土鸡、炭烤迷你乳猪、汤美肉嫩的

药膳破布子鸡汤，味道咸甜的香煎菜脯蛋、清脆的蒜拌蔬

菜、皮脆内绵密的甘梅番薯片、非常讨喜的喜兔包，以及

有机竹笋野菜粥、古早味控肉、野菜海鲜羹、黄金花枝

丸、府城虱目鱼丸等，虽都是平常的农家菜，但大家还是

吃得很香，还打包了甘梅番薯片在车上吃！

台南市新化区大坑里82号，电话：6 5941555

台南大东夜市，有游戏摊、有卖女装的、有卖玩具的、有卖日常

用品的，但还是以美食为主，琳琅满目的美食包括炭烤香鸡排、

烤米血、卤味、现烤蚵仔、鸡肉咖喱饺等等，是不能错过的美食

聚集地。

其余更多的美食和住宿等具体内容，下次分享。

到百年老字号度小月吃

晚餐。一进店即见经验

丰富面师，熟练的煮出

一碗又一碗的担子面。

不仅品尝了醇香美味的

度小月担子面，也尝了

府城老魏拼盘、浮水鱼

羹、清蒸海上鲜、武

庙肉圆、黄金虾饼拼芋粿、府城古早味米糕、药

膳猪心子排汤、古早味甜点等许多经典台菜，

感受度小月的百年风味。

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16号，电话：6-2231744

阿里山优游吧斯邹族的玛翡餐厅，其特色风味料理大部

分选用在地食材，即原住民种植的农作物和在地物产

等。尝了玛翡美味双拼盘，即绵密豆腐和鲜炒龙须菜，

配搭酸笋丝和山葵酱，口感多层次；红茶药膳竹筒虾，

把虾放入口中吮吸，满嘴都是药材清香；苦茶油鸡，皮

酥肉质微干，配搭自制苦茶油，越嚼越香；Q弹的碧绿

红茶猪元宝，红润上色，清香入味不油腻，很下饭；此

外，还有鲜嫩的麻油珍菇轿篙笋、宫保茶酥溪野虾、树

子凤果蒸鲜鱼、汤头清爽不油腻的明日叶养生汤盅、达

邦部落野时蔬等。

龙云休闲农场餐桌上的蔬

菜大多是自家菜园里现采

现煮，让大家体会最自然

的生活，品尝最地道的滋

味。菜肴烹煮都是由老板

娘亲自上阵，猴头菇养生

汤、招牌油鸡、干煎虱目

鱼、酥炸明日叶、古早味

卤猪肉、有机轿篙笋、茄

汁虾球、三杯中卷、高山

有机时蔬等，让大家吃得

格外开心。那天也买到超

好吃的凤梨，超级甜和超

级便宜，买了5颗，晚上

切了当作饭后水果，大家

都吃得直赞好！

至于早餐部分是台式清粥小菜，清淡适口，让人感到

肠胃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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