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
故事

古都
新風貌
貌

魅力

台南 四重奏

府城台南，對於喜愛小吃及文化資產的旅客，絕對是值得一訪再訪的城市，
無法出國的時刻，正是重新探索古都的好時機。這一次，讓我們放慢腳步，
感受府城市區新舊交融的藝術火花、新化的小鎮風情、濱海廊帶迷人的鹽田
風光、山鄉白河及東山療癒身心的溫泉及咖啡香，感受台南的多重精采！
撰文．攝影：朱倢平／圖片提供：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TO'GO片庫／版面設計：郭尤茹

17甲

安平區

中西區
江水號

20
東區
台南市美術館1館
永記虱目魚丸

西市場

台南市
美術館2館

台南市區
經典府城

北區

182

古蹟 X 小吃 X 美術館
南區

疫情肆虐之際，台南觀光反呈逆勢成長，
究竟百年古都有何魅力？台南觀旅局郭貞
慧局長分享，台南有山、海、平原，豐富
的物產、古蹟、巷弄，適合多日旅遊，細
細品味台南的「慢」。此外，「美食之都」
稱號更非浪得虛名，台南被納入2022年
《米其林指南》評鑑城市，各式美味佳
餚，絕對能滿足所有老饕的胃！

1

2

4

5

台南市觀旅局
郭貞慧局長分享
台南旅遊亮點
3

1位於西門路及正興街口的西門商場主入口外觀甫修復完成 2部分布莊已遷入市場內，挑高的室內空間十分通風明亮
西市場可說是日治時期台灣最時髦的市場 45西市場路邊攤區的江水號已有近百年歷史，是許多老台南人的青春記憶

西市場

全台最華麗古蹟市場

台南人口中的「大菜市」─西市場近來整修告
一段落，以嶄新面目重現眾人眼前。這座最初建於明

3擁有馬薩頂及牛眼窗的

失修，於2017年展開修復工程，預計今年盛大開幕，
重現百年風華，也為周邊熱鬧的中正路、正興街、國
華街商圈，帶來全新的氣象。

治38年（1905）的市場為市定古蹟，是日治初期南
台灣最大的新式市場，全盛時期曾多達近百個攤位，
販售各種雜貨及新鮮貨品。

江水號

百年好滋味

西市場本體與西門商圈（淺草商圈）間的露店

明治44年（1911）市場因風災摧毀重建，第二

（路邊攤）區，也藏有許多老台南人的回憶，其中已

代市場占地更廣，並增設輕便鐵道，自市郊運送蔬

有近百年歷史的甜品店江水號，最經典的莫過於八寶

果。後續又結合銀座通（今中正路）戲院一帶商圈，

冰及芋頭冰，綿密的芋頭加上清甜的清冰，是夏日中

於市場東側設立淺草商場，儼然成為百姓民生娛樂最

最消暑的聖品，八寶冰的紅豆、綠豆、大紅豆等9種

重要的區域。

配料都煮得軟爛美味，還藏有令人驚喜的鳳梨片，使

作為全台當時最華麗的市場建築，西市場本館設

整碗甜品吃來甜中帶酸，有滋有味。配合西市場整體

有老虎窗的馬薩式屋頂、入口上方有圓山牆，牆面設

古蹟園區規畫，露店區也將拆遷重整，此地的百年店

有許多通風口，空氣對流順暢。隨2003年市場本館、

家將暫時遷移至正興街及國華街交叉口的臨時攤區，

香蕉倉庫、外廓賣店等5棟建築列為古蹟，考量年久

待未來園區開幕遷回或遷至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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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美術館1館

新舊交融經典

想在古蹟中欣賞藝術作品嗎？不能錯過台南美術
館1館，前身為1931年的臺南警察署，為市定古蹟，
當時由台南州技師梅澤捨次郎設計，為折衷主義的裝
飾藝術式樣建築，無論樓梯、拱門、梁柱處處充滿韻
味，更因為林志玲婚禮場地而聲名大噪。
2014年時，由建築師石昭永及普立茲克建築獎得

美術館停車場由日本設計大師原研哉操刀

主坂茂建築設計事務所共同設計，以新舊融合概念重

台南美術館2館

新打造為現代美術館，為補強展示空間的多元機能，
設計單位於主建築體後方增建地上三層、地下一層建

8

築，並規畫中央廊道連接起新舊建築，中庭近80年老
樹也原地保留，完美融入新空間中。
1

3

1館展示空間約1,555平方公尺，設有10間展覽

的五角造型，並以各式方形展示空間錯位，創造出自

室，其他也有如工作坊、輕飲食區、典藏庫房、文物

由彈性的參觀動線，外圍設有半戶外平台，以階梯形

修復與檢測空間。常設展中可了解美術館改建時設計

塑休憩與活動空間，每個角度都充滿線條感。

概念及過程，包括日治時期建築構件、警察局時期相

2館的展示空間更大，設有展覽室、展演廳、兒

關文物，此外更不定期展出台南在地藝術家及國內外

童藝術中心及景觀餐廳，並有超大地下停車場，這座

重要藝術作品。

停車場也大有來頭，是由設計南美館Logo的日本設

台南美術館1館

計大師原研哉設計的《Shadow In Motion》，以簡約

台南市中西區南門路37號
06-221-8881
10:00→18:00（周一休，周六→21:00）
全票$150，同日可免費參觀2館

的橢圓、線條及幾何等形狀組合而成，陽光照射下，
強烈的光影變化令人驚豔，是隱藏版的超好拍景點。

8新建的美術館2館外形以台南獨特鳳凰花為概念發想
9透明電梯及玻璃天窗使室內每個角落採光都十分良好

4

與1館相隔約數分鐘腳程的2館，是於2019年全
新落成的藝術殿堂，同樣由坂茂與石昭永建築團隊打
造，外型是以具台南特色的鳳凰花轉化為純粹又強烈

9

2

自由綻放的鳳凰花

1前身為警察局的台南美術館，也是名模林志玲婚禮場地
2中庭的參天大樹為美術館環境不可或缺的部分
3通往2樓的樓梯展現古典之美
4常設展中詳細呈現美術館修復歷程
5永記虱目魚丸招牌綜合湯及肉燥飯是許多人難忘的好滋味
67整修後重新開幕的永記虱目魚丸更加整潔明亮

府城優質住宿

台南美術館2館

台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 1 號
06-221-8881
10:00→18:00（周一休，周六→21:00）
全票$150，同日可免費參觀1館

台南晶英酒店

來到景點永遠逛不完的台南，只待一日肯
定不夠，若想連住宿都能感受府城特色，高滿
意度的台南晶英酒店是您的不二選擇。台南晶
英以府城儒風意象化為設計元素，運用閩式建

永記虱目魚丸

人氣排隊美食

築特色妝點空間，中式早餐以台南傳統小吃筒

逛完美術館，肚子餓了嗎？不妨造訪鄰

仔米糕、牛肉湯為特色，道道令人驚豔。

近開山路上的超人氣小吃永記虱目魚丸，永

今春造訪府城，可選擇台南晶英期間限定

記為台南知名劉家虱目魚丸創始者劉清泉後

「FUN鬆晶Happy住房方案」
（即日起→4/29）
，

5

代所開設，已有八十多年歷史，2020年10

入住16坪寬敞小西門套房，至府城最美沙

月時重新整修，於去年2月開張，用餐空間

龍來場專業洗髮體驗，還能至足體健康會

更明亮乾淨，但熟悉的老味道不變。

館享受腳底按摩養生療程，或選擇至晶英貴

店中招牌湯品包括魚丸、脆丸、魚皮、

賓廊品嚐主廚級美味小點及飲品，感受最愜

魚肚、粉蒸湯等多種配料可選擇，如有選擇

意的府城之夜。此外，台南晶英也推出超萌

障礙，可直接選擇9種配料的綜合湯，嚐來

「泰迪熊主題房方案」，不僅房內全以泰迪熊

新鮮爽口，毫無腥味。肉燥飯也是許多饕客

為主題裝飾，入住就送超萌泰迪熊玩偶、拖

的心頭好，肉燥充滿油脂香氣，濃郁美味，

鞋、馬卡龍等超值驚喜禮，讓您的春遊之旅舒

搭配香菜及醬瓜，讓人口齒留香。

適又療癒！

永記虱目魚丸
06-222-3325

南市中西區開山路82之1號
6:00→13:30

台南晶英酒店
6

7

台南市中西區和意路1號

06-213-6290

3/1→4/29於官網訂房搭配高鐵聯票，
再享車票7折優惠（國定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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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頭埤風景區

南173
3

新化區

南172

虎頭埤風景區
新化神社

3

蟋蟀生態館

新化區
市郊花園

古今皆愛桃花源

全區有完善的環湖步道，可開車遊園，也可健行

「新化是台南山線的入口，虎頭埤風景區雖然設

或慢跑，感受湖光景色變化。區內設有吊橋、露營及

置多年，至今仍是熱門景點，尤其受台南人歡迎。」

烤肉區，可坐船遊湖、玩獨木舟及SUP，夏季阿勃勒

台南觀旅局郭貞慧局長分享，此次台南獲觀光前瞻計

盛開時，園區黃澄澄一片，美不勝收。

畫補助，著重台南的山、平原、海區域的平衡發展。

呼應新化傳統民間文化「鬥蟋蟀」，區內設有全

其中，作為山線入口的新化發展甚早，虎頭埤風景

台唯一的蟋蟀生態館，未來也將配合「虎埤泛月生態

區1927年即被選為台灣八景十二勝之一，「虎埤泛

觀光基地計畫」，重新定位、設施再升級，重新打造

月」更被列為南瀛八景之首，有小日月潭的美稱，時

為更新穎、具互動性的生態教育場地。

至今日仍是台南市民假日踏青首選，如同台南人的後

虎頭埤風景區
06-590-3897

花園。

台南市新化區中興路42巷36號
6:00→18:00（售票→17:00）

全票＄80

生態 X 文化 X 小鎮風情
舊稱「大目降」的新化區，是台南發
展極早的區域，離台南市區僅30分鐘
車程，不僅擁有台灣第一座水庫虎頭
埤水庫，還完整保留淳樸的人文風景
及建築，未來，伴隨觀光前瞻建設計
畫的推展，最受台南人歡迎的虎頭埤
風景區也將展現全新風貌。

2

1

新化神社

見證歲月流轉

3

1走在虎頭埤吊橋上能飽覽風景區山光水色美景
2每年虎頭埤的阿勃勒花開，總吸引許多遊客前來一睹風采
3在虎頭埤觀夕陽西下時雲霞的變化，十分浪漫
4新化神社鳥居位於虎頭埤風景區外住宅區，完整保留

虎頭埤風景區中藏有全台唯二具地下遺構的日治
時期神社，建於1929年的新化神社，為台灣二戰結束
前建立的最後三所神社之一，當時是為慶祝昭和天皇
登基而興建，祭神為天照大神及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神社規格完整，包含鳥居、神橋、社務所、手水
舍、參道、石燈籠、拜殿及本殿，於2014年登錄為台
南市歷史建築，可惜神社建築主體已不存，不過昔日
社務所及十分特別的地下遺構建築，都能在虎頭埤風
景區中見到，根據日本學者津田直樹指出，新化神社
地下遺構與台北圓山的台灣神宮的十分雷同，應屬同
時代建築，具防空洞功能，於空襲時可安置神體，以
防遭摧毀，見證戰火硝煙的年代。郭貞慧局長指出，
未來因應虎頭埤基地計畫，也預計結合VR或其他新媒
體形式，讓更多人在互動中了解新化在地歷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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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北門區

台南北門
井仔腳瓦盤鹽田

北門遊客中心
17

174

61

將軍漁港

©beckhamhong66

漁港Ｘ地景 X 鹽的故鄉

17

七股鹽山

產，更有獨特的紅樹林景觀，吸引許多鳥類棲息。知名的

間日曬，海水結晶，便可再精製為日常食用的鹽巴，隨社
會轉型，曬田因人工成本過高，逐漸轉化為鹽業文化教
育場域。

176

近來，瓦盤鹽田隨陽光變化呈現出如馬賽克拼貼般的

七股區

美景，成為網美及攝影師們爭相取景之處，2019年起，

61

每年跨年北門都會舉辦井仔腳鹽田送夕陽活動，吸引全台

173

黑面琵鷺
生態展示館

北門區潟湖生態豐富，不僅有多種魚、蝦、貝類等漁

200年歷史，早期人們於海邊築埕，引水至鹽池，經長時

青鯤鯓扇形鹽田

北門〮將軍〮七股

陽光下的藍寶石

「井仔腳瓦盤鹽田」則是北門的第一座鹽田，已有超過

將軍區

濱海風光

井仔腳瓦盤鹽田

17

各地遊客提早抵達，引頸期待該年度最後一次夕陽落下。

井仔腳瓦盤鹽田現成為能體驗鹽業文化的教育場域

「鹽田是海及陸域的交界點，孕育許
多生態，也能看見先人智慧。」郭貞
慧局長分享，南台灣充足的日照及平
坦的地形，造就了濱海北門、將軍、
七股地區數百年鹽業蓬勃發展，隨鹽
業式微，未來市府預計將獨特的鹽田
景致與藝術結合，打造迷人的濱海觀
光廊帶！

昔日鹽業鼎盛，是雲嘉南地區人們重要生計來源

北門遊客中心

婚紗取景勝地

北門遊客中心由昔日的北門洗滌鹽工廠西南側倉
庫群改建，外觀保留工廠極具特色的山牆斜屋頂造
型，園區內設有多元展示空間，介紹在地「鹽業歷
史」、「濕地生態」、「宗教人文」、「地方產業」
及「文學藝術」等內容，同時也有多媒體互動區。此
外，遊客中心東側門窗及西側外牆上，還可欣賞北門
素人畫家洪通的作品，其作品運用神祕的文字畫及豐
富色彩，筆觸細膩、形式繁瑣，十分獨特。園區內還
展示有2005年擱淺於王爺港汕的巨大抹香鯨標本，具
生態教育價值。除產業、藝術、生態相關展示，中心
旁的北門婚紗美地文創園區，更是IG上的熱門景點，
園內有華麗的水晶教堂、各式地中海風格藝術裝置，
廣受遊客歡迎。
北門遊客中心
06-786-1017

台南市北門區北門里舊埕200號
9:00→17:30
免費，婚紗美地園區＄20

北門遊客中心不僅提供旅遊服務，鄰近的婚紗美地文創園區更是許
多網美必拍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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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鯤鯓扇形鹽田    《神隱少女》場景

七股鹽山

萬年不敗的親子樂園

台南濱海廊道第二站，我們來到將軍

來到七股，歷久不衰的景點鹽山值得一訪再訪。

區，此區地形多為潟湖、灘地，與北門區

七股鹽場昔日是全台最大的曬鹽場，供應國內農工業

一樣，將軍區昔日的鹽業發展留下許多獨

用鹽，2002年，隨著七股最後一家曬鹽場關閉，也結

特景觀，其扇形鹽田是齊柏林《看見台

束台灣三百餘年的曬鹽歷史，七股鹽山遂轉為觀光休

灣》中最動人的場景之一。隨產業轉型，

憩重要場域。

閒置的鹽灘土地為市府重新活化，未來也

鹽山占地達一公頃，除了能隨步道登上這座猶如

將成為濱海亮點。

鋪滿靄靄白雪的小山，園區內更設有鹽展示館、鹽雕

1975年開闢的扇形鹽田位於將軍鯤鯓

展、曬鹽體驗區等，兼具娛樂教育功能。

里，以鹽工宿舍為核心向外發散，形成巨

七股鹽山

台南市七股區鹽埕里66號
06-780-0482
3→10月9 :00→18:00 ，11→2月8:30→17:30
＄50

大的扇形，但從鹽業開闢到轉為機械化曬

1

鹽，僅不到10年光陰，加上過去曬鹽多屬

雪白的七股鹽山是台南經典不敗的景點

短期密集勞動，鹽工並未在此久居、形成

黑面琵鷺生態展示館

聚落，因此當廢曬後，偌大的鹽田就此荒

全球瀕危物種類別之一的黑面琵

廢，遠望如同《神隱少女》中水上的無人

鷺，每年冬季都會飛抵七股濕地，吸

車站，每當夕陽西下畫面更為空靈寂寥，

引大批賞鳥人士造訪七股。

吸引許多熱愛攝影的遊客前來取景。
青鯤鯓扇形鹽田

展示館距離黑面琵鷺賞鳥亭及主

台南市七股區七股溪橋
2

©beckhamhong66

3

1由空中俯瞰青鯤鯓扇形鹽田，絕美景色令人動容
23廢曬後的鹽田增添一絲寂寥，卻能拍出空靈畫面

學 名 Platalea minor
簡介

全球瀕危物種，目前只分
布於東亞及東南亞地區

棲地不遠，建築巧妙融入自然環境，

別 名 黑琵、飯匙鳥、黑面勺嘴

以圖文、多媒體影音訴說黑琵身世及

扁平如湯匙狀的長嘴，與
特 徵 中式樂器琵琶極為相似，
是六種琵鷺種體型最小者

生態，還有各種鳥類逼真模型、賞鳥
觀景平台。

瀕臨滅絕的黑面琵鷺是七股重要訪客

黑面琵鷺小檔案

台南市七股區十份里海埔47號
06-788-0642
9:00→17:00（周一休）

習性

生性機警，生活於河口、
潮池、濕地或潮間帶

2

新玩安平

大員皇冠海陸之旅

濱海之旅還不過癮嗎？您可下榻安平的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進一步感受台南海岸風光。大員皇冠酒店為台南五星級飯店，也是
5

6

IHG洲際酒店集團旗下連鎖飯店，空間寬敞新穎，還有遊戲室、水療
池、三溫暖等休閒設施，是台南住宿熱門選擇。
因應年後旅遊，大員皇冠特別推出「遊安平放輕鬆！海陸之旅3

將軍漁港

選1」活動，住宿方案可享有海陸體驗3選1，您可搭平底船飽覽安平

台版《海岸村恰恰恰》

運河風光，或乘台江解說專車前往七股欣賞國際級珍稀保育鳥類黑

看完壯闊的扇形鹽田，不妨到將軍漁港感受台版海岸
村魅力，漁港有琳瑯滿目的漁獲、熱鬧的叫賣聲，想一嚐
大海滋味，港邊的美食商場任君挑選，難怪每到假日總是

琵，或挑戰刺激的四草舟屋立槳體驗等，暢遊台南港灣。
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台南市安平區州平路289號

06-391-1858

人聲鼎沸。將軍漁港也是台南夏日音樂節「將軍吼」舉辦
場地，去年邁入第10年，年年請到重量級卡司，超過6分鐘
的主題絢爛煙火秀更將整個將軍港映照得如同白晝。
「台灣四面環海，希望透過濱海廊帶串聯，讓民眾有
機會親近海，推動海洋遊憩及教育。」郭貞慧局長指出，
除前瞻計畫，台南觀旅局也爭取到海洋委員會補助，預計
將安南、七股、將軍及北門區濱海沿線進行觀光規畫，串
4

聯起台南濱海休憩廊帶及藍色公路觀光發展。
將軍漁港

台南市將軍區平沙里156號

06-793-0460

24小時

45充滿活力的將軍漁港是許多喜愛海鮮的遊客必訪之地
6漁港夕照之美也吸引許多攝影師前來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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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菁寮老街
金德興中藥鋪
1

3

後壁區

白河區

1

關子嶺老街
火山碧雲寺

樹耳朵甜點工作室

東山咖啡公路

3

東山區

175

白河〮東山〮後壁
溫柔山鄉

溫泉 X 咖啡 X 老街
距離台南市區約1小時車程的白河、
東山、後壁區，充滿濃濃懷舊氛
圍，不僅有豐富的在地新鮮農產、
香醇的咖啡，還有遠近馳名的泥漿
溫泉及近來成為影視場景的菁寮老
街，想感受台南深具魅力的鄉村風
情，快跟上我們腳步！

關子嶺因獨特的泥漿溫泉遠近馳名，未來市府將全面更新，打造復古溫泉鄉

白河關子嶺

百年溫泉鄉

步入關子嶺溫泉老街，夾道的燈籠及古色古香的
旅社，讓人彷彿置身日本，近年來，台南觀旅局及交
通部觀光局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合作辦理各式活
動，帶動在地觀光發展。如每年暑假期間的火王爺夜
祭巡行、關子嶺溫泉美食節，於老街區舉辦如踩街、
浴衣體驗、特色市集、美食推廣、夜間街景燈飾、光
雕投影等活動，熱鬧不已。此外，市府也在白河地區
提供「小黃」代替公車的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大大
提升旅客便利性。
「關子嶺是百年溫泉鄉，透過這次觀光前瞻計畫
預算，將改善包含溫泉露頭、老街、景觀營造等，讓
關子嶺溫泉整個品牌可以再次被提升。」郭貞慧局長
分享。未來，關子嶺地區建設將大幅更新，並改善交
通堵塞問題，下次來到關子嶺，想必能感受百年溫泉
鄉的全新風貌！
關子嶺百年老街

台南市白河區關子嶺市道175

一年一度的關子嶺溫泉美食季熱鬧非凡，舉辦如夜祭、市集等精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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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耳朵

森林中的甜點屋

關子嶺近來有一家隱藏在森林中的神祕甜點工
作坊─樹耳朵，儘管位置隱密，一周只營業3天，
卻吸引許多甜點饕客前來，每到假日一位難求。
樹耳朵最早為甜點工作室，開業逾10年，手作
碧雲寺香火鼎盛，正殿內懸掛許多香客致贈的牌匾，其中「碧雲莊嚴」
匾已有半世紀歷史

甜點如巧克力藍莓塔、檸檬塔、各式手工餅乾皆用
料實在，甜而不膩，累積許多死忠顧客。遷至目前
位置後，環境清幽，七成座位設於戶外，旅客可在

百年古剎

鳥瞰嘉南平原

距離老街不遠的火山碧雲寺是關子嶺必訪景點之
一，建於清嘉慶年間的廟宇古色古香，供奉觀音佛

大樹下挑選喜愛的位置，品嚐美味的甜點及東山咖
啡，感受森林中悠閒舒適的午後。

1

樹耳朵

13:00→17:30（周一 →四休）
台南市白河區關嶺里94-7號（175縣道上公館一巷）

祖，每年與東山碧軒寺共同舉辦迎佛祖慶典，列為國
家重要民俗，迄今仍香火鼎盛。
寺廟依山勢而建，主體建築及左右廂房保有閩南
及日式混合風格，使用大量洗石子，十分特別。來到
寺廟不僅能虔心參拜，感受古剎的清雅幽靜，寺廟廣
場可遠眺嘉南平原的遼闊景致，還有機會看到雲海大
景。此外，寺廟下方設有極具中式建築特色的木棧
道，橫越公路，可一路抵達碧雲公園，風景宜人，也
是健行的好去處。
火山碧雲寺
06-685-2811

台南市白河區仙草里火山路1號
4:00→21:00

2
1火山碧雲寺歷史悠久，環境清幽雅緻，迄今仍吸引許多香客前來參拜
2寺廟後方的龍泉水水質甘甜，供信眾取用
3寺前步道可通往碧雲公園，木棧道極具特色

4

5

45藏在森林中的樹耳朵咖啡是關子嶺近來熱門景點，每到假日一位難求
678美雅家具觀光工廠中可了解傳統木藝製作流程，並實際動手體驗

白河選品

美雅觀光工廠

以蓮花及蓮子聞名的「蓮鄉」白河，每年5→8
月總吸引各地遊客前來賞花，近幾年白河積極推動
「白河選品」的優質農特產品，並推廣產地上架、
銷售，一方面減少中間利潤損失，另一方面也讓遊
客能於在產地直接向生產者購買到第一手、最新鮮
的產品。
白河選品優質店家中，方轉型為觀光工廠的美
6

雅家具廣受遊客好評，美雅家具創立於1978年，
主要研發木製家具、設計及製作，近年轉型為觀光
工廠，打造戶外休憩區、文化展示區、木工DIY教
室、創意商品區及用餐區，遊客不僅可運用五感認
識常見木材，還可挑選喜歡的商品，現場動手做，
帶回獨一無二的木筷、手機架等，累了還可於花園
廚房享用簡餐、小火鍋，是適合親子待上一整天的
農村旅遊絕佳景點。
美雅觀光家具工廠
06-681-745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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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台南市白河區馬稠後里甘宅101-1號
9:00→17:00（周一、二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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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咖啡公路

一路飄香

來到以咖啡及美味鴨頭聞名的東山區，一定不能錯
過175號咖啡公路，此地因氣候及土壤合適，早在日治
時期便開始生產咖啡，生產面積約150公頃，年產量約
20噸。而因主要產區皆鄰近175號公路上，因此有「175
咖啡公路」或「東山咖啡公路」之稱，沿途除滿是咖啡
樹，亦有數十家咖啡館，全長約20公里，您不妨挑選自
己喜歡的風格，擇一家咖啡店，享受山區閒適的午後。
其中，於175公路尾端的174翼騎士驛站因設有12
公尺長的天空步道，吸引許多網紅前來打卡拍照，也是
《俗女養成記2》的拍攝場景之一。咖啡廳不僅提供香
醇的東山咖啡、火鍋簡餐等餐點，更有寬廣的觀景平

123菁寮老街上傳統三合院保留《俗女養成記》劇中場景，並販售文創商品
4劇中主角一家開設的老中藥行，借用的正是老街上的百年金德興中藥行

台、玻璃天空步道，用餐之際還能遠眺滿山綠意，並有
機會見到雲霧繚繞的山嵐美景。
174翼騎士驛站
06-686-3350

菁寮老街
3

台南東山區南勢里南勢庄42-1號
10:00→19:30（六、日→20:30）
東山咖啡公路上選擇眾多，
174翼騎士咖啡因餐點美味、景
色宜人廣受好評

▲

2

走進《俗女養成記》場景

近幾年台劇魅力無法擋，廣受五→七年級生

▲

1

喜愛的《俗女養成記》讓後壁的菁寮老街重新成
為超熱門景點，無論平、假日，總擠滿前來拍照
打卡的遊客。這個早年亦曾因紀錄片《無米樂》
而竄紅的社區，迄今仍保留台南農村淳樸風貌，
老街上鐘表店、棉被店、碾米廠建築林立。
其中《俗女養成記》女主角陳嘉玲（謝盈萱
飾）家中經營的中藥店正是於老街上的「金德興
中藥行」取景，劇中一家人居住的傳統三合院，
5

就位於中藥行後方，戲劇殺青後完整保留陳設，
即便未看過該劇的遊客，也能從劇中角色房間中

5174翼騎士設有12公尺長天空步道，也是影劇拍攝場景
6東山區農會內保留近百年的日式米倉及木造碾米廠
7東山龍眼蜜因純度高、香氣芬芳，是許多人造訪東山必買伴手禮
8文化館中不僅能現嚐美味咖啡，也可考慮將咖啡濾掛包帶回家

的復古物件，重返嘉玲的青春年代。
金德興中藥鋪
4

台南市後壁區墨林里菁寮191號
10:00→17:00（周一 →五休）

東山區農會

日式穀倉飄咖啡香

駛離咖啡公路，不妨至東山市區，帶一點
伴手禮回家吧！中興路上的東山咖啡文化館就
設於東山農會旁，園區中不僅售有在地自產自
銷的咖啡、龍眼蜜、龍眼乾等特產，還保存有
6

建於昭和9年（1934）的日式米倉及木造碾米
廠，詳盡介紹稻米於此去殼、分離等過程，品
嚐香醇的東山咖啡之際，也不妨走入近百年的
古蹟，一窺稻米身世。
東山咖啡文化館
06-680-2816

台南市東山區東中里中興路1號
10:00→17:00（六、日→18:00）

7

後壁區保存農村淳樸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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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