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村酒莊巡禮 
全台特色酒莊，達人帶路 
讓您吃喝玩樂一次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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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邊景點：虎嘯山莊、桃米紙教堂 

 電話：(049)242-3828、(049)298-6112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蜈蚣里鯉魚路22-3號 
 官網：http://distillery.pulifarm.org.tw/ 
  

走到便利超商，打開冰箱許多
礦泉水的瓶身上的水源地都印
製著來自於埔里。埔里的好山
好水深植台灣人心中，來到一
座台灣的地理中心、這一塊純
淨的聖地，有一座孕育著充滿
香氣的酒莊正等著大家來尋訪，
它是「埔里鎮農會農村休閒酒
莊」。 
  
埔里鎮農會酒莊在農委會輔導
下由傳統農業轉型，是九二一
重建區輔導設立九家民營酒莊
之一。酒莊為地上二層樓建築，
以柔和的粉紅色為外牆呼應著
象徵愛情的玫瑰花，走進酒莊
內，一股淡淡的香氣撲鼻而來，
主要釀製的酒品有百香果酒及
玫瑰花酒等, 此外酒莊也販售許
多埔里在地生產的農特產品。 

: https://www.facebook.com/PuliDisti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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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日夜溫差大、水質純淨，適合種植玫瑰花，台灣

大多的食用級玫瑰花都來自於埔里，以花入酒更是台灣
少見的做法。埔里酒莊的玫瑰花酒屬於浸泡釀造，製造
過程中完全不加香料與糖精，分別有真情玫瑰(酒精16度)
及玫瑰淡酒(酒精7度)；玫瑰淡酒喝起來有著淡淡玫瑰花
香氣，酒精濃度也不高，深受女性喜愛。 
  
此外埔里的百香果產量占台灣80%，因此酒莊採用產地的
新鮮百香果，以百香果釀造出來的「百里飄香」口感柔
順、酸甜適中，香氣濃郁又順口。而另外一款酒品「迷
霧森林」，則是以埔里特產的「五葉松」為原料製成並
以去蕪存菁的蒸餾方式取酒，製作出酒精濃度高達39度
的五葉松酒，此款味道較為濃烈，相當適合喜好烈酒的
人飲用。 

酒莊體驗 

埔里農會酒莊提供20人預約體驗的行程，可自行到玫瑰
花園採摘玫瑰花及製作玫瑰花醬和玫瑰花相關產品，過
程中有專業導覽員講解。 
 
酒莊裡種植的玫瑰花是可食用等級，與市面上買來送人
或觀賞用的玫瑰花是不同的，先把摘下的玫瑰花瓣先洗
淨一次，接著用剪刀把玫瑰花瓣剪成細碎狀，再將花瓣
慢慢放入煮沸的水中，同時加入砂糖及少許的檸檬汁，
煮到醬汁收乾，即可裝瓶，將自己做好的玫瑰花醬加入
香草冰淇淋上或是吐司都是很棒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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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嘯山莊 
南投是台灣唯一不靠海的縣市，更是台灣的正中心點。
要眺望埔里小鎮的最佳所在就屬距離埔里市區不遠的虎
頭山上，來到虎嘯山莊，山莊內有塊草地及咖啡廳，草
地上白天是飛行傘的起降地，夜幕低垂後更是眺望整個
埔里夜景的絕佳勝地，以民房為背景，白天遠眺遠方的
青山，郊區的田地在晴朗陽光輝映下，顯得透明清澈翠
綠，入夜後埔里的星光點點，萬家燈光的景象，更成了
情人眺望埔里夜景、浪漫約會的好地方。 
備註： 
入園酌收入場清潔費30元，持有殘障手冊之朋友則可免
費入園免費入園 

桃紙米教堂 
撼動台灣的九二一大地震造成桃米村的住家多為全倒及半
倒，受創率高，而這場地震也震出了當地農業沒落及人口
外流的問題。但沒有危機哪來的轉機，在地震後的桃米村，
積極尋求一條重生的機會，在紙教堂進駐後，把希望的光
也帶進了桃米村。同樣遭受地震災害的日本，在阪神大地
震造成的傷害後，日籍建築師「阪茂先生」積極利用他的
專長，在倒塌的鷹取教會闢建了一座紙教堂，集結了志工，
凝聚了人心。在台灣發生同樣的災害後，這座教堂飄洋過
海，帶著重建意義及希望不滅的精神來到了桃米村，沿續
它的新使命。 
備註： 
入園需收門票120元可抵110元園內消費，另有優待費及免
費入園 

週邊景點 



            週邊景點：大里康橋 

電話：(04)2339-9191 
地址：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345號 
官網：http://www.twwfaske.com 
         ：https://www.facebook.com/wfn462 

霧峰早期稱為「阿罩霧」，
有一說法出自平埔族貓羅社
所居之地的原住民族
「Ataabu社」之漢譯，另一
說則說霧峰地區的東半部山
區經常煙霧繚繞，因以罩霧
為名。霧峰產的香米遠近馳
名，更是深受許多愛吃米食
的朋友擁戴，讓霧峰有著
「香米故鄉」的雅號。因為
盛產香米，霧峰地區的農人
開始提升「米」之經濟附加
價值，著手利用香米來釀造
酒品，更是遠赴日本學習清
酒(Saka)的釀造技術，持續
研發出品質甚好的清酒「初
霧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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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區農會酒莊是由早期的米倉經過改造而成，利用

在鄉村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柑仔店」為佈置雛形，空間
中展示礱米機及碾米文化，透過照片和文字說明清酒釀造
與霧峰之間的微妙關係，裝飾非常復古懷舊，並展售霧峰
在地相關的農特產品，還設置米的私塾、展售週邊商品、
藝術酒坊、品酒客棧、觀光酒藏等等，希望讓到此一遊的
遊客除了品嚐香醇的清酒，還了解米食文化。 

 

酒莊釀製各種等級的清酒，不同等級的清酒喝法可

分為溫飲和冰飲，而不同溫度的喝法可以感受酒品所散
發出不同香氣及味道。商品包裝由國內設計師設計，著
重於設計感於包裝形象方面，從酒瓶、酒品、農業伴手
禮等等都與傳統的包裝模式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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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米、洗米、浸製與瀝水、蒸米、冷卻、製麴、

酒母，醱酵30天後壓榨，蒸餾、低溫殺菌、熟成、過
濾、調和、裝瓶完成，喝一口清酒，必須經過十多個
步驟，過程如此繁複、不簡單。清酒根據米原料的精
米度來區分，可分為八個級數，醞釀出好的清酒需要
三個條件，分別是好的原料、好水及好技術，雖然臺
灣的氣候不太適合釀製清酒，但酒莊不但克服了這項
困難，還因此造就了酒莊一年四季都可以釀造生產清
酒環境，並以契作方式與農民合作，採用霧峰原產地
的香米，嚴格控管米的品質及純淨，以釀製優質的酒
品。 

大里康橋 
午後陽光斜映在河面上，倒映出遠方的綠樹、雄偉的建築
以及悠閒垂釣的釣客，在那水天一色的溪流上，有一座俐
落的橋身跨越兩端，這裡是大里康橋。這座康橋是由經濟
部水利署計畫中所建成，計畫理念是創造一條屬於台中市
民和中興大學學生的河濱公園，整治了原本不是那樣親人
的河岸，成了足以媲美英國康橋的休閒之地。  
 
經過人工生態淨化後的河川變得更加透測，用嶄新的風貌
重新迎接市民的到來，不管白天或黑夜，都展現出不同的
風貌，更拓展了台中的休閒空間。 

週邊景點 



            週邊景點：大湖草莓園、薑麻園 

電話：(037)994-986 
地址：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9鄰八寮灣2-4號 
官網：http://www.dahufarm.org.tw/wine 
          ：https://www.facebook.com/dahuresort 
 

說到春天必做的事情，大概採草
莓會被列入前三名吧！春天來到
大湖，隨處都可以聞到草莓的香
氣，這裡是草莓的故鄉。來到大
湖，除了可以採草莓之外，這裡
的大湖地區農會休閒酒莊更不可
以錯過，酒莊於民國91年結合了
泰安鄉農會成立，是苗栗地區最
大的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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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地區農會休閒酒莊的特色是生產、製造草莓酒，

是亞洲第一個草莓酒置酒產地，目前全世界僅加拿大、
美國有釀製草莓酒。來到酒莊，園區外的巨大草莓是許
多遊客來到酒莊必然會合照、打卡的地標景點，而整個
園區細為幾個項目，酒莊、紀念品、餐飲部與文化館等
等主題，都以草莓為主題。 
 
採過草莓、喜歡吃草莓，當然要先暸解草莓的生長過程，
「草莓文化館」總共有五層樓，一樓是販賣部，二樓是
放映室，三、四樓則是草苺生態展示，來到了五樓則是
空中花園。 
 

 

草莓文化館館內主要展示著草莓的一生，從草苺

的分枝、開花、結果、產地、品種等等，文化館館內都
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做詳盡的介紹，讓遊客能夠快速又深
入了解大湖與草莓之間的產業特色。 來到酒莊，這裏主
打的草莓酒品更是不可錯過！ 
得過獎的草莓酒「湖莓戀」更是酒莊最厲害的單品。草
莓淡酒雖只有6%的酒精成分，一口喝下，口內瞬間草莓
香氣四溢，口感順滑、香氣卻濃郁，因為酒精的成分不
高，大多不喝酒的朋友都能夠接受這款草莓酒。而11%的
湖莓戀酒精味就真的比較濃郁了！喝完整個口腔會充滿
了草莓的香氣，彷彿吃到了真實的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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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完草莓、品完草莓酒，接著就是帶上一盒伴手

禮了！位於酒莊內的「草莓農特產商品販賣部」商品
應有盡有，從草莓和果子、草莓果凍、草莓酥、草莓
果醬、甚至草莓酒蛋、草莓鐵蛋等等，而「草莓啤酒」
和「草莓香腸」是大湖酒莊限定的商品，啤酒充滿草
莓的香氣，但味道沒有草莓淡酒來的香醇，喜歡嘗鮮
的朋友可以來這裡喝看看。 

酒莊提供草莓果凍DIY課程， 跟著講解人員的步驟一步一
步的將果凍製作完成，待果凍放涼結凍後，淋上了大湖酒
莊無添加任何防腐劑和化學香料的自產草莓醬增加風味，
擠上奶油、巧克力棉花糖等等裝飾，就完成了好吃的草莓
果凍了。報名參加草莓果凍DIY的行程設備和材料都由酒
莊準備，只要提前預約即可。 

酒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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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草莓園 
大湖是草莓的故鄉，草莓產季為11月至隔年4月，產季
中草莓分為4至5個花期，第2期與第3期的草莓是最好
的，盛產極大值落在12月至3月。起初大湖栽種草莓是
為了提供給「義美」製作草莓冰淇淋原料，因為當地
的氣候及土壤都非常適合草莓生長，這裡的居民就廣
泛的種植草莓。後來許多旅客開車駛經台三線、途經
大湖段時，發現有許多草莓園林立，紛紛詢問農家是
否通融開放體驗採果，久而久之大湖採草莓的觀光產
業隨之起飛，貫徹了草莓之鄉的美名。據說，在南風
吹來的春天，草莓紛紛轉紅成熟，整個大湖的空氣都
會飄逸著濃濃的草莓香呢！ 

薑麻園 
早期許多先民從大陸帶著老薑過來，由於薑麻園地區地形、
土質、以及氣候等特殊條件，非常適合種植薑，因而發展
起了薑的各種產業，全盛時期，薑麻園還供應著全台灣的
薑種。但時代轉化之下，各地已經開始種起了薑，讓薑麻
園生產薑需求大幅縮減，現在自給自足比較多。 
 
薑麻園農業休閒園區位於苗栗大湖與三義的交界，是「全
國十大經典農村」，而「薑麻園」早在日據時代就已經存
在於此。此地為關刀山山系之上，海拔約五百至八百公尺
之多，知名的雲洞山莊也在此不遠處，在天氣條件等等配
合之下，薑麻園是朝聖雲海的好所在。在薑麻節時此區會
以薑為主題，舉辦包括薑的種植環境認識、薑的各種加工
品製作、品嚐及觀賞等等活動吸引遊客前來，不妨找個時
間來薑麻園走走，用五感身體力行展開旅行。 

週邊景點 



            週邊景點：忘憂谷 

電話：(04)2683-3298 
地址：台中市外埔區月眉西路588號 
官網：http://www.shu-sheug.com/sindex-1a.html 
 

說到台中外埔，許多人肯定非常
陌生，但這裡有一間農村酒莊
「樹生休閒酒莊」，他不僅是台
灣第一間主打葡萄酒的酒莊，更
是台灣最早栽種釀酒葡萄的果園。 
 
酒莊位於高台地形，排水良好，
適合釀酒葡萄生長的需求，酒莊
主要種植的是黑后葡萄及金香葡
萄，果實比我們一般在市面上看
見的鮮食葡萄小上許多，吃起來
口感略酸澀，果實也較小，雖不
適合作鮮食水果，卻是釀造紅、
白葡萄酒的最佳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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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生酒莊名稱取自於日據任職於農會理事的「洪

樹生」先生，當時他身體力行，帶領9個兒子在外埔試種
葡萄，並鼓勵其他農民一起打拼，當時，現任酒莊莊主 - 
洪吉倍才8歲，經營者就是在不忘先祖胼手胝足的創業精
神及後續不斷汲取種植與釀酒的新知下，逐步打響「后
里葡萄酒」名號。 
 
釀酒用的「黑后葡萄」主要產季是在7~9月為主，如果挑對季
節前來酒莊時，葡萄果結實成串高掛的畫面相當壯觀，酒莊附
近風景質樸，更多次吸引了大愛劇組來此取景拍攝大愛劇場。 

 

 

樹生酒莊主打樹生特級紅酒、舞月天、樹生金香

白葡萄酒與曼巴甜酒，樹生所釀酒的葡萄是不剝皮的，
用機器將皮一起榨成葡萄汁，所以喝起來會有帶點葡萄
皮酸澀感，口味相當獨特；舞月天則呈淡黃天然酒色，
散發出柑橘、 荔枝與玫瑰花香，微甜中帶有果酸，口感
甜而酸澀，適合冰鎮6~8度飲用。 
 
在園區內更可買到后里當地的特色農產品當伴手禮，拜
訪樹生休閒酒莊不一定要自行開車，假日期間更有免費
觀光巴士接駁可以抵達酒莊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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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生休閒酒莊除了自行釀酒與販售之外，更提供合菜
型的餐點服務，主打「無菜單料理」全依照今天主廚
擁有什麼食材而決定，但大多的蔬菜都是來自於酒莊
自行種植的無毒蔬菜。料理中，讓人印象深刻的有樹
生休閒酒莊的私房菜，「赤道櫻草」，味道有點像是
地瓜葉，口感脆而帶有草味。因堅持採用最新鮮的食
材去製作料理，大多烹煮的方式都是採最原始的，如
清蒸或是川燙，不添加過多的香料及多餘的烹煮過程，
吃的到食材的原始原味，非常養生健康。 

忘憂谷 
素有台中忘憂谷的「觀音禪寺」，是近年新興起的台中秘
境，每年稻收之際，金色稻海搖曳，是外埔最美的時刻。
田間小徑宛如一條閃電，穿插在田與田之間，沒有電線杆、
沒有建築，原始自然的美景，宛如秋風的掌紋，攤開一片
金黃脈動，讓人感動，用一塊塊金色的布，拼湊出台中外
埔最美麗的秋色。 

特色餐飲 

週邊景點 



            週邊景點：月眉糖廠 

電話：(04)2556-4100 
地址：台中市后里區眉山村甲后路819-20 號 
官網：http://www.shwine.org/first.htm 
          ：https://zh-tw.facebook.com/sh.wei.shin/ 
 

松鶴農產品酒莊位於台中市
的后里區。 
 
台灣加入WTO後，大多的葡
萄酒原料大多都進口自國外，
民國92年成立的松鶴酒莊配
合農糧署的政策，致力研發
釀造台灣在地的特色葡萄酒
品，主打紅果柑紅葡萄酒
(酒精11度)，屬於微甜型的
紅酒，11℃~12℃是最佳飲
用溫度，適合炎熱的夏天來
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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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里的葡萄，種植歷史可以追溯到日治時代，當時由日

本人引進很多不同品種的葡萄到台灣種植。其中以黑后葡
萄居多，發現后里的地理環境相當種植葡萄，因此台灣大
多的黑后葡萄都出自於后里。大多的葡萄都是依照葉子的
樣子來分辯，葡萄一年有兩次產期，其中11、12月的第二
季為主要旺季。 
比較特別的是，葡萄每三年必需剪藤讓他休眠一次，否則
持續產果的葡萄壽命會不持久。全世界葡萄共有30多種，
走入松鶴酒莊的園區內可見琳瑯滿目的各式葡萄植栽，酒
莊園區內隨處都可見葡萄爬藤的景象，園區內的葡萄品種
數量甚至達到20種以上。 
希望藉此讓整個酒莊園區能夠兼顧寓教於樂，除了喝葡萄
酒之外還可以認識各式不同葡萄的品種，進而吸引遊客參
觀，來到松鶴酒莊，有吃、有喝、又學得到知識。 

 

月眉糖廠 
製糖是日治時代的重要產業，月眉糖廠創立於西元1909
年，日治時期由日本人小松楠彌氏創廠，當時取名為大
甲製糖所，屬日糖興業株式會社。在台灣光復後，由台
糖接手持續產糖，隨著時代變遷，目前已經停止壓榨，
並保留了當時製糖的機組，活用了園區內的歷史空間，
改設成賣場，展示中心，除了販賣台糖產品外，也販售
當地土特產。 
 
成功轉型成為觀光糖廠，接待起更多遊客的到來，成為
后里旅遊的熱點。 

週邊景點 



            週邊景點：高美濕地、鰲峰山觀景台 

電話：(04)2671-0909 
地址：臺中市大安區中庄村3鄰中松路36號 
網站：http://www.annofood.com 
         ：http://www.facebook.com/DAANWINELAND 
 

臺中大甲區的所出產的芋頭遠近
馳名，其實鄰近大甲區的大安區
也同樣盛產著好吃的芋頭，兩個
區域同屬大安溪與大甲溪的沖積
地，肥沃的土壤相當適合種植，
得天獨厚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了
大安與大甲好吃的芋頭。 
 
大安區農會酒莊主打特色產品為
芋燒酎酒及薯燒酎酒，更特別出
產酒精濃度甚高的「九降風酒」。
採用大安在地盛產芋頭製造，
「芋燒酎」更是大安區農會曾經
得獎的好酒，芋燒酎酒系列的外
包裝充滿日式風情，尤其是那個
用毛筆字寫下的落款標準字，相
當精美討喜，小小的一罐不論是
收藏或是送禮都贏了裡子與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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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採半數位化管理，空氣中飄散著濃郁的酒香，好

像走著走著就會醉了一般，全廠由機器控制恆溫，並由
工作人員每天悉心照料酒品的發酵狀況。 

 

鰲峰山觀景台 
長四十五公尺、深六公尺的半圓形平台可以觀賞180度景色，
看下去，會發現台中海線地區並無太多的高樓或是閃爍的
霓虹燈，從這裡看到台中港煙囪林立的景緻，高美濕地著
名地標風車排排站轉動，清水市區的風景，天氣晴朗時是
看夕陽與夜景的好地方。 

週邊景點 

 

高美濕地 
高美溼地曾經是台中非常熱門的海水浴場，但在民國
65年台中港完工後，高美海水浴場因泥沙日漸淤積，
最後終告關閉。也因此讓高美海水浴場有了休息的時
間，蛻變成為我們目前所認識的「高美溼地」。 
 
高美溼地目前為台灣第17座野生動物保護區，有範圍
性的管制進入已達到保育生態的條件，每年秋冬之際
會有大批的候鳥抵達高美溼地，是候鳥的度假勝地。
近年來因為興建起這一整排的風力發電風車，加上許
多攝影師在此拍下許多美麗的夕彩照，成為看夕陽的
美境聖地。 



            週邊景點：大溪漁港 

電話：(03)9778-555 
地址：宜蘭頭城鎮更新路126-50號 
網站：http://www.cjwine.com/ 
         ：https://www.facebook.com/cjwine/ 

冬天的宜蘭總是多雨，也因為
多雨的特性，這裡產出的「金
棗」是最飽滿的。金黃可口的
金棗所釀造的金棗酒，正是藏
酒酒莊的最特色酒品。 
 
藏酒酒莊是宜蘭縣民間自營的
第一家以綠建築概念為主軸的
酒莊，隱身在梗枋漁港附近的
山腰上，佔地約25公頃，而酒
莊主體面積占約七分地，擁有
得天獨厚的好山好水，醞釀出
許多自然的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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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莊依靠雪山山脈山麓，水源皆取自於雪山山脈的

泉水，園區內並採用有機原料種植大量的金棗樹及柑橘
類的水果，都是安全的無毒水果。大量生產出來的金棗，
經過園方的研究醞釀，成了酒莊的極具經典特色酒品
「金棗酒」。 

 

第一次來到酒莊，很難想像這樣的山林中有著這樣

的一個「秘境」，在莊主的介紹下了解了酒莊的特性及
酒品，我最感興趣的是酒莊所出產的「龜山朝日」，瓶
身以宜蘭在地水果金棗為藍圖，酒名更是呼應了宜蘭地
標「龜山島」，搭配蘭陽七大景的龜山島日出為主軸，
光看瓶身就好想讓人買一瓶回去收藏，而龜山朝日的酒
精濃度也僅8%，以嚴選的金棗，取用雪山山脈的山泉水
加上藏酒培育的酵母菌種進行釀造，喝起來清爽的微酸，
夏天時可冰鎮至6℃~8℃度飲用，是最佳的品嚐風味，
不喜歡喝烈酒的人很適合品嚐這款。 



 
金棗酒的顏色看起來透明、清澈帶金黃，喝起來

有點酸但不澀，金棗酒搭配有澱粉質的東西一起吃，
會有讓食物更顯好吃的特性，搭配海鮮會更提鮮，搭
配壽司也不錯。園區內除了有好喝的金棗酒之外，也
有其他相關水果酒品，如紅酒、白葡萄酒等等。 
 
酒莊因為地處天然山林環境中，空氣清新，讓人有一
種遠離塵囂的舒適感，不喜歡人潮擁擠的觀光區，可
安排一天來頭城農場和藏酒休閒酒莊一日遊，包你將
宜蘭的美食、大溪漁港的海產一網吃盡。 

大溪漁港 
沿著濱海公路北走，過了大溪車站後，路口的車潮突然變
多，原來這裡是大溪漁港。大溪漁港是許多熱愛吃海鮮的
行家必來的漁港。 
 
每逢下午兩點過後，一輛輛漁船載滿了漁獲回港，卸下了
活蹦蹦的新鮮魚貨，一湧而上的都是來自於各地餐廳的老
闆及買魚達人，他們千里迢迢跑到這裡只為了買得一袋袋
新鮮的魚貨回家。 
 
喜歡嚐鮮，大溪漁港內更設置代客料理專區，你可以買自
己喜愛的海鮮，帶到這些店家，專人馬上烹煮成一道道新
鮮海產料理。 

週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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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邊景點：東勢林場 

電話：(04) 2587-9197 
地址：台中市東勢區東蘭路196-65號 
網站：http://sweetcharm.smartweb.tw 
          ：https://www.facebook.com/SweetCharm.TW 

 
台中東勢是我的第二故鄉。小
時常常與家母一起回來東勢探
望外公、外婆。卻都不知道原
來隱身在台中東勢區往苗栗卓
蘭鄉的台三線旁，有著一間專
門利用梨子釀酒的「石圍牆酒
庄」。  
 
小時候常與外公、外婆一同上山
採水梨，其實東勢盛產的高接梨
可是享譽海內外，是出了名的好
吃，但我從不知道原來水梨是可
以釀酒的？這次就跟著濃郁的梨
酒香香氣，來到了石圍牆酒庄一
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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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踏進石圍牆酒庄，外觀傳統的紅磚合院建築，搭配

上的象徵客家族群的花布，並以一顆簡單的巨石用紅字
刻劃出酒庄的字樣，向來往台三線的旅人們招手，相當
吸引我的目光。 
酒庄內，隨處可見的是古早時候所用來醃漬或是釀酒的
大小酒甕，整齊劃一的排列在酒庄內外的地面上，搭配
隨風飄散而出的淡淡酒香，畫面與味覺的組合非常相當
耐人尋「味」。 
 

 

隨著工作人員的帶領，探訪酒庄內的每個角落，了解

了酒莊主要以在地農民組成經營團隊，以發展東勢地區
的農產業為特色，行銷東勢地方造酒文化產業為目標，
因此酒庄內除了有釀造許多美味的酒品之外，也有提供
充滿東勢在地特色的客家美食及裝飾。 
 
進入到專門釀酒的空間，牆面上註記著許多關於蒸餾、
釀酒等等的製作過程，十分有趣又讓遊客可以快速了解
製酒過程。酒庄裡有許多正在釀造中的米酒，一陣濃厚
的米酒味撲鼻而來，好香、好醇阿！ 
 
石圍牆酒庄以釀造米酒聞名，但米酒只有在冬天才能釀
造，釀造米酒需二次蒸餾到75度之後，約熟成兩到三年
才裝瓶販售。除了米酒之外，石圍牆酒庄也釀製梅子、
梨子及橘子等水果酒。  



 
其實要釀出好的水果酒必需先找好的原料與酵母，

早期傳統釀酒方式常礙於原料品質及製酒技術而有所
限制。不過，石圍牆酒庄仍然要求要有好的品質，所
以目前研發釀造的水果酒都是採用上好的水果去製作，
經發酵後、除渣去釀造，經過完整的檢驗才正式裝瓶
販售。 
 
石圍牆酒庄近年開發的水梨酒採用的是「蜜雪梨」，
這種梨的特色是過熟吃起來會有蘋果味。但也因為不
易保存，通常只能放置一個禮拜，因此市面上較難買
到，大多以熟客宅配方式販售，所以價格也較貴。 
 

 

當天我記得老闆笑著說：我們石圍牆酒庄其實沒有太

多的特色。但或許是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境界，「沒有特色
就是最大的特色」，那種最簡單最樸實的呈現，淡淡卻又
讓人記憶深刻的渾然特色，不正是旅行中最簡單與健康的
快樂，我樂於推薦石圍牆酒庄給大家到此一遊，探索這濃

厚客家風情的可愛酒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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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圍牆酒庄的二樓，二樓以餐廳與DIY手作區為主，遊
客來此除了可以認識酒釀的過程外，更可以體驗自己手
作自己的「創意釀酒」。石圍牆酒庄只要預約，就可報
名參加，提供每人每份的素材，有紙盒及玻璃瓶，紙盒
是用來彩繪用的，而玻璃瓶則是要裝米酒與花草來釀造
專屬自我的釀酒。並搭配使用12種花草去釀造，每一種
花草分別代表一個星座。最後外觀以各種複合媒材，製
作出一個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紀念酒，製作過程約1-2
小時左右，是個簡單、輕鬆又好玩的體驗。 

東勢林場 
東勢林場每年四月中旬至五月下旬，由萬隻紛飛
的螢火蟲共同點綴，東勢林場的森林就會閃爍起
一片星光。東勢林場有中部陽明山之稱，距離台
中市只要一小時車程。因為有著純淨的土地及水
源，東勢林場相當適合愛乾淨的螢火蟲。利用這
樣的地理優勢，逐年復育螢火蟲，幾年功夫下來，
螢火蟲爆量激增，每逢春夏交接之際，那數萬隻
提著小燈籠的螢火蟲出來紛飛，在東勢林場的夜
幕中紛飛，成了台中地區最佳的賞螢聖地。 
拍攝的朋友記得請勿使用閃光燈，採用手動對焦，
並請勿擅自進入生態保護管制區內拍攝。以上提
醒主要都是要保護螢火蟲的生活圈，這樣才能夠
延續美景，讓未來的子子孫孫都能夠感受到這樣
的體驗及感動。  

酒莊體驗 

特色餐飲 
石圍牆酒庄也提供道地
的東勢客家小菜，十人
份價目大約是四千元一
桌的合菜，主要以道地
的客家小吃為主，如菜
圃蛋、客家小炒、米粉
炒、泰式海鮮、蔥爆鮮
魚、油雞、薑絲炒大腸、
洋蔥炒羊肉、酸白菜鍋
湯等等，相當豐富。吃
飯之前，也可以搭配酒
庄自產的水梨酒與胭脂
梅釀來潤喉，尤其是梨
子酒的部分，聞起來有
淡淡梨香，一口喝下去
後卻有股濃郁的梨子味
衝了出來，整個口腔都
是香醇的梨香，真是讓
人越喝越愛的一種好酒！ 

週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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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邊景點：柳家梅園 

電話： 049-2791949  
地址：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新開巷11號  
官網：http://www.52313.com.tw/wine.html 
          ：https://zh-tw.facebook.com/52313.tw 

 
梅花梅花越冷越開花。 
 
一月來到信義鄉，天氣還冷得
讓人打哆嗦，但這裡的梅花卻
不失精神，綻放的令人驚艷。
隨著時序推進到了四月，梅花
雪白的花瓣已經隕落成泥裡的
浪漫，原本光禿禿的樹梢以結
滿了累累的梅子。 
 
梅農喜悅地摘下這一粒粒春神
的禮物，一籃籃的送進了山麓
下的信義鄉農會酒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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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又一輛小貨車緩緩地倒車入庫，

四月中下旬的酒莊好熱鬧，農民們帶著喜悅的笑容，將
自家梅園種植的青綠梅子送進了酒莊，完成他們這一季
的任務。 
 

 

酒莊加工處理廠又稱「梅子夢工

廠」，每年適逢梅子採收期，梅農
們就將一顆顆豐碩的梅子摘下，並
做農藥殘留檢驗，通過檢驗的梅子。
才能夠繼續送到酒莊，進行加工釀
製，成了一瓶瓶好喝的梅酒。 



 
信義鄉農會酒莊是全台灣第一間用故事包裝酒品

的酒莊，以信義鄉盛產的梅子及原住民常用的小米為
主題，融入故事，搭配新的創意思維，將原本單純樸
實的農產品，延伸出一系列創意主題，如山豬迷路、
忘記回家、馬拉桑、小米唱歌等等，多達數十種。使
農產品、酒品延伸出更多的文化附加價值，成了引人
目光的精緻伴手禮。 
前些年風靡亞洲的國片「海角七號」大家肯定不陌生，
劇中常聽到的馬拉桑便來自於信義鄉農會酒莊，酒莊
內更有販售「馬拉桑鮮啤酒」，也有現在時下非常流
行的「梅精」產品。 

 

夢工廠前身為信義鄉農會的

食品加工廠，隨著時代潮流，轉
型成主題酒莊，除了販售梅子相
關的酒品、農特產外，更是一座
文化導覽的觀光站，展示著更多
關於信義鄉這座山居城市的故事。
不僅是旅人中途休息的停靠站，
更承載了信義鄉每個梅農們的一
年喜悅與願望。 

柳家梅園 
每年一月是南投梅花盛開的季節，年年都可在網路上
看見許多來自信義鄉的梅花大盛開的壯觀照片。梅花
的花期很短，通常一月中旬過後，梅花也逐漸凋零結
果。要看到梅花盛開的全況，真的要點好運氣。信義
鄉是梅子之鄉，主要梅區有牛稠坑，風櫃斗和烏松崙，
柳家梅園位於南投縣信義鄉牛稠坑，梅子栽培沿自日
治時代，品質產量冠全臺，橫跨一百多年歷史。每年
梅花盛開與梅子成熟時，就是信義鄉最熱鬧的時候。
經風櫃斗後，沿途的梅花與山櫻花盛開，鮮豔的粉紅
色與純潔的白色交錯點綴了春天的信義鄉，風景美不
盛收。柳家梅園園區前草地成了許多人野餐的場所，
在梅花樹下野餐、休息聊天、拍照，走在其中還蠻像
置身在日本的某個小公園。  

週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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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邊景點：車埕車站、集集車站 

電話：049-2870399  
地址：南投縣水里鄉車埕村民權巷118號  
 
www.facebook.com/%E8%BB%8A%E5%9F%95%E9%85%92%E8%8E%8A-
217961584902888/ 

 
位於南投縣水里鄉的車埕，自
日據時期開始就是木材業及蔗
糖的轉運重鎮，但隨著時代變
遷，逐年轉型發展為觀光聚落，
把舊有的舊宿舍、車站、聚落
整併成一個一個以林業為主題
的觀光園區，更是集集線的一
個觀光亮點。 
 
南投信義、水里是梅子的產地，
這裡的梅子除了加工製成梅精、
脆梅等蜜餞農產品外，也發展
出子如梅子醋、梅子酒等產品，
相當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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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埕酒莊是由水里鄉農會果樹第三產銷班的農友合作

設立，行政院農委會在921地震後，協助輔導，成功轉型
成立了車埕酒莊，並以鐵道為主題，應運而生出台灣唯
一以鐵道命名的三款酒品：「鐵道公主」、「老站長」、
「烈車長」，讓遊客用味蕾記憶下了車埕的味道。 

 

車埕酒莊像是一間度假小屋，屋內傾瀉出溫暖的

燈光，一陣陣香氣從屋內飄散而出，是梅子的香味？我
們依循味道進入室內。一樓空間採透明公開的場域，釀
酒設備全在眼前完整呈現，並搭配圖文詳細解說酒莊的
製程。一旁的展售區則是販售著給遊客的各式伴手禮，
給來車埕旅行的遊客有了一個購買禮物的所在。 

 
車埕酒莊的酒品與鐵路脫離不了關係，如運用黃熟

梅子發酵而成的「鐵道公主」，微微的酸甜卻散發出甘
醇的梅子香氣，酸甜的滋味猶如戀愛一般，深受遊客青
睞。還有一款「老站長」，站長給人的印象就是溫和、
內斂，就如這瓶酒一樣，19%的酒精濃度，口感卻相當
溫和、順口，從味蕾給人一種穩重的印象，因此在2010
布魯塞爾世界酒類評鑑中脫穎而出，得到了銀質獎，相
當不容易！而鐵道必然有的關鍵人物的「烈車長」當然
也不能缺席，烈車長猶如奔馳的列車，狂野而奔放，因
此這款烈車長的酒精濃度就比較高，味道較濃烈，是經
由蒸餾三次的清酒所製成的酒品，濃度高達39%，適合
喜歡濃烈、奔放的人來品嚐。 

 

酒莊周邊的地景、文化巧妙

的包裝成酒品主題販售，這是車
埕酒莊讓人驚艷的一個方式，利
用酒水清澈來呼應是車埕周邊的
風景、人文，將那純淨、透明濃
縮成這一瓶不失甘醇甜美的酒，
一杯品過一杯，就好像把車埕的
故事翻了一頁又一頁。 



車埕車站 
搭上集集線小火車，黃色列車沿著濁水溪畔前進，穿
過田野、村落、一座座隧道，車窗邊的座位，吃著便
當的旅人，與窗外不斷倒退的風景，形成專屬於南投
的風景線。集集線的終點，來到了車埕，傾斜的山坡，
紅黑屋頂的小屋，一棟棟散落在山坡上，好像童話故
事中的小房。車埕車站，車埕的「埕」為閩南語中
「場」的意思，日治時期的車埕有許多輕便車停置於
此，也稱這裡為「車場」。埔里糖廠於1916年始以台
車運送的方式把糖運載到了車埕車站，接著藉由集集
線鐵路把糖送了出去，當時的車埕聚落全盛時期更有
多達百餘輛的輕便車集中於此地，逐漸發展成山中的
一個熱鬧聚落。車站的美在網路上口耳相傳，許多部
落客稱這裡是「台灣最美麗的車站」。 

集集車站 
集集鎮為台灣十大觀光小城，集集線鐵路是南投縣
唯一的對外鐵路，也是台灣目前三大以觀光為出發
點的熱門鐵路旅遊支線內灣、平溪其中一員。集集
線從二水車站為分界點，沿著濁水溪而上，為臺鐵
目前最長的鐵路支線。沿線鐵路車站中，以位於集
集鎮「集集車站」和水里鄉「水里車站」為最大通
勤車站。起初興建集集線是與上游的日月潭水力發
電有關，目的是為了運輸發電機組進入，今日成為
南投地區的熱門旅遊路線，也被稱為「南投縣觀光
鐵道」。集集車站於1999年9月21日發生的九二一大
地震嚴重損毀，經歷重建、整修，才重新與遊客相
見。來到集集車站，車站以以純檜木建材打造而成，
帶點斑駁的屋瓦顏色，質樸的色調實在非常討喜。
車站內販售各站的卡式車票，是台鐵少數仍有販售
名片式車票的車站，相當有紀念價值！  

週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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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邊景點：東埔溫泉區 

電話：(049)270-2971 
地址：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開高巷139-16號 
官網：http://www.3952.com.tw/bin/home.php 
         ：https://zh-tw.facebook.com/0492702971.Hakka/ 

 
一抹晨光越過了山尖，灑落在
彼岸的山頭，閃著一片亮綠，
春末的信義鄉，空氣還有點溼
潤，帶點青草香，天空好藍，
從記憶點燃了我對信義鄉的初
印象，而玉山這座東亞最高百
岳就在信義，而在玉山的山腳
下，也有一家農村酒莊，是由
信義鄉果樹產銷班第一班的農
友所合作設立，座落在南投信
義鄉東埔村的「玉山酒莊」。 

31 

https://zh-tw.facebook.com/0492702971.Hakka/
https://zh-tw.facebook.com/0492702971.Hakka/
https://zh-tw.facebook.com/0492702971.Hakka/


32 

信義鄉是梅子的故鄉，一月梅花炸開，是信義鄉最

美的季節，時序推進到了春末，樹頭上的雪白已經化成
春泥上的滋潤，剩下的是新綠與結實累累的飽和果實，
這些果實都即將化成一瓶瓶溫潤的梅子酒，準備溫順地
在我們的味蕾上綻放出新的花朵。 

 

「早啊！早啊！」林大哥露出了笑顏我們問好，

「你們有看到祝山觀日樓了嗎？」林大哥接著說。
「祝山？那不是阿里山嗎？」，「對！今天天氣很好，
在酒莊大門口可以看見阿里山的祝山喔！」邊說話林
大哥邊拉開了酒莊的玻璃門，要我們趕緊進去坐坐。  
 
玉山酒莊的外觀雖然走的是自在愜意的鄉村風，而內
部的展示空間及裝潢卻是華麗耀眼，讓人感受到酒莊
經營者的實在與用心。「坐、坐、坐」不一會，林大
哥已經燒好了一壺熱水，要我們坐在大大的木桌前與
他泡茶、聊聊天。 



 
玉山酒莊可是非常不簡單，與梅農約定好了相當默

契，唯有品質好的梅子才能進入到酒莊的製程，成為一
罐罐的酒品及加工品。 
在泡茶的同時，我很好奇這樣隱密低調的地方，真的會
有遊客來訪嗎？說時遲，那時快，一群自駕上東埔溫泉
的遊客剛好下山，進來了酒莊參觀。林大哥熟練的湊上
前去，彷彿看到了老朋友，寒暄了起來。這群遊客遠從
新竹來到東埔泡溫泉，刻意避開了假日選在平日來訪，
就是想避開遊客的喧擾，也是聽說東埔附近有個酒莊，
因此繞道進來參觀。聊著聊著，他們就聊開了，從林大
哥與他們的互動中，彷彿人與人之間沒有初次見面的隔
閡與尷尬，都在林大哥的熱情下破解了，這是林大哥對
每個來訪的遊客，所散發出的人情味。 

林大哥不刻意推銷，用介紹的

方式請遊客們自己品嚐這架上一
瓶瓶由玉山酒莊產的商品，微醺
時刻、梅酒情、犀利哥小米酒、
金桔檸檬醋等。 
不一會，遊客們帶著笑容，帶著
一箱又一箱的酒品伴手禮，離開
了。這是酒莊質樸的真實樣貌。
我坐下來繼續喝上一杯茶，褐色
的茶水在口中暈開的甘醇香。林
大哥的熱情就好比這杯茶，濃郁
卻甘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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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埔溫泉區 
東埔吊橋於2005年年底，綠色的橋身低調的融入了背景的山中，以長約兩百空尺的跨距，橫跨了八項溪河
谷，上下坡度高低差達8公尺，是台灣當年最長的吊橋。 
 
過橋不遠處，就是南投知名的東埔溫泉街市，溫泉區座落在護國神山之下，那峰綿延不絕的玉山山脈就近
在眼前，不管是夏日、冬日，四季都很適合來東埔泡一趟溫泉，把身心所披上的疲累全然退去，讓心情在
自然環境中換然一新。 

週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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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邊景點：銅鑼杭菊季、銅鑼客家文化園區、苗翔牧場 
 
 

電話：(037)231-626 
地址：苗栗縣公館鄉大同路266號 
官網：http://www.kkfa.org 

 
一陣涼風從牛鬥峽谷沿著後龍
溪吹到了公館，剛回春的季節，
苗栗公館鄉的陽光晴好，照的
人暖暖的。跟著棗農爺爺的腳
步，來到了棗園。眼前看出去
的棗園，光禿禿一片，棗農爺
爺用帶點客家腔的中文笑著說：
天冷，棗樹也睡去囉！ 
 
冬末春初的公館，棗子園一片
枯竭，棗樹正進入冬眠的狀態。
這時棗農們也沒閒著，進行著
修剪枝頭的動作，期待開春的
時候，棗樹能夠結實累累，豐
收滿滿。公館是棗子的故鄉，
也是台灣唯一一個以「棗」為
主題的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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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常在藥補湯

中看見紅棗，卻未看
見棗子長在樹上的樣
貌。棗子在中華文化
中帶有許多深層的含
義，如取諧音有「早
生貴子」之意，隨著
公館舉辦棗子文化節，
「棗到幸福」則是現
代人賦予棗子的新含
義。 

 
棗子早年來自於中國，但隨著棗樹適

應了台灣的氣候，加上農民的用心照料，
公館的棗子已經和當時的中國品種外觀有
些許不同，變得碩大、甜美。 
春末的公館，棗樹上已經染了大片的嫩綠，
一些棗樹的花也將進入滿開了。過沒多久，
就進入到結棗果的季節。採收後的棗子，
進入到了公館鄉農會，進行後期加工，有
的釀成「紅棗酒」、有著則是做成紅棗乾、
紅棗麵等等加工品，而公館鄉農會中的
「芋醇香」更是好品質，榮獲了2013布魯
塞爾世界烈酒競賽中的金質獎，讓公館的
酒品在世界上飄香。 

 

公館鄉景色優美，環境清幽，夏日來到此，

有阿勃勒撒下的黃金雨及紅棗替公館染了新
色彩，在農民用心栽種，農會用心製作，在
公館鄉農會中的農產品，都是公館的驕傲。 



銅鑼杭菊季 
每年進入11月上旬，銅鑼所種植的杭菊紛紛開花，遠
看，宛如一場白雪覆蓋於銅鑼的田園之間。銅鑼鄉是
種植杭菊的重鎮，而九湖村是全台唯一杭菊產地，種
植杭菊可追朔到民國60年代，當時種植的杭白菊是銅
鑼鄉最具特色的農產品，產量更高居全台第一。 
 
這種菊花早期是用來製作花茶亦或是入菜，隨著近年
銅鑼鄉發展觀光需求，把原本杭菊的生產專區開放給
民眾參觀，並舉辦了一系列的杭菊節，進而打開了銅
鑼杭菊的名氣。每當杭菊進入開花季節，黃的、白的、
淡粉紅的杭菊相間點綴花田之間，美景盛況媲美與五
月桐花雪，也因為顏色繽紛，杭菊比起桐花來說視覺

上更讓人驚艷。 

銅鑼客家文化園區 
銅鑼客家文化園區以前衛的建築吸引旅人的目
光，整體採用大面玻璃築起，全館採自然光為
主，達到節能減碳的效果，當自然光顯影在地
面上你會發現有個小秘密，光影呈現出三角形
的狀態，原來銅鑼客家文化園區以三角型為基
本概念去構造出整棟建築物，所以入館後隨處
都可以見到三角形的概念。園區內分為幾大展
區，以客家為元素，打造出文創、現代、傳媒、
設計等主題場館，多以數位及模型的方式呈現
居多，更採用許多互動投影裝置，記載客家文

化在台灣演變的歷史。 

週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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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翔牧場 
每年6至7月份是南瓜盛產的季節，苗栗造橋鄉更是會舉辦主
題活動「南瓜節」來慶祝南瓜豐收。園區內闢兩座南瓜主題
隧道，種植了許多食用南瓜及觀賞價值極高的南瓜，有些南
瓜在市面上幾乎是沒見過的品種，苗翔牧場是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的田媽媽餐廳，更是許多團體旅遊指定的用餐地點，運
用了園區所種植的南瓜入菜，並推出多款南瓜風味美食。苗
翔牧場入園免費，農場自產的牛奶冰又香又濃，可是不容錯
過的消暑聖品！ 

許傑 
現年27歲。旅遊作家/風景攝影師/背包客 
 
從18歲那年自己許下的目標，帶著相機拍下全
台灣368個鄉鎮風光，以一圖一故事傳遞出這
些地方的故事，並持續深入台灣各鄉鎮找尋最
真實的感動，用文字及攝影的方式記錄下台灣，
並將旅行中的故事，透過影像與文字的呈現在
部落格傳遞出來，讓世界看見不同的台灣。 
  
出版：台灣的100種鄉鎮味道、原來有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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