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資訊】

(1)活動時間：108年 8月 15日(四)1000-1040

(2)活動地點：大林鎮禾樂居民宿

(3)連 絡 人：嘉義縣文化觀光局 企劃科 陳彥竹

05-3628123#329、0910629372

附件一、 活動資訊FunSlowly體驗行程(經典遊程/社區小旅行)

FunSlowly體驗行程(經典二日遊) 

 家樂福旅行社獨家販售 報名專線：07-8150600

http://www.familytour.tw/webeip/HT00104/

二日遊(梅山、大林)-行程A 

DAY1

09：00-10：00 高鐵嘉義站/嘉義火車站集合

10：30-11：00 梅山公園

11：00-12：00 探訪梅山玉虛宮及百年天主堂

12：00-13：00 清海美食城(享用中餐)

13：30-14：00 體驗台灣經典-太平36彎

14：00-16：30 太平一日茶農體驗(採茶、製茶、特色茶席品

茗)



17：30-18：30 瑞里山野風味餐(茶壺餐廳)

19：00- 夜宿瑞里(合法民宿)

DAY2

07：30-08：20 陽光活力早餐

10：00-12：00 上林社區~無農藥友善耕作導覽/黃梔子農家傳

統點心

12：00-13：30 上林社區~品嚐在地食材農家餐

13：30-15：30 慢城漫步~63 公園/大林菜市場/十信視界/萬國

戲院/泰成中藥行

15：30-17：00 老楊方城市觀光工廠(以加價購購買指定商品)

17：00- 賦歸前往高鐵嘉義站/嘉義火車站



二日遊(梅山、大林)-行程B

DAY1

09：00-10：00 高鐵嘉義站/嘉義火車站集合

10：30-12：30

明華社區~明日風華再現/明華生態濕地/百年名

剎昭慶寺

12：30-13：30 小鎮風味餐(大林狗尾雞王餐廳)

13：30-15：30

慢城漫步~63 公園/大林菜市場/十信視界/萬國

戲院

15：30-18：00 上林社區~無農藥友善耕作導覽/黃梔子染布體驗

18：30-19：30 梅山享用晚餐(清海美食城)

19：30- 夜宿梅山(合法民宿)

DAY2

07：30-08：20 陽光活力早餐

09：20-12：30 參訪太平社區(漫步太平雲梯、老街導覽)

12：30-13：30 與老街共食(太平珍寶私房菜)

13：30-14：30 體驗台灣經典-太平36彎

14：30-15：30 探訪梅山玉虛宮及百年天主堂

15：30-17：00 梅問屋(去籽醃梅 DIY) (以加價購購買指定商



品)

17：00- 賦歸前往高鐵嘉義站/嘉義火車站



FunSlowly體驗行程 大林(社區小旅行)

一日遊-行程A (農村樂) 

09：10-10：00 高鐵嘉義站/嘉義火車站(後站)-集合

10：30-12：30 上林社區~無農藥友善耕作導覽/黃梔子農家傳統點心

12：30-13：30 上林社區~品嚐在地食材農家餐

13：50-15：50 慢城漫步~63公園/大林菜市場/十信視界/萬國戲院

16：00-17：00 明華社區~明日風華再現/明華生態濕地/百年名剎昭慶寺

17：00- 賦歸前往高鐵嘉義站/嘉義火車站

一日遊-行程B (樂活遊) 

09：10-10：00 高鐵嘉義站/嘉義火車站(後站)-集合

10：30-12：30 泰成中藥行~中藥文化/養生漢方哲學

12：30-13：30 中山路~享受當地美食

13：30-15：10 慢城漫步~63公園/大林菜市場/十信視界/萬國戲院

15：30-17：00 明華社區~明日風華再現/明華生態濕地/百年名剎昭慶寺

17：00 賦歸前往高鐵嘉義站/嘉義火車站

 上林社區發展協會 報名專線：0912-351935

 嘉義縣大林慢城發展協會 報名專線：0925-703191



FunSlowly體驗行程 梅山(社區小旅行)

一日遊-行程A (太平社區) 

08：00-08：25 高鐵嘉義站集合

09：30-10：30 走太平雲梯欣賞雲嘉南風光及茶園步道

10：30-11：30 漫遊大坪欣賞古厝建築之美及社區特色

12：00-13：00 社區風味餐

13：00-15：00

工作坊體驗行程（植物染、茶席體驗、製茶體驗） 擇

一行程體驗

15：00-16：00 仙人崛 探索生態步道

17：00- 賦歸前往高鐵嘉義站/嘉義火車站

一日遊-行程B (文學之美)

07：00-07：10 高雄文化中心五福路門口集合／準時出發

08：30-08：50 東山休息站／輕鬆一下

09：30-12：00
圳北社區社區導覽+社區DIY體驗(醬筍/果醬/果醋)擇

一體驗

12：00-13：00 社區風味餐

13：30-14：00 百年天主教堂~雕塑(楊英風作品)/清朝官服聖母像

14：00-17：00

梅山玉虛宮(求幸福／祈福)/南榮老街(欣賞百年老厝)

/醬筍苦茶油工廠參觀

17：00- 賦歸~高雄文化中心／豐碩一天

 梅山文教基金會 報名專線：05-2625899 

 圳北社區發展協會 報名專線：05-2261763

 太平社區發展協會 報名專線：0919-790-989



附件二、地方特色體驗活動(期間限定，數量有限)

 報名條件：民眾只需上網報名或電話報名即可享優惠體驗方案(僅需負擔部

分費用)

 報名方式：

1. 民眾可上報名網站 Google表單(或 BeClass)報名登記

2. 也可透過電話直接跟特色體驗活動業者預約報名





大

林鎮特色體驗活動

 梅山鄉特色體驗活動



所在區域 體驗名稱 合作店家 預約電話

梅山鄉

夏茶體驗

一品茶業民宿 05-250-2345

茗園茶葉民宿 05-250-1796

永鑫茶葉 0921-550-087

賴坤陽的家木屋民宿 0937-103-119

旅人茶濃 05-256-2820

太平活動中心 0919-790-989

茶禮工房 05-257-1858

漫步雲端民宿 0980-290-061

山野炊煙 0926-831-277

人文藝術 徐徐品創 05-262-5528

烘培咖啡

體驗

琥珀社咖啡莊園 0922-204-987

瑞里印象 05-250-1629

青葉山莊 05-250-1031

植趣 DIY

體驗

草本傳奇 0933-359-359

大林鎮 中藥之美 泰成中藥行 05-265-2563

javascript:void(0)


體驗

手沖咖啡

體驗

大十咖啡 05-265-1339

農村傳統點心

+竹編體驗

上林社區發展協會 0912-351935

植物染布+竹

編體驗



附件三、旅行紀念品(總數量 1000份)

 兌換條件：活動期間民眾至大林或梅山自由行，至指定

合作店家，拍照打卡 tag店家，並上傳照片至「慢遊嘉

義」粉絲頁。完成以上動作並將上傳頁面出示給店家確

認。即可免費獲得旅行紀念品乙份

 部分店家配合方式為現折 200元。

 相關辦法及指定合作店家資訊將放置在慢遊嘉義官方粉

絲頁上。

 旅行紀念品-梅山



 旅行紀念品-大林



所在區域 合作店家 聯絡電話

梅山

徐徐品創 05-262-5528

草本傳奇 0933-359-359

琥珀社咖啡莊園 0922-204-987

瑞里印象民宿 05-250-1629

一品茶葉民宿 05-250-2345

茗園茶葉民宿 05-250-1796

青葉山莊 05-250-1031

梅問屋 05-262-0800

大林

泰成中藥行 05-265-2563

新聯豐碾米工廠 05-295-2051

大十咖啡 05-265-1339

上林社區發展協會 0912-351-935

大林糖廠福利社 05-264-1300

吳家蜂場 0921-211-820

老楊方城市 05-295-0520



附件四、大林、梅山在地特色景點、美食介紹

泰成中藥文物館

泰成中藥文物館是由老房子改建，一樓改造成文物

館，但保留老舊的檜木門、窗、櫃、花磚、龍鳳磚

等老屋元素，展示中藥器具南剪、北剪、搗臼、秤

子、篩子及老舊製藥機、壓片機等；館內設置投影

設備、木製課桌椅在DIY教室，可供預約參觀解說與

DIY體驗。

十信視界眼鏡行

十信視界在第二代莊翰林接手後，將老舖搖身一變

成為具有中島咖啡吧臺設計的新式眼鏡店，莊翰林

除了延續父親充滿人情味的服務之外，還讓這個空

間飄散著濃濃咖啡香，甚至還邀請當地藝術家前來

辦展。

６３公園－巴比松人文餐廳

一位身無分文的獨居老人－何茂榮，利用自己的創

意與對家鄉的熱情，改變了原本是垃圾山的 63巷，

變成一個最具歐式風格的祕密花園，並以自己法式

烹調的專長，開設了「巴比松人文餐廳」，提供道

地的法式料理，每日只預約、限量供應 5至 8人份的

法式餐點，及限量下午茶，維持優閒氣息。

昭慶寺

大林昭慶寺原名觀音亭紫連庵，光緒年間毀於烽火，

日本昭和太子登基後重修並命名為「昭慶」。建築

充滿日式風格為日治時期全台八大名寺之一。也發

生過許多重要歷史，從林爽文事件、抗日義勇軍、

日本皇族之死都有相關，整修後仍保留很有特色的

古早建築「彼岸寶塔」。

三疊溪明華濕地生態園區



明華生態園區是一座人工濕地，園區裡有完善的步

道可以繞行一圈，濕地池中有一生態島，島上有涼

亭可供休憩。除了濕地的景觀外，園區對相關設施

也都設有解說牌，是兼具觀光與教育性質的戶外生

態保育園區。

萬國戲院

萬國戲院完整保存原放映空間及主空間壁體，見證

大林鎮之歷史、社會變遷及休閒娛樂發展，是大跨

距地方生活空間，保留五十年代電影院式樣以及近

代攝影場景，也是大林鎮少數現存的老戲院，以電

影為主，兼其他休閒文化，見證大林庶民生活

老楊方城市(老楊方塊酥)

老楊方塊酥於 1979 年創立在嘉義市民國路上，品

牌名稱是為了感念早期教導其麵食技術的楊姓師傅

方以「老楊」命名。其熱賣商品－方塊酥，改良自

台灣早期眷村的燒餅。為了能方便取食，且更加酥

脆易存放，於是改良出「方塊酥」產品。

卡羅爾銅管樂器觀光工廠

2015年由賀聲樂器公司成立了卡羅爾銅管樂器觀光

工廠並將廠區完整遷移至嘉義縣大埔，藉由將生產

過程透明化以及詳盡的專業導覽解說，期許讓大眾

重新了解銅管樂器這塊領域的珍貴與重要性成為為

台灣少數擁有完整生產線的銅管樂器工廠 。

大林排骨大王



招牌排骨先將肉用祖傳魯汁蜜煉過，再裹上一層粉，

最後經過高溫油炸而成，白飯均勻淋上滷汁，上頭

再擺上酸榨菜、滷蛋、高麗菜等等，再把炸好的排

骨飯放上，最後加上蓋子，配搭出令人難忘的鄉土

風味。

大林火車站前臭豆腐

香傳千里的臭豆腐，好吃的秘訣就是堅持古早味、

新鮮的好食材！外層酥脆，內部鮮嫩多汁，咬下後

除了豆香還有醬汁的鮮甜味，是會爆漿的臭豆腐，

再搭配酸甜度適中且脆口的台式泡菜，讓人意猶未

盡。

站前小籠湯包/煎餃

無店名位於大林火車站前，招牌鍋貼一出爐立刻秒

殺。鍋貼表皮煎得香酥且厚薄得宜。內饀韭菜多汁，

高麗菜爽脆，內饀調味足，不須沾醬就非常美味，

搭配一杯香濃豆漿，甜度適中而順口，搭配鍋貼正

是剛好。

原天橋下火雞肉飯

原天橋下的火雞肉飯，帶點甘甜的醬汁淋得非常徹

底，確保每一粒都能吸附醬汁，順著肌肉的紋理撥

開，保留火雞肉的濕潤口感，上頭一片古早味醃黃

瓜，更是開胃又下飯。

無名肉圓黑白切

肉圓外皮 Q彈好吃，裡面的餡料有別於一般的肉圓，

一般的肉圓都是絞肉，這間肉圓裡面的肉是小肉片，

為了保持新鮮，每天都是限量製作，再搭配自選的

黑白切，輕鬆就能飽餐一頓的銅板小吃。



大林火車站前香菇肉羹麵

已經有一甲子歷史的「大林車站前香菇肉焿麵」，

傳承古早味做法，只選溫體豬肉製作肉羹，也不會

裹上過多粉料，且每天都從凌晨 3點就開始製作，平

價美食 C/P值超高，難怪成為大林鎮上的排隊名店。

大林紅燒鴨肉飯

招牌切盤鴨肉絕對不容錯過，一整隻鴨腿切塊，蘸

點甜鹹醬汁更顯鮮甜，蔥蛋更是不能跳過。鴨肉麵、

鴨肉飯淋上肉汁，不油不膩的口味鹹香好下飯，搭

配煙燻過的肉絲，是最物美價廉的好選擇。

菜市場上羊肉(炒麵/炒飯)

位在大林菜市場內，物美價廉、份量充足，羊肉嫩

滑入口即化，湯頭鮮美 口感極佳，重點價格也相當

便宜划算喔。

三郎豆花

傳承近 60年的「三郎豆花」標榜「天然、純手工」

的傳統豆花，每天由第 3代老闆林清水揮汗如雨，耗

時數小時製作而成，就連糖水也數十年如一日，以

台糖二砂炒煮成漿。

長腳陳小吃部



除了麵品俗擱大碗外，種類多元的鹹香滷味更是讓

在地人、離鄉子弟念念不忘；尤其是愈嚼愈順口的

鹹滷氣味，是其他地方都吃不到的獨特滋味。

翡翠冰果園

店面外表老舊復古，帶有七零年代商店的感覺。招

牌綜合果汁，使用高達九種當季水果製作而成，老

闆照慣例都會多送些份量給客人，讓客人現場先嘗

上一口，來大林玩不要忘記來上一杯。

小媽蔬房×梅這回事

餐廳內推出的中西式蔬食餐點，認真選用自家生產

的無毒梅子、風味清新的苦茶油等，那不僅增添食

物的自然香甜，使用在地食材，每一口樸實的滋味

都反映了最真實的土地，以及大林慢活小鎮細緻的

底蘊。

新梅莊餐廳

各大電視媒體強力推薦，兩大招牌菜：燜燒梅子雞、

日式德國豬腳是每桌客人必點的佳餚。燜燒梅子雞

雞皮酥脆，底下的湯汁帶點紫蘇梅的鹹甘味，滿滿

一桌豐富的合菜，是南部團客最愛的餐廳之一。

秀花大林狗尾雞王



秀花大林狗尾雞王數十年地方特色餐廳老店，店裡

招牌是店家狗尾雞是嚴選狗尾草的根部及多種中藥

材並搭配肉質彈嫩的烏骨雞，再以獨家配方與做法，

每日長時間慢火熬煮而成，雞湯清甜不油膩。

烘爐羊雞城

擁有三十四年歷史的老店「古老烘爐羊雞城」，古

老烘爐羊雞城，賣的就是羊肉爐和燉烏骨雞，以及

麻油麵線和幾樣配菜，主打的「烘爐烏骨雞」，肉

質鮮嫩又紮實，加上十種中藥材一起燉煮，養顏又

暖身。

嘉義梅山太平老街

嘉義梅山太平老街，以文學聞名，於日治時期重要

小說家張文環之作品更在太平老街中隨處可見，而

在太平老街中，張文環作品『山茶花』的插畫家陳

春德的陶版復刻，更在當中了解當時後的插畫意境，

進而走入時光隧道，太平文學老街，是嘉義梅山鄉

非去不可的文學秘境。

梅山鎮安宮

鎮安宮，位在今梅山街之北邊，主要的功能為管理

水口及有關水利方面，鎮安宮更成為當地居民守財

庫的信仰廟宇，在廟中的門聯更是在短短的兩句話

中呈現鎮安宮發展緣由，深深呼吸，品山城將從廟

宇認識地方聚落發展

梅山玉虛宮



玉虛宮發展緣由可追朔至清乾隆二十二年，因玄天

上帝神蹟時顯於嘉慶二十五年首倡建廟，梅山玉虛

宮見證了梅山地區近兩百年的歷史發展，而在玉虛

宮方更以梅山崁頭厝械鬥和解契約碑為人津津樂道，

梅山玉虛宮即是一本梅山鄉故事書。

太平雲梯

位於嘉義縣梅山太平村的太平雲梯，全長有 281公

尺，海拔更是高達 1000 公尺，橫跨太平山與龜山

在太平雲梯可以觀賞到著名的梅山 36 彎，以俯瞰

的角度，讓旅人將所有美景盡收眼底，不論是夕陽、

晚霞亦或是翻騰的雲海都讓你心醉不已，天氣好時

甚至可遠眺整個嘉南平原直至台灣海峽！

梅山公園

梅山公園地廣約六公頃，曾被譽為「梅坑月霽」，

梅山公園依山形而闢，園內遍植花木，鳥語蟲鳴，

並設有兒童遊憩區、鵝卵石步道等設施，步道沿線

充滿文學元素，每年梅花盛開時，總是人山人海來

此賞景，更是當地民眾最佳的運動休閒活動空間。

太興岩步道

太興岩步道全長約 650公尺，海拔 850公尺。步道

起點位於 166縣道旁，步道全程於原始樹林及茶園

間穿梭。步道中段經山巒稜線，其中生態豐富，步

道終點位於莊嚴寧靜的「泰興巖」旁，為太興村民

的信仰中心，廟後的百年梅樹及孟宗竹林，則頗具

古意幽情。

梅問屋觀光工廠



梅問屋於由 1967 年創立，製梅採用日本職人的獨

家技術，館內保有古早時期所用的器具以及製作方

法展示，而在梅子的製造過程中，工作人員嚴格掌

控梅子的鹽度、酸度、水份，透過於梅問屋的參訪

更能了解梅子的發展歷程。

圳北休閒步道

位於嘉義縣梅山鄉圳北村，此步道是連接早期的產

業道路，由大坑直達觀音山，視野遼闊，東望太平

山 山脈連峰，西眺嘉南平原、六輕工業區 、台灣

海峽、夕陽、夜景，極為壯麗，下接麻園寮回正良

橋，全長約 5公里，是梅山文教基金會登山社新闢

的休閒步道。

佬鄉水餃牛肉麵

老闆是第二代，之前在台北南港工作，後來才回來

接手。牛肉麵肉塊多不柴，湯頭不油不膩，是梅山

市區的平價美食小吃。 

傳統豆花店

傳統豆花老店在梅山地區，可說是相當的有人氣，

創立年份為 1964年，至今已經超過 50年歷史，一口

吃下甜滋味的香豆花，口感軟嫩略綿，紅豆燉到綿

密順口，小粉圓滑順，咬勁十足，每一種用料都很

實在。

阿印伯鱔魚麵



位於梅山第一市場的阿印伯鱔魚麵，已經有四十五

年歷史，雖然沒有顯眼的招牌，但用「心」做味道

的阿印伯，從早上九點半就開始仔細料理著每一個

步驟，為的就是客人熟悉的好味道。

正老牌四十年老店臭豆腐

位在嘉義梅山公園旁，至少有 40年以上的歷史，氣

味芬芳口味特殊是它主打的特色，臭豆腐配菜有泡

菜、九層塔，充滿鄉村樸實的清香味，「三分熟臭

豆腐」更是內行人必點的隱藏版美食。

梅山羊肉專家

本店堅持採用本土現宰羊肉，絕無一般廉價進口羊

肉的羊騷味，以手切代替機器切片，使口感更為加

分，湯底以中藥材熬製，口味清爽無負擔，符合現

代人養生的訴求。

家福牛肉麵

家福牛肉麵開創於民國54年，也是將近一甲子的老

店，創始店原位在嘉義縣地方法院的正對面，原名

是曹家牛肉麵，40幾年來，也在各省開設了不少分

店，是在地相當用心實在的好料理。

粉豬肺粉有味



來嘉義梅山必吃粉豬肺，遊客每次必點一大盤黑白

切，還有許多豬內臟類的黑白切，肉質新鮮有嚼勁，

再配上蒜泥、醬油膏、甜辣醬調製而成的沾醬，吃

完都會忍不住豎起大拇指喔！

四味小吃

臨近嘉義縣梅山鄉梅山公園，有一家四十年老店—

四味小吃，他們的香菇肉羹與排骨飯看似尋常，卻

有非常不同的風味。香菇肉羹中的豬肉塊是用純肉

去做，炸排骨有著嫩粉色的外觀，吃起來有淡淡的

紅糟酒香。

清海美食城

在嘉義梅山鄉的「清海美食城」是在地相當知名的

外燴老總舖師清海師的店，現在由第二代楊順有傳

承掌廚，這裡除了辦桌菜好吃以外，還有苦茶油雞、

梅子雞、蜂巢蚵、韭黃炒臭豆腐…等都是本店超高

人氣的招牌料理喔！

八斗子海鮮餐廳

是間藏在山上的生猛海鮮店，店裡招牌—小卷米粉

湯，海鮮料豐富、湯鮮味甜，店家用的是細米粉，

古早作法讓人暖心又暖胃好滿足。

士宏山海莊



士宏山海莊師傅清一色都是八年級的年輕廚師誠實

(SINCERITY)、群力(TEAMWORK)、創(INNOVATION)、

滿意(SATISFACTION)，是我們奉行不渝的經營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