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日期：2022/04/15

公告序號 縣市 店家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類別 聯絡人 營業電話 營業地址 email 商品品項 店家簡介

1
臺北市/屏東

縣/高雄市

原民風味館/原民休息站

/梅山餐飲中心
40800534 餐廳小吃類 許綉雯

02-2599-2655 

08-876-1659

07-686-6626

1.臺北市中山北路3段151號

2.屏東縣枋山鄉加祿村南和80號

3.高雄市桃源區梅山裡梅山巷44號之6

bess456@gmail.com

全方位原住民族文創產業專業廠商 

◆整合原住民工作室 

◆鼓勵創作延續文化 

◆創新研發自有品牌 

◆推動原住民傳統文化活動

本工坊於104年9月成立主要以銷售在地農民所產製農產制成加工品以及手工藝品

等,也運用原民特有農產品研發各項新創農產,主要以紅藜/小米/小米酒/傳統美食/

洛神...等為主要販售商品,近幾年來也努力開發原住民文創商品及工藝品 

並慢慢拓展至屏東以外的原鄉地區設置原住民推廣中心,主要販售原鄉地區所產農

特產品/文創商品/工藝品等

2 臺北市
阿里山鄒族愛情咖啡莊

園
26212824 農特產品類 浦秀芳 0925-828-393

不定期參加 圓山花博農民市集 臺北原民風味館 

及一般不同市集 展售會銷售產品
sayugu38@yahoo.com.tw

阿里山鄒族愛情咖啡豆、濾掛式咖包禮盒、阿

里山高山烏龍茶及紅茶、阿里山高山愛玉、阿

里山轎篙筍包...等嚴選農特產品

愛情咖啡商行的成立 當初是希望在都會地區 

做阿里山農特產品售推廣銷售及廣告宣傳的窗口，讓都會地區消費群 

可以嚐鮮直接購買 阿里山部落小農們 辛勤用心生產的農特產品

3 宜蘭縣 LOKAH 42006651 服飾配件類 林孟君
0972-796-663

03-9330-322
宜蘭市健康路二段151號2樓 gaki719@gmail.com

T恤、洋裝、帆布包、抱枕、馬克杯、手作耳

環

「Lokah」一詞源自於臺灣原住民泰雅族語，有「加油、鼓勵」之意，普遍使用於

泰雅人的生活當中，對泰雅人而言，Lokah 

不僅是溫暖貼切的招呼語，更代表一股強而有力的祝福力量------ Lokah is 

power！

4 宜蘭縣 棲蘭達漾咖啡 34793780 餐廳小吃類 劉一信
0952-308-058

03-9801-358
宜蘭縣大同鄉英士村林森路18-1號 luck91188@yahoo.com.tw 咖啡/山產/土雞/活魚

猶如人間仙境的棲蘭山，滴滴雨露滋潤粒粒飽滿的，達漾咖啡豆，來自泰雅族原始

風味，值得您的細心品嚐。

以及自家飼養土雞、活魚和各式山產、野菜，達漾咖啡莊園，歡迎您！

5 宜蘭縣 部落山莊民宿 34874349 飯店民宿類 洪讚能 03-980-1889 宜蘭縣大同鄉崙埤村2鄰崙埤12號 pefexia@gmail.com 民宿

部落山莊民宿為縣政府核准之合法民宿，提供一個平價舒適安全樂活之優質環境，

同時兼具休閒渡假好所在。前有全國聞名泰雅生活館，帶您體認原住民歷史文化，

享受部落風貌。

6 宜蘭縣 雅韻民宿 21584000 飯店民宿類 張玉美 0932-801-070 宜蘭縣大同鄉崙埤村2鄰崙埤16號 z9325023@gmail.com 民宿

座落於宜蘭大同鄉的「雅韻」，為一處極具原住民文化特色的休閒民宿，其獨特的

建築外觀、天然石材鑲嵌壁畫與傳統生活器具，展現了原住民充滿活力的藝術文化

與生活風貌，不僅如此，業者更將觀光旅遊與人文教育融為一體，讓旅客在此住宿

休憩的同時，也能體驗原住民豐富多采的山林生活。

7 宜蘭縣 小董山間野炊 87381759 農特產品類 李懷珍 0986-862-066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華興巷1之18號 super282886@gmail.com
泡椒，小米，小米露，原民飾品，文創商品，

部落餐飲，文化體驗活動，露營地，接待家庭

一處被群山包圍位於寒溪村華興部落唯一帶客體驗原民文化，部落餐飲的露營地。

小巧精緻且豐富的活動體驗，總是讓都會區來的遊客流連忘返。

8 宜蘭縣 山豬爺爺親子農莊 41192208 運動休閒遊憩類 偕慧倫 0972-728-310 宜蘭縣大同鄉樂水村碼崙路35巷一號 a0815069@yahoo.com.tw 餐廳，農特產品，原住民體驗活動 山豬爺爺泰雅傳統文化體驗

9 宜蘭縣 巷弄之間工坊 82356555 運動休閒遊憩類 簡瑜潁 0988-101-124 宜蘭縣大同鄉樂水村碼崙路49號 yuying628512@yahoo.com.tw

一、無菜單創意美食風味料理 

二、農特品伴手禮 

三、手創DIY藝品 

四、綜合品零售

店家特色：本持著原住民巷弄之間友善的互動，以在地農作物創意料理及手創DIY

伴手禮。

10 宜蘭縣 穀倉咖啡店 85324326 早午餐甜飲品 呂蕙雯 03-9330-322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里健康路二段151號1樓 lokah.mijung@gmail.com
義式咖啡、手沖咖啡、早午餐輕食、部落創意

甜點、原民風味披薩、原鄉好茶、原鄉好咖啡

穀倉咖啡店Khu 

Cafe坐落於宜蘭市著名神農路商圈內，為一家以泰雅族文化為主題的咖啡店，店

內以大量特色木作融合工業風裝潢為一大特色，期望打造網美必訪打卡的文青咖啡

店。

11 宜蘭縣 彼得叔叔親子空間 87380180 生活雜貨類 戴彼得 0905-738-034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一段109號 adenacui@gmail.com

會員制親子空間，提供英文繪本書，親子桌遊

。沉浸式美語親子共讀，感覺統合訓練。親子

手作和戶外運動。

共學成長，素養整合，快樂起步，為宗旨。提供感官系統和肢體動作發展，專注力

訓練，沉浸式美語，STEAM新素養啟發，推廣親子共學共讀同樂。

12 宜蘭縣 河那灣 87379894  運動休閒遊憩類 曹建馨 0966-723-091 宜蘭縣南澳鄉東岳村東岳路38號1樓 nakah7056@gmail.com 獨木舟、文化教育及體驗活動
河那灣(hngawan)泰雅語為休息的意思，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腳步沉澱一下，

來享受山與海的文化饗宴。

13 宜蘭縣 八福原地 72630415 運動休閒遊憩類 謝昌國 0910-935-770 宜蘭縣南澳鄉東岳村東岳路61巷22號 anger1209@yahoo.com.tw 露營,風味餐,泰雅文化體驗,獨木舟 小而美的營地，盡情享受大自然的明媚風光。

14 宜蘭縣 那山那谷休閒農場 56666718 運動休閒遊憩類 陳宥儒 0933-119-250 宜蘭縣南澳鄉金洋村金洋路2號 drlucky7989@gmail.com 露營、漂流、溯溪、沙灘車

那山那谷，泰雅語「我的家」的諧音，位於宜蘭縣南澳鄉最深山的村落－金洋村，

被群山、溪水環繞，一年四季精彩紛呈，是離幸福最近的世外桃源。

群山圍繞的露營區、南澳南溪的漂流活動、親子入門溪野溯溪、山林溪谷奔馳的沙

灘車，適合全家大小的休閒好去處。

15 宜蘭縣
有限責任宜蘭縣原住民

貨物搬運勞動合作社
17936968 其他 蔡元慶 0905-775-070 宜蘭縣五結鄉季水路15-2號 h120859@yahoo.com.tw 貨物搬運

1.特色介紹：主要託運臺酒公司各項產品。

2.優質服務：提供送貨到府服務。

16 宜蘭縣 醒來吧工作室 82191631 文創藝品類 陳銘裕 0920-571-435 宜蘭市中山路二段430巷17號 Yurowcmy@gmail.com 手作傳統作品約60項

對喜愛享用原住民生活飲食及傳統文化的朋友而言，醒來吧工作室是融合美食與工

藝的創意中，不僅能提供原民特產融合的手作美食及泰雅傳統編織文化的課程，讓

顧客可以品嘗到充滿香氣的原民風味料理，也輕鬆快樂地學習泰雅族的手工藝，使

心靈與身體都獲得滋養，因為醒來吧工作室除重視秀色可餐的美食，也顧全健康、

營養、美味外，更重視原住民的文化傳承。

17 宜蘭縣 糰原飯丸創意手作工坊 91145693 餐廳小吃類 李家瑞 0955-409-198 宜蘭市中山路二段430巷19號 leeray791219@gmail.com 餐廳

阿美族與泰雅族人合作經營複合式餐飲，以原民風味美食、輕食、飲品為主，結合

文化展示空間及銷售文創手工藝品空間，以工作室傳統生活器具融合此建築物，牆

壁四週並以織布及纖維工藝作品佈置，營造學習原住民文化環境及學習動機。桌椅

的擺設亦可隨傳統文物作品及飲食資料的位置改變，可一邊享受美食並觀賞文物，

成為蘭陽原創館最具文化特色之空間。

18 宜蘭縣 巴法娜工作室 87560937 餐廳小吃類 孫湯淑媚 0927-357958 宜蘭縣冬山鄉大進村大進七路148號一樓 maysbrand@gmail.com 餐點、工藝品

以原住民的米食及果實作為甜點的主要食材，造型趣味浮誇，口感層次豐富，不但

輕鬆開啟您的甜點胃，店內民族主題的渡假派對陳設，更是讓人自在放鬆，是放空

、聊天、慶生、聚會的好地方喔！

19 宜蘭縣 1919原燒料理 50074977 餐廳小吃類 林裕盛 0932-089902 宜蘭縣宜蘭市大新里宜興路一段298-1號一樓 g0989153154@gmail.com 餐飲

對 喜愛美食及講究品味的您 而言, 1919 Smoked BBQ 

是致力於古法與創新中,能提供 用時間淬鍊的美味 

,讓客戶可以感受豐富層次的口感,顛覆您對燒烤的想像,  

因為我們融合異國料理的特色詮釋BBQ極致精神與風味

20 宜蘭縣 尤莉工坊 85324310 文創藝品類 陳怡芬 0916-221091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2段430巷15號 ciwas.t24@gmail.com 手工編織

尤莉工坊 Yuri 

Stduio複合式之店商,乃由尤莉編藝老師及姬娃絲負責經營發現編織紋路有著傳統

與現代融合的新視野，結合傳統元素紋路的現代手工編織

思考著線條的走向配搭展現心情的色彩，不知不覺地編織出自己的個性風格

創新時尚且有著與眾不同的魅力，線材粗曠而輕細舒柔，色彩繽紛艷麗，強調自由

奔放，讓您感受到我們的熱情，經與緯相互重疊亂中有序，每一個結合點所帶出來

的都是獨一無二，藉由茶席體驗美學，可以讓生活更愜意美好，心靈獲得自由，藉

由結合傳統元素紋路的現代手工編織，用肢體來傳承美麗的「記憶（技藝）」，從

中燃起對生活的渴望與熱情

21 宜蘭縣 indo皮革工藝 31736694 文創藝品類 柯淑英 0910-145-233 宜蘭縣蘇澳鎮冷泉路2號 ko.indo36@gmail.com 皮件類

手感溫度~傳遞生活態度，從手作了解如何在皮革上繪圖、雕刻、染色、縫合、修

邊、組合。希望能藉由輕鬆邊做邊學的方式，讓大家對皮革工藝有更深入了解手作

皮革工藝溫度，進而愛上這項傳統工藝。"

22 宜蘭縣 偕家三兄弟 40975219 運動休閒遊憩類 偕婉貞 0981-965216 宜蘭縣大同鄉樂水村碼崙路37號 wanjen10280601@gmail.com

小米露，日曬白米，日曬糙米，日曬糯米，紅

黎，馬告，刺蔥粉，紅肉李露，馬告香腸，酸

白菜，酸高麗菜，鮮蔬菜水果等～

在原鄉已經營8年不間斷，從文化旅遊帶觀光客，另結合在地泰雅原味餐，和產業

季觀光親採活動很多旅遊相關大力推薦。

※下列店家資訊以店家實際狀況為主，營業內容、營業時間及欲至認證店家消費者，請逕向各店家確認及洽詢。

原住民族委員會「認證店家」公告基本資料一覽表

【北部   共210間】

mailto:ko.indo36@gmail.com


23 臺北市 遊穀契 24768538 農特產品類 許宮璉 0978-325-917 臺北市士林區福志路68號1樓 xukunglien@amisugoods.com
米—白米、糙米、黑米、紅米

豐季穀掌—彩虹麵、小米酒

遊穀契從種米起家，在花東縱谷豐沃的山田上，用有機友善的農法，栽培長老們留

下的米種——4號香米(臺梗4號)。

24 臺北市 葡萄園工作室 72912131 文創藝品類 王雅惠
0988-373-220

02-2511-3006
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16號7樓之3 hsinshen58@gmail.com 咖啡豆、濾掛咖啡、創作CD 結合臺東部落小農商品與原民音樂人創作專輯販售

25 臺北市 歐式歌唱花園 88124391 影視樂器類 歐陽聖康 0970-550-451 臺北市中山區朱馥里遼寧街168號3樓 qjqu6@hotmail.com 流行音樂表演活動籌辦、監製與經理

享譽國際的理學歌唱法，於星馬地區、韓國、歐洲以及中國等地區巡迴教學，以及

出道歌手培育師資。目前任教於中國耶西亞音樂學院-流行美聲導師。

＊可安排一日理論課程、12堂基礎培訓，亦可談長期投資。

26 臺北市 太空城功夫雞排 42481640 餐廳小吃類 葛鴻山
0952-530-405

02-2939-8681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二段41號 anehungsun3@gmail.com 雞排、珍珠奶茶及其原物料 太空城在木柵己經超過20年,是位於學區的商店,銷售以學生為主,產品物美價廉

27 臺北市 花生騷 WasangShow 53630506 服飾配件類 林陳樂 02-2559-5312 臺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63號3樓 wasangshow@gmail.com 服裝、配件

「花生騷 

WasangShow」是臺灣獨創原住民潮流品牌，每個設計細節融合原民與自然界最

緊密的圖騰元素或神話故事，打造出獨一無二的風格與設計感。

28 臺北市 哈喜拉原住民餐廳 25656784 餐廳小吃類 林美佳 02-2563-4992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77巷19號1樓 cherryshi0826@gmail.com 燒烤類、鐵板類、蒸煮炸炒類、酒品

Hasila 哈喜拉

是布農族語鹽巴的意思

老闆是布農族女婿“皓哥”（halilu）

食材的選用堅持獨衷加鹽巴調味

只為了能夠吃出食物原來的美味

29 新北市 Wstudio 82298893 美體美容類 吳曉艾 02-89531288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183號2樓 pinklove180@gmail.com 洗髮精/護髮品/美妝保養品/美髮造型品
本店造型師平均10年以上資歷，善於傾聽，用專業角度的分析，對自己的作品負

責，價格公開透明，環境舒適。

30 新北市 許願石商行 85179701 餐廳小吃類 許陳仙特 0922-080-456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46號 holayougen@yahoo.com.tw 民宿、露營、餐食、農特產 提供民宿、露營、原味饗宴、農特產等多元的服務。

31 新北市 Air hair 髮型造型沙龍 50657852 美體美容類 羅翊僑 02-2981-4368 新北市三重區慈愛街161號1樓 jasmineaa0824@gmail.com 歐萊德髮妝產品、輕喚羽髮妝
本店使用歐盟認證環保標章髮品歐萊德洗護

堅持天然

32 新北市 蘿彼諾勵手作工坊 87298696 文創藝品類 温彩月 0905-373-661 新北市三峽區中園街225之8號 wen.tsaiyue@gmail.com 工藝/農特/設計/手作

手創Diy藝品，

手作編織

農特產品

33 新北市 原草文明 28380184 美體美容類 林珮甄 02-2242-2595 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11號 phoralin@hotmail.com 美容護膚、身體保養保健用品

原草文明

溜出藥櫃的本草保養品，傳承古人對於植物的經驗智慧，不脫色、不脫味、原草手

作、天然純粹，形成一系列的草本護膚、飲食文化，給您最貼心的生活。

由內而外、調理肌膚，增進肌膚活力。

由外而內、保養肌膚，柔潤亮澤肌膚。

整體呵護、雙向保養，六感陪伴，外透內亮。

34 新北市 米嵐髮廊 31710081 美體美容類 陳美雲 0956-567-015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3段217號 ssaa880115@gmail.com 美容美髮 專業時尚剪燙染護 專業時尚彩妝 新娘化妝

35 新北市 韓市長假髮 82810056 美體美容類 林昊穎
02-2926-7200

0971-688-082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9巷32號2樓 icanflyveryhigh@gmail.com

醫療假髮、科技假髮、髮片、美髮周邊、假髮

修補、美髮服務

韓市長假髮是客製化假髮品牌，根據面積、髪長、密度、髪色量身訂製。價格合理

，性價比高。

36 新北市
米沙路莊園文創有限公

司
50848234 農特產品類 沈福來

02-8942-3340

0937-881-774
新北市永和區民有街14號1樓 shen.et3838@gmail.com

臺東咖啡豆/自然農法蜜香紅茶/小米酒/純天

然手工皂/防蚊液/咖啡週邊/文創商品

米沙路主打臺東咖啡及農產讓大家有機會認識與品嘗，堅持嚴格篩選、進行挑豆、

新鮮烘培，讓大家都能夠體驗臺東咖啡最真實的風味。

37 新北市 沈氏環科有限公司 80011612 其他 沈福來 02-8942-1955 新北市永和區民有街14號1樓 shenet89421955@gmail.com

自動化OA辦公設備/影像輸出/海報/布條/招

牌/文創商品/設計及銷售/影印/輸出/印刷品/

加工裝訂/美編設計

經營理念：

沈氏環科有限公司成立於2003年(民國92年)，我們是一家【充滿年輕活力與理想

】的公司，成立初期本著誠信的原則，與高品質的產品理念，提供最專業的客戶服

務，並將自動化OA辦公設備及完善的售後服務，視為立足的利基；近年來面對日

益變化的市場需求，也在不斷學習與修正中成長。

38 新北市 早午J&M BRUNCH 82362206 早午餐甜飲品 陳美儀
02-2648-3886

0981-238-799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206號1樓 jin771031@gmail.com 早午餐

一家小夫妻經營的早午餐

堅持手做 不油炸 減少加工食品的使用

希望能讓大家享受無負擔的餐點

39 新北市 原味咖啡坊 54343600 農特產品類 胡馬燕萍
02-2647-5011

0938-338-809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三段316號
murandamama@gmail.com 原住民族美食.外匯餐飲.伴手禮品

「原風禮坊」開發原住民特色餐點,讓那象徵原住民族『純真』的美味完整保留，

不會因為時間的變遷就此消失。

40 新北市
臺灣原住民教育經濟發

展協會
30354367 農特產品類 馬燕萍

02-2451-9469

02-2647-5011

0938338809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95巷13號1樓 murandamama@gmail.com 馬告鳯梨酥 馬告肉乾

協會：希望藉由教育的紮根，發展與帶動原民文化與生活相關的產業，在經濟得以

自給自足和獨立之下，繼而解決原住民族在現代社會型態下常態性存在的困境與難

題。讓原民青年在教育與學習的過程當中發展專業專長。

41 新北市 芮奇娜美容工作坊 99089174 美體美容類 余惠嫦 02-2647-6188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5巷6號1樓 jazz0926889071@gmail.com 油壓、護膚、銷售美容產品、精油等

1.店內設計溫馨舒適

2.客製化服務

3.以做效果口碑為主

4.不強迫推銷

5.每次的療程都會盡力幫客人做到最好、最完美才寬心的讓客人離開

42 新北市 傻師傅湯包 龍安店 82136080 餐廳小吃類 曾月珍

02-2647-6668

0972-696-399

0966-708-683

新北市汐止區龍安路24號一樓 mystoryinnjiufen@gmail.com 小籠湯包 小籠湯包、蒸餃、各類湯品、飲料。

43 新北市 芮恩 Hair Design 88120780 美體美容類 潘惠玲 0976-589-639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491巷5號2樓 linn0963@yahoo.com.tw 剪燙染護、頭皮養護、造型、美髮保養商品 以溫馨簡約風格，專屬顧客美麗時光的個人空間，讓身心好好放鬆。

44 新北市 森杉鍋物 72862884 餐廳小吃類 李育恆 02-2956-3077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93巷23號1樓 hoyinsiyan@gmail.com 個人火鍋、義大利麵
店家從採購食材到湯頭到醬料都是老闆自己親自熬煮湯頭及製作醬料，店內裝潢融

合原民文化樹皮工藝來襯托店內的溫馨舒適感。並且使用原民食材馬告來做料理。

45 新北市
打鹿岸原住民人文主題

餐廳
42705418 餐廳小吃類 趙哲櫻

02-2600-7333

0900-616-601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369號 e590202320@gmail.com

原住民風味料理、原民文創商品、原民創作專

輯

建構原住民文化與美食、傳統與創新的人文主題餐廳，並結合部落產業結構，達成

營利並且兼顧促進部落經濟的成果。

1.與部落產業合作採購部落食材，並以現代創新料理方式呈現產品。

2.與部落文化結合，學習部落美食、音樂、舞蹈、建築、人文等等加以包裝創新後

46 新北市 加納富魚食坊 50677689 餐廳小吃類 簡建中 0981-775-782 新北市烏來區信福路12號之3 zzdambaby1021@gmail.com
高山鱘龍魚/塔香山豬肉/高山虹鱒/烏來珠蔥/

原住民精力湯/鱘龍魚排/馬告烘蛋

加納富漁場，隱身於東北角魚米之鄉的山野大山中

高海拔清冽場域，有如北歐漁場般的得天獨厚

純淨的水源與冷冽的氣候讓源自高緯度的虹鱒

優游於無汙染的山嵐水氣之間

數十年來，加納富以最務實的態度經營高山漁場

從水質到飼料，從冬天到夏天，皆用心於魚的成長過程

近年引進營養價值極高，成長周期頗長的鱘龍魚

供應各大餐廳最鮮美與獨特的專業魚貨

47 新北市 諾莉藝術工作坊 26726529 文創藝品類 莊家穎 0920-392-931 新北市烏來區信賢里娃娃谷45-1號 angel.yng@msa.hinet.net
泰雅織布風的手機袋、皮包、背包、背心、飲

料杯套、桌墊 等等。

諾莉工坊是由泰雅族織女諾莉瓦旦所開設，諾莉瓦旦是烏來織布協會的織女之一 

，織布作品包括泰雅族傳統織布之外， 

也創作了許多實用的泰雅織布風的手機袋、皮包、背包、背心、飲料杯套、桌墊 

等等。

48 新北市
新北市烏來泰雅農特產

品合作社
50571594 農特產品類 Walis 0937-169-583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里西羅岸路12號 zzdambaby1021@gmail.com

烏來馬告咖啡/獵人馬告香腸/馬告精萃乾洗手

/獵人馬告麻辣花生/馬告阿薩姆紅茶/馬告系

列商品

臺灣烏來新北市原住民農業生產最大社團合作社，主要以烏來農特產為主要推廣組

織，以自然有機.友善耕作生產農作，行銷烏來有機無毒高品質農業產品，歡迎任

何農業與旅遊上的合作，一起分享烏來本地山水的美好。

mailto:holayougen@yahoo.com.tw


49 新北市 谷繞有機休閒農場 14499900 運動休閒遊憩類 Walis 0937-169-583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里西羅岸路12號 zzdambaby1021@gmail.com 部落旅遊/農場體驗/有機當季蔬菜/
位於好山好水的烏來谷繞有機農場為您提供無毒有機的蔬菜及馬告相關產品. 

如有需要請洽農場主人高小姐： 0988-283-839或(02)2661-6896

50 新北市 渼潞工作坊 13681182 文創藝品類 沈美露 0918-579-922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里烏來街87號 zzdambaby1021@gmail.com

一位從事泰雅文化工作者，以熱情的生命力投

入在編織與串珠教學，創作出美麗的作品，並

將這份美與大家分享，其⋯傳遞泰雅人文工藝

之訊息與分享！

工作坊原本要使用我父親的名字「巴桑」來命名，一方面因為父親很早就過世了，

另一方面是因為在學習編織的過程有幾度都想要放棄，但是冥冥中好像父親在默默

地鼓勵我，叫我不要放棄，才讓我能堅持到今天。為了紀念父親，當時在臺北縣政

府申請，聽到「巴桑」這個名字已經被登記時，心裡感到非常失望。後來是聽別人

的建議說，用我的名字「美露」的讀音，又因為我的工作坊面對南勢溪，中國人常

說：「遇水則發」，所以再加上「水」部，就找出「渼潞」的名字來用。

51 新北市 美食天地餐廳 31779026 餐廳小吃類 簡玉美
02-2661-6629 

0980-966-185
新北市烏來區環山路48之3號一樓 aa0980966185@gmail.com 特色小美食 環境優美、當地特色小吃、店內風格獨特

52 新北市 泰雅的廚房 14874481 餐廳小吃類 周淑萍 02-2661-7399 新北市烏來區瀑布路8號1樓 zzdambaby1021@gmail.com
原住民特色料理/烏來馬告系列商品/泰雅廚房

辣禮伴手禮

烏來一日遊好好享受大自然森林浴，

也不能錯過山產野菜等原住民料理，

這次選了烏來纜車下，烏來瀑布對面，

有食尚玩家推薦的泰雅廚房，

價格實在不算太貴，重點味道不錯，

烤山豬肉、野菜、炸溪蝦都好好吃，

一起來泰雅族部落吃美食吧！

53 新北市
Hbun河文 

原住民部落生活選物
47039836 文創藝品類 劉大衛 0930-330-360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43號 intosea8@gmail.com 工藝、設計、手作、農產

以部落的角度出發，把部落紮實的、純粹的生活創作，分享給更多人。帶來的一件

件原創作品散發著自然大地與部落文化的情感；片片茶葉、顆顆咖啡、粒粒小米與

紅黎都是厚實雙手用心呵護想獻給大家最棒的禮物。

54
新北市/屏東

縣

原住民族商場 

/依都護餐廳
16285798 餐廳小吃類 許綉雯

02-26287610

08-799-1938

新北市淡水區觀海露199號(漁人碼頭木棧道原民商場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104號
bess456@gmail.com

原住民特色文創伴手禮/包包/農特產/服裝/ 

餐飲套餐....等

本公司成立於西元1997年至今，已達17年 

之久。主要以自創原住民文化創作圖驣商品為主，包含原民美食、文化藝術、工藝

等商品。近幾年積極整合協助全國原住民廠商創作商品行銷通路拓展至國內外。累

計合作廠商已達上百家，商品種類多達一千多件以上。目前以拓展行銷國內據點為

:桃園機場、新北市、屏東縣等行銷據點。

55 新北市 魚鹿餐廳 85161596 餐廳小吃類 呂家威
02-8913-7657

0913-743-913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183之1號1樓 chris80713@gmail.com.tw 義大利麵 、燉飯 原住民食材融合地中海料理法。特殊的結合吸引客人。使用大量的蔬菜

56 新北市 新民汽車保養廠 30307914 維修及租賃類 吳阿明 02-2214-2102 新北市新店區安豐路30之1號 a0910948979@gmail.com 汽車維修
本店於民國98年12月09日設立，在地服務逾10年，秉持汽車維修專業，提供優質

服務。

57 新北市 E食堂 85364311 餐廳小吃類 江念慈 02-8911-5340 新北市新店區寶宏路6號 sammi7016@gmail.com 咖哩餐盒，麵食 風味小吃

58 新北市 荷百歐手作坊 46269330 文創藝品類 楊丹妮
02-2918-9503

0935-343-032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154巷8號3樓 rabbitfoot7@gmail.com 草本原料、芳療精油、薰香用品、手工皂教學

以產地植物及天然礦物為基礎，透過專利微粉及專業萃取技術，運用至芳療及手工

皂教學、系列教材及生活用品。

59 新北市 新仁資訊 16964347 數位3C家電類 陳秀霓 02-8991-5854 新北市新莊區大觀街42巷2-7號3樓 pcdrchen@gmail.com 資訊相關軟硬體.erp.監控主機等

新仁資訊興業有限公司成立於1997年，以『客戶服務』為訴求的經營理念，希望

能提供使用者及企業最

完善的服務品質。畢竟在競爭激烈的資訊市場中，顧客的口碑與消費者的信賴才是

新仁電腦能站穩

腳步最大的主因，也讓新仁電腦能繼續為愛護新仁的消費者服務。

60 新北市 品果集思有限公司 54024325 其他 鄭國書
02-2906-5568

0926-923-696 
新北市新莊區福營路92號 hellokuos@gmail.com

複合式木質地板、複合式竹製地板、複合式超

耐磨地板、密集板式卡扣超耐磨地板、礦石卡

扣地板、客製化樓梯方案、戶外材、甲醛消除

計畫

品｜小篆由三個口組成，形式很像木地板般，一片一片拼湊起。

果｜植物所結的實，表示事情有所成效。木上有田，期許要木上有塊福田，有所成

果。

集｜集合、聚集，把所有好的事物聚集在一起。

思｜心中有田，代表內心。期許每件所聚集起來的事情都能不妄斷，並且能集思廣

益。

61 新北市
逗.包子饅頭港式點心專

賣店
26743055 餐廳小吃類 陳美嘉 0903110134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73號8樓 miga0309@gmail.com 包子、饅頭、港式點心、飯麵 手工老麵包子饅頭  手工港式點心 嚴選臺灣道地食材 料多味美網路五星好評

62 新北市 薏心苡意x樂合愛 88160375 服飾配件類 依婉‧拿難 0963-069239 新北市汐止區龍安路36號14樓-6 lhngaynwauwa@gmail.com 薏苡文創飾品、傳統技藝及藝術課程教學

以「薏苡」為設計核心, 原創設計文創耳環、項鍊和手鍊, 

並給每款飾品屬於它的故事。年輕工藝師開設傳統技藝和藝術課程, 

可搭配單位計畫, 亦可於市集擺DIY課程。

63 新北市 福益冷氣工程有限公司 83433539 生活雜貨類 李宛燕 0926-680705 新北市三峽區中園街66號 jolie8926041@gmail.com 冷氣安裝，維修，清潔保養
我們師傅擁有國家級乙級冷凍空調技術士證照+15年以上專業技術，才是您最好最

放心的選擇!!

64 新北市 巴索精釀啤酒 45115858 其他 田高維正 0965-726-713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155號 dsa700226@gmail.com

對原住民而言，酒是人與靈以及人與人溝通的

媒介，透過酒的中介溝通，族人得以不斷溫存

、感知自己的身體、部落的社會關係及對天地

神靈的感知、敬拜，飲酒與釀酒更是神聖而嚴

謹的。

「巴索釀造」期望能恢復以往充滿敬意、感恩的飲酒文化，重拾身為原住民族的尊

嚴與榮耀，進而有效保存並推廣台灣原住民文化。

65 臺北市 宜美造型沙龍 38580035 美體美容類 林壽芳 02-2632-9598 臺北市內湖區康樂街136巷3弄20號1樓 bazu.beer@gmail.com 剪、燙、修復頭髮 依客人需求量身打造髮型

66 臺北市 映奧點影視製作工作室 38509701 影視樂器類 葛關育新 02-2356-9373 臺北市中正區寧波西街1號五樓 workbobo@gmail.com 影視器材租借 映奧點影視製作工作室為影視製作及影視器材租借的工作室

67 臺北市 iNAKATA走吧我們 52802380 服飾配件類 余雅惠 0985-675-015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號6樓(前往工作室前需電話預

約)
17wego@gmail.com 包袋、帽款、配飾

專注文化與市場的接軌與發展， 

尤其深入臺灣原住民文化產業，

重視文化資訊轉換與跨領域合作， 

所以走入不同部落，也走訪不同國度， 

同時走進傳統，也走向創新；

以電繡為技法，水洗與帆布為素材，

結合不同的部落創作、社會議題等，

分享臺灣在地文化與生活風格，

實踐屬於臺灣土地的美好與創作；

iNAKATA是布農族語，

以小寫i起頭如同小小的我們，

希望能與更多族人、在地的文化創作一同前進，

「INA」=「走吧」，「KATA」=「我們」，

走吧！我們將文化的感動、創作的溫度分享給更多人

68 臺北市 阿優依-臺北店 24420018 文創藝品類 邱竩淓

08-7625-810

02-2552-2815

08-7625821#12

臺北市大同區太原路54-1號 gillhouse1413@gmail.com 咖啡 原民農特產品及文創商品等

Ayoi阿優依是原住民族委員會設立的通路品牌，蒐羅許多優秀部落業者的特色商

品，用文化和鮮豔色彩為您打造獨樹一格的生活況味，希望從Ayoi帶出去的每件

禮物，都是給親朋好友最好的祝福。

Ayoi！是蘭嶼雅美(達悟)族的代表感謝、分享的問候語，也是一種生活態度，跟上

阿優依，我們一起說Ayoi！



69 臺北市 大百樹有限公司 54953243 農特產品類 張嘉樺 02-2595-3696 臺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98號 monkeyricetw@gmail.com 食米及相關製品

『獼米』產自風景秀麗的臺東泰源幽谷，秉持與環境共生的理念，堅持採用友善農

法栽種，不使用任何加害土壤的添加物如化肥、農藥、除草劑等，並依照良質米的

乾燥及碾製技術進行生產包裝，過程著重安全、健康及環保，讓「新鮮=原味」，

保留了泰源幽谷的土地芬芳，將優質的原鄉部落風味完整呈現於消費者的餐桌上，

當消費者享用「獼米」的同時也能夠感受到屬於大自然的純淨清新氣息。

70 臺北市 13個手感烘焙 42516063 早午餐甜飲品 高為人 0987-189-221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55號（中山捷運站六號出口） rockdrum21@gmail.com 手工麵包及各原鄉農產品、手工藝品等

使用臺灣小農健康天然的食材外結合原住民的特殊食材代表了原住民的風格文化。

將其融入歐式麵包與伴手禮品，不只創造新的價值，更是推廣臺灣在地食材出色的

表現，代表臺灣的多元文化。

無任何添加物及防腐劑，呈現原味天然的好，這是一吃就感到驚艷的好味道。

71 臺北市 H&D時尚美學 25658544 美體美容類 陽裕群
0988-079-971

LINEID:@ghl1566z
臺北市大安區安東街46號1樓 jimmyuboy0226@gmail.com 剪 燙 染 護 美髮洗護商品

位於臺北市東區熱鬧的商圈，開有10年的美髮小店，經營者喜愛花草樹木所以在

店裡店外都種植許多的植物，就是要讓客戶在消費的過程中都能像在渡假一樣的享

受。

72 臺北市 芙萊創藝有限公司 50855396 文創藝品類 許瑜佩
02-2630-6107

0978-352-110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5段2號地下一樓(不定期參與展

場販售，來店請先預約）
giwasnoil@gmail.com 手工刀、昂首折刀、菸斗、紅酒栓、創意小物

我們的理念是能將原住民族傳統工藝融入生活中，能使文化產業與時俱進，以傳統

文化概念為基礎，設計、研發出屬於臺灣原住民工藝美學的量產商品，藉由現代生

活型態並同時延續傳統文化。

73 臺北市 One Ten 食分之一 76391230 餐廳小吃類 金佳筠 02-2720-1838 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段458號1樓 contact@oneren.tw

多樣西方傳統料理，運用當地當季小農及特色

原住民食材。

➤  

推薦菜色：脆皮豬、凱薩烤雞葉酸蛋生菜沙拉

、鮮蝦燉飯、烤時令海魚. 

原味竹筒飯、嫩煎鴨胸

我們為追求美食且注重健康的人提供餐點，One 

Ten集結多樣西方傳統料理，運用當地當季小農及特色原住民食材，讓人在美味及

健康兩者間再也不用取捨！

74 臺北市
ONE DAY HAIR 

SALON
42506163 美體美容類 陳妍廷

0913-775-282

02-2765-4974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23巷72號1樓 blue970613@gmail.com 剪燙謢染、髮型設計

ONE DAY HAIR SALON

經營理念為用心經營的品牌，是以自然為導向的風格設計師，期待蒞臨的朋友有不

一樣的一天。

75 臺北市 秋手作 83195184 農特產品類 張顧濃 0932-249-394 臺北市原樂好市 /其他市集 b89134025@yahoo.com.tw 辣椒醬 手工果醬辣椒醬

76 基隆市 四月髮型沙龍 26138579 美體美容類 田宏恩
02-2428-0070

0986-966-206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43號2樓 brunotien@gmail.com 美髮、美睫、霧眉、美髮週邊商品 基隆市少數由原住民設計師為主的美髮店家

77 基隆市 髮彩時尚造型館 26562645 美體美容類 陳進龍
02-2421-5088

0917-153-370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73號2樓 facai24215088@gmail.com

髮型設計、新娘秘書、彩妝整體造型、紋繡眉

、週邊商品

髮型設計(剪、燙、染、護)、高清噴槍彩妝、新娘祕書、伴娘妝髮、媽媽妝髮、一

般淡妝、韓式髮型、外景造型派對表演、音樂會彩妝整體造型、紋繡眉

78 基隆市 找到幸福咖啡店 50541451 農特產品類 吳欣敏 02-2463-5660 基隆市中正路559號 milly.wu@gmail.com 咖啡、下午茶、伴手禮餅乾

位於基隆正濱漁港邊的一家咖啡店，以友善農家、無毒食材、在地食材故事與結合

健康烹煮食品、點心、飲品，以現點現做的烹調方式為所有來訪的客人帶來新鮮舒

爽的飲食口感。

79 基隆市 玉山茶行 98110163 農特產品類 黃玉妹
02-2431-5038

0928-614-383
基隆市仁愛區華三街7號 c24315038@gmail.com 茶葉、茶具 自產自製臺灣高山茶批發零售

80 基隆市 王子の衣 37757702 服飾配件類 陳品穎
02-2421-3458

0938-904-838
基隆市仁愛區愛四路3-1號1樓(基隆廟口內) a0938904838@gmail.com 男性流行服飾、潮流配件 日韓系流行男子穿搭，透過簡約搭配穿出不同個人風格。

81 基隆市 啟秀齋香品軒 41001003 文創藝品類 巴奈‧比比 0919-392-363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290號1樓 7xiuincense@gmail.com

自有品牌優質香品、Nippon kodo 

日式薰香、Esteban 法式薰香、香道用具。

名家書畫、雕塑藝術、臺灣交趾陶藝術精品

「減壓、提神、放鬆」是香品融入現代生活的三個最了不起的功用。「啟秀齋」引

進並開發各式優質香品，讓人們重新體驗薰香所帶來的各種愉悅感受，最終達到身

心靈平靜康寧的祥和狀態。

82 基隆市 海節餐酒館 87331409 餐廳小吃類 黃奕 0983-592838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752號 byoung0978@hotmail.com 排餐，輕食，義大利麵，飲品

鄰近彩虹屋附近的海畔餐酒館「Hi J 

海節」，店名可是由老闆、店長、主廚三人的英文名字組合成，以美式工業風格打

造出屬於基隆的海派浪漫。店內以基隆的新鮮海鮮為主題，並提供大份量的排餐，

適合多人聚會分享。

83 桃園市 后院 87570169 美體美容類 陳雅惠 03-3355-557 桃園市桃園區朝陽街32-1號 p9601120315@gmail.com 剪/燙/染/護髮
善用專業技術 ，正面應對，雙向溝通 

，創造出完美需求及嶄新的面貌，呈現顧客自信且專業領域。

84 桃園市 幸福朵拉美學工作室 54929011 美體美容類 楊詠甯 03-3580-167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191號3樓 manysea89@gmail.com 美容服務 美容保養品
別於一般美容院服務 主要服務及產品及儀器都是市面上少見 

且專攻無創無痛速效的服務 並提供專業的居家保養服務流程！

85 桃園市 品食 87345190 餐廳小吃類 陳溧瑤 0976-097-688 桃園市中壢區五族街197號 hsiao.li0624@gmail.com 麵食、滷肉飯、小吃
民以食為天的小吃類，滷肉飯、麵食、當中以豆腐包肉湯、赤肉絲菜頭湯、各類多

樣化小菜均選

86 桃園市
Tminun na Wagi 

太陽的織
91133325 文創藝品類 羅瑋 0960-931-023

桃園市龍潭區龍元路45號(菱潭街興創基地 

店鋪19.20號)
lokyle25@gmail.com 包包 配件

"Tminun na Wagi 

太陽的織LOGO以TW英文字首構成，加入泰雅圖騰與編織元素。一經線一緯線 

用感情 織岀動容故事，傳承不同世代，榮耀祖靈，一起編織泰雅的未來。"

87 桃園市 享玩桌遊 91292420 運動休閒遊憩類 張子聖 03-3700-260 桃園市中壢區大仁街31號1樓 dd20000108@icloud.com
桌遊零售、桌遊租借、桌遊活動場館、集換式

卡牌競技場館、輕食、飲料

位於中原大學旁，結合桌遊、戰鬥卡牌、劇本殺等桌上娛樂的最佳場所。

【環境】店內空間舒適、寬敞、採光明亮，是家庭歡聚、親友交流、社團互動等聚

會的好去處~還在尋找桃園中壢的聚會地點和優質的派對場所嗎？ 

享玩桌遊是您最值得的選擇

88 桃園市 原創紅藜小米甜甜圈 82258858 早午餐甜飲品 麥順雄 03-4825-333 桃園市楊梅區三元街184號1樓 myew1980@gmail.com 小米及紅藜甜甜圈、以及創意小米與樹豆冰棒
用原住民古早天然的民生食材研發創意甜品，來自山上的原創，分享給大朋友與小

朋友。

89 桃園市 有什麼賣什麼 87367790 生活雜貨類 呂佳選 0918-666-203 桃園市大溪老街公園附近擺攤 bbopi0830@kimo.com 翡翠玉石，髮飾，衣服，什麼都賣
什麼都賣不定時，會去找一些有性價比的產品來回饋給客戶，翡翠玉石全都A貨，

不A保退換，髮飾，包包會不定時打5折給消費者喔！

90 桃園市 Be hair salon 在髮型 41441754 美體美容類 張家豪
03-3761-788

0981-966-864
桃園市八德區聖王街27號 oliee7542@gmail.com 造型剪髮 染髮 燙髮 頭皮淨化 設計師資歷10年起！依然不斷的進修成長！給客人最新的造型哦！

91 桃園市 Kakitaan 原鑽精品藝術 82782241 文創藝品類 何苡萱
03-3555-279

0976-183-689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二段178號 yhe272916@gmail.com 文創商品/品牌設計服飾/珠寶精品

傳統文化流失透過商品記憶流傳講述祖先留下來的色彩還剩多少人能記憶著！

KAKITAAN 

在傳統阿美部落是象徵性名詞，結合現代藝術創作，藉由其成為跨時代品牌形象。

在差異性極大的臺灣生態環境中，散佈在各地區的族人們，不同生態、環境衍生出

的獨特各部落，使這些文化底蘊截然不同與豐富，也滋養著臺灣原民藝術的創作，

具備了優質文化與多元族群發展的條件。彼此包容不一樣的聲音，猶如每座山頭、

河流、花草樹木有祂的故事，各部落之間述說不同符號語彙，這些正是臺灣土地上

自己的故事，傳承上需要去抽絲剝繭。本公司目標，藉由工藝、現代設計、藝術來

呈現商品創作理念，並提升人們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認知，也從生活上提升文藝涵

養與生活品質，以不同角度觀看這些文化價值，不分國籍不分種族不分界線把這份

美傳出去讓更多人喜歡。

92 桃園市 競炫電腦3C 83777999 數位3C家電類 陳佳琳 0989-216-882 桃園市八德區興仁里豐田三路72號1樓 f0926220805@gmail.com
筆電，電腦組裝、測試、維修、伺服器網路架

設、零組件買賣、客製化組裝

採取現在最夯電競概念組裝電競機，即享有ASUS(華碩)代理商品售後服務及零組

件販售。

93 桃園市 你可原民商行 87368910 農特產品類 李鈴 0906-188-085 桃園市大溪區仁武里019鄰新興街30號1樓 wula1051201@gmail.com
有機蔬果、有機米、糙米、藜麥、高山茶、胚

芽粉、鹿茸等

有機與天然食物，每曰所需並有著雒持促進健康的具體供給，皆有長期養身的美意

。

94 桃園市 瓦利斯‧哈勇工藝室 87364800 文創藝品類 王棋
03-3891-624

0909-206-282
桃園市大溪區仁愛里11鄰儲蓄路178巷10號 wcc528871@gmail.com

1.泰雅傳統竹編、藤編、網編、刀及泰雅工藝

品

2.泰雅文創商品

1.傳統男編為主,傳承文化內涵,推展母文化及智慧

2.以母文化為中心,策略合作開發新文創商品

95 桃園市 泰雅伊娜園 50613172 餐廳小吃類 梁秀娟
0955-070-622

0985-140-469
桃園市大溪區民權東路131號 dowsss@yahoo.com.tw 原住民美食/文創禮品/伴手禮 文化創作/原住民風味餐/伴手禮/DIY/舞團/彩繪工程

mailto:contact@oneren.tw
mailto:byoung0978@hotmail.com


96 桃園市 泰雅伊娜原住民工作坊 30164140 文創藝品類 梁秀娟
0955-070-622

0985-140-469
桃園市大溪區田心里民權東路131號1樓 dowsss@yahoo.com.tw

織布，服飾，手工藝品，伴手禮，DIY 

,文創商品，傳統工藝，傳統器具，傳統工藝課

程教學

本工作室優勢及特色： 

位於桃園大溪的泰雅伊娜原住民工坊，主要以傳授原住民手工藝為主，作品包含織

布、軟陶、串珠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動作與神情都維紗維肖的純手工製作的

原住民精品娃娃，在家族的工作團隊中人人發揮所長，只為了製作出最細膩優質的

作品，工坊裡每一份子都有著緊密結合的關係，而聯繫這層關係的，就是一件件讓

人驚艷的工藝品。

97 桃園市 瑪樂法琉璃工作坊 30211214 服飾配件類 莊佳琦 03-3808-161 0986-828-262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一段20號 wume0309@gmail.com 琉璃珠飾品 服飾配件

瑪樂法琉璃珠工坊，在桃園投入琉璃珠燒製教學及排灣族琉璃珠文化推廣多年，即

使原住民文化不斷漢化，但燒製琉璃的過程中卻可以不斷追思祖先，緬懷過去，

希望繼續把將獨特原住民玻璃琉璃珠之美讓更多人看見。

98 桃園市 圓夢手作工坊 31562666 文創藝品類 高圓夢 0986-828-262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一段20號 ifd.taiwan@gmail.com 原住民家飾藝品

以現代拼布中針線的技法認識傳統的十字繡與貼布繡的技巧外，在創作與傳承的過

程中將如同蝴蝶飛舞於花朵時的感動，讓欣賞作品的同時也一同享受創作者所帶來

的悸動與成就感，希望製作一些生活上實用的家飾用品，例如：餐具袋、面紙盒、

圍裙、頭巾，繼續能在生活中延續排灣族特有的服飾藝術之美。利用拼布創作將菱

形與三角形花紋、人頭紋、陶壺紋、百布蛇紋、獸形文，對稱、鮮豔、律列、均衡

的美麗重現，讓後代子孫認同自己族群的重要表徵。

99 桃園市 以樂原民商行 87367779 餐廳小吃類 李以樂 0989-139-563 桃園市大溪區大鶯路60巷188號3樓(電話購物) a0938228847@gmail.com 甘蔗雞 鹽水雞 烤鴨
主要販售販售甘蔗雞 鹽水雞 烤鴨，以及復興區每季當地特產， 

秉持新鮮健康，美味的品質服務每位消費者。

100 桃園市 莎呦企業社 14384864 文創藝品類 胡素花 03-3879-096 桃園市大溪區復興路一段39巷137號 sayo041588@gmail.com 泰雅傳統編織文創商品

莎呦企業社主要針對泰雅傳統編織及衍生商品做開發販售，包含飛鼠相關文創商品

、瓦路熊相關文創商品等，102年獲選桃原10大名店、104年獲頒文創商品績優獎

、108年獲選桃園金牌好店

101 桃園市 創足跡點心 87367497 早午餐甜飲品 甘麗芳 0903-799-925 桃園市大園區忠孝一街53號2樓 asd0905381018@gmail.com

原味蔥仔餅

馬告蔥仔餅

刺蔥蔥仔餅

是採用 原住民的食材加以研發

也採用宜蘭新鮮三星蔥來做成不一樣的點心

要以我們原住民的食材發揚光大⋯⋯

研究出不一樣的食品與口感。

102 桃園市
鰻慢來 - 

炭烤鰻魚專門店
41441419 餐廳小吃類 張美智 03-4225-544 桃園市中壢區大同路16號1樓 maxwu3146@gmail.com 炭烤鰻魚專門店

提供新鮮鰻魚料理，以顧客與店家彼此互相尊重的服務方式營業 

✓鰻慢來只是一個簡單做好吃餐點的料理人 

✓我們無法滿足所有人（味與胃），我們會盡力

103 桃園市 新明雞肉王 87374835 農特產品類 江以萱 0981-871-098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488號 chiang2522@gmail.com 雞肉、蔬果
好吃的甘蔗雞鹹水雞烤鴨~

雞肉 鮮嫩多汁 烤鴨 酥脆爽口 讓你一口接一口~自產自銷水密桃 保證甜

104 桃園市 幸福好食雞 87369538 農特產品類 吳少鈞 0977-359-899 桃園市中壢區仁德里新中北路二段212號(幸福市場) k879852312000@gmail.com 蔬果、甘蔗雞、鹽水雞、烤鴨
販售復興區蔬果及季節限定-

水蜜桃，另有當日自行烘煮的甘蔗雞、鹽水雞、烤鴨，肉質鮮嫩多汁

105 桃園市 雲端數位館 87570870 數位3C家電類 羅立宸 0968-116-403 桃園市中壢區永光里三光路135號 cutewhitejay99@gmail.com
手機 手機周邊配件 3c產品 門號申辦 

手機零件維修
提供買賣及維修服務，以專業技術取得客戶信任，故客戶黏著度相對高。

106 桃園市 阿烈可ft.M宏 85403638 文創藝品類 陳彥宏 0912-820-525 桃園市中壢區自信里普騰街26巷19號6樓 alekmhung@gmail.com
手染曼陀羅掛布、手作編織手機背袋、手作編

織飲料提袋

品牌理念是提倡減塑生活、愛護地球母親、減少垃圾產出、並且希望從生活中的環

保習慣進而改變周遭人、事、物，希望地球更美好

107 桃園市 哈囉原民商行 87367481 農特產品類 林美琴 0966-989-553 桃園市中壢區幸福里忠福黃昏市場內 a0966989553@gmail.com 禽肉
我是來自復興區三光里的泰雅媽媽，主要販售熟食雞肉與鴨肉，每天細心調配、獨

家烹飪、價格公道，口味老少咸宜！

108 桃園市 COMEBUY威尼斯店 87368968 早午餐甜飲品 盧至軒
03-4265-268

0982-291-754
桃園市中壢區恩德街45號 linzhenyin0410@hotmail.com 鮮萃茶專賣店

用一杯創意好茶，帶給人類歡樂安心的使命

不斷創新、充滿熱情挑戰自己

將COMEBUY獨創的臺灣茶飲文化帶進全世界

建立世界第一的COMEBUY

109 桃園市 滷都香健行店 50723255 餐廳小吃類 林英傑 03-4283-770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208號1樓 roger2737@gmail.com 加熱滷味及飲料
位於中壢後站健行科技大學及東興國中附近,營業多年,特製中藥湯頭及滷醬,價格便

宜又好吃

110 桃園市 原選製菓 50963135 早午餐甜飲品 林詩榕 0989-839-547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225-10號 wulala1833@gmail.com
水果茶包、天然果乾、原民風味伴禮、手工果

醬、原民食材、烘焙課程、原民風味甜點

取名"原選製菓"的含意~

"原" Original代表在地的與原創的意思

選 chosen 選擇

製菓源自於日本漢字，效法日本職人的工匠精神

選用在地友善耕作的原住民族小農產品

111 桃園市 木之筆藝工坊 50616332 文創藝品類 陳武勇
0926-918-760

0962-071-958
桃園市中壢區龍安5街139號 joyceshenjackych@gmail.com 手作筆套件銷售及成品銷售 銷售臺灣製作優質筆套件、成品筆，製筆教學。

112 桃園市
金藝工室

(泰雅頭目藝術家的店)
87393761 文創藝品類 鍾杜金蓮 0930-931-676 桃園市中壢區龍昌里文化新村193號1樓 j567888@gmail.com

文具零售、字畫藝品、文創商品、紀念品、禮

品、其他雜貨。

字畫藝品、文創商品、原民藝術文創商品、空間藝術設計配畫展售、藝術家駐店現

場揮毫創作、手作DIY文創商品合作教學體驗。

113 桃園市 龍東數位通訊 37808028 數位3C家電類 劉奕梵 03-456-7957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437號 twmn23@gmail.com 通訊產品及週邊商品零售 品牌手機,平板,小家電銷售。二手手機買賣。3C配件販售。手機維修。

114 桃園市 花菓子工房 49673572 其他 李貴菊
03-4608-588

0988-160-399
桃園市中壢區龍門街198號 flowerhouse198@gmail.com 花卉園藝、甜點伴手禮 花卉園藝、甜點伴手禮

115 桃園市 MATAMA 85249410 服飾配件類 李沅哲 0954-021-009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里龍南路430巷54弄6號2樓 masawumanpo@gmail.com 服飾周邊：T-Shirt、帽T、毛巾、帽子、配飾

Matama - 追逐意義而生

文化式微，我們逐漸遺忘根本的樣子。試圖在陌生的灰色叢林中，注入一股部落的

味道，喚醒內心的原生靈魂，找到真正的自己。

Matama，阿美族語，是「經歷一段過程後，找到（發現）了某項目標」的意思

。彷如一場狩獵，在山裡尋找野獸的氣息，發現、搏鬥，直到拿下獵物凱旋。

「Matama ko patosokan no o’rip no miso」- 

找到你生命的意義（目的）正是Matama一詞的文化哲學基礎上所建立的品牌核

心價值。

116 桃園市 母繫設繪藝文工作室 85265017 文創藝品類 石仰恩 0976-455-442 桃園市平鎮區新華路72巷5號3樓 a0976455442@gmail.com 手工藝、體育活動體驗

本店商品是由阿美族母親手工帶有溫度的手工藝商品，除了母親的手作外另有推廣

帶領孩子們一同學習原住民傳統創作以及文化體驗，本店也有推廣運動體驗活，身

為阿美族海象的民族帶領大家在現代便利科技的臺灣體驗起初阿美族靠海維生的海

上體驗。

117 桃園市 依山傍水 87398533 農特產品類 林玉蘭
0935-592-332

03-3627-987
桃園市桃園區文化街52號(公有南門市場102號攤) siweier1989@gmail.com

無毒無化肥花東原住民時令農特產品、原住民

特色文創商品、冷藏(凍)加工食品、冷藏(凍)

食材、生鮮海產等。

產地直送之友善耕作無毒無化肥花東農特產品，另有生鮮海產、冷藏(凍)加工食品

、冷藏(凍)食材及原住民特色文創商品等，營業額部份回饋玉里書屋做公益。

118 桃園市 十三個手感烘焙 41429219 早午餐甜飲品 高為人 0987-189-221 桃園市桃園區育樂街16號 rockdrum21@gmail.com 手工麵包及原鄉農特產

使用臺灣小農健康天然的食材外結合原住民的特殊農特產代表了原住民的風格文化

。將其融入歐式麵包與伴手禮品，不只創造新的價值，更是推廣臺灣在地食材出色

的表現，代表臺灣的多元文化。

119 桃園市
泰雅文化學苑-

溪口臺部落
42179421 文創藝品類 林法連 0975-780-017 桃園市復興區三民里1鄰水管頭12之25號2樓 atay830819@gmail.com 文化體驗、風味料理、DIY手作

創造就業機會是成立代亞企業社的夢想，從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申請了弱勢及身障

的關懷服務、部落環境美化、到辦理初步簡單的部落文化體驗的遊程服務等。雖然

成功的踏出了一小步，但是還不足以解決部落長期的生存問題。因此不斷的透過很

多的方法，包括執行相關的計畫來尋找失去的傳統精神文化，如語言、部落歷史、

音樂、藝術、文物、傳說、部落遺址、產業、生態、狩獵文化等。希望重新找回即

將瓦解的傳統部落精神，重新定位身為部落一份子的責任與使命，一起為部落努力

創造機會。



120 桃園市 爸爸的果園水果行 72714462 農特產品類 張銀芳 0926-353-040 桃園市復興區三光里51地號 817318@ms.tyc.edu.tw 9月~11月產甜柿，3月產橘子

「爸爸的果園」名稱很俗氣，只是單純的紀念父親在這塊土地上所付出的情感及孕

育子女的辛勞。

面對臺灣對土地的過度開發，為使土壤及果樹有生存的空間，其管理養護方式為：

一、 順地順樹耕作，讓土壤及果樹有生存的空間。

二、不使用傷害土壤的殺草劑，堅持人工砍草，維持微生物的平衡。

三、適量使用化學肥配合自製酵素保護泥土，活化土壤功能。

四、以驅趕昆虫資材為主，安全及減少農葯使用為輔，達到病虫害防治。

五、每年土壤檢驗了解土質的狀況，隨時做改善。 

果園如同生命，需要保護滋養、經營管理，如此果子才會給予相對的回饋。

用「誠」對待土地

用「心」管理果園

用「愛」呵護果樹是「爸爸的果園堅持的理念。

121 桃園市 桃花園農場 87518426 農特產品類 張慧玲 0933-252-315 桃園市復興區三光里6鄰武道能敢14-15號 nicole52000@yahoo.com.tw 水蜜桃、日本甜柿、橘子

花園農場位於海拔900公尺，桃園市復興區三光里神秘幽靜的山谷上

每年2-3月初為桃花盛開季整座山谷被粉紅佳人所覆蓋

此人間仙境孕育出優質美味的水密桃、日本甜柿、橘子等農特產品，附設烤肉區。

122 桃園市 媽亜特產莊園 85390599 農特產品類 宗秀琴 0925-313-332 桃園市復興區三光里武道能敢4鄰14之18號 a0925313332@gmail.com 水蜜桃等農產品露營區

冰河時期冰山的力量推擠出臺灣特有（高山河階地形）大地的厚愛，孕育出優質農

場，水蜜桃，水梨，椪柑，枇杷，段木香菇，桂竹筍等 

， 我們愛護大地，希望喜愛山林的你們一探拉拉山祕境，（ 

武的能幹）附設露營區

123 桃園市
桃園市傳統編織技藝文

化教育推廣協會
50694744 文創藝品類 張真光

0913-927-156

0936-102-826
桃園市大溪區復興路一段39巷137號 syax88@gmail.com 泰雅織品相關文創、DIY體驗、咖啡飲品

本會主要針對泰雅傳統編織做教育訓練、相關文創商品開發及結合復興區泰雅文創

商品做展售平臺，與復興區公所合作，在角板山旅遊服務中心展售相關文創商品，

並搭配DIY活動、咖啡茶飲等方式服務遊客

124 桃園市 陌懷宿民宿 85395969 飯店民宿類 楊恩賜 03-3912-408 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10鄰135之6號 a0966896530@gmail.com 民宿住宿
拉拉山民宿陌懷宿民宿mhwaysu，為桃園市合法民宿第085號，是一個讓陌生人

懷念弟的地方，歡迎來拉拉山陌懷宿民宿mhwaysu，與山嵐共枕眠與自然的對話

125 桃園市 雲棧小吃店 31765780 餐廳小吃類 甘英花 0910-154-904 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10鄰巴陵135之6號 lala640108@gmail.com 原住民風味餐、桌餐、咖啡、飲品

雲棧顧名思義就是觀雲觀霧的客棧，到拉拉山雲棧農場渡假有吃有住可說是無比的

享受，雲棧農場是泰雅族原住民夫婦所經營，原來以泰雅族風味餐為主，然而因此

地景觀雲霧縹緲有如人間仙境。

126 桃園市 雲棧民宿 85262068 飯店民宿類 甘英花 0910-154-904 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8鄰巴崚39號 lala640108@gmail.com 住宿、風味餐

雲棧顧名思義就是觀雲觀霧的客棧，到拉拉山雲棧民宿渡假有吃有住可說是無比的

享受，雲棧民宿是泰雅族原住民夫婦所經營，因此地景觀雲霧縹緲有如人間仙境，

所以決定蓋渡假民宿，當初預計5年時間完成渡假木屋但於第4年即告落成，這一

切都是農場主人以木造建立的農場，農場主人自己設計屋內的桌子、房間、閣樓、

木屋，除了住宿並可體驗採果樂趣，採水蜜桃、甜柿、五月桃，體會原汁原味的果

香。

127 桃園市 拉拉山小熊本舖 85370398 農特產品類 胡雪芬 0926-062-538 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9鄰巴崚62之3號 aa0926062538@gmail.com
農特産品，季節蔬菜販售，伴手禮，手工藝品

DIY

手工串珠吊飾，手鍊，掛飾，包包等，不定期販售蔬菜等等，採預約秘境導覽解說

自費行程（電話洽詢），一探拉拉山秘境細細體會泰雅文化故事！

128 桃園市
qenay na 

bamboo桂竹協會
72878372 文創藝品類 李依婷 0985-119-346 桃園市復興區義盛里卡普4鄰1號 trtbamboo@gmail.com 竹文創商品：耳飾 / 吊飾 / 竹相關藝品

Qenay na 

bamboo是創立於桃園復興區卡普部落的竹飾品牌，為「竹子做的耳飾」之意。

「給奈」Qenay是泰雅族語的耳飾，過去泰雅族不論男女皆有配戴竹、貝作耳飾

的傳統，常在宴會跳舞時裝飾。自古言「有泰雅族的地方就有桂竹」，泰雅與竹是

如此緊密的生活著。在可見滿山桂竹林的卡普部落，有一群人帶著在地創作的能量

，懷抱能在延續泰雅竹文化的同時，與當代並進，讓竹子走進日常生活中。

129 桃園市 基拉耳景觀民宿 82022087 飯店民宿類 林信義 0953-096-758 桃園市復興區澤仁里4鄰溪口臺55號 h0953096758@gmail.com 民宿住宿、餐飲、觀光導覽

基拉耳民宿位於角板山對岸溪口部落，海拔約360公尺，位於石門水庫上游，溪口

部分酷似總統蔣公故居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鎮而得名，周邊有角板山公園、小烏來天

空步道及羅浮雙橋等，並且本民宿可以觀賞新溪口吊橋全景，視野廣闊

130 桃園市 沙咪飲食店 17678413 餐廳小吃類 張惠美
03-3822-233

0928-567-353
桃園市復興區羅浮里2鄰37號 savi09370928@gmail.com 土雞料理、季節料理、山產

沙咪飲食店以自養土雞之各式料理為主軸，搭配在地食材為輔之原住民族泰雅風味

店，利用香菇、馬告、刺蔥等特色原民食材來製作，展現泰雅傳統之飲食文化

131 桃園市 櫓榪竹工作室 85259887 農特產品類 李依婷 0907-874-375 桃園市復興區羅浮里合流6號 lhjsharon0918@gmail.com
竹藤製品、農產品零售、登山嚮導、設計出版

。

櫓榪為「竹子」的泰雅族語 

Ruma音譯。品牌來自具有「桂竹的故鄉」美名的桃園復興區，致力讓竹子能夠更

親人地進入當代日常中。

132 桃園市 溪口臺露營區 49346803 運動休閒遊憩類 游國慶 0936-314-015 桃園市復興區羅馬路二段57k處 sky651404@gmail.com 露營帳位、裝備出租、雜貨零售、DIY體驗、

農特產品

位於羅馬公路上的溪口部落，隔著大漢溪上游，遙望角板山景，鄰近溪口吊橋；推

廣在地原民文化，營區活動豐富多元，提倡親子露營及新手免裝備的絕佳首選！

133 桃園市 瀧莛企業有限公司 54931163 數位3C家電類 文明華
03-4992-208

0976-805-593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336巷51弄16號 happysailing999@gmail.com 電動剪刀機、刀片、鋰電池、充電器

我們所銷售的電動剪刀機，是提供很多從事蓋板行業的原住民或平地朋友的剪板工

具。

優點：1.快速、提高工作效率；2.省力；3.覆蓋行業廣泛：蓋板行業、水塔行業等

。

134 桃園市 寶貝你商舖 85387124 農特產品類 文鈞卉 0900-007-332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416巷8弄11號 s12110514@gmail.com

友善耕作紅米、糙米、黑米、白米、臺灣原生

種紅藜、冷壓初榨印加果油、有機芭樂葉茶、

牛樟芝、時令農產品、原住民特色服飾，

安心買好物，健康養生無負擔，精選優質商品，友善耕作，原住民耕種農產品、產

地直送，營業額部份回饋做公益。

135 桃園市 禽肉零售 87367784 農特產品類 陳淑裕 0915-263-711 桃園市龍潭區龍潭里龍華路63巷23號【騎樓】 a0915263711@gmail.com 甘蔗雞、鹽水雞、烤鴨、烤雞
甘蔗雞 、鹽水雞每天採用新鮮溫體電宰雞肉 

、烤鴨、烤雞採用中藥醃製品質第一。

136 桃園市 星威通訊 42181307 數位3C家電類 袁彰群
03-3181-806

0917-004-024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七路183號1樓 active334169@gmail.com 手機 代收資費,配件批發,手機販售手機維修

137 桃園市 星威通訊 41020016 數位3C家電類 袁彰群
03-3181-606

0917-004-024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77之1號 active334169@gmail.com 申辦門號、門號續約、代收資費 申辦門號、門號續約、代收資費

138 桃園市 GYMER運動家 85032221 運動休閒遊憩類 張士強
03-3181-400

03-3184-547
桃園市龜山區文興路220號1樓 greengrassgg1002@gmail.com 一對二教練課、一對一教練課、團體課程 來到ＧＹＭＥＲ就像在家運動一樣舒適

139 桃園市 花軍團汽車精品 53460328 維修及租賃類 陳莉雅 03-3287-708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三路50號 shizukavip@gmail.com
汽車配件、行車紀錄器、測速器、迎賓踏板、

車頂架、腳踏墊、車側踏板

花軍團專致力於MAZAD周邊產品，如:空力套件、白金飾品、卡夢精品等，還有

相關電系實用性商品，如今隨著市場的潮流，進而引領新需求、創造新領域。我們

擁有專業製造的經驗，贏得客戶讚賞與肯定，對於市場需求上強調創新實用的產品

，在經濟的價格上供給客戶安全穩固的產品，無論是有形的品質或者功能上，都能

完全符合客戶品質上的需求，創造和客戶雙贏之商譽。

140 桃園市 雲端數位館 82247311 數位3C家電類 李明哲 03-2123-536 桃園市蘆竹區順興里奉化路17號1樓 a0931313261@gmail.com 手機販售、手機門號申請、手機維修、配件3C 手機現場快速維修，關於手機、3C產品皆可服務

141 桃園市 今漾工作室 82056473 美體美容類 潘莉萍 0930-273-879 桃園市中壢區崇德三路408巷1號 lily123xls@gmail.com 美妝保養品、睫毛嫁接

全方位的服務

肌膚保養就跟健身是一樣的概念！

不持之以恆怎麼會擁有自己滿意的體態呢？

不認真用心保養，再昂貴的療程都嫌多餘！

天然的產品提供肌膚一個喘息的機會❤️

臉只有一張，怎麼能夠不好好愛惜呢？

142 桃園市 茉子まこ茶飲輕食 87575869 早午餐甜飲品 楊芸蓁 03-3753-380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110號1樓 erui333@gmail.com 手搖飲。飲品。珍珠奶茶

以『不斷研究創新、新鮮現榨水果、健康研究室』的三個觀點，而成立了『研果室

』。創新思維顛覆飲料店的傳統經營方式 ; 

跳脫傳統格局的羈絆，提供各式創意飲品。並且不斷的推陳出新，不斷更進，將飲

品融入現代流行的話題，實現研果室的初衷。

143 桃園市 雅境企業社 85242129 飯店民宿類 簡瑞祥 0937-174-588 桃園市復興區澤仁里３鄰溪口臺41號 holayougen@yahoo.com.tw 民宿、露營、餐食、農特產
園區位處於原鄉部落，在群山環繞、溪水迴繞的相襯之下，是您放下煩憂、恣意享

受的最佳選擇，這此沒有主客之分，只有一家親！



144 桃園市 宸逸企業社 37817954 文創藝品類 李富麟 0935-938-975 桃園市大溪區慈光街54巷６號 lfl938975@gmail.com
花藝創作設計，園藝工程，代理胖子肉鬆手作

美食伴手禮

宸逸工坊-原民文

園藝工程、花藝創作設計、(胖子肉鬆)美食伴手禮。

145 桃園市 巴拉舫餐酒館 85309887 餐廳小吃類 張家華 0989-287-262 桃園市大園區和平西路155號 daf0989287262@gmail.com 家常料理 原鄉料理 結合原漢料理 提供家鄉味用餐環境

146 桃園市 Penny手作小舖 91297494 服飾配件類 潘雅翎 0955-786-988 桃園市舉辦的活動市集 penny.pan@kimo.com 手作髮飾
喜歡用不同原素搭配，嚴選素材製作可愛的髮飾及原民小物，讓每個小女孩都可愛

滿分，繽紛可愛的童話是Penny的主要特色。

147 桃園市 飛天嫁衣婚紗工作室 26627133 其他 陳宣佑 03-3393-336 桃園市桃園區民族路37號 anitachen1118@gmial.com
"#結婚照 #全家福 #孕婦照 #親子照 #週年照 

#閨密照 #藝術照  #新娘秘書

飛天嫁衣是一間幫你們記錄愛情故事的婚紗工作室，有專業的服務團隊，只為了讓

你在婚禮當天成為最璀璨的那顆恆星。，要給每一位新人最完美的wedding。

148 新竹縣 上涼山撒牧咖啡工作室 91343244 早午餐甜飲品 羅夢華 0917-966-231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169號之１號 j123267@yahoo.com.tw
馬告萃取手沖咖啡/紅刺蔥椒鹽鬆餅/現採現煮

香草茶

1.	把原民食材帶入文青風裡，讓原鄉氣息注入更有升級的文青風，不再一昧在於原

味裡打轉，應該創造”新原氣”品嘗不一樣的原青美食。

2.	提倡自然養植無農藥的香草植物作為愛地球的環保議題，因為香草植物除了可以

驅蟲之外，還可以聞香達到心身靈的舒適，這會是城市裡需要的養身之道。

149 新竹市 karling嘉琳美學 56645735 美體美容類 何嘉玲

新莊店

0965-285-275

關新店

03-666-1771

1.新竹市東區新莊里新莊街7號1樓 

2.新竹市東區關新路171號2樓
karlingbeauty@gmail.com 美甲美睫服務與美妝產品

karling嘉琳美學為每一位顧客著想，堅持給顧客們，獨立且舒適安靜的空間，讓

每一位貴賓享受專屬於女人的尊寵的服務。透過專業客製化的設計，展現特的獨特

魅力。

150 新竹縣 pig partner 97386395 餐廳小吃類 南賢天 0978-707-750

1.新竹縣湖口鄉國強街1巷8號

2.新竹縣湖口鄉榮光路158號 

3.苗栗縣造橋鄉大西村慈聖路二段280巷11號

lamei7x@gmail.com 日式拉麵、日式咖哩飯、陶瓷商品
提供日式平價餐點.咖哩豬排飯.地獄拉麵...並且些許的改良成符合臺人的口味之日

式餐館.

151 新竹市 臺灣水鹿咖啡館 42034740 餐廳小吃類 石昇蓉
03-5251-913

0989-662-995
新竹市北區大同路202號1樓 elviskao2000@gmail.com 風味咖啡，特色輕食，手作的糕點…

空間（視覺）、音樂（聽覺）、餐點（味覺）交錯原住民族文化，傳遞臺灣在地之

美、原民之美。

152 新竹縣 心藝術 Heart&Art 83583826 文創藝品類 孫敏聿
0976-781-601

03-5338-745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196之1號E3車廂 virginier33@yahoo.com.tw 皮革飾品、包包、配件、吊飾等 最具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的皮革手作品牌。

153 新竹市 姞娃斯手工皂坊 87454788 文創藝品類 謝晴 0982-262-347 新竹市北區湳雅街176巷3號 kaiser205171@gmail.com 手工皂 經濟實惠、無華麗包裝、純天然、無添加防腐劑及色素，以天然精油製造而成。

154 新竹市 迦南美地mandy spa館 82232984 美體美容類 偕䕒鎂 0927-333-923 新竹市明湖路35號 mandychieh@gmail.com 美容護膚/美體舒壓

1.問題肌膚處理，例如：痘痘/粉刺/斑點/肉芽/脂肪球/凹洞/痘疤....

2.舒壓按摩：臉部及肩頸精油按摩

3.經絡按摩：順經絡方向按摩搭配整復手法調理

155 新竹市 小澤宅宅 72893057 早午餐甜飲品 黃宥頲
03-5255-726

0952-297-601
新竹市東區大同路47號 yoting0404@gmail.com 特色飲品 以新鮮檸檬現點現切新鮮呈現飲品，特色易開罐包裝

156 新竹市 艾比兒甜點-東門店 42060269 早午餐甜飲品 郝彭宏 0988-058-984 新竹市東區大同路86號東門市場三樓3120室 alexsarah.bakery@gmail.com 飲料、甜點 烤布丁專賣店

157 新竹市 女巫時尚藝術美學沙龍 34932381 美體美容類 黃麗君 03-5230-323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49號2樓 lesa0301@gmail.com
藝術美甲.美睫嫁接.手足保養.熱蠟除毛.韓式半

永久霧眉

女巫意味著神秘的力量與魔法，而裡頭的小女巫正使著神奇的魔法來把女人們變漂

亮的魔力。

158 新竹市 有福外銷成衣行 82232751 服飾配件類 林馮希翎
0928-018-665

0906-258-477
新竹市東區經國路一段479巷2弄19號 fenghsiling@gmail.com 衣服

想花少少錢大大體驗歐美外銷裁型的朋友你有福了！

一件件讓你/妳穿得舒適且平價的：

吸濕排汗運動裝

歐系浪漫洋裝

陽光男神T恤

居家休閒宅裝

無論是多少%數棉、彈性纖維、尼龍等等都會是產品最完美的比例…

159 新竹市 絲比髮藝 2885006 美體美容類 陳美莉 0915-466-118 新竹市香山區埔前里牛埔北路98號 a0915466118@gmail.com 洗.剪.燙.染.護.整.吹.頭皮護理
頭皮是青春的泉源，卻是美麗的死角！

絲比髮藝用最真誠的心為您們把關、照顧每一個角落。

160 新竹市 金崴國際運通有限公司 23870985 維修及租賃類 徐安利 03-5225566 新竹市東區高翠路292巷4-1號 kingweiexpress@gmail.com
汽車租賃、包車旅遊、機場接送、微型搬家、

小型物品急件送貨

新竹在地經營20多年，近年針對登山客包車旅遊至尖石鄉、司馬庫斯、北得拉曼

等...頗具載客經驗

161 新竹縣 嫄藝食跡 85306994 文創藝品類 江哈拿 0912-306-719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196之1號C13 hanalove0813@gmail.com 原民傳統工藝編織系列商品
我們嫄美所有的文創商品，以現代風格點最民族風情味道設計之品牌推廣，並複合

特色原民風味特色飲品等。

162 新竹縣 四季農場 85387715 農特產品類 張忠賜 0911-575-840 新竹縣五峰鄉256-6號（張學良故居泰雅市集） a0911575840@gmail.con 傳統與現代創作系列商品
群山環繞富含豐沛的芬多精與負離子、海拔1200、有善耕作，種植出的高冷蔬菜

清甜營養

163 新竹縣 五峰獵人學校 26502008 運動休閒遊憩類 蔣俊靈
03-5851-270

0915-321-277
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10鄰196號 v555101@hotmail.com 特色野生馬告創作飲品咖啡

五峰獵人學校×Yamai石生部落之體驗活動行程

(提供半日、一日及兩日行程)

農特產品販售中心

泰雅文化手工藝販售區

客製化各項活動。

164 新竹縣 茅圃小吃原住民風味餐 92943766 餐廳小吃類 陳志凱 0900-427-713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16鄰146之6號 a0988140385@gmail.com 原住民風味餐、快炒小吃等 有特製的馬告白斬雞、馬告豬肉等原住民特色美食料理

165 新竹縣 太平商店 2769127 農特產品類 趙金榮
0915-909-772

0933-862-110
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13鄰260-3號 j481391886@gmail.com

高冷蔬菜、水果、糯米酒、一般酒品、當季蔬

果等
有機蔬菜類、蔬果類，自產自銷

166 新竹縣 不老居休閒農園 99001966 餐廳小吃類 董貴份
03-5841-483

0935-119-836
新竹縣尖石鄉新樂村10鄰61號 pulauci@gmail.com

原住民風味餐，刺蔥咖啡，慕懷以酥，馬告鳳

梨酥、竹筒飯，紅玉紅茶。提供一日遊行程及

在地產桂竹DIY如:竹筒飯，香蕉飯，竹鶴等。

走近尖石山巒清碧的小路上，隱身於山中林間的私房美味，自種的高山蔬果，私

房原味、雲南美食、滿足您的味蕾，來自部落的完美響宴~

不老居餐廳是您的最佳休閒去處。

167 新竹縣 尖石驛站 31640109 農特產品類 黃坤輝 03-5842-007 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2鄰1-2號 qqrp06@yahoo.com.tw 水蜜桃、雪蓮、樹豆、高山蔬果等農特產品 尖石在地農作物契作供應，全省原住民特色農產品契作供應；歡迎來電諮詢

168 新竹縣 山樂林原味小舖 87447838 餐廳小吃類 李鳳蘭 0921-072-702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12鄰那羅229號 sandrashe7221@gmail.com 原民風味餐
當地原住民特色料理，菜色與附近小農種植的菜、養殖的雞、鴨、魚、肉，配合香

料及部落香草入菜為特色。

169 新竹縣 青秀小館 40984596 餐廳小吃類 林淑霞
03-5841-111

0932-118-326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4鄰32號2樓 amma0707807@yahoo.com.tw 餐飲、小吃

本餐廳設置於朝日溫泉民宿館內。有需求的顧客們可享受泡湯之後光顧本小館享用

餐點。

170 新竹縣 那羅香草 41253133 農特產品類 范經理
03-5842-668

0910-251-338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那羅11鄰163號 sayun.qali@gmail.com

香藥草純露、香草精油喉糖、香草氣泡飲、美

妝產品、DIY手作

四季環繞雲霧山嵐的山間部落，自耕種轉型後部落裡逐漸遍佈香草花田，山谷的美

景與馨香遂成了旅人探訪駐足的目的。崇尚自然、追求純粹一直是「那羅香草」所

堅持的精神，如同始終以原始面貌存活著的那羅部落，為了保有最初最真的樣貌，

「那羅香草」堅持純粹！各系列商品，更是純淨自然的極致展現，讓人最真誠的呵

護下，看見最真實的美。

171 新竹縣 雅葳農莊 50558190 農特產品類 徐榮偉 0937-142-757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那羅229-1號 alex102367@yahoo.com.tw 有機蔬菜、農遊活動 有機蔬菜、農遊活動、小米種植、部落導覽、農事體驗

172 新竹縣 李媽媽小吃店 87336880 餐廳小吃類 李謝月勤 0905-977-290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那羅文學公園廣場 hoyinsiyan@gmail.com.tw 炒飯、炒麵、香蕉飯、竹筒飯、季節湯品

李媽媽小吃店現在是位於新竹縣尖石鄉那羅市集裡面的其中一個固定小攤販，攤販

負責人李媽媽利用自己的好手藝在攤販販賣炒麵、炒飯並且自己有種植辣椒並加入

馬告加工成馬告辣椒，提供客人在用餐時都可以享受原民文化的好食拌。

173 新竹縣 游牧時尚潮流美學館 72794227 美體美容類 曾慧敏 0915-971-115 新竹縣竹東鎮上館里南寧路114號1樓 huimin971115@yahoo.com.tw 紋綉、韓式半永久定妝、 美睫、美甲 、除毛

愛美是女人的天性，從古到今千古不變的現象，不管是身處於任何世代的女性，都

被【愛美】的衝動所驅使，那就是「透過改變自己的身體，以提昇自己的社會價值

」。靠化妝來美化自己，已無法滿足女性對於外在的需求。在美容流行市場中，在

眾多明星藝人的帶動下，【韓式半永久定妝、 

美睫、美甲】也加入流行的戰局,韓式半永久定妝的興起更是帶動素顏美女的風潮

，只要體驗紋繡【眉&眼&唇】即使不化妝出門，看起來就像是上妝一樣，可以讓

女性朋友多一點睡眠時間，上班不在早起、約會不再遲到。

174 新竹縣 游牧樂器行 72701558 影視樂器類 曾文凱 03-5103-720 新竹縣竹東鎮上館里南寧路132號1樓 a0398085898@gmail.com
熱門樂器(電吉他、木吉他、爵士鼓、貝斯及

周邊產品)

♪ 樂器行 ♪

♪ 樂團培訓 ♪

♪ 音樂教室♪

♪ 錄音室♪

♪ 熱門樂器維修買賣 ♪

♪ 練團室預約出租 ♪

mailto:anitachen1118@gmial.com


175 新竹縣 梅子女子Spa工作室 82004573 美體美容類 劉春梅 0906-988-477 新竹縣竹東鎮五豐里24鄰忠孝街129號1樓 tomey.kozy77@gmail.com

臉部護膚 全身精油舒壓 新式挽面 

顱內淨化（耳燭) 腹腔淨化（腹燭） 

健身太空艙 背部滑罐 美胸舒穴 腿部刷療

專業的服務 使用純精油按摩 不推銷 免包期 價格實在

176 新竹縣
超自然Hair 

Salon新秘彩妝
85302414 美體美容類 黃皓宇 0989-269-075 新竹縣竹東鎮民德路183號1樓 only_you5775@yahoo.com.tw 剪髮

我們店由兩位及兩位以上具有原住民身分的人，一起在都區為了打拼，做美髮，我

們店裡以新潮，前衛，時下年輕人髮型，結合彩妝整體的服務。

也在店裡可以藉由吸引族人進店消費也能，恢復價值。

177 新竹縣 帛私工作室 27617680 農特產品類 朱螢螢 0968-392-907
新竹縣竹東鎮忠孝里長春路三段157號4樓(不定期參

與展場販售，來店請先預約)
ana546088@gmail.com

芳療產業相關產品:原生芳香植物種苗,萃取資

材,精油,純露,擴香用品,教育諮詢,等
推動原生芳香植物之栽培,萃取,藉由活動教與學行銷部落,結合民族文創工藝品產銷

178 新竹縣 853泰雅農市集 82010054 農特產品類 林靈 0970-637-831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196-1號 dorislinling00@gmail.com 原民伴手禮、風味餐點

我們將原住民在地食材，有故事的傳統飲食和美味料理呈現給大家。我們運用當地

純天然無毒栽種的食材，集結小農自有的農產品，結合師生的創意及開發各式各樣

的商品，直接銷售給消費者。

179 新竹縣 越南特色小吃 87339774 餐廳小吃類 李威
03-5948-988

0903-665-382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里沿河街16巷7號1樓 j5948988@gmail.com

越南法國麵包、越式涼手捲、

越式雞絲涼粉

可樂、芬達、雪碧

套餐1:越南法國麵包+越式雞絲涼粉+任一飲

料

套餐2:越式涼手捲+越式雞絲涼粉+任一飲料

套餐3:越南法國麵包+越式涼手捲+任一飲料

提供優質的異國小吃供國人體驗另類美食。

180 新竹縣 靚妍美學生活館 30336925 美體美容類 古優哈告 03-5577-990 新竹縣新豐鄉尚仁街141號2樓 3vugw2008@gmail.com 美容美體彩妝美甲特殊護理
美容美體 紓壓按摩 減體脂 瘦身 新娘化妝 美甲 手足保養 點痣 除毛 燙睫毛 

嫁接睫毛 美容諮詢服務  

181 新竹縣 齊川汽車保養廠 34858967 維修及租賃類 蔣健勇 03-5933-862 新竹縣橫山鄉大肚村中豐路2段76巷6號 gn01263337@gmail.com 汽車保養 維修 零件配備零售 位於橫山鄉臺三線旁鄉田中,周邊稻田圍繞四季既是維修亦是賞風

182 苗栗縣
苗栗縣泰安鄉原住民桂

竹筍加工站
88407882 農特產品類 林恩光 037-962096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一鄰梅園29之16 mayday871029@gmail.com 1、袋筍 2、桶筍 3、導覽解說 4、竹製DIY

苗栗縣泰安鄉桂竹筍品質相當優良，是產量最大的桂竹筍產地之一，深受消費者喜

愛，產品分為袋筍及桶筍，方便一般民眾購買及店家供貨，導覽解說及竹製DIY可

以讓遊客在購買之餘可以更了解泰雅文化及桂竹筍產業，達到育教並行。

183 苗栗縣 浪漫奇木藝品製作所 88613428 文創藝品類 曾義忠 0906-203-878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72號前(部落市集攤位) aa0906203878@gmail.com.tw 漂流木創作/盆栽品/部落農特產品
本所提供在地深山樹材...設計擺件...也從事木製品及竹製品之文創商品設計.....融入

部落傳統文化...藉由藝術品之創作....發揚泰雅文化

184 苗栗縣 藍海水產行 47601356 農特產品類 古婉萍 03-7270-991 苗栗市嘉盛里3鄰家盛街177號 k0937223347@gmail.com 活體海產、冷凍海產、冷凍食品 我們提供優質活體海產以及冷凍水產品.冷凍食品.

185 苗栗縣 悅筵企業社 82564651 美體美容類 潘明慧 0922-342-339 苗栗縣竹南鎮中華里大業街87號3樓 Pan0922342439@gmail.com 化妝品零售、美容美體服務、瘦身美容 專攻經絡按摩

186 苗栗縣 C.C HAIR 87216837 美體美容類 陳湘瑩 037-478-880 苗栗縣竹南鎮照南里15鄰博愛街98號1樓 ca761007@gmail.com 洗剪燙染護 髮品
客製化髮型設，耐心溝通髮型想法，採預約制。每週二店休。竹南火車站步行5分

鐘。日韓系髮型輕鬆駕馭。設計師量身打造。

187 苗栗縣 逸香園農場 72440421 農特產品類 王淑貞 0916-688-120 苗栗縣卓蘭鎮坪林里8鄰坪林87號 yoyo.a9609@gmail.com

1.( 他類住宿) 露營 水管屋

2. 風味簡餐 下午茶【需預約】

3. 

團餐桌餐，BF自助式，烤肉食材【需預約】

4. 農產品及農產品加工品販售

5. 露營裝備租賃

位於苗栗縣卓蘭鎮一個也叫做坪林的小村莊，一位返鄉的小小農夫，改變了以前父

親傳承下來的耕作模式，把原來的草莓園改成度假休憩用途的農場。

園區包括>>>露營區>可搭帳篷區域

涵管區>未帶帳篷，又想體驗露營的住宿區

採果區>提供客人採果樂趣，草莓園，柑橘園

戲水區>彼鄰坪林溪畔，可釣魚，戲水

188 苗栗縣 向天湖咖啡民宿 25215302 飯店民宿類 風世平
03-7825-559

0982-360-627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16鄰向天湖26號 k53988540@gmail.com 咖啡,簡餐,住宿

南庄向天湖民宿，是一座位在湖中心的民宿，緊鄰著向天湖旁，環湖四周，有著向

天湖的步道，提供遊客悠閒的漫步在其中，向天湖民宿的外觀，是一間白色的高雅

建築，在群山環繞下，顯得格外的寧靜優雅。

189 苗栗縣 山餡甜點 82567926 早午餐甜飲品 林孟儒 0919-844-867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21鄰21號 a1125446@yahoo.com.tw 咖啡、原民風味甜點、飲料...等

主食材源自山林，不論是傳統食材、在地農特產，抑或染織纖維使用的植物，全是

山的餽贈，製作成餐點，也可比喻我們將其內化，一個是食品，一個是自身，我們

是山林的孩子，這是我們的養分及初心，讓停留於此的人們，沐浴在山的溫柔之中

。

190 苗栗縣 禮沐工作坊 87051666 文創藝品類 林珍珠 0933-948-856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21鄰21號 rimuylorsing@gmail.com 文創商品

從部落文化與產業發展出發，以工藝、天然為核心，青年回游、風格、手感、環保

四個細向扣緊核心態度，積累泰雅族文化存續與再生、跨域與連結原鄉關懷底蘊，

具體呈現有形的生活設計物品或交流體驗，藉此產生的過程來溝通社會群眾。

191 苗栗縣 花媽手作工坊 38984557 文創藝品類 陳秀玉 0919-073-817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21鄰3-2號 chin2626kin@yahoo.com.tw 泰雅織布
堅持傳統堅持自然素材,對於工藝,強調最重要的,就是心,耐心就是用心,肯用心方才

出類拔萃

192 苗栗縣 喝納灣人文咖啡屋 80969749 農特產品類 阿慕‧依達耀 0919-019-246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24鄰鹿場13之8號 laysa.akyo@gmail.com 咖啡、飲料、部落農產品等
本店除了提供咖啡飲品外，營造自然教室，部落生態導覽解說，營造原生植物園區

，觀察飛蛾與螢火蟲生態，以及認識清淨空氣蕨類等等。

193 苗栗縣 瓮戢栗工坊 80965384 文創藝品類 林子傑 0980-980-955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2鄰東興新邨138號 chin2626kin@yahoo.com.tw 原住民手工編織 堅持使用傳統編織讓生活與文化結合延續文化的美

194 苗栗縣 百盈家事管家企業社 50609901 其他 潘子綺 0913-820-226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24鄰東江新邨10號 daxin1981@gmail.com
清潔服務、裝潢後粗細清、大掃除、居家清潔

、單次清潔、定期清潔、辦公室清潔..等

幸福家庭~愛生活~快樂做家事

享受生活~從居家環境開始~

讓您的愛之屋隨時隨地都是乾乾淨淨有品味

195 苗栗縣 足步天下養生館 26851357 美體美容類 周秀芬
03-7331-618

0977-522-806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里27鄰縣府路108號1樓 a0977522806@gmail.com 身體按摩、腳底按摩、腳皮修整、腳指甲修正

本店由泰雅族一個家族，默默耕耘苗栗市9年之久，期盼的就是用優惠經濟的價格

，享受純正臺式按摩。

196 苗栗縣 沁琳企業社 87216267 餐廳小吃類 古潔 03-7270-991 苗栗縣苗栗市嘉盛里3鄰嘉盛街177號1樓 focusnainai@gmail.com 活體、冷凍水產
我們有馬祖地道的現撈海產！還有進口的各種活體、冷凍海鮮。活體直送，讓您嚐

到最鮮美的海味～

197 苗栗縣 柏晰企業社 87216273 餐廳小吃類 古萱 03-7270-991 苗栗縣苗栗市嘉盛里3鄰嘉盛街177號1樓 dt25100d@gmail.com 海產 新鮮海鮮 產地直送

198 苗栗縣 唯渡烘培坊 85091327 早午餐甜飲品 徐睿君 0928-698-877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村蘇魯3鄰34號 wituxfarm@gmail.com
蛋捲、放牧雞蛋、雞蛋布丁、蛋製品加工、半

開放式手作diy教學空間。

運用了在地飼養的天然放牧雞蛋，來製作出我們的第一個蛋製產品[蛋捲]。

堅持原料嚴選天然及繁瑣的手工做法，為的就是堅持天然 健康 無添加的精神，

完全無添加物的健康訴求，將食材最原始的味道真實呈現給大家。

199 苗栗縣
烏嘎彥Su 

mulin鐵板料理
72471401 農特產品類 簡志超 0970-682-603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高熊段620地號 chien12tw@gmail.com 小吃。露營。農產品

位於海拔1000公尺視野遼闊、環境優美，每年搭配雲海季、櫻花季、體驗竹林秘

境之旅,經營.小吃.鐵板料理. 在地農特產品等。

200 苗栗縣 百芙灡民宿 47602405 飯店民宿類 姚又溱 0975-650-532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6鄰天狗27-1號 vivian_sida@yahoo.com.tw 住宿/手作餐飲

鄰近雪霸國家公園-

雪見遊憩區周邊，泰安鄉天狗部落唯一合法經營民宿，聚落生態資源豐富，具泰雅

族人文特色。

201 苗栗縣 天杬農特產 87218758 農特產品類 高得孝 0985-380-150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6鄰天狗32之5號 z0985380150@gmail.com 馬告（山胡椒）桂竹筍
我們的店靠近雪壩國家公園雪見遊戲區

來至高山天然農產品（馬告 桂竹筍）

202 苗栗縣 原滋味部落特產行 87153312 農特產品類 吳香妹 0906-907-738 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永安41號 jade19790906@gmail.com
泰雅醃肉、小米酒、竹筒飯、馬告香腸、季節

蔬果、小米、樹豆

我們位於苗栗大安溪沿岸的部落，因為特殊的地理環境，培育出優良的農特產品，

絕對有別於您們在平地吃到的產品喔。

203 苗栗縣 馬力拾族民宿 26847468 飯店民宿類 宋瑪莉 0912-390-387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12鄰92號 k0912390387@gmail.com 民宿、手工藝品 提供原民特色民宿。

204 苗栗縣 亞外蔬果小舖 87185671 農特產品類 黃盈萱 0975-100-379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72號對面 yinghsuan826@gmail.com
高冷蔬菜/季節水果/段木香菇/樹豆/小米/紅藜

/土雞蛋/小米酒

我們所販售的產品都是由一群在地的族人所栽種的,這裡的水質氣候及環境優良,因

此我們的蔬果農特產品,經常供不應求,時常剛採收沒多久就被老客人搶購一空,更有

些有經驗的客人經常是採取預定或預購的方式,歡迎各位歡高山農特產的朋友也能

快快成為我們的老客人喔!



205 苗栗縣 蜂起原勇 83113064 農特產品類 曾加豪
0966-310-50

03-7941-204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9鄰44號 z2952401@gmail.com

1.野蜂蜜伴手禮

2.甜柿10月~11月

3.桂竹筍3月~4月

愛因斯坦曾說過：「若蜜蜂從地表消失，人類活不過四年。」蜜蜂與人類生活息息

相關，連植物也需要仰賴蜜蜂授粉才能存活，而小小的事也會漸漸擴大影響整個生

態。

是緣起，也是原起!英勇的神鋒部隊，是一群來自不同部落及不同族群的原住民族

青年，因為〝蜂〞而凝聚在一起，為了不讓文化消逝，開始追朔祖先當時採集野蜂

蜜的文化，並且以人工養殖的方式開始進行返鄉養殖野蜂，並安排到部落以簡報方

式教導部落居民及推廣野蜂，打造部落養蜂人才。協助偏鄉居民及原住民族進行產

業轉型，增進他們的經濟能力及改善生活品質。

英勇的神蜂部隊相信若行動不開始，文化就會消失，蜂蜜將會漸漸消逝。回到部落

教族人養蜂的技術，從製作蜂箱開始甚至到如何觀察蜜蜂，從無到有就只為了讓野

蜂回歸自然、打破大家對野蜂的認知，也讓神蜂部隊學習到當時祖先在早期已有的

採集野蜂蜜慧根，在不停的尋根，一直到現在朝著創業的隊員們驕傲地拿著野蜂產

品向世界各地推廣，發揮原民精神。

也回部落協助族人將部落農產品販售給我們都市的朋友們，以好的產品讓社會大眾

認識臺灣獨特的原住民文化。

206 苗栗縣 泰雅風味小舖 87227449 餐廳小吃類 曾欽鳳 0971-877-278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段327號 masin7038@gmail.com
豬肉串/羊肉串/牛肉串/香腸/時令水果/當地農

特產品

我們位於泰安溫泉風景區.這裡的泉質相當優.竭誠歡迎您在泡湯之後過來享用美食

以及購買當地的農特產品

207 苗栗縣 泰雅公主農特產行 87151399 農特產品類 曾睿綺 0978-278-577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溫泉飯店前 love006614@gmail.com
馬告香腸/鹹豬肉/烤竹雞/竹筒飯/樹豆/馬告/

小米等時令農產品
我們位於苗栗泰安溫泉區,歡迎來泡湯/登山/走古道,並品嘗道地的泰雅族美食

208 苗栗縣 力馬工坊 54960552 文創藝品類 南凱中
03-7542-328

0978-707-750
苗栗縣造橋鄉大西村慈聖路二段280巷11號 lamei7x@gmail.com

原住民與客家料理、原住民與客家文創商品、

原住民手工藝品

位於造橋淳樸鄉間的{力馬工坊}由傳統陶瓷工廠轉型觀光休閒文化創意產業，致力

經營於原住民與客家文化

209 苗栗縣 花草巷弄咖啡屋 38986268 餐廳小吃類 豆鳳琴
03-7602-986

0958-192-997
苗栗縣頭份市流東里中正新村171號 a0958192997@gmail.com 特色簡餐 下午茶 咖啡 食材皆親自選購，餐點醬料皆自己研發調製，無添加加工食品。

210 苗栗縣 矢巴萊原民小舖 47605199 農特產品類 謝建宇 0981-398-932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5鄰78號 sbalay47605199@gmail.com 手工藝品 農產加工品 點心 飲料

希望可以從苗栗縣自己的故鄉出發,成立專屬苗栗縣原住民產業的銷售平臺,協助苗

栗縣原住民產業業者有更好的銷售管道,解決苗栗縣原鄉地區產業銷售的問題,更希

望可以增加苗栗縣產業業者的經濟收入!

211 臺中市 阿鈴鈴工坊 72332491 文創藝品類 林春美 04-2565-0725 臺中市大雅區清泉路8-6號 pasulivay03@gmail.com
原民服飾、手工藝品銷售及租借，一日文化體

驗，原民風味餐
來到都會區也可以體驗原住民文化、服飾及風味餐，內容豐富，讓您意猶未盡。

212 臺中市
taste coffee 

慢嚐精品咖啡
87097396 農特產品類 賴韋伶 04-2279-3819 臺中市太平區中和街477號1樓 krtt0903@gmail.com 單品咖啡/花式咖啡/飲品 販售質感精品莊園咖啡豆/商業配豆

213 臺中市 肉肉先生 83125532 餐廳小吃類 方昭敏 04-2229-2006 臺中市北區太平路22號2樓 Mr.zozo2020txg@yahoo.com 牛排 最強牛排專賣

214 臺中市 我想靜靜 82648884 餐廳小吃類 古威傑 0924-111-702 臺中市北區忠明路383號 honeygg123@yahoo.com.tw 小吃，飲品

我想靜靜

靜靜的空間

一個人喝酒

一個人沈思

一個人不無聊

隨時歡迎你的到來

215 臺中市 馬告公主農特產專賣店 87130584 農特產品類 曾鐵木 0906-116-978 臺中市北區南京東路二段75號4樓之二 yinghsuan826@gmail.com
馬告(山胡椒).馬告香腸.新鮮溪魚.有機米.高冷

蔬果等部落農特產

因為熱愛部落.所以經常往返部落.因此將部落的農特產透過行銷包裝推廣到都會區.

讓更多的朋友在了解原住民文化.同時也品嘗到新鮮健康的部落農特產品.

216 臺中市 璽璦蠔der串燒 87240772 餐廳小吃類 陳瑋汝 0939-516-531 臺中市西屯區何源里中清西2街45之2號1樓 rurunikar@gmail.com 原住民創藝美食 將臺灣的街頭小吃串燒結合原住民風味，創作獨特口味的美食料理。

217 臺中市 孟德爾頌樂器社 45842674 影視樂器類 李會萍 04-2376-7728 臺中市西區忠明南路422號 hm24613690@yahoo.com.tw

各式樂器銷售: 

幼兒奧福音樂打擊樂器/成人打擊樂器/ 管樂 

/弦樂/ 春節*晚會節目表演

歷經20年樂器銷售中心，主要業務為銷售樂器及奧福音樂師培訓班及愛的真諦音

樂短期補習班，入門小樂器 

(如;鈴鼓,三角鐵,沙鈴,響板...)等，到專業演奏級的弦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吉他,

....等)皆有販售。本公司產品均有專業技師全省送貨服務.保固.維修，讓您購物有保

障。

218 臺中市 谷關風情 24604705 文創藝品類 林永恒 0985-736-421 臺中市和平區梨山里中正路瑞雪巷9號 yukanmasa@gmail.com
本店銷售商品以當地原住民生活輕食類、飲料

類、農特產品及原住民祖靈之眼鑰匙環。
本店有二面玻璃櫥窗，放置紀念品及泰雅族口簧琴。

219 臺中市 滿自然鮮果工坊 82609496 早午餐甜飲品 王秀玲 04-2380-9689 臺中市南屯區嶺東南路76號 gygy007@outlook.com
水果禮盒,鮮切水果,新鮮果汁,沙拉,紅豆湯,越

式軟法
新鮮看得見,健康吃的到

220 臺中市 LIU 服飾 72362109 服飾配件類 劉敏慧 0983-855-989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一段71號 ftiandsj@gmail.com 服飾、精品配件、鞋、包 韓國空運100%正韓貨、創造屬於妳的時尚

221 臺中市 何美菊生活創意工作坊 38838345 文創藝品類 何美菊
04-2568-4608

0907-304-166
臺中市大雅區月祥路183-27號 a0907304166@gmail.com

原民服飾／原住民手工藝品／串珠 珠繡 

十字繡／原住民美食

文化是民族延續的命脈,增進對傳統文化的認識,以促進原住民族文化永續發展

將原住民傳統技藝融入現代創意,轉變為家用飾品,及商品系列,增加原住民在都會區

的

另一個市場

222 臺中市 壹釩有限公司 83537289 生活雜貨類 黃俊翔 0930-777-311 臺中市北區忠太東路117號之13 tracytaurus215@gmail.com 生活雜貨、伴手禮、小家電

壹釩提供臺灣在地工廠生產的生活雜貨、日用品、小家電等，滿足消費者日常生活

所需，亦有代購臺灣在地小農的優良產品、伴手禮等服務。

簡單買、簡單用、簡單滿足。

223 臺中市 原滋味部落特產 61822990 農特產品類 陳小玉 0982-514-999 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366號1樓 love514999@gmail.com
馬告香腸(禮盒)原味香腸(禮盒)鹹豬肉樹豆紅

藜茶包馬告蜜茶竹筒飯小米酒(禮盒)
「原滋味」是一個協助原住民小農行銷部落農特產品為主的公司。

224 臺中市 Liu韓國精品服飾 82390272 服飾配件類 劉玉蓮 0983-855-989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路566號 ftiandsj@gmail.com 服飾、包包、鞋子 全部商品皆由韓國全部空運來臺，堅持販售正韓商品。

225 臺中市 承翰企業社 84018243 數位3C家電類 潘品亦
04-2277-2477

0982-868-077
臺中市太平區光興路628號 pinyi8855@gmail.com 行動電話

營運通訊業20多年，銷售多項3C產品及週邊商品，手機問題百百種，解決疑問游

刃有餘。

226 臺中市 啡比上鵲 60390087 農特產品類
陳世財

郭縈淇

0929-333-826

0918-722-826
臺中市太平區宜平路21號 aplus1912@gmail.com 咖啡豆、咖啡袋、咖啡掛耳袋 咖啡豆獨特 咖啡袋獨特

227 臺中市 原氣購購樂商行 87157181 服飾配件類 賴桂美 0977-136-362 臺中市太平區建興路187號 tweety0406888@gmail.com 包包、服飾、配件、飾品 Coach、Michael Kors、Calvin Klein、Kate Spade國外代購。

228 臺中市 淳妮髮藝 87109560 美體美容類 王舒喬 0978-565-050 臺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三段21巷63號1樓 fu0ru8j@yahoo.com.tw 美髮 老闆娘考取合格美髮證照，手藝精湛，提供正式手刷染。

229 臺中市 Heaven Art天堂美學 87112214 美體美容類 林海雯
04-2299-0520

0900-210-558
臺中市北屯區平和里安順東三街2-1號 haivven7935@gmail.com 美甲、美睫、熱蠟除毛、一對一教學

提供專業美甲、美睫、及熱蠟除毛服務，另有專業一對一教學授課，空間環境舒服

，使用材料皆為 美國、韓國、日本、臺灣 

大牌，店內為寵物友善店家（需放置寵物袋內）付有專屬停車位。

230 臺中市 臺灣泰雅 27297336 文創藝品類 周思源
04-2211-0980

0933-186-435
臺中市北屯區還太東路736號 evayoko888@gmail.com

烘培糕點, 手工文創, 陶藝製作, 高山冷泡茶, 

臺灣食品原物料進出口

喜歡手作、熱愛烘焙。把最有溫度的作品與熱愛生活的你分享。希望能把這份幸福

傳遞給大家。

231 臺中市 夜陽米商行 39929081 農特產品類
楊妮淇

蔡雁斗

04-2235-4592

0985-095-909
臺中市北區太原路三段78-12號 nigi090378@gmail.com

花蓮玉里優質白米/五穀雜糧類/麵條/靈芝納

豆酵素雞蛋/原住民紅藜/小米酒/米萃取洗淨

露/高山茶/五行米禮盒/橄欖油

「夜陽」代表農夫，日夜辛苦地照顧農田，就是為了等待收成的那一刻，讓自己與

大家吃的安心，滿溢幸福滋味。

232 臺中市 如願實業有限公司 60226447 生活雜貨類 蔡依䤴 0977-141-281 臺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89號7樓703室 abc0977141281@gmail.com 日常用品、五金、清潔用品
如願實業有限公司，我們提供多元化之消費服務，包含生活周遭日常用品、五金、

電子器、清潔用品和化妝用品，希望望提供消費者全方面銷售服務。

233 臺中市 二四八烤肉飯 82394811 餐廳小吃類 陳曉菁
04-2208-5123

0919-020-152
臺中市北區健行里忠明路248號1樓 lolobeeey123@yahoo.com.tw 烤肉飯 現點現烤烤肉飯

234 臺中市 威利體育用品店 20312868 服飾配件類 陳國晋
04-2233-2078

0931-627-008
臺中市北區梅亭東街28號 wellysport@yahoo.com.tw

運動鞋、直排輪相關商品及配件、五金百貨、

好神拖及配件

本店主要販售運動休閒鞋，銷售品牌：Lotto、GOODYEAR、ARNOR、DIADO

RA、Keds、KANGAROOS、直排輪鞋及五金百貨.......等，歡迎參觀，安心選購

。

235 臺中市 愛狗狗樂園 38871364 其他 石歆銣
0989-166-814

0918-612-651
臺中市北區賴村里梅亭街280號1樓 moopeni05416@gmail.com 寵物美容、商品零售 寵物美容、用品零售、純手吹不關烘箱

【中區   共121間】



236 臺中市 僑仲有限公司 54765328 數位3C家電類 林嘉惠 0982-816-889 臺中市西屯區天水中街81號1樓 chiaochung88@gmail.com 辦公室設備、3c小家電

20年辦公室設備租賃、買賣的經驗，深知客戶關心的點，了解客戶使用的習慣。

我們喜歡跟客戶交朋友，綜合大小事務全都可以商量，盡所能的滿足各種需求，例

如電腦、投影機等設備買賣、架設。

237 臺中市 彣芯髮型美容坊 8825836 美體美容類 林春美
04-2316-9388

0936-286-806
臺中市西屯區何仁里洛陽路112號1樓 alfase0906@gmail.com 美容美髮 老闆娘對於整體美容有20幾年資歷，對於髮妝造型、非常有優質口碑。

238 臺中市 角間髮廊 40703189 美體美容類 林明進
04-2312-0101

0970-950-262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路104巷2號 safuluo0925@gmail.com 洗、剪、燙、染、護

臺中西屯街角的髮廊,用心打造的美髮沙龍,以顛覆以往的傳統型美髮院,營造出格外

不同的視野及設計技術。

239 臺中市 貳肆捌烤肉飯 87114607 餐廳小吃類 吳家謙 0979-022-809 臺中市西屯區逢甲里寶慶街36號 ffre571233@gmail.com 烤肉飯 店家特製烤肉醬 ，搭配臺灣產黑豬肉。

240 臺中市 安佐雅美容美體會館 82785021 美體美容類 潘俞岑 0921-633-897 臺中市西區大墩11街119號 dianapan168@gmail.com 美容美體護膚,保養品,精油等

安佐雅美容美體會館是以肌膚健康管理為主概念，因為每個人肌膚需求及肌膚問題

一定都不同，所以會為每位客戶做量身客製化的課程規劃。

我們不用藥、不侵入、不破壞，完全用最天然成分的保養品，讓皮膚恢復健康美麗

。

除了臉部課程，也有身體保養課程，我們使用藏紅花精華霜搭配竹脈技術，利用中

醫槓桿原理達到身體舒壓、曲線雕塑、肌膚緊緻效果。

241 臺中市
AITENGA天愛花布工作

室
72343531 服飾配件類 張憶

04-2375-1875

0973-251-723
臺中市西區五權五街151號7樓之6 aitenga.tw@gmail.com 飾品；髮飾；包包；服飾；藝術

烏干達天愛婦女計畫從2014年至今，我們一步一步地帶領村莊單親媽媽們走向自

信與更寬廣的未來。AITENGA我們結合非洲花布與村莊媽媽們的努力，我們相信

唯有自身雙手的力量才能夠脫離貧窮的黑洞，於是我們開始了一針一線的裁縫訓練

，裝備媽媽們的工作技能；生活輔導與教育，陪同她們迎面社會各項挑戰。我們需

要您的支持，每一份商品都是媽媽們的辛勞與驕傲，妳的購買將會成為對媽媽們的

肯定與推動天愛計畫向前的動力。

242 臺中市 赤坂豚骨拉麵 87237679 餐廳小吃類 方寶玉 04-2225-3170 臺中市西區公民里金山路10之4號1樓 sayungutche@hotmail.com

拉麵、意麵、雞絲麵、烏龍麵、粥（湯頭：豚

骨、海鮮、味噌、奶油、麻辣）、馬鈴薯沙拉

球、泡菜、燙青菜

湯頭爲每天現熬的大骨湯與海鮮湯，食材新鮮料多味美，一碗售價僅七十元非常物

美價廉深受學生喜愛。

243 臺中市 DM Café 53514555 早午餐甜飲品 高治緯
04-2372-6807

0928-661-147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225巷11號 danmancaafe@gmail.com 咖啡豆、飲料、輕食、布丁、小山丘

原住民青年對咖啡的執著與信念，用初衷的心，沖泡每一杯咖啡，用熱情換一杯喜

悅微笑😊

244 臺中市 多莉莉手作 Dolily 83912361 文創藝品類 廖阿金 0958-789-095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368巷2弄3號1樓 lovemimicow@gmail.com
多為賽德克傳統織布文創商品，包包、髮帶及

飾品，以及編織布品、編織水壺帶等

一位年輕的賽德克女孩學習織布多年，參與臺中市摘星青年獲取在審計新村開傳統

織布文創商品的店，商品種類多元，多為自己設計並製作的商品，也可客製，在店

內擁有DIY小教室，提供簡單的原住民織布教學。

245 臺中市 晨初覓食 72335390 餐廳小吃類 朱凱莉
04-2207-0186

0955-151-377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374號1樓 kk930kimo2523@gmail.com 蛋餅、漢堡、吐司、炒麵、烏龍麵、咖哩飯....

Ｍorni臺中發源地【民權店】以純潔的白色加上整面玻璃落地窗，許你一個享受窗

明几淨、品嘗美味的美好早晨！

246 臺中市 查馬克咖啡廳 45879947 餐廳小吃類 林文明 0932-756-062 臺中市西區金山路31之2號1樓 chamak868@gmail.com 咖啡 米漢堡 堅果粉 在臺中市市中心，體驗流行音樂與原住民最傳統的文化和飲食。

247 臺中市
DelleBakery可麗露專

賣店
61939422 早午餐甜飲品 金智煌

0921-326-232

0988-689-058
臺中市西區健行路1049號3樓56櫃 godfod.fresh@gmail.com 法式甜點可麗露、瑪德蓮、費南雪

可麗露又稱作「天使之鈴」，是一道南法鄉村常見的甜品，也是法國波爾多歷久不

衰的地方特產。

248 臺中市 早晚在一起 82637747 早午餐甜飲品 陳楨
04-2652-0120

0905-270-855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150號 aas911020@gmail.com 漢堡、吐司、蛋餅、炒麵

擁有獨家調製的醬汁，都用在醃製我們店的招牌烤肉片上，吃起來不會也更加風味

且不柴，加上炒麵後續的獨特醬料讓炒麵吃起來味道更豐富

249 臺中市 藤本舖手搖飲料 87096306 早午餐甜飲品 白金鳳
04-2615-2563

0931-543-138
臺中市沙鹿區東大路二段1613號 a815437@gmail.com 手搖飲料 上等茶葉，新鮮水果，杯杯現調

250 臺中市 手握奇蹟 87136715 生活雜貨類 白金華 0919-021-848 臺中市沙鹿區清泉里東大路二段1613號 a0919021848@gmail.com 生活用品 什麼都賣 什麼都不奇怪

251 臺中市 望向芸端露營區 82466666 運動休閒遊憩類 林黛芸 0927-388-178 臺中市和平區平等里中興路3段42-1號1樓 avecspa8858@gmail.com 露營區

望向芸端露營區位於海拔1800公尺的高山上，地理位置在制高點，四周群山百岳

圍繞

視野絕佳夜晚亦是最佳觀星地點

252 臺中市 詩歌謠食堂 72396419 早午餐甜飲品 宋苓萱 0980-003-364 臺中市和平區平等里中興路三段42-2號 pencail1234@gmail.com 下午茶、麵包
地址位在臺中市和平區環山部落

唯一的一間烘培麵包坊

253 臺中市 林山農選 85084938 農特產品類 林廷崴 0988-115-862 臺中市和平區梨山里民族街12號 linshanselect@gmail.com 梨山高山水果、高山茶

林山農選–永續土地、健康的種植與銷售循環  ，

於2016年建立全新平臺「林山農選」，以嚴選梨山精品農物為志，一同為其它在

山上努力的優質小農們提供銷售服務。

254 臺中市 古邁茶園 53275837 農特產品類 陳婉萍
04-2531-4299

0937-018-496
臺中市和平區梨山里和平路2段佳陽新巷3-1號 dabaskumy@gmail.com

梨山黑森林烏龍茶, 梨山黑森林紅茶, 茶包, 

茶禮盒,與茶相關之文創商品
在梨山茶園內享受六星級美景及品味黑森林茶。

255 臺中市 翠巒高山茶行 72398802 農特產品類 黃美玲 0910-358-513 臺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一段松鶴三巷92-5號 meiling0036@gmail.com 高山茶
翠巒部落,最適合種茶的環境，早晚雲霧繚繞日夜溫差大,

茶葉色澤翠綠鮮活、甘醇而淡郁。

256 臺中市 泰雅星鮮美食 72431513 餐廳小吃類 亞夫‧太郎 0921-551-944 臺中市和平區博愛里東關路一段松鶴三巷99號 yafu551944@gmail.com

泰雅原住民特色料理、星空露營區、松鶴部落

裡冷部落及幸福臺8線沿線特色伴手禮、谷關

泡菜、香菇、蜂蜜等系列產品、部落導覽

泰雅星鮮美食位於松鶴部落中央位置，前有東卯山、後有八仙山、唐麻丹山；區內

草皮露營區，有公廁、浴室，供遊客爬山後盥洗清潔。區外部落巷道繞一圈有6公

里，適合散步賞景，著名景點有松鶴林場巷八仙山林場檜木屋宿舍街屋、五葉松綠

色隧道、七二水災土石流屋、博愛國小、大甲溪天然苦花魚釣魚場。

257 臺中市 錦一味串燒屋 87158695 餐廳小吃類 陳錦榮 0970-062-107 臺中市忠孝路觀光夜市攤販集中區（攤位編號A58） ping2007m@yahoo.com.tw 骰子牛肉、烤肉串 現點現烤，新鮮美味。

258 臺中市 麥湯館 87100322 餐廳小吃類 林雨儀
04-2221-0322

0917-557-065
臺中市東區新庄里復興路四段19號1樓 dragon5266.tt@gmail.com 西式鍋物&紅燒、清燉牛肉麵

最適合臺灣人口味的全新西式鍋物，[西式鍋物]主要是帶入西餐的各種元素調整成

適合火鍋的湯底。搭配經典紅燒&清燉牛肉麵走個人套餐系列。平價消費但CP值

破表！再加上美味小菜及無限暢飲的飲料，絕對讓你值回票價。棧不絕口！

259 臺中市 回家吃飯異國廚房 72602282 餐廳小吃類 韶瑪·古哈
0906-888-527

0930-806-385
臺中市東區樂業路506號 mimishen017@gmail.com 義大利麵、燉飯、異國特色料理

手工醬料、使用有產銷履歷驗證的肉品，不使用添加化合物（味精、精緻麵粉）現

點現做真食材。

260 臺中市 斜角 brunch 45509950 早午餐甜飲品 高忠德
 04-2381-7800

0928-652-260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里黎明路1段1050號 fc0905308692@gmail.com 漢堡，三明治，蛋餅，點心，飲品 創意料理・菜單品項豐富・美味的食物

261 臺中市 金韻茶葉 72326998 農特產品類 莊志民
04-2473-7957

0928-078-325 
臺中市大里區北湖街89號 qoo25960626@gmail.com 翠巒高山茶葉及茶葉周邊商品

翠巒茶區海拔高.晝夜溫差大，早晚雲霧籠罩，

又因冬季下雪之故，生長期長，造就茶葉葉面肥厚，口味甘醇、喉韻特長。

262 臺中市
BaDorYao早午餐麵包

社口店
72562280 早午餐甜飲品 邱樺羣

04-2562-5078

0912-683-651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878號 fw0308@yahoo.com.tw

漢堡、土司。蛋餅、輕食、咖啡、義大利麵飯

。

特色介紹：打破早餐只能吃吐司蛋餅的侷限，我們除了有基本麵包類還有輕食拼盤

、義大利麵，滿足一家人的需求！

263 臺中市 羅莎莉精品代購 61874167 服飾配件類 林敏怡
04-2528-5500

0956-095-559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路156巷16號3樓 rosalieboutique@gmail.com 皮件、飾品、服飾、鞋 歐美精品代購

264 臺中市 赫姿雅美妍機構 27678428 美體美容類 林惠玲
04-2520-5883

0978-730-803
臺中市豐原區翁子里富翁路260巷5號1樓 kvga0920@yahoo.com.tw

美容、美體各式頂級專業保養產品，，精選專

業芳香精油、居家保養儀器

資深師資提供專業保養諮詢，專任協會美體放鬆精油指導老師，環境優雅、專業儀

器設備、丙以美容技術專業技術指導，輔導美容師就業，提供醫美資訊與醫美術後

修護資訊與護理保養品。

265 臺中市 米柔柔農創意企業社 87264035 農特產品類 楊雅蘭 0982-208-300 臺中市北區太原路三段78-12號 nigi0982208300@gmail.com 農產品白米/五穀雜糧/土雞蛋 花蓮玉里優質白米/糙米,五穀雜糧,土雞蛋等銷售

266 臺中市 記得回家 88510062 餐廳小吃類 伍麗穎 04-2235-2267 臺中市北區建德里興進路124號 akagigi1001@gmail.com
快炒料理、原住民特色料理/風味餐、現場表

演

原住民料理方式及極具特色的部分傳統料理探索在外嚐不到的味道

來店氛圍屬於「記得回家的溫度」營造輕鬆愉悅的用餐空間以及回憶

267 臺中市 Na flower那花 88068172 文創藝品類 高瑋廷 0907-322492 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38巷20號2樓之2 yy7070ss@yahoo.com.tw 花藝課程、手工藝品、代客送客

"那花婚禮–提供專業婚禮佈置及最優質的規劃設計服務，那花婚禮公司由「婚禮佈

置、戶外佈置規劃、花藝設計」具專業經驗的婚禮佈置團隊所組成 

我們協助眾多新人完美婚禮佈置規劃專案，並廣受各界好評。好的婚禮佈置將能完

整提供您在婚禮所需的所有方案，且精確的引導您走向最有具美感最專屬婚禮。

用心｜專業｜規劃｜是我們的服務"

268 臺中市 出雲山莊民宿 25235855 飯店民宿類 許俐翎 0989-318284 臺中市和平區中坑里雪山路出雲巷21-2號 lilian5201314@gmail.com 住宿.餐飲.農特產品

在這裡，你能遠離聲囂，體驗前所未有的慢生活。走出民宿，你可以暢遊森林美景

，觀賞大雪山的豐富生態。回到民宿，你可以坐下來品嚐我們的自烘咖啡，享受主

廚特製的無菜單料理。

269 臺中市 A.S女神製造所 47517132 美體美容類 黃劉郁昕 0930-945748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59-6號 day2531@yahoo.com.tw
美睫、美甲、熱蠟除毛、美容撥筋、採耳、彩

妝造型、技術教學

美業服務10年，許多知名網紅、名人，都是我們的客人，除了獨特的客製化技術

，還為了提高每位顧客的服務質量，我們提供了客製小點，讓客人身心靈都能得到

滿足，更是我們店獨特的地方



270 臺中市 喔吉毛小孩料理本鋪 87283315 餐廳小吃類 趙曉琴 04-22553663 臺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190巷16號 iloveoggi@gmail.com 寵物食品

在店舖內的開放式廚房製作在地食材，全系列雞肉使用產銷十八養場紅玉雞，肉品

、漁獲食材溯源直送店鋪，多次清洗烹煮過程使用益之源濾水器，堅持手工剔除多

餘油脂，從原料到成品皆在店鋪製作，堅持品質，安心美味。

271 臺中市 淵西服 90534673 服飾配件類 杜香蓉 0903-039-910 臺中市北區忠明路502-1號1樓 love092006tw@gmail.com 西裝、男士配件販售
淵西服和野人理髮合作打造複合式空間，以平易近人的價位帶給大家質感滿分的西

裝，是一個提升男士整體形象的品牌

272 彰化縣 Sa La Ma多肉植物 87207149 其他 沈婉婷 0929-628-566 彰化縣竹塘鄉樹腳村福田路14號1樓 tiffany700825@yahoo.com.tw 多肉植物/組盆盆栽/盆器/龍舌蘭/園藝資材/

｛Sa La 

Ma多肉植物｝座落在ㄧ個寧靜樸實的彰化鄉村，占地約100坪，木頭與木作的擺

設，及整片的多肉花園。園子由老家旁的菜園去打造，用家裡做工務農的老木板、

木頭、老窗及老舊器具做擺設，很有懷舊風，是適合慢活放鬆心情的最佳所在。

273 彰化縣 瑪莎露陶坊 39766426 文創藝品類 賴秀蓁
0905-134-827

0978-625-752
彰化縣花壇鄉岩竹村聽竹街26號 suneng5168@yahoo.com.tw 生活陶 茶具 花器

我們以傳統柴燒配合電窯燒的方法,找回古代陶作的靈魂,以傳統柴燒方式將原住民

文化恆久留存,專心致力創作擁有自我風格的作品, 

以最真誠的情感去傳達理念並傳承自己的孩子

274 彰化縣 小鹿廚房 87041534 餐廳小吃類 吳棋萱 04-7228-861 彰化市福安里華山路11、13號1樓 N901017055@yahoo.com.tw 複合式餐飲及商業午餐

小鹿廚房，開啟了一天簡單的幸福

堅持選用當季、新鮮、天然的食材，搭配清爽的調味與烹煮，用心製作每道料理，

讓外食的您，每天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

275 南投縣 雙龍客棧民宿 47452320 飯店民宿類 田陳小玲 04-9274-2227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光復巷34之3號 lovisun@yahoo.com.tw 住宿房間

1.房間乾淨

2.停車便利

3.活動空間大

4.寵物友善空間

5.可提供廚房使用

6.免費早餐可溫飽"

276 南投縣
定緣居（月老仙翁-

曲冰服務區）
47613846 餐廳小吃類

吳素貞

蔡昂霖

0982-767-541

0905-828-578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村清華巷148附3號 a0912355431@gmail.com 醃漬食品、烘焙、食用油脂.餐館業

原民賞胃餐、月桃綜、馬告咖啡、紅豆竹桶飯、鮮果榨油、小米麻薯、窯烤麵包. 

pizzaDIY、當季蔬果:三酸（梅子.檸檬.楊梅）、深度優遊導覽、營火晚會簡單活動

。

277 南投縣 自然燒工陶藝坊 85152013 文創藝品類 潘俊佑
0958-984-171

04-9222-7818
南投市彰南路一段383巷112號 aa0958984171@gmail.com

陶藝茶具....生活陶藝..陶土銷售.承接客製化訂

單，茶具、茶葉罐、餐盤...

用生命愛「陶」，離鄉背井來到陶的故鄉-鶯歌，為得是發揮所學將興趣結合工作

從最一開始的土礦料打製成土餅，經練土機後變成一包包陶土販售

一條龍作業-

原料進口、製作成品、通路販售通通自己來，更能掌控品質給消費者最好

平常佑子師傅也有承接客製化訂單，例如:茶具、茶葉罐、餐盤...等，許多餐飲業

者都會跟佑子師傅訂製餐盤餐碗，讓自家館子更有特色！

278 南投縣 TUSUNLEMU 42776172 文創藝品類 嘟順雷目 0909-479-944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信義巷77之1號 tusunlemu@gmail.com TUSUNLEMU文創精品

嘟順雷目 (TusunLemu) 

國際事業有限公司成立於2016年，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原汱地區），主要從事臺

灣原住民賽德克族現代工藝精品製造與銷售。產品包括手提包、公事包、皮夾、側

背包等多樣化精品，其工藝技巧是運用賽德克族傳統菱形 (Doriq) 

手工織布與不同的皮革所結合的現代工藝精品。公司秉持「臺灣製造‧堅持傳統」

的理念，讓臺灣原住民賽德克族工藝精緻品能夠躍升國際，並且讓世界看到臺灣原

住民族的驕傲！

279 南投縣
賽德克巴蘭社數位音像

文化藝術工作室
39920286 文創藝品類 張大偉 0963-553-887 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中華路56號1樓 m341102@yahoo.com.tw

原住民服飾訂作，表演藝術展演，手工品 

部落深度旅遊預約

我們堤供專業時尚設計師專門為喜歡原民創意服飾的您設計出時尚又原民風的服飾

給您我們有專業老師為您深入賽德克文化之旅我們還有堤供傳統樂器訂做的服務口

簧琴獵首笛木琴竹鐘木鼓竹鼓等歡迎您來電詢問。

280 南投縣
有限責任南投縣仁愛鄉

原住民果樹生產合作社
87024140 農特產品類 楊如萍 0917-819-625 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清流部落(原檢查哨處) awey931029@gmail.com 

三酸酵素、楊梅醋、檸檬醋、梅醋、煙燻烏梅

、檸檬干等

販售互新三酸商品，透過銷售通1路的拓點，打開三酸商品的能見度。

供展示及展售互新聚落產銷班、合作社、工藝坊所生產創作之產品，建立農特產品

及文化藝品「地產地銷」的窗口。

281 南投縣 彩虹穀東市集廣場 82400736 農特產品類 李永光 0960-167-027 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清風路41號旁廣場 mayanuh@gmail.com 臺梗九號米等部落農產品及工藝品 原民心、部落情、愛穀粒，彩虹穀東你濃我農友善產銷部落假日市集。

282 南投縣 呈育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53157775 餐廳小吃類 陳啟元 0987-210-238 南投縣仁愛鄉定遠新村26之1號 ac@goods-design.com.tw 苦茶油 指緣油 編織手工藝品
原夢餐廳以在地食材加入原住民傳統調味料的原住民風味餐，還有我們自然萃取的

苦茶油及指緣油商品，還有在地的編織手工藝品可以購買。

283 南投縣 卑里農場 82519002 農特產品類 施宜宏 0963-422-209 南投縣仁愛鄉春陽村虎門巷42號 peilipaken@gmail.com
印加果膠囊、印加果油、印加果水面膜、印加

果能量霜。
喝好油（印加果油），排壞油的神奇果。

284 南投縣 阿烏伊帖木茶葉 26862586 農特產品類 阿烏伊·帖木 0932-959-497 南投縣仁愛鄉都達村法觀路33號 auitemu@yahoo.com.tw 茶葉 屬奇萊山海拔1800－2000公尺茶區

285 南投縣 巴告茶園 82612422 農特產品類 林心如 0923-364-078 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6鄰瑞和路116附6號 taenyforever15@gmail.com 茶葉、原住民風味餐

巴告茶園無任何行政資源一步一腳印走過。 

巴告茶園7年內亦轉型為觀光、食宿、泰雅部落深度導覽及行程規劃，歡迎喜好品

茗及輕旅行人仕不妨前來體驗暫時遠離城市一切塵囂放空慢慢來。

286 南投縣 慢午廚房X野食 56655402 餐廳小吃類 松芳古 0980-774-911 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2鄰望和巷31-1號 ibisong@gmail.com

布農野菜風味餐、阿嬤湯野菜風味餐、野菜鯖

魚湯泡飯、野菜鮮菇炒河粉、野菜肉絲炒河粉

、野菜系列披薩、野菜系列焗烤、特色甜點

慢午廚房是一間以野菜融入料理的原住民風味餐廳，透過許多實驗，把野菜最美味

的部分送上您面前。

287 南投縣 龍城 25371393 數位3C家電類 申敏輝 0921-355-088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光復巷11-5號 s55173g@yahoo.com.tw 活動音響燈光出租、舞臺搭設、餐飲、旅遊
承接各種大型活動及部落婚禮音響及主持經驗30年；經營風味餐、烤大豬、咖啡

及手作飲品及特色點心

288 南投縣 巨人設計有限公司 54892345 文創藝品類 王俊仁 0980-095-826 南投縣信義鄉羅娜村信筆巷107-5號 toyman0827@gmail.com 抱枕、筆袋、明信片、馬克杯..等相關文創品 以原住民文化基礎為設計，製作出獨有的原住民文創品。

289 南投縣 羅娜渡假山莊 87002764 飯店民宿類 石瑞璋
04-9283-1280

0933-503-622
南投縣信義鄉羅娜村信筆巷130號 m364004@yahoo.com.tw

雙人房3間(平日2200元、假日2600元)、四人

房5間(平日3200元、假日3600元)、八人房1

間(平日6000元、假日6500元)，以上皆含早

餐

山莊坐落於布農族最大的羅娜部落，山莊外觀用布農族群尊敬的百步蛇圖騰呈現，

房間寬敞舒適，山莊腹地寬闊方便停車

290 南投縣 芽檬文物工作坊 39666545 服飾配件類 陳雅綺 0933-420-561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三段57號 sayung7@gmail.com 原住民服飾 原住民服飾

291 南投縣 雲山 87002618 餐廳小吃類 巫清瑜
04-9242-2363

0987-780-027
南投縣埔里鎮和平東路317號 yabu0308@gmail.com 風味餐 ，特色餐，麵包，茶飲 風味特色餐廳，共經營7年

292 南投縣
搭搭TATAK露營裝備出

租
87228828 維修及租賃類 高雲翔 0980-046-105 南投縣埔里鎮枇杷里008鄰中心路21-5號 hsuhsiangyu2017@gmail.com 露營裝備（用品）出租

這是一個喜愛露營與原鄉的家庭所組成的一個團隊，目的就是為各位喜愛與想露營

的朋友服務，想帶親人、孩子露營，但裝備選擇性很多又很怕麻煩，沒關係，交給

我們來規劃，讓您與家人、孩子有更多的相處時間，放鬆心情享受大自然。

293 南投縣 格韻茶葉 82551396 農特產品類 莊惠珍 0972-252-010 南投縣埔里鎮南村里中山路四段171號 jen630117@gmail.com 茶葉及茶席周邊商品

翠巒烏龍茶又稱為西合歡山烏龍茶，是來自南投縣仁愛鄉兩葉一心的手採青心烏龍

茶種。

因為輕發酵所以有綠茶的功效，喝了不傷胃。

茶園高度2000到2200 公尺，為高山烏龍茶。

因為高海拔及多雲霧的茶園，翠巒烏龍茶有天然花香和很強的回甘。很多人喜歡喝

高山烏龍茶，因為產量稀少，極為珍貴。茶湯特色是金黃色帶有蜂蜜的滋味。

294 南投縣 木謠谷茶事 56624942 農特產品類 潘德貞
04-9242-0977

0910-487-600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桃米路37-1號 a2993880@gmail.com

茶葉、茶葉禮盒、茶器具、山上農產品（小洋

蔥、醃製品）

來自好山好水的仁愛鄉奇萊山賽德克族的靜觀部落，認證無毒高山茶及高山特有的

小洋蔥，皆是部落自家自產自銷特有產品，品質保證。

295 南投縣
社團法人臺灣原住民學

院促進會
15735509 農特產品類 金惠雯

04-9242-1167

0910-901-250
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一段523巷21號 kao.cary@gmail.com 原住民原鄉農民蔬果及手工藝品

發展原住民部落在地組織，堆動部落自主營造。

經營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培育部落組織人才。

建構「部落e購」共同產銷平臺，進行部落產業發展。

296 南投縣 山川鐵 82554231 農特產品類 陳浩哲 0983-083-432 南投縣國姓鄉柑林村中正路2段566號 qwe60356@gmail.com
印加果油、膠囊、手工香皂、黑樹豆、黑樹豆

錠、樹豆香鬆、魚腥草茶包
臺灣在地印加果小農聯盟/五峰鄉農特產聯合科技製品/在地有機產品

297 南投縣 蒸開心手工湯包 47382486 餐廳小吃類 石淯仲 0987-236-827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文化街105號 ice0425@kimo.com 湯包，滷肉飯，小吃 新鮮現蒸、純手工湯包、料多實在、味美鮮甜。



298 南投縣 達琳谷灣民宿 45264391 飯店民宿類 石翠萍
04-9285-0481

0919-005-685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文化街80號 taringkuan@gmail.com 民宿業

座落熱鬧的德化商圈，緊鄰著德化碼頭，鄰近日月潭風景區、九族文化村、文武廟

......等知名景點，旅遊機能佳，一個充滿愛的驛站「達琳谷灣」。

「2007全新開幕」當進入大廳的那一刻，柔和的光線、半樓中樓的挑高設計，除

了視覺面舒適之外，更令進門的旅客立刻卸下一身的疲憊。

民宿的整體構思加了點邵族文化的概念，您可在任何的點及面看見許多邵族的有趣

小物及特色圖藤。

299 南投縣 原宿民宿 47452948 飯店民宿類 郭月裡
04-9285-0215

0911-105-463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水秀街58號 c0911105463@gmail.com 民宿業

一間真正由邵族族人築起的民宿，以原住民風格為主要設計，並以貓頭鷹為主要吉

祥物，從招牌設計、大廳壁畫都可清楚瞧見貓頭鷹的蹤跡，搭配象徵自然的木頭元

素和原住民的傳統繽紛圖騰，展現自然的清新氣息。

300 南投縣
抒嗎樹旎Shmashunigj

-龍鬚菜餅乾
87159673 農特產品類 石承弘 0972-981-971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義勇街56號1樓 shmashuni@gmail.com

龍鬚菜餅、酥炸龍鬚菜、酥炸金針花、酥炸綜

合菇酥炸杏鮑菇、酥炸金針菇、酥炸香菇、酥

炸珊瑚菇、酥炸蓮藕

與本地菜農、菇農合作共生，以當地新鮮食材為主，回溯兒時零食 [龍鬚菜餅] 

的美好滋味，以及現炸的龍鬚菜、各類新鮮香菇，都值得您細細品嘗。

301 南投縣 日月美民宿 38969916 飯店民宿類 高春銘
0989-767-007

0927-767-067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義勇街84號2-3樓 sunmoonbeauty84@gmail.com 民宿

「日月潭住宿～日月美」位於伊達邵商店街的中心位置，不論是要品嚐石版山豬肉

、阿薩姆紅茶及小米麻糬等道地風味美食，或是為親朋好友們選購具有日月潭特色

的精緻手工藝品，都相當方便，對外交通也十分便利，是您到日月潭渡假時的最佳

休憩園地～

302 南投縣
十字初戀日月潭伊達邵

紅茶樂心酥
82554865 早午餐甜飲品 陳修心 0982-251-197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德化街3號旁(伊達邵老街) shuyeu0711@gmail.com 紅茶樂心酥

日月潭唯一正統邵族伴手禮，選自米其林3星紅茶茶葉做成的奶香酥，減糖過後也

散發濃郁紅茶香，讓客人吃了酥在口裡，樂在心裡。

303 嘉義縣 月桃屋 58127836 農特產品類 鄭玲玲 0921-213-923
1.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梅花七路一巷1號1樓

2.嘉義市宣信街7之11號
cycdaso@gmail.com 蜂蜜、蜂王乳、花粉等農特產品

墨爾國際文創有限公司致力於部落文創產品開發與行銷，配合林下經濟於阿里山原

鄉部落從事森林養蜂，開發蜂蜜系列農特產品。

304 嘉義市 摩哦的店 37704380 餐廳小吃類 楊麗怡 05-2366-005
嘉義市磚瑤里玉山路206、206之1、200、202號一

樓
mo_o_yes@yahoo.com.tw 原住民風味餐 鄒族原住民傳統碳烤、部落野菜系列，各式快炒原住民風味餐

305 嘉義縣 山之美 37713917 農特產品類 温邵瑜 0913-180-008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4鄰72-26號1樓 u94107082@gmail.com 當地農特產品

鄒瑜商行負責人為阿里山鄒族青年温邵瑜，成立目的為推廣阿里山區當地農產品，

主要營業項目：蔬果批發、醃漬蔬果批發、其他水產品批發及相關在地農特產品批

發。

306 嘉義縣 達娜伊谷山之美餐廳 9554874 餐廳小吃類 温雅嵐 05-2586-655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6鄰106號 wan0914@hotmail.com 原住民風味餐
位於曾文溪畔、福美吊橋旁，風景優美。以原木燒烤及不添加太多人工佐料的烹調

方式，完整呈現自種自養各項食材的原始風味。

307 嘉義縣 温佳茶工坊 81951556 農特產品類 温啟詳
0932-831-620

0978-226-839
嘉義縣阿里山鄉里佳村2鄰里佳39號附3 richwomen620124@gmail.com

阿里山高山茶/阿里山高山紅茶/烏龍茶茶包/

紅茶茶包

温佳茶工坊

里佳村位於嘉義縣阿里山鄉最偏遠生態最原始的部落，温啟詳是土生土長鄒族茶農

，也是通過製茶師執照通過。在里佳茶區經營茶葉自產自銷，故稱之。

308 嘉義縣 百藝工坊 26493367 農特產品類 趙翠蓮
05-251-1383

0933-680-382
嘉義縣阿里山鄉里佳村3鄰61號 jiana0616@gmail.com

原生愛玉子、明日葉、咖啡、薑黃等,自然生產

的農特產品 百藝工坊的產品.堅持取之自然.產自部落..堅持傳承古法.真實天然

309 嘉義縣 雅慕伊餐廳 87993619 餐廳小吃類 陳月英 0921-951-410 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村10號 puuakuyana62@gmail.com 餐飲、手工藝、農產品 位於阿里山來吉部落，分享在地美食生活文化、手工藝品、導覽解說藝術生活

310 嘉義縣 哈莫瓦那 不舞星空 13622662 運動休閒遊憩類 不舞.阿古亞那 0921-500-848 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村113附8號 puuakuyana62@gmail.com
星空帳篷套裝行程、鄒食塔山活動、藝術、工

藝、有機山豬茶、咖啡

位於阿里山來吉村，回到部落的藝術家不舞用藝術與生活，從星空帳篷到鄒食塔山

，尊重土地體驗在地文化，希望可以連結人們與自然的關係。

311 嘉義縣 蘭后民宿 10490532 飯店民宿類 陳葉
05-2661-172

0978-208-137
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村1鄰11號 lanhoucou@hotmail.com 部落旅遊休閒.民宿.體驗行程.部落套裝行程

來到來吉部落，也等於進入鄒族文化藝術村，基督長老教堂可是先民血汗見證，以

河床鋻石成方塊堆積而成，於1964年完工，歷經921大地震及火災，仍屹立 

不搖基督長老教堂，也是住民心靈中的宗教殿堂。鄒族文物館附設於蘭后民宿旁，

使用竹子及茅草搭見而成，佔地空間雖小，內部展示相當豐富，展示有獵者戰利 

品、獵具、服飾等等。



312 嘉義縣 蘭后生活創意館 81955552 文創藝品類 陳有福 0934-179-197 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村1鄰11號 avai9999@gmail.com 原住民創意包包、創意圖騰帽子、商品

蘭后生活創意館是位在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村的鄒族部落,這個地方也稱為「山豬

部落」山豬與勇士代表著愛心.勇氣.分享,過去祖先是追逐山豬,並發現這裡是非常

美麗的部落。

蘭后(lanhou)一詞是阿里山深山裡最獨特的原生種高山蘭花,它所生長的地方都處

在困苦貧瘠的石頭縫或是枯木,生命力極為強烈,金黃色花的綻放仿佛帶給人們無限

美好的生活與創意美麗的人生觀。

313 嘉義縣 阿古亞納民宿 34959557 飯店民宿類 鄭秀琴
0911-726-875

0921-668-033
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村4鄰109號 ya.ngu.yi@hotmail.com

雙人套房1間，六人套房2間，四人套房2間，

四人雅房2間

阿古亞納民宿，位於阿里山鄉來吉村，是阿里山鄒族最靠北邊的部落，來吉有著豐

富的人文及傳說故事，更有許多部落工藝家，是個充滿特色的部落。

位於外來吉的阿古亞納精緻可愛，主人總是說著： 

「設施總是沒有辦法跟都市相比，但期望能營造像家一般的感覺」，於是親手打造

了舒適開闊且迷人的周邊環境，並把鄒族故事帶到裝潢擺設中，期待部落的故事也

能傳達給入住的旅客。

314 嘉義縣 fuzu手作坊 14551412 文創藝品類 梁淑芬 05-2661-002 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村4鄰112號附6 cy.laiji@gmail.com
部落文化導覽,文化體驗活動，手做工藝DIY,販

售工藝品，農產品(乾貨)

以在地故事為主題將山豬與獵人的關係成部落特色，將文化、部落手作工藝結合成

商品，透過工藝師個人特質每件手作商品附於不同的神韻及獨特的表情。提供線上

專人服務商品可依客人要求線上視訊挑選宅配寄出，店面由工藝師介紹自身產品與

製作的想法，用心服務希望遊客能融入部落生活或了解部落文化，製作短片介紹。

315 嘉義縣 茶山社區發展協會 8955106 運動休閒遊憩類 田佳玲
05-2513-307

0905-125-366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村3鄰60號 naau0527@gmail.com

部落廚房：團體風味餐、個人簡餐

部落商店：部落農特產品

部落體驗：文化套裝體驗、族服體驗、工藝體

驗

本會主要服務項目有旅遊安排活動導覽、部落廚房提供特色美食風味餐以及部落商

店販售在地農特產品手工藝。

316 嘉義縣 飛霧文創工作室 81955080 運動休閒遊憩類 安柏霖 0980-989-182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村84號 cindy99079@gmail.com 鄒族獵人文化體驗營、木頭工藝作品

「自在的山林生活，豐富的民族知識。」 

我們是飛霧文創工作室，fuengu是鄒語「山」的意思。 

舉辦深度體驗的將遊程及推廣理念，將原住民的文化、精神藉由我們的遊程傳承、

推廣出去，帶動遊客一起向山林學習，並了解、尊重原住民文化。

317 嘉義縣 飛鼠咖啡 83062001 農特產品類 陳瑜安 0926-413-750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9鄰228號附6 luby8706@gmail.com 咖啡、高山茶、轎篙筍、苦茶、愛玉子

鄒語peisu意思為「錢」，似「飛鼠」諧音，期待部落產業經濟，能像飛鼠一樣，

利用本身滑行的特性，透過網際網路的雙翼，克服物理距離，迅速無礙的流通，帶

動部落的產業發展。

318 嘉義縣 他扶芽有機農園 81952823 農特產品類 陳清龍 0928-359-607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特富野281-1號 cindy99079@gmail.com

水洗豆 1000/半磅

蜜處理 1100/半磅

日曬豆 1250/半磅

耳掛包 500/盒(10入)

本店的咖啡是使用有機的方式栽種，無毒、自然，希望可以給消費者最天然的美好

滋味。

319 嘉義縣 鄒族亭 36786378 農特產品類 浦秀鈴 05-2561-149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1鄰22-1號 soungu819@gmail.com 咖啡、茶、愛玉等農產品
位於阿里山鄒族部落樂野路口美麗楓葉林轉角處，附近有咖啡及茶葉，由在地種植

阿里山咖啡，並親自烘培香醇的阿里山愛情咖啡

320 嘉義縣 慕噶納娜民宿 47856884 農特產品類 武冬玲
05-2561-035

0920-920-816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2鄰57-1號 tung0214@gmail.com

阿里山咖啡、茶、苦茶油、愛玉子等農產品，

手工藝品等

由在地原鄉小農自種、自摘、自製之農產品，提供旅客在地農產品伴手禮，手工藝

品設計細節融合鄒族圖騰元素及色彩，創造獨一無二的風格與設計感。

321 嘉義縣 金皮雕工作室 25745127 文創藝品類 邱梅惠
0910-616-848

05-256-2671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2鄰72號附一 jinchiu925@yahoo.com.tw 手工藝品，原民風味餐，皮雕體驗，射箭體驗 好吃，好玩，風景美，獨一無二手工皮雕

322 嘉義縣 安井商店 62939961 餐廳小吃類 安克志 05-2562-175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3鄰101號 kerchih007@gmail.com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
位於好山好水美麗的阿里山樂野部落,老闆是鄒族第一代樂團主唱,老闆娘亦為第一

代五燈獎參賽歌手

323 嘉義縣 安井咖啡 81955259 農特產品類 安克志 0953-899-990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3鄰101號 kerchih007@gmail.com 咖啡豆 主要以臉書粉專介紹產品

324 嘉義縣
逐鹿傳說觸口梅花鹿園

區
37710714 運動休閒遊憩類 謝穎儒 05-2590-089 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18鄰梅花一路1號 a37710714@gmail.com

部落農特產、部落美食、工藝品、傳統歌舞表

演、體驗遊程

部落簡介與緣起

阿里山逐鹿部落原屬鄒族傳統獵區隨著莫拉克風災移居此地，「poftongaveoveo

」意旨圍捕梅

花鹿之地，相傳早期是鄒族人狩獵追逐梅花鹿到此進行圍獵的地方，逐鹿部落匯集

了12座藝術

工坊、展演劇場、梅花鹿復育場、多得士射箭場等濃濃的鄒風印象。原住民充滿藝

術細胞部落社區裡有許多藝術創作，隨處可見鄒族創作，值得您走進來細細品味。

以下為逐鹿社區合作社特色旅遊項目

(一)逐鹿市集(二)歌舞展演(三)部落廚房(四)逐鹿部落藝術村(五)勇士射箭場、梅花

鹿園體驗活動

325 嘉義縣 小舌菊工作坊 34963601 運動休閒遊憩類 伊 沐幽 0903-641-953 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18鄰梅花六路2巷16號 inguyou@gmail.com 手工藝類、手作DiY體驗、阿里山咖啡

小舌菊工作坊以阿里山鄒族傳統男女服飾為主軸、周邊附加產品為副(生命袋、勇

士頭帶各式配件手工飾品等等)，洗愛玉diy、皮雕diy手作、鄒族獵帶編織、琉璃

燒製、編織等

同時結合了充滿豆豆咖啡館逐鹿部落空間-

國內外精品咖啡、阿里山咖啡、手搖烘咖啡豆體驗。

326 嘉義縣 大巴掌飲食屋 81328390 餐廳小吃類 莊意蘭 0966-469-346 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18鄰梅花六路2巷9號 yoyoluang@gmail.com 早餐、風味餐

從「一個巴掌大的手作披薩」起家，故取名為【大巴掌】，於2014年12月31日的

傍晚，就一把陽傘、一張餐桌和一個烤箱，默默步上創業之路；經過多年的學習與

轉換，增加早餐、家常簡餐及特色風味餐等服務。

327 嘉義縣 PIEPIYA廚房 47856786 餐廳小吃類 莊瑞君 0953-528-779 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梅花五路一巷20號 pipi0616wowo@gmail.com 烘培，輕食，冷飲，咖啡

PIEPIYA鄒意為『靈魂．信念』，為家人作餐一直都是我們的信念，為客人準備我

們喜歡吃的，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一件事，讓這個信念，成為我們的靈魂！從山

林生活的細節，慢慢品味出自己的生活滋味，留住美好的記憶，在piepiya廚房重

新調味，為所有蒞臨的家人準備！

一對愛吃愛玩的鄒族夫妻，用他們的廚房，讓來店的客人，品味他們的靈魂。

328 嘉義縣 FKUO山芙蓉茶葉 45112971 農特產品類 陳慧玲 0975-917-167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280號1樓 als102036@gmail.com 茶葉

身為阿里山鄉臺18線唯一原住民族茶行，特將「阿里山、鄒族、茶葉」將三個元

素的融合最純粹、最簡單的概念，讓買茶的人知道賣茶的主人是鄒族、是原住民。

茶莊想把屬於阿里山美好的山林分享給各多人知道，希望這份濃厚鄒族文化精神能

隨著茶香飄過山頭之外，將這份細膩的心意扎實地傳達達每位客人心中。

329 嘉義縣 慕噶納娜有限公司 91123419 農特產品類 武素琴 05-2561-035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以村2鄰57-1號1樓 lalauya0615@gmail.com 農特產品 化妝品 

位於阿里山鄉樂野村鄒族部落之一 "Muknana"為鄒族姓氏"武" , 

漢語翻稱"慕噶納娜", 涵義為慢活,簡約,悠然自得. 以自家姓氏定為公司名稱 , 

以紀念父親所給予的土地 , 希望遊客進到鄒族部落,體驗優閒,自在的旅程.

330 雲林縣 鄉棧咖啡 81336906 早午餐甜飲品 沈夢筑 0939-938632 雲林縣虎尾鎮自強街55號 ssbb0526@gmail.com 咖啡飲品、咖啡豆、濾掛咖啡 提供代工烘豆、批發販售餐廳公司行號咖啡。

331 雲林縣 愛某卡多永續農場 87080281 農特產品類 百漾·馬地克拉安 0918-818528 雲林縣林內鄉烏塗村忠压27-38號 ivocado520@gmail.com 葉苣萵，農事體驗及味覺饗宴 以負壓溫室全年種植葉萵苣為主，採蚯菜共生方式，做一個農業永續循環體

mailto:lalauya0615@gmail.com
mailto:ivocado520@gmail.com


332 臺南市 詒古原工坊 85625786 文創藝品類 曾詠詒 0901-330-346 札哈木市集－臺南市安平區安億路472號 ikucash@gmail.com 手作飾品、勾織墜飾、民族風日常小物。
以部落山區動物為主角、以及時事當代製作，勾織創作出限量產品，近年深受亞洲

人士客群喜歡。

333 臺南市
瑪曜工作室｜Mayaw 

workshop
85625771 服飾配件類 馬耀．哈暱 0979-000-160 札哈木市集-瑪曜工作室 muguwi@gmail.com

臺灣原住民傳統族服裝、配件、頭飾與樂器、

農產原料裝。

1.協助訂製臺灣原住民傳統族服裝、配件、頭飾與各族群樂器；

2.販售原鄉農產品及手作飾品、花蓮赤柯山所栽種當季農產原料裝、冷熱沖茶包、

高山茶飲、YO菊茶及輕食

334 臺南市 明食堂 81214185 餐廳小吃類 王羿清 06-2210-699 臺南市中西區尊王路140號 gil5415@gmail.com 便當、定食

2012年於小西門圓環開始營業至今，提供家常私房料理，堅持使用新鮮食材，無

論是阿嬤傳承的古早味咖哩飯、私房香煎雞腿排、紅酒燉牛肉、厚切炸豬排、韓式

烤肉牛...，還有媽媽拿手的滷腿庫，甚至白飯都是專業獨家技術烹煮，每日限量供

應。

雖然成本較高，但依然提供親民價格，希望大家都能輕鬆吃到健康新鮮的好料理。

明食堂專注做好每道料理，深受在地民眾喜歡與支持，也歡迎大家都來品嘗用心的

好料理。

335 臺南市 古味純油商行 81247307 農特產品類 古周少武 0915-599-910 臺南市北區長榮路五段41巷20號9樓之5 chi628026@gmail.com 苦茶油、麻油 自產自銷

336 臺南市 呷賀食尚餐酒館 37550104 餐廳小吃類 方明軒 0903-331-145 臺南市中西區海安路二段96號 sun75322@yahoo.com.tw 義式料理
創意料理

不同於一般的義大利麵

337 臺南市 仁川韓國炸雞 85628284 餐廳小吃類 黃俊文 0910-633-703 臺南市北區大興街2號 joh22y0207@gmail.com 韓國料理 堅持道地的韓國風味

338 臺南市 愛樂游親水SPA館 40895481 運動休閒遊憩類 高怡璞 0975-265-510 臺南市北區和緯路二段152號 yipukao@gmail.com 嬰兒游泳按摩

臺南嬰幼兒親水按摩專業品牌 ，全館採預約制， 

歡迎來電或私訊預約，服務項目： 嬰幼兒游泳 嬰幼兒按摩 嬰幼兒親水漂浮 

寶寶攝影寫真 親子相關課程 親子按摩課程

339 臺南市 靚美容美體芳療坊 40705721 美體美容類 陳惠琳
06-3120-246

0926-243-077
臺南市永康區小東路647巷8號1樓 u220967766@gmail.com 化妝品零售 、瘦身美容 20年以上美容經驗，丙級美容師執照，泌乳師執照

340 臺南市 雨田安防開發企業社 40718325 其他 陳浩然 06-2998-886 臺南市安平區平通路580巷36號1樓 charly426@gmail.com 消防器材、機具、設備、消防設計

PPE個人防護產品、環工安類、消防規劃設計、水、陸救援裝備、登山救援用繩索

器材、水域裝備、照明器材、消防救援用三角架、紅外線熱顯像儀、拋繩槍、FIR

E 

ICE冰火阻燃劑、泡沫原液、日本TOHATSU發電機、消防泵浦、水帶、瞄子、破

壞器材、消防衣帽鞋手套、防火工作服、A.B.C級類化災防護衣、個人配件、類五

金、水滅火器、ELIDE FIRE滅火球、銹轉化劑、吸油棉等等

341 臺南市 凱瑞美式蔬食廚房 37594898 餐廳小吃類 李佩盈 06-2989-25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三街308號1樓 a23652005@gmail.com
美式蔬食：早午餐, 沙拉, 披薩, 義大利麵, 

焗烤飯麵

來自美國芝加哥大型連鎖餐廳的資深主廚Kerry

經歷二十多年的淬鍊 懷抱著一定要讓更多人喜歡蔬食的理念

廚房2014年在安平運河邊落腳

她最開心的事就是來自顧客源源不絕的讚美

讓她充滿元氣與動力

主廚Kerry以她獨特的美式廚藝帶著給你蔬食新選擇

342 臺南市 薩巴住6號手作屋 85733960 文創藝品類 康念慈 0968-167-559 臺南市安平區安億路472號（札哈木原住民公園） w990817@gmail.com
原住民風的側背包，後背包，零錢包，筆袋，

化妝包，鑰匙圈，自然種子創作品

以原住民風的生活實用商品，原住民與自然的連結所創作的種子療癒擺飾品，由太

魯閣文化及神化傳說所設計的木片鑰匙圈傳遞太魯閣文化的故事。

343 臺南市 晚伍小賣所 85742095 餐廳小吃類 黃馨慧 0909-350-420
臺南市東區大東夜市第8排第14號至15號(不定期於臺

南夜市擺攤，來店前可上臉書粉絲專頁查詢)
aoaoao0927@gmail.com 紅茶牛奶 黑糖牛奶 傳統的古早味，乳茶販賣

344 臺南市 采馨生活美學館 85625385 美體美容類 武采馨
06-2686-636

0986-016-137

臺南市東區和平里自由路2段107巷10號2樓(採預約

制)
spawork1010@gmail.com 臉部身體精油芳療課程 純植物精油、東式陽罐十二經絡

345 臺南市 思祈美容生活館 10179383 美體美容類 楊惟思
06-2008-952

0928-720-883
臺南市東區富強里裕農路446巷66號1樓 abc0928720883@gmail.com 化妝品零售 一對一教學

346 臺南市
日光徐徐西式早午餐

(臺南前鋒店)
42795656 早午餐甜飲品 方昭敏 06-2358-809 臺南市北區前鋒路318號2樓 alicefang018@yahoo.com.tw 早午餐、飲品、定食

日光徐徐優質早午餐，以平實的價位、優質的服務、最強美味餐點，提供顧客最佳

的餐點享受。

晚餐時段-

晚食慢慢，提供原住民特色融合的定食料理，兼具美味養生的餐點料理。

347 臺南市 山家風味烤肉 89024244 餐廳小吃類 山靜屏 0977-181-427 札哈木原住民公園（沒攤位號） sammin1168@gmail.com
山豬肉、山豬肉香腸、糯米腸、原住民粽（其

那夫）

山豬肉先依特殊配方醃製在依原木燒烤，獨特風味口感，排灣族傳統其那夫讓都市

族人可以也吃得到，山豬肉香腸比一般外面口感更不同，吃後意猶未盡。

348 高雄市 咕嚕蛙戶外探索工作室 88013613 運動休閒遊憩類 田逸軒 0909-250-052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63號5樓 xxtw169@gmail.com 登山旅遊服務

1.我們有各式各樣不同程度的百岳行程

2.行程中會分享登山小技巧、登山知識用自己祖先的經驗去分享故事分享與傳承。

3.一切對大自然的敬畏，我們向山學習一直抱著謙卑謙卑在謙卑。

349 高雄市 霧臺烤肉吉 91540033 餐廳小吃類 高海心 0930-670-204
高雄市湖內區葉厝里保生路明宗段320-

1號對面第一條
zsxa32657788@gmail.com 相思烤肉/香腸/七里香/烤粉腸/烤肉飯/香腸飯

獨家香料醃漬肉品,使用相思木燻烤的方式,跟一般石板烤肉截然不同。讓人吃了會

想念,所以稱之為相思烤肉。

350 高雄市 紅藜先生企業社 91502538 農特產品類 楊愛琳 07-6160-860 高雄市燕巢區安林路25號 3351284@gmail.com 原住民農特產品及農產加工品
紅藜.小米是偏鄉部落經濟的主要命脈，紅藜營養價值高值的推廣.更希望能打響自

己的品牌

351 高雄市 菈法露客 91521161 農特產品類 邵畇稀 0989-148-513 高雄市楠梓區朝陽路145-13號 a0989148513@gmail.com 農特產品 文創商品 衣服

在都會區以多元化的商品經營方式，將原住民文創商品帶進都會區讓更多的朋友認

識原住民文化藝術以及方便購買，我們將原住民傳統服改良與現代服結合，輕鬆穿

搭又不失原民特色。

352 高雄市 寧妮谷民宿 80947470 飯店民宿類 李香莉 07-6701-087 高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里3鄰秀嶺巷183號 g450727@gmail.com 住宿 原住民特色民宿

353 高雄市 喫果茶 91493622 早午餐甜飲品 古雅玲 07-3130-139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國研大樓B1F學生餐廳) spp5454@yahoo.com.tw 天然愛玉、茶品、現打果汁、水果切盤

喫果茶從山上下來賣愛玉，讓原鄉的愛玉多一個銷售據點，主打天然~新鮮的喫果

茶還有新鮮現打的果汁，每天現泡的茶品、水果切盤等等品項來服務高醫的師生們

。

354 高雄市 彩色的田 79888380 農特產品類 嚴思華 0980-987-967 鼓山區（神農市集）+彩色的田（鳥松農會） a0980987967@gmail.com
小米、紅藜、小米加工品、紅藜加工品、原民

農產加工醃製燒烤、原民當地蔬果

【原住民農作物-具健康與文化傳承】

有著原住民開朗天性的我，因為經銷榖物的父親生病，我毅然承接父親事業與照顧

重責，尤其為了提供安全、可靠又營養的飲食，決定自行下田栽種無農藥原住民農

作物，種著種著便種出心得與感情，進而希望這份源自親情的健康滋味被更多人知

曉。

355 高雄市 一山沐精品咖啡工坊 91463747 餐廳小吃類 卓宏昌 0932-500-065 高雄市左營區榮耀街15號1樓 t0928903240@gmail.com 咖啡.伴手禮 咖啡以有機方式種植.帶有蜜香.後韻悠長，琥珀色液體裡有著陽光的飽滿

【南區   共145間】



356 高雄市 原馨玉坊 00865665 文創藝品類 盧怡安 0913-661-206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一路212號 taiwanjade51@gmail.com
農產品：洛神花系列、紅藜麥、小米、樹豆等

臺灣玉石：玉鐲、貓眼玉、玉墜、墨玉茶組

緣起於家父經營之天星山益礦業,自小在原鄉耳濡目染,成家後因對於臺灣玉的熱愛,

遂以三位愛女名子妍,馨,懿之諧音,並融合原住民的元素,將店名取為[原馨玉]

357 高雄市 沛美醫學美容網 53232438 生活雜貨類 陳思安 07-6216-969 高雄市岡山區民有路23號3樓 mealemiva@gmail.com

卡若絲、Anna 

Queen、Dr.Piz沙龍級保養品；F.O.X.彩妝；

BodyGoals蛋白飲；生活選物

【美麗其實可以很簡單】

十餘年的保養品販售經驗，帶給您簡單有效的保養，在家即可享受沙龍級保養品。

358 高雄市 和木相處 83739341 文創藝品類 陳青正 07-3955-206 高雄市三民區大福街109號 2105363114@nkust.edu.tw 傢俱訂製、文創商品、文具、木器、刺繡商品

和木相處的核心產品為木業餘料為材料，結合原住民文化工藝、文化符號等獨創內

容製作成創意產品，並建構原住民交易平臺，提供木料再利用、木器、原住民琉璃

工藝、原住民刺繡工藝等文化產品。

359 高雄市 若水陶藝工作坊 81019090 文創藝品類 古美秀 0928-750-242 高雄市大樹區竹寮里18鄰綠陽68號 truku5423@yahoo.com.tw 陶器茶壺
擅長以柴燒方式創作陶器茶壺，在作品中融入象徵性原民族群圖騰，也成為獨特創

作風格

360 高雄市 小港都會文健站 36621910 運動休閒遊憩類
查諾巴厄 ‧ 

邏發尼耀十七

0911-891-652

07-7963-701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416號2樓 obakmichael@gmail.com 原住民老人長照

本協會創辦人為牧師，98年自加拿大退休回國，100年繼續到高雄建立教會，因為

88、919水災重創原住民地區，當時有許多原住民紛紛逃離家園，遷移到高雄市居

住，根據民政局的公布高雄市災前的原住人口只有6,846人，但災後原住民人口暴

增到30,370人，由於原住民部落坍方，農地沖刷，部落生活不易，因此紛紛投靠

子女在高雄租屋居住，原本勞工住宿簡陋，甚至租用鐵皮屋或者貨櫃屋居住，牧師

看見族人的生活貧困，就以協會募款物資協助同胞度過難關，禮拜日召聚上教會做

心靈的慰藉，中餐供應，順便發給白米，目前以原住民老人為服務對象，在高雄市

小港區作長照工作，服務多元族群，有阿美族、泰雅族、太魯閣族、布農族、排灣

族、魯凱族等。

361 高雄市 禚家餃子館 21304839 餐廳小吃類 莊婕菱 07-8015-220 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67號1、2樓 tel8015220@gmail.com 麵食類，飯類 傳統美食營業數十年老店

362 高雄市 蝶Svongvong烘焙坊 81121594 農特產品類 陳佳妘 0989-370-885 高雄市六龜區大津2號 svongvong2017@gmail.com 部落特色麵包

每一口，咀嚼的不僅是真實實料的麵包香，它更敘述著我們這一代的故事 – 

包容。

麵包包容了部落的每一個農產品，例如刺蔥、樹豆、咖啡、山蘇…在這裡，麵包就

是我們這一代的故事，我們要用麵包，敘述我們的故事給我們的一代。

363 高雄市 小齡阿聖手作美甲美睫 82732067 美體美容類 林嘉齡 0913-766-318 高雄市左營區文莊路47號(採預約制) ling19861127a@gmail.com 美甲服務 美睫服務 專業美甲美睫，服務好闆娘親切，多年經驗效率高，做美甲不用擔心時間久

364 高雄市 珈貝豆坊 85503192 農特產品類 風宥潔 0953-882-703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80號 belle05271000@gmail.com 咖啡

從採收、烘豆到手沖出香醇濃郁的咖啡，只選用來自部落的咖啡豆；他們有純熟烘

豆技巧，且2人均有咖啡師證照，他們用makazayazaya做品牌，表達對鄉的認同

。

365 高雄市 深山裡的麵包店 42799772 餐廳小吃類 陳亭伊
07-6701-161

0912-308-230
高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村秀嶺巷196號 nekoanesan@gmail.com

tamu的餐、窯烤吐司、貝果、甜甜圈、農特

產品

八八風災，重創了高雄那瑪夏部落，Kaaviana家族不願割捨與土地的連結，拒絕

政府的安置，選擇返回部落面對重創重建。為了預備汛期的斷水斷電與道路中斷的

糧食需求，所以才有了這間位於達卡努瓦部落的「深山裡的麵包店」。

366 高雄市 寶味珍食 85514260 農特產品類 杜寶珍 0958-362-167 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路201號 bobojan0529@gmail.com JANKOMBU 珍·康普茶

～茶園裡的香檳～ JANKOMBU

全世界風靡的康普茶kombucha 

發酵茶飲，相傳為古代千年天然汽水，搭配寶山部落友善耕作自然農法的臺灣原生

山茶，使商品更具有獨特性、專屬性，微氣泡細緻的口感有如香檳般，酸甜風味更

是迷人。

367 高雄市 肉肉先生-最強牛排專賣 82836197 餐廳小吃類 方昭敏
07-2237-575

0915-501-875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89號 alicefang018@yahoo.com.tw 牛排、豬排、雞排排餐販售

最強牛排專賣

沒有最強，只有更強

368 高雄市 一山沐咖啡屋 38744712 農特產品類 卓宏昌 0932-500-065 高雄市茂林區多納巷6之6號 t0928903240@gmail.com 咖啡.農特產
一山沐咖啡屋的店長(老闆的兒子)-卓瑞賢.

2019年參加國際咖啡杯測大師賽榮獲冠軍

369 高雄市 烏巴克創藝工作坊 21908084 餐廳小吃類 陳謝秋美 0910-774-687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茂林巷116號 dscn0102@gmail.com 素食風味餐(取自當地節令食材) 本工坊長時間耕耘於在地賞蝶、琉璃DIY及素食風味餐(取自當地節令食材)

370 高雄市
得樂日嘎健康無毒農產

企業社
41323356 農特產品類 陳淑華 0928-709-432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茂林巷116號1樓 dscn0102@gmail.com

1、紅藜餅乾6種(口味有芝麻、薑黃、海苔、

鹹蛋、馬告、小米)

2、紅藜茶3種(口味有純紅藜、紅藜牛蒡、紅

藜黑豆)

3、保養品系列(紅藜面膜、紅藜美人皂、薑黃

皂、紅藜護手霜)

4、紅藜粉5種(口味有紅藜堅果粉、紅藜勇士

粉、紅藜黑八寶粉、紅藜蔬果粉、純紅藜粉)

5、果乾系列(情人果乾、鳳梨乾、酵素梅、芒

果乾)

6、禮盒4種

7、小米酒系列(紅藜小米酒、原味小米酒)

8、有機類(有機紅藜、有機小米、有機洛神乾

)

紅藜是茂林傳統農作物，茂林除了是魯凱部落外，每年冬天數十萬隻紫斑蝶來到茂

林，享受溫暖的冬陽，為了保護紫斑蝶生態奇景，我們努力通過有機認證，使這個

臺灣唯一的紫斑蝶保護區能永久保存

371 高雄市 茂林小米之家商行 47714669 餐廳小吃類 曾勝蕙 0985-883-756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茂林巷12之4號 3351284@gmail.com

部落美食

獵人餐

小米酒

石板烤肉

紅藜香腸

竹筒飯

小米之家由來: 臺灣原始的酒釀-

小米酒，相傳已有近千年歷史，是臺灣原住民根深的重要文化之一。 

除了一般用於迎娶,宴客，送禮，男女傳情之外，更用於豐收祭典上，代表著一整

年都豐收如意。

372 高雄市 廣福企業行 21907472 其他 陳韋伶 0958-966-866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茂林巷59號 y0958966866@gmail.com
淤泥疏濬工程

景觀建築服務

部落週邊環境修繕。

文化意象公共設施修繕。

傳統家屋修繕美化。

導覽路徑指示牌及遊憩景點環境修繕

部落景觀修繕

373 高雄市 得恩谷生態民宿 9115974 飯店民宿類 陳佳妘 0989-370-885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巷138號 svongvong2017@gmail.com 民宿、原住民特色餐、生態導覽、下午茶

我們是一群茂林魯凱的後裔，運用當地珍貴食材做出最經典的料理。

除了，讓旅客體會住宿的舒適度以外，生態的美與獨特性更是得恩谷獨一無二的地

方

374 高雄市 芭特芙萊工藝坊 69911117 餐廳小吃類 陳佳妘 0989-370-885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巷130之1號 svongvong2017@gmail.com
紅藜、小米、樹豆、咖啡、口味麵包，原住民

特色餐，養生飲品、咖啡等

每一口，咀嚼的不僅是真實實料的麵包香，它更敘述著我們這一代的故事 – 

包容。

麵包包容了部落的每一個農產品，例如刺蔥、樹豆、咖啡、山蘇…在這裡，麵包就

是我們這一代的故事，我們要用麵包，敘述我們的故事給我們的一代。

375 高雄市 紅藜之家 85493856 農特產品類 陳淑華 0928-709-432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巷59號 dscn0102@gmail.com 紅藜產品 以原住民為主的農產品紅藜為主(紅藜種植在好山好水的紫斑蝶保護區內)

376 高雄市 馬速達鱲工坊 87900801 農特產品類 張文珠 0912-307-324 高雄市桃源區南橫公路4段177號 judychan00a@gmail.com 農產品.農產加工品.伴手禮.工藝品
秉持著一貫健康、無毒、手做精神。累積多年經驗用心把關製作，為您提供更美好

的健康生活品味。

377 高雄市
藤枝二集茶園部落風味

餐廳
25990900 餐廳小吃類 陳憶倫 0963-122-201 高雄市桃源區寶山里73-1號 t0937680035@gmail.com 風味餐、原生山茶、烏龍茶、季節性水果

提供在地風味餐，食材以當地蔬菜菇纇及土雞為主，以自然農法自產自銷原生山茶

、烏龍茶及咖啡，季節性水果 水蜜桃（五月）紅肉李（五月）甜柿（11月）

mailto:mealemiva@gmail.com


378 高雄市 頭前山蒔茶 85506873 農特產品類 林彩娥
07-6776-396

0912-987-358
高雄市桃源區寶山里寶山巷84-2號 dscn0102@gmail.com 原生山茶.部落咖啡

咖啡產地於高雄市桃源區 

藤枝，從日據時期流傳下來，經由人工親手採集，生豆香味濃郁，經適度烘培，香

味更是濃烈，保留香醇咖啡原味，不僅濃醇度高，微苦的咖啡在入喉後隨即轉為甘

甜，與市售咖啡大不相同已經取得有機認證!!

379 高雄市
原來是霧臺神山小米甜

甜圈
81805787 早午餐甜飲品

杜明雄

王沛晴
0981-351-481

高雄市區行動餐車服務，每日營業區域以粉絲專頁公

告為主
a0981351481@icloud.com 小米甜甜圈，愛玉

我們是從山地門鄉達來部落的原住民，我們每天都從部落到高雄擺攤做生意，我們

推廣部落美食也推廣部落人文我們的小米甜甜圈是專屬部落的美食，我們的愛玉也

是高山野生愛玉

380 高雄市 全妍行銷美學 85471852 美體美容類 張素芬 0905-167-717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121號4樓之7 lising620908@gmail.com 經典課程服務/美學平臺/關於全妍預約體驗

全妍品牌創立人為中華養生學會副理事長，全妍行銷美學中心提供複合式平臺經營

不斷追求精緻的服務品質，是我們堅持的理念。

專業技術、最高品質，全妍行銷美學只給您最好與最美的課程!

381 高雄市 韓館仁川 38722689 餐廳小吃類 黃俊隆
07-2155-300

0930-722-358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24號 joh22y@yahoo.com.tw 韓國料理

韓國炸雞是我們的必點招牌以及多元的韓國道地料理春川炒雞、辣炒年糕等...平價

美味值得品嚐

382 高雄市 原民香 50934857 餐廳小吃類 鄭淳壬 0968-869-388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40之4號

高雄市新興第一公有市場10-2號
zenan321@gmail.com

原民香淳雞精、原民香元寶粥、原民香sousvi

de肉卷套餐

雞精採用黑羽土公雞與在地作物熬煮兼顧營養與美味，元寶粥採用抗三高食材保健

身體，sousvide肉卷不用油煎搭配溫沙拉

383 高雄市 菈法社 82740046 服飾配件類 賴淑芳 0989-148-513 高雄市楠梓區朝陽路138號 a0989148513@gmail.com 原住民服飾.配件. 農物小品 在都會區開了一間原住民的店就顯得十分醒目有特色

384 高雄市 亮笙企業行 10281269 數位3C家電類 陳漢中
0956-020-552

0935-058-310
高雄市楠梓區福昌里三山街153巷11號1樓 e0956020552@gmail.com 監控系統設備，電腦相關產品設備 行號設立於都會區，為少數原住民族人自行創業，從事先進科技相關行業

385 高雄市 旮旦娃力絲工藝坊 26096276 文創藝品類 林玉妹 0910-849-449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至誠巷13號 valis1124361@gmail.com 文創商品
來自布農族傳統文化，將富有祝福意含之圖紋分享給人們，運用傳統刺繡工藝之轉

化，打造出獨一無二屬於自我生活態度的日常用品。

386 高雄市
高吳惠琴原創藝術設計

有限公司
53584806 文創藝品類 高吳惠琴 0911-195-005 高雄市橋頭區仕豐南路大同巷16號 kwhcoad@gmail.com

琉璃珠飾品、金屬飾品、布包、皮革、琉璃器

皿等

產品設計集金屬工藝、現代時尚、排灣傳統文化於一體，力求品牌國際化，與世界

分享臺灣原民藝術設計之美。

387 高雄市
豆菽叔。全豆不濾渣豆

漿
82741024 農特產品類 陳馬豫明

07-5215-201

0926-121-291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79號1樓 a7103301@gmail.com 豆漿、甜點、輕食

本店主打不濾渣豆漿及司康、三峽牛角麵包，希望提供國人健康飲食，大豆為非基

改加拿大頂級黃豆及國產黃豆、黑豆。

388 高雄市 韓吉食品 91462992 餐廳小吃類 蔡嘉偉 0958-199710 高雄市岡山區中華路91號 lung740207@gmail.com 韓國料理 韓國特色料理

389 高雄市 皇家樂器社 88023485 影視樂器類 邱幃疄 0989-197936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06號 love920124@gmail.com

買賣二手樂器（鋼琴、電鋼琴、提琴、二胡、

其它樂器），鋼琴調音、整調、整音、維修保

養。

原店在臺東市將近30年，以誠信、基督愛人的精神服務客戶_教會、學校、縣府單

位及個人，也曾與多位知名音樂家合作。

390 高雄市 好室鍋物-高雄義享店 83154347 餐廳小吃類 吳金霞 0989-093056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15號5樓 A5-19+20 moveonandon2020@gmail.com 套餐式鍋物
提供高級冷藏肉品（安格斯黑牛/台灣雲林究好豬）、新鮮海產/時令蔬菜/彰化無

毒玉香米/健康無負擔細火慢燉湯品，選用新鮮好食材帶給顧客至高至滿的誠意 

391 屏東縣
黃阿銀(生鮮愛文芒果零

售)
85536433 農特產品類 陳文珊 0938-325-287 屏東縣枋山郷枋山村中山路四段31號前路邊 a0925688325@gmail.com 生鮮愛文芒果

枋山鄉在欉黃愛文芒果自產自銷，產季期間每日現採宅配出貨，歡迎來電索取禮盒

價目表訂購。

392 屏東縣 Pasakene創意工坊 47731034 文創藝品類 巴俊傑 0936-070-391 屏東縣三地門鄉青葉村光復巷1號 junjieba@gmail.com
文創藝品、圖紋設計商品、生活創意用品、布

包織品、服飾

本工坊以排灣，'魯凱圖紋為主要創作及設計，主要以生活創意為主要的商品製作

，透過商品販售來讓消費者可以認識原民文化。

393 屏東縣 吃喝玩樂 88773228 農特產品類 張元鑫 0937-575-597 屏東縣屏東市和生路一段34號 boss73882002@yahoo.com.tw 網路行銷曝光、團購商品
屏東縣最多人追蹤的臉書粉絲專頁及社團行銷曝光平臺，吃喝玩樂粉專有21萬人

追蹤、屏東吃喝玩樂社團有20萬社員

394 屏東縣 海鑫3C通訊 88764804 數位3C家電類 許聖齊 08-7896-309 屏東縣潮州鎮興隆路20號 hora828@gmail.com 3C配件/手機/平板/耳機/門號

海鑫3c通訊 

主打各大電信門號相關服務及門號合約健檢分析,搭配最適合客人的優惠方案!及給

客人舒適的換手機及門號申辦的環境

395 屏東縣 海均通訊 88940020 數位3C家電類 羅雅萱 08-7239-323 屏東縣長治鄉香楊巷31號 lo01010907@gmail.com 手機、手錶、筆電、電腦 空機、門號、續約、新辦、攜碼、

396 屏東縣 井茶桔餐飲 88775703 餐廳小吃類 廖志遠 08-8831-229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茄芝路2-1號 abc491113@yahoo.com.tw 炒飯，炒麵，水餃，年肉麵 無卡分期、電腦、筆電、手機配件、手機維修、中古機買賣

397 屏東縣 卡彿魯岸咖啡 83061354 餐廳小吃類 邱竩淓 0958-131089 屏東市瑞光里瑞民路8號、10號 maotaid002@gmail.com 手沖咖啡、咖啡豆、咖啡禮盒、餐點

原住民住在大武山的山林間已有數百年的歷史，祖先教導我們，要敬愛土地與大自

然和諧共生，為此卡彿魯岸的種植採取了最辛苦與不易的有機農法，為的是提供您

一杯新鮮美味且無健康負擔的好咖啡！相同的，為了提供您食用安心的餐點，卡彿

魯岸咖啡蒐羅了原鄉新鮮無毒好食材以創新的料理方法創造出少油、少鹽、少糖的

蔬食料理，以愛護自己家人的心情，愛護您的身體！好自然‧好咖啡

398 屏東縣 夜宵入口 85709223 餐廳小吃類 高瑋澤 0985-332349 屏東市廣東路45-1號 yxrk0630@gmail.com 吐司、蛋餅、鍋燒麵、蔥抓餅、炸物、飲品

「夜宵入口」倒過來念：「口入宵夜」，仍有將美味入口之意，吃東西除了填飽肚

，吃到好吃的餐點，一整天的心情會是美好的！ 

「夜太短，故事太多，那就來吃夜宵吧！」淺顯易懂的slogan，傳遞給大家的是

希望來用餐的朋友們，都能忘記一天的厭煩，吃得開心、聊得開心，又能迎接明日

嶄新的一天！

399 屏東縣 桌覓倉工作坊 81352428 文創藝品類 陳沁慧 0925-015-609 屏東市豐榮里廣東路189巷29號 cindy3362003@gmail.com
文創商品/手繪筆記本/手作擴香石/裝飾藝術

畫

我們讓自己的作品維持在很高的水準，讓更多人知道手作的溫度，選取了多媒材的

方式呈現作品的穩定性、再加入自己的色彩，讓作品更佳豔麗。

我是半個原住民，我熱愛創作，在文創產業中推廣自己的文化，用手作的溫暖與自

己的生活故事延續下去，讓更多人知道文化的重要性，並且帶給大家更多希望。

400 屏東縣
豆菽叔。不濾渣全豆豆

漿
85714529 早午餐甜飲品 陳馬豫明

0926-121-291

0932-956-583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2段10號 a7103301@yahoo.com.tw 不濾渣豆漿、牛角、司康、零嘴、農產品

豆菽叔全豆不濾渣豆漿，此商品有其特有姓，針對婦女大豆有大豆異黃酮又稱植物

性雌激素，女性常喝能延緩更年期；針對運動族群，大豆中含有優良的植物性蛋白

質，運動後飲用能助長肌肉增

長，增加核心肌群力；大豆更是素食者愛用的產品。

401 屏東縣 大利安商店 14485791 生活雜貨類
陳阿玉

賴淑芬

0933-381-473

0920-090-285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2段31巷1-1號 lsf0214@gmail.com 食品、飲料、百貨 70歲嬤嬤的雜貨店,經營20餘年,是老朋聚會聊天的好據所

402 屏東縣 大利安民宿 81347328 飯店民宿類 賴淑芬 0920-090-285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2段31巷1-4號 lsf0214@gmail.com 住宿

原住民族透過舞蹈、歌唱、服裝、飾品、雕刻及飲食等來展現其多樣的文化特質，

然這棟房子告訴我，我也可以對部落文化盡一份心力，它集合熱情、幸福、守護等

原素，並用排灣族的琉璃、皮雕、圖騰及爺爺奶奶花了近60年種植的桃花心木來

裝飾的家。歡迎大家來住住懂得幸福的家….大利安民宿。

403 屏東縣 阿甘麵食館 85690224 餐廳小吃類 甘慧靈 08-7995-198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2段31巷1號 aa0935900523@gmail.com 炒飯/各式麵類/熱炒小吃 年輕返鄉就業,讓食物不僅僅是吃飽更是有滿滿的愛心與溫暖

404 屏東縣 蒂摩爾咖啡 85700118 早午餐甜飲品 邱書婷
08-7991-175

0976-203-213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2段37巷7號 tjimur@gmail.com 咖啡、輕食、下午茶

座落在屏東三地門的蒂摩爾咖啡，為全臺灣獨一結合咖啡餐飲、劇場、展覽的複合

式藝文空間。我們藏匿在部落中的一角， 需用心尋覓，方可看見隱藏的價值。

405 屏東縣 富樂客休閒餐廳 36738159 餐廳小吃類 唐復聖
0926-353-991

08-799-3291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一段17號 hn85235758@gmail.com 石板烤肉，吉拿富，小米粽，各式熱炒，套餐

選用在地食材製作排灣族傳統美食，透過創新思維改良原民美食，本店內設置冷氣

，內部裝潢選用原木風格搭配藝術壁畫，提供客人舒適整潔的環境。

406 屏東縣 阿滌漾 40791649 餐廳小吃類 賴淑珍 08-7993-421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一段5號1樓 k33600886@gmail.com 風味餐、簡餐、飲品
餐點結合部落食材，碰出不一樣的新滋味！例：紅藜麻糬鬆餅、紅藜果凍、石板烤

肉飯等....！隨著季節的改變，也會有不一樣的風味，等著您們來品嚐。

407 屏東縣 蜻蜓雅築股份有限公司 27802926 文創藝品類 施佳燕 08-7992-856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二段11號 r087992856@gmail.com 琉璃珠工藝品

複合式經營，一樓提供伴手禮販售區、體驗教學，二樓餐飲及服務；故事館導覽、

在地咖啡，愛玉、手工莓果氣泡飲等多項優質無加工品之飲品，輕熱食、美味到捨

不得吃的午後鬆餅及山間美景。

408 屏東縣 答給發力美食坊 14484977 餐廳小吃類 杜冠賢
08-7993-395

0989-804-031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二段29巷2-2號 a0989804031@gmail.com 排灣族美食 唯一提供完整的排灣族美食

409 屏東縣 排灣紋繣故事館 85762747 文創藝品類 陳婉婷 0982-780-309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二段63巷13號 

(不定期參與展場販售，來店請先預約）
auther1978@gmail.com

1.人體彩繪

2.排灣族琉璃系列商品

3.野外求生系列商品

排灣紋繣故事館致力於推廣排灣族手紋及琉璃藝術，以人體彩繪方式讓民眾親身體

驗排灣族手紋藝術之美。



410 屏東縣 菈茷巫蕬手的夢想 85709407 服飾配件類 陳梅安 0981-576-418
屏東縣三地門鄉青山村民族巷46之5號（請先電話預

約，外展銷售活動居多）
hang08281016@gmail.com 文創商品、服帽衣飾、包包、飾品

創意無限，傳統跨越時空結合現代美學，應用在生活中，讓傳統不再是藝術品，也

是實用品。

411 屏東縣 薇多莉亞鄉村花園民宿 47721818 飯店民宿類 黃瓅瑩
08-8614-573

0927-365-156

屏東縣大福村和平路3巷4-3號
vitoria1688@gmail.com 房間

薇多莉亞鄉村花園民宿，歐式鄉村風格溫馨浪漫交通位置方便，住宿溫馨舒適，親

切接待，精美環島地圖免費送。

412 屏東縣 五餅二魚複合式餐飲 47899130 餐廳小吃類 黃睿宇 08-7788-905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村中興路320號 twofish7788905@gmail.com 原民風味餐、簡餐、飲品、咖啡
五餅二魚複合式餐飲為屏東平地地區帶來獨特的味道，藉由原住民風味餐點，介紹

原住民獨特的文化樣貌與飲食。

413 屏東縣 貴櫻音響電器行 95987415 數位3C家電類 薛景松 0932-775-569 屏東縣內埔鄉水門村中山路351號 t087993300@yahoo.com.tw
冷氣、冷凍/冰箱、洗衣機、、電視、飲水機

、電子鍋/電鍋、烤箱、烘碗機、各式小家電
創立於85年 專營家電買賣及維修處理

414 屏東縣 古琉坊 13602645 服飾配件類 賴麗春 08-7992-887 屏東縣內埔鄉水門村成功路31號1樓 selep.pan@gmail.com
客製化原住民服飾及改良服飾、手工藝品及文

化商品等。

古琉坊，除了以手工將原住民的傳統元素及現代服裝結合，同時也提供藝術家一處

可以展示作品的平臺，藝術家創作了生活品味，負表人則造就了原住民服飾新風潮

，與一處充滿生命力的舞臺。

開店二十多年的古琉坊搬到曾是水門老字號的「春賓旅社」的建築，旅社熄燈後，

古琉坊的女主人看上了這裡，剛好當時結識一位擅長空間造景的法國朋友出手協助

，藝術家性格的他玩性大起，把房子的空間大改造。他以山洞為概念，再把女主人

和先生收藏多年的木雕、工藝品和排灣族的文物大量活用在空間裡，原本旅社用來

曬衣的天臺，更是架了一座室內斜張橋與店舖相連，打造成一處別有洞天的後花園

，賦予了古琉坊獨樹一格的氛圍。

415 屏東縣 亞詩工作室 37686025 文創藝品類 李劉洪祿 0927-623-979 屏東縣內埔鄉水門村成功路65號 h0927623979@gmail.com
農特產（小米、樹豆、南瓜、紅藜）

手工藝（服飾、頭飾、飾品）
原民文創商品

416 屏東縣 大力馬老工作坊 81368266 服飾配件類 邱興華
0981-207-805

0989-562-363
屏東縣內埔鄉水門村自力路116號 dalimalaw520188@gmail.com

原住民服飾、配件、頭飾

原住民車彩

原住民服飾、頭飾、配件（買賣）（租借）（客製）

原住民婚禮車彩（租借）

417 屏東縣 達力發給健康生活家 81930808 運動休閒遊憩類 尤慧蓁
08-8831-196

0988-953-086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73號 ievy0128@gmail.com

生活雜物及健康運動用品及器材零售，健康運

動活動/生活安全規劃、農特產品文創商品
部落農物銷售，實用生活用品，健康運動用品，健康促進課程規劃⋯。

418 屏東縣 巴舒亞生活學苑 37635981 運動休閒遊憩類 李文斌 0972-042-068 屏東縣牡丹鄉高士村高士路69號 ievy0128@gmail.com 香菇/木耳/野菜/生活體驗/部落山林響導

巴舒亞生活學苑有巴舒亞農莊及巴舒亞山林教室，農莊主要賣段木香菇、段木木耳

、短期野菜‥，教室主要在生活體驗/部落山林響導。巴舒亞生活學苑以個別化服務

設計部落生活體驗，讓每一位來到學苑的朋友在生活中體驗五感，讓旅行變成訪友

回家般感動。

419 屏東縣 楓婷藝術坊 36730608 服飾配件類
黃美珠

黃惠婷

08-7850-550

0925-984-821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新隆路229號 a0925984821@yahoo.com.tw 風味餐/簡餐/冷飲/藝品/服飾/婚禮顧問

「楓」是創辦人覺得楓葉形狀像手，而葉脈紋路有如vuvu(祖先們)手背上的圖騰

，象徵著家族地位，也涵義著豐裕的文化色彩及濃厚的傳承意識；在排灣族社會繼

承制度由長嗣(vusam)繼承，財產及名位均屬由長嗣(vusam)繼承，維繫家族的秩

序與倫理，vusam(長嗣)背負著重大責任使命，創辦人大女兒的名是惠「婷」，創

辦人盼望長嗣(vusam)能嚴謹、操守傳承家族的文化事業，這就是「楓婷」的由來

。 

民國80年創「楓婷婚紗禮服」位於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藉由婚紗攝影、部落婚

禮之文化融入，深深意識部落文化傳承之重要性，於是結合其他工訪推動文化創意

產業，民國85年正式成立「楓婷工作坊」。 工坊主要是從事原住民服飾、飾品及 

風味餐開發創作，經過這幾年創辦人不斷研究創新，本工坊的商品不失傳統風格又

兼具時尚化，逐漸受消費者喜愛，也為部落文化傳承與活化貢獻心力。

420 屏東縣 凱登企業社 47735382 運動休閒遊憩類 宋麗娟 0933-597-146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84號 sung.lc840@gmail.com
農特產品、原民風味餐、農事體驗、套裝遊程

、露營區經營、導覽解說

本企業社經營嘉後休閒農園，以接自然生態為主軸，鼓勵遊客實際接觸當地自然環

境與農事體驗為經營項目

421 屏東縣 成欣商店 92706525 生活雜貨類 袁惠花 08-7850-398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村105號 agago1977@hotmail.com 日常用品、雜貨、原民手工藝品、農作物 山裡的小店

422 屏東縣 巴魯祖孥 10816236 服飾配件類 阮志軍 08-8720-971 屏東縣枋山鄉加祿村南和57號 v089790467@gmail.com 原住民服飾

工坊成立於98年，主要製作排灣族傳統服飾，阮志軍大學讀服裝設計，11年前回

到故鄉屏東獅子鄉，發現傳統服飾裡的圖騰，負載如此豐富的文化意涵，因此成立

「巴魯祖孥工藝坊」，在部落中蒐集傳統服飾、圖騰並進行田調，將傳統及時尚服

裝融合設計，受到許多族人甚至是漢人顧客歡迎。

423 屏東縣 阿美汽車 10814238 維修及租賃類 曾美俊
08-7220-666

0937-682-088
屏東縣長治鄉香楊村瑞光路一段293號 amei20141210@gmail.com 汽車維修保養/輪胎底盤修護 /汽車相關零件 阿美汽車，在屏東開設十多年，秉持著服務熱忱，守護您的愛車。

424 屏東縣 茂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54108485 農特產品類 邱竩淓 0958-131-089 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園西路16號4樓 gillhouse1413@gmail.com 咖啡 咖啡面膜等咖啡相關產品

專司臺灣原鄉有機咖啡的生產、製造與銷售工作，然因有鑑於咖啡豆的製程當中，

產生許多有機下腳料，造成了環境汙染問題。另一方面，因臺灣咖啡農多屬小農小

規模經營，人工成本高，常有農民面臨滯銷的困擾。為解決此一問題，茂泰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因而於101年12月設立登記，期望以農產品加值研發的方法來為傳統農

產品加值，提升農民收益。

425 屏東縣 龍髮型設計 36739376 美體美容類 徐美玲 0913-263-706 屏東縣屏東市北勢里公正街76號 sss030662@gmail.com
洗燙染剪髮、頭皮護理、造型設計、新娘彩妝

、美妝美髮品販售、禮服租借

流行髮型設計(剪、燙、染、護spa)、新娘秘書、一般彩妝淡妝、媽媽妝髮，整體

造型，紋繡眉

臉部保養品販售、禮服租借

426 屏東縣 檸檬樹晨食嚴選早午餐 40784400 早午餐甜飲品 黃瓊仙
08-7337-288

0938-678-278
屏東縣屏東市北興里公裕街108號 a0938678278@gmail.com 吐司、蛋餅、飲料、咖啡、麵食類

餐點現點現做，食材新鮮，自製優格，獨家的餐點，特製麵食湯頭，獨門配方醃製

燒肉，環境寛廣舒適。

427 屏東縣 比撒列工作坊 36892618 服飾配件類 洪玉花 0937-531-994
屏東縣屏東市永安里自立南路81號(不定期參與活動

擺攤，來店請先預約)
g0937531994@gmail.com 傳統服飾、配件及飾品

1.傳統服飾即改良現代背心

2.創新設計項鍊、手鍊、手錶

3.專研傳統及獨家設計編法

428 屏東縣 梅霖工作室 47906532 服飾配件類 蘇玉梅 0917-562-226 屏東縣屏東市協和東路42號 a0917562226@gmail.com 原住民圖騰髮飾、服飾、手作包包 原住民創意設計服飾、飾品

429 屏東縣 夏瑪藝術空間 40796567 美體美容類 郭鄧麗香 08-7223-776 屏東縣屏東市和生路一段28號 loveteam219@gmail.com 美髮專業設計/整體造型/量身訂做 本店環境單純、信仰、信任、愛。

430 屏東縣 TOMSU衣櫥 81762746 服飾配件類 高邱敬恬
08-7323-828

0955-863-299
屏東縣屏東市武廟里南京路24之9號1樓 kc8731@gmail.com 衣著、鞋、帽等相關服飾品零售業

本店提供女性衣著、鞋、帽等服飾品販售，位於屏東市商圈，鄰近交通樞紐要道，

步行3分鐘內可到達，停車方便，店內寬敞舒適，商品多元新潮，走高品質平價路

線。

431 屏東縣
建民眼鏡行（全家人眼

鏡建民店）
36697967 服飾配件類 許凡雄 08-7519-456 屏東縣屏東市建民路88-1號 agago1977@gmail.com 眼鏡、隱形眼鏡驗配銷售 平價銷售，鏡框種類眾多

432 屏東縣 康玥美容舒活館 81934924 美體美容類 林芝 08-7361-028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60之19號 a0968627703@gmail.com 美容 美體服務 .美容保養品
堅持使用來源明確合格產品服務.單次計價.秉持親切熱情服務.不強逼推銷及販售.

以誠實.信賴.永續經營為理念。

433 屏東縣 吳家鵝肉庄 47931096 餐廳小吃類 簡雅齡

08-8882-272

0975-129-835

0975-772-110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78號 a0975772110@gmail.com 鵝肉專賣

吳家鵝肉庄~是由排灣族夫妻所經營的鵝肉專賣店，用鵝油做各式的料理，鵝油快

炒及鵝油飯，更是店內菜單必點品項，店內偶有愛釣魚老闆自己釣的新鮮魚貨喔~

~

434 屏東縣 火紅伴手禮 36812208 農特產品類 袁詩婷 0919-259-791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106號 Litaly0821@gmail.com 小米酒，茶葉，零食餅乾。
2011年起，在墾丁大街跟大家交朋友！主要販售:傳統小米酒、高山茶葉、道地特

產、養身零嘴。



435 屏東縣 莎比亞工坊 40793463 農特產品類 翁玉華
08-879-2191

0920-361-277
屏東縣春日鄉七佳村自強一路七號一樓 tjuku.revuci@gmail.com 農產品咖啡等

本店主要商品以咖啡為主，季節性農產品紅藜，山藥為副，產區在屏東縣春日鄉優

質的自然環境，浸水營古道周邊海拔700公尺上下土地，以友善耕作方式種植，產

品特色具有獨特純淨花果香氣，並於2016年獲得屏東咖啡評鑑特優獎為延續先人

留下乾淨的土地給予消費者最佳的品味

436 屏東縣 萬綠有機農場 40801689 農特產品類 曾琇茹 0970-613-120 屏東縣春日鄉力里村圓山路54號
kai730201@gmail.com

kai730201@yahoo.com.tw
有機蔬菜 有機蔬菜、環境優美

437 屏東縣 老力里田園 40792886 農特產品類 傅玉珠 0916-858-657 屏東縣春日鄉力里村圓山路77號 amei681030@gmail.com 有機、友善農特產品、排灣族織布 排灣族傳統作物芋頭田、原住民族傳統織布工藝

438 屏東縣 安鷺山工作室 13604313 運動休閒遊憩類 陳麗芳
08-879-2270

0982-115-461
屏東縣春日鄉自強二路11號 aegisdddfg@gmail.com

原住民服飾、傳統美食製作DIY、工藝手作DI

Y、攝影拍照

angusan(安鷺山)這三個字源自過去家族與百步蛇的一段歷史過程故事，故以這三

個字作為店名期望可以傳承原住民排灣族美麗豐富內涵的文化~~

439 屏東縣 轉角遇到愛 85742428 農特產品類 林春花 0915-353-236 屏東縣春日鄉春日村春日路34號 h8668649@gmail.com 芒果、芋頭、小米等農產品
在轉角，您可以買到春日鄉的好物。

「古旺商行」春日好品特約商店。

440 屏東縣 采倬琉璃坊 81930265 文創藝品類 王書涵 0927-132-741 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佳平巷15-2號 s0927132741@gmail.com
純手工燒製琉璃飾品(項鍊、手鍊、耳環、精

油品、鑰匙圈、口罩套、吊牌鍊)DIY課程等等

琉璃珠為排灣族三寶之一,與排灣族社會的關係是淵遠流長的,排灣族非常重視琉璃

珠,視為傳家與婚聘中不可或缺的寶物,傳統的排灣族社會只有頭目貴族擁有,代表持

有者的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尊重。 

排灣族人賦予琉璃珠美麗的意義,每一顆琉璃珠都有屬於自己的名字與傳說故事。 

琉璃珠-

為臺灣古老的傳統工藝,但隨著時代的演繹,手工琉璃珠被機器取代,廉價量產,滿坑

滿谷的機製琉璃珠,手工琉璃珠之珍貴,是在於每顆琉璃珠的精細做工,工藝師的技藝

傳承及文化內涵。 

身為排灣族人,采倬琉璃坊堅持依循古老純手工燒製琉璃珠,堅持傳承"純手工文化",

讓每顆擁有美麗意義的琉璃珠都是獨一無二的。 

眾多圖紋中，品牌精選了12道圖騰，西方有12星座；東方有12生肖；我們采倬琉

441 屏東縣 大武山休閒農場 62910612 運動休閒遊憩類 傅秋義 08-7920-332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老潭巷40號 a0933382777@gmail.com

休閒農業 住宿 餐飲 農業體驗活動 導覽解說 

伴手禮 在地農產品 農產加工品 

在地 文創產品

本農場位於大武山登山口附近攻頂必經之路 

經營項目有特色民宿，特色餐飲提供排灣族魯凱族風味餐 

是個得天獨厚的好地方可賞閃爍瑰麗的高屏夜景，觀七彩繽紛的夕陽，金光四射的

大武山日岀，春天賞野花採野菜，夏天看颱風賞瀑布群，秋天看流星雨賞最明亮的

中秋月，冬天看雲海享受相思烤肉大餐。

442 屏東縣 莎利婉文化工作室 15690496 文創藝品類 杜花明
08-7920-332

0928-708-090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老潭巷40號 sa0928708090@gmail.com

服飾品零售業 文創產品 農產品及一級加工品 

文化教學（美食、手工藝）

文化傳承為大宗販售手作原民風之手工藝品，教學部落族人並代售產品。

代售部落族人生產之農產品如紅藜 

、咖啡及友善耕作生產之各種傳統食物如芋頭、地瓜、小米、山藥、蔬菜等。

供應鄰近休閒農場、餐飲業、小吃店、民宿等業者。

443 屏東縣 嵐咖啡館 40941345 餐廳小吃類 許鎧琳
08-7920-240

0910-544-240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老潭巷5號 kaleb0226@gmail.com 原鄉咖啡、下午茶、輕食、甜點。

《嵐》，有一名臺灣原住民青年返鄉築夢的故事，是勵志的；念以伴侶之名所命定

，也是愛情的；實踐部落守望互助的精神為重，更是公益的。 

《嵐》，亦是指山間的霧氣。 

隱喻年輕人置身霧中看不見自己，一種無我的象徵。他所看見的，是一種態度，一

種精神，一種希望。 

而年輕人的故鄉，臺灣北大武山下的泰武鄉。 

在屏東泰武鄉蔚藍的天空底下，老鷹翱翔天際的高度，有著祖靈所遺留的紅色寶石

，寶石裡頭隱藏著迷人美妙的秘密。 

紅色寶石美其名，《泰武咖啡》。

444 屏東縣 九號山房 47739562 餐廳小吃類 范慧貞 08-7830-132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老潭巷9號 a0935621025@gmail.com 咖啡、飲料、簡餐、雜貨、文創商品

本店位於海拔500公尺山頭，可遠望高屏大平原，夜晚景色美麗，號稱百萬美景。

本店還保持祖先老屋，原住民風特色，適合家庭朋友來聚餐。自產自銷的咖啡，現

泡現沖不苦不澀，平價式套餐營養均衡，還有特色的原住民風味餐，值得來品嚐一

番，沒有低消費標準，客人可以自由進出參觀欣賞，一些設備可自由使用。

445 屏東縣
有限責任屏東縣原住民

泰武咖啡生產合作社
37630711 農特產品類 謝菊芳

08-7625-810

08-7837-131
屏東縣泰武鄉泰武村大武山2街42號 gillhouse1413@gmail.com 咖啡 原住民文創品等

吾拉魯滋部落咖啡產業館，同時邀約周遭部落25家原住民手工藝等業者結盟行銷

，結合農特產與手工藝業者，由在地組織與政府計畫共同經營，主題是原住民咖啡

故事館，定位在有機與無毒咖啡產業的經營，目前也結合頭目家屋與手工烘焙DIY

行程，是泰武鄉地方產業主要對外行銷窗口。

446 屏東縣 維尼鄉村民宿 85705970 飯店民宿類 黃瓅瑩 08-8614-573 屏東縣琉球鄉大福村和平路3巷4之1號 vitoria1688@gmail.com 住宿

維尼鄉村民宿風格簡約 、溫馨、舒適 、平價民宿 

.住宿送早餐、送精美導覽地圖，免服務費代訂船票、機車、晚餐、 

浮潛、小琉球三大風景區門票等等

447 屏東縣 薇多莉亞自由行 40783606 運動休閒遊憩類 黃瓅瑩 0927-365-156 屏東縣琉球鄉大福村和平路3巷4之3號 vitoria1688@gmail.com
旅遊行程規劃、麻花捲、代訂船票、住宿、導

覽...

協助客人規劃兩天一夜、三天兩夜 的旅遊行程，代訂船票、住宿、安排導覽 

、伴手禮等服務。

448 屏東縣 小美烘焙坊 85698470 早午餐甜飲品 黃姵妤 0933-489-336 屏東縣琉球鄉天福村中正路66-4號 saimei0420@gmail.com 西點

本店採用新鮮食材及當季的水果 

純手工製作甜點，客製蛋糕、韓式擠花，無添加人造香精，採用天然食材(蛋奶素

、全素甜點)。 訂購專線 TEL:0933489336 LINE:mypuiye 

https://www.instagram.com/saimei0420/

449 屏東縣 王惠珠文創工作坊 81341555 文創藝品類 王惠珠 0920-022-303 屏東縣獅子鄉內獅村內獅巷7之1號 huichu0214@gmail.com 丹尼布品、織品、包包、帽子

作者於新竹從事二十年窗簾家飾布，為達成異鄉遊子落葉歸根之夢想，遷移屏東獅

子鄉內獅部落，轉型成立工作室，環保概念丹尼牛仔布再生各種材質，作品加入原

住民原素、拼布藝術結合，打版、圖紋秉持手繍，如包包、帽子、服飾、家飾、織

品，獨一無二的創作。

450 屏東縣 雙流道之驛 29381582 農特產品類 葉治平
08-870-1158

0966-531-086
屏東縣獅子鄉草埔村草埔6巷36之一號 yehtilo@gmail.com 文創商品，農產品，伴手禮 臺9線特色商店

451 屏東縣 卡日丹工作室 85737488 文創藝品類 賴翔軍 0911-036-096 屏東縣萬巒鄉大武山一街5號（屏東咖啡園區） h8668649@gmail.com 編織包、服飾配件、農特產
「咻擺」排灣族語是「雜貨店」的意思，目前以原民服飾配件及部落農產為主要經

營項目。

452 屏東縣 雷叔咖啡館-咖啡伴 40799733 農特產品類 雷金光
08-7991-655

0919-125-023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104號(原住民族文化園區) pulitan.a28@msa.hinet.net

伴手禮：紅藜餅乾、茶包、咖啡、餐飲、飲品

等

雷叔咖啡館-

咖啡伴，成立今年將進入第5年，起初是自產所種在地的泰武咖啡，所以才會承租

行政院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行政中心辦公大樓1樓來經營咖啡館。主要的營業項

目，有簡餐、飲品、小點心、蛋糕、早午餐等。

453 屏東縣 姥瑰工坊 37662059 文創藝品類 王雅馨 0988-130-142 屏東縣瑪家鄉和平路一段63號 rockjah36@gmail.com 皮革相關商品

姥瑰工坊以皮革作為主要創作媒材，工坊生活美學設計取自排灣族嚴謹內斂的文化

，卻不侷限捆住美的發展。在鮮豔對比的色彩與分明的線條中，表現的卻是緩緩細

膩的情感，不疾不徐溫柔的述說自己。像是說著：「我不求你一眼看上我，且驚艷

讚嘆。我希望你能常常看著我，慢慢的發現我深層的美麗。」

454 屏東縣 德勝中藥房 85699581 農特產品類 石磊
0985-650-199

0909-781-497
屏東縣瑪家鄉涼山村涼山5-2號 z736520@gmail.com 中藥材零售販賣 原鄉唯一中藥房，提拱養生保健資訊，一同為你我健康把關，迎接璀璨人生

455 屏東縣 好山林咖啡工坊 36732401 餐廳小吃類 羅仁光
08-7997-358

0937-478-305
屏東縣瑪家鄉瑪家村七鄰瑪卡札亞街23巷1號 rkuanglou@yahoo.com.tw

風味餐 農特產品 社區導覽 飲料類 

部落資訊站（社區導覽 住宿家庭 ）

瑪家好山林咖啡農場位於海拔750至1000公尺高山上，為咖啡適合生長的環境，

堅持自然農法栽培，孕育出粒粒鮮紅飽滿的果實，咖啡口感層次分明，是值得花時

間享受的極致原味咖啡，2019年屏東咖啡品鑑賽“傳統水洗組 優等獎”

456 屏東縣
藜之薌 

臺灣原鄉紅藜產業
42597240 農特產品類 羅仁光

08-7997-358

0937-478-305
屏東縣瑪家鄉瑪家村七鄰瑪卡札亞街街23巷1號 rkuanglou@yahoo.com.tw 紅藜及相關加工品，咖啡

紅藜是我們主要發展的產業，開發了多項和紅藜相關之產品，108年屏東紅蔾評鑑

賽榮獲 金黎獎，並且有多次出國參加食品展售。詳細資訊請連上FB:藜之薌 

臺灣原鄉紅梨產業參考相關產品售價

457 屏東縣 屏東紅藜故事館 47852178 農特產品類 張振宏
08-7997-311

0987-100-877
屏東縣瑪家鄉瑪家村和平路一段63號 djulisstory@gmail.com

小米、樹豆、帶(脫)殼紅藜、紅藜餅乾、紅藜

茶、紅藜麵、紅藜鱈魚香絲、紅藜啤酒、小米

酒、高粱酒、咖啡、洛神花茶、洛神蜜餞、紅

藜面膜、紅藜手工皂、紅藜酵素、

結合科技農業與原民傳統文化，打造原民最「紅」農特產業。讓紅藜有得吃、有得

玩甚至有得讓你美麗。

458 屏東縣 翠蓮 81359490 農特產品類 胡傅翠蓮 0916-226-090 屏東縣潮州鎮永春里漢口街231巷7號 a0916226090@gmail.com

品牌產品:刺蔥手工植草皂、五色米、香甜Q蛋

、鵪鶉Q蛋、豬肉乾（馬告、咖哩、刺蔥、梅

子口味）、麥香馬告蛋、黑麥汁、刺蔥辣椒醬

、馬告冬瓜茶、馬告刺蔥蛋捲、果乾、原民16

族酒衣袋、原民16足時尚圍兜、馬告刺蔥調味

系列等商品

品牌屬性: 

主要販賣原民伴手禮和特色美食飲品及手作紋創產品，也將原住民香料獨立販賣，

並與知名品牌異業結盟合作開發創意產品。

曾參加2020年屏東伴手禮競賽、2020年臺北伴手禮與美食展、臺南五合一品味週

與大樂屏東縣政府舉辦的屏東物產展！



459 屏東縣 杰式樂器行 40992462 影視樂器類
安迪‧邏發尼耀十

八
0968-313-330 屏東縣潮州鎮光華里福康街23號 koujay751022@yahoo.com.tw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業

本店於104年在新竹創業，專門從事音樂製作及錄音工程，店面陳設各種樂器，並

開設音樂教室，教授鋼琴、吉他、撒克斯風、爵士鼓等，因為本人是屏東排灣族人

，於105年應父母之要求回鄉，先在被聘至南部五星級(H會館)飯店休閒娛樂副主

任任職，109年初申請店面移轉屏東縣政府工商課，地址設在本家，座落於屏東縣

潮州鎮福康街23號，自宅店面重新開業(杰式樂器行)，營業項目沒有變，目前音樂

教室已有學生，樂器已開始銷售。

460 屏東縣 賈茲格斯精品咖啡館 40796449 早午餐甜飲品 陳夏鳳淋 08-7800-366 屏東縣潮州鎮愛國路100巷33號 a0987458887@gmail.com
咖啡豆/咖啡/臺灣原生種紅茶/屏東鮮奶可可/

乳酪蛋糕

賈茲格斯是為生產好咖啡而存在

大漢山春日鄉賈茲格斯有機咖啡豆

提供各國高品質好咖啡

以淺烘焙為主

461 屏東縣 嶼者行澗戶外冒險中心 85090615 運動休閒遊憩類 林家豪 0921-202-167 屏東縣潮州鎮壽福路79號 haohowadventures@gmail.com
高山百岳健行、溯溪體驗、野溪溫泉體驗、攀

樹體驗活動

嶼者行澗是嶼者有限公司所創立的戶外品牌

「嶼者」指的是臺灣這片島嶼上的人

「行澗」則是行於高山深谷之中

「嶼」、「澗」兩個字拆開便是「山與水間」

「嶼者行澗」是期許身在臺灣這寶島上的我們，能夠深入的認識這片美麗的土地，

讓大家可以跟著我們的腳步，自在的行於自然的山與水間，親近土地母親，成為真

正的「嶼者」

462 屏東縣 霧努咖啡 47744185 農特產品類 林玉珊
0906-877-590

0963-013-714
屏東縣霧臺社區文化部落廣場 e9159016@gmail.com

手沖咖啡、霧臺咖啡豆、霧臺在地農特產品、

手工藝品
以咖啡入生活、用手作享文化

463 屏東縣 脫鞋子的部落廚房 40795130 農特產品類 李金龍 0925-043-288 屏東縣霧臺鄉好茶村古茶柏安街17巷5號 a09250432888@gmail.com 原民餐,伴手禮

來部落一起體驗不一樣的旅程，部落有難更是青年應該學習擔起照顧部落的責任，

我們發現新居地的生活機能不佳，沒有就業機會、公墓、老人獨居之外更沒有耕地

來傳承魯凱族共耕換工(共享、共有、共存)的精神及共同經營的生命價值。在未來

如何將陪伴視為重要課題，並且將傳統文化融入新的巧思來創造部落的機會，讓禮

納里不僅只是一處居地，更是成為每一個人心中真正的家。

464 屏東縣 雙豬工作室 43903534 文創藝品類 余威璇 0925-318-218 屏東縣霧臺鄉好茶村古茶柏安街19巷2號 evagrapefruit@gmail.com 獨出出版繪本 原創角色IP公仔 明信片 卡片

黑黑短短的山豬來自山林、白皙豐腴的白豬來自都市，相遇是祖靈的安排。

雙豬的核心業務為原住民原創故事繪本出版、圖文授權、設計及公共藝術等為主.

並擁有13個動物角色的原創IP「山林好朋友」，並已開發量產第一批盒玩公仔（6

個角色），緊接著希望在今年發展第二批、另外6個角色的盒公仔，並創作「山林

好朋友」跨族群、文教內容的漫畫作品，拓增文化傳播的速度。

465 屏東縣 好茶部落懷舊棧 37655888 飯店民宿類 張淑芬
08-7997-111

0972-928-518
屏東縣霧臺鄉好茶村古茶柏安街20巷10號 sf7374567@gmail.com 住宿、咖啡、部落導覽 原鄉體驗

466 屏東縣 阿地溪生態文化工作室 81783186 運動休閒遊憩類 賴得寶 0912-136-697 屏東縣霧臺鄉臺村神山巷15號 lmy2310@gmail.com 生態導覽、手工藝DIY
部落生態人文導覽(森林療癒、歷史建築/石板屋介紹、狩獵文化等)遊程諮詢、農

特產品、手工藝品等

467 屏東縣 佳人香草工坊 25702555 早午餐甜飲品 涂文明
08-7902-214

0963-427-011
屏東縣霧臺鄉霧臺村2鄰神山巷26之2號 twon252943@yahoo.com.tw

麵包類/香草醬/香草手工餅乾/香草養生茶/吐

司類/香草麵包/香草烤肉

自八八風災災後，有幸很有福的接觸到香草，認識香草並與香草結緣。從零開始到

末端全由自已一手慢慢的建立起來，完全採用自然農法無使用殺草劑、農藥及任何

的化學藥劑。所有自製的香草產品如:香草養生茶、香草醬、香草精油、香草滷包

、香草酒精、香草麵包、香草烤肉等完全天然健康很正面能量，對身體沒有任何負

擔。經營到現今近七年的時間，逐漸的受到廣大的群眾及媒體、雜誌等好友們經常

性的前來採訪報導。太多的好友貴人們的相助，滿滿的幸福與感恩!

468 屏東縣
井步山原住民人文生態

產業合作工作室
47735355 運動休閒遊憩類 杜珍珍 0978-951-652 屏東縣霧臺鄉霧臺村神山巷1-16號 j19690502@gmail.com 餐館、飲料、部落導覽、農場品零售

本店位於霧臺鄉霧臺村神山部落，座落在神山民宿山莊內，完全是頁岩石板設計環

境，部落風貌怡人。

469 屏東縣 巴魯那咖啡 47897983 農特產品類 趙美玲 0917-689-419 屏東縣霧臺鄉霧臺村神山巷25之11號 ericli@weideson.com 神山咖啡、紅藜加工食品、小米加工食品

屏東縣的咖啡是日治時期引進的阿拉比卡種，許多的原

住民鄉都留有日治時期種植的咖啡。屏東霧臺鄉巴氏家

族投入咖啡產業3年，種植與烘培的咖啡讓日本人喝到

濃濃的家鄉味，已接洽要來臺下訂單。

470 屏東縣 魯凱百步蛇風味餐廳 47724097 餐廳小吃類 劉美英 0912-136-697 屏東縣霧臺鄉霧臺村神山巷15號 lmy2310@gmail.com 在地美食風味餐

本店位於風景秀麗有雲霧山林之稱的霧臺鄉神山部落在臺24線道上，店內陳設與

裝潢以魯凱族{巴冷公主}傳說故事為題材，用餐環境佳，面對山巒視野廣闊，設有

wifi及旅遊諮詢服務，也為屏東縣衛生局107年度的良級餐廳。

471 屏東縣 黑妞的店 47899125 餐廳小吃類 歐珍惠 0921-977-200 屏東縣霧臺鄉霧臺村神山巷21之1號 ouyuhan19890712@icloud.com 石板烤肉、小米甜甜圈、簡餐、風味餐
原住民文化特色館、認識原住民美食、讓客人親自體驗烤石板烤肉、親炸甜甜圈、

手洗愛玉。神山第一家賣石板烤肉、小米甜甜圈的店家。

472 屏東縣 千惠工藝坊 36732578 服飾配件類 巴千惠
08-7654-203

0917-689-419
屏東縣霧臺鄉霧臺村神山巷25之11號 a0917689419@gmail.com 手工藝品、原民服飾訂製 藝品純手工，手染布製作，頭飾及原民服飾具魯凱族特色

473 屏東縣 嵐天音樂 81340280 影視樂器類 甘聖竹 0920-284449 屏東縣屏東市康定街4號 tolanspace780613@gmail.com CD、黑膠唱片，演出門票、音樂週邊商品

屏東在地「嵐天音樂」旗下的唱片行。但這個空間不只賣唱片，也主打在各個藝術

與文創商品下圍繞的文青空間。

地點位於：屏東市中山路及康定街路口「原百貨街道」，門口招牌寫著「原音」

474 屏東縣 巴里棧自然友善農場 88771967 其他 陳志旺 0978-905-015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石門路1-26號 any6217@yahoo.com.tw 餐館業  畜產品零售業  花卉零售業

巴里棧自然友善農場，種植原住民特殊植物食材及林下經濟作物，如雞,蜂，農場

內開一間小農廚房，自產自銷，可宅配農作物，生雞肉食品，及鮮花，盆栽會場佈

置，盆栽販售

475 屏東縣 瑪巴琉秀秀工作室 62913977 服飾配件類 賴秀金 0937-694-126 屏東縣高樹鄉泰山村產業路162號 t0937694126@gmail.com 原住民傳統服飾 原住民傳統珠繡服飾/手工頭飾/手工藝品

476 屏東縣 一葉蘭咖啡館 10899046 餐廳小吃類 蔡瑜桓 08-7789-123 屏東縣內埔鄉內田村82之1號 f0929306@gmail.com
簡餐、甜點、飲料、台灣咖啡、義大利麵、火

鍋
一葉蘭咖啡莊園位於屏東縣泰武鄉北大山，有機咖啡種植並取得有機咖啡認證。

mailto:tolanspace780613@gmail.com
mailto:any6217@yahoo.com.tw
mailto:t0937694126@gmail.com
mailto:f0929306@gmail.com


477 臺東縣
WADIYAN/瓦力原創設

計工作室
37612100 文創藝品類 莊志豪 0938-927-681

1.臺東市康定街226號1樓

2.參與臺東相關市集活動擺攤（消息會公佈至FB粉專

）

stone0930@gmail.com
手拭巾(日式頭巾)、老帽(棒球帽)、奔尼帽(闊

邊帽)、明信片、海報

WADIYAN：卑南族語，親朋好友之意。

我們希望藉著回到部落，將自己在部落學習的文化知識，以及探索這塊土地的美好

故事，運用圖紋創作與大眾分享，進而推廣原住民族文化的美好。

478 臺東縣 馬可樓手作雜貨舖 85574219 文創藝品類 記嘉馨 0978-692-853 臺東縣金峰鄉嘉蘭天空步道 peleljes@gmail.com 手作植栽、擺飾花器、飾品

以外祖父過去從舊部落遷移時，

為了移植舊部落植物以麻繩纏方式保護植物根系帶到新的聚落，

所以學習以此方式用在自我創作上，

並在為保護植栽所訂製手提袋注入原民元素，增加特色。

479 臺東縣 老周故事 36861360 農特產品類 彭新滋
08-9731-028

0928-078-325

1.蘭嶼開元港候船室

2.臺東縣蘭嶼鄉椰油村椰油9號
anniechi931@gmail.com 食品、飲料、冰品、伴手禮、明信片

充滿蘭嶼氣息的伴手禮專賣店, 老周與您分享在島上的生活趣事，

讓您在這裡可以了解更多蘭嶼風情，帶著滿滿回憶的伴手禮回家。

480 臺東縣 喝霸飲料店 85794311 餐廳小吃類 陳家榮 08-9348-539 臺東市大同路212巷地下商場6號 drinkbar1204@gmail.com 飲料/威士忌/調酒/啤酒 提供卡拉ok歡唱/飛鏢機臺/小桌遊

481 臺東縣 飄逸芬芳 25775402 文創藝品類 徐玲 0928-349-116 臺東市中興路二段191號 liffi116@gmail.com 原創。手作。DIY 自然素材。原創商品。手作DIY

482 臺東縣 莫那禮有限公司 97481594 文創藝品類 黃美蓮 08-9236-377 臺東市中興路二段191號 tina350929@gmail.com 雕刻品、木作、工藝品 訂製木家具、臺灣原木、木工教學、原民手工藝品

483 臺東縣 阿水工房 37728405 文創藝品類 黃美蓮 08-9236-377 臺東市光明里中興路二段191號 tina236377@gmail.com 木製品、手工藝品 馬蘭阿美原青手作品、返鄉就業、融入文化技藝、創新工藝品。

484 臺東縣 萊灣民宿 47770417 飯店民宿類 孫秀玉
08-9232-822

0933-370-792
臺東市光明里蘭州街121號 pymkimi74@gmail.com 住宿

萊灣民宿的萊灣(lrayuwan)是卑南語有謝謝，感恩之意。民宿內的成設以東臺灣6

個族群特色來裝置，希望到此一宿的旅人,真的能感受原住民之鄉的熱情與溫暖,同

時認識這6個族群的文化特色。

485 臺東縣 微spa概念館 81299304 美體美容類 藍曉微 0922-317-921 臺東市自強里武昌街13號 a0922317921@gmail.com 美容美體保養品、手作飾品
微spa概念館為個人工作室，獨享寧靜空間、輕柔的音樂、不受任何影響，完完全

全達到紓壓效果。

486 臺東縣 髮舞 21616538 美體美容類 何美芳 08-9347-959 臺東市杭州街220巷18號 fawusalon@gmail.com 美髮 雅致明亮的空間,專業日式髮品

487 臺東縣
秘密雞地鹽水雞&紅茶

洋行(臺東南王店)
81391029 餐廳小吃類 施玉玲

0988-223-113

0955-556-268
臺東市南王里更生北路609號 thm1127@gmail.com 蔬菜滷菜鹽水雞，古早味紅茶冰

秘密雞地鹽水雞是以阿美族特色食材來搭配鹽水雞來調配，舉凡海菜及阿美族當季

食材皆可做為料理，再搭配紅茶冰多樣化結合的雙店面

488 臺東縣 會爬的牛 81390534 餐廳小吃類 孔張孔 0985-324-153 臺東市中正路262號 kun20080330@gmail.com 串燒 烤肉
好吃 串燒 烤肉

489 臺東縣 Arise迦瑪健康小舖 25856328 農特產品類 林子萱 08-9356-060 臺東市新生里四維路三段61號1樓 emma0986257811@gmail.com 醋品、紅尾白蝦
迦瑪翻譯『Gama』為排灣族語『父親』之意。我們期待每一位來迦瑪購買的商品

，並品嚐完都有一種回到愛中被擁抱的感覺！

490 臺東縣 蝸牛先生餐廳 81942972 餐廳小吃類 周明源 0903-937-038 臺東市漢陽北路76-1號 blue.cynthia@Hotmail.com 快炒/熱炒 以原住民傳統食材製作各項菜色，例如:野菜.炒蝸牛等等。

491 臺東縣 MoMo早餐店 81395355 早午餐甜飲品 洪念慈 08-9791-881 臺東縣大武鄉尚武村政通路52-1號 dog730926@yahoo.com.tw 早餐 美味餐點

492 臺東縣 東方雲民宿 40776680 飯店民宿類 葉宜臻 0909-056-566 臺東縣大武鄉南興村安興19號 Yama0988180813@gmail.com 民宿

座落於臺東南端的東方雲民宿,這裡沒有城市的喧鬧,卻有著城市中所沒有的一片寧

靜悠閒,民宿結合自然生態與地方民俗風情,白天藍天白雲,蟲鳴鳥叫,晚賞夜幕低垂,

萬籟寂靜,星空萬里 

靜靜地享受著大自然的美好,品嚐著用心為您準備的餐點,吃飽喝足後,跟著民宿主人

走訪一趟琅嶠卑南古道,這臺灣最後一段的原始海岸線,路途雖有些艱辛,但也是一項

自我挑戰。

493 臺東縣 達興山號 47971287 餐廳小吃類 謝榕佳 08-9702-223 臺東縣大武鄉南興村達興3號 jia221039@gmail.com 義大利麵 早午餐 咖啡 飲料 肉桂捲 南迴縣上唯一的西餐廳 從都會回來的原住民大廚 希望給部落一個美味的選擇

494 臺東縣 利百迦原住民工作坊 17918722 服飾配件類 邱麗百加 0921-577-570 臺東縣太麻里鄉太麻里街60號 v347568@gmail.com

原住民服飾出租.原住民飾品(項鍊.頭飾/花.各

樣背.領錢包.手飾.衣服配件..).原住民傳統服飾.

..

本店於太麻里街,鄰近太麻里曙光園區及金針山,櫻木花道,交通便利,店家外觀之看

板非常醒目,並以原住民設計之特色為主,吸引不少遊客前來消費,購買飾品.

495 臺東縣 有記港式燒臘店 81390653 餐廳小吃類 王心芩 08-9782-321 臺東縣太麻里鄉太麻里街261號 shinduay@gmail.com 便當

「自在的山林生活，豐富的民族知識。」 

我們是飛霧文創工作室，fuengu是鄒語「山」的意思。 

舉辦深度體驗的將遊程及推廣理念，將原住民的文化、精神藉由我們的遊程傳承、

推廣出去，帶動遊客一起向山林學習，並了解、尊重原住民文化。

496 臺東縣 線織屋 56665990 文創藝品類 葉薇臻 08-9772-208 臺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村1鄰7號 teresa090120@gmail.com 織品編織、材料、線材
排灣族傳統技藝羊角勾勾織，純手工勾織一針一線，手作的簡單幸福。

手作雜貨,教學

497 臺東縣 線織屋民宿 81391718 飯店民宿類 葉薇臻 08-9772-208 臺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村1鄰7號 teresa090120@gmail.com 背包房《青旅》
南迴以南非常有特色的青旅，單車族、徒步、重機、機車族及部落慢活可住宿療癒

的地方

498 臺東縣 雜貨店兒子民宿 81298001 飯店民宿類 柯雅梅 0953-332-582 臺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村4鄰151號 v0953332582@gmail.com 民宿-風味餐-部落導覽-農產品-手工藝-伴手禮

一對喜愛自已部落的原民夫妻，堅持了20餘年完成歸鄉夢想,自建了一問結合太平

洋日出的希臘風格民宿，期盼與朋友們分享部落濃濃人情味與溫泉、海灘、大武山

的美好。

499 臺東縣 笠原企業社 85575884 其他 林明治
0980-569-835

08-951-5505

臺東縣太麻里鄉美和村6鄰86-

35號(荒野加油站正對面)
dx2465@gmail.com 組合屋、貨櫃屋、冷氣、庭園造景等

結合金峰鄉部落原住民青年及二度就業中年工作團隊，提供在地工作機會及活化農

地的發展

500 臺東縣 海洋音響企業社 10166492 其他 李伊蟬 0936-279-236 臺東縣太麻里鄉香蘭村新香蘭5之21號 a0936279236@gmail.com
舞臺、燈光、音響、桌椅、帳篷等（租賃買賣

），佈置、帆布輸出、網路直播廣告行銷
專業舞臺燈光音響

501 臺東縣 叮哥茶飲-太麻里店 36860257 早午餐甜飲品 王心潔 08-9781-255 臺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太麻里街257號 shinduay@gmail.com 飲料、茶桶 來臺東一定要喝的在地品牌!

502 臺東縣 喇厚工作室 85578398 文創藝品類 陳莊金蒼 0975-276-811 臺東縣臺東市中心里更生路517號1樓 lahok0327@gmail.com 原住民文創商品
喇厚工作室坐落於馬卡巴民宿一樓大廳，讓您來臺東遊玩入住一宿後，隔天早上在

充滿原住民氛圍，欣賞來自喇厚工作室的工藝品，讓您帶個臺東紀念回家

503 臺東縣 象香暙手作坊 47888295 文創藝品類 柯志明
08-9236-585

0981-215-966

1.臺東縣卑南鄉太平村太平路448號一樓

2.臺東市中興路二段191號（糖廠-象香暙手作坊）
a0930790426@gmail.com 服飾、配件、皮雕(革)商品

位於臺東市區精華地段，獨特及個性手創商品為主要特色。服飾、配件、皮革商品

鮮豔亮麗。

504 臺東縣 海王子工場 85801278 服飾配件類 沈靜福 0933-654-519
臺東縣臺東市中興路二2段191號（臺東糖廠文創園區

庫空間）
qqkanboy@gmail.com

1.農特產品零售

2.衣著、帽、服飾品零售

位臺糖園區停車便利，店內販售十餘種自家農地生產優質的季節水果，均以小量栽

培；另有衣、帽等多項手作文創商品。

505 臺東縣 伊稗工作室 85578377 文創藝品類 莊詠晴 0933-598-421 臺東縣臺東市光明里中興路二段191號 yibay1017@gmail.com 原住民文創商品

伊稗工作室-

我們在臺東糖廠，只要販售的原住民棉麻時裝，種子創作，木雕創作以及其他族群

經典文創商品，除了欣賞原住民族的藝術創作，還可以購買屬於您的原民風

506 臺東縣 捷瑞沙龍髮藝工作室 40830220 美體美容類 沈秀娟 08-9331-715 臺東縣臺東市南京路139號 jerry091466@gmail.com 美髮染燙 店員親切、座位舒適

507 臺東縣 一樂串燒 85736967 餐廳小吃類 郭志威 0985-374-471 臺東縣臺東市新興里中華路一段839號1樓 drinking918@kimo.com 燒烤，酒類 一樂串燒有別於一般日式居酒屋的老闆娘獨家秘製烤肉醬，值得一試。

508 臺東縣 Kai手作 85576032 服飾配件類 羅敏軒 0913-783-351 臺東縣臺東市豐榮里29鄰仁昌街10巷12號二樓 ttyy6819@gmail.com 原民風飾品、髮飾、鑰匙圈等 將原民風元素加入飾品，讓時尚與原民風融合，更能增加飾品的豐富性。

509 臺東縣 濬穎企業社 85798061 其他 羅王升 0912-150-357 臺東縣臺東市豐榮里文心街42號6樓之2 stephandnn529@gmail.com 鐵皮搭建、土木水泥工程 客制化設計、價格公道

510 臺東縣 fu'is原創坊 85792778 文創藝品類 陳宇庭 0965-007-373 臺東縣成功鎮三民里瀋陽街50號1樓 yuting8281@gmail.com 錢包、明信片、耳環、項鍊、戒指

我是手很巧的北漂阿美姑娘～

因思念家鄉而回到原點從新生活！

想藉由創作讓跟多人知道我的家鄉之美。

511 臺東縣 遛庫臺東 85792741 運動休閒遊憩類 孔薇妮 0936-050-262 臺東縣成功鎮三民里瀋陽街50號1樓 a0936050262@gmail.com 導遊

為臺東小農產品推廣

為臺東特色民宿推薦

臺東深度旅遊體驗

512 臺東縣 兄弟土木 8977312 文創藝品類 謝周吟如 0937-390-369 臺東縣成功鎮民權路1號 phobechou9014@gmail.com 木作、園藝、雜貨藝品 專做園藝花卉、木作手工藝品

513 臺東縣 君瑋企業社 47892571 其他 柯詩瑋 0970-731-889 臺東縣卑南鄉明峰村忠孝路62號1樓 a0977499035@gmail.com 室內裝潢、鐵工、建材零售 從事金屬加工安裝、鐵窗、鐵門、鐵皮屋及各式鐵製品加工、設計、製造、安裝

514 臺東縣 小朋友多肉植物坊 36863584 農特產品類 羅小姐 0936-174-570
臺東縣卑南鄉東興村東園二街66巷1號

臺東縣卑南鄉東興村東園一街190-1號
sin6101142@yahoo.com.tw 多肉植物及飲品,點心 本店以販售多肉植物及相關產品為主,另外有教學及組盆

515 臺東縣 衣布企業社 47891221 農特產品類 白愛農 0933-033-950 臺東縣延平鄉桃源村昇平路191之6號 ciouwun0316@gmail.com

紅燒牛肉麵、香菇雞湯、手工香皂、烤豬肉

手工水餃、鳳梨酥、當季有機蔬果、各式精油

、各式果醬等...

本農場使用的農產品都是天然的食材，自己養的雞，自製果醬，自產自銷，有機蔬

菜等。目前沒有實體商店，是依附在布農部落休閒農場，基本上都是利用網路購物

516 臺東縣 年芭達工坊 85578469 文創藝品類 楊佳蓁 08-9783-277 臺東縣金峰鄉正興村5鄰60之1號 tpxu0921@gmail.com 手工藝品 手作帽子 包包 鎖包 鑰匙圈 羊角鈎後背包 傳統文化織布

【東區   共450間】   



517 臺東縣 Awos阿鄔師主題館 83062282 農特產品類 文宏程 0932-198-152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村4鄰八桑安34之1號 abonwen@gmail.com
白玉螺肉冷凍包 有機香草舒肥白玉螺料理包 

文創商品 農特產品

用最天然的食材飼養養殖蝸牛！自家栽種的南瓜、青木瓜刨成絲，再研磨混合黃豆

粉、玉米粉、米糠等食材、再輔以高溫殺菌過、磨成細粉的蚵殼粉，補充碳酸鈣。

每項食材嚴格單一原料取得，不用混充飼料，優質天然培育。

518 臺東縣 新光商號 93620883 生活雜貨類 劉憲光
08-9761-282

0938-761-282
臺東縣達仁鄉土坂4鄰66號 mi680705@gmail.com 雜貨店 玩具

519 臺東縣 澎恰恰小吃部 17913992 餐廳小吃類 悠．久分樂分 0921-758-500
臺東縣達仁鄉臺坂村1鄰13-32號

臺東縣達仁鄉臺坂村3鄰41號
giutju@gmail.com 麵飯食品及下酒菜、小吃部

本店提供部落居民中餐及晚餐付費供餐服務，如遇到特殊假日將正常供應餐點，提

供部落居民一個方便用餐的地點！

520 臺東縣 伊沐晴晞 47721872 農特產品類 邵采芬 0972-181-314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復興路27號 stephandnn529@gmail.com 農特產、飲品、雜貨 我們是充滿愛與幸福感的一家店

521 臺東縣
A for 

J髮型設計/頭皮護理
9563439 美體美容類 伍群卉 08-9328-227 臺東縣臺東市鐵花里安慶街110號一樓 oonline288@gmail.com 洗髮 燙髮 染髮 護髮 頭皮護理 臺東唯一頭皮負離子專業儀器

522 臺東縣 小島生活民宿 36758632 飯店民宿類 鍾少康
08-9731-601

0955-313-014
臺東縣蘭嶼鄉紅頭村3號 taco-406@yahoo.com.tw 住宿

我們位於便利的紅頭部落,離機場5分鐘車程,離港口20分鐘車程。

共有6間套房，最多入住20人

523 臺東縣 避風港文化工作室 37732631 文創藝品類 莊美琴 0928-999-355 臺東縣蘭嶼鄉朗島村9之4號 magichua@ms77.hinet.net 文創商品，達悟族特色圖騰及拼板舟相關產品 以達悟族特色商品，如圖騰及拼板舟發展週邊文創商品，及手工創作。

524 臺東縣 瑪樂髮美髮沙龍 47890362 美體美容類 馬瑋琳
08-9359-123

0915-092-859
臺東市大同路194號 eva102002@yahoo.com.tw 美髮沙龍

我們是一間臺東市區美髮沙龍 指標性 

美髮流行榜第一名的店家

525 臺東縣 小公主日式美甲沙龍 37660947 美體美容類 南品伶 0975-539-833 臺東市大同路219號 princessnailsalon.nan@gmail.com 美甲服務 採用最新的美甲沙龍技術為顧客處理手足護理的問題

526 臺東縣 臺東老馬企業社 10123678 維修及租賃類 李惠琪 08-9351-552 臺東市山西路1段97之2號(後棟) y095346010077@gmail.com
引擎保養、底盤檢修、鈑金校正、無塵烤漆、

代客驗車
服務專業、快速便捷

527 臺東縣 麻辣江湖火鍋店 47759779 餐廳小吃類 張軼
08-9350-350

0939-210-838
臺東市中華路一段323號 aa229139842@gmail.com 重慶特色火鍋，重慶特色小吃

環境衛生乾淨，闆娘是重慶人，親手製作重慶特色麻辣火鍋，

擁有養生湯鍋、重慶抄手、小麵、滷味、口水雞、重慶麻辣水煮魚、燒雞公等特色

美食。

528 臺東縣 蒙恩氣體行 12060925 其他 林美香
08-9383-143

0928-169-202
臺東市中興路4段2巷129弄52號 lisa83047@yahoo.com.tw 一般氣體、醫用氣體、瓦斯 原住民的熱情

529 臺東縣 卡塔文化工作室 36750293 文創藝品類 林賢華
0989-228-107

0968-651-418  
臺東市中興路二段191號 atabeads@gmail.com 原住民文化工藝品、書籍、木器、布類

以原住民工藝文化為創作主體的場域，

在地族群工藝展售空間提供作品平臺與開放自由參觀，

每一項工藝商品成為文化傳遞的代言，在臺灣各地對文化工藝友善的商店，

形成文化流動的新路徑，透過文化工藝品而深刻留下在地文化記憶。

藉由工藝老師的講解和您的親身體驗，更能體會工藝原有的文化價值和工藝養成故

事，

深刻認識得來不易的物質文化與文化信仰的生活智慧。

530 臺東縣 月桃部落-石山倉庫 36888754 文創藝品類 林詣祖 08-9238-042 臺東市中興路二段191號-石山部落 kakawasan@gmail.com

原住民文創商品，臺東當地農特產品，月桃草

帽，注連飾，皮件編織，織染，木雕，稻草御

守體驗

月桃部落-石山倉庫為阿美族手工藝品專賣店

編織、木雕、皮件、織染

承襲祖先智慧

結合現代素材玩創意

兼具實用性與時尚感

堅固耐用！風格獨特！

Makapahay！歡迎您來到月桃部落-石山倉庫走

531 臺東縣 法拉撒手作工坊 10824502 文創藝品類 李宗宏 0937-644-520 臺東市文化里新生路105號1樓 jn9369@gmail.com
石頭彩繪.自然果實創作.原民文創編織.木藝陶

藝品.服飾.生活小物。

本店展現臺東部落生活的創作及溫度。

工坊創作素材取之自然，亦在自然更迭中體悟生活，傳遞臺東在地能量、人情溫暖

與樸實恬靜的幸福感。

532 臺東縣 三有孵育中心 42984071 運動休閒遊憩類 張原
08-9345-991

0963-111-458
臺東市永樂里興隆路23巷11號1樓 lofaniyaw@gmail.com

1.保健營養品

2.個人保養品

3.家庭清潔用品

4.居家用品

5.部落導覽解說

三有部落工程有限公司之生意來源主要是：

*代理產品之批發與售後服務

*參與政府部門之採購

*太陽能推廣之介紹

*推廣承接部落三有深度旅遊案

533 臺東縣 海嘯 (HAISAW) 81392857 餐廳小吃類 郭泰豐 08-9310-911 0937-690-911 臺東市安慶街82號1樓 kuo061226@gmail.com 冷飲、調酒、餐點 舒服、歡樂、乾淨、時尚

534 臺東縣 彩虹石榴民宿 85808949 飯店民宿類 呂淑貞 0900-131-801 臺東市岩灣里1鄰安和路102巷112號 a18621238@gmail.com 住宿 管家親切有禮，視客猶親，有回家的感覺。近火車站，眺望山林，身在幸福園。

535 臺東縣 太平洋企業社 47887752 影視樂器類 黃美英 08-9225-740 0911-066-603 臺東市岩灣里興安路一段183號 mblap1987@gmail.com 租賃音響及相關設備
本店為本鄉音響廠商，於本鄉辦理各婚喪喜慶皆會與本店合作，為前來的消費者提

供音樂饗宴。

536 臺東縣 好地方書房 29431176 生活雜貨類 杜得
08-9338-333

0928-787-963
臺東市長沙街374號 jane961210@gmail.com 文具 書籍 臺東縣唯一 基督教文具、書籍、禮品、實體店面，經營已滿20年。

537 臺東縣 花線 81372655 文創藝品類 陳品萱 0920-410-715 臺東市建和里建和2街37巷14號（來電請先預約） ppiin79@gmail.com

手工系列：側背包/刺繡耳環／杯套（袋）/收

納包／零錢包/水壺包/奶嘴夾/平安福袋...等；

客製化服飾設計。

設計印花：寶寶圍兜兜/杯袋/漁夫帽/包類/布

料

從原住民族的特色發想，透過色彩鮮豔的傳統服飾及圖騰特徵，運用在配件飾品及

服飾上，從構想、繪圖、打版，製作到成品，手作品以拼布創作的為主，及十字繡

傳統工藝設計在商品裡面。

除了手作品外，還有平面設計、族群色系設計及圖騰的運用、布料印花設計...。

538 臺東縣 yyahunails 85573295 美體美容類 慕雅巴高揚 0988-023-331 臺東市強國街348巷5弄5號 chick10241035@gmail.com 手部美甲凝膠

關於兩個姊妹對於喜愛做美甲因而將興趣轉為專業，於是在自己的家設立工作室為

大家服務，

喜歡原住民族圖騰元素的朋友可以在預約時傳圖片跟我們討論，

客製化服務或美甲師幫你選擇都可以。

539 臺東縣 斯耐雅工作室 47761769 文創藝品類 莊詠任 0985-110-675 臺東市博物館路1號 jimmy202932@gmail.com 原住名文創商品
斯耐雅工作室營業在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紀念品店，讓喜歡臺灣文化歷史的你深入

了解臺灣原住民文化的歷史，更能了解原民文創商品的魅力所在。

540 臺東縣 東森自然美 74907009 美體美容類 嚴惠美
08-9336-819

0938-369-179
臺東市開封街587號 a0938369179@gmail.com 美容保養品、芳療精油

臉部皮膚檢測 .臉部保養護理. 美體舒壓按摩 .美體全身去角質. 美體體雕 

.頭部抗壓護理

獨創自然美容術肌膚三通原理，第一通表皮細胞新陳代謝要暢通第二通皮脂腺.汗

腺要暢通

第三通皮膚微血管要暢通

達到肌膚回復健康自然的真理

541 臺東縣 夏安居 37728806 餐廳小吃類 曙映巴奈
08-9222-646

0910-955-251
臺東市新生里中興路一段147號 she888599@gmail.com 健康蔬食套餐

「轉換對於素食的想像」。

「天然食材 精緻呈現」。

「大自然裡的健康蔬食」。

「全自然食材的餐點」。

542 臺東縣 斯卡羅文創工作室 47764920 文創藝品類 林宣郁 0966-916-987 臺東市新生路105號 tiagulje@gmail.com
木質容器.木製家具.木製餐具.石材製品.皮革.

毛皮製品.竹.藤製品
天然素材創造特色商品,將自然融入生活,濃厚原民風味.

543 臺東縣 Wow’s 邦查 37613109 早午餐甜飲品 Jools 0988-136-559 臺東市新生路105號(2號倉庫) linhsiaoju37@gmail.com 咖啡、飲品、甜點、三明治、早午餐、漢堡

Wow’s 邦查座落再TTstyle 

原創館一樓，店內風格咖啡藝術空間，餐點都是自己手作烘焙，利用在地食材搭配

美式風格呈現不一樣的原民風味料理。



544 臺東縣 咖飛7號舖 47757786 餐廳小吃類 陳欣
0918-626-788

0987-905-763
臺東市新生路105號2樓 a667211@gmail.com

手沖咖啡、冰滴咖啡、義式咖啡、其他飲品、

鬆餅、甜點

這裡是波浪屋2樓唯一的店家,有小小的角落適合小小休息一下,在小時間裡喝杯用

心的咖啡、吃個美味的蛋糕,小小充個電然後重新再出發。

我們是來自海岸阿美族的Fafahiyan,我們喜歡咖啡,因為咖啡在不同品種、產地、

焙度、組合、沖法、甚至磨度等多種變因裡可以展現不同面向的風味,也讓我們學

習欣賞不同個性的咖啡帶來的感受,過程中豐富有趣也很迷人。

咖飛店面雖然不大,但裏頭充滿了來自家人、朋友協力合作的痕跡。有來Ina、Kyin

g們的棉麻编线藝品、Fayi的水果以及Faki的咖啡豆、Mama製作的自然派木桌、

Cindy.Amy的玻璃藝術、Xcellent的飛魚意象吊燈。小小的空間裡集結同樣在這

塊土地上擁有夢想的人們，希望一起成為夢想實踐者分享給更多的人，一起在這片

土地上自在飛期謝謝一切美好,謝謝造訪的你。

545 臺東縣 芙客絲快剪沙龍 45119313 美體美容類 江新妹
08-9340-826

0976-996-201
臺東市漢陽北路25號 xinmei02010201@gmail.com 燙髮/染髮/護髮/剪髮/洗髮/髮型設計

芙客絲店內的員工都是經驗豐富的臺東阿美族人,

我們用最真誠熱情的天性待客如待友與不斷精進創新技術，讓您從頭美到腳。

546 臺東縣 薩哩咖咖居食屋 56683266 餐廳小吃類 林文馨
08-9322-899

0912-147-458
臺東市鄭州街7號 ddykgehda@gmail.com

原住民族風味咖哩/經典牛肉咖哩/樹豆菇菇咖

哩/丼飯/燉飯/酥炸吉納福/炸物/一品/日本酒/

生啤酒

在料理的呈現上，運用傳統日本料理技法「藏味 」,

將許多在地食材及原住民族常用之辛香料融合，

以色香味的呈現層次，讓用餐者感覺到料理極美味，這是薩哩咖咖對待用餐者，能

夠滿腹回家的心情期望您能滿意。

547 臺東縣 In spa妍玲美容生活館 47757385 美體美容類 李群玲
08-9339-788

0938-254-058
臺東市中興路一段549號 bbb63527@gmail.com 美容美體 從事美容美體行業已25年，提供全方位調養客戶們的肌膚和身體服務

548 臺東縣 佳音美髮造型 10154340 美體美容類 張美玲 0911-191-084 臺東市豐谷里漢陽北路169巷64弄7號 cml1399@yahoo.com.tw 洗剪燙染護 造型 彩妝 舒壓

我是一家小型很溫馨的工作室，

有3張座椅

我重視產品對客戶的需要，也保護我的双手，我採用環保有機成份商品來服務我的

顧客。

549 臺東縣 豪潔商店 37727567 生活雜貨類 林梅英/施慧君
0905-129-397

0938-807-705
臺東縣大武鄉大竹村16鄰加津林53號 v089790467@gmail.com 生活雜貨、日用品、原住民傳統美食 原住民傳統美食、農作物

550 臺東縣 東豐車業行 12091700 維修及租賃類 楊玉琳 0912-103-034 臺東縣大武鄉大武村大武街18號 happyeveryday7575@gmail.com 機車維修保養 、排氣檢驗、零件零售

本店在部落經營28年一直秉持著良心經營、用心服務、顧客至上的熱忱服務部落

族人在行的安全

及其它之相關業務上的服務。

551 臺東縣 阿巴里原住民傳統服飾 10462727 服飾配件類 孫秋雲
08-9790-237

0912-926-233
臺東縣大武鄉大武村民族街28-4號1樓 v089790467@gmail.com

布、衣著、鞋、帽、傘、服務品

無毒、有機原住民傳統農作物極其加工美食
臺東縣大武、達仁鄉唯一原住民傳統服、頭飾訂製店家。

552 臺東縣 充電站早餐店 36861609 早午餐甜飲品 蔡宇嫻
08-9791-233

0919-139-037
臺東縣大武鄉大武村民族街28-6號 v089790467@gmail.com 活力營養早餐、健康飲品 提供大武鄉弱勢家庭兒童愛心早餐。

553 臺東縣 大谷電器行 78758873 生活雜貨類 陳天誠
08-9791-065

0932-660-042
臺東縣大武鄉大武村復興路36號 agnes8346@yahoo.com.tw 1.販售家電產品 2.水電維修安裝

開業時間：民國82年~109年，共27年。

執業老闆：夫妻倆都是排灣族原住民。

服務領服務領域：擴及達仁鄉、大武鄉、太麻里鄉、偶有臺東市區零星客戶。

工作夥伴：三位技術員、一位銷售員，一樣都是排灣族原住民。

554 臺東縣 大武文具書店 78758634 生活雜貨類 林秀美
08-9791-326

0928-699-309
臺東縣大武鄉大武村復興路42號 v089790467@gmail.com

辦公文具、書寫修正、檔案收納、辦公紙製品

、3C週邊/耗材、事務機器、生活百貨、團服

、班服、原民背心、帽子、毛巾、馬克杯、等

多樣客製化服務。

為主要經營文具的商店。位於大武國中旁，主要經營紙、筆等文具，以及檔案袋、

文件夾、書架等輔助用品。

555 臺東縣 阿紅面店 37608719 餐廳小吃類 全應紅
0912-135-598

0912-186-608
臺東縣大武鄉大武村復興路76號 yinghong1224@gmail.com 麵、小菜

本店高湯是用大骨，雞胸骨架和十余種蔬菜，水果，海鮮等食材 

用柴火熬制而成，味道鮮美甘甜

556 臺東縣 笆札筏布工坊 85572296 服飾配件類 王曉彤
08-9792-151

0905-531-700
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大鳥路191號 wxiaotong2Q@gmail.com

布包.小米.紅藜.手作體驗.原住民服飾配件.背

心製作

臺東縣笆札筏文化發展協會-

成立部落布工坊,主要目的是為當地創造工作機會,在成員用心經營下,結合排灣族文

化及族人創意,已形成自有品牌,接受客製化.遠近馳名.也成為部落名片.

557 臺東縣 聖德育林行 37612262 農特產品類 鄭玉妹 0919-872-717 臺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古庄路17鄰5號 v089790467@gmail.com 椴木香菇

產自臺東縣大武的新化、古庄部落，野生段木栽種，充分吸收山林氣息，珍貴稀少

，非太空包種植‧以傳統手工採摘，運用段木柴火烘烤 12 

小時而成，香菇的優雅香氣，襯著段木的溫暖氣息

558 臺東縣 八口福簡餐店 47892501 餐廳小吃類 金鳳花
08-9791-737

0932-887-579
臺東縣大武鄉尚武村政通5街24號 v089790467@gmail.com 便當、蛋包飯、鹹魚炒飯、鯖魚飯 本店使用池上壽司米、山泉水

559 臺東縣 富煜企業社 81390372 生活雜貨類 尤曉琳 0903-983-965 臺東縣大武鄉尚武村政通五街19號 v089790467@gmail.com 家庭電器及維修 青年創業

560 臺東縣 GOOING 85794537 生活雜貨類 洪念慈 0938-793-223 臺東縣大武鄉尚武村政通路52-1號1樓 dog730926@yahoo.com.tw 日常生活用品、服飾 特色商品

561 臺東縣 阿梅海產 37616865 餐廳小吃類 温勝虎
08-9790-309

0905-280-307
臺東縣大武鄉尚武村環港路1-9號 v089790467@gmail.com 在地海產獨特的魚料理 價位經濟實惠，「小魚煎蛋」、「牛港鰺」等獨特的魚料理都非常鮮美

562 臺東縣 珍珍商號 12087993 農特產品類 陳千佟
08-9702-680

0916-893-903
臺東縣大武鄉南興村達興路129號1樓 v089790467@gmail.com 生活雜貨、食品、飲料、生鮮、手工水餃 冷凍手工水餃、部落小米

563 臺東縣 新安商號 93842365 農特產品類 古琴憶 0913-550-963 臺東縣太麻里鄉大王村8鄰太峰路255號 wewe332307@gmail.com

1、家庭日用品

2、小農產品

3、小農新鮮農作

4、雜貨

位於太麻里鄉大王村村莊、由阿嬤時代就開使經營雜貨店、與村莊居民建立良好友

善關係、互信誠信原則、在當地不可或缺之商店、村民的好鄰居、不只是商家與消

費者關係、更是人與人聯繫情感交流之中心。

564 臺東縣 奇蹟夢工場 36863043 影視樂器類 林惠雯 0986-356-343 臺東縣太麻里鄉大王村外環路36號1樓 dowun7777@yahoo.com.tw
租賃業、藝文服務業、文教、樂器、育樂用品

零售業

活動規劃、節目排設計、樂團演出、音響工程規劃、燈光器材，各種類型的帳棚、

舞臺等出租。專業場控的技術，精密器材及完美的設備租賃。

565 臺東縣 比亞的草屋琉璃珠工坊 14194772 文創藝品類 鄭楚玄
0921-599-085

0981-031-025
臺東縣太麻里鄉大王村民權路170號 325shain@gmail.com

琉璃珠販售、琉璃珠燒製串珠體驗、點心、咖

啡茶飲

我們是一對夫妻，有兩個可愛的兒子，正值非常需要照顧陪伴的年紀，我們決定經

營工作室的同時，自己全心全意照顧寶貝們！所以對前來工作室的朋友們，在此想

先說聲感謝～體諒我們有時候需要為了孩子停下動作，咖啡沖的慢了些，點心慢上

桌，還有很多都需要老闆與我輪流處理，謝謝你們願意給我們時間！

也讓還沒來草屋的朋友知道一下，目前的經營模式是琉璃和咖啡飲品、簡單的點心

（絕對是認真自己每天製作喔），並與聖母醫院合作成為照顧者咖啡館據點，提供

長照諮詢與服務。期待大家來玩~

566 臺東縣 橘色月亮文化工作室 36861002 文創藝品類 洪啟榮 0910-117-804
臺東縣太麻里鄉北里村1號前<舊班哨/森川自然工藝

聚落>
saudengm@gmail.com

生活木食器、木製家具、燈具、布製包包、工

作服、文化體驗教學

從傳統物件的製作學習中，重新摸索、轉換延伸的作法，以木、石、金工、皮、骨

各類的元素材質，自我演繹出具有文化意涵的時尚生活精品。

567 臺東縣 原愛工坊 25856376 文創藝品類 歐美惠 0933-372-437 臺東縣太麻里鄉北里村森川路13號 ouluwan@gmail.com 布包

不工作到布工作:婦女不是不工作，而是無法邊工作邊照顧家中老幼。布工坊協助

婦女有可以在家工作的環境，讓婦女可安心顧家庭。原住民圖騰+防潑水布go-

tex,. 

圖騰為排灣、魯凱族手繡(十字繡)為主，繡手為部落婦女，每個圖騰有自己的意義

。一個布包的完成是部落婦女手繡+工坊車工婦女一起完成。

她是一個從國小起家的工坊，由學校教職員共同協助成立。為的是讓學童回到家時

，媽媽已在家裡等。

568 臺東縣 永記商號 12085411 農特產品類 陳秀莉 08-9760-177 臺東縣太麻里鄉大溪101號 a6369a6369@yahoo.com 新鮮蔬果，新鮮肉品，雜貨。
新鮮蔬果以在地臨近小農栽種作物優先收購買賣，再來在地臺東縣產銷蔬果收購買

賣，其次是西部蔬果收購買賣。

569 臺東縣 kituru 37611088 餐廳小吃類 博慧珍 08-9761-295 臺東縣太麻里鄉多良村大溪110號 boaiku60@gmail.com 咖啡、餐點、原住民手工藝品、書籍、音樂
以排灣族語[kituru]學習之意為名 將所學(排灣文化)透過空間 音樂 

餐飲分享給進來的每個旅人

570 臺東縣 亞浪工坊 36748488 農特產品類 陳秀莉
08-9760-177

0925-399-917
臺東縣太麻里鄉多良村大溪101號 a6369a6369@yahoo.com

椴木香菇，琉璃珠布包，原民風飾品，漂流木

桌椅

椴木香菇植種於高山800海拔採露天養殖，古早直火烘烤設備，香氣四溢。108年

度赴東京國際食品展。原住民琉璃珠縫製布包上積極推廣原住民族琉璃珠文化。

571 臺東縣 志玲的魚舖 47892404 農特產品類 洪顯文
0986-552-718

089-771-119
臺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村金崙路380號 ttyy6819@gmail.com 蔬果、肉類、漁貨零售販賣

本店設置在部落，部落比較無法買到新鮮蔬果及魚肉類等，本店已在地經營15年

，成為當地居民主要消費店。

572 臺東縣 英惠原藝工作坊 74903735 服飾配件類 羅英惠 0928-350-131 臺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村溫泉路九之六號 0928350131@gmail.com 傳統服飾、飾品
在地經營20多年，有傳統服飾、手作飾品，已有固定客群，也培育許多裁縫師，

也有開課教學手工藝。



573 臺東縣 元寶汽車企業社 74901764 維修及租賃類 李文乾
08-9782-845

0932-662-917
臺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11鄰外環路119號 ttyy6819@yahoo.com.tw 汽車保養.維修.拖吊

本店位於泰和村外環道，南北車輛來往繁多交通方便，前停車廣場寬闊、修車位間

隔寬、備有客人室內室外休息室。

主修日系、韓系車種...，保養引擎、底盤、輪胎、定位、車身電系、冷氣維修、玻

璃…。

574 臺東縣 太麻里靚典美妍坊 47759497 美體美容類 許仙婷
08-9783-389

0910-345-543
臺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太麻里街197號 c940926@gmail.com 美容美體、化妝品零售、彩妝設計

1.針對問題肌膚處理

2.專業技術舒壓按摩

3.醫學美容保養品

4.個人彩妝設計

575 臺東縣 櫻谷服飾坊 12087558 服飾配件類 羅至娟 0975-216-916 臺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太麻里街267號1樓 ingku089@gmail.com 服飾、飾品 原住民服飾製作，配件及原民頭飾。

576 臺東縣 宏亞商行 8114836 生活雜貨類
王媛

黃先生

0906-676-768

0911-379-888
臺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和平路146號 ttyy6819@gmail.com 食品、五金批發

主要經營食品、五金批發，在地已經營30年之久，已有穩定客群，主要供貨給雜

貨店家。

577 臺東縣 大慶洗衣坊 17917575 生活雜貨類 林銹芬
08-9227-777

0921-271-781
臺東縣臺東市光明里新成街7號1樓 9420jk@gmail.com 乾洗、水洗、自助洗、團體送洗、皮衣保養

大慶洗衣坊位於臺東市新成街，在地經營數十年時間，長年下來擁有良好的口碑，

秉持「誠信經營」的理念，為臺東優質洗衣店。

578 臺東縣 麒麟東弓射箭場 47892621 運動休閒遊憩類 陳耀烽 0910-109-705 臺東縣成功鎮（麒麟東弓射箭場） a1405.a2305@gmail.com

1.射箭場射箭體驗

2.傳統弓箭DIY製作

3.獵人林區射箭導覽

4.傳統弓箭買賣

原住民狩獵文化相關的體驗活動與導覽解說為主。

包括射箭場射箭體驗、傳統弓箭DIY、傳統獵人林區導覽與射箭體驗、部落文史與

獵人陷阱導覽解說等，部落傳統文化與古老智慧 。

579 臺東縣 浮定咖啡 81395192 餐廳小吃類 高志偉
0966-691-571

0972-896-611
臺東縣成功鎮三仙里芝田路186-3號 say0719@gmail.com 咖啡、調酒、飲料、簡餐、戶外探險

浮定咖啡是在地回鄉青年用貨櫃建造而成，希望建立一個平臺推擴在地農特產品，

戶外生態探索遊程，走來東海深度旅遊讓你看見臺東的美

580 臺東縣
Hello Panay 

咖啡工作室
85578334 農特產品類 宋麗雲 0933-370-392 臺東縣成功鎮三民里三民路50號 t920424@gmail.com 包裝咖啡豆，手沖濾掛式咖啡包，咖啡生豆 自產自銷、有機無用藥、黑潮果香咖啡豆。

581 臺東縣 大華通訊行 74914326 數位3C家電類 林小萍
08-9854-585

0960-621-973
臺東縣成功鎮忠智里中華路131號 yi5015amy@gmail.com

知名智慧型手機 老人機 

手機週邊商品、配件。

各家電信公司門號新申辦、門號續約、攜碼、手機平版、手機專業維修（送檢）、

無卡分期付款服務。

582 臺東縣 賢之芳咖啡休閒民宿 47880006 飯店民宿類 黃聖賢 0932-559-916 臺東縣成功鎮信義里新村路18-6號 a0922349554@gmail.com 民宿 背山面海、風景秀麗。

583 臺東縣 原鄉豆花 10480507 早午餐甜飲品 劉洪瑛
08-9864-496

0910-864-496
臺東縣池上鄉中山路320號 lin226688@kimo.com 豆花、冰品、簡餐

傳承兩代之特色豆花，濃郁豆香、堅持手工熬煮配料，並融入在地農產節令水果，

讓旅客為之驚艷，別於池上飯包的菜色，強化池上米的口感，搭配主菜與蔬食，為

旅客提供不同的料理感受。

584 臺東縣 漂流223 52486530 文創藝品類 潘莉慧 0953-233-348 臺東縣池上鄉新生路223號 emily_510@msn.com 創意手作、木雕、編織、水泥、石藝

【漂流223】在敘述一群自小從池上隨著家人漂走了，現在又飄回來，或是喜愛池

上而駐留在池上的人，將這些飄回來或飄來並且有在進行藝術創作，將大家的作品

收集在漂流223進行展示及銷售。

除此，我們也將父親在池上職業24年的中藥行的中藥櫃作為手作商品作品展示臺

，讓在地居民回憶起當年的老店家，讓遊客聽聽老店家的故事，也讓我們時時不忘

當年父親職業的精神。

每一個作品都有一個故事，我們讓遊客帶走的不僅只是作品，而是由作品認識了池

上、在地藝術家的故事還有池上人的熱情。

585 臺東縣 九鳥創意產業有限公司 24884683 運動休閒遊憩類 廖小姐
08-9570-550

0932-582-058
臺東縣卑南鄉初鹿村32鄰新班鳩42號 a0932582058@gmail.com 生活陶藝品、DIY體驗、客製化商品、藝術品

「九鳥陶燒」秉持著對不同族群與藝術文化之間的重新組合，與挖掘各種火花，並

結合在地素材(漂流木與釋迦枝)，在陶藝及柴燒創作中發掘更多的可能性和獨特性

586 臺東縣 九鳥陶燒工作室 10458202 文創藝品類 廖小姐
08-9570-550

0932-582-058
臺東縣卑南鄉初鹿村新班鳩42號 a0932582058@gmail.com 生活陶、陶藝DIY、陶藝文創品

「九鳥陶燒」陶藝創作為在地特色產業，

以柴燒作品為主，在生活陶及創作間創造許多新的可能，並堅持走出自己獨特的風

格。

587 臺東縣 逐鹿工坊 36859651 文創藝品類 廖小姐
08-9570-550

0932-582-058
臺東縣卑南鄉初鹿村新班鳩42號 su96321@gmail.com 陶製茶具、陶製擺飾品、陶藝DIY

位於臺東卑南鄉初鹿村半山腰旁，多年來製作在地特色的陶藝品。除了有豐富的生

活陶器，也提供陶藝基礎教學、捏陶DIY等活動。產品多為天然且與大自然相關，

更有獨特風格的柴燒作品。

588 臺東縣 去玩玩戶外探索 81302791 運動休閒遊憩類 胡敏杰 0986-907-060 臺東縣卑南鄉東興村東園一街85巷20號 ja940611@gmail.com 溯溪

溯溪不只是溯溪 也可以是部落文化深度之旅

桑樹溪 Kataliywdo（溪流名稱） 從桑椹樹群留下來的水

molawnga（地名） 是我們舊部落出入口 這裡有豐富的歷史故事 神話故事

溯溪 不只是玩水 也可以是一種教育 對於溪流生態 環境 部落文化教育

589 臺東縣 卡米莎度樹屋園區 81392189 運動休閒遊憩類 伊藍.明基努安
0982-771-482

0975-009-920左小姐
臺東縣延平鄉桃源村昇平路170號 mureen1977@gmail.com 生態導覧 合法露營地

本園區擁有百年榕樹樹上屋 全臺最大木化石 

，附近有罕見七里香野生林步道及紅葉野溪溫泉,自開幕以來吸引許多媒體採訪報

導。

590 臺東縣 大百吉商號 47761445 農特產品類 張嘉樺
02-2595-3696

0903-367-696
臺東縣東河鄉泰源村牧場六十三號 monkeyricetw@gmail.com 米製品、農遊

「獼米」產自風景秀麗的臺東泰源幽谷，秉持與環境共生的理念，堅持採用友善農

法栽種，不使用任何加害土壤的添加物如化肥、農藥、除草劑等，並依照良質米的

乾燥及碾製技術進行生產包裝，過程著重安全、健康及環保，讓「新鮮=原味」，

保留了泰源幽谷的土地芬芳，將優質的原鄉部落風味完整呈現於消費者的餐桌上，

當消費者享用「獼米」的同時也能夠感受到屬於大自然的純淨清新氣息。

591 臺東縣 豪傑米舖 81301701 農特產品類 吳雅惠
0910-559-634

0988-923-232
臺東縣東河鄉泰源村新部落 50號 wu.grace5@gmail.com 白米、放山雞

我們是臺東阿拉巴灣部落【Alapawan】的阿美族，祖先在100多年前就在這美麗

且有歷史的泰源幽谷。

592 臺東縣 都蘭國 9563064 文創藝品類 高心怡 08-9531-864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224號 karenkao727@gmail.com

辣椒醬、洛神醬、蜂蜜醬、地方遊程、手作體

驗及部落商品寄賣(例如:阿米斯音樂節商品、

帽子、潮包、墨鏡、出力釀、手工香皂等文創

商品)

這裡是都蘭國，有世居多年的阿美族人，我們仍然保有自己悠久美妙的文化，這幾

年來，也有許多新舊住民的移入，讓這裡產生出特別的生活氣味。在這個國度裡，

大家都臥虎藏龍，因應大自然賜予的美麗環境，人們在這耕作、編織、採集、創作

、觀星、釀製等，透過自己擅長的形式來幻化我們對這塊土地的所感，用這裡獨有

的蘭調節奏，好好過上一段日子。歡迎你們的來，待你們慢慢品味都蘭的魅力！

593 臺東縣 飄洋都蘭民宿 40790509 飯店民宿類 蔡清盈 0963-988-836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27鄰都蘭196-2號 lovechien0518@gmail.com 五間鄉村高級雙人房 一個長期遠洋的父親對家的思。

594 臺東縣 米大創意 54306197 文創藝品類 哈璐崮 0953-089-251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37鄰334-1號 hauko@mitaidea.com
阿米斯音樂節紀念T恤、阿米斯摺疊椅、阿米

斯音樂節週邊等等；suming舒米恩各專輯

阿米斯音樂節商品設計主題－在自己的土地，長出自己的花。

店家門面為阿米斯音樂節Logo。

595 臺東縣 海人上菜館 81390632 餐廳小吃類 張世明 0909-545-187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445-5號 st531550@gmail.com 原民特色料理
本館以自己擅長的料理手法及漁獵技術，再搭配當地當季的原鄉食材，來呈現全新

的味覺與視覺感觀，讓鄉村部落也有高檔食材的優雅餐館。

596 臺東縣 達卡兒陶甕烘焙咖啡館 85574935 早午餐甜飲品 林雨新 0973-921-021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新社35號 hero19890324@yahoo.com 咖啡、咖啡豆

陶甕烘焙是我們最大的特色，達卡兒陶甕烘焙咖啡館為了生產最高品質的咖啡豆，

堅持於烘豆前後進行兩次手工挑豆。我們使用陶甕烘焙出最純淨的咖啡且具有柔、

醇、香與柔酸之特性的養身咖啡。

597 臺東縣 大姆灣民宿 47943810 飯店民宿類 張素芬 0905-167-717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舊廍路47鄰14-9號 tamowan2016@gmail.com 民宿/手工藝品/遊樂導覽/旅行組週邊商品

都蘭大姆灣旅棧

About Tomo'wan

位於臺東都蘭的大姆灣旅棧，有著依山傍海的絕佳景色，安靜舒適的居住空間，民

宿內精緻的裝潢擺設，加上周週純淨無汙染的生態環境，讓您享受最純粹最美好的

假日時光。

Tamo'wan是阿美族語的地區名稱。屬於都蘭部落的傳統領域，據說這裡以前是

種植甘蔗的地方，出產的甘蔗再送到糖廠製成各式糖製品，早期大家都在這塊土地

上辛勤工作。而在糖產業沒落之後，家人們決定在此建立這間美麗的旅棧，讓家中

的老人家可以在此度過悠閒的日子，另一方面，希望能讓來此住宿的旅客們一同感

受這塊土地的美好風光。

598 臺東縣 阿度蘭文教工作室 47758835 服飾配件類 余秀霞 08-9531-570 臺東縣東河鄕都蘭村39鄰360之1號 tamowan2016@gmail.com 藝文服務 演藝服務 服飾商品零售業
1.部落文化歌唱舞蹈藝術文化交流展演及傳承

及手工藝編織設計原民文化創意衣物及服飾零售商品



599 臺東縣 陳年玩飾 85571557 服飾配件類 陳佩婷
0970-863-444

0927-711-291
臺東縣知本路三段141巷9號 nick74kimo@gmail.com

原住民潮流品牌、原民風生活用品、衣服、飾

品、包包..等

陳年玩飾是為推動文化與潮流結合之商品，

我們親近著自己的文化和故事，也希望不只

是節慶可以呈現原住民圖騰及元素。

未來我們將和各設計師合作出品服飾、包包

跟其他生活用品。

600 臺東縣 比魯工作室 14200401 文創藝品類 陳淑美 0933-397-946 臺東縣金峰鄉正興村正興路86號 veneng.chen@gmail.com
皮革、陶珠、傳統織品、手工藝教學、Diy體

驗、原民背心製作、小飾品、其他。

堅持傳統，也與一般的排灣族陶珠形成了市場區隔。濃郁的東排灣味就是比魯工作

室最大的特點。

601 臺東縣 吉廬夫敢藝文民宿 37671233 飯店民宿類 鄔久子•吉廬夫敢
08-9782-165

0932-098-080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村1鄰8之1號 utjutj.tlvk@gmail.com 住宿

本民宿位於環山面海的原鄉部落，是一棟具有原住民排灣族藝術文化特色的建築，

內外有許多排灣族文化裝置藝術品及人文意象，供住宿旅客欣賞。

602 臺東縣 原穀傳說有限公司 54958900 農特產品類 周思源 0937-497-909 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5鄰288號 simonchou67@gmail.com 紅藜便利包

本公司致力推廣原住民作物，並以友善農法耕作，

目前與國內推廣有機的單位合作，朝有機的耕作方式努力，除了生產一級農產品之

外，本公司積極研發二級產品，將原住民作物以更多樣的面向呈現，讓更多消費者

認識原住民優質的產品。

603 臺東縣 卜拉米農坊 37730824 農特產品類 高秀春
08-9751-296

0919-147-833
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7鄰407號 yell0313@gmail.com 五穀雜量 豆類 麥類 批發零售業

卜拉米（排灣語 

豐盛之意）農坊，本著原住民友善耕作農物，不施農藥除草劑和化肥而得名，外觀

以原民石砌的木房屋。本店營業所位於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為促進銷售，本店以

農業體驗來吸引旅遊業的客人，且在每年的農作季節時來體驗不同的農作物好銷售

本地農產品，以服務旅遊客人購買在地農產品。

604 臺東縣 喇晌小棧 40832368 餐廳小吃類 黃志明/高秀春
0919-147-896

0919-147-833
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7鄰407號 yell450715@gmail.com 原味餐

喇晌小棧位於嘉蘭泡腳溫泉公園附近，採預約制，都由團體 

旅行社來用餐，我們結合卜拉米的體驗農事再用原味餐。

喇晌小棧以特色作物 小米、紅藜、樹豆、洛神 

作物及在地傳統野菜結合，且為不過度料理的養生食材，也是友善團體的在地食材

為料理。常用於在地產銷班的農作取用。

605 臺東縣 奇瓦拉民宿 85725700 飯店民宿類 程小姐 0918-994-390 臺東縣金峰鄉賓茂村16-1號 lanmonmon99@gmail.com 民宿

奇瓦拉民宿，排灣族的kivala有著「串門子」之意，我們希望您可以在這裡感受到

家的溫暖，

享受來自東部沿岸風景(山、海、暖陽)所營造愜意生活的慢步調。

606 臺東縣 少妮媱手工烘焙坊 47762839 早午餐甜飲品 李俞暄 0988-896-059 臺東縣金峰鄉歷坵村2鄰29號 naomi10062000@gmail.com 西點麵包

我是少妮媱，回鄉創立部落手工烘焙坊，分享『家』的味道。

部落的小小一隅，從玻璃窗透出淡淡的甜甜香味，

是媽媽的南瓜、阿姨的小米、舅公的紅藜，經過攪拌、烘烤後，最雋永也最令人想

念的味道。

每當覺得疲累的時候，世界上只有一個地方最讓人感到溫暖與自在，唯有回家吧!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樣感覺到對家的溫暖與感動，

現在我在臺東市區也有小小的店面了，請大家多多支持哦～

607 臺東縣 小米學堂 42762418 農特產品類 曾英志 0918-811-622 臺東縣金峰鄉歷坵村3鄰42之2號 lanmonmon99@gmail.com 農特產品:小米、紅藜、樹豆、洛神花等
「小米學堂」為全臺首座且唯一以原住民傳統農糧「小米」為主題的生產加工與體

驗教育園區。

608 臺東縣 巴歌浪船屋民宿 14199734 文創藝品類
黃仁光

黃邵雨

08-9881-132

0922-521-616
臺東縣長濱鄉樟原村大峰峰15號 a0295142000@hotmail.com 美食 藝術品 海拔10公尺海天一色，美食文化 打卡景點 藝薰陶

609 臺東縣
有限責任臺東縣縱谷原

住民社區合作社
47921772 農特產品類 宋俊一 0921-811-420 臺東縣海端鄉崁頂村1鄰中福1號 sung.suken@gmail.com

苦茶油（伴手禮盒）、稻米、小米、樹豆、黑

豆、洛神果捲等農特產品

結合自然友善與在地生產理念，提供臺東縱谷地區優質之苦茶油、稻米及雜糧特有

作物等農特產品。

610 臺東縣 初來部落農物坊 81393814 農特產品類 余高菁 0918-824-225 臺東縣海端鄉海端村初來7鄰29-1號 redredcoffee0503@gmail.com
白米/糙米/紅藜/小米/辣椒/樹豆/皮製手工藝/

編織系列

臺東縣海端鄉初來部落，海端鄉很容易誤會成靠海邊，其實是被山圍繞著，初來部

落位於臺20線南橫公路上，好山好水、純淨自然的後花園。



611 臺東縣 布拉谷社會企業社 37730325 農特產品類 胡書敏

08-9561-543

0905-501-061

0953-248-329馮小姐

臺東縣延平鄉桃源村4鄰88之5號 lahu469@gmail.com

農特產-苦茶油、辣椒、季節性農產品-

洛神花蜜餞、鳳梨乾、鳳梨醋、梅子醋、鳳梨

酵素

營造臺東縣延平鄉桃源部落農產集體品牌概念，本店農特產品全來自部落加工包裝

銷售，改善地區有機種植環境，農產配合科技加值應用與通路的流通，我們期盼部

落共好共存永續發展，成為地方亮點與領頭羊，推廣在地優質農產品。

612 臺東縣 豫隆商店 93649235 生活雜貨類 劉栗豫龍
08-9761-235

0912-795-940
臺東縣達仁鄉土坂村2鄰32號 lee0912795940@gmail.com 冷飲，酒水，泡麵，五金等南北雜貨 位在原鄉部落，提供冷飲，日常用品百貨及資訊交流的雜貨店

613 臺東縣 卡路風工坊 81302027 農特產品類 鄭皓菁 0913-250-272 臺東縣達仁鄉土坂村6鄰98之1號 dradrivy@gmail.com 文化導覽、深度旅遊、農特產品

位於部落入口的卡路風工坊－Talem，離真正的部落大約還有一百公尺，打造一處

如同借問站，同時也擁有學習功能的空間，不僅讓外來旅人藉此先了解部落文化，

也邀請族人在這裡一起分享並找回知識與工藝的交流互動。

614 臺東縣 土坂金宿 47891833 餐廳小吃類 吳亞璇 0926-261-311
臺東縣達仁鄉土坂村土坂路48-9號

oohay1983124@gmail.com 餐廳

土坂金宿於107年4月開始營運,服務項目餐廳。土坂部落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可

發展出人文特色的觀光產業。同時金宿也串連部落資源達到產業連結及人和自然的

共生永續互動。

615 臺東縣 wuyun spa 85795775 美體美容類 楊秀智 0986-175-537 臺東縣達仁鄉土坂村土坂路61號 jhih681004@yahoo.com.tw

1臉部精油護膚 

2身體精油紓壓 

3臉部保產品 

4純質精油

使用CPTG國際有機純質認證精油

616 臺東縣 都藜氏有限公司 42772268 農特產品類 陳淑華
0916-535-899

0928-709-432
臺東縣達仁鄉土坂村土坂70-1號 3351284@gmail.com 紅藜、紅藜茶 位於有臺灣最後淨土之稱的臺東，種植排灣族的養身聖品「紅藜」。

617 臺東縣 達利法克企業社 47757998 農特產品類 高真健 0910-556-508 臺東縣達仁鄉臺坂村1鄰1號 giutju@gmail.com 農特產品
在地食農，無毒產業，加工包裝一貫作業產銷!協助在地居民就業機會，產品推銷

外縣市籍網路販售!

618 臺東縣 尤記商行 10443948 農特產品類 尤嘉妡

08-9761-152

0926-744-692

0913-302-283

臺東縣達仁鄉臺坂村3鄰臺坂30號1樓 a0913302283@gmail.com 農特產品、自產鰻魚、飲料
用心且多元經營,服務部落族人，不僅銷售自產之農特產品及鰻魚外，也協助販售

部落族人之農特產品

619 臺東縣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小米

產銷班
10798130 農特產品類 鄭誠 0921-412-672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1鄰3號 xx801121xx@gmail.com 農產品

本小米產銷班為安朔村唯一產銷班，是安朔村農民努力的成果，農民一起研討並互

相協助種植，使安朔村農業有更好的未來。

620 臺東縣 永福商店 93728189 農特產品類 樊永忠 0911-732-066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4鄰48號 ajon0830@gmail.com 什貨公賣品
生活必需品 各類飲品 應有盡有

設有一個區塊專門擺設族人所生產的農產品增加族人的收入

621 臺東縣 翰沅商號 25876302 生活雜貨類 張惠珍
08-9702-356

0911-555-831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5鄰安朔路59-2號 missmilanno@gmail.com 食品什貨、飲品、日常用品、清潔用品

本店為傳統型店家，在部落經營十餘年，為供應部落族人商品的重要商家，並協助

販售部落婦女所製的手作產品。

622 臺東縣 阿塱壹有限公司 56660242 運動休閒遊憩類 羅貝雯
08-9702-135

0958-090-180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8鄰116-1號 gwili722@yahoo.com.tw

(1)在地部落文化導覽及體驗、 

(2)風味餐料理、(3)接待家庭、(4)農特產伴 

手禮等服務。

我們承襲祖先「用最大誠意 

善待他人」的態度把服務做好，使慕名而來的朋友能夠感受部落的精神與價值。

623 臺東縣 雅灣工作坊 10766073 服飾配件類 詹翠琴 0928-039-095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安朔路48號 ajon0830@gmail.com 原住民傳統服飾配飾等
主要商品為原住民中排灣族的傳統服飾與配飾為主 為顧客量身訂製 

一針一線全手工製造

624 臺東縣 美美早餐店 37612426 早午餐甜飲品 葛洪鴻平 0938-822-568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復興路90之1號 mshhp5@hotmail.com 各種中西式早餐
本店除一般的餐點外，收購部落媽媽製作以小米和芋頭粉為食材的吉拿富，在店販

售。

625 臺東縣 好客人小吃店 85574007 餐廳小吃類 鄧俊川
08-9702-800

0985-485-498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復興路50號 yoyo69223@yahoo.com.tw 餐館業、美味小吃店。

本店使用新鮮的食材，且具有老闆親切之服務，讓客人們都能感受到在『家』用餐

的氛圍。

626 臺東縣 順興商店 93368305 生活雜貨類 黃玉蘭
08-9702-908

0980-515-205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復興路105號 a0980515205@gmail.com 日常百貨

傳統產業 

專賣日常用品 原住民商品 小米 地瓜  

627 臺東縣 順興早餐店 81300457 早午餐甜飲品 王瑾琳 0933-400-758 0980-515-205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復興路115-2號 a0980515205@gmail.com 早餐 返鄉 青年 回到家鄉。從事西式早餐 希望帶給大家更多美味

628 臺東縣 塔堡自然農場 37731513 運動休閒遊憩類 黃漢忠 0921-244-323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復興路12鄰185號 air681026@gmail.com

一、放山雞

二、愛文芒果

三、文化導覽解說

四、住宿

五、原住民傳統美食DIY

塔堡農場位於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這裡不只是一處天然無受汙染的部落，更是擁

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及地理文化。

塔堡自然農場，102年由中央畜產會驗證通過有機畜牧環境，103年成立全臺kkF

自然農法推廣教育場地，目前並於高雄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大葉大學等院校

作產學技術合作。

629 臺東縣 蒙恩廚具行 29401004 生活雜貨類 林正義
08-9702-545 0912-405-192 

0978-969-912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復興路12鄰86號 lintonruai2@gmail.com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水器材料、電器

本店為達仁鄉唯一的廚具行，在部落經營數年，用心經營，服務部落族人，滿足族

人的生活需求。

630 臺東縣 阿亮香雞排達仁店 85742150 餐廳小吃類 王永福
08-9702-702

0918-582-185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復興路62號 yuyun.ma@msa.hinet.net 食品類

該店是南迴線唯一提供雞肉類油炸食品及夜間消夜好去處.也有提供送貨到府與電

話預約服務.店面清新明亮.食品衛生新鮮.是假日休息的好去處.價格公道.

631 臺東縣 達人企業社 10824263 其他 蕭朝誠
0921-328-971

呂小姐 0905-510078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復興路64號 mblap1987@gmail.com 室內輕鋼架工程業

本店為老闆為回鄉服務 在本鄉本村有任何水電相關工作 都會到府服務 

也承接相當多政府部門工程工作 因唯本地人 當地老人家有需要 

都能用母語了解需要 進而服務原鄉鄉民

632 臺東縣 馬古少複合式茶飲 81299466 農特產品類 何明義
08-9702-050

0916-256-521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復興路76號 sexylp233211@gmail.com 冷熱飲 咖啡 農產品

本店販售原鄉優質咖啡(新化村)及達仁鄉農特產品， 

本店的鮮果汁都由本地族人農作物取材，創造更多的在地就業機會。

633 臺東縣 阿華商店 12090907 生活雜貨類 葛洪鴻平 0938-822-568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復興路90號1樓 mshhp5@hotmail.com
汽車百貨。小家電。農具用品。寵物用品

本店為全鄉唯一販賣汽車百貨，販賣簡易農具，也是全鄉唯一寵物用品專賣店。

634 臺東縣 東隆商號 93636365 其他 洪葛良妹
08-9702-605

0975-251-073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復興路92號 hhwhhp@yahoo.com

五金、百貨、農藥資材、飼料、配鎖、刻印、

農特產品、釣具、菸酒、文具

本店為傳統型商家，在部落經營三十餘年。由於用心經營，服務部落族人之需求，

所以沒有被便利商店打敗，多元經營,滿足族人生活上需要之物品，並協助販售農

特產品。

635 臺東縣 斯路博吉小吃店 85792968 餐廳小吃類 葛鴻文 0975-251-073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復興路94號 318529362@qq.com 原住民風味餐.獵人餐 本店以原住民風味餐及獵人餐為主要品項.

636 臺東縣 督督工作室 36660265 文創藝品類 陳高玉珠

0955-717-587

0955-884-721

(高玉鳳老師)

臺東縣達仁鄉南田村2鄰16-3號 paules450506@gmail.com 皮雕及DIY

本店的前身為「嘟嘟工作室」，以生產皮雕為主，販售至桃園機場昇恆昌公司的免

稅店為主，產品中以長短夾、甩甩萬用包、DD 包、巧巧包及TUTU 

筆筒為最搶手，其他客製化產品如:聖經套、壁飾等。

637 臺東縣 南山涼商店 47760635 生活雜貨類 高玉瑚
08-9702-182

0919-128-318
臺東縣達仁鄉南田村2鄰24號 kikideborah1027@yahoo.com.tw 雜貨 飲料 菸酒

商店位於臺東縣最南端的南田村，緊鄰當地著名的觀光景點，也是部落唯一的雜貨

店，提供居民與遊客休閒食品，飲料與菸酒。

638 臺東縣 原始人企業社 85573990 農特產品類 楊証閎 0975-590-987 臺東縣達仁鄉南田村2鄰南田路26-3號 d80413925@gmail.com 野生蜂蜜 為部落唯一採集野生蜂蜜販售之行業，有一定的危險性

639 臺東縣 茶吧複合式飲料店 85576053 早午餐甜飲品 徐佩伶 08-9702-010 0929-827-243 臺東縣達仁鄉南田村南田路12號 aaakiller621209@yahoo.com.tw 冷飲、早餐類食品 為南田村唯一複合式飲料店其中有供應早餐，直接受惠的是在地學童及老人家

640 臺東縣 玉美檳榔攤 85576069 生活雜貨類 高玉美 08-9702-378 0912-788-377 臺東縣達仁鄉南田村南田路28號 abc0989450663@gmail.com 雜貨、綜合商品 為南田村第二部落唯一商店.提供日常用品.及飲料.農作物產品販售

641 臺東縣 VuVu廚房 37731627 餐廳小吃類 林張獻文 0906-862-815 臺東縣達仁鄉森永村76號 a0906862815@gmail.com 野菜火鍋、野菜宅配及批發
運用原住民前輩耆老飲食野菜智慧，

以火鍋方式呈現並保留野菜營養價值。

642 臺東縣 橋頭檳榔 17915534 農特產品類 呂美麗
08-9702-516

0933-693-281
臺東縣達仁鄉森永村9鄰212-1號1樓 alwayssunny0810@gmail.com 檳榔、水、飲品 南迴線最方便充電、休息的好地方。

643 臺東縣 森永商號 78769436 生活雜貨類 邱慶蘭 0912-788-301 臺東縣達仁鄉森永村森永124號 f702361@yahoo.com.tw 雜貨及菸酒零售。
本店為傳統型商家，在部落經營近二十六年，用心且多元經營，服務部落族人之生

活需求。



644 臺東縣
卡茲達斯文化藝術工作

室
14190305 文創藝品類 林新義 08-9791-560 0912-699-973 臺東縣達仁鄉新化村新化路3鄰42號1樓 linse966@yahoo.com.tw

1-裝設品零售業(木工、木雕)。

2-裁縫服務業。

臺灣最南端最遍遠的工藝之家，承傅中華木雕技法、神佛、布袋戰偶及精繳日本神

佛廟宇木雕三十年，然而内在屬排灣族血脈沸腾，斷然回歸本土，以木雕寫歴史。

來吧!一起在樟木、檜木香精創作自我價值。

薪傳得獎人：林新義2020.7.3

645 臺東縣 迷宮多國料理 37608648 餐廳小吃類 古高月美 08-9355-696 臺東縣臺東市大同里福建路141號 ak.art@msa.hinet.net 個人套餐

迷宮多國料理 創於2011年 料理包含 

新加坡，墨西哥，韓式，美式....等等熟知當地料理：新加坡海南雞飯，肉骨茶套

餐，韓式豆腐煲，美式慢燉豬肋排，墨西哥煎餅，墨西哥捲捲餅...各種多國熟知料

理。

646 臺東縣 美朵影像婚紗 93403746 其他 蘇子蓁 08-9337-272 臺東縣臺東市中山里大同路253號1樓 provoke3943@gmail.com
婚紗包套 婚禮攝影 禮服出租 新娘造型 

影像拍攝 動態錄影

我們是美朵影像團隊，在地經營超過20年，是東部口碑第一的婚紗攝影與禮服品

牌。

647 臺東縣 大海的客廳 47763458 服飾配件類 高速明 0913-792-861 臺東縣臺東市文化里新生路105號 dahi0329@yahoo.com.tw 服飾、手工飾品 主要販售女性民族風服飾、手工飾品。

648 臺東縣 Hayi海意更多餐酒館 85794109 餐廳小吃類 張義東 0932-228-160 臺東縣臺東市文化里新生路105號 cyt501@yahoo.com.tw 一口食海鮮料理 鐵花村波浪屋18號店舖 Hayi 更多餐酒館 提供一口食當季海鮮時令料理

649 臺東縣 東岸經典汽車 14208261 維修及租賃類 陸光平 0932-664-477 臺東縣臺東市民生里開封街267號1樓 a87811919@gmail.com 二手車輛買賣及汽車保養維護 從學生時代一路到自己開店，目前已逾二十年，有著豐富的資歷。

650 臺東縣 希紫的店 36749796 服飾配件類 希紫．紗帆 08-9331-092 臺東縣臺東市民族里正氣路359號 polo900997@yahoo.com.tw 民族服飾、包類、鞋子
希紫的店飄散著個性獨特的美感，又極具吸引力的浪漫風格，服飾，藝品，飾品的

專賣店。

651 臺東縣 大慶自助洗衣店 85794852 生活雜貨類 吳宜庭 08-9231-328 臺東縣臺東市光明里中興路2段440號1樓 1055102034@smc.edu.tw
乾洗、水洗、自助洗、代洗投幣烘乾、整燙、

團體送洗、皮衣保養

大慶自助洗衣店位於臺東市中興路二段，深受許多各地朋友們的肯定與好評，秉持

「誠信經營」的理念，為臺東優質洗衣店

652 臺東縣 馬可樓hair salon 85798702 美體美容類 楊金鋐 0980-039-427 臺東縣臺東市自強里洛陽街21號1樓 pinjay1009@gmail.com 美髮、霧眉、新娘秘書、精油舒壓
專業整體造型(新娘秘書,彩妝教學)、專業美髮服務、手工霧眉(一人一針)、天然精

油舒壓

653 臺東縣 日酌吧Daily Bar 85795536 餐廳小吃類 李心萍 0978-132-852 臺東縣臺東市自強里傳廣路53號一樓 dailybar2020@gmail.com 精釀啤酒、炸物 提供各國精釀啤酒，品項有近百種，以及臺虎精釀生啤酒，另有炸物可搭配享用。

654 臺東縣 秋芳工作室 10823996 服飾配件類 陳秋芳 0919-199-728 臺東縣臺東市知本里吉泰路43巷18號 fan511058@yahoo.com.tw 卑南族傳統服飾訂製,布作飾物,刺繡工藝教學 依傳統服飾的原樣工法製作一件屬於自己文化的服飾

655 臺東縣 永澤企業社 85795114 其他 王靜萱 0937-087-697 臺東縣臺東市南榮里錦州街107巷150號 jinqshiuan@yahoo.com.tw 各項傢俱、寢具、辦公家具、佛桌 倉儲配送，價格親民

656 臺東縣 日嚐森活商行 85577383 影視樂器類 林香緹 0975-585-757 臺東縣臺東市建和二街27巷19號 a5886604@gmail.com 主要為影像紀錄及平面設計
透過鏡頭記錄下片刻的永恆

透過對談將你的想法具體化

657 臺東縣 射馬干車業 85112625 維修及租賃類 林維華 0980-787-061 臺東縣臺東市建和里30鄰建和3街45巷12-1號一樓 a5886604@gmail.com
氣機車販賣維修、人力派遣、藝術展演、工程

顧問、研究發展、產品設計等

位於卑南族十部落之一的KASAVKAN部落，

設立旭野有限公司，並設立一個開放式據點(射馬干車業)供部落青年，

除了傳統祭儀場地以外的地方可以聚在一起聊天，不同想法碰撞出更多部落的未來

。

658 臺東縣 賢美工作坊 10824025 文創藝品類 林賢華
0932-661-545

0920-524-200
臺東縣臺東市建和里三街1巷29號 lim871025@gmail.com

卑南族傳統服飾訂製 

,文化課程體驗教學.文創商品等

1.以部落文化為根基將部落傳統服飾的美繼續2.讓大家更認識常用的部落植物3.文

化的滋養轉換成美麗的物件及生活用品.

659 臺東縣 雙鳳外燴 47889626 餐廳小吃類 何弘發 0939-662-689 臺東縣臺東市建和里建和1街47巷10號 a5886604@gmail.com 外燴餐飲 部落深根多年，精緻外燴餐飲

660 臺東縣 射馬干整合行銷企業社 81299846 其他 古立瑋 0953-691-456 臺東縣臺東市建和里建和一街15巷10號 a5886604@gmail.com 燈光、音響、舞臺、帳篷等周邊配置 燈光、音響、舞臺、帳篷等周邊配置

661 臺東縣 暖廚 47762704 早午餐甜飲品 陳汶秀 08-9236-871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里四維路二段772號 shosho530@gmail.com
烘焙產品、原料、器具、食品飲料、農產、文

教用品、日常用品等等

暖廚提供優質的烘焙產品、食材、器具！並給予使用與製作的方法和技巧，期望創

造美好的烘焙經驗！

662 臺東縣 景菲雅美容美體SPA館 85577784 美體美容類 吳琇璟 0925-136-613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里四維路三段46之3號2樓 a841170@yahoo.com.tw
美容美體，瘦身美容，經絡調理，歐潤晳保養

品零售，麽尚洗護沐零售

景菲雅提供專業美容護膚課程、纖體雕塑、舒壓按摩、孕產婦按摩、黑石浴等多元

的服務項目，及SGS認證美容美體保養品銷售

663 臺東縣 凱棋Spa養生館 25858352 美體美容類 王薰嫻 08-935-8278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里傳廣路459號 v0960320853@gmail.com 全身指壓，全身油壓，芳香精油
現代人生活壓力大，常時間肌肉緊繃。藉由「按摩」舒緩緊繃的肌肉，使身體吸收

到養分和氧氣達。

664 臺東縣 阿優依-臺東店 24420018 文創藝品類 邱竩淓

08-7625-810

02-2552-2815

08-7625821#12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路105號 gillhouse1413@gmail.com 咖啡原民農特產品及文創商品等

Ayoi阿優依是原住民族委員會設立的通路品牌，蒐羅許多優秀部落業者的特色商

品，用文化和鮮豔色彩為您打造獨樹一格的生活況味，希望從Ayoi帶出去的每件

禮物，都是給親朋好友最好的祝福。

Ayoi！是蘭嶼雅美(達悟)族的代表感謝、分享的問候語，也是一種生活態度，跟上

阿優依，我們一起說Ayoi！

665 臺東縣 拉日革安工坊 81301569 文創藝品類 林嘉倫 0936-780-491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路105號3樓 zona0971502580@gmail.com 排灣手作皮革製品 主要為排灣工藝和皮製商品.提供客製化服務.

666 臺東縣 珍の坊工作室 19815286 服飾配件類 林秀珍 0982-267869 臺東縣臺東市新園里青海路1段18巷64號1樓 zbnvx0608@gmail.com 訂製族服、手工藝品

珍の坊工作室位於撒蘇而雅部落，專門客製魯凱族、卑南族、排灣族等傳統服飾，

也接受訂製各族族服，無論是傳統服飾、改良服飾、家族背心、工商企業背心客製

化等，以及包包、串珠項鍊、耳環等等周邊手工藝品製作。

667 臺東縣 阿拉慕廚房 81297896 餐廳小吃類 謝秀娟 0921-689-807 臺東縣臺東市新興里新生路15號1樓 meg178356@gmail.com 排餐,義大利麵飯,手工麵包甜點,葡萄酒,調酒
我們是以原住民食材及臺東當地食材，結合西式料理手法，創新開創出屬於我們餐

廳獨有的美食，以及利用自家小農所種植的食材運用在菜餚裡。

668 臺東縣 東眠民宿 85572583 飯店民宿類 陳靖菡 0989-504-873 臺東縣臺東市濟南街65號 taitungsleepwell@gmail.com 住宿

東眠民宿在食衣住行上完全融合臺東在地特色，民宿外觀保有低調沈穩簡單的風格

，

另外有足夠的空間給住宿的旅客停放汽機車，有著舒適的房間讓旅客放鬆睡晚好覺

。

669 臺東縣 小趙廣告 21983956 其他 林鳳貞 08-9380-438 臺東縣臺東市豐田里中興路4段316號1樓 380438ok@gmasil.com 廣告招牌 電腦割字 傳單等 服務其他商店設計及製作廣告

670 臺東縣 共真商號 85793740 生活雜貨類 呂鳳環 0981-109-600 臺東縣臺東市豐谷里東峯街29巷60號一樓 v089790467@gmail.com 五金零售、無店面零售 五金零售、無店面零售

671 臺東縣 伊鹿瑪芳療工作室 85797942 美體美容類 張雅綸 0925-007-230 臺東縣臺東市豐谷里豐谷南路25號1樓 ruthraya1971@gmail.com 芳香按摩 芳香療法

672 臺東縣 加依軒小籠湯包店 81391442 餐廳小吃類 謝佩容

08-9342-900

0915-333-650

0917-955-231莊先生

臺東縣臺東市豐榮里中華路2段204號 v0915333650@gmail.com 小籠湯包、餃類 手工湯包為現場現包料理，亦有多種口味供消費者選擇。

673 臺東縣 茂記里手工水餃店 37660236 餐廳小吃類 高文雄 0920-611-428 臺東縣臺東市寶桑里勝利街158巷10弄9號1樓 hhwhhp@yahoo.com 手工水餃批發 製作精緻的手工水餃,批發到全縣.目前合作店家約25間.每月可以賣出近30萬粒.

674 臺東縣 光樺企業社 9578171 其他 邱光華
0937-579-312

0937-390-695
臺東縣關山鎮月眉路鐵西路14之1號1樓 318529362@qq.com

門窗,電器安裝.建材及機械器具零售,油漆及鑽

孔作業
店家經營項目著重在工程施作及建材,機械器具零售

675 臺東縣 新欣商店 93840351 農特產品類 呂文龍
08-9811-707

0939-436-078
臺東縣關山鎮新福里14鄰溪埔139-1號 imysos650228@gmail.com 雜貨、米

經營了25年的PARUPU部落的阿美雜貨舖，近年來不斷創新嘗試，找出店鋪的新

定位外，導入品牌與空間陳設概念，讓原本易讓人卻步的門面煥然一新，拉近了與

路過遊客的距離感。

676 臺東縣 咕漫餐廳 81302954 餐廳小吃類 謝旗 0928-627-331 臺東縣蘭嶼鄉東清村140號 shachee952140@gamil.com 蘭嶼在地食材料理
與部落族人購買他們上山下海所採集的在地食材，

及部落阿公阿嬤煙燻的肉魚類餐廳提供遊客享用餐廳特色蘭嶼在地風味餐。

677 臺東縣 Powawan藝品工坊 85576167 文創藝品類 郭惠美 0978-939-256 臺東縣蘭嶼鄉東清村東清夜市 vi939256@gmail.com 首飾藝品文創工藝品
民俗風服裝首飾配件

當地文化特色之工藝文創類

678 臺東縣 服恩民宿 47761590 飯店民宿類 施美玲
0933-798-538

0912-354-306
臺東縣蘭嶼鄉東清村野銀118號 v0912354306@gmail.com 民宿、無菜單料理風味餐

餐廳氛圍融合了現代與當地素材的元素，食材以當季為主，因有些食材採集不易，

餐廳採預約制用餐。



679 臺東縣 Do VanWa在海邊 45111620 餐廳小吃類 謝怡雯
0905-655-280

0921-548-769
臺東縣蘭嶼鄉朗島村17-9號 loveeven1029@gmail.com

飛魚義大利麵 

,手工漢堡,蘭嶼辣肉飯,咖啡,果汁

Do 

VanWa是我們Tao母語，意思是在海邊或在海灣處，最重要的意思是，每個村落

停泊拚板舟及小朋友遊樂的海邊。

Do VanWa 

以墨西哥/義大利麵料理為底，創新加入蘭嶼當地食材如飛魚、水木耳、飛機菜、

680 臺東縣 不染餐酒館 88817008 早午餐甜飲品 趙凱葦 08-9531-176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舊廍17號 Kaywecho@gmail.com
咖啡、下午茶、甜點、調酒、及在地農產品的

餐點與文創商品。

不染位於臺東都蘭村一間黑色古樸老宅，面海背山，採光自然呼應原始原創及植栽

的空間，有著文化、歷史、大自然人文匯萃獨樹一格的一間老店，各類包場專案、

活動展覽、餐會；結合咖啡、下午茶、甜點、調酒、花藝、及在地農產品的餐點與

文創商品的地方。

681 臺東縣 魏釋好農商行 88903159 農特產品類 魏德麒 0989-211-221 臺東市建和里建和三街45巷26號 qwq660521@gmail.com 蔬果農產品 由農家自產自銷各式蔬菜、釋迦等，藉生產履歷期能提供安心食用產品。

682 臺東縣 粨發粨粽 54952259 餐廳小吃類 王禛壹 0968-065251 臺東縣臺東市大勇路8號 fish10250211@gmail.ocm
阿粨(小米粽)、冷凍水餃、冷凍煎餅、冷凍石

板烤肉、小米酒

阿粨是豐年祭獻給上天的感謝及對貴賓的祝福，結合臺東在地紅藜、薑黃等新口味

，風味佳且不油膩，具原住民文化代表。

683 臺東縣 田園菓菜商行 37734722 農特產品類 張淑敏 0981-135-631 臺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村金崙338-1號 ab0037@yahoo.com.tw 青菜 水果 雞鴨蝦魚肉 雜貨 農特產品
菓菜商行生鮮都是每天進貨的新鮮食材，農特產品都是在地小農的有機無毒的原鄉

產品

684 臺東縣 野菜皇后 90496137 其他 錢韻涵 0905-283-037 臺東市光明里新展街33號 5780gabriel@gmail.com 野菜皂 野菜箱 旅遊
以野菜為議題，將臺東×土地×野菜以野菜皂，野菜箱，旅遊解鎖部落一切有趣人

事物並應用原住民生活智慧。

685 臺東縣 秘食私廚餐館 85792989 餐廳小吃類 沈宗儒 0905-889-875 臺東縣臺東市中興路一段286號 a0905889875@gmail.com
無菜單料理，當季當令食材，保留傳統，加入

創新，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採預約制的無菜單料理以人頭計費可依客人口味喜好調整或創新料理

686 臺東縣 金三角小吃部 85575239 餐廳小吃類 林米安 08-9780-207  臺東縣太麻里鄉大王村太峰路192號 qqq780207tw999@gmail.com 麵食類、飯類、湯類、熱炒類
本店位於三角路口，就稱金三角，什錦湯麵、鹹豬肉炒飯，各項熱炒，都是招牌，

如果菜單上沒有的品項，顧客想客製化，闆娘可以做出來的料理，絕對讓您滿意。

687 臺東縣 卡米莎度樹屋園區 91030171 運動休閒遊憩類 左恩萁 0975-009920 臺東縣延平鄉桃源村昇平路170號 mo1005mo@yahoo.com.tw 自然生態導覧 露營地 風味餐 七里香步道 木化石 金剛山生態導覧 布農風味餐  露營地

688 臺東縣
打鹿岸臺東店 - 

湛藍邊境
85798528 餐廳小吃類 李淑慧 08-9281-806 臺東縣臺東市富岡里吉林路二段５９０號 e590202320@gmail.com 風味套餐/咖啡/甜品/BBQ 南島風格/悠閒無壓

689 臺東縣 馬告先生鹹豬肉 85745311 餐廳小吃類 胡碧蓮 0915-906-692 沒有固定擺攤位置 lee95006@yahoo.com.tw
馬告鹹豬肉、紅糟肉、馬告雞腿排、馬告翅小

腿、香滷牛腱肉、燻雞

「馬告肉品系列」結合了原住民多種特有的香料實施醃製，產品僅以「豬、雞、牛

」溫體肉來清理醃製，並採真空包裝、低溫冷凍存放，以確保食品的衛生安全。

690 臺東縣 哇邦查咖啡館 85801642 早午餐甜飲品 林曉茹 03-8221-280 臺東縣成功鎮忠仁里上麒麟路23號 linhsiaoju37@gmail.com 咖啡、飲品、餐飲
這是一家溫馨的咖啡小館、販賣的是自家栽種的肉桂粉搭配在咖啡裡，豆子是採用

在地成功咖啡豆。

691 臺東縣 珍和記農特產有限公司 91051148 農特產品類 朝美珍 0921-983872 臺東縣太麻里鄉香蘭村新香蘭路18之6號
chaomeizhen0713@yahoo.com.t

w
花東農民產品

珍和記農特產位於台東縣太麻里鄉南迴 

必經之道，傳承60年的好味道，超越傳統、用心開發新商品及講求低糖、低熱量

產品，深受消費者的喜愛，也非常注重食品衛生及安全性品質。

692 臺東縣 小曼咖啡店 25855242 早午餐甜飲品 潘小曼 0931-306012 臺東市中華路一段376巷33號 espresso605@gmail.com 咖啡 鬆餅 飲料 三明治
牆上的插座可充電 不限制客人用餐時間 

且每一位進店的客人都能感受到員工滿滿的熱情

693 臺東縣 伊途慢活 88904354 餐廳小吃類 邵采蓉 0911-723076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安朔路19-1號 fb94302@hotmail.com 原式風味餐/點心外燴/宅配

「伊途慢活」的伊途，來自排灣語的idu（來），想讓每個旅人來到伊途慢活，都

能夠享受部落的溫暖與舒服的慢生活，提供部落族人新的休憩地點，也提供觀光客

在地美食，享受生活。

694 臺東縣 恆康企業社 14199087 其他 張純華 0915-057587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路490號 hua95052@gmail.com
消防工程、消防檢修申報、滅火器換藥工廠、

乙級電器承裝業

本公司擁有優秀的施工團隊，秉持著『服務原則』的經營理念，追求企業永續經營

及成長；除整體營運穩定外，是台東績優廠商之一。我們重視每一位員工，除了有

良好工作環境、也提供學習及成長的空間，也歡迎優秀的朋友一起加入我們的工作

行列。

695 臺東縣 阿彼蓋耳工作室 85574576 美體美容類 林春美 0963-062414 臺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村289-2號 harlugulin0720@gmail.com 美髮設計剪、燙、染，整體造型 為客人設計獨特自我的造型。包含精油spa紓壓，讓您能適時的放鬆及享受

696 臺東縣 南溪莊園香咖啡 81395411 早午餐甜飲品 蔡美香 0912-103224 臺東縣長濱鄉三間村南溪16鄰7之2號 ying412597@gmail.com 咖啡豆/耳掛咖啡/代烘焙/簡餐/甜點

自己種植,自己前後置處理,再自己銷售, 香咖啡-

主打阿拉比卡品種,有濃厚的堅果香氣,口感帶點溫柔花香,酸度適中的蘋果酸,還有

著甘蔗中段的蔗糖甜感,以及獨特尾韻,原住民大頭根的回甘甜

697 臺東縣 貝馬精品店 25854172 美體美容類 楊蔣煒琳 0928-169-639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570號 kevin2343234@gmail.com 天然保養品.有機精油.手作香皂 天然有機產品為客戶服務

698 臺東縣 美新商號 93849851 生活雜貨類 陳佩茹 08-9771-183 臺東縣金峰鄉歷坵村4鄰51號1樓 rbu7979979@gmail.com 雜貨及生活用品 本雜貨店已經營約20年，販售雜貨、民生用品等，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699 臺東縣 嘟嘟飽早午餐 88904087 早午餐甜飲品 徐淑英 08-9896-568 臺東縣東河鄉東河村南東河路209號 hsu480905@gmail.com 各式早餐 本店的特色為麵包由老闆娘手工製作，比起其他早餐店使用的麵包來的更有溫度。

700 臺東縣 DoMine獨賣美味 81941360 早午餐甜飲品 陳志華 0938-990-618 臺東縣成功鎮三民里三民路168-3號 laralin740410@gmail.com 早餐

我們採用簡單食材及阿美族香料手工製作早餐材料和沾醬 

希望能讓來用餐的朋友感受到小鎮的熱情及我們的用心! 

歡迎大家來享用美味早餐!

701 臺東縣 85就愛麵包 47890243 農特產品類 石金玉 0930-262-510 臺東縣東河鄉興昌村11鄰85號 chinyu.shih@gmail.com 手工藝,麵包,農產品,衣服,盆栽, 手工藝,麵包,農產品,衣服,盆栽,

702 臺東縣 SKN運動時尚健身中心 47759855 運動休閒遊憩類 翁雅虹 08-9234-969 臺東縣臺東市中興路二段191號 skn089234969@gmail.com 運動健身課程
是身為台東原住民排灣族在地經營者，場館位於台東市糖廠園區的特色健身房，提

供多項健身運動課程，以及私人教練指導服務。

703 臺東縣 麗新快洗 洗衣店 93665157 其他 孫郭師豪 08-9237-915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631號 ksh197047@gmail.com 乾洗 水洗 除污 整燙 自助洗 洗鞋洗包 
本店創於1976年為傳承兩代之四十餘年老店，秉持專業，手工除污，整燙，讓您

衣物恢復亮麗如新

704 臺東縣 皇家樂器社(臺東店) 93841725 影視樂器類 邱幃疄 08-9356-284 臺東縣臺東市豐盛路21號 love920124@gmail.com
二手樂器（鋼琴、電鋼琴、提琴、二胡、其它

樂器），鋼琴調音、整音、整調、維修保養。

在臺東市將近30年，以誠信、基督愛人的精神服務客戶_教會、學校、縣府單位、

飯店及個人，曾與多位知名音樂家合作。

705 臺東縣 東甯咖啡屋 47837058 早午餐甜飲品 陳光眀 0989-791-330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61號廠區內第3倉庫 aa0989791330@gmail.com 咖啡、飲料、簡餐 提供都蘭山麓下種植的本地咖啡，以及精緻的咖哩手工水餃。

706 臺東縣 都蘭部落後花園露營區 81496092 運動休閒遊憩類 陳光眀 0989-791-330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都蘭274-6號 aa0989791330@gmail.com 露營區
都蘭部落有美麗的都蘭海灣、海岸山脈、第一個高的都蘭山、獨特的景點都蘭水往

上流、三千年歷史的都蘭遺址、都蘭月光小棧值得一遊、來探索的美麗部落。

707 臺東縣 Tera'coffee 85578670 其他 林秋鎔 0975-338-166 臺東縣成功鎮信義里小馬路90-1號 puyiho089@gmail.com
咖啡各類飲品 在地小農花草茶 天然飲品 

自製手作甜點. 蛋糕

店家服務親切 周邊環境清幽 咖啡及各類飲品都具有特色 

甜點都是親手製作不時也會研製新品 

我們都是在原鄉人周邊旅遊資訊我們是熱於分享

708 臺東縣 米麻岸工作室 81300560 文創藝品類 高綵霜 0976-110-631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291號 nanakao0625@gmail.com 飾品零售、設計案件

循著老人家手中技藝的路，以新的方式傳承，不論是以DIY的方式、轉化設計文化

元素成商品，或結合部落的各項活動，甚至是各種市集、展覽模式的呈現，將阿美

族的傳統文化以各種形式發揚出去。

709 臺東縣 丸呈蔬果行 47888154 農特產品類 黃美惠 0963-193-380 臺東市光明里新成街5號 a0927679613@gmail.com 蔬菜,水果,肉品 提供各式蔬菜水果,與當地小農配合農產品銷售

710 臺東縣 伊娜歐創意手工坊 85574203 文創藝品類 歐淑芳 0986-783-239 臺東縣太麻里鄉外環路125號 a0986783239@gmail.com

打包帶編織(包包.手提包.零錢包).勾針編織(帽

子.後背袋.側背包)..陶珠編織(手鍊.項鍊)..籃子(

大小款式很多種)等手工藝品應有盡有

採用現代編織材料搭原民風的材料配件色彩.擁有獨一無二的包包及其他製作作品

幾乎不撞款式.也集合部落婦女的手工作品設一個平臺幫忙販售.沒有很華麗的店面

裝潢是一個工作室可接DIY客戶

711 臺東縣 角琉璃 91029667 文創藝品類 鄭楚玄 0981-031-025 臺東縣太麻里鄉大王村民權路170號 325shain@gmail.com 琉璃珠商品訂製、燒製體驗活動、咖啡茶點

角琉璃是以排灣族琉璃珠燒製技術，創新設計理念製作琉璃珠商品。以純手工、細

膩的工法為每位顧客送上最獨特的紀念。 

來自手的溫度，轉動指尖，每一顆都是最美好的創作。

712 臺東縣 上上農漁品有限公司 91019366 農特產品類 張豪傑 0910-559-634 臺東縣東河鄉泰源村22鄰中興9-3號 heroilys@gmail.com

友善耕作白米、1982土雞、生鮮翼豆、涼拌

翼豆、海釣魚、鬼頭刀、香菇旗魚丸、原味香

腸、蒜味香腸、家鄉鹹豬肉

我們有上等的農品及上等的漁品。臺東山海是我們的故鄉，除了自產的無毒白米、

放山土雞及有機翼豆之外，也有成功新港漁港的鮮海魚及臺東本地黑毛豬製成的美

味食品。"

713 臺東縣 獨樹依織 81299162 文創藝品類 林戎依 0917-025-517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路135巷26號＿攤位編號9 alomei.pb@gmail.com 樹皮布飾品、樹皮布生活物件
由具臺灣阿美族血統林戎依創辦，自2011年接觸樹皮布，致力於臺灣原住民族樹

皮布文化與當代織物美學之創新結合。

714 臺東縣 夫魯克民宿 81384694 飯店民宿類 曾健智 08-9751-396 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3鄰127號 vuluqhome@gmail.com 住宿 原鄉民宿

mailto:Kaywecho@gmail.com
mailto:qwq660521@gmail.com
mailto:e590202320@gmail.com
mailto:lee95006@yahoo.com.tw


715 臺東縣 颯一則忍工坊 36860405 其他 高睿哲 0938-387-857 臺東縣長濱鄉寧埔村寧埔路17之14號 rahic.kao@junyi.tw 部落手工藝、文創品
sa'icelen工坊是由熱愛部落文化的部落青年所創立，運用族群文化做為發想與連

結產出優質的作品。

716 臺東縣 美美快餐便當 85803521 餐廳小吃類 黃翔恩
0906-944-342

0963-193-380
臺東縣臺東市中興路三段252號 a0925126681@gmail.com 便當 每日精心嚴選食材,每日更新菜色,我們用心,您吃的安心

717 臺東縣 小鳥花路米企業社 81301929 農特產品類 陽美花 08-9225-181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北路596巷161號 ymh0131@gmail.com 小米.紅藜.樹豆及餐飲等 販售臺東在地食材及手作料理

718 花蓮縣 霈綺商行 91588649 其他 高霈綺 0955-377-822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601巷1弄2-1號 shinyao1208@gmail.com 商品什貨、住宿品 提供您優質且價廉的購物體驗

719 花蓮縣 後山蕨起 91157509 農特產品類 林秀瑛 03-8262-772 花蓮縣秀林鄉佳民村48-11號後山蕨起 pumpkin0401@gmail.com

山蘇餅乾、山蘇馬告餅乾、薑黃餅乾、薑黃馬

告餅乾、山蘇堅果牛軋糖、山蘇鹹脆餅、山蘇

小餐包、薑黃小餐包、霜、各項文化商品、深

度探索體驗、醒腦生存體驗

興起部落產業

改良老農辛勞種植產業及加工創新研發

結合大專院校實施商品檢驗，給予消費者安心

720 花蓮縣 尤染髮藝 91281042 美體美容類 曾羽彤 0901-339-365 花蓮縣花蓮市國威里中山路335之2號一樓 y5321tong@icloud.com 剪髮、燙髮、染髮、護髮 2. 改良老農辛勞種植產業及加工創新研發

721 花蓮縣 貓棒棒咖啡 41016934 早午餐甜飲品 江齡妃 03-8330-203 花蓮市博愛街229號 chris120225@gmail.com 義大利麵、燉飯、鬆餅、咖啡 3. 結合大專院校實施商品檢驗，給予消費者安心

722 花蓮縣 玉長實業社 72848650 其他 朱翠珏 0982-999-642 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9鄰和中15號 lucaju642@gmail.com
日常用品、食品、咖啡、保養品、營養品、水

晶

玉長實業社設立已3年多，主要是零售食品、咖啡,保養品、營養食品、水晶還有提

供觀光旅遊套裝行程服務項目

723 花蓮縣 貓尾巴咖啡 26788572 早午餐甜飲品 鍾華珍
03-8642-065

0928-847-337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七鄰9號 a0912224576@yahoo.com.tw 咖啡，飲料，簡餐

現烤蛋糕，頻果派，現場製作的飲料，現煮咖啡，小火鍋，義大利麵，棒棒腿餐雖

然都需要一點時間等待，可是一定會讓大家讚不絕口

724 花蓮縣 東村工作室 85211553 文創藝品類 沈貽華 0966-029-870 花蓮縣吉安鄉南海十街164號 cindyshen.sf@gmail.com
木工製品、傢俱訂製、展場裝置、視覺設計、

平面設計服務
東村，平面設計與木工的獨特協力工作室，辦活動的業餘好手。

725 花蓮縣 小木屋熱炒店 30204038 餐廳小吃類 王霆倩 0980-639-424 花蓮縣花蓮市忠義一街23-2號 u8234910@gmail.com 熱炒、外燴、自助式餐點
熱炒、自助式、辦桌.....從簡單餐點至客製化，本小店都能為您服務哦!持有原住民

熱情的服務、餐廳級的手藝，保證讓你無法忘懷。

726 花蓮縣 黃金來商號 91158795 生活雜貨類 黃國瑞 03-8762-266 花蓮縣鳳林鎮鳳禮里中華公有零售市場第B47號 a088399@gmail.com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菸酒零售,日常用品零售業,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
藏身在鳳林新市場的雜貨店,在這連鎖商店崛起的時代,需要大家的支持

727 花蓮縣 遊手浩賢民宿 87516861 飯店民宿類 何莉莉 0933-775-036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一鄰3-9號 how19931005@gmail.com 住宿
本民宿也提供客人場地租借辦活動，如戶外烤肉，聚餐、部落的原民餐，搭配200

寸的投影螢幕，可以唱歌或聽音樂，可讓人盡情的享受部落的生活跟氛圍！

728 花蓮縣 阿改玩生活有限公司 90872076 運動休閒遊憩類 烏茂‧耿恩吉
03-8772-862

0928-569-415
花蓮縣萬榮鄉西林村二鄰26號 a0928569415@gmail.com 部落體驗 一群支亞干在地青年，極力推動部落文化及經濟產業為最大目標。

729 花蓮縣 富爾捷喘息咖啡館 87352311 早午餐甜飲品 李湘淇 03-861-1551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復興路259號 fuerjiecafe@gmail.com 咖啡類、甜點類 舒適的空間、能讓人好好放鬆的咖啡館，來杯附有關心的咖啡。

730 花蓮縣 富爾捷火車站前民宿 87539203 飯店民宿類 李湘淇 03-861-1551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復興路259號 fuerjiecafe@gmail.com 住宿

室內天花板以古典藍為底色，進去就能感受到不同氛圍，室內也擺設了霸氣的金豹

與復古黑膠唱片機；靠窗邊位置放置高腳椅，靠牆面位置也擺放了五顏六色的高級

絨布沙發椅

731 花蓮縣 太平洋釣具工作室 91157022 其他 簡文軒 0928-524-962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三段221號 michaelchien119@gmail.com 釣具
長線/船釣 二手釣具買賣，提供海釣多軸機 註冊及報名學科考試，專人服務 

歡迎來店選購

732 花蓮縣
Mhuway達吉利共享生

活空間
83093813 早午餐甜飲品 梁惠芬 03-8621-158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109號 tekijig1715@gmail.com

輕食料理、手沖咖啡、文創小物、傳統體驗課

程

泥作搭配日式木頭的裝潢，清新明亮的採光與色調，別有洞天的氣氛讓路過的旅人

可以靜下心來喝杯咖啡享受午後時光。

733 花蓮縣 中村志明 87353727 早午餐甜飲品 吳志明 03-8621-172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91-3號 ming0813g26@yahoo.com.tw 套餐、甜點、飲品、早午餐 阿雪肉桂捲、手作甜點

734 花蓮縣 方程式早午餐 85207880 早午餐甜飲品 吳正美 03-8514-575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村中正路一段95之2號 w8543128@gmail.com
套餐系列 燒餅 乳酪 鬆餅 法式吐司 漢堡 蛋餅 

鐵板麵 抓餅 吐司 果醬 點心 中式 飲品系列
寛敞的坐位，好停車。明亮的視野。

735 花蓮縣
石頭花園 ～海角工作室 

/ 木石裝置藝術
37993760 文創藝品類 廖千惠 0936-236412 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橄樹腳133號（臺11線16.2k) cabulaea@gmail.com

木石創作～ 

原木傢俱/烏心石廚房系列/檜木健康系列/ 

檜木精油 / 石頭花器

運用漂流木&石頭 創作兼具手感與實用的居家生活用品 工作室除了創作&展售

還提供參觀教學～認識台灣的檜木課程 以及木器 石器的diy

736 花蓮縣 百峰韓國料理 2866970 餐廳小吃類 余品嫻 03-8569-819 花蓮縣吉安鄉自立路50號 a0982506423@gmail.com
石鍋拌飯、韓式炸雞、銅盤烤肉、春川辣雞、

海鮮煎餅、泡菜鍋、豆腐鍋

百峰韓國料理店內有傳統的銅盤烤肉、石鍋拌飯、泡菜鍋，老闆為了讓來店客人享

用不一樣的料理，也一直不斷的去學習，新增春川辣雞、韓式炸雞、及海鮮煎餅。

737 花蓮縣 達基力部落屋 66978970 餐廳小吃類 郭淑娟 03-8621-033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7鄰96號 dageeli@gmail.com
太魯閣族風味飲品及餐食、手工編織藝品、手

工皂、漂流木工藝作品

達基力部落屋，提供太魯閣族風味餐、油畫雕刻藝術賞析、編織手作坊、檜木手工

皂工坊、體驗項目有幸運手織帶、搗米體驗、手工皂DIY、薰雞體驗、射箭體驗、

文化導覽解說、族服體驗

738 花蓮縣 木藝館 41015436 文創藝品類 董俊傑 0988-776-414 花蓮縣光復鄉中山路一段71號 linlin4194@gmail.com 木質家具/裝置藝術/木質器具 傳承部落工業文化木質器具與家具

739 花蓮縣 魔婭生活館 87345754 其他 陳張宥榛 0925-135399 花蓮市一心街18號 mureen1977@gmail.com 無鋼圈內衣、保養品、保健食品
本店經營無鋼圈內衣、保養品、保健食品、香氛系列產品、寵物保健食品，可以F

B私訊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359349009

740 花蓮縣 馬耀烘焙坊 91153877 餐廳小吃類 馬耀福佑 0933-880707
花蓮縣鳳林鎮中華路140號（公有零售市場B59攤位

馬耀咖啡3號店攤位隔壁攤位）
mayawfuyu@gmail.com

野菜、野菜火鍋、原住民特色饅頭、包子、水

餃、西點、咖啡、冰淇淋

馬耀酋長企業社倡導產地到餐桌的原鄉特色慢食料理，傳承祖傳原生種保種之夢想

具體實現，主要以部落當日現有採摘食材做無菜單料理，食材來源有無毒、野生、

有機三種。

741 花蓮縣 秀文工坊 91155256 文創藝品類 官秀文 0987-474-397 花蓮縣花蓮市主農里中順街45巷16號2樓之2 abcdef19840526@gmail.com 竹藤編飾品類 用竹子做成竹片製作出飾品（耳環.鎖匙圈.檯燈....）產品！

742 花蓮縣 午玥 87550213 農特產品類 夏紘裕 0927-919-266 花蓮縣新城鄉七星街38號 a0927919266@gmail.com 醃製類/咖啡/餐飲 自產自銷小農醬菜、創意特色料理

743 花蓮縣

有限責任花蓮縣原住民

陶樸閣機關勞務勞動合

作社

26164983 農特產品類 黃禪娟 0928-875-411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473號1樓 shann19730728@gmail.com 農特產品、手工藝品 太魯閣族部落農特產品及手工藝品展售

744 花蓮縣 波西米亞民宿 91265541 飯店民宿類 陳馨儀 0988-701977 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東海一街168號 bohemia973168@gmail.com 住宿

波西米亞民宿是一位阿美族女性經營人，室內以舒適放鬆的波希米亞設計為主，外

觀則是融合蔚藍的海與天空的地中海設計為主，會有這樣的想法則是因為經營者的

一次旅行，讓他回來花蓮的時候發現波希米亞的生活方式及手作與花蓮阿美族有許

多相像之處。

745 花蓮縣 耕壽司 90865390 餐廳小吃類 張婉娟 0960-622656 花蓮縣吉安鄉中原路一段163號 gengsushi1023@gmail.com 日式料理

秉持最高品質及友善的用餐環境，提供在地時令季節限定料理及搭配季節不定時的

餐點活動，服務時間11:00~22:00不中斷， 皆提供現金結帳及信用卡結帳 

餐點全部採取現點現做

746 花蓮縣 Lubar慢慢編織 47891361 文創藝品類 黃雅蘋 0955-909-551

1.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144號(花蓮文創園區、釀市集

、固定手創攤位)

2.花蓮縣花蓮市松園街65號(花蓮松園別館、鬆市集、

固定手創攤位)

ss15889061@hotmail.com 玉石金屬線編織

Lu Bar 

慢慢編織的作品創作來自於花東的阿美族，以花東海岸珍貴的玉石為主，搭配特殊

創意銅線編織，打造獨樹一格的專屬風格，純手工慢慢編織，為每位顧客量身訂做

!

747 花蓮縣 Q Fitness 41015148 運動休閒遊憩類 周可棠 0987-087-217 花蓮市中美路148號5樓之1 A室 livingnyoga@gmail.com 健身、瑜珈課程 、運動用品零售。
花蓮首家以女性為主要服務對象的運動教室、乾淨明亮的環境及專業親切的指導員

、成立至今超過五年、一直是社區婦女們喜愛的運動教室。

748 花蓮縣 愛不飾手手作坊 87522272 文創藝品類 黃晏嫺 0921-813-543
花蓮市中華路144號(釀市集：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第6&7棟迴廊)
beauty54@gmail.com 手作耳環/髮箍/髮帶

因為喜歡所以走入手作的世界,有些小東西,自帶治愈屬性.手作，就是一種很有樂趣

又極具成就感的存在！它的魔力在於，一旦動手了，就會完全沉浸在裏面。時間彷

彿靜止，什麼煩惱都忘掉了，絕對是治愈沮喪心情、緩解心理壓力的神器！於是...

我就全然投入手作世界!

749 花蓮縣 阿布廚坊 85205481 早午餐甜飲品 邱梅香
03-8350-010

0933-488-435
花蓮市中福路84號1樓 uly6677@gmail.com 手工餅乾、婚禮小物、伴手禮、蛋糕

秉持著這是做給家人吃的原則 

回歸用心且單純的手工製作

750 花蓮縣 米可天然手作工坊 87542827 農特產品類 詹壽美 0932-521-929 花蓮市國民9街96號 sharon061281@gmail.com 純天然手工皂、文創商品 推廣純天然清潔用品、環保、無毒

751 花蓮縣 凱文音樂文創工作室 87542832 影視樂器類 詹呂理傑 0958-830-201 花蓮市國民9街96號 blackbobby81@gmail.com 流行音樂展演、活動策劃 不定期舉辦流行音樂展演

mailto:a0927919266@gmail.com
mailto:bohemia973168@gmail.com
mailto:gengsushi1023@gmail.com


752 花蓮縣 馬告炒麵刈包 50565431 餐廳小吃類 陳泓儒 0928-078-860 花蓮市民主里東大門夜市原住民一條街 D19 nba7214@gmail.com 爌肉、燒肉、雞絲

運用天然辛香科，馬告(山胡椒)來醃製所有肉品，因此肉品會帶點淡淡的檸檬香茅

味道。

而本店所選用的肉品，全都是當天現宰殺的新鮮溫體豬肉與雞 

肉，也讓消費者能食的安心。

而刈包內餡所包裹著麵，而麵也經過熱水川燙去除麵體本身的鹼 

與用冰塊冰鎮的過程， 使得麵條吃起來更為的Q彈，而麵的醬 

料分別有黑胡椒醬與磨菇醬口味，以及搭配新鮮脆口的小黃瓜絲 

與洋蔥絲，使得口感清爽而不油膩，再搭配純手工製作的蜂蜜芥 

茉醬，使得層次更加的豐富，土洋混搭風格，蹦出新滋味。

753 花蓮縣 Y安木竹作 50567629 文創藝品類 林慶安 0917-510-901 花蓮市民主里東大門夜市(各省一條街G10攤位) u333999@gmail.com 木作、藝品、農特產
以漂流木與枯樹木為材料，藉由木工製作成湯匙、碗、茶杯等生活用品，再次賦予

木頭新生命。

754 花蓮縣 島人藝術空間 59077927 文創藝品類 張安琪 0928-569-952 花蓮市光復街80之1號2樓 tengann101@gmail.com

原民設計創意商品、石材工藝設計、織布抱枕

、植物手染、樹皮飾品、設計陶器、音樂創作

、專業書籍

島人藝術空間Islander Art 

Force以臺灣原住民族文化與太平洋當代藝術交流為宗旨，提供優質、專業的藝文

展演場域，辦理當代藝術、原住民族文化交流展演、講座論壇、當代工藝設計、部

落傳統工藝傳承與教學、個人創作展覽。

755 花蓮縣 黎芯吉耀工作坊 67933781 文創藝品類 曾春子 0912-092-503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各省一條街F14攤位 lisin3917@gmail.com 木雕類 ，編織類，皮雕類，布品類，絹染類

阿美族傳統服飾及圖騰結合文化元素，加以鮮豔大膽的色彩表現，設計成極富新意

卻不失傳統的創意圖像；不以原住民族專長的手工製作，而靈活運用電腦繪圖設計

，將圖像更活用於各式商品和藝術設計，呈現熱情活潑的原住民新藝術內涵。

756 花蓮縣 My瘋味 87563250 餐廳小吃類 陳俊傑
0970-992-265

0980-612-515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各省一條街F5 a751002@hotmail.com 金絲蝦

專為愛吃蝦的顧客省去撥蝦殼時間，更能好好品嚐蝦的美味！再以炸馬鈴薯絲裹上

蝦球，吃起來外酥脆，內有滿滿的鮮蝦味！

757 花蓮縣 東大門迷妳兔G44 50569669 服飾配件類 蘇蕭偉揚 0978-230-115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各省一條街G44攤位 u0978230115@gmail.com 服飾 來夜市有吃有玩，更重要的是買好看的衣服可以高興好幾天。

758 花蓮縣 正宗石板烤肉 50569540 餐廳小吃類 王秀玉 0917-565-865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原住民一條街 E7 amay16885251@gmail.com 石板烤山豬肉 新鮮現烤好吃不油膩

759 花蓮縣 豬豬豬原住民美食 50568985 餐廳小吃類 吳婉綾 0926-885-521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原住民一條街D18攤位

abby19841208@gmail.com 豬豬炒泡麵/豬豬堡/小米雞尾酒

由阿美族青年赴日學習鐵板技術，揉合原住民食材與傳統風味，打造出花蓮獨一無

二的創意輕食好味道，值得您細細品嘗。

本店招牌山豬炒泡麵，軟Q的麵條與道地的山豬肉，搭配一口咬下即在嘴裡散開的

濃郁醬汁，絕對是東大門夜市最具風味的必吃美食。

由現炒醃豬肉搭配手工漢堡製作而成的山豬堡，讓您體會中西合併的絕妙搭配。來

杯原住民手工鮮釀小米酒雞尾酒，給您意想不到的原汁原味。

760 花蓮縣 原香嘟論竹筒飯 50567732 農特產品類 蔣介武
0955-731-462

0919-731-462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原住民一條街D21攤位 skin19851001@gmail.com

嘟論（阿美族麻糬） 竹筒飯 馬告香腸 鬆餅 

小米酒 剝皮辣椒 鹹豬腸 

鹹牛油等各式農特產品

有著「原住民雜貨店」之稱的「原香」，有小米酒、小辣椒以及醃漬食物，還有紅

藜、小米、馬告等雜糧與香料，展現原味餐飲的豐富口味；類似麻糬的嘟論與竹筒

飯，「原香」保留最傳統最原始的香味。

賣的不是原住民風味餐，而是部落傳統的醃製品與傳統原始食材，用年輕人的思維

，打造出新的原香品牌風格，『原香』再起。

761 花蓮縣 原焰部落美食 50567727 餐廳小吃類 呂育美
0910-724-898

0916-996-458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原住民一條街D7攤位 puyan0803@gmail.com 一鍋一燒、飛魚卵馬告香腸、 竹筒飯、

一.使用阿美傳統八菜一湯加上創意鐵板燒

二.飛魚卵加上馬告灌成香腸,有檸檬的香味又有魚卵啊啵啵 的口感

762 花蓮縣 原醉 50568079 早午餐甜飲品 邱運強 0938-730-311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原住民一條街E16攤位 lz730311@gmail.com 原住民特色隨手杯調酒
全臺第一家以小米酒為基底的調酒專賣店，並提供特色馬告特調，充滿滿滿的原民

風。

763 花蓮縣 丹娜文化行銷有限公司 54966893 運動休閒遊憩類 黃雅憶 0933-487-033 花蓮市東興路345號3樓 panaykumod@gmail.com
佳心生態導覽、線上原住民服飾訂作、手工藝

、織品
商品客製化、線上訂單、佳心、瓦拉米步道諮詢。

764 花蓮縣 原醉酒餐館 42765978 餐廳小吃類 邱運強
03-8323676

0938-730-311
花蓮市建國路73號 lz730311@gmail.com 義大利麵、燉飯、排餐、調酒

原住民特色調酒、結合當地原民風味特殊實材之義大利麵及燉飯，店內裝潢時尚帶

有點原民工業風，適合與親友聚餐聚會的好場所。

765 花蓮縣 綠意園藝花卉 30158317 其他 陳蘭麗 0963-000-539 花蓮市重慶市場470號旁 aa0963000539@gmail.com 花卉 盆栽 花藍

從事花坊花藝工作已近20年，有園藝治療師認證，在原鄉部落開設園藝花卉教室

，為部落鄉親長輩、青少年教學園藝花卉相關療癒課程。

客製園藝盆栽、花卉服務，特定對象園藝花卉相關療癒教學。機關團體園藝盆栽、

花卉定購服務。

766 花蓮縣 妮娜璐彩繪藝術 50744364 文創藝品類 陸春珠 0952-200-334 花蓮市國治里節約街10號1樓 nina_0726@yahoo.com.tw 畫布、顏料、畫筆、咖啡、甜品

妮娜璐彩繪藝術是一個複合式經營的藝術空間，主要販售彩繪商品及繪畫活動教學

，咖啡、甜品為次要。妮娜璐希望大家透過視覺、味覺、觸覺，身心靈能暫時獲得

紓解放鬆。

767 花蓮縣 一號No.1時尚沙龍 41467331 美體美容類 盧淑貞
03-8570-993

0905-018-731
花蓮市國富十街65號 asd0903379203@gmail.com 美容美髮相關

複合式美容院

美髮、美容、彩妝、美睫、新娘秘書

768 花蓮縣 勤義企業社 49747737 維修及租賃類 宋忠義 0925-128-925 花蓮市國富里國富十七街9號1樓 boy04152002@gmail.com 冷氣空調，水電 專業服務，品質保證

769 花蓮縣 兆豐國際租車 50743203 維修及租賃類 楊先發 03-8341-222 花蓮市國興一街35-1號 gf8341222@gmail.com 租賃汽機車
公司秉持服務至上原則，期盼每位旅人接受服務後都有美好的體驗印象，在GOO

GLE評價中擁有高評分

770 花蓮縣 花蓮兆豐租車 53361740 維修及租賃類 楊先發 03-8341-222 花蓮市國興一街35-1號 gf8341222@gmail.com 租賃汽機車
關於兆豐租車，我們提供汽車出租、機車出租、包車旅遊、車輛租賃、

商務接送、機場接送、花蓮旅遊、代訂景點門票等服務。

771 花蓮縣 髮力無邊 30204868 美體美容類 黃雅仙
03-8311-363

0989-457-439
花蓮市國聯三路66-1號1樓 a0989457439@gmail.com 美髮用品 無止盡的學習是髮力無邊學習的宗旨，我們是一群熱愛美髮的美髮人。

772 花蓮縣 perfect Hair Design 82183858 美體美容類 利昱蓁
03-8355-598

0925-506-805
花蓮市國聯五路3-2號 n223686600@yahoo.com.tw 剪髮、燙髮、染髮、護髮

本店採用設計師一對一服務讓設計師更貼近與顧客交流，也對產品一定的要求要讓

顧客花的值得，每位設計師都已有十幾年美髮經驗個有特色專長，一直在技術流行

上不斷提伸就是要讓顧客放心交給我們!

773 花蓮縣 蓁牛肉麵 85208831 餐廳小吃類 江宜蓁
03-8610-009

0910-575-567
花蓮市富強路8號 ling_angel.tw@yahoo.com.tw 牛肉麵，滷排骨飯

牛肉當天現煮，湯頭熬煮濃郁，食材新鮮，讓人口齒留香，滷排骨飯有古早味道且

傳承於老人家的手藝，並份量足以讓人有飽足感

774 花蓮縣 八大户燒烤 41462743 餐廳小吃類 徐麗雅
03-8322-538

0919-288-101
花蓮市福建街299號 debbieuuuu@gmail.com 羊肉爐，燒烤

名人最愛，人氣名店！以大量的木質桌椅為基調，散發出低調靜謐氛圍，柔和的燈

光及擺設深深沉醉於古色古香的風情

775 花蓮縣 明珠工作室 85205721 文創藝品類 陳明珠 0985-739-998 花蓮市福德1街9號(本店不定時配合市集活動) tmpss1969@gmail.com
情人袋、頭織帶、手機袋、原民風擦手巾、原

麻側肩包
一針一線純手工拼布創作，另有串珠、編織和機縫作品。

776 花蓮縣 花蓮原生好物有機農場 54956760 農特產品類 吳秀美
0910-708-227

0937-944-302

花蓮宅配到府或每週六日於臺北圓山花博農民市集販

售
newsssmei@gmail.com 新鮮有機蔬果及加工品

打著來自花蓮好山好水無汙染之有機及無毒之花蓮「原生好物」品牌，原生好物農

場位於花蓮木瓜溪畔志學村附近，以搭建的溫室栽種有機蔬菜及水果，溫室內一年

輪種玉女有機小番茄及美濃瓜為主力商品，並搭配種植有機沖繩珍珠苦瓜，青椒彩

椒及季節蔬菜，戶外亦以有機方式種植食用百合、地瓜、鳳梨、紅棗、玉米、鳳梨

、芭樂等產品。

另推廣原住民野菜箍:除以「原生好物農場」生產之原住民特色作物(木鱉果、樹豆

、龍葵、刺莧、黃藤心、蕗蕎、苦茄等)或其他品項之原住民野菜出貨，供應原住

民野菜箍。

777 花蓮縣 回家的路 87368854 農特產品類 羅心汝 0986-124-520 花蓮縣玉里鎮大禹里019鄰大禹172號 s12110514@gmail.com 米、文創小物、熟食

花東無毒好米（紅藜、白米、黑米、紅米、糙米），有機種植薑黃，吃進去的健康

保證無負擔，還有花東沿海知名玉石，我們用窯烤披薩，披薩的餅皮可以加入米磨

成的粉，饅頭則是可以加入紅藜或薑黃非常的健康又好吃，餅乾，餐點服務等



778 花蓮縣
臺灣國寶文創網路科技

社
49761081 農特產品類 文儷珺 0929-792-368 花蓮縣玉里鎮大禹里10鄰43號 wen0929792368@gmail.com 米系列、文創系列、紅藜、薑黃....等

回家種田-

我們家鄉來自秀姑巒溪的瑟冷部落，回家種田是自有品牌，專門銷售自己以及族人

們的友善有機耕作農產品以及就讀高師大阿美族大學生設計的文創商品。期望讓族

人們的好產品都被市場看見。

779 花蓮縣 洄瀾家園企業社 85207967 飯店民宿類 林木盛 0929-792-368 花蓮縣玉里鎮大禹里10鄰43號 wen0929792368@gmail.com
民宿、原民餐料理等、原住民文化體驗、飲料

、廣告設計等....

來到我們花蓮玉里瑟冷部落就可以感受洄瀾原民真正的幸福滋味!讓您心靈充滿喜

樂、讓您感受原民真正的證能量!

780 花蓮縣 回家種田 87374075 農特產品類 文儷珺 0929-792-368 花蓮縣玉里鎮大禹里10鄰大禹43號 wen0929792368@gmail.com 原民餐、飲料、農產品、手工藝術品
我們的產品就像一種天賜恩典!在玉里這塊世外桃源有著祖先們留下的天地靈氣，

回家種田傳承著祖先留的天然本質【盡心+盡力】，守護著我們土地的自然風味。

781 花蓮縣 二姊米舖企業社 50745194 農特產品類 李素英
0919-289-673

0933-485-979
花蓮縣富里鄉新興村東興16鄰114之1號 a0919289673@gmail.com 有機米(香米、胭脂米、糙米、五穀米)

二姊的米產於花蓮縣富里鄉，引用阿眉溪上游獨立水源灌溉，採用有機方式耕種。

起初種植稻米時只是想溫飽家人的胃，讓家人吃得健康安心，不知不覺夫妻倆卻種

出心得，進而想把理念傳達出去，從種植稻收割到包裝，都由自己完成，嚴格把關

。現在，就讓二姊的有機米，來照顧你我的健康吧~

782 花蓮縣 達娜文化分享空間 85205861 運動休閒遊憩類 周平成 0938-936-315 花蓮縣玉里鎮中城里光復路164號1樓 loohsaku@gmail.com 部落小旅行、單車人文之行、體適能 一個為部落健康為主的店

783 花蓮縣 熊鷹農園 87347795 農特產品類 王儷人

03-8886-855

0978-653-928

0976-226-683

花蓮縣玉里鎮啟模里民國路2段47之1號1樓 aa0976682332@gmail.com

火龍果鮮果，火龍果乾，火龍果乾果飲（花果

茶），金針花乾，金針罐頭，印加果油，印加

果油膠囊

火龍果鮮果有機栽種近20年，口感清甜，火龍果乾是採低溫真空乾燥的方式烘乾

吃起來脆脆的像餅乾一樣，花果茶添加了兩種果乾及香草喝起來很天然，金針花乾

及罐頭吃起來脆甜，印加果油富含豐富的油脂其中92％以上是Omega3,6,9等不飽

和脂肪酸等同植物性魚油，吃好油排壞油。

784 花蓮縣 住田咖啡 82183626 農特產品類 陳育有 0968-259-547 花蓮縣光復鄉大全村中山路一段82巷一弄9號 yuyouchen12@gmail.com 咖啡
原住民本地咖啡

785 花蓮縣 力行岸實業有限公司 55932816 農特產品類 何軍 0976-842-652 花蓮縣光復鄉大安村8鄰中華路61號1樓 hj78952182@gmail.com 園藝服務業、農產品零售業、藝文服務業

主要以大型活動藝文服務及特色原住民農產品銷售。

位於光復鄉太巴塱部落原住民特色食材箭筍的最大產地，想要嚐鮮的朋友們可以到

花東縱谷走走，除了認識箭筍的種類、料理方式，陪同之下，到山上親自摘採，體

驗野菜文化,拔箭筍的樂趣都可電話預約。

786 花蓮縣 教練熱狗堡 85208678 早午餐甜飲品 萬淑鑫 0906-838-022
花蓮縣光復鄉大進村糖廠街19號（花蓮觀光糖廠櫃位

E）
b0923364580@gmail.com

熱狗堡、港式雞蛋仔、起司薯條、小農冰沙、

手沖咖啡

美式餐食結合義式料理，輕食小點也能蘊含美味度，驚喜度，及滿足度，值得一試

的複合型店家。

787 花蓮縣 太巴塱紅糯米生活館 41462862 農特產品類 劉燕玲
03-8703-419

0933-483-704
花蓮縣光復鄉南富村富愛街15號 wu06942k6@gmail.com 風味餐、農特產品、部落特色體驗活動

太巴塱特產紅糯米，經過部落及協會的努力，建構起太巴塱紅糯米生活館，成為部

落產銷紅糯米，及推廣部落特色體驗活動之平臺商家。

788 花蓮縣 太巴塱to`em多恩 87365688 農特產品類 曾梅玲 0933-970-891 花蓮縣光復鄉南富村富愛街9號 momolisin@yahoo.com.tw 咖啡、季節性農特產品

~白螃蟹的故鄉在太巴塱〜自家山園位在部落to`em山緊鄰海岸山脈,to'em意指「

雲彩」,太巴塱也是阿美族的最大部落保有古文化人文氣息。等您來品嚐雲彩上的

咖啡香。

789 花蓮縣 李香蘭工作室 42153409 文創藝品類 李香蘭 0937-168-430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三段477號 u0937168430@gmail.com
手工藝作品包含手提袋、面紙盒、書冊、名片

夾、壁飾、置物籃等生活用品為主

因緣際會的巧合中，李香蘭接觸了原民手工編織的世界，這才有機會去了解原民工

藝的內涵，原來傳統的原民手工藝也可以有多變的樣貌。

李香蘭以在學校所修習的美學概念為出發點，透過研習編織相關書籍而學得編織技

法，並且參加原民手工藝研習職訓班的培訓，修習更多樣的編織技法，創作的作品

參考現今市場流行的提袋樣式，以原民編織的手法，配合新式提袋的配件做組合，

製作以珍珠袋、彷藤袋為主系列的設計作品。

790 花蓮縣 田亮了 54959823 農特產品類 張詠婷 03-8520-198 花蓮縣吉安鄉中華路二段80號 mei5238@gmail.com
玉米鬚茶、蔬果脆片、手工日曬麵、苦瓜茶、

水果乾

田亮了，以自家種植的有機無毒蔬果，製作成天然健康食品， 

我們以農文化做為產品核心，發展出獨具特色又多元化的產品。

791 花蓮縣 吧奈服飾品 87369684 服飾配件類 陳佑瑄 0918-530-958 花蓮縣吉安鄉仁安村南海1街123巷14號1樓 a038530955@gmail.com 服裝配件零售首飾配件 阿美族吧奈阿姨，服飾大尺碼到小孩。

792 花蓮縣 Masa go和食屋 87348936 餐廳小吃類 劉福政
03-8527-070

0953-757-570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村中山路1段101號 masaliu1688@gmail.com 餐飲

日式和食居酒屋，久居日本正統師傅讓您品嘗道地日本料理，不用到日本也能吃到

真正的日式料理.

793 花蓮縣 那魯灣手藝工坊 15790100 文創藝品類 花孫玉蘭 0912-092-414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村仁里5街3號1樓 u0912092414@gamil.com 皮雕製品、石頭飾品、手作燈飾、

那魯灣手藝工坊成員來自花蓮吉安阿美部落的家庭，懷著傳承族人手藝文化之美，

藉著皮雕、琉璃珠、漂流木等素材，將傳統文化內涵表現在生活工藝產品。

當代設計文化受到相當重視，那魯灣工坊運用廢棄物及天然素材，產品具有生態意

識及環保概念。

794 花蓮縣 萌達義式廚房 82179284 餐廳小吃類 許文 0952-164-226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村仁里5街3號一樓 a0952526108@gamil.com 義大利麵、燉飯、炸物類
萌達義式廚房的宗旨是要以顧客當做自己的家人,讓大家能吃的開心也能吃的愉快

。

795 花蓮縣 金鍾冠渡假會館民宿 72706998 飯店民宿類 金蓮菊 0913-818-645 花蓮縣吉安鄉仁和村中正路二段186巷29號 a0913818645@gamil.com 住宿
歐式全新精品建築，精雕細琢電梯民宿， 每間房有陽臺可眺望綿延的中央山脈。

住宿環境優質清靜， 擁有舒適、溫馨、幸福的感覺 。

796 花蓮縣 湛賞 13969002 文創藝品類 吳秀梅 03-8545-130 花蓮縣吉安鄉仁和村南海1街201之5號1樓 amis.kay@gmail.com 圖騰文創商品、16族酒衣袋 獨特原民文化精緻禮品並專屬設計個人及團體特色商品。

797 花蓮縣 繡藝工作坊 66994177 文創藝品類 黃阿秀 0920-257-180 花蓮縣吉安鄉仁和村南海5街210巷32號1樓 aa0920257180@gmail.com 串珠、手鍊、項鍊、鑰匙圈等 以原住民古珠傳承原民文化，而古珠上的圖騰代表吉祥。

798 花蓮縣 里信工作坊 99481281 服飾配件類 莊家豪
03-8568-137

0928-048-493
花蓮縣吉安鄉太昌村012鄰太昌路522巷15號 amis.taloang@gmail.com

阿美族頭飾(傳統婦女頭飾、傳統男性頭飾、

傳統頭目頭飾、現代阿美女性頭飾、現代阿美

男性頭飾)；阿美族服裝(傳統婦女服裝、傳統

男性服飾、現代原民女性時尚服裝、現在阿美

女性舞蹈服裝、現代阿美男性舞蹈服裝、現代

阿美中性服飾-背心、現代阿美男性時尚服裝) 

；阿美族配件(傳統服裝配件-

片片裙、傳統服裝配件-

情人袋、現代服裝配件-

包包)；其他(傳統阿美族婦女項鍊)

志立於阿美族服裝創作與推廣，民國85年以原民禮服展示作品亮相。民國93年各

家公私團體指名里信工作坊之服裝。

799 花蓮縣 嘎娃文化藝術工作室 30201721 文創藝品類 徐香蘭
0939-154-083

0906-492-525
花蓮縣吉安鄉太昌村明仁3街263巷6號 a0982817253@gmaI.com 複合媒材裝置藝術品、服飾、包包、生活用品

以阿美族文化為主要創作靈感之系列商品，結合傳統文化創造出實用性高又美觀之

生活用品。

800 花蓮縣 依體男女舒體館 34947103 美體美容類 曾元圓
03-8577-718

0979-011-375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自立路138號1樓 a121384270@gmail.com

洗頭舒壓，SPA舒壓洗髮，護髮，身體Spa按

摩，身體深層按摩，臉部保養，臉部深層保養

，脫毛，淨化耳燭，胸部保養，婦科保養很多

項目。

本工作室講求專業技術舒壓，環境乾淨舒適，要把每一位進來的客戶服務到好，

希望讓客戶消費不會感到浪費。

801 花蓮縣 華美原創藝文事業社 41461890 其他 呂闕秀梅 0933-123-422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自立路95號1樓 cherry475547@gmail.com
商演活動規劃執行/燈光音響租賃/一般廣告印

刷/表演經紀/文創策展

公司理念：以客為尊。

公司體制屬一條龍的整合編制，每一環節緊緊相扣，時時掌握最新狀況；客製化的

服務，溝通沒有距離，每一場活動都是量身打造，獨一無二，提供顧客最滿意服務

。

802 花蓮縣 特利嘉實業社 87350762 其他 呂阿燕 0933-123-422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自立路95號1樓 cherry475547@gmail.com 小農零售商品/園藝服務/民宿 自栽自種農樂趣，無毒有機摘種，食安的農園，讓顧客安心放心

803 花蓮縣 鹿迪實業社 87350720 影視樂器類 呂姚宇謙 0925-695-888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自立路95號1樓 yking0203@gmail.com
一般印刷/動畫影片製作/演藝活動業/運動表

演業/藝文服務
結合花蓮地方原鄉的特色與文化，作為所有商品的主軸與元素

804 花蓮縣 麗崧書局 29279236 生活雜貨類 陸榮源 03-8569-240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自強路524號1樓 lison690@yahoo.com.tw
辦公、文教、生活用品、自修、講義、評量、

活動、教學擴音設備

麗崧書局業務服務項目已拓展到禮品、贈品、專業擴音器、競技疊杯運動、日用品

百貨等。

805 花蓮縣 蘭紋工作坊 37993157 文創藝品類 周良卿 0937-467-493 花蓮縣吉安鄉永興村復興2街13號 y0390407@gmail.com 刺繡包包、原民大帽花 商品屬於臺東地區的刺繡，展現臺東刺繡的特色及文化。



806 花蓮縣 兒路民宿 87522287 飯店民宿類 蕥夢優利 0916-887-010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6鄰中山路3段21號 linderrong590812@gmail.com 民宿

兒路民宿

Elug 

Yabung是花蓮原民太魯閣族人所開的民宿，裡面有很多藝術空間還有豐富的原民

故事和大家分享，歡迎您來到我們的家～～

807 花蓮縣 鄉園牛肉麵館 82182963 餐廳小吃類 鄭凱云 03-8535-560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二段285號1樓 ucc521117@gmail.com

帶骨牛肉麵

麻辣牛肉麵

咖哩飯

牛肉燴飯

水餃

乾麵

酸辣湯麵

肉燥飯

炒烏龍麵

砂鍋烏龍麵

本店獨特帶骨牛肉麵 肉嫩不柴

湯頭有加入原住民元素 香濃不膩

808 花蓮縣 圓師姐養生館 87346971 美體美容類 曾元圓
03-8577-718

0979-011-375
花蓮縣吉安鄉自立路138號2樓 a86043z@yahoo.com.tw 身體深層經絡按摩 能改善解決酸痛的不適

809 花蓮縣 覓自在運動 45115203 運動休閒遊憩類 陳明珠 0921-097-200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中華路2段197巷8號 mimitaraw@gmail.com 輕緩運動，山水天地靜心運動，運動休閒服飾
運動教室是60年木造房子，位於阿美族娜荳蘭部落，臨近販售原民野菜的黃昏市

場，體現時代連續性的空間。

810 花蓮縣 美瑜工作室 30200997 文創藝品類 陳美玉 0919-239-657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南山1街25號 a0919239657@gmail.com 原住民手工藝品可提供客製化原民及傳統服飾
鑑於對阿美族文化的喜愛與技術鑽研的精神，將現代技術與傳統技藝相互結合，創

造文化與時尚美感兼具之作品，以發展市場商機。

811 花蓮縣 幸福城堡戶外用品店 87347140 維修及租賃類 王光明
03-8521-130

0955-283-110
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名人1之1號 amisyoun9@gmail.com

帳篷及附屬商品，充氣床，桌椅，客廳帳，燈

具等等各項露營裝備

目前唯一提供花蓮地區大型專賣及租賃露營用品，我們有很完整的露營用品，不用

到外縣市購買很方便，尤其因疫情因素無法出國，加上近期年國人愛上露營，我們

可提供很好的服務。

812 花蓮縣 李欣手作工坊 37993831 運動休閒遊憩類 李欣 0920-223-583 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東里9街57號 delete871213@gmail.com 樹皮創作燈飾、筆記本、家飾品、手飾品 傳統樹皮工藝、手作教學樹皮。

813 花蓮縣 耕心工作坊 50748158 服飾配件類 林慧貞 0935-580-052 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東里15街102巷15號1樓 linhueijen90@gmail.com 原住民傳統服飾、情人袋、原民包 透過商品、傳統服飾傳承原住民文化。

814 花蓮縣 吾珠格兒工坊 49943787 文創藝品類 張碧玲 0922-156-458 花蓮縣吉安鄉南昌村南昌北路75號 Pilinjian@gmail.com
原創服飾商品客製化訂製及零售、原民公仔、

免燒陶創作藝術等等
原住民概念時尚服飾客製化訂製及零售、構樹皮纖維服飾商品之新潮文創開發

815 花蓮縣 湛前工作室 87351404 文創藝品類 張碧蓮 0903-919-622 花蓮縣吉安鄉南昌村南昌北路75號1樓 a0909830816@gmail.com 藝文活動展演、原住民特色文創伴手禮

本店(工作室)成立於91年至今，已達19年 

之久。起初是以原民美食為主，隨著時代變遷與疫情的爆發，遂轉型為藝文活動展

演、原住民特色文創伴手禮為主的實體店與網路配送，拓展行銷廣度。

816 花蓮縣 花蓮雲朵朵民宿 85187961 飯店民宿類 陳映蓉 0905-298-169 花蓮縣吉安鄉南海8街169號 a0905298169@gmail.com 住宿 活動行程 住宿 代辦活動行程

817 花蓮縣
愛家多肉植物園 

(愛家咖哩)
41465018 其他 林趙家棟 0933-580-576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一段12之1號 iris66013079@gmail.com

多肉植物教學

多肉植物可愛盆栽組合盆栽

原愛家咖哩更名為花愛家企業社

手工咖哩新鮮，豬排咖哩是最暢銷超大片又便宜，花蓮縣政府開會必點餐點的店家

。

818 花蓮縣 夢想百貨 87369501 服飾配件類 呂東營
03-8530-955

0968-930-595
花蓮縣吉安鄉海岸路259騎樓（門口） daito3578@gmail.com 服飾，首飾，雜貨 可預訂做原民衣服包包，翡翠玉保真貨，假貨可退

819 花蓮縣 晏甄工作室 31792463 文創藝品類 陳晏甄
0933-994-569

03-8520-918
花蓮縣吉安鄉勝安村慈惠4街170巷29弄6號1樓 a0933994509@gmail.com 檳榔娃娃、情人袋、水壺袋等等 阿美族傳統手工藝品，純手工，做工精美。

820 花蓮縣 A-my整體造型沙龍 34945941 美體美容類 曾卉湄
0956-505-050

03-851-1558
花蓮縣吉安鄉慶北三街495號 iamamy416@gmail.com 美髮

美髮是以人為主體，專業的溝通讓客戶了解自己的需求⋯⋯美講求的是平衡展現優

點同意確點的存在，不做過而不及的事。了解自己與頭髮和平相處

821 花蓮縣 伊林美容美髮 37986901 美體美容類 林秀玲
03-8546-602

0930-973-302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中山路3段183號 qazwsx369801@yahoo.com 美容美髮相關 多元化經營

822 花蓮縣 祝妮工作室 70972317 服飾配件類 趙連英

03-8641-926

0912-520-000

0912-520-862

花蓮縣秀林鄉文蘭村4鄰文蘭41號 eld0920@yahoo.com.tw 太魯閣原住民服飾、背心、包包、飾品 專為太魯閣打造量身訂做的族服及服飾

823 花蓮縣 升咖啡 87347417 農特產品類 何桂玲 0986-426-440 花蓮縣秀林鄉文蘭村文蘭5之1號1樓 likueiling@gmail.com 咖啡、農產品

太魯閣族部落舊有的一塊菜園，

有位農夫菜鳥，種下一棵棵咖啡樹，

等待芳香甜美的成果熟成。

專研好咖，升獲芳醇。

824 花蓮縣 維納編織工作室 8144711 文創藝品類 黃春怡 0919-287-790 花蓮縣秀林鄉文蘭村四鄰54號 wiy19@me.com 手工藝(織布、皮革、茄芷包)
文化傳承及創意作品著發想，運用編織、織布等圖騰，結合布、皮革製品、茄芷等

材質，激發不同之原風故事。

825 花蓮縣 呵沐雅達工作室 85206550 文創藝品類 陳浚 0936-116-835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村水源28號 p8959209@gmail.com 原住民手工藝品，原民服飾，DIY體驗課程 簡約的工作視角，結合部落婦女文創氣息的場域。

826 花蓮縣 采晴手藝工坊 10096757 文創藝品類 黃采晴 0928-877-173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村水源6-2號 chanfloramay@gmail.com 布製品-原創包包、頭飾、髮飾、手飾、耳環⋯

從小住海邊喜歡大自然，鑑於環保的意識抬頭，利用原住民古老的傳統製作布料的

工法，利用構樹皮製作敲打慢慢成為布疋，加上後來與拼布老師研習，研創多彩多

樣的作品。堅持從布料染色、圖案設計、裁縫，皆不假於他人之手，在傳統與新創

的方式取得不思議獨特之原創作品。

祈許喜歡我作品的朋友們，可以感受到我熱情的手作的溫度。

827 花蓮縣 甦漾手作工坊 87344024 文創藝品類 曾玉樺 0975-225-192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村水源73號 767farm@gmail.com
原民風文創商品、手作織品、手作DIY體驗、

織藝教學

梭,生活-用穿梭交織的經緯，傳遞部落美好事的心意。

商品分別為suyang lnglungan(太魯閣語)系列，是為美好的心意。

828 花蓮縣 美織織品工坊 37997870 文創藝品類 宋美枝 0916-823-169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村水源95-1號 shaner0933299038@gmail.com 織品.文創商品.原風服飾.手作DIY藝品.

運用傳統編織，從織布生活裡應用的物件 

縫縫補補的完成一件件有趣的物品.並透過部落陪伴教學，用移動的織箱串連溫暖

的織布故事 .

829 花蓮縣 岳鴻工作坊 34892402 文創藝品類 詹淑茹 0921-873-770 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14鄰民享40號 lugia2835@gmail.com 原民文創生活實用創藝品

【岳鴻工作坊】

岳鴻阿嬤希望延續工坊文化，期待傳承自己的編織文化工藝，不僅延續，更期望能

與時俱進的跟著市場的喜好做出創新。族群文化獨特布料與編織工藝，牽起了岳鴻

一家三代人，更成就了工坊每個創意手織温感小品，也牽起人們對於織品的獨特感

情。

岳鴻~願每個人都能跨越自己的心中的那道彩虹，看見夢想，到達祖靈之地，換一

段生命中最難忘的笑容。

830 花蓮縣 澹雅居民宿 82341759 飯店民宿類 張鳳書 0921-942-500 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民治115之1號 s565414@yahoo.com.tw 住宿
民宿是複合式經營，2樓、3樓是住宿區，1樓是用餐區和自家手作陶器皿展售區，

民宿空間以我們收集的檜木材料來呈現設計，期待您的到來。

831 花蓮縣 太魯閣767 72844958 農特產品類 黃張玉蓮 0965-325-835 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民治35-30號 hfyu755h@gmail.com 農特產品,伴手禮, 體驗餐.農事體驗 DIY
悠遊農場行並增加體驗餐與伴手禮「魚菜低碳飲食」,讓客戶瞭解我們種植方式，

吃的安心與放心。

832 花蓮縣 美嵐工作室 85209276 文創藝品類 連美嵐
0909-898-224

0910-248-020
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秀林57之2號 b0910248020@yahoo.com 帽子、珠串、小飾品、服飾周邊商品等 原住民族的圖紋，由珠串來呈現。

833 花蓮縣 翼展商行 10638134 文創藝品類 連美惠
0909-898-224

0910-248-020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新興路1號 meyce951@gmail.com 衣飾、桌旗、床旗、傳統服飾、改良服飾等 原住民族傳統織布以時尚的方式呈現給消費者。



834 花蓮縣 阿莎友善農工作室 85209120 農特產品類 涂昭美 0988-650-186 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秀林9之3號 gllu3310@gmail.com
薑黃粉、脫殼紅藜、帶殼紅藜、紅藜茶包、小

洋蔥、馬告山胡椒

位於太魯閣一帶種植各類農特產品，主要種植紅藜，紅藜是原住民早期的食品，而

本商店農民涂昭美在紅藜種植部分在本鄉相當出色，獲得友善耕作等相關證明，可

以說是本鄉紅藜種植的指標性人物。

835 花蓮縣 香兒木作工坊 30261564 文創藝品類 陳麗香 0933-299-038 花蓮縣秀林鄉佳民村116號 iris66013079@gmail.com 木作藝品、陶藝小品、生活小物、手作工藝
走進工坊迎面而來的是原木的溫度和香氣，宛如一間林中咖啡屋，原木桌上的擺飾

小物使人愛不釋手幸福滿滿。

836 花蓮縣 瑪莉布落生活 87346732 文創藝品類 林美玲 0922-578-731 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和平263號(臺泥園區) mary295263@yahoo.com.tw
拼布包、零錢包、手機袋、購物袋、編織杯袋

、原住民文創、飾品

以拼布手作結合時尚流行與實用性作品，配合園區咖啡廳製作的編織杯袋為主或水

壺袋，設計獨一無二的手作或原住民文創手工製品，攤位為生活手作手作生活並以

自己的手工為特色。

837 花蓮縣 阿財木作創意工坊 87528923 文創藝品類 林佳妤 0980-219-804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12鄰崇德169-1號(前面空地) cherry800724@gmail.com
漂流木桌椅、文昌筆、聚寶盆、聞香瓶等木作

藝品，玫瑰石石藝品，手工DIY

阿財師傅到崇德海邊和溪流撿拾漂流木及玫瑰石，再一個個手工加工完成，每塊漂

流木及石頭的經歷不同，所呈現出來的紋路、景色、顏色都不盡相同，所以每個作

品都是獨一無二的！

838 花蓮縣 米西亞演藝經紀工作室 85209058 影視樂器類 魯映·棘奧 0989-029-508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13鄰崇德192之38號2樓 wawanicikasuan@gmail.com
音樂專輯、原民文創商品、各類型現場演出節

目&活動策劃
歡迎大家來到太魯閣山腳下、清水斷崖旁的花蓮縣崇德（得吉利Tkijig）部落。

839 花蓮縣 原來如此民宿 26646687 飯店民宿類 吳美香 03-8621-673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13鄰崇德192號 52soga1830@gmail.com
住宿·原民風味餐·原民搗米.射箭體驗·音樂表演

&交流·原民手作文創商品·

位於太魯閣山腳下的Tkijiq - 

得吉利部落，有著青翠寬廣的庭院草坪、以及一棵棵有故事且歷史久遠的美麗樹木

，歡迎大家😄

840 花蓮縣
山海王休閒事業有限公

司
59023985 運動休閒遊憩類 羅名材 03-8621-888 0928-298-286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海濱7號 hahahe.giant@gmail.com

獨木舟體驗、沙灘車體驗、勇士體驗、自行車

體驗

山海相依偎的美麗風景.溫暖陽光的輕聲呼喚.山海王獨木舟帶你享受與山林.海洋共

生的精彩生活.體驗自然無限可能

841 花蓮縣 naa'u娜舞工作室 87394662 文創藝品類 安歆澐 0988-366-589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176-1號5樓之2 yangui7777@gmail.com 原民文創商品、原民樂展演、原民創作專輯

yangui是她的本名，待過凱渥、闖過星光大道、創作音樂、主持節目、入圍金鐘

和金曲獎，每一次的經歷都在儲備她的能量。

她追求更美好的自己，每次的藝術創作無所畏懼地打破慣性，醞釀出嶄新的自己，

正蓄勢待發，展現純粹原住民真實的光芒。

842 花蓮縣 米西亞莊園 87516686 運動休閒遊憩類 魯映·棘奧 0989-029-508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崇德192之38號 mysia.farmland@gmail.com
露營·紮營·車泊·早點·休閒·小憩·新鮮蔬果採樂

趣

聽海·聽浪·垂釣·無光害觀星·賞螢·營火·烤肉·原民風味餐·原民樂舞·各類型音樂&藝

術表演

843 花蓮縣 LC手作工坊 87394620 文創藝品類 魯映·棘奧 0989-029-508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崇德192之38號(前面空地)《原

民風潮·山海文創x音樂市集》
kaetr2002@gmail.com

金屬線手作品，金屬手作品，手作文創金屬飾

品，其他金屬手工加工

本店以廢棄物中尋找無價值的廢棄金屬及其他廢棄物，在用老人家所傳授的加工工

藝和自學工藝技術，加以製作成藝品

844 花蓮縣 山裡文創工坊 87394683 文創藝品類 魯映·棘奧
0921-115-268 

0989-029-508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崇德192之38號(前面空地)《原

民風潮·山海文創x音樂市集》
bookmafu@gmail.com

融合木雕、飾作、彩繪布染創作。雜糧農漁產

品、小吃、飲料
部落特色小吃飲料取材自耕小農有機水果菜蔬、融合漂流木雕、飾作、布染創作

845 花蓮縣 伊古嘎兆工作室 87394918 文創藝品類 魯映·棘奧
0925-113-709

0989-029-508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崇德192之38號(前面空地)《原

民風潮·山海文創x音樂市集》
aaappp0326@gmail.com 原民文創商品 手做文創商品 原創潮牌服飾

846 花蓮縣 ji’wang吉汪工作室 87394614 文創藝品類 王謹育 0916-409-230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崇德192之38號（前面空地）《

原民風潮·山海文創x音樂市集》(週日市集，來之前請

務必電話0989029508詢問)

wjy880409@gmail.com 原名農特產品/創意手作/服飾、保養品/雜貨
ji’wang吉汪工作室之威動創作來自於多年部落生活,帶著部落文化創意傳達給更

多人知道

847 花蓮縣 獵人·迴谷 87394635 文創藝品類 魯映·棘奧 0989-029-508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崇德192之38號（前面空地）《

原民風潮·山海文創x音樂市集》(週日市集，來之前請

務必電話0989029508詢問)

hueiku460410@gmail.com
獵人相關手作商品DIY 

山海體驗、原民樂舞展演
獵人·迴谷 - 就在：原民風潮·山海文創x音樂市集

848 花蓮縣 abi阿比工作室 87394641 餐廳小吃類 魯映·棘奧 0989-029-508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崇德192之38號（前面空地）《

原民風潮·山海文創x音樂市集》(週日市集，來之前請

務必電話0989029508詢問)

abi640410@gmail.com 原民特色美食、風味餐、原民樂舞展演 大自然裡的在地新鮮食材，就在：原民風潮·山海文創x音樂市集

849 花蓮縣 嘎照．舞賽工作室 87394924 文創藝品類 陳昱瑋 0936-680-949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崇德192之38號（前面空地）《

原民風潮·山海文創x音樂市集》(週日市集，來之前請

務必電話0989029508詢問)

king101032tw@yahoo.com.tw 原名農特產品/木工手作/圖騰水印服飾、雜貨
嘎照．舞賽工作室之威動創作來自於多年部落生活,帶著部落文化創意傳達給更多

人知道

850 花蓮縣 慕虹工作室 87390981 服飾配件類 賴美謠 0985-332-425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崇德192之38號《原民風潮·山海

文創x音樂市集》(週日市集，來之前請務必電話0989

029508詢問)

may893930@yahoo.com.tw
原民手作服飾/包包/項鍊/耳環、原民樂舞展

演
結合傳統與現代之太魯閣族手作商品&優質樂舞展演

851 花蓮縣 魚凡手工創意木作 87390960 文創藝品類 魯映·棘奧 0989-029-508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崇德192之38號《原民風潮·山海

文創x音樂市集》(週日市集，來之前請務必電話0989

029508詢問)

yufan.artist@gmail.com
創意造型木作餐盤/點心盤/燈飾/粘板、diy體

驗、教學課程、木料批發

魚凡手工創意木作之感動創作來自於多年異國生活，巴黎到上海，最終回歸臺灣原

鄉大自然山海間而來的靈感。

852 花蓮縣
莫卡拉斯下午茶·咖啡·甜

點
87522370 早午餐甜飲品 吳美香 0928-357-464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崇德192之7號 wu9126@yahoo.com.tw 咖啡、下午茶、果汁、糕點 採用在地小農之農產品手工製作成甜點與果汁。

853 花蓮縣 Pangcah 廚房 85205460 餐廳小吃類 林嫤蘭 0989-024-051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崇德28-1號 linlin220538050@gmail.com
窯烤披薩、窯烤麵包體驗和銷售調飲、美式料

理、相關文創商品

用在地食材做出好味道

健康好吃的阿'美'族料理

風景優美崇德海灣步行3分鐘

夏日觀星好所在

854 花蓮縣 巴罕營家 87333223 運動休閒遊憩類 蕥夢優利 0916-887-010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崇德７０－３６號

beauty54@gmail.com
露營區、獨木舟立槳SUP、小吃、農產品伴手

禮、傳統原民手工技藝

【巴罕營家】位於花蓮清水斷崖、崇德村的海灘旁。旁有中央山脈，前有太平洋海

。營地門口出去1分鐘即可到沙灘，可以享受海邊釣魚，以及沙灘活動。

855 花蓮縣 叔惠工作室 26791295 服飾配件類 謝叔惠 0958-276-898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2鄰22號 a0958276898@gmail.com 織品.皮夾.飾品.服裝.藤製品
以多媒材的靈感、將布料的功能發揮極致、收納證件；收取方便、原民的織布紋路

不一定侷限在大物件、排列、置放的位置、多元的巧思、可讓大眾化接受。

856 花蓮縣 昌順外燴 87351185 餐廳小吃類 胡彥文 0905-577-664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2鄰22號 yenwen0615@gmail.com 餐飲 提供客戶美味佳餚，另可外送到府及操辦流水席方式

857 花蓮縣 得蜜努恩 31796329 服飾配件類 吳瑪琍 0987-433-882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4鄰45之9號 a0987433882@gmail.com 傳統織布傳統服飾 服飾配件 首飾 及文創商品

我的工作室是以傳統之不給傳統服飾、飾品配件，結合現代文創商品做販售，主要

還是以織布結合現代改良時尚服飾，及飾品類。

其終旨目的是想保留傳統織布技術，及能結合現代流行商品為主軸。

858 花蓮縣 赫赫斯小吃 72850727 餐廳小吃類 許婉琳
0905-136-071

0903-119-703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9鄰民樂5號 a2216233@gmail.com 原住民太魯閣族風味套餐、赫赫斯風味套餐

Biyaxsu~ 

我們是來自花蓮大禮部落的當地原住民太魯閣族，我們希望把部落的美食可以分享

給來到太魯閣的居民與遊客，希望他們不僅能夠看到太魯閣的美景，也能多了解當

地的文化，且品嘗到特有的美食！

859 花蓮縣 與民樂活民宿 82172418 飯店民宿類 李富美
03-8612-042

0976-075-031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民樂2號 fu536081@gmail.com 民宿

民宿位在太魯閣峽谷閣口附近，太魯閣國家公園區域內，環境清幽，登山步道健走

都適宜，更有太魯閣族族群的文化觀光，風味佳餚享用



860 花蓮縣 歌勒文傳工作室 31795644 文創藝品類 都姆恩．馬邵 0936-102-826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民樂38號 ttuuttuu@kimo.com
太魯閣族傳統工藝、原民風味料理、季節性農

特產品
有著太魯閣族傳統背籠的基地，在地的風味料理，充滿原民風的環境。

861 花蓮縣 富勝汽車 34888006 維修及租賃類 劉麗華
03-8262-908 0912-867-146 

0932-654-382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加灣179之17號1樓 h0989456273@gmail.com

汽車引擎養護

電機

底盤維修

輪胎

鈑金烤漆

富勝汽車企業社負責人戴金生

原任職日產裕隆汽車公司20年，技師長

民國99年9月開業至今

從事汽車養護工作資歷超過三十餘年

862 花蓮縣 馬耀雕房 31796236 文創藝品類 張夏武 03-8265-677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加灣17之51號 mayawaki@hotmail.com 石雕品藝廊

mayaw出生在花蓮玉里，擁有原住民阿美族血統，14歲就到石藝工廠拜師學藝， 

辛苦的磨練學習過程使得他擁有精湛、成熟的石藝技巧。 

也因此早年扎實基本功與對土地與文化情感， 

讓他的石藝創作充滿原住民文化特色與自然人文的情感。 

天生骨子的藝術美感與自然奔放的情感，以及對自然尊崇的信仰， 

「石頭」對他而言不是沒有生命的物品，而是擁有自然形與力、相伴人生的夥伴，

所以每一次「石雕創作」之前， 

都會仔細觀察每塊自然界對石材所賦予的結構與形態，用心與之對話，知其形， 

觀其意，透過在不斷的探究與自我觀照的過程作深層發掘， 

期待透過每一次石雕創作過程，完美傳達作品最佳的意象。

863 花蓮縣 荷娜工作室 87351397 文創藝品類 温秀茜 0905-932-992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榕樹23之3號1樓 a0968651418@gmail.com 農特產品、文創織品、石藝品
在地時令農特產品，箭筍、桂竹等等；太魯閣族圖騰織品，由於手作，限量發售；

本人酷愛石頭的意境山水，對有意珍藏的友人，割愛出售。

864 花蓮縣 慕谷慕魚民宿 30386749 飯店民宿類 范清龍 0972-157-189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銅門25-8號 doyong.marson@msa.hinet.net 住宿、餐廳、導覽解說、DIY、伴手禮
位於花東縱谷最北端的太魯閣族小山村慕谷慕魚遊憩區內，環境優美，停車方便，

鄰近有許多優質的休憩景點。

865 花蓮縣
一串小米獨立書店有限

公司
42770677 文創藝品類 趙聰義 0976-547-685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村中興11鄰31號之一 salizantikis@gmail.com 族語出版、部落小旅行 這裡有族語出版、部落小旅行

866 花蓮縣 山上那良農產行 85207410 農特產品類 沈良貞 0928-078-108 花蓮縣卓溪鄉崙山村6鄰49號 orlova.shen@gmail.com 苦茶油系列,秋薑黃系列,

位於花蓮卓溪鄉的崙山部落，以有機方式種植的苦茶籽，嚴格人工挑選過程，採第

一道初榨的黃金苦茶油，保留完整營養成份及生飲級的純淨自然的風味，這麼好的

商品僅在山上那良農產行買得到哦。

867 花蓮縣
花蓮縣卓溪鄉特用作物

產銷班第10班
87355865 農特產品類 沈良貞

0937-177-424

0928-078-108
花蓮縣卓溪鄉崙山村崙山49-1號 orlova.shen@gmail.com 苦茶油及苦茶油週邊商品

位於花蓮卓溪鄉的崙山部落，有黃金苦茶油之鄉的美譽，結合部落族人和產銷合作

，推廣部落特色作物。

868 花蓮縣 胡老爹菓子工房 54698150 早午餐甜飲品 田蜜
03-8350-081

0932-460-397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209號 yu2520@seed.net.tw 核桃糕.蛋糕.手工餅乾.糖果

將花蓮特色風味融入麵糰之中，一口便能嘗出風土美味。

懷著孺慕傳統心情，輔以創新精神，讓每個人都能吃到「幸福的感覺」！

869 花蓮縣 娜滋滋烤魚 82180183 餐廳小吃類 林夏英 0958-361-156 花蓮縣花蓮市主計里平路92-6號 u0927835103@gmail.com 無菜單原住民特色料理、烤魚
將原住民的居家野菜簡單料理搬上餐桌結合新鮮的鹽烤臺灣鯛魚；提供經濟實惠、

物美價廉、溫馨舒適的用餐聚所

870 花蓮縣 二街小吃店 9705346 餐廳小吃類 劉貴香 0932-653-189 花蓮縣花蓮市主權里德安2街20號 pahecek20105833@gmail.com 中西式早餐、飲料、咖啡 美味可口的營養早餐

871 花蓮縣 大溪地咖啡 29479564 餐廳小吃類 李坤原
03-8220-768

0925-425-807
花蓮縣花蓮市民心里華德街86巷7號 calvin6827@gmail.com 義大利咖啡、義大利料理、在地蔬果汁及冰沙

大溪地店內充滿鄉村氣息,座落於七星潭水旁，花蓮機楊的遼闊視野及花蓮七星潭

裡的水鳥生態盡收眼底。

872 花蓮縣 阿讓原美味 50726252 餐廳小吃類 王文娟 0936-309-028
花蓮縣花蓮市民主里東大門夜市(原住民一條街E35攤

位)
awakating@gmail.com

月桃飯、炒蝸牛、炒飛魚、炒山蘇、洋蔥烤肉

、蒜苗臘肉、虱目魚肚湯、野菜湯

本店備有許多經濟實惠的原住民快炒美食，除了最夯的月桃飯，還有炙手可熱的炒

蝸牛及炒飛魚，等著你來大快朵頤。

873 花蓮縣 黑芭比咖啡 31795840 農特產品類 詹壽美 0932-521-929 花蓮市國民九街96號 Blackbobby81@gmail.com 咖啡·餐飲·現場演唱·live show 進口中南美洲的莊園咖啡豆，現場烘焙，保證新鮮香醇。

874 花蓮縣 奔跑山豬運動教室 85088168 運動休閒遊憩類 溫昌霖
03-8338-008

0975-230-169
花蓮縣花蓮市成功街145號 nightwalker0083@gmail.com 運動服務業 花蓮唯一親子體適能健身房，讓大人及小朋友能夠分開上課，一起回家。

875 花蓮縣 龍私廚義法餐廳 54959942 餐廳小吃類 張曉如
03-8320-832

0931-191-169
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362-1號 aaronkitchen88@gmail.com 義法料理/無菜單料理/龍好食驗室課程

龍私廚品牌從2016年建立，展現豐富很有活力料理能量，主廚的用心獨特的醬汁

及新鮮食材，使料理不單是味蕾記憶，更添加文化與廚藝培植傳承的意義。

876 花蓮縣 拉亞漢堡忠義三店 87350469 早午餐甜飲品 林美姍 03-8221-280 花蓮縣花蓮市忠義3街31號1樓 Jacob0716@gmail.com 漢堡，飲料，三明治，蛋餅 提供附近居民營養&健康&衛生的早午餐。

877 花蓮縣 多加巧藝工坊 31791339 服飾配件類 陳婉麗
0905072583

03-8234438
花蓮縣花蓮市東興路345號 dorcas.studio@gmail.com 原風服飾,布品,皮件,織品,配飾等客製化商品 提供編、串、縫、織、拼、繪等客製化商品及DIY文化體驗。

878 花蓮縣 理髮師髮廊 82183689 美體美容類 徐麗雅
03-8311-390

0919-288-101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75巷16弄3號 debbieuuuu@gmail.com 剪髮，燙髮，染髮，造型設計

理髮師以簡潔工業風帶領顧客在享受髮型設計氛圍中找到最真實的自己，專業團隊

親民價格創造專屬完美自信

879 花蓮縣
奔馬數位iPhone手機維

修中心
49766939 數位3C家電類 沈昌 0975-368-481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里和平路587號2樓 hl970@hotmail.com

手機 保護貼 電源線 手機維修 電池 

手機保護套
專業手機維修 門號申辦 貼膜

880 花蓮縣 大後山熱炒 26639709 餐廳小吃類 劉大成 03-8567-121 花蓮縣花蓮市國富里中山路801號1樓 linlin4194@gmail.com 餐點
大後山深夜食堂（雞湯鍋）， 花蓮市。 610 

個讚。各式雞湯鍋熱炒，燒烤，聚餐小酌桌菜預定，外燴服務。

881 花蓮縣 熊之蜜民宿 2746856 飯店民宿類 黃秀花 03-8579-819 花蓮縣花蓮市國富里莊敬路200號 chen5810291115@gmail.com 飯店旅遊類

外景採用熊與蜜蜂的彩繪圖案，牆邊有花草來做造景，感受像在大自然裡的清新及

平靜，每間房型都以不同的主題來做搭配，也能讓客人在市區住宿時體驗到在大自

然的氛圍．

882 花蓮縣 mini109 50745201 服飾配件類 蘇蕭偉揚 0978-230-115 花蓮縣花蓮市博愛街109號1樓 u0978230115@gmail.com 服飾 當季流行時尚服飾

883 花蓮縣 迷妳民宿 87347057 飯店民宿類 蕭偉揚 0978-230-115 花蓮縣花蓮市博愛街109號2樓 u0978230115@gmail.com 民宿
本民宿位於東大門夜市及花蓮市金三角的中間，晚上只需走路3分鐘到夜市，市區

金三角名產街走路2分鐘可到，都非常的方便。

884 花蓮縣 原風藝站 31588315 文創藝品類 黃夏凡 03-8361-736 花蓮縣花蓮市博愛街116號 shervan001@yahoo.com.tw 文創商品 花蓮原住民族文創商品/伴手禮

885 花蓮縣 達蘭埠企業社 49772539 農特產品類 潘務本

03-8821-339

0912-935-983

0917-699-180

花蓮縣富里鄉竹田村25鄰雲閩5之1號 saw.mah69@gmail.com 香菇、金針、米類、苦茶油…等
瀰漫中空氣間帶點濕潤的芳香,雲霧中飄飄欲仙流連忘返，常讓人陶醉彷彿帶走所

有的煩惱，孕育自然的風貌成了花海美景。

886 花蓮縣 阿芳的店 85214236 文創藝品類 張富芳 0933-483-989 花蓮縣富強路229巷14號 uu0933483989@gmail.com

花東玉石、玫瑰石、臺灣玉、墨玉、海草玉、

玫瑰石印章、陶珠項鍊、薏苡項錬、薏苡手鍊

、

花蓮的玉飾品以手工精織配上獨一無二的玉石，

「玉，石之美者」，花蓮以崇山峻嶺、奇岩怪石為地區的自然美景，

以美石做為設計工藝品的出發點，在原民傳統工藝中創造特色工藝品，

透過行銷工藝品，可以擴增原民工藝市場的銷路，提昇原民部落的整體經濟。

887 花蓮縣 比拿法利安工作坊 26792647 農特產品類 賴財富 0915-197-117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復興路114號 laivuvu0915197117@gmail.com
咖啡禮盒 協助部落咖啡農推廣行銷咖啡豆

改善咖啡農實值收入

888 花蓮縣 喜樂工作室 87349386 美體美容類 林凱嵐 0912-007-164 花蓮縣新城鄉民有街190-3號 Lin09120071641003@gmail.com 腳底 肩背部按摩 遠紅外線光波 腳底 肩背部按摩 遠紅外線光波

889 花蓮縣 斯土有情窯 49741847 文創藝品類 温怡宏 0933-484-212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博愛路4號 u85357@gmail.com 陶瓷/木作 以陶瓷加入在地素材手捏或手拉坏成型再疊入柴窯燒製

890 花蓮縣 織娘之家 97443240 文創藝品類 連美惠 0910-248-020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新興路1號 ckm328@ms41.hinet.net
服飾、創意手作包、手機周邊商品、陶瓷器皿

、圍巾及素食餐飲等
原創手作商品及素食餐飲。

891 花蓮縣 萬佳鄉早午餐太魯閣店 50745390 早午餐甜飲品 簡亞晨 0975-960-272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新興路2號一樓 lovehannah0702@gmail.com 漢堡 吐司 總匯 鐵板麵 咖啡 飲品 義大利麵 嚴選在地食材新鮮蔬果結合地方小農販售產銷履歷蘿蔔糕及漁民合作製出魚堡。

892 花蓮縣 帕芙比比手作食堂 39812414 餐廳小吃類 孫銘啟 0980-823-232 花蓮縣瑞穗鄉中正北路一段189號 puffbebe@hotmail.com.tw 義大利麵/原住民風味餐 為尋找美食的人，提供飽足滿足，備受尊重的一餐。

893 花蓮縣 艾迪行旅民宿 85210604 飯店民宿類 蕭齊駿 0978-165-703 花蓮縣瑞穗鄉國光南路60巷40號 qj_xiao@outlook.com 民宿住宿
小老闆親手打造的夢幻ins打卡民宿，民宿內的每個小角落，都有屬於它的故事。

希望住進艾迪。行旅的你，一起成為屬於這裡的故事。

894 花蓮縣 泥妲咖啡 50741802 農特產品類 曾加如 0963-043-564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村009鄰中正路156號 ctrsmile28@yahoo.com.tw 咖啡豆, 咖啡耳掛

泥妲咖啡取於太魯閣族語「我們」的意思, 

為創辦人戴豐秋醫師為要幫助部落發展而成立的品牌,家鄉的土地結合有機的栽種, 

為你產出一杯健康的好咖啡。

mailto:Jacob0716@gmail.com


895 花蓮縣 翁藕工作坊 15798433 服飾配件類 陳翰融
03-8876-261

0988-714-071
花蓮縣瑞穗鄉瑞美村中正南路一段195號1樓 ttc8385@gmail.com 原民服飾、頭飾、禮服、配件、DIY材料等。

本店創立於1985年，本店主要販售各族原住民傳統服飾製作及設計、頭目帽冠、

女子花帽以及改良服飾，另店內亦有販售手作DIY材料。

896 花蓮縣 瑞穗驛站 41012183 餐廳小吃類 林梅 0916-566-111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村中正北路一段24巷2-6號 linmay1207@gmail.com 簡餐，火鍋，熱炒，蔬食輕食

每日食材都是預先控量以及優先酌量如果未先預訂 , 

本店一律以現有食才做餐點(人數多也會建議客官用快炒出菜)所以光臨本店用餐切

記電話預訂。



897 花蓮縣 奇蹟野戰營 49772003 運動休閒遊憩類 陳立明 0913-238-205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崇德183號 climing719@gmail.com

原民射獵體驗(傳統弓箭、彈弓、氣槍射擊)、

勇士風味餐、手工藝體驗(弓箭彈弓製作、串

珠、竹器、繩編)、文化與生態導覽及體驗

具有原野良好地形及友善生態環境，結合原住民傳統射獵技藝、文創藝術、生態導

覽及原民獨特攀爬、捕獵技能之體驗。

898 花蓮縣 娜羔文化藝創工作坊 37999808 服飾配件類 王晨希 0983-349-809 花蓮縣萬榮鄉西林村西林144號 c080144@gmail.com 原住民創作服飾、包包類、配飾、手工藝品

娜羔文化藝創工作坊的logo來源自非飛鼠遇見飛魚之意為男女相遇而結婚的故事

，女為臺東海岸阿美族靠吃飛魚為主，而男主為太魯閣族靠打獵吃飛鼠為主，故lo

go因而產生創作為飛鼠遇見飛魚圖案，以太魯閣織布做為創作靈感做出各式服飾

及包款，呈現織布的美在生活用品當中，織布結合現代材質創作服飾，包類飾品，

原住民風，展現原住民創作。

899 花蓮縣 嗎賀爾咖啡下午茶 85212666 早午餐甜飲品 梁燕玲 0906-016-717 花蓮縣萬榮鄉西林村西林171之1號 gpfun888666@gmail.com 咖啡、各式飲茶、蛋糕、馬卡龍
是太魯閣支亞干當地部落唯一的咖啡店，有現烘咖啡及品嘗高品質甜點，

店內主打馬卡龍為送禮首選，令人讚不絕口。

900 花蓮縣 萬馬咖啡 85211884 農特產品類 馬鍾啟 0933-998-205 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村馬遠92-23號 a0933998205@gmail.com 咖啡，米糕，紅黎，印加果油， 為了喝一杯咖啡，種一山的咖啡園

901 花蓮縣 正英商店 78043933 生活雜貨類 黃美純 0954-068-988 花蓮縣萬榮鄉萬榮村8鄰167之1號 meimei68988@gmail.com 生活雜貨、飲料、點心、農特產品

正英商店

在萬榮村是間大家都熟知的雜貨店，它已經有數十年歴史，承載了許多快樂農夫的

兒時回憶，雖然我來不及參與它的輝煌過往，但在婆婆生前的遺願下接手後，我保

持了大部分的原貌，除了延續著婆婆留下的痕跡，販售有簡單的生活用品、雜貨，

糖果餅乾，咖啡飲品，點心炸物和不可或缺的酒精性飲料。

902 花蓮縣 吉籟獵人學校 26117075 運動休閒遊憩類 程宏隆 0986-997-778 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8鄰水璉路179號 suntai038513990@gmail.com 獵人體驗、部落導覽、極限運動
以原住民傳統在山林生存的技能和智慧為基礎，加以設計成適合現代休閒的生態教

育遊憩體驗

903 花蓮縣 193古拉灣紫米產品 45113866 農特產品類 吳靜枝 0921-474-308 花蓮縣壽豐鄉米棧村二段99號 sestiti780911@yahoo.com.tw 紫米、紫米茶

「古拉灣」的紫米來自於海岸山脈西側的部落農田，以得天獨厚的麥飯石水源灌溉

，遵循部落耆老傳統的自然農法栽種。 

傳承了阿美族的傳統米食文化，延續部落族人愛惜土地與自然的理念，鼓勵部落青

年回鄉，將部落傳統的原生種紫米保種與栽種，讓國內外旅人能夠品嚐健康、用心

的紫米，並品飲由在地紫米萃取的好茶。

「古拉灣」天然優良的紫米茶、紫米、紫米牛軋糖等產品榮獲104年臺灣原住民族

委員會之原住民優質伴手禮之殊榮。

904 花蓮縣 弘爺漢堡（東華店） 72845865 早午餐甜飲品 王逸軒
03-8663-515

0985-181-971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正路141-1號 love00875@gmail.com 早午餐

以西式餐點為主，雖然是加盟創業，但不會因為連鎖企業的關係，讓餐點制式化，

反而會讓餐點的份量加大且多樣化，讓東華大學的學生，不會因為品牌價位而卻步

，因為我們的餐點都是大份量，吃到飽。

905 花蓮縣 堤岸原民園 85064813 農特產品類 吳宥葳 0953-109-463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木瓜溪南端忠孝段285地號 wu13436455669@gmail.com
美濃瓜(香瓜)、網紋瓜(哈密瓜)、玉女小番茄

、食用百合

堤岸原民園為有機果園，地點位在壽豐鄉志學村木瓜溪南端，該土地於105年取得

有機證書，主要栽種美濃瓜、哈密瓜、小蕃茄，食用百合。

906 花蓮縣 阿魯巴染部落手作室 82177928 文創藝品類 彭俊彥
03-8656-360

0926-413-527
花蓮縣壽豐鄉壽豐村15鄰壽農路20號 hualien21@gmail.com

植物染布包款類

染工藝手作體驗(刷染、槌染)

各式身體清潔用品手作體驗

阿魯巴染選用在地原生植物進行染製，過程無添加化學藥劑，染液可以回歸大自然

，

就如同阿美族與大自然相處，不破壞、不過度取用。

我們相信所造就的所有一切將回到我們本身，因此不使用非自然定色的染布，需要

長時間曝曬才可達到較為穩定的色系。阿魯巴染的過程就像四季變化，最後呈現最

沉穩的色系，無法複製的特性如同我們每個人獨一無二無法取代，並傳達永續經營

的概念，愛護鄉土是你我的責任！

907 花蓮縣 兆傳實業社 85209199 農特產品類 徐兆緯 0968-651-418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榕樹23之6號 ametofu@gmail.com 在地文創商品、友善農特產品及加工食品 多族群文創作品及潮流商品。

908 花蓮縣 創藝空間股份有限公司 27567099 餐廳小吃類 李秀娟
0987-156-455

038-641-222
花蓮縣壽豐鄉環潭北路12-50號 abc0987156455@gmail.com 簡餐，腳踏車出租，手工藝品

位於花蓮鯉魚潭風景區遊客中心駐點，屬於複合式多元店面，推動環潭腳踏車出租

，提供簡餐研磨咖啡服務及手工藝品販賣。

909 花蓮縣 馬耀精品 55925723 農特產品類 馬耀福佑 0933-880-707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一段174號 taiwan@tipga.org 有機咖啡、高爾夫球具、農產品、文創商品
馬耀精品是以高品質的產品為主，公司主攻有機咖啡、茶、在地農產品、部落書法

家之書畫及手做藝術品，繼之以高端精密之高爾夫器材及運動健康訓練器材為輔。

910 花蓮縣 馬耀咖啡 41458987 農特產品類 馬耀福佑 0933-880-707 花蓮縣鳳林鎮中華路140號(中華市場進大門第一間) mayawfuyu@gmail.com 咖啡 蛋糕 野菜 水果

馬耀咖啡採用阿拉比卡咖啡豆，以自產自銷為基礎。為了輔導照顧部落原住民同胞

的種植與擴大行銷通路，決定走向國際並與夏威夷做國際產銷合作，在鳳林開設馬

耀咖啡創始總店。

911 花蓮縣 龍達機車行 9839746 維修及租賃類 江品薇
03-8762-673

0978-822-880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一段310號 b_b19890327@yahoo.com.tw 機車、電動自行車販售及維修

多元化服務，機車買賣、機車分期、機車維修、電動自行車買賣、電動自行車分期

、電動自行車維修...

912 花蓮縣 友珍商號 94624232  生活雜貨類 林玉珍
03-8762-265

0952-392-826
花蓮縣鳳林鎮市場公有零售市場17攤位 a0952392826@gmail.com 柴米油鹽醬醋糖菸酒飲料蛋等雜貨 馬告香腸•柴米油鹽醬醋糖菸酒飲料蛋等雜貨

913 花蓮縣 林田山生態工作室 87348942 運動休閒遊憩類 蘇蕭偉揚 0978-230-115 花蓮縣鳳林鎮長橋里長德街10號 u0978230115@gmail.com 旅遊導覽
林田山是有文化歷史背景的地方，山明水秀靜下心體驗週圍大自然的懷抱，聽聽地

方的小故事~

914 花蓮縣 林田山民宿 26795139 飯店民宿類 蘇蕭偉揚 0978-230-115 花蓮縣鳳林鎮長橋里長德街10號 u0978230115@gmail.com 民宿

林田山民宿位於萬榮火車站前方30公尺處，附近有林田山、萬榮鄉明利村跳傘可

玩。

915 花蓮縣

保證責任花蓮縣原住民

第三景觀園藝勞動合作

社

9738402 文創藝品類 張美娟 0930-404-521 花蓮縣鳳林鎮萬森路65號 2208cmc@gmail.com 木作品、木雕品、織布機、手工原住民包包。

一、店家特色：社區合作社形態，結合部落木雕及織布文化，追求利潤回饋社區。

二、優質服務簡介：專案、安全的優良商品，推展原鄉部落木雕及織布文化，用原

住民的熱情給予最優質的服務。

三、結合部落工坊，創作援助手工包及織布研習課程。

916 花蓮縣 青輕慢食 50741628 餐廳小吃類 張楓青
03-8760-809

0915-917-127
花蓮縣鳳林鎮鳳仁里信義路255號 carol1200777@gmail.com 簡餐、便當 青輕慢食秉持輕食健康概念，提供現代人返古飲食文化。

917 花蓮縣 青禾企業社 87351642 農特產品類 張楓青 0915-917-127 花蓮縣鳳林鎮鳳仁里信義路255號2樓 FONG120077@yahoo.com.tw 咖啡、米糕、米 結合當地市集，銷售當地農作物，如咖啡、米、紅黎、雞蛋、檸檬

918 花蓮縣 輝雄企業社 95801229 其他 方運雄 0933-481-438 花蓮縣鳳林鎮鳳信里中正路一段116號 fangyun0803@gmail.com
房屋設備安裝工程、室內裝潢、建材五金批發

、居家及公共工程建設營造

提供消費者房屋設備安裝工程、室內裝潢、建材五金批發、居家及公共工程建設營

造之服務。

919 花蓮縣
莎娃綠岸文化空間工作

室
37772627 文創藝品類 陳英彥

03-8781-243

0926-330-842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村4鄰2-1號 lafaychen@gmail.com 文化體驗、 住宿、 餐點、文創商品

座落於梯田間 

 迎向蔚藍太平洋的莎娃綠岸文化空間，以多元化的經營品項，為旅人營造認識、

親近部落人文的平臺。

920 花蓮縣
那魯灣北回歸線文創產

業推廣中心
85351667 農特產品類 許綉雯

03-8781-738

0986-008-325

花蓮縣豐濱鄉靜浦村臺11縣北回歸線界標-

那魯灣北回歸線文創產業推廣中心
bess456@gmail.com

1.原住民農特產品 

(小米酒/洛神/紅藜/小米/剝皮辣椒/金針乾) 

2.原住民手工藝品/包包/服飾

3.傳統美食 4.原鄉咖啡

本工坊成立於108年12月 , 

本身是在地阿美族在因緣際會下在此開立分店,主要以推廣原住民族特色文化並販

售原住民族特色文創及農特產品

921 花蓮縣 花花草草 87353389 餐廳小吃類 黃紹禹 0922-521-616 花蓮縣豐濱鄉靜浦村靜浦176之1號 a0295142000@hotmail.com 冰品、咖啡、特色伴手禮、文創商品、藝術品 透過IP圖像集結部落農作物、藝術家、人文，研發創造各類在地特色商品及美食

922 花蓮縣 阿利客工作室 30152334 文創藝品類 蔡賢忠
03-8791997

0937-024-047
花蓮縣豐濱鄉豐濱村三民路25號之1 kulasalik@gmail.com

原住民阿美族傳統陶器、在地手工藝品、農產

加工茶包、乾果、醃漬品與蜂蜜。

本工作室承襲製作古老原住民阿美族傳統陶器與展售作品，也銷售在地手工藝及農

產加工茶包乾果醃漬品與蜂蜜等。

923 花蓮縣 樂炒殿食堂 87352972 餐廳小吃類 江孝忠 0927-300-783 花蓮縣豐濱鄉豐濱村三民路86號1樓 cmj711003@yahoo.com.tw 熱炒、海鮮、麵食、飯食

以永續經營為初衷,讓大家有可以相聚的場地,把我們喜歡的美食分享呈現給大家,把

樂炒殿的個性置入在店裡,把喜歡的美食.音樂.氛圍讓您們感受到,樂炒殿以最初心

料理繼續陪伴您們。

mailto:a0295142000@hotmail.com


924 花蓮縣 愛蜂阿ken小農蜜 82179566 農特產品類 張秀英 0935-883-425 花蓮縣豐濱鄉豐濱村永豐1鄰1-1號 ibee5168@gmail.com 蜂蜜伴手禮系列

因為喜歡，相信自己所愛的，於是有了「阿ken小農蜜」存在於你我彼此的生活裡

。

想要體驗吹著海風的小蜜蜂生態環境，以及購買在蔚藍海岸和山脈恩典的蜂蜜產品

，觀迎來電。

925 花蓮縣 東大門乳豬王 50729547 餐廳小吃類 陳福松 0939-476-528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原住民一條街E22 u0939476528@gmail.com 熱炒/燒烤/烤乳豬/鹹豬肉/馬告香腸/鹽烤魚

花蓮夜市東大門原住民一條街烤乳豬王，來花蓮遊玩除了欣賞花蓮的美外，更要嚐

嚐在地的特色原住民料理100元熱炒，部落套餐，野味全餐，東大門夜市裡各式特

色風味美食，也記得來我們這嚐嚐我們原住民的特色料理喔！

926 花蓮縣 百合工作室 10527783 文創藝品類 潘秀嫈
03-8791-591

0926-651-250
花蓮縣豐濱鄉豐濱村光豐路15號 a0926651250@gmail.com 皮雕商品 手工皮雕創作商品、客製訂做服務、皮雕DIY體驗。

927 金門縣 阿優依-金門店 24420018 文創藝品類 邱竩淓

08-7625-810

02-2552-2815

08-7625821#12

金門縣金湖鎮金湖鎮太湖路二段213號 gillhouse1413@gmail.com 咖啡、原民農特產品及文創商品等

Ayoi阿優依是原住民族委員會設立的通路品牌，蒐羅許多優秀部落業者的特色商

品，用文化和鮮豔色彩為您打造獨樹一格的生活況味，希望從Ayoi帶出去的每件

禮物，都是給親朋好友最好的祝福。

Ayoi！是蘭嶼雅美(達悟)族的代表感謝、分享的問候語，也是一種生活態度，跟上

阿優依，我們一起說Ayoi！

928 金門縣
薩伊之韌複合式養生公

司
85055589 運動休閒遊憩類 林育如

08-2352-389

0935-999-815
金門縣金沙鎮沙美76-1號 v85055589@gmail.com 農特產品、文創、小米酒

我們是全臺灣「唯一」一間，有原住民特色的複合式按摩養生會館，外觀提供有原

住民圖騰,貓頭鷹建物的打卡拍照景點。

內部有用十字繡百年畫框，做成畫廊與飯店的概念呈現，值得妳來品嚐享受，體驗

放鬆的好地方喔！

929 澎湖縣 海貝創意工作室 36877193 文創藝品類 林學海 06-9265-587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街1巷7號 phyllis5252@yahoo.com.tw 貝殼手工藝品、礦石藝品
海貝在澎湖中央老街內，是一間貝殼手工藝品店，另有珊瑚、文石等飾品琳瑯滿目

，是最佳的伴手禮選擇

【外島   共3間】

mailto:u0939476528@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