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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窗外的雨，霹靂啪啦下個不停，台北似乎不會因為這場雨而緩慢一些。

最近看了一本書「說走就走」，兒子想走路環島，爸爸正好也離開了職場，於是51天的父子環島行就

這麼開始了。環島的形式有很多種，他們卻選擇了「走路」，可能會很好奇問為什麼？兒子會酷酷的

跟你說：「就是想走路，沒有為什麼。」

從那時候開始，每件事的前提，總是習慣找一個理由，這樣的習慣像是想證明自己為了什麼而存在，

「慢活、樂活、慢食尚、慢⋯」「加減愛地球」⋯。在一個腳步慢不下來的城市裡，被推著跑，也或

許就這樣慢慢的習慣了，卻有些爭扎，在某個時間點上，來來又回回，重覆著，又持續的進行中。慢

慢形成一種藉口，有時清楚，時而模糊⋯⋯

在下雨天來到了十二寮，沒有為什麼，出發了，人就在這裡了。

緩緩慢慢不急不趕，遊客果然不怎麼多，不是假日來，不是好晴天來，客家阿婆依然熱心不減的招

呼著。或許他們不怎麼明白慢活是怎麼回事，因為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態度；加減愛地球，他們隨著

二十四節氣栽種蔬果，享當季，當然也吃在地，更樂於分享，沿路都是最傳統的農民市集。無論何

時，無論晴天還是雨天，在十二寮發現一種生活，好不快活，就該是這樣！

發現一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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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十二寮

離開，台北。早上的天空是灰色的。一個人搭上七點五十分的國光客

運，往竹東。

經過一個半小時後，我出現在竹東的新竹客運總站，改搭九點四十分

往珊珠湖經北埔的市內公車，繼續。車程中不停出現阿公阿婆用流利

的客家話交談著，想仔細的聆聽，聆聽著我聽不懂的語言，我喜歡不

熟悉的陌生，可以用微笑拉近人與人距離的親切。半個小時後，司機

大哥提醒了我，下一站就是最接近峨眉湖與十二寮。就停在「峨眉湖

牌樓」旁。

到了。從「峨眉湖牌樓」出發，沿著峨眉湖，抵達十二寮大橋，即

十二寮休閒農業區的入口處，總長為2.2公里。接下來，就準備步行

了。

兩條腿是所向無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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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最好玩的地方就是發現，光這一點就可以推翻所有的藉口。看見可

以往下走的標誌，憑著直覺的走下去，結果就看到龍眼樹下的雞舍，雞

還因為我的打擾，驚嚇了。主人聽到雞啼叫聲就從屋內走了出來，笑笑

的看著我說：「來走步道的嗎？」原來峨眉湖的環湖步道就是從這裡開

始的。民國90年峨眉鄉公所沿湖畔開闢環湖步道，走累了，還有挑高的

涼亭可以邊休息邊享受湖畔風光！

峨眉湖舊名大埔水庫，民國49年完工，是首座由國人自行設計興建之

水庫工程。峨眉湖水迷濛蕩漾，對映蓊鬱的遠山近林，一旁還有結實累

累的柑桔樹；湖畔漫步，風徐境幽，身旁還有白頭翁、紅嘴黑鵯、五色

鳥、大冠鷲⋯陪伴著，運氣好的話還可看到捕魚高手－鸕鶿入水捕魚的

英姿呢！ 

而全亞洲最大尊，高達七十二公尺的彌勒佛像，相當二十四層樓的高

度，環湖無論走到了那個角度，都可以看見這座超愛微笑的新地標。沿

路上，都可以發現榕樹下提供了貼心的木椅供休憩呢！而這裡更是腳踏

車車隊的最愛，少了排放廢氣的汽車，空氣中多了一份微微的清涼。2.2

公里的路程，就這樣邊走邊拍，盡往小路鑽，背著沉甸甸的背包下，完

成了。

至少走了有一個半小時左右。在不趕時間下，終於到達了十二寮休閒農

業區。老實說，有好幾次想招手搭便車，或是搭苗栗客運，但最後還

是自我催眠，「十二寮就在不遠處，真的快到了」。此時，腦子只想著

如果沒有腳踏實地的走過，很多東西就只是經過，沒有停留下了。就這

樣，撐住了，完成了。

2.2公里的環湖之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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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故事

沒有過度的包裝　只有純粹

十二寮休閒農業區位於峨眉鄉湖光村峨眉湖東南邊，

早期是提煉樟腦油的區域之一，

設有樟腦寮，編號第十二，故稱為十二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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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帶有一個由黃家開鑿的大埤，就是十二寮大埤，主要是灌溉附近的農田。

黃家是來自於赤柯坪，在此地開發也最早，所以住戶以黃姓為大姓，

因此來到十二寮休閒農業區時，一定會遇到許多的黃老闆，

了解此地的開發史之後，就不必感到奇怪了。

近年來自然環境的保護與觀光業之開發，

十二寮地區也建立起十二寮休閒農業區的範圍，

而湖光地區正好位於峨眉鄉的中半部，

此區最著名不僅只有風光秀麗的峨眉湖步道，

十二寮登山步道更是最天然的健身中心，

而規畫完善的自行車專用的道路，

特別適合喜愛自行車遊的旅人。

隨著十二寮休閒農業區帶動的觀光熱潮，

十二寮地區的餐館及小吃店沿途增加，

有的以客家傳統當招牌，

有些以古色古香做為吸引遊客的重點，

另外也有以異國風情為主的浪漫咖啡館，

讓來訪此休閒農業區的旅人享受多樣化的道地美食。

從早期的樟腦產業文化，到現在發展成休閒產業，

看見了在地人的用心與執著，這裡真的很鄉下，沒有7-11，

這裡步調真的很緩慢，比起台北。

沒有過度的包裝，

屬於十二寮　　獨一無二的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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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活動

十二寮倚山傍水，除平坦農耕地外，四周山丘環繞。民國76年，在政府輔導

下，成為農村綜合發展休閒區，在平緩地區，青椒、蕃茄、苦瓜等蔬菜，品

質優良受到歡迎，而靠近山坡地，則是栽種柑橘與文旦柚的好地方，此外還

有彩色甜椒、水梨、東方美人茶等農產品。

吃在地　享當季

東方美人茶

「東方美人茶」是峨眉鄉享譽中外的著名特

產，相傳在18世紀英國女皇品嚐後，為其絕妙

風味及狀似花朵的嬌艷外貌讚賞不已，而深受

英國王室愛好御用，因此被命名為「東方美人

茶」。經人工採摘一心二葉精製而成，早期茶

葉外銷暢旺時為烏龍茶中最高極品。

抱得美人歸　 年產僅有一季，每年6月的芒種

∼端午節氣之間生產，最佳產期

只有10天。

請喝茶　 每年7、8月舉辦「東方美人茶」產業

文化系列活動，一起來品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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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採收時期，村內處處可見網室內外形豐

滿、色如白玉的苦瓜垂條而下，引人垂涎。農

友說，苦瓜切片，以冰水冰一小時，再淋上沙

拉，是品嘗白玉苦瓜滋味的最好方法；或可以

鹹蛋炒苦瓜、苦瓜炒丁香，則是帶點客家味的

吃法。

賞味期　

　　白玉苦瓜　產期為6月中旬到8月中旬

　　番　　茄　產期為10月中旬到12月下旬

　　彩色甜椒　產期為11月上旬到4月下旬

白玉苦瓜

空氣裡飄著淡淡的柚香，3月裡的十二寮，是白

色的幽雅；十二寮的9月天，是結實累累的文旦

柚，搶收上市的農忙。走路漫步於此，只管享

受大自然的奇妙。

賞花期　3月至4月下旬是柚花盛開的日子。

賞味期　 8月中旬至9月最適合。文旦柚經「辭

水」後，其風味極佳。可供應至11

月。

文旦柚

在樹稍間金黃飽滿的桶柑，是峨眉地區除了滿

山青綠的茶樹之外，另一幅富有鮮麗色彩的山

野風光。因為土質好，氣候佳，而造就出甜度

高，酸度適中的峨眉桶柑。

來做客　 每年1、2月間會舉辦「桶柑節」，敬

祝大事大桔，好運到。

桶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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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光山色

十二寮西臨大埔水庫及蜿蜒的峨眉溪，

東臨山巒疊嶂的丘陵地形，三面環山，

進入其境，倚山傍水的景象瞬間映入眼簾，

彷彿來到一處絕美的寧靜之地。

三面環繞的山稜線間，

圍擁著一塊平坦的平原之地，平原中遍佈著大小埤塘，

這可說是位於峨眉鄉十二寮獨有的特色景觀。

某日下午

峨眉湖又名大埔水庫，位新竹縣峨眉鄉，坐落於湖光村，

橫跨湖光村和富興村。大埔水庫是截取峨眉溪上游的溪水

而成的，這水庫不大，沒有一點的人工味，看起來反而像

是湖光山色的大湖，所以當地人也稱其為峨眉湖。

峨眉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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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下午，我無所事事，

從南海路走到復興北路，

中間經過了總統府、台北車站、光華商場⋯

還有數不清的紅綠燈，九十秒開始倒數計時的，

高樓大廈旁的小巷弄，總隱藏著一股平易近人的神祕，

無特別張揚，卻總是排隊排到轉角處，

是瘋狂，對於好的事物的迷戀，

總是義無反顧的往前。

因為某日下午，我無所事事的走路這件事，

讓我想起某日早上，我走在峨眉湖畔邊，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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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鄉的自行車道環繞大埔水庫（峨眉湖），從富興庄出發，經十五

寮、十四寮、赤柯坪，經馬山橋回到富興庄，形成一條環繞峨眉湖，全

長約為7公里的清涼踏騎路徑，或見湖光瀲灩，或山林間森呼吸，沿途蟲

鳴蛙叫、水鳥悠遊，可是健行散步的最佳勝地。

環湖步道（及自行車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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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峨眉鄉峨眉湖

細茅埔吊橋為峨眉鄉富興村與湖光

村細茅埔交界處，昔日大埔水庫建

造時，為修築五處吊橋以方便兩岸

往來交通，目前只剩細茅埔吊橋而

已。橋上可一攬峨眉湖波光粼粼，

更可遠眺獅頭山、五指山、鵝公髻

山，風景極佳。

細茅埔吊橋03 峨眉鄉峨眉湖



十二寮登山步道全長約2.8公里，最高可達海拔165公尺。步道階梯多以木頭

製成的且天然資源豐富，原生的樹木、果樹保存完善，很適合大、小朋友一

起出遊造訪。這座登山步道的出入口有好幾個，怎麼走都是在十二寮內，像

「ㄇ」字型的步道，距離也不算太長，除了可以騎自行車環繞峨眉湖外，也

可以走走登山步道，運動健身。不過山上蚊子多，記得買瓶香茅油驅蚊，很

管用呢！

十二寮登山步道

富興村是峨眉鄉人口較為聚集的村落，早期也是墾隘的

據點之一，由於此地丘陵平緩，物產豐富，金廣

福墾號拓墾此地之後，將此地取名為富興，有富饒、興盛之意。

本地盛產茶葉、樟腦，而造就一個富饒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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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寮休閒農業區內

老茶廠旁的曾家老宅，門前有棵幾

可合抱的迎客松，門首上書「魯國

世第」四個斗大的字，是開發富興

庄的老宅院，原為斗子磚砌成，可

惜大部份建築毀於民國24年的關刀

山大地震。重建後保留130年多年

前蓋的正廳和右側大門，以及前院

部分牆壁、柱子。院子裡的地面是

用壓艙石所舖成，在峨眉來說是一

棟深具歷史意義的宅院。
＊曾家老宅只在週末假日開放參觀，而老宅內還有人居住，參觀時盡量不要打擾他們的生活喔！

曾家老宅05
峨眉鄉富興村大同街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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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鄉富興茶廠早在百年前即已興建，當時所製造

紅茶外銷歐洲及北非等地，於盛產時期日產2、3千

斤乾燥茶。民國80年初，富興茶廠歇業，但製茶機

具、設備，至今尚保存完整。未來將會朝茶葉博物館

的方向規劃，讓所有人了解客家人早期種茶製茶的辛

苦和歷史。

富興百年茶廠06 峨眉鄉富興村大同街8號

樟腦油是火藥和化學工業的原料，是台灣早期重要經

濟產業。峨眉富興村有一家提煉天然樟腦油的「阿良

頭」樟腦寮，其為北部僅存的樟腦寮，目前仍舊繼續

煉製樟腦油。夏日山區多小黑蚊，買瓶質純安心的樟

腦油，十分好用呢！

樟腦寮07
峨眉鄉富興村大同街16號（富興國小旁）

位於峨眉湖北岸，跟著路邊大茶壺的指標往內走，其

以自產自銷的方式供應綠茶、烏龍茶、東方美人茶等

茶葉及相關副產品。內部分為製茶區、泡茶區和展示

區三部份，遊客可在泡茶區喝茶品茗，或嚐嚐特別的

茶焗蛋，風味獨特；製茶區裡，可觀賞茶農示範製茶

過程；展示區則以文字、照片，圖文並茂的介紹茶葉

的歷史，並陳列製茶機器。

富興茶展中心08 峨眉鄉富興村12鄰22-6號



即性演出

是等待，

有時是無意。

一步一步，往前，偶爾退後，

更多時候就這麼停住腳步了，

在某個定點上，

像貓一樣叫聲的紅嘴黑鵯，

有著紅色頭冠的紅冠水雞，

風吹，迴旋落下，十二寮沿路盡是楓香的蹤跡⋯⋯

除了我們以外，

這裡正上演著場場不收費的嬉戲，

無與倫比的美麗。

無與倫比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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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時是觀賞青帶鳳蝶的好季

節，這時可是要好好注意山區旁

的小溪澗，因為青帶鳳蝶有群聚

在水邊吸水的習性，數十對青綠

色翅膀齊聚在一起，極為美麗。

體型側扁，尾巴細長，是台灣特

有種也是體型最大的，屬於晝行

性的蜥蜴，超愛吃昆蟲大餐及其

他小型無脊椎動物，休閒活動則

是在空曠的樹幹或地面上曬曬太

陽，超可愛的啦！

斯文豪氏攀木蜥蜴
Japalura swinhonis Gunther

青帶鳳蝶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十二寮裡的大小埤塘，可是許多

水鳥的最愛，秧雞科水鳥就是這

裡的常客。外觀猶如頂著紅色頭

冠的紅冠水雞，常可看到牠帶著

剛出生的幼鳥在埤塘內活動呢！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俗稱「臭蟲」的椿象，因為體內

有臭腺會發出惡臭，而被冠上了

這個不雅的名字。身上布滿灰褐

色碎花狀斑點的黃斑椿象，族群

相當多，身上的斑點也讓人很容

易記得牠們。

黃斑椿象
Erthesina fu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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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寮夏天的主角，成蟲喜歡吸

食樹液，尤其是光臘樹；但幼蟲

的生長環境卻是在暗無天日的腐

木中，終日啃蝕腐木，然後在樹

幹中化蛹、羽化，期待有朝一日

能成為一隻美麗的鐵甲武士。

獨角仙
Allomyrina dichotoma

十二寮一年四季都可見的蝴蝶，

體型碩大的大鳳蝶肯定榜上有

名，只要天氣放晴的日子，總會

來回穿梭在花叢與森林間。

大鳳蝶
Papilio memnon

它們葉片上有著明顯的縱向皺

摺，另外還有一至數條的橫向皺

摺，這也是民間用來預測今年颱

風數目的根據，颱風草也因此聲

名大噪。

颱風草
Setaria palmifolia

類似貓咪的「喵喵」聲，也有人

說像是小嬰兒的哭聲；冬天一

到，紅嘴黑鵯成群出沒，全身被

著黑色羽翼，搭上鮮紅色的嘴

巴，絕對能馬上認出牠來。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進入十二寮，很難不被成排歡迎

你的高大喬木所吸引，它們就是

楓香。以行道樹之姿出現，秋冬

會變色的葉片，騎腳踏車經過遍

植楓香的大道時，好不愜意。

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5至10月池邊正好開滿白色蝶狀花

的野薑花，野薑花不僅好看，香

氣更是迷人。

野薑花
Hedychium coronarium

花期從6月開始一直到11月，夜間

開花的穗花棋盤腳，其穗狀花序

超像一串煙花綻放在黑夜中，綻

放一夜的璀璨。

穗花棋盤腳
Barringtonia racemosa

要欣賞成群的小白鷺，可到峨眉

湖畔，當夕陽西下倦鳥歸巢時，

就有機會見到鷺鷥成林的影象。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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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十二寮

日日是好日 一杯咖啡，搭上懶洋洋的午后，

一壺香草茶，三五好友不無聊，

一份臭豆腐，滿足嘴饞的自己，

一碗熝湯　，感受最道地的客家美味，

但是，在十二寮有一丁點怪奇的組合，

有關「吃臭豆腐喝咖啡」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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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留下回憶，離不開想念的思愁，

日日是好日，一抹微笑，即是。



聽陳老闆說，有人就是特地從台北南下住一晚，大多數的理

由就是想暫時離開匆忙。鳥地方擁有一片寬廣的翠綠茶園與

菜園，而頂著紅紅帽子的咖啡屋座落在滿是綠意的草地上，

到處都可聞聲不見其影，展翅高飛的老鷹、白頭翁等是這裡

的常客，夜宿一晚，離開匆忙有時只為了聆聽此般俏皮自然

的交響樂，如此而已。

極力推薦

現烤下午茶餅乾，有滿滿茶香味的，有養生功效的芝麻，有

美味可口的葵花子等，來到這兒若沒品嚐，就太可惜了。

可夜宿的鳥地方庭園咖啡01

鳥地方庭園咖啡

聯絡人：陳雅彤

預約專線：0972-608348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十寮坑11鄰37-1號

營業時間：全年無休，咖啡屋週六、日營業

營業項目：咖啡、簡餐

戀人也戀物

想念從這裡開始

十二寮　

在地人的可愛

在地手工的可貴

再簡單不過的自然　

微微感動

鳥地方就是Fre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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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光臨

純手工製作　現做現賣

鬆軟的紅豆餡包裹著　圓圓鼓鼓的　絕對份量

一口接著一口　再一口

糯米皮的Q勁　內餡甜而不膩

老闆　我要一盒紅豆　　

另外一盒不包內餡　客家傳統　　沾花生粉吃的那種

好東西　數量有限　賣完為止

不買可惜洪記客家03

洪記客家

聯絡人：洪雲振

電話：037-602280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十寮坑13鄰22-1號

營業時間：�週六、日08:00開始營業

營業項目：�　　、客家肉粽、　　DIY（須預約）

手工　　好正點

第一眼看過去最特別的就是以竹子搭建的房子，林老闆

說：「除了是重視環保、珍惜大自然外，另一方面就是

希望能保留原住民竹的文化。」農場以DIY與戶外教學為

主，取材皆以大自然產物為主要原料，如手染棉布等，老

闆更規劃了一系列的戶外教學行程，其中包括從陷阱製

作、繩索吊橋、弓箭射擊、還有竹筒禮炮試試膽量喔！

好玩又好吃

新推出的養生餐與藥膳餐，其特色是不油炸、少油少鹽，

更採用當地有機蔬果為食材，既健康又保身呢！

強調自然的平埔竹農場02

平埔竹農場

聯絡人：林錦豐

電話：037-604521�預約專線：0928-914118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十二寮13鄰23號

營業時間：�全年無休，依旅客的行程，機動配合

營業項目：�合菜、竹筒飯、戶外教學（竹筒鼓打擊樂、弓箭射擊、

射箭體驗等）

竹子夢工廠

一口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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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他們有做好不帶走的嗎？有的話，可不可以賣

給我們咧！」

「不好意思啦！他們是參加我們黃金菜包DIY（南瓜菜

包）的行程，我們沒有單獨在賣菜包啦！」

除了黃金菜包DIY外，其實活動是一整天的。從品嚐DIY

客家　粑、騎腳踏車環峨眉湖、農園導覽、客家擂茶

等，無論是大朋友還是小朋友，自己動手做的品嚐起來

就是特別美味。除此之外，黃老闆親切地分享著農場的

大小事，解說著季節性的蔬果，還有愈來愈年輕的黃爸

爸（黃老闆的爸爸），穿著自家的工作服，和兒子、孫

子共同參與著，遊客有什麼需求，總是熱情的協助。

黃家人對於在地的用心，像是來到黃家做客一樣，即便

不認識，點個頭，送上一抹微笑，如此。讓我還沒離開

就開始想念起這裡了。

田園生活十二寮休閒農園05

十二寮休閒農園

聯絡人：黃兆文

電話：037-602708　預約專線：0928-211886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十二寮13鄰21-1號

營業時間：例假日07:00∼18:00，非假日請事先預約

營業項目：親採蔬果花卉、合菜、田園教學、客家米食DIY

只有自己動手做

　　　 才有得吃

隨風起舞的風車，有一簾幽夢美名的錦屏藤飄呀飄呀，空氣裡蔓延

著香草淡淡甜甜的馥郁，逛著種滿香草的園子，先前和店家主人索

取一個屬於自己的香草配方，泡一壺新鮮現採的香草茶，廝混一下

午，沉澱好久不見的自己。至於茶裡有青箭口香糖的味道，其實就

是香草裡有台灣土薄荷啦！

極力推廌

香草蔬果火鍋可是店裡的人氣王，以香草、蔬菜、水果熬煮數小時

為火鍋湯底，輕淡的果香，散發一股自然風味！

現採最鮮紫水岸香草花園04

紫水岸香草花園

聯絡人：黃兆然

預約專線：0988-309589、0925-003121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十二寮12鄰2-5號

營業時間：�例假日08:00∼17:00，請事先預約，可延長至21:00，非假日只開放

團體預約

營業項目：香草料理、花茶、咖啡、露營

這
香
草
茶
有

　

青
箭
口
香
糖
的
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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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大片的落地窗，怎麼看都像一幅會走動的畫，隨著窗外

四季的變化。選了一個最靠近落地窗的位置，喝著店家主人

推廌的咖啡，好不愜意；皮超Q肉超嫩、香而不膩的東坡肉

套餐，像媽媽在家裡焢出來的味道，讓我忍不住再跟老闆要

了一碗白飯，果然美食的誘惑戰勝了理性。

暫停一下

門前的一個埤塘，表面長滿了水生植物，運氣好的話還可以

看到紅冠水雞帶著剛出生的幼鳥在水生植物上走動覓食呢！

有庭園花圃的5R咖啡06

只有自己動手做

　　　 才有得吃

5R咖啡

聯絡人：侯淑娟

電話：037-604580　預約專線：0921-370238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十二寮13鄰15-6號

營業時間：�平日09:00∼17:00

　　　　　週六、日09:00∼22:00

　　　　　國定假日請先預約訂餐

營業項目：簡餐、咖啡、花茶、各式點心

老闆我還要一碗白飯

偶爾經過掉滿地的楓香葉

隨著單車的速度　起飛　然後落下

大小埤塘　一個二個三個⋯⋯

咖啡廳　休閒農場　客家小吃　一間一間又一間⋯⋯

三合院　平房　高級樓房　彼此相互錯落著

湖光村十二寮裡　現代與傳統融合著

除了建築物以外的

比如　客家菜包　

比如　熝湯　

一圈又一圈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當季冬瓜　兼著在賣　

除了出租腳踏車以外的事業

進財老闆說　如果悠閒可以出口　這裡一定很富有

單車練習曲進財腳踏車出租07

進財腳踏車出租

聯絡人：范進財

電話：037-602490　預約專線：0963-127002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十二寮13鄰17號

營業時間：週六、日07:30∼18:30，非假日請事先預約

營業項目：腳踏車出租

一圈又一圈

騎單車乘風去



20

柳橙汁、西瓜汁、橘子胡蘿蔔汁、苦瓜汁、奇異果

汁⋯新鮮蔬果現榨，喝上一杯，保證精神奕奕呢！

另外，傳統小吃臭豆腐可是元氣家族的經典美食，

常常有旅人就是特地為了他們家的臭豆腐而來，有

時還外帶呢！酥脆可口的台式臭豆腐再搭配上特製

的辣醬，一口接著一口，看似簡單的小吃，卻隱藏

著極美味的口感！再點上一杯義式咖啡，可是這裡

最具創意的吃法，一定得品嚐看看！

吃臭豆腐喝咖啡元氣家族08

元氣家族

聯絡人：溫修汝

電話：037-603701　

預約專線：0932-566367、0928-100341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13鄰10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特約團體20人以上開放

　　　　　週六、日09:00開始營業

營業項目：合菜、簡餐、咖啡、臭豆腐、花茶、蔬果汁

超香臭豆腐

「阿嬤，這個火龍果甜不甜啊，是白肉還是紅肉咧！」

「當季的，尚甜啦！來！切一塊給你吃看看！」

「哇！阿嬤，真甜咧！想不到白肉火龍果也很想吃呢！」

「就跟你說保證是甜的，這都是阿公自己種的喔！」

和阿嬤，你一言我一語中，又多吃了好幾塊免費的火龍

果，阿嬤還說阿公除了種火龍果外，像是冬瓜、苦瓜、南

瓜、筍子等當季蔬果，只要季節對了，

食物自然美味。田園米食是阿嬤開的

店，而田園休閒坊則是阿嬤的兒子所經

營的，原來是一家人啦！親切的阿嬤和

阿公，除了招呼著客人買農特產外，有

時也會幫忙兒子出租腳踏車，態度超級

親切的！

大發現

客家發糕和客家菜包可是阿嬤用舊式木柴生火的灶，現場

包裝、蒸炊，超有古早味的！

單車練習曲．田園休閒坊09

田園休閒坊

聯絡人：吳永琳

電話：037-602393　預約專線：0932-256476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13鄰10號

營業時間：例假日08:00開始營業，非假日預約開放

營業項目：自行車、電動車、引擎車出租、DIY教學

除了出租腳踏車

以外的事

非嚐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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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主人黃阿嬤，擁有四十多年的美食料理經驗，其餐廳

主要提供客家風味菜。黃阿嬤說：「來我們這裡當然就要

品嚐一下道地的客家菜，而且這些食材。像蔬菜是我自己

種的，雞肉也是我自己飼養的放山雞呢！真的很鮮。」一

份濃濃的客家情懷，收買了味覺的感動。

客家風味　 山花餐廳11

　 山花餐廳

聯絡人：黃蕭香妹

電話：037-602387、037-602715

預約專線：0910-708504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十二寮12鄰9號

營業時間：11:00∼20:00全年無休

營業項目：客家合菜、簡餐，亦提供到府外燴

即便有多想講話，聽到陶笛的聲音都會默默的閉上嘴

巴，然後找個舒服的位置，或站，或坐，隨意。譚老闆

夫婦倆每逢假日就會帶著女兒到十二寮休閒農業區販售

陶笛，即性的演奏，親切的示範教學，充滿節奏感的

十二寮，是優美，是清脆，是悅耳。

愛耍花樣

圓型的陶笛都有各式各樣的花紋彩繪，甚至還可配合當

時季節，製成特別款的桐花彩繪、櫻花彩繪呢！

把聲音買回家陶笛の家10

陶笛の家

聯絡人：譚國榮

預約專線：0932-377676　FAX：037-611984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十二寮12鄰9號

營業時間：週六、日10:00∼17:00

營業項目：�陶笛（量販、批發、開發、代工）、DIY彩繪陶笛批發、

現場教學

此時無聲勝有聲

黃阿嬤的手路菜

ㄌ
ㄠ̀

ㄌ
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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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這個西瓜怎麼賣咧？」

「小姐對不起啦！我們現在只賣冬瓜，不賣西瓜啦！」

「什麼那是冬瓜！！！！」

「是啊！今天已經有太多人問我了，你不用太難過啦！」

「你仔細看冬瓜的表皮有刺刺的毛，西瓜則是光滑的表皮；

另外圓滾滾的外表，形似小玉西瓜，那個是芋頭冬瓜，煮起

來有芋頭的香味呢！」

台灣農業果然不是蓋的，

如果在十二寮農特產品展售中心看到圍一群人，

別懷疑，老闆正在現場教學！

當季當地十二寮農特產品展售中心12

十二寮農特產品展售中心

電話：037-604513預約專線：0932-614599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12鄰7-8號

營業時間：6:30∼18:00（即便是下雨天都會開）

營業項目：當季蔬菜及水果

招搖撞騙的冬瓜
白斬雞、糖醋魚、涼拌苦瓜、菜脯蛋、客

家小炒⋯小黑板上的Menu介紹著合菜的價

格，就在店門口旁，另外也有單點的菜色

可選擇呢！而店內寬敞的空間，家庭聚會

想在這裡辦桌，肯定沒問題；而自家飼養

的土雞，可是來楓城必點的招牌喔！

客家風味楓城土雞客家美食館13

楓城土雞客家美食館

聯絡人：陳書宜

電話：037-602828

預約專線：0938-619002、0921-179886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12鄰7-8號

營業時間：週六、日09:00∼21:00

營業項目：土雞風味餐（團體須預約）

楓香大道旁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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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搶著排隊的親子馬，是小孩的大玩具，一圈又一

圈，玩的不亦樂乎；牆上刷著淺綠搭上橘黃的溫暖，室內

的黃燈，因窗外透進的自然光，打破了純粹的氛圍，耳邊

傳來柔和的古典樂曲，一坐就是一整個下午。愛聽古典樂

的吳老闆，總是一邊跟你聊著古典樂，一邊還笑咪咪的詢

問著，「這餐點有沒有要改進的？」「還有餐點還沒上

嗎？」聊天中還不忘客人的意見呢！

吃吃看

份量超大的巧克力棉花糖鬆餅，

一口咬下去棉花糖在嘴裡化開

來，甜蜜的滋味超幸福的！還

有，二個人吃一份，剛剛好呢！

有親子馬的巧克力咖啡屋15

巧克力咖啡屋

聯絡人：吳金政

電話：037-602353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十二寮6-5號

營業時間：週六、日09:00∼18:00

營業項目：咖啡、鬆餅、健康花草茶、風味飲品

每到傍晚時分，戶外的座位肯定客滿，三五好友、家庭小

聚，除了點杯咖非外，賞湖景、看著身旁跟上坡博鬥的、或

坐雲霄飛車般的腳踏車，一輛一輛，還有偶而隨風飄落的楓

香⋯夕陽，讓每個人放慢了，靜靜地⋯等待著。

吃吃看

一盤清爽不膩又帶點奶香的

「培根蘆筍義大利麵」可是

老闆特別推廌呢！

十二寮大埤旁12咖啡14

12咖啡

聯絡人：謝樵

預約專線：0928-616477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十二寮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四11:00∼18:00

　　　　　週五至週日11:00∼22:00　每週一公休

營業項目：簡餐、咖啡

這裡適合喝咖啡看夕陽

這裡有位愛聽古典樂的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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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一顆就知道的

是古早味　有新鮮加持

強調現炒現賣

運氣好的話　還可以買到正炒好　溫溫的

另外還有客家人傳統食物之一　

南瓜菜包　山藥菜包　艾草菜包

內餡為蘿蔔絲、香菇等菜料

純手工製作　依舊賣完為止

不買可惜如意客家米食17

如意客家米食

聯絡人：黃聖惠

電話：037-831693

地址：苗栗縣三灣鄉銅鏡村4鄰9號

營業時間：週六、日07:00開始營業

營業項目：菜包、手工現炒花生、炸鮮香菇、炸野菜

古早味花生　現炒現賣

蘿蔔糕　芋頭糕　米糕　粽子

一早就可以看到老闆忙著招呼客人

有時中午不到　就會賣光光

另外每年的國曆十月中旬

這裡還賣著綠皮甜葡萄柚　

聽說是台灣原生種

黃澄澄的果肉　嚐上一片　清甜多汁

不同於國外進口的

台灣農業真是品質保證呢

不買可惜吉祥客家米食16

吉祥客家米食

電話：037-602305

地址：苗栗縣峨眉鄉湖光村13鄰17號

營業時間：週六、日07:00開始營業

營業項目：�蘿葡絲、芋頭糕、米糕、粽子、當季蔬果

手工米食

趁鮮嚐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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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　絲瓜　苦瓜　芭蕉　還有⋯⋯

洛神花濃縮原汁　仙草茶　醬菜　還有⋯⋯

臭豆腐　客家湯圓　梅干魯肉飯　還有⋯⋯

像是小叮噹的百寶袋

除了上述　還有其它的⋯⋯

滿足你各種的需求

當季當地食二聊小吃18

食二聊小吃

聯絡人：謝素禎

電話：037-602271　預約專線：0916-898440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12鄰3-1號

營業時間：週六、日07:00開始營業

營業項目：客家美食、有機蔬菜

古早味花生　現炒現賣 不僅僅只賣農產品的小吃店

投下十塊錢，小火車載著小孩，

往快樂的旅程前進，一次又一

次，不肯離開；客家傳統點心熝

湯　，有鹹的、甜的兩種口味供

選擇，其實它是　粑的變身之

一，又稱湯匙粄，原為傳統農忙

時，客家人吃的點心呢！另外還

有店家推廌非嚐不可的紅糟鴨肉

喔！

有小火車的竹園麵食坊19

竹園麵食坊

聯絡人：鐘碧雲

電話：037-601562　預約專線：0910-519647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12鄰6號

營業時間：週六、日07:00∼18:00

營業項目：各類麵食、臭豆腐、熝湯　、紅糟鴨肉

十塊錢買轉圈圈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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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的車隊陸陸續續就定位，一輛接著一輛，黃老

闆說：「過了中秋節後，天氣比較涼爽了，就要提

前打電話來預約，來晚了，就沒位置呢！」徐徐微

風，閃閃星光，找一個地方，席地而坐，今天的星

星特別明亮，無光害的夜晚，什麼都清楚起來了。

除了夜晚外，清晨，準時六點鐘，雞啼鳥叫，好不

熱鬧呢⋯

雞啼鳥叫雲雀山庄20

雲雀山庄

聯絡人：黃堯訓

電話：037-601566　預約專線：0936-098915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12鄰2號

營業時間：例假日08:00∼21:00

非假日預約開放

營業項目：露營烤肉、餐飲、住宿、陶藝教學

無光害的夜晚
         星星特別明亮

有關竹盧藝坊，就在雲雀山庄內

原本從事陶藝雕塑的莊大哥，總能化腐朽為神

奇，一團團不起眼的泥土，透過他的雙手，轉眼

間就變成大家所喜歡的聖誕老公公，莊大哥說：

「只要你不怕髒，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是陶藝家，

而且對事物的觀察會更加敏銳，真的不難啦！」

除了陶藝教學外，還有馬克杯影像燒製、各式葫

蘆、寶瓶等，為了能夠事先準備足夠的材料，需

提前預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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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烘培是火與咖啡豆間的關係，在於進退間，時而強，有

時弱，每次的烘培都隨著黃老闆的心境有所不同，這個月

是「神愛世人　陽光普照大地　感恩之心」之前是「反樸歸

真」「白馬橋之役」等⋯，手寫的烘培筆記，紀錄著每時期

的心路歷程，在咖啡人生中，悄悄地創造出不一樣美味。最

終有福的，還是愛喝咖啡的我們，老闆：「我要外帶兩杯特

調冰咖啡回台北。」

現場咖啡烘培的松田村咖啡莊21

松田村咖啡莊

聯絡人：黃天佑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十二寮12鄰1號

預約專線：0922-417488

營業時間：週六、日08:00∼20:00

　　　　　09:00∼11:00現場咖啡烘培，

　　　　　並有人員解說

營業項目：咖啡（另提供批發零售）、

　　　　　簡餐、花茶

老闆，我要外帶兩杯

         特調冰咖啡回台北

以中藥、青草茶浸泡的臭豆腐　

有蒸、炸、鹽酥等不同的吃法

蒟蒻仿照牛肉做出來的巧香麵

可是口感十足

還有　老闆特別推廌的素食養身餐

食材因為強調新鮮　有機認證的　

所以需事先預約喔

偶而的素食養身餐

祝你　健康又快樂

養身又健康松芸軒咖啡莊22

松芸軒咖啡莊

聯絡人：黃月琴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十二寮12鄰1-2號

電話：037-603317　預約專線：0937-730055

營業時間：平日09:00∼18:00　週六、日09:00∼19:00

營業項目：咖啡、素食簡餐、臭豆腐、合菜（請事先預約）

食素者的另一種選擇

誰說咖啡一定要喝熱的

老闆說：「咖啡不做冰

品，是因為不容易。隨著

冰塊的溶化，咖啡經常變

的無味，嚐嚐我們家的特

調冰咖啡絕對會巔覆你以

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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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習慣吃烤焦的土司夾著有點鹹鹹的火腿、而且荷包蛋一定要是

有點熟又有點不熟，蛋黃會流出來的那種，一杯熱騰騰的豆漿是必備

的，然後，外帶。

但是，早上的十二寮，找不到。

每個轉彎處都期待著可以出現一間早餐店，即便只有包子也行，可惜這

樣的小小的早餐願望落空了。所以，我決定改變我的期待，只要可以填

飽肚子的食物，我都願意接受，這是真的。於似乎，應該是老天爺有聽到我的肚子咕嚕咕嚕叫的聲音，就在車子走到路的盡頭時，一間麵店

出現在眼前，馬上二話不說，以非常快速的動作，把車子停好，並以跑百米的速度衝進麵攤裡，我想當時應該有嚇到老闆吧！既然是一間麵

店，所以，菜單上除了麵，還是麵，另外還有手工　　、碗粿等客家米食，是一間非常在地的客家早餐店。我真的非常感動。

老闆，我要一碗客家粄條加蛋，蛋不熟，還要一杯洛神茶。

一點完早餐，就期待著美味上桌，自備的筷子已經洗好放在桌上了，一路上

因為太過飢餓了，都沒好好坐來了休息，而這一坐下來，因為是戶外，徐徐

的涼風陣陣，而樹葉因為風的關係，沙沙作響，蟬叫聲，此起彼落，吱－吱

－，彼此不退讓。原來，慢慢生活，可以這麼清楚感受大自然的美妙。

來了！來了！我的客家粄條加蛋，蛋不熟，上桌了。

一口接一著口，不油不油，粄條加韭菜加豆芽加紅蔥，一碗最傳統的美味，

一杯代替熱騰騰豆漿的涼涼洛神茶，外加一份老闆請客品嚐的手工　　，外

頭沾滿花生粉的傳統　　，果然夠美味！到了十二寮找不到我熟悉的早餐，

客家粄條搭配上洛神茶，很台灣味的　　甜點，卻深深佔據我的味覺，一直

到現在，依舊。

客家早餐二十二番麵食23

我的客家早餐，粄條加



記得捧場＿ 

最傳統的農民市集

笑容可掬的阿婆　賣芭蕉的阿伯　

謝謝你們　種出好吃的水果

讓我能在十二寮　認識你們

行動派＿ 隨緣

傳說中的鄉野咖啡0970-235026

在那兒　�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十二寮12鄰16號

　　　　（巧克力咖啡屋的斜對面）

賣這些　咖啡、冷熱飲、冰沙、現烤鬆餅

鄉下人豆花0982-603631

在那兒　�看到進財腳踏車出租就可以看到

　　　　「鄉下人豆花」的林老闆了

賣這些　牛奶綜合豆花（老闆極力推廌！）

在地手工＿ 無價

吳媽媽客家美食　陳媽媽菜包　　

羅媽媽菜包　傳統客家美食

老闆　我要菜包　發糕　蘿蔔糕⋯

大包小包　通通帶回家

等一下還有喂

二十二番麵食

聯絡人：黃堯正

電話：037-602059

預約專線：0910-399308

地址：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12鄰2號

營業時間：週六、日07:00開始營業

營業項目：�各類麵食、餛飩湯、碗粿、手工　　、當季蔬果

洛神果凍，可是

老闆娘最近才推

出的新品呢！冰

冰涼涼的，超有

口感的。

Discovery

在地食材，當季的最新鮮，

芭蕉、南瓜、茄子、絲瓜⋯，

這些都是老闆和老闆娘自家菜園種的，

身上就貼著可愛的價格標籤，

來晚了，可就沒有呢！

客語教學

　　＝　粑

碗粿＝水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