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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下車︱台東線 山海風情小旅行
舊道今生︱文化資產之關山舊站
職人日常︱卡兆．馬耀用木雕訴說原住民故事／
在琉璃珠中注入創新靈魂的匠人呂鈞

癮味食光︱客家美食展風情 鐵路旅遊便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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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編輯室 圖／台鐵台北餐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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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最靚報
帶寶貝旅遊安心又舒心！台鐵親子車廂快樂出航
台日蒸汽老火車  締結姊妹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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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道今生
文化資產之關山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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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下車
台東線  山海風情小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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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火車․呷便當
桃園客家鐵路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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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呷便

品嚐桃園客家好風味

桃園站「客家紅麴雞腿排便當」

11 職人日常
卡兆．馬耀用木雕訴說原住民故事
在琉璃珠中注入創新靈魂的匠人─呂鈞
13 台鐵尚青
鐵路便當．旅途上的幸福食光

為推廣客家飲食文化、增加鐵路便當的多元性，台鐵局
與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攜手合作；在客家事
務局的指導下，由萬能科技大學餐飲團
隊歷經三個多月的研發，台鐵台北餐廳
的鐵路便當研發團隊進行微調後，於九
月共同推出保留客家風味並符合一般大
眾口味的「客家紅麴雞腿排便當」，提供
喜愛客家口味的消費者一個嶄新的味覺新
饗宴。

14 癮味食光
客家美食增添鐵路旅遊妙滋味

客家人是台灣第二大族群，獨具特色的客
家飲食也發展成台灣重要的菜系之一，其中
桃園更是全國客家第一大都會，因而促成這次
台鐵與桃園進行的客家風味鐵路便當之合作。
這款「客家紅麴雞腿排便當」充分融合客家飲食
元素，主菜無骨雞腿排以紅麴醃漬入味；明朝李
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即指出紅麴可消食活
血、健脾養胃，自古以來即是養生食材，客家人亦
常以紅麴入菜。
除了主菜，此款客家便當的配菜也十分豐富，例如以客家桔醬添加蜜汁所調
和的松阪豬肉片、客家福菜筍片、九層塔風味蛋、麻油薑絲水蓮等，高麗菜、
木耳絲及紅蘿蔔絲則以客家豆醬調味，使整個便當充滿濃濃客家味。
為配合桃園市政府客家美食推廣活動，「客家紅麴雞腿排便當」將於九月亮
相，並於台鐵便當本舖桃園販賣台每日限量販售；這款客家風味便當，預期將
讓旅客享受到在地的鐵路旅遊客家好滋味！

發行機關／台灣鐵路管理局    
地址／台北市北平西路3號    電話／02 2381-5226
編輯企劃／財藝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551-2561#318    
封面攝影／徐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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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黃士弦    
副總編輯／李永生    
編輯小組／陳世雄、林 婕、吳文堯、余慧珊、葉瓊瑄、謝武昌、翁惠平
施萬隆、趙勻靖、陳淑貞、蘇珊玄、蔡毓敏、林妍蓁、蔡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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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便當本舖桃園販售
台，每日限量50個，每份
售價120元，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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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為仁 圖／徐榕志、蕭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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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寶貝旅遊安心又舒心！

台鐵 親子車廂 快樂出航
樹林車站月台上，一位位推著娃娃車的家長和孩
子隨著火車的駛近開心地鼓掌歡呼，他們即將登上
台鐵精心設計的親子車廂；在其中，不僅家長可自
在地與孩子互動，小朋友也能盡情奔放，享受搭火
車的樂趣，難怪8月6日才首航就受到大小朋友的熱
烈歡迎。

乘客；但親子車廂裡都是帶著小孩的家長，還可以
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安全又放心。同樣是全家出
遊的黃文煒很重視戶外生活，此次搭乘親子車廂，
發現女兒郁茹在寬敞的親子互動區，自在輕鬆地表
達自己，夫妻倆都深感滿意。另一位帶著兩個女兒
出遊的媽媽王伊寧，同樣也喜歡親子互動區，以及
整節車廂無所不在的可愛彩繪。

火車一進站，車廂上彩繪的台鐵吉祥物餐旅熊
「鐵魯」和「漢娜將」百分百吸住大家的目光，以
觀光局「喔熊」為主題的內裝設計，更傳遞著愉悅
出遊的氣氛。車廂內共有12席親子座，包括4排2連
坐和4張單人座，座位都附有小桌子，可供孩子畫畫
或和爸媽一起共讀繪本，桌椅側邊還貼心地設置了
防撞貼條，座位旁也有固定嬰兒車的安全帶，好動
的小朋友盡情舞動身軀也不怕撞傷。

親子車廂的內外觀設計，皆由「台日鐵道交流促
進協議會」的副會長峰雪剛親自操刀，他說，台灣
不同的火車有不同的魅力，每條路線也有不同的景
色，讓他很感動。這次抱持著感恩台灣和台鐵的心
情來設計親子車廂，首輛親子車廂僅做外觀設計，
但從第二輛開始，峰雪剛就會進行內外觀的整體設
計彩繪。

座位後頭設有娃娃車停放區和親子互動區，兩個
頑皮的小男孩拿出玩具車，或坐或臥地在地上比起賽
車。第一次搭火車，2歲的郁茹在家人的鼓勵下，拿
出玩具麥克風就在車廂內開起小小演唱會，歡樂歌唱
聲響遍全車廂。火車行駛途中，其中一個小女孩突
然急需如廁，別緊張，廁所內有依兒童身高設計的
洗手台，讓孩子可以自己洗手，此外也有尿布台和哺
（集）乳室，方便需要照顧嬰幼兒的媽媽們。

能讓父母們充分安心地帶寶貝出門旅遊的台鐵親
子車廂，即日起逢週日開放試乘，行駛於樹林至
台東間，中途停靠：台北、花蓮，試
乘初期民眾得揪團12人包車。

幸運搭上首航的曾小姐說，平常帶孩子出去都
選擇開車居多，因為火車上人多，怕打擾到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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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小語

鐵道情緣長又長

台日蒸汽老火車 締結姊妹列車

關山舊站建立於
1919年，原名「里壟
站」，其曼薩爾式屋
頂(Mansard Roof)及日
式風情形體，至今仍
不褪色。1980年，於
南方約100公尺處的
新站落成後，其營運
也正式宣布停止；但
由於關山本身日漸成
為花東交通及運輸要
地，再加上觀光產業
的興起，關山舊站如
今已成為重要的「單
車補給站」兼「歷史
建築」，2017年9月中
旬更可望追加重機及
汽車的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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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搭乘蒸汽火車是許多鐵道迷的夢，即
便不追火車，從宮崎駿卡通裡，看到那冒著黑
煙，鳴放雄偉氣笛聲，英姿勃發前進的蒸汽火
車，也不免心生憧憬。台灣仲夏寶島號CT273
是台鐵最後退休的蒸汽機車，復駛3年後，今年
與同樣經歷停駛再復駛的JR西日本C571山口號
締結姊妹列車，讓仲夏寶島號有了一位「日本
姊姊」，台日鐵道交流因而增添了一段佳話。
台鐵CT273於1943年製造，原行駛西部幹
線，時速可達100公里，鐵路電氣化後於1979
年退役。4年前，台鐵響應歷史文物動態保存，

前往朝聖，為的是親臨體驗高分貝氣笛聲的震
撼，一睹蒸汽火車冒著濃濃黑煙行進的雄姿。
今年仲夏寶島號首航日，台鐵CT273與JR西
日本C571兩蒸汽機關車締結姊妹列車，兩「姊
妹」緣分不淺，不僅系出同門，均是日本川崎
車輛公司製造，軌距同為1.067m，而且都經歷
停駛再復駛的重生命運。JR西日本C571是1937
製造，1973年停駛，1979年修復後重新命名
為SL山口號，這款機車在鐵道迷口中有「貴婦
人」雅號。
無論是「妹妹」仲夏寶島號，或是「姊姊」

將其修復，並在花東縱谷啟動新航程。每年6至
8月，連續3週六、日復駛，固定開航於玉里、
台東間。每年開航期間總是吸引國內外鐵道迷

SL山口號，夢幻又懷舊的蒸汽火車，都有令人
無可抗拒的魔力，這魔力也將讓台日之間的鐵
道情誼更為深遠綿長。

文／楊為仁

圖／編輯室、日本鐵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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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單車軌跡走入多元新道

2

1.台灣仲夏寶島號發車，吸引眾
多遊客與之合照。
2.3.日本山口號馳騁山林間，是
日本鐵道迷心中的夢幻列車。

關山舊站
文化資產之

1

文／鄭成宏

圖／劉德媛

這季節，遊花東，乘風騎單車最是愜意；而花東單車補
給站中最悠久的關山舊站，是一座日治時期的老車站，兩段
式傾斜的屋頂和綠白相間的木窗，走在其中彷彿走入時光長
廊。
因應不同時空與人、事、物，關山舊站一直扮演著多元
的角色：從日治時期的製糖業通路與倉庫、變成客家人及阿
美族東遷的重要交通樞紐，而於20世紀末正式退休，如今
成為台東重要的文化資產。
2005年後，隨著一股單車旅遊風潮，它以單車租借站的
身分復甦，但其提供的服務不只限於單車租借，單車的修護
與保養、車友的休憩與淋浴、旅遊資訊的查詢、甚至是免
費Wi-Fi，應有盡有，成為專為單車騎士和遊客安排的新據
點。
而2017年的9月後，它將再一次以全新的姿態展現。仍以
單車為重心，但不再僅限於單車，連機車、汽車甚至是重
機，都能在此租借，並在相關單位的籌畫下，結合在地文創
力量，擬定出環鎮自行車道線、崁頂部落體驗線、南橫公路
風景線等3條旅遊精選，讓遊客們在享受鐵馬行之餘，有更
多樣的旅遊體驗。
關山舊站寫滿近百年的豐富履歷，印證了這小小的車站
已不再只是車站，而是禁得起歷史考驗的無限可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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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車

中途

下車

憩逃

圖／劉德媛、胡玉金

玉里
東里

—

三民

如何前往

邃的海岸，在一片蔚藍中妝點出幾分原民風
情。夏末初秋之餘，在涼爽的傍晚或清晨，與
搭乘台鐵至太麻里車站下車，沿日昇路直行，再 家人朋友一起在海灘漫步、欣賞日出日落，享
於台九線口左轉，步行約200公尺即可到達。
受片刻的愜意時光，最是怡人！

瑞穗

千禧曙光紀念園區位於太麻里車站附近，太
麻里用排灣族語說是「Ja.Bau.Li」，意思是太陽
升起的地方，也就是日昇之鄉。自2000年的千
禧曙光音樂會，此地與25國同步連線轉播後，
在日昇之鄉迎接每年全台的第一道曙光，就被蘊
含著浪漫的詩意，也是全台指標性的跨年活動之
一。
曙光紀念園區包含以日出為彩繪主題的「曙
光紀念牆」與「曙光紀念碑」，加上休憩亭台
上妝點的排灣族圖騰，不遠處就是台東寧靜深

鳳林

文／張以潔、陳采萱

千禧曙光紀念園區

豐田

從花蓮到台東，台鐵台東線帶領你經過 26 個
情趣各異的車站，來到台灣東邊的山海之間，
感受山的呼吸和海的心跳，盡情享受大自然
的悠然恬適。

在太平洋迎接第一道曙光

壽豐

台東線
山海風情小旅行
海天一線•靜謐時光

花蓮

太麻里站

東竹
富里

下車
憩逃

池上

城市中的綠野仙境

台東站

台東森林公園花架隧道、琵琶湖

7

—

—

開放時間

搭乘台鐵至台東車站下車，
再轉搭市區公車（普悠瑪客
運）陸海空快捷線往小野柳
方向，於森林公園站下車即
可到達。
7：30～17：30，需收門票。

太麻里

太麻里火車站下車
後，往新興部落方向
走，約5～6分鐘即可
抵達。

如何前往

台東

6

如何前往

山里

鐵軌都像動漫場景的復刻。搭配附近的千禧曙光紀念園區、新興部
落及金針山，一趟舒心的海天小旅行，就從此刻開始。

鹿野

在熱血動漫《灌籃高手》中，男主角櫻木花道在列車駛過時，看
見暗戀的女孩站在平交道另一側朝他揮手微笑，這一幕成了無數動
漫迷心中的經典場景。而在南迴線，也有一處堪稱鐵道迷與動漫迷
心中的聖域：俗稱「台版櫻木平交道」的太麻里平交道。
從靜謐的太麻里車站下車，青空與湛藍的海洋成了最動人的背
景，加上純樸的小鎮，即便不是「櫻木迷」，也會愛上列車駛過
時、眼前突然開展、清澈明亮的大片蔚藍，就連平交道、號誌燈和

瑞源

太麻里平交道

—

重現動漫經典！台版櫻木平交道

瑞和

憩逃

關山

太麻里站

海端

下車

城市中的森林公園是都市
人放鬆心情的淨土，面積超
過300公頃的台東森林公園便
是如此的一片秘境。這座昔稱
「黑森林」的公園位於卑南溪
出海口，過去因防風而種植的
木麻黃，遠望林相漆黑，因此
得名；如今不僅是台東市的綠野仙境，沿途景色風光豐美，規劃
完善的自行車道，都是鐵馬客乘風踏尋的仙境。
在入口處租借腳踏車，迎風騎乘一小段路，拱型花架隧道就在
眼前。此處坡勢略為下傾，建議在此下車漫步，享受片刻清涼。
抬頭一望，就能看到竹編的隧道上鋪著一層綠葉，彷彿一張綠色
地毯，在陽光和竹片空隙間不經意灑下的幾串花朵，或桃紅或嫩
白，讓在隧道中行走的人都能聞到一陣清香。
從花架隧道出來後，沿途會經過森林浴大道、樹屋，接著就是
公園中三大湖之一的琵琶湖了。這座由卑南溪地下湧泉造就成的
天然湖泊，因形似琵琶而得名，兩岸風景清幽，湖水碧綠，清澈
見底，連湖底水草都清晰可見。湖水映著蒼穹，水天一色，美不
勝收。木造景觀台從涼亭往湖水方向延伸，也成了眾多遊客拍照
打卡的聖地。

下車
瑞源站

鳳林

地

五味屋

—

———

地      址
電
話
開放時間

搭乘台鐵於花蓮火車站下車，出站後於前站左側花蓮客運站搭
乘1123公車於「松園別館」站下車，步行約6分鐘即可抵達。
花蓮市松園街65號
03-8356510
9：00～18：00（每月第二個星期二及除夕公休），需收門票。

9

太麻里

台東

如何前往

台東

山里

8

除了這棟歷史建物，松園內還有觀海平台、慢慢生活館、小木
屋和生態池等景點，在松樹的包覆下別具風情。秋日漸涼，不妨
登高走走，到松園別館來趟穿梭古今的迷幻旅行。

山里

鹿野

自行車補給和咖啡簡餐的服務，並不定期舉辦藝文活動。旅人坐在露
天咖啡台品嚐一杯咖啡，在稻田、音樂的環繞下，原車站的島式月
台、碎大理石鋪面地板，以及遮棚、燈柱就在眼前，別有一番風情，
不失為鐵道風情的另類享受。

—

—
——

天皇的「御前酒」，種種歷史與故事，為靜謐氣息蒙上一層森嚴
的氣氛。

鹿野

瑞源

在花蓮富里鄉的東里車站，因為可見到火車奔馳於稻浪間的美景，
而被譽為全國最美的車站。相隔不到一公里的地方，舊東里車站以鐵
馬驛站的溫柔姿態，守護著站前穿梭的火車與旅客。
東里火車站設立於1924年，原名「大庄驛」，1945年才改稱「東
里」。2007年，台鐵為解決舊線秀姑巒溪橋隆起，縮短行車距離的問
題，廢除舊站，另建新站。直到2014年，在鄉公所與東里社區發展協
會的努力下，舊站改建成鐵馬驛站，成了玉富自行車道的北上起點；
由於自行車道是由舊鐵道改建而成，坡度十分平緩。在這裡也提供了

瑞源

瑞和

東里舊站

瑞和

關山

稻田中的鐵馬驛站

沿著松園街蜿蜒而上，一股清幽迎面襲來。松園別館座落在
一片碧綠中，松樹枝幹蒼勁但厚實，葉片翠綠沉穩；陽光穿過松
樹，草坪上松樹搖曳，為這座古蹟更添韻味。
松園別館興建於二次世界大戰末期（1942年），因為地處制高
點，可俯瞰北濱海灘之美崙溪入海口、花蓮港及太平洋海景，易
於掌控船隻與飛機動線，因而成為重要軍事指揮中心。這裡曾是
日治時期的高級軍官休憩所，傳說神風特攻隊出征前曾在此接受

關山

海端
電
話
開放時間

海端

池上

憩逃

址

池上

富里
東里站

地

富里

東竹

松園別館

下車

搭乘台鐵於東里車站下
車後，沿著大庄路步行
約7分鐘，即可抵達。
花蓮縣富里鄉東里村大
莊38號
03-8861090
8：00～17：00

憩逃

東竹

東里

松林圍繞的日式建築

花蓮站

東里

玉里

從豐田火車站一下車，前方一間屋簷低矮的日治時期風鼓斗建築就躍入眼前。這間由台鐵閒置空間改裝成的
屋舍，因為屋頂倒過來看很像風鼓車的漏斗，因此得名。曾經荒廢無用的木造建築，在一群文史工作者及當地
大、小孩子的積極奔走下，終於在2008年8月成立了這間「五味屋」。
五味，指的可以是酸、甜、苦、辣、鹹，也是五味屋的經營5-way；在這偏遠的小社區，由大學生帶著社區
裡的孩子們，從架紙箱到磨木板，從刷油漆到募集二手物資，在大家的聯手改造下，五味屋成了社區裡的二手
挖寶庫，從物資整理到販賣，都是孩子們共同經營。在這小小的屋子中，塞滿滿的不只是物品，還有人與人之
間溫暖的關係與連結。如果假日路過，不妨來五味屋逛逛，體會在地的人生「五味」。

玉里

囝仔當家的日式風鼓斗老屋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站
前街34號（豐田車站對
面）
03-8656922
週六、週日
9：00～16：00

三民

電
話
營業時間

下車

如何前往

址

瑞穗

—

豐田

自瑞源火車站下車後，沿瑞景路一段步行，
並在東29鄉道向左轉，約10分鐘可抵達。

憩逃

二層坪水橋

壽豐

如何前往

水往上流的復古景觀拱橋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橋，但橋卻
不一定都供人行走。在台東鹿野
鄉就有一座全國唯一的景觀拱型
水橋，二層坪水橋。
民國四十年代，先民在此以傳
統人力辛苦開挖圳道，歷經九個
月的時間終於完成，但經年累月
的淤積、滲漏，使得浮圳不堪使
用。經過各界的合作協調，這座105年新啟用的二層
坪水橋，不僅擁有優雅古樸、紅白相間的高架橋外
觀，水橋上還融入具有社區特色的圖騰，又因地形兩
側高、中間低，形成水往上流的奇景。
在這裡，供水行走的橋比人行走的路面還高，汩汩水
流灌溉農田，成了四季不同的景色：春季秧苗初青，夏
季綠野平疇，一望無際；秋季稻穗初熟，金浪舞動；到
了冬季，換成大波斯菊花田，豔麗一片。四季美景環繞
著這座水橋，餵養出繁榮的沃土與生命故事。

下車

中途

豐田站

花蓮

憩逃

下車

—

下車

——

中途

下車

中途

文／張以潔

圖／劉德媛

花蓮

重刃無鋒，大巧不工

壽豐

卡兆．馬耀用木雕
訴說原住民故事

豐田

看到卡兆．馬耀的木雕，才知道栩栩如生是真有其事。
鳳林

人還沒見到，味道先到，陣陣香樟氣息沿著小徑飄來，那是大自然未經雕琢的風韻。
車子拐了個彎，映入眼簾的是座座木雕，眼神炯炯彷彿有話訴說。

瑞穗

一木成形 木藝原味 民國36年出生的卡兆．馬耀是阿美族人，原先是建築設計師，在
施工的車上擺有各式木頭和器具，隨手敲敲打打，竟雕出了一身專業和興趣。卡兆．馬

三民

耀創作從不打草稿，作品幾乎都是「一木成形」，沒有拼接，全由一塊木頭雕塑完成。

玉里

創意又合理。

保留木頭最原真的形象，曾經木頭有塊腐爛的地方，他突發奇想將該部位雕成拐杖，具

雕琢靈魂 訴不盡的故事 流著原住民血液，卡兆．馬耀用木雕刻畫早期原始生活，舉
東里

凡杵米、打獵、祭典等活動，他動作粗曠但細緻，一刀一刃中流露出傳統精神。「我在

東竹

事，他指著作品「捕魚兄弟」傳神地說，「弟弟看著大浪想要回去，哥哥回過頭來和他

富里

就像是木雕化形成人，也像是他在和木

池上

工作室裡擺著兩尊巨型木雕，一男一

海端

作。他以父親為原型雕塑了男木雕「馬

創作時最注重的是動作，要表現出力道，才能傳遞感情。」每一個作品背後都有一個故
說，不用怕，我們以前都是這樣的！」講起故事，卡兆．馬耀總是用生動的對話表現，
雕對話。

女，那是卡兆．馬耀近期最有感的創

關山

花蓮站

憩逃

耀」，「有一天早晨，我看著他，他的

異國建築與花蓮海洋的慵懶交織

瑞和
瑞源
鹿野
山里

向日廣場

他立刻再雕了一個女木雕「巴奈」和他

慵懶的美式鄉村歌謠，環繞在南歐風的繽紛建築，迎向紐西蘭般
的廣袤草坪，讓人一時摸不著自己身在何處。這時，港口飄來一陣
海風，鹹鹹的滋味倒有些清閒，看到了中庭那座抹香鯨石雕—原
來，這裡是座落在花蓮漁港的向日廣場。
緊臨太平洋、賞鯨碼頭、花蓮漁市場及花蓮區漁會，「向日廣
場」的名字有個浪漫意涵，意指這裡看得到第一道從太平洋升起的
曙光，象徵美好與希望。廣場內充滿鮮豔塗鴉，熱情而文藝；店家
小而精緻，漁村料理、特色禮品、悠閒咖啡廳，無不為美景更添氣
氛。這裡還有全台灣最貼近太平洋的高塔，將山海景色盡收眼底，

獨的眼神了。」他看著木雕笑說，下次

—

址

—

太麻里

地

於花蓮火車站搭乘花蓮客運至花蓮港站下
車，沿港口路步行轉港濱路，即可到達。
花蓮市港濱路35-1號

10

作伴，「之後我再看他，就沒有那種孤
得問問他滿不滿意。
重刃無鋒，大巧不工，卡兆．馬耀人如
其作品，輕鬆恣意卻有著細膩情感，旺
盛的創作就像他豐厚的故事，會一直為
世界訴說他那最原始純樸的美好。

《同場加映》

台東

壯麗而優美。當秋天襲來涼涼微風，向日廣場的慵懶氣息更顯嫵
媚，現在就下車，在海風中享受一段異國情致吧！
如何前往

眼神好像在跟我說他想有個伴。」於是

卡兆馬耀木雕文化工作室
地
址
開放時間
連絡電話
如何前往

————

下車

花蓮縣壽豐鄉平和村平和一街61號
週一至週六，10:00～18:00（需事先預約）
0963-010133
從平和車站下車，往平和一街步行約10分
鐘，即可抵達。

11

台 鐵 有 勁 ． 生 活 好 近

文 ／ 陳 采 萱    圖 ／ 劉 德 媛

尚青

台鐵
火光燒製成的神話

淬鍊燒製琉璃光華 在高達五、六百度的火焰上，呂鈞熟練地轉動不銹鋼
棒，玻璃絲在火光中產生炫麗的色澤。他使用能呈現手工質感的噴燈燒製，沒有機具的
快速高溫，「好的琉璃表面沒有裂痕，摸起來細緻光滑，也不會有太多氣泡。」20多分
鐘後，一顆小小的琉璃神話就此誕生。
未滿30歲的呂鈞是二代接班人，為了成全家人希望他傳承琉璃燒製技術的願望，服完
兵役後開始學習技術，卻在頭一年就遭遇了許多瓶頸。因為琉璃燒製是在高溫下誕生的
藝術，呂鈞坦言，第一年燒製時，他屢屢失敗，導致珠子破掉，但他屢戰屢起，幾經淬
鍊，如今，最困難的「響珠」和「空心珠」已難不倒他。

傳統之外，琉璃也時尚 在外人眼中神秘的琉璃珠紋路，對排灣族卻有著特別的意義：
例如象徵婚聘、愛情的「孔雀之珠」，或是
象徵天賦與智慧的「手腳之珠」，每一類都

第三屆鐵路便當節

一間水藍色屋頂、從木匾到木門都洋溢著排灣族原民風格的小屋，店內
外的顏色鮮明而輕快，從天花板上垂落下的琉璃門簾、架上繽紛的琉璃飾
品，處處讓人眼睛一亮，他那具有排灣族貴族和荷蘭血統的小屋主人呂鈞
也是一樣吸睛。

旅途上的幸福食光
鐵路便當

在琉璃珠中注入
創新靈魂的匠人─呂鈞

文／陳采萱

圖／李復盛、錢宗群

在排灣族的歷史洪流中被賦予了特定的象
徵。
「我從傳統開始學起，不曾忘記初衷，但希
望能建立更現代的風格。」承繼「比亞的草
屋」後，呂鈞既守住傳統紋路，用色配搭更
獨具一格；他以海邊為意象燒製出的「黑
潮」琉璃項鍊，墨黑珠體由小到大，每顆上
頭都刻劃著海浪般的波紋，原本綺麗的琉璃
搖身一變，成了陽剛的時尚配搭，燒出屬於
自我獨創的風格，也成了他經營小屋的未來
方向。
創新的設計使呂鈞的作品受邀於今年三月前
往日本大阪展出。對呂鈞來說，琉璃不只是
飾品，他要賦予嶄新意義，將琉璃之美世代
永傳承。

地
址
營業時間
連絡電話
如何前往

————

《同場加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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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的草屋
台東縣太麻里鄉大王村5鄰金萱路77號
9：00～19：00，週四公休。
0921-599085
搭台鐵東部幹線至太麻里站下車，至金萱
路左轉，比亞的小屋即位於金萱路與太峰
路十字路口交會處，步行約６分鐘。

對旅人來說，最難忘的老滋味，肯定是在
車站奔走、飢腸轆轆時，聽到的那句「需要
便當嗎？」便當不只餵飽了旅人，更是許多
人旅程中的溫馨記憶。為了將這份美味延續
並分享給更多朋友，台鐵局從2015年開始舉
辦鐵路便當節，在今年第三屆的便當節活動
中，展出來自日、韓、瑞士三國具有異國風
情的便當，邀請民眾搭上這班「國際號」美
味列車，享受一趟特殊的旅程！
7月21日至24日，鐵路便當節在台北世貿
一館的台灣美食展中熱鬧展開，除了台鐵便
當本舖，今年首度邀
請到瑞士的冰河列
車前來參展；鮮紅
色的長列車造型
便當中，盛裝著
瑞士瓦萊洲的傳
統美食，還有馬
特洪峰造型的
手工巧克力，活
13

動一開幕，攤位前搶購的排隊人潮便絡繹不
絕。
前兩屆熱情支持的國際老朋友也不缺席，
甚至呼朋引伴來響應：日本東日本旅客鐵
道、西武鐵道、京濱急行電鐵、東武鐵道、
江之島電鐵、IGR岩手銀河鐵道、道南漁火
鐵道、天龍濱名湖鐵道、一畑電車、夷隅鐵
道等十大鐵路公司，以及韓式知名連鎖便當
店—BOBBYBOX，共四國12家鐵路業者帶
來特色美味便當，為這難得的盛會更增添滋
味。
今年便當節最吸睛的，除了各國別具創意
的便當盒與豐富多元的菜色外，由獲獎無數
的「尋人啟事」人聲樂團以阿卡貝拉方式創
作出的「幸福Way」主題曲，以及2位年輕設
計師田修銓和林孜育（Mia）在現場展露出
的精彩作品，令第三屆的鐵路便當節洋溢出
台灣的多元與活力，而這個鐵路專屬的溫暖
記憶，也將隨著參展夥伴和民眾的熱情投入
不斷傳承下去。

文／陳采萱
圖／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桃園觀光導覽網、黎忠榮 leoli

桃園山海客家情

客家美食 增添鐵路旅遊妙滋味

。。。。。。。。。。。。癮。味。食。光

生活即文化 鐵路串聯桃客情 除了品嘗桃園融合山海
滋味的客家料理，若想了解客家敬惜字紙的精神，那就
不能錯過全國最大的惜字亭─位於龍潭的聖蹟亭，一
般惜字亭只有焚燒字紙的爐體，但此處卻有完整的門、
牆、供桌等空間布局，堪稱桃客專屬。此外還有桃園客
家文化館，開放空間內遍布可愛的「好客公仔」，彩繪
迎客牆、地景藝術，以及不定期舉辦客家藝文展演，是
大小朋友的假日休閒好去處。

永安漁港

傳統客家美食，在「山珍」；但在桃園，還可品
嚐到獨特的客家「海味」。
富岡老街

山海客家風情 多元美食新展現 桃園，這個快
速發展的年輕都市，擁有83萬的客家人口，是全國
客家第一大都會。從清朝開始陸續移入開墾的客家
族群，在山區、都市和近海區建立起客家庄，有別
於傳統客家人多住在靠近山區的地方，這特殊的山
海文化也造就出具有多元特色的「桃客風情」，其
中最富代表性的，就是客家美食。

桃園客家文化館的地景藝術

早期因為農務繁重、食材不易取得，飲食需補
充大量能量和鹽分，因此客家人發展出重「油、
鹹、香」的料理；就「山」取材，山產野菜如過
貓、桂竹等屢見不鮮。但桃園除了「山客美食」，
還可吃到運用鯊魚肉、蝦皮、溪魚等食材的「海客
美食」，例如「漁之村景觀旋轉餐廳」精心研發的
桔醬創意芙蓉魚卷、雙香爆中卷，或是靠近全國
唯一的客家漁港─永安漁港－的「永安61庭園咖
啡」，將海客元素結合西餐料理，融合現代人少
鹽、少油的養生烹調方式，顛覆常人對客家料理
的味覺想像，帶出饕客全面的味蕾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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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客家文化館

想體驗客家在地生活，那就來富岡老街走走吧!搭火
車到位於桃園最南端的富岡站，一從紅色磚造的車站走
出，就能看到街上成排的磚砌老屋、拱廊、木門，以及
巴洛克風格的呂家聲洋樓。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淳樸熱情
的招呼和微笑，在你放慢腳步沉浸其中時，一座時光的
長廊彷彿也在眼前悠然展開……。
「客家文化是一種生活的文化，就在桃園各處活躍
著。」外號「客家小炒妹」的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局
長蔣絜安說。過去，便利的鐵路交通帶動沿途客家小鎮
的興起，現在則載運各地的旅人前來桃園。不過，長時
間的鐵道旅途，偶爾也會趕不上用餐的時間，因此今年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和台灣鐵路局攜
手研發一款客家鐵路便當慰
藉旅人，九月後將美味上
市。屆時，旅客不僅
可搭火車享受穿梭
時空的客庄體驗
之旅，更能吃一口
便當，讓客家料理
融入味蕾，身心俱
感道地客家之美。

鐵路行旅

鐵道生活文創專輯1 花東山海經
台灣鐵路創建於1887年，橫跨了兩個世紀之深遠，更承載了台灣這
片土地上無數美好生活記憶。本專輯將11位藝術家與設計家作品整
理出版，綜觀台灣環島鐵道及各條支線都擁有無限風光，值得深入
挖掘與描繪紀錄。

限量珍藏

台鐵夢工場網路商店

讓台鐵小物陪伴您，搭上火車
享受一趟繽紛之旅！
出版：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售價：

875元
台鐵夢工場粉絲團

插畫家／Mia
設計師／田修銓

CT273金屬名片座

699

售價：
元
尺寸：11*7.75*3 cm
材質：主體－鋼板烤漆
底部－EVA植絨防滑墊
台灣設計＆製造

2017鐵路便當節紀念郵摺

每年6月至8月間開行的仲夏
寶島號，已被定位為國際型
觀光活動；提袋以向前邁進
的蒸汽火車為標誌，結合台
灣的山巒景色，展現仲夏寶
島號永續發展精神。

售價：100元
尺寸：37*28CM
材質：帆布（12安）
內袋為TC布(10*10cm)

在鐵路便當節中，台鐵與10家日本鐵道及1家瑞士鐵道聯合參
展，此款由台北郵局與田修銓設計師協力推出的便當節紀念郵
摺，外觀是台灣人共同的記憶――八角排骨便當，「8」是台
灣意象中，吉祥、圓滿的數字，結合各家鐵道風景名勝，就像
將一切的美好濃縮在這盒八角便當中，促成一盒台灣至臻美味
的便當。

100元

台灣設計＆製造

售價

餐旅熊矽膠零錢包（鐵魯＆漢娜將款）
內容物：第三屆鐵路便當節主視覺、日本、瑞士鐵路風光計12張明信片，
以及鐵道橋梁郵票一套。
成分：紙張 規格：15X15公分
元
販售地點：台北車站夢工場、台北車站郵局、台北郵局 售價：

鐵路便當保冷餐袋

鐵筷

插畫風格繪製出餐旅
熊的活潑可愛及各式
鐵路便當菜色，吸睛
程度百分百，讓想外
帶美食的民眾「一袋
在手，美食盡有」。

以知名童謠「火車快飛」激發靈感的「
鐵筷」，利用櫸木切削出軌道造型
的包裝盒，一體成形的工法如
同鐵道建造般密實。搭配
316不鏽鋼方形筷，在
這方寸之間呈現出
台鐵局的經典―
「鐵道筷車」。

限量300個

內容物：玻璃隨手杯及
不銹鋼隔熱餐盒

尺寸 10*3*7 cm
材質 矽膠

99元（單入），組合優惠價149元（任選2入）

售價：

店鋪資訊

270元

限量200組

620元

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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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熊樂活野餐禮盒
印有鐵魯及漢娜將可愛
頭像的樂活野餐禮盒，
要讓民眾用得安心，看
得開心！

360

售價

仲夏寶島號提袋

隨手杯容量300ml
（附提繩，輕巧好攜帶）
隔熱餐盒內層採用304不銹鋼
外層為食品級PP（聚丙烯）
可拆開使用。

275元

限量500組，售價

台鐵便當本舖七堵店／七堵站／02-24551884

台鐵夢工場旗艦店／台北站西3門內／02-23830367

台鐵便當本舖台中店／台中站／04-22224683

台鐵夢工場松山店／地下1樓西側／02-27474242

台鐵夢工場高雄店／高雄前站／07-23587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