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2665-1688

高師傅手工烘焙坊    (02)2217-7288   北宜公路二段5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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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林茶棧

明緣小棧

野宴食堂

文山草堂（素）

九寮坡農莊

茶鄉桂花農園

LOFT17森活休閒園區

美美飲食店

福田居

石碇竹柏苑

許家手工麵線

馬告香腸

一粒粽

王氏豆腐

陳記豆腐養生恬點

遠光打鐵店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永定里靜安路一段292巷2號
電話：02-26632690（假日人多請提早預約）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北宜路五段80號
電話：02-26651506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彭山里崩山路12號
電話：02-26634267（假日人多請提早預約）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格頭里碇格路二段2號
電話：02-26651688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潭邊里碇坪路一段226號
電話：02-26631886（假日人多請提早預約）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隆盛里新興坑4號
電話：02-26634011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番子坑17號
電話：02-26638518（AM11:00～PM21:00）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24、71號
電話：02-26631986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烏塗里摸乳巷7-1號
電話：02-26632663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潭邊里石崁35-2號
電話：02-26632307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烏塗里四分子三號（北47-1三公里處）
電話：02-26633004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潭邊里碇坪路一段180號
電話：02-26633856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109之1號
電話：02-26632030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85號
電話：02-26631976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里石碇東街77號
電話：02-26632555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12號

早期是製茶館，後來轉型為石碇特色料理餐飲的
笠林茶棧，店內保留早期石碇鄉村風情。以專注
與堅持的心對待來訪的客人，保持原味與持續創
新是這邊的一大客色。令人驚豔的茶宴除了特殊
造型的茶葉蛋炒飯之外，還包括了以茶入味的月
亮蝦餅、茶橙子排以及茶香雞肉等都是喜愛美食
的朋友不能錯過的佳餚。

位於北宜路上的中間休憩點，可眺望山巒雲海享
受微風輕拂的美麗景致，這裡的包種茶飯、河粉
茶壽司、茶香卜肉以及滷山豬肉與美人茶凍等特
色茶餐都是北宜公路過往遊客休憩用餐的必點料
理。

老闆阿德是在都市裡學習日本料理出身，後來隱
身山林，打破山林只賣山產的印象；喜愛釣魚的
他還賣起新鮮的深海料理。來這裡可以同時享受
山珍海味的感動。

隨處可見禪意、藝術與人文的文山草堂，獨特的氛
圍讓人不由得身心舒展，沉浸在自然與寧靜中。這
裡的茶宴講究健康養身的蔬食，清淡的綠茶冬瓜湯
有著茶香的韻味，搭配茶粉製成的麵包醬抹在堅果
麵包上以及獨家研發的綠茶沙拉醬搭配的綜合沙拉
盤（有淮山、花椰菜、玉米筍、猴頭菇褒），更是
喜愛素食與養身料理的客人最佳的選擇。

來到古早味九寮坡農莊，除了享受在群山環抱的
懷舊氛圍，這裡的茶餐更是招牌料理，特別推薦
烏龍茶煎豆腐，是用茶油先煎過然後再用烏龍茶
泡開，口感綿密香氣宜人。搭配綠茶飯及苦茶油
雞等茶餐料理更是三五好友相聚的最佳用膳地點。

擁有數千株的桂花，芬芳的氣息見證了石碇茶產
業共生的歷史，老闆將早期用來薰茶的桂花，重
新以料理來詮釋，讓茶葉與桂花成為齒韻回香的
好滋味。
特別推薦桂花美人茶荷葉蝦、桂花茶醉雞及美人
茶鬆餅等都是在石碇才能享受美食芬芳的好滋味。

石碇區石碇東街的美美飲食店是許多老饕推薦的
店家，不起眼的店面卻是滿滿的人潮。店裡的招
牌菜就是土雞肉、豆腐三吃，每道菜都令人食指
大動。

位於景色宜人的烏塗溪河畔，老闆夫婦精心研發
的招牌菜"東方美人頭"，搭配茶葉蹄膀與茶葉香
酥雞以及茶葉醉蝦是石碇遊玩難忘的真情滋味。

遵循古法製作的麥芽膏，從種植小麥草開始到製
作完成都是老闆的用心與堅持，許多慕名與路過
登山客，都對於不含砂糖麥芽餅與麥芽膏感到驚
艷。

年紀雖輕，卻開起手工麵線專業製造廠的許仁評老闆

，不計較傳統工藝美食的微薄利潤，只希望更多人吃

到手工麵線的美好風味，讓更多人因為手工麵線的極

致呈現，跟他一樣愛上石 碇之美。

馬告-泰雅族語是一種山胡椒，原住民美食中常
常拿它來調味。這裡販賣四種特殊口味的香腸，
馬告、紅麴、桂花、墨魚香腸是老闆精心研製
的特色美味香腸，也是來石碇必嘗美食。

三十年老字號石碇「一粒粽」是北部頗具知名度的
粽子老店，創立於1978年，一個佇立在不起眼的騎
樓連店名都沒有的小攤位就賣著台灣最傳統的小吃
，擁有三十餘年好手藝的創始者林陳玉蝦女士人稱
「蝦仔嬤」，出生於純樸石碇小鎮，堅持用台灣在
地精選的食材呈現給顧客最好的滋味。

五代相傳百年豆腐店，利用石碇特有的水質製作
傳統手工豆腐，堅持傳統作法，維持其特殊的風
味，略帶煙燻焦香味的氣味，吃了讓人口頰留香
，絕不可錯過。

以在地傳統美味的豆腐、豆漿為原料，每天早上6
點就要去賣熱騰騰、最新鮮的豆腐，先急速冷凍降
溫，再經過多道手續調理，不添加任何香精，強調
天然口味。更是把蛋糕、布丁、冰淇淋與提拉米蘇
等西式糕餅食材，全部加入豆腐的口味，是非常獨
特的在地美食。

位於石碇東街上，傳承百年的遠光打鐵店見證了
石碇的產業發展歷史，這裡還可以看到啟動的火
爐進行鐵器淬鍊，在現今的台北市難得的懷舊體
驗，除了許多名人到訪外這也是遊客必訪的景點。

石碇之星咖啡
美美飲食店
巧恩小吃

石碇藝坊、茶坊

藍鵲的店
阿嬤手工麻糬
榮鳳茗茶

陳記豆腐養生恬點

王氏豆腐
婆依咖啡

珍吉饅頭
石碇一粒粽
無由食．茶空間

SC 咖啡

永添茶行

九寮坡農莊

石碇竹柏苑

泥畫屋
茶鄉桂花農園  
天龍商行
萬紫桂花香腸
沛山咖啡
胖子鄉土教室

福田居

心靈芝旅書屋

永安茶棧

山頂吔店

0935-637-415
(02)2663-1986
0987-148-906
(02)2663-2559
0932-386-599
0928-897-326
(02)2663-4239
(02)2663-1257
(02)2663-1366
(02)2663-1529
(02)2663-2555
(02)2663-1976
0963-613-360
0963-093-239
0926-374-255
(02)2663-2030

0931-277-380

0921-056-067
0938-138-624
(02)2663-1988

(02)2663-1716

(02)2663-1886
(02)2663-1849
(02)2663-2307
(02)2663-1652

(02)2663-4011
0932-532-761
(02)2633-1753
0933-854-958
0963-391-378
(02)2663-3004
(02)2663-2663

(02)2663-3995
0927-150-455
(02)2665-1959

(02)2663-8518
(02)2663-1309

石碇里石碇東街石碇之星廣場

石碇里石碇東街24、71號

石碇里石碇東街28號

石碇里石碇東街41號

石碇里石碇東街46號

石碇里石碇東街59號

石碇里石碇東街65號

石碇里石碇東街73、75號

石碇里石碇東街77號

石碇里石碇東街85號

石碇里石碇東街87號

石碇里石碇東街89號

石碇里石碇東街91號

石碇里石碇東街109-1號

潭邊里碇坪路一段136-1號

石碇里石碇西街25號

潭邊里碇坪路一段53號

潭邊里碇坪路一段140號

潭邊里碇坪路一段180號

潭邊里碇坪路一段226號

潭邊里石崁33-3號

潭邊里石崁35-2號

烏塗里烏塗窟16號

烏塗里蛇舌子2-3號

潭邊里外石崁1-5號

隆盛里新興坑4號

隆盛里靜安路一段31號

烏塗里1之1號2樓

烏塗里內楒仔腳1之11號

烏塗里摸乳巷7-1號

中民里十八重溪27-2號

中民里十八重溪52-1號

永安里十三股巷6號

永安里北宜路六段塗潭巷9號

中民里番子坑17號

中民里番子坑25-1號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3樓4樓(02)2960-3456
www.economic.ntpc.gov.tw

新北市石碇區公所
22342新北市石碇區碇坪路一段37號(02)2663-1080
www.shiding.ntpc.gov.tw

石碇觀光發展協會
22341新北市石碇區烏塗里四分子3號  (02)2663-3004

逢春茶行
石碇里石碇東街26號

石碇里石碇東街57號

隆盛里雙溪口44-1號

烏塗里四分子3號

驛站小吃
(02)2663-3777

三才靈芝農場民宿

翡翠茶園

LOFT17森活休閒園區

凱旋餅店
野宴食堂
四結教育農場
文仙黑豆腐
笠林茶棧
心靈藝術匯館         

福寶飲食店

小有名氣包之家

蛇舌子工作坊
0921-691-968
(02)2663-3535
0917-595-606 烏塗里蛇舌子6之5號

(02)2663-4276
(02)2663-1739
(02)2663-3577
(02)2663-2690

彭山里崩山12號

彭山里崩山32號

彭山里碇坪路二段86號

永定里靜安路一段292巷2號

永定里靜安路一292巷2號(02)2663-8189

來到LOFT17，會被眼前石碇山城美景給震懾，當
品嚐了園區的無菜單料理也會因滿足而讚嘆，除此
之外，山區湧出的碳酸氫鈉溫泉的澡堂與足浴更是
讓人驚呼連連。園區團隊以「深耕在地、分享世界
、體驗森活」的經營理念，將一座荒蕪的工寮賦予
它年輕的新生命，置入藝術、音樂、手作等滿足訪
客心靈饗宴。

0910-238-728

石碇王金蛋

美珍，店

HA SOCK 襪子娃娃

示一口田農場

馬告香腸

亦可居染坊

石碇許家手工麵線

(02)2663-3856

潭邊里碇坪路一段26號2樓

潭邊里下橫坪1-2號

文山草堂(素)
卡拉瓦里咖啡
海倫咖啡
湖亭園

(02)2665-1896
(02)2665 1101
0976-825-279

格頭里碇格路二段2號

格頭里北宜路四段30號

格頭里北宜路五段79號

格頭里北宜路五段80號

明緣小棧 (02)2665-1506 格頭里北宜路五段80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