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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 獅潭小莊園 

這是一棟原屋主的愛心分享 

沒有奢華，也許設備老舊斑駁 

卻承襲了原屋主的意境與風格 

 

把這兒當成自己的家 

接納可能的不完美 

細細品味 

和感受它周圍的環境與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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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潭新店 

海拔 200 多公尺，位於水源保護區 

水源乾淨、空氣清新 

山林與溪水、自然與客家文化 

交織出一幅美麗的自然與人文圖像 

是個自然長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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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守則 

這是一個”家 “的生活概念。住宿期間您

是家的主人，負擔起主人應有的責任 

 做好垃圾、廚餘分類 

 睡覺/外出前關好室內外電燈、瓦斯 

 保持美好的生活環境，清晨及入

夜後避免喧嘩與吵鬧的活動 

 每日掃落葉/澆水照護草坪和植被

(可赤腳澆水) 

 照顧好家裡的物品和傢俱，把美

好傳承給下一位主人。 

 堅持每日運動，熟悉”家”附近的散

步步道。   
我是最棒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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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步道 

1.鐘樓古道 (到 1min  悠遊 45min) 

位於村落的置高點，日據時代做為空襲

警報用，現改為「幸福鐘」-內心深深

地祝福，敲響一鐘傳遞遠方的親友。 

2.階梯小徑－神祕小徑(到 2min 

悠遊 50min) 

沿梯而下，媽媽的小菜園府拾皆是，讓

人覺得親切。梯後是幽靜的鄉間小巷，

像是回到民國七十年代。穿越老街便是

神祕小徑。為何叫「神祕小徑」呢?親自

走一趟探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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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獅潭國小(到 3min  悠遊 2hr) 

群山環繞的迷你小校，有著美麗的

校園。帶著球和親友小打一下、順

著操場健走、恣意地坐在地上欣賞

遠山和好友聊天，非常愜意 

4.觀魚步道 (到 10min 悠遊 1.5hr) 

2002年中封溪護魚至今，溪水乾淨

魚群多。步道沿著溪，對面山林、

水中魚群伴陪，沿途吊橋、廟宇公

園，多元景致，賞心悅目 

 

 

生活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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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散步-268 古道至老街 (到

1min 悠遊 40min) 

往仙山產業道路沿著山而上，沒車

時感覺特別殊服。第二條叉路左轉

進去後可以直通鎮上老街。沿途安

靜美麗，望著農家自種的菜田格外

的欣慰與舒服。 

6.鳴鳳古道 (到 15min 悠遊

3hr~6hr) 

台灣鼎鼎大名的古道之一，鋪設老

石階和木棧橋之外，大多維持古樸

的風貌，林木蒼鬱、生態豐富、小

溪潺潺、夏日健行尤其清爽舒適，

生活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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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據個人的時間、體力調整。 

地點：從義民廟過新鳳吊橋後沿溪

岸而上，經情人谷、百年相思樹越

嶺至全段的最高點-關公亭，旁有

「古道口」石碑，續行可抵達居高

臨的下的「雲洞宮」，眺望苗栗市/

台灣海峽絕佳處，全長約三公里。 

 

  

生活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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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鎮尋寶 

小鎮有許多人文，值得我們去挖掘和品位 

1.貳號糧倉/獅農小舖 

知道輾米的流程嗎?看過輾米機嗎? 貳

號糧倉完整保留很有古風。糧倉部份改

為獅農小舖，販售附近小農的產品。自

然無毒卻不貴，離開前可以特地來逛

逛！ 

2.有機書店 

帶著你願意分享給別人的書，換一本你

喜歡的書。有機書店借用兩層樓的舊房

子，上了 2樓特別懷念小時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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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馬偕－獅潭基督教會 

１９世紀馬偕來過獅潭三次。教會

在此建立時間很早，教會前小徑走

起來格外舒服。 

 

4.百年龍眼樹 

龍眼樹位在古宅三合院內，19世紀也

是馬偕幫在地人樹下拔牙的地方。一棵

龍眼樹、一個古三合院格外讓人清閒放

鬆而有意境。拍完照，別急著走，坐下

來慢慢感受它的精神。 

  

小鎮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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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獅潭圖書館 

一棟三層樓的建築，四周的木窗顯得特

別有古風和味道。走近慢慢欣賞它的建

築風韻；進去上二、三樓拾起一本書閱

讀，讓自己沈澱也走進獅潭的歷史時光

中。 

6.神祕小徑 

還記得最喜歡什麼卡通人物嗎? 一位美

工科畢業鄉公所員工，在單調建築上彩

繪各種鮮活的卡通人物，為鄉村增添鮮

豔與活力。 

  

小鎮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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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鳳吊橋 

位在觀魚步道上，遠觀是幅景，走上去

小遙晃，觀河谷美景，觀水中魚群。 

 

8.夫妻樹  

新鳳吊橋的另一邊，鄉間小路一路

讓人輕鬆悠閒。木棧平台上，一棵

夫妻樹、周遭的環境讓人舒服。帶

一壺熱茶，小坐、小憩、小飲一

番，格外舒服。 

 

 

小鎮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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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用心的點 

1. 山。小屋 

位在我們居宅對面，黃色極具美式鄉村

風的房子。屋主從台中搬過來的年輕夫

婦，兩人很用心的經營鄉村生活，搜集

許多廢棄物，製作漂亮圍籬。和他們聊

天會發現原來鄉村生活可以這麼經營 

費用：$100~$150 (三盆多肉植物) 

地點：正對面 

聯絡電話：0937 598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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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藍色小屋 (走 10min 悠遊 3hr) 

一位外地人，喜愛獅潭新店，很用

心地於獅潭尋地做生態與人文教

育。鳴鳳古道導覽、融入生態知識

的生態大富翁遊戲…。 

時間：2~3小時 

費用：$300/人 

地點：新鳳吊橋旁 

事先預約電話：0925 882508 李先生 

  

在地用心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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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貓頭鷹休閒農場 (走路 20min 開車 5min 

悠遊 4hr 10:00~14:00 )  

前身為貓頭鷹之家，照護受傷貓頭鷹。夫

妻轉型為貓頭鷹生態教學、導覽。內容深

入淺出，用心講解，午餐特別美味好吃！ 

採預約製 

只接團客 30人，打電話詢問是否有團可跟 

費用：$390/人~(含導覽、午餐、貓頭鷹彩

繪 DIY)，四歲以下收餐費 

地點：google 

聯絡電話：0927-931323劉小姐 

 

在地用心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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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泉明蠶寶寶生態教育農場 (走路

20min 開車 5min 悠遊 1hr) 

種桑葉養蠶，抽蠶絲做蠶絲被。第

二代接續誠信經營，亦做蠶寶寶生

態教育推廣。 

聽老闆分享介紹：免費 

蠶繭 DIY彩繪：$50~100/人 

地點：google 

電話：03-7931264  

  

在地用心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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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橘園山谷祕境  

(開車 10min 悠遊 1~2hr) 

一對年輕夫妻承繼上一代的土地，

轉型做有機桔園。美麗的環境也兼

做露營，來這和年輕夫妻聊聊，欣

賞寧靜的祕境也可吃他們拿手的烤

全雞 

費用：桔子$30~35/斤、烤雞$800/隻 

地點：Google： 

電話：0936 532 846曾小姐 

  

在地用心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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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紙湖農場 (開車 15min 悠遊 2~3hr) 

位在廢棄的舊台三線上，格外令人

舒暢。海拔 200公尺卻有山林的美

景。當初為了照顧奶奶回鄉做有機

農場兼做咖啡點心，現在轉型中，

更需要我們的支持。 

費用：一壺咖啡$300 (3~5人份)、 

$500(5人以上份量) 

地點：Google： 

電話：0933 409 293彭先生 

 

  

在地用心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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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用心的美食 

仙山口 古早味手工包子 

一個用心、拒絕電視採訪的店家，

沒有觀光客光顧，都是在地熟客購

買。60年的老店，手做的產品讓人

感動。包子、饅頭、肉粽都是很好

的嘗試。賣完就沒，前一晚可事先

預訂。 

地點：獅潭國小十字路口旁 

費用：$15~20/顆(包子/饅頭) 

聯絡電話：(037)931368 

 

在地用心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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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阿姨蛋餅麵店 

很獨特的蛋餅和餛飩麵，亦是許多在地

人捧場的店 

地點：老街最頭處(走路 10min) 

聯絡電話：(037)93 1902 

星仙草 

60幾年的歷史，傳承以前阿婆手工的

作法，製作出純正、天然的仙草，再加

上第三代年輕的想法，碰出新滋味 

價格：$60~100/份 (仙草甜點) 

地點：Google： 

電話：0933 409 293彭先生 

在地用心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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愜意生活推薦  

1. 清晨起床打開窗簾 

打開窗簾，大自然從窗戶映入猶如

一幅圖畫。坐在床邊欣賞，著實令

人賞心悅目，開啟一天好心情！ 

2. 早上庭院澆花 

庭院有各種不同植物，匍匐的、低矮

的、中高的不同搭配營造層次感；不同

的葉形與色彩、不同季節與開的花…。

在這小小庭院大大世界中，是主人巧思

設計，澆水灑掃中您能否發現驚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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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散步去吃早餐 

 仙山口手工包子：產業道路往下

經過獅潭國小至三叉路口，左轉

右手邊第二、三間。有菜包、肉

包、饅頭、半鹹半甜花生包…。

買完後，往前走 100m右轉觀魚

步道，走約 15min到河濱廟公園

享受早餐。 

 阿姨阿姨蛋餅麵店：產業道路往

上走，左邊第二個山路口(廣告

帆布前)左轉至步道，遇叉路再

左轉直至老街右轉，前方 200m

左手邊不起眼的店。(蛋餅、餛

飩麵~超大兩人一碗) 

 

愜意生活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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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早上來一壺茶 

藍牆、白桌、紗簾讓人感受簡單的

舒雅；打開窗簾，窗外綠色自然風

情映入眼簾，泡一壺茶聊天、閱

讀、創作皆是一種享受！ 

5. 早上半天小旅行-鳴鳳古道 

獅潭最著名的古道，清晨享受小小

高山的蒼翠林木與森林浴。帶著水

壺、簡單的點心午餐上山。也可請

導覽，讓步道健行增添趣味與知

識，也認識在地的人。 (鳴鳳古道

解說：藍色小屋 0925 882508 李先

生  $300/人) 

愜意生活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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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早上半天小旅行-小鎮尋寶 

小鎮有很簡單的人文與自然風情，

享受緩慢的步調，發掘每一個讓你

感動的事與物。 

7. 下午愜意-來杯露台/廊道咖啡 

坐在戶外露台/廊道，享受亭園與山

林風情 

8. 下午愜意-國小打球 

美麗的鄉間小校，打球運動互動，

休息隨地而坐，微風撫來，一場難

得的美好互動與享受。 

愜意生活擁薦 



24 
 

9. 下午愜意-小鎮咖啡/小鎮閱讀 

獅潭圖書館前有個咖啡休閒小站，

點個黑咖啡享受小鎮悠閒；走進圖

書館逛逛，找一本書能讓你沈澱，

感受好久好久沒閱讀的時光。 

10. 下午愜意-山林咖啡(紙湖農場)~須開車 

帶一本書、帶你要創作的東西來去紙湖

農場，點一壺咖啡。在清幽山林中坐一

下午，也和主人聊聊他的鄉居故事。 

 (一壺 3~5人份 $300，電話：0933 

409 293彭先生) 

11. 清晨、傍晚散步 

愜意生活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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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潭過五關小遊戲 

來到幽境，空手而回太可惜！為鼓勵您

認識在地、融入在地，只要每組住宿

完成下列五關(用照片或其他方式記

錄)，即可獲得一份在地獅農小舖$200

禮券或同等價值在地特色贈品 。 

 

第一關 發掘【庭院中最美的植物】 兩種 

第二關 最喜愛【生活步道】 兩條 

第三關 最喜愛【在地用心的點】兩個 

第四關 最喜愛【在地用心美食】1個 

第五關 最喜愛【愜意生活方式】兩個 

 
期待您的生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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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走入田園世界) 

生活是一種意境，感受別人的生

活，啟發自己！ 

我們尋找幽靜環境、風格空屋和意

境主人 

藉由居宅分享，感受在地的鄉居生

活與旅行。 

我們的理念 

推廣鄉居/生活輕旅行，租而不買 

享受而不擁有！ 

放慢生活、滋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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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 請幫我們推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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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及緊急聯絡人 

 

獅潭小莊園的地址是 

苗栗縣獅潭鄉新店村新店 82-1號 

Google：獅潭鄉公所。到達後往上 100

公尺左手邊便是 

 

在地緊急聯絡人 

接待：羅柏盛 0936 532 846 

 對面鄰居：劉亞雅 0937 598 185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A9%98%E5%9C%92%E7%A5%95%E5%A2%83&oq=%E6%A9%98%E5%9C%92%E7%A5%95%E5%A2%83&aqs=chrome..69i57.6146j0j7&sourceid=chrome&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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