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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埔五寶
　　　　　本區位於大安溪與大甲溪之間所夾中間之「河階地型」，地

勢高低不一，地面標高在 250 － 350 公尺之間，為一個典型的農業區，

全區土地總面積為 4240.98 公頃，其中耕地面積 2975.64 公頃佔 71 ﹪，

雖然各崁土壤不同作物亦有不同，但只要還是以水稻為主要作物。

　　當社會脫離農業型態時，農村婦女亦投入就業市場。使得家庭喪失

傳遞傳統米食餐點的製作方法的功能。政府為活化農村社區經濟，推行

農村再造，紛紛在各社區推動綜合規

劃，並補助社區辦理各項活動，本區

公所及農會為響應政策，不但設立了

農民研習中心，並在農會成立婦女家

政班，指導農民生產技藝，以及農村

婦女製作傳統米食餐點小吃，提升農

家經濟收益。

　　　　　火龍果 (pitaya；dragon fruit) 又稱紅龍果或仙蜜果，果

實呈橢圓形，外觀為紅色，具有厚皮，如龍鱗般，其不規則分支之肉質

莖呈三稜柱狀，為多年生半攀附性之果樹。

　　臺灣種植火龍果面積約 1 千公頃左右，主要產地為臺中外埔、南投

集集、彰化二林、花蓮玉溪等等，年產值約 4 億 4 千萬元。本區火龍果

栽種地主要分佈於永豐里及六分里境內，栽培面積約 25 公頃，於 2010

年成功外銷日本。

　　火龍果富含醣類、胡蘿蔔素、

鈣、磷、鐵、維生素 B1、B2、B3 及

C 等豐富營養外，更含有一般植物少

有的植物性白蛋白、花青素及水溶性

膳食纖維等，種子亦富含不飽和脂肪

酸及抗氧化物等。

稻米 每年 5-6 月、11-12 月
No.

01
外埔五寶

紅龍果 每年 5~11 月
No.

02
外埔五寶

part.

A
外埔五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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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埔區永豐里、六分里（原名六分仔、地名與灌溉用水有

關）、三崁里由於地勢在本區是相對較高的一崁，灌溉不易，早期大部

分是台糖的原料契作區域，後因糖價的崩跌，又值政府輔導釀酒葡萄之

種植，酒廠保價收購製酒葡萄，以及農會及公所的推廣，使本區葡萄種

植大量增加。後因公賣局的葡萄酒成

本過高，酒廠不再保價收購葡萄，而

於民國 85 年鼓勵廢園砍除葡萄樹後，

因葡農轉耕不易，以及市場紅酒銷路

看好，且菸酒公賣制度亦廢除，於是

葡農均回頭種植黑后葡萄，釀造紅葡

萄酒出售。

　　　　　芋（學名：Colocasia esculenta）或芋艿俗稱芋頭，為

天南星科芋屬植物，屬於塊莖植物 , 

產於亞洲的東南邊 , 栽培於熱帶和

溫帶地區。其球狀地下莖（塊莖）可

食用亦可入藥。芋頭的種類極多，富

含營養價值，含有大量澱粉和蛋白

質，不僅可製作成甜湯更可入菜。

　　　　　蜂蜜是昆蟲蜜蜂從開花植物的花中採得的花蜜在蜂巢中釀製

的蜜，為半透明、帶光澤、濃稠的白色至淡黃色或橘黃色至黃褐色液體，

性味甘、平，可舒緩腹痛、乾咳、便秘等情形。

　　蜂蜜水分含量少，細菌和酵母菌都不能在蜂蜜中存活，因此蜂蜜並

不需要放入冰箱保存，某些厭氧菌（如肉毒

桿菌）可以以非活性的孢子形態存在其中，

因為嬰幼兒腸胃等消化器官過於稚嫩，胃酸

的分泌較差，所以，一歲內的嬰兒不要食用

沒有經過消毒的蜂蜜。蜂蜜中孢子並不會繁

殖產生毒素，一般情況下，蜂蜜中的厭氧菌

也沒有在人體內繁殖的危險。

葡萄 每年 7~9 月
No.

03
外埔五寶

芋頭 每年 8 月至翌年 4 月
No.

04
外埔五寶

蜂蜜 百花蜜全年度均有；龍眼蜜每年 4-5 月
No.

05
外埔五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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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埔景點
part.

B
外埔景點

　　別名「水流東情人幽徑」，是一條沿著灌溉水圳而興建的林蔭步道

及鐵馬道，全長約 2 公里，因溝圳內之水 " 向東流 " 而得名「水流東」，

沿途綠樹蔥鬱、水聲潺潺、蟲

鳴鳥叫不絕於耳，非常適合全

家大小或親朋好友一起同遊，

步行單程約 30 分鐘、騎乘單車

則約 15 分鐘。本步道亦是臺中

市賞油桐花的私房景點，每年

的 4、5 月，當桐花盛開並隨風

飄落時 , 於樹下行走當猶如踏

雪般地令人流連忘返。

　　又名「虎腳庄農夫市集」，係外埔區永豐社區在地小農透過農村再

生計畫而成立經營的市集，營業時間為每周日上午 8 時至 12 時。在這

裡，您可以直接購買到在地生

產且新鮮又安全的農產 ( 當季 )

與加工製品，像是百香果、火

龍果、葡萄、水梨、小番茄、

絲瓜、芋頭、南瓜、高麗菜等

蔬果及葡萄酒、手工饅頭等。

景點

01 水流東桐花步道、鐵馬道

景點

02 永豐農夫市集

東側出入口：臺中市外埔區永豐里永眉路與六支巷交會處
西側出入口：臺中市外埔區六分里水頭一路與水頭路交會處

臺中市外埔區永豐里永眉路與六支巷交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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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埔區永豐里內有兩株毗鄰而生且樹齡約 150 年的老樟樹，因其樹

身各長有男、女私處之造型，故而被地方尊稱為「公婆樹」，其中一株

是臭樟樹 ( 公 )，另一株則為香樟樹 ( 婆 )。臭樟樹樹幹直挺，枝枒直

線向上生長，有如玉樹臨風之男子；香樟樹樹幹粗大，枝條則於臭樟樹

枝枒下方橫向

生 長， 像 極 了

受到良好呵護

與照顧而發福

的 婦 人。 兩 樹

之下設有一土

地 公 廟， 是 祈

求姻緣與婚後

美滿的福廟。

　　「星月大地景觀休閒園區」係位於外埔區與后里區交界處，占地

約 15000 餘坪，園區內設有景觀餐廳、泡湯區、露營區、烤肉區及住宿

區 ... 等，不管是踏青、郊遊或渡假，皆是一值得選擇的好去處。此外，

由於其位於外埔區海拔高度約 260 公尺的河階地形制高點上，因此在其

處，白天可眺望火炎山的丹霞地貌之美及鐵砧山的平頂鐵砧狀山勢，夜

間則可觀賞到

高速公路車燈

流曳美景。

景點

03 公婆樹

景點

04 星月大地景觀休閒園區

臺中市外埔區永豐里永眉路與六支巷交會處附近 ( 永豐農夫
市集北側 )

臺中市外埔區永豐里六分路接月眉北路交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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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豐觀景臺」係位於永眉路與水頭二路交會處附近，地處海拔高

度約 240 公尺之河階地形制高點上，視野十分良好且開闊，可觀看近

180 度的美景，包括外埔田野風貌、火炎山、大安溪、大甲鐵砧山 ... 等

景緻皆盡收眼底，天氣晴朗時，甚至可遠眺通霄海岸及臺中港區景觀。

　　「高鐵瞭望臺」係位於水流東桐花步道的西端出入口處，是一座搭

建於丘陵邊緣斜坡的木造觀景休憩平臺，由於臺灣高速鐵路鐵道僅距離

其一旁約 20 公尺處，因此，登此瞭望臺一覽，除了可居高臨下欣賞外

埔區的農村地貌及一片片的稻田景色外，更可近距離體驗高鐵列車南北

來回穿梭、呼嘯而過之快感，及感受其轟隆聲響而震耳欲聾之氣勢。

景點

05 永豐觀景臺

景點

06 高鐵瞭望臺

臺中市外埔區永豐里永眉路與水頭二路交接處

臺中市外埔區六分里水頭路與水頭二路交會處附近 (水頭路路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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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藝傳坊」係位於水流東桐花步道西側出入口處附近 ( 水頭路和

水頭一路的交會口旁 )，原是一處雜草叢生且呈現廢墟樣貌的軍人宿舍

區，後經六分社區申請農村再生計畫經費進行空間改造而成為一處可供

休憩、表演及農產展售的特色場域。

　　臺中市政府於 2012 年時成功向 AIPH（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取得

申辦「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之機會，經多年的籌幄，共規劃有

三個展區，分別是后里馬場森林園區、外埔園區及豐原葫蘆墩公園。其

中，「外埔園區」的面積約 14.32 公頃，營造主題為「花果原鄉」，

並以傳遞「生產─ Green ─綠色共享」之概念，打造有智農館及樂農

館等兩個特色

展館。正式展

期為 107 年 11

月 3 日 至 108

年 4 月 24 日。

景點

07 農藝傳坊

景點

0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外埔園區

臺中市外埔區六分里水頭一路 196 號

臺中市外埔區月眉西路 800 巷 9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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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長廊」係位於外埔區水美里金仔坑溪底路的國道三號橋下公

園處。其一整排國道三號橋下樑柱整齊排列，彷若如希臘神殿的柱式建

築，尤其當夕陽西下而置身其中行走時，其氛圍更是加倍，讓人覺得浪

漫而美麗，因而取名「愛的長廊」。

景點

09 愛的長廊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金仔坑溪底路的國道三號橋下公園處
( 金仔坑健行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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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極三清總道院 ( 臺灣道教總廟 )」，又名「中原紫雲禪寺」，

係位於外埔區水美里西側之山麓邊坡處，面積約有 15 公頃。本院寺依

水靠山，尤以三座巍峨輝煌的廟殿建築最為顯目與最具特色，極為值得

入廟參拜與觀覽，主祀「三清道祖」及「觀音佛祖」等神祇，三清是指

玉 清、 上 清、

太清的合稱，

是道教信奉的

三位最高尊神

( 元 始、 靈 寶

及 道 德 天 尊 )

所居之處。

景點

11 無極三清總道院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山美路 813 號

　　「忘憂谷」指的是位於大甲溪北畔與外埔區內水尾山麓間一處谷

地，是本區近年來極為熱門的拍照、打卡景點之一。由高處俯視眺望之，

狀似閃電的蜿蜒小徑穿梭在一塊一塊又一塊的綿亙稻田之間，「閃電稻

田」之名不脛而走，另地標「忘憂巴士」則猶如守衛般地駐守在田園中

間。此外，於不同時節造訪此處，這一塊塊彷若大地拼布的稻田更是會

有翠綠、金黃

等不同的色彩

樣貌變化。

景點

10 忘憂谷
臺中市外埔區三崁里三崁路接溪底路至大甲溪防坡堤的三分
之二路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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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

13 三崁─劉秀才宅
臺中市外埔區三崁里

（1）歷史背景：劉家是廣東、鎮平縣，先祖劉捷三 ( 清代武秀才 )，

在劉銘傳為台灣巡 撫時曾派他為征剿大嵙崁 ( 今桃園大溪 ) 原

住民有功，時任副統領，後受軍功五品（是文官或武官？）。因

捷三之名和劉銘傳的字號省三相剋，故劉將之改名為定三。（清

代武官服腹前繡獸類圖案，文官繡禽類圖案，劉定山是服禽類圖 

案官服）。此宅蓋於光緒 16 年 ( 日本占領統治前 5 年 ) ，而在

日本占領統治台灣後 4 年才完工。

（2）環境形式：據說是建在蟾蜍穴上，而劉家蓋此宅確實看過風水，

而埕斗是用石子排成八卦形，（因為是在蟾蜍穴上蟾蜍需要呼吸

才能活化穴位的量能以及武秀才練武的踩踏步伐所設計），前有

半月池，後有花園。

（1）歷史背景：祖籍福建、晉江縣祖先是從苗栗苑裡遷來，西元 1903

年由 李登賜所建，前後約二十年才完成。李登賜的二子李註有，

日本占領統治時曾任保正。其三子在板橋林本源家當管事，賺了

些錢，回來後經營糖舖致富，在新式的月眉糖廠建成後才放棄糖

舖生意。

（2）環境形式：此宅有人說是猴穴，有人說是蛇穴，也有人說是蜘蛛

穴，廁所蓋在龍邊（一般皆蓋在虎邊）。

（3）格式：四合院式，三進六護，俗語說「大厝九包五，三落百二門」，

就是說寬有九 間廣，門窗共有一百二十個。每一進的正廳，均裝

飾美麗的字畫、門聯、門樓有銃樓，房間有半樓，以便危急時利

用。

（4）匠師與材料：蓋此座房子的是同里的一位鄰長－陳萬成，這個人

多才多藝，不但會設計房子，

還會糊紙厝及教南管北管。

土角磚（有別於一般的磚、

一般的磚尺寸為 4×8 寸）是

自己燒的（以前的人要蓋住

宅，會連合村里內好幾戶共

同燒磚），所以尺寸有很多

種。

景點

12 水美李宅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水美路 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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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

14 鐵砧山腳─許宅
臺中市外埔區鐵山里

（1）歷史背景：祖籍福建、同安來台祖許飯於光緒年間來台，先在后

里貓仔坑一帶開墾，其子許其琛每天從后里挑柴到大安海口賣，

回程再挑鹽回來賣，省吃儉用賺了一些錢，然後搬到鐵砧山腳買

土地開墾。許其琛有五子（天催、天富、天奎、天象、天德），

大房天催較為精明幹練，曾是首任外埔庄長。兄弟共開墾 500 多 

甲漸漸富有起來，許家的田產遍佈大甲、社尾、苑裡山腳、彰化

和美。相傳其祖先在開墾整地時，挖到一個裝滿龍銀的奉金甕，

以龍銀買地而致富。

（2）環境形式：許宅前面有水，後依鐵砧山，（有人說是打鐵穴：從

遠處看，火燄山就像火爐，大安溪的風有如風櫃，鐵砧山狀似鐵

砧，宅前的湖水可浸熱鐵成品，許宅的位置剛好收成品的位置。

亦有人說：許宅為龍蝦戲水穴。）

（3）格式：本宅集古典式建築，以圓形、三角形、扇形等作山牆立角，

並配合柱式、拱圈作為造型上的設計，而屋頂則是日本式四披水

屋頂。集合中西式而成 

的建築，第一、二進是在

大 地 震 ( 西 元 1935 年 )

後重建的西洋式建築，

正身由原來的五開間改

成三開間，第三進是西元

1921年所建，有11開間，

屬傳統建築。

（3）格式：三合院大宅，燕尾、斗拱、水車堵，兩側增建的日式外護

龍是大地震（西元 1935 年）後，因正身及兩側護龍有受損而增

建的。屋中充滿詩詞字畫、雕花，大廳供桌明朝古物，兩側高貴

太師椅兩組均被竊是相當講究的名宅。

（4）匠師與材料：匠師大半來自苗栗的師傅，而師傅中還有師傅頭，

專責設計、監工，和做一些較困難的部份，而師傅頭更是得罪不

起。聽說有一位師傅頭，

曾經捉弄那些工匠，並且

一去不回，害得那些工匠

拉肚子不已，主人家趕緊

煮了一大鍋藥給他們喝，

並趕緊找回那位師傅頭，

最後才止住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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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洞」又名「欽差圳」，為舊時人工所鑿之水利廢洞 ( 其開鑿

年代、用途等仍待考據 )。本洞綿延數里，從后里區泰安鐵路車站東北

方一直延伸到外埔區土城里及廍子里一帶，其間已發現有多處的出土坑

洞，由於洞內之主幹線有多處塌方，故今只剩部分幾段尚可通行。到此

探險者，走近

洞口，便可見

洞內積水，一

片漆黑，深邃

難測，往洞內

喊話、唱歌則

立即可聽到清

脆的回音，極

為趣味。

景點

15 神秘洞
臺中市外埔區馬鳴里新厝路 6 號後方

　　「布英熊文化創藝館」是一處由針車產業轉型而成的親子文創園

區。本館內不但擺設有早期使用之農業器具及老針車，也透過故事牆說

明針車皮包廠從蓬勃到沒落等一系列故事。另館內尚有帆布包 DIY、彩

繪及黏土 DIY 等課程及地方特色美食，很適合假日親子到此一遊。

景點

16 布英熊文化創藝館
臺中市外埔區中山里中山路 33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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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外埔區大同里的「磁瑤綠廊道」以及位於六分里的「六分綠廊

道」皆是沿著后里圳第二排水沿線周邊所闢建而成的綠廊道，兩廊道可

銜接為一線，並串聯至水流東桐花步道，形成一完整的綠廊步道、鐵馬

道。

起訖點係位於臺中市外埔區甲后路三段 952 號旁至六分路
中興巷 36 號附近

景點

17 磁　綠廊道及六分綠廊道

　　水美社區係位外埔區之最西南端地處河階地形之高崁地區。本社區

近年來積極於傳統技藝的傳承，尤其是已有數十年發展歷史之義虎團

「弄虎」技藝，更是遠近馳名。而為了讓更多人能對此民俗技藝有更多

的認識與了解，社區乃改造活動中心前之表演台，並透過虎頭的製作與

裝飾，將其打造成國內唯一之弄虎表演台。

景點

18 水美社區弄虎表演台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水美路 12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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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社區，其土名稱之為「番社」，係平埔道卡斯族大甲東社（崩

山八社之一）社址所在，在外埔區的地勢是屬於相對較低的一崁，是外

埔區重要的稻米產區，由於泉水豐沛、水源充足以及土壤肥沃等因素，

本社區所產篷來米與糯米品質皆為上品，另本社區近年致力於有機稻米

的生產與推廣，已逐漸打出知名度。

景點

19 中山社區有機雞公園
臺中市外埔區中山里東西巷 83 號

　　廍子社區是外埔區的一個傳統地域名稱，本地有寬廣的農田，盛產

稻米、芋頭、茭白筍 ... 等，並有最具代表性的農村文化。社區在 106

年度開始與學區內之安定國小合作，結合安定國小「閱農閱鄉」的食農

教育主題課程，共同營造在社區遇見閱讀的美麗願景。

景點

20 安定國小食農教育場域
臺中市外埔區土城里土城西路 5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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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鳴國小教室的後方，就是一畝田地。團繞著這畝田，師生與稻田

「培養感情」－孩子們在操場趕鴨，也在田裡撿福壽螺；遲到的學生不

用受罰，但要到田裡除草；高年級帶著低年級插秧與割稻；幼兒園的孩

子每位都是照顧香草的高手。這裡還有全臺灣唯一的「七年甲班」，老

師就是社區裡的阿公、阿嬤，在收成時節與孩子一起打榖、捆紮稻梗、

手作飯糰與紅

龜粿，吃一頓

「 青 臊（ 豐

盛）」的割稻

飯。

臺中市外埔區中山里東西巷 13 號 ( 中山里與馬鳴里交界處 )

景點

21 馬鳴國小食農教育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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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埔美食
part.

C
外埔美食
田媽媽外埔肉粽
臺中市外埔區中山里中山路 486 號
04-2683-4054

01

韓氏小吃鵝肉店
臺中市外埔區大東里甲后路五段 270 號
04-2686-9943

03

外埔老李牛肉麵
臺中市外埔區中山路 301 號
04-2683-2543

05

田媽媽劉員外傳統米食店
臺中市外埔區六分路 280 巷 8 號
04-2683-2197

02

酸豆義式小館
臺中市外埔區大東里大馬路 482 巷 87 號
0910-501-300( 合菜請於前一天以前預定

04

麻姥姥手工餅舖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路 8 之 15 號
04-2683-6847、0933-414-679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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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workshop 手作烘培坊
臺中市外埔區六分路中興巷 8 號
0966-539-727( 採預約制，須提前預訂 )

09

小林煎餅 ( 中央工廠 )
臺中市外埔區鐵山里長生路 814 號
04-2683-1527

07

外埔區農會
臺中市外埔區大同里甲后路三段 968 號
04-2683-2311

11

愛威鐵盒餅乾
臺 中市外埔區甲后路五段 140 號
04-2680-2028

13

星月大地景觀餐廳
臺中市外埔區永豐里六分路接月眉北路交接處
04-2683-1671

10

蜂事 38( 天然蜂蜜 )
臺中市外埔區甲后路三段 931 號
0937-190-400、0922-162-263( 提前電話告知 )

08

九松無毒日曬米
臺中市外埔區中山里東西巷 83 號
04-2683-1143

12

三清總道院鼎邊銼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山美路 815 號
04-2688-2211( 免費提供參訪香客品嚐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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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生休閒酒莊
臺中市外埔區六分里水頭二路 8 號
04-2683-3298、0937-785-108( 提前預約告知 )

15

萊嘉酒莊
臺中市外埔區廍子里廍子路 107-5 號
04-683-3811、0932-926-391( 提前預約告知 )

17

酒堡莊
臺中市外埔區六分里六分路 163-9 號
0932-584-317( 提前預約告知 )

19

百瑞商行 ( 酒莊 )
臺中市外埔區三崁里三崁路 27 號
04-2683-7788、0921-365-589( 提前預約告知 )

16

噶莉詩酒莊
臺中市外埔區大同里後寮路 4 之 13 號
04-2683-2253、0911-130-877( 提前預約告知 )

18

督拿開酒莊
臺中市外埔區六分里水頭一路 188 巷 73 號
04-2683-6942、0910-990-118( 提前預約告知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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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埔旅宿
part.

D
外埔旅宿

臺中市外埔區永豐里六分路接
月眉北路交接處
0965-755-526

星月文旅

臺中市外埔區六分里水頭二路
32 號
04-2683-6077、0919-833-958

法格斯 - 石光民宿

臺中市外埔區甲后路三段 600 巷
31 弄 10 號
04-2683-9078

梨家樂民宿

臺中市外埔區甲后路四段 598 號
0988-297-099

紅磚小屋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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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埔輕旅行
part.

E
外埔輕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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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遊農村~農事體驗輕旅行

出發地點：外埔區無極三清總道院建議路線

▲ ▲

一日遊

路線１

08:30-10:00 忘憂谷尋幽踏青

10:00-11:00 果園採果或農園導覽

11:00-11:30 農圳摸蛤、抓蟹體驗

11:30-12:00 做伙來種菜 ( 種菜 DIY)

12:00-13:30 外埔在地美食尋訪

13:30-15:00 中山有機稻田稻作體驗

15:00-16:30 葡萄果園、酒莊參訪

16:30-17:00 廍子芋頭田走訪

17:00 賦歸

08:30-09:00 火車站日式宿色園區

09:00-09:45 鎮瀾宮祈福參拜

09:45-10:50 大甲老街漫遊

10:50-11:20 林氏貞孝坊遊覽

11:20-12:00 文昌祠巡禮

12:00-13:30 老街在地美食品嚐

13:30-15:00 無極三清總道院參拜

15:00-15:45 水美李宅參訪

15:45-17:00 中山、三崁古厝參訪

17:00 賦歸

出發地點：大甲區大甲火車站建議路線

▲ ▲

走讀人文 ~寺廟古宅輕旅行
一日遊

路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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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9:30 紅樹林保育區生態觀察

09:30-09:40 溫寮溪景觀橋

09:40-10:40 龜殼生態公園

10:40-11:30 水蓑衣生態教育園區

11:30-12:00 鷺鷥林、賞鳥亭

12:00-13:30 大甲老街在地美食品嚐

13:30-15:00 水流東桐花步道漫步走

15:00-16:30 忘憂谷親山親水與探索

17:00 賦歸

出發地點：大安區溫寮漁港建議路線

▲ ▲

踏訪自然~低碳生態輕旅行
一日遊

路線３

08:30-09:45 火車站鐵道園區巡禮

09:45-11:00 鐵砧山風景特定區踏訪

11:00-12:00 大甲老街漫遊

12:00-13:30 老街在地美食品嚐

13:30-14:00 高鐵瞭望臺

14:00-14:30 永豐觀景臺

14:30-15:00 薑荷園賞花

15:00-16:30 忘憂谷走訪踏青

16:30-17:00 愛的長廊漫步行

17:00 賦歸

出發地點：大甲區日南火車站建議路線

▲ ▲

拍照打卡 ~景點秘境輕旅行
一日遊

路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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