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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邊的小怪獸

Where’s our little monsters?
尋找小怪獸

注意!大學裡有小怪獸出沒。

跑跳，描繪他/她/牠/它們的模樣。

在我很小的時候，還不清楚「大學」是做什

小怪獸大發生時地

麼的，卻隱約覺得那是個可以找小獸玩的地方。爸
爸常在假日帶我去附近的大學玩，校園深處有個牧
場，裡面養著乳牛，我們拔草餵牛，看牛伸出長長
的舌頭；偶爾松鼠會從樹上跑下來，吃我們帶的小
餅乾。
長大後自己進了大學，也有機會到各地去看

在某時某地，數量突然增加很多，是觀察的好時
機。這個秋冬，小怪獸們也有各自的大發生時地，
按時登入，保證有精采體驗。
4大主題15條私房探訪路線

不同的大學，才知道校園裡的小獸可不只有牛和松

探員們也沿路採集好吃好玩好看好睡的東西，

鼠，各種奇形異狀生猛有力的小怪獸，才是大學活

我們特別邀請幸福生活家KenLiz配合大發生時地，

起來的關鍵。因為有這些小怪獸，大學可以變成

依4大主題把這些景點規劃為15條私房路線，條條

青田，變成草原，變成河流，變成有風箏飛翔的天

精實不虛此行。

空，還有鯨魚悠游的海洋。

Bonus tracks

漢代設有「樂府」來採集各地詩歌，現在就讓

旅途不能沒有歌，探員們常常一邊走路就一邊

「大學小革命辦公室」來幫大家採集全臺的大學小

唱出旅行當下的主題曲。把這些歌收納進來，在路

怪獸吧。在本手冊中你可以看到：

上陪著你們。

小怪獸圖鑑
我們派出探員們走訪這些學校，跟著小獸撒野
4

生物學中有個現象叫做「大發生」-某個物種

選定路線，把這本手冊收進口袋，可以著手訂
車票船票飛機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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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1

捕風捉山追海浪
大學與在地旅行

八卦山下的那卡西@建國科技大學
漂丿仔@東華大學
澎科科@澎湖科技大學

跑跑稻草人@康寧大學

飄浮五味屋@東華大學

澎湖科技大學

澎科科
project

發現美好，分享感動 @澎湖

澎科科都在做些什麼?
用影像記錄澎湖自然景觀
和人文故事，發現日常生活的
美好，愛上澎湖，也愛上在澎
湖的自己。

澎科科大發生
101/11/06
發現美好‧分享感動─
冬季跳港誓師
101/12/24
「熱情回娘家」─
澎湖有風，澎科科的信心隨風起落。
起風時，澎科科毛髮都被吹亂，眼神困惑，找不到自己的中
心，只敢伸出一隻腳，心裡有衝動，但單腳卻沒辦法移動。
風停的時候，澎科科安靜下來，認真凝視眼前的人，從別人

影像小物義賣會
102/01/04-02/08
「影像你‧我‧他」靜態展
@澎科大藝文中心

瞳孔裡看見自己反射出來的樣子。看見自己心裡燃燒的熱情。這
時候他會把毛髮都理順，伸出另一隻腳，踏實站在這塊隨時可以

(詳細活動地點時間請

回來的土地上。

查詢澎科大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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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風捉山追海浪 X 澎湖科技大學

Route 1

詞曲 / 李勇達

詞曲 / 李勇達

完整影音請GOOGLE
「大學小革命」+「沙很大」

完整影音即將上線
請關注FB「大學小革命粉絲頁」

沙很
。大

躺在床
上曬太
陽

尋
獸

路

徑
Our
Tracks-----------

**10月後為旅遊淡季，請務必確認每個點的開放時間是否異動

天后宮
最老廟宇

來福海鮮

澎科大藝文中心
「影像你 ‧ 我 ‧ 他」
靜態展

特產炸黑糖糕
冬瓜茶咖啡

馬公市文康早餐街

小門鯨魚洞 [地質特色]
秀鳳姐的店

北新橋牛雜湯/二信飯糰

篤行十村

澎湖生活
博物館

中屯
風車公園

漁翁島燈塔
[最老燈塔，二級古蹟]
滿拿炸粿

am7.00

am7.30

am9.00

am9.30

am11.00

pm12.30

陽光殖民地pub
仙人掌調酒

漁翁島漁夫料理

張雨生紀念館
潘安邦故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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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樑古榕
大菓葉玄武岩
許媽媽小吃館
[超大榕樹，
[國際級玄武岩
二崁古厝
土銀小吃
一定會路過]
地質景觀
，
[三級古蹟。
馬公市天后宮
古 厝 群 內 有 在 二崁村至赤馬村
↓
地 特 色 濃 厚 的 單線道產業道路上] 跨海大橋
中央街
褒 歌 館、中 藥
看夕陽
藥膳蛋
店、杏仁茶]
觀音亭夜景
易家仙人掌冰

pm13.00

pm14.00

pm14.30

pm16.30

pm17.00

pm17.30

pm18.00

pm19.30

pm21.00

am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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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1

康寧大學

捕風捉山追海浪 X 康寧大學

跑跑稻草人

尋

project
Fun臺語-府城在地文化台語實驗電影 @臺南

獸

路

徑
Our
Tracks-----------

台南友愛街菜粽+六千牛肉湯

阿堂鹹粥+小西腳青草茶

孔廟

am7.00

臺灣文學館

am8.30

穿越秋茂園到海邊

am9.00

連晟旅遊、草埕文化藝術工作室

am10.30

國華小吃街

pm12.00

MASA LOFT 「Roll台語影展」

pm13.00

手手市集

pm14.00

東豐路步道

pm16.00

臺南小露台

pm17.30

鐵花窗民居

pm18.00

保安路

pm19.00

富勝號碗粿、阿松刈包、金得春捲

跑跑稻草人都在做些什麼?

甜甜圈、波哥茶飲

沒有台語的臺南不是臺南！跑
跑稻草人要拍攝一部屬於府城的台
語電影，拍出道地的臺南味。

魚羊鮮豆

跑跑稻草人大發生
102/01/05 14:00
Roll台語影展@MASA LOFT
活動詳情請查詢康寧大學資訊傳播
系網頁，或06-255-2500#33400
楊凱鳴老師
從田裡跑出來的稻草人，散發出太陽

*MASA LOFT

烘烤過的草根味，跑著跑著，已經有一半

臺南市大學路西段53號3樓

的身子變成人了！他是經典童話「綠野仙

電話：06-2759318

阿明豬心/蝦仁飯/
阿龍熟肉/下大道米糕

正興街

pm19.30

IORI/泰成水果

神農街
am20.30

蹤」裡那位稻草人的後代，找到了智慧、
也具備了故事裡獅子所缺少的勇氣。那
麼，故事裡錫人所缺少的熱情在哪裡呢？
就在跑跑稻草人右手的那把火裡。

伴手 /
振行木屐鞋行
合成/永盛帆布行
泉興草蓆
連德堂煎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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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東華大學

東華大學

漂丿仔

飄浮五味屋
project

浪花─流浪花蓮的13種可能@花蓮壽豐

雙城故事 @花蓮壽豐

漂丿仔都在做些什麼?
飄浮五味屋的乘客都在做些什麼?

在花蓮念四年大學，如果只待在學校這個堡壘裡實在太
可惜。漂丿仔帶你踏遍13個鄉鎮，跟你一起在花蓮玩得認

改造貨櫃屋和瑕疵家具、拯救流浪腳踏車、跟小朋友一

真、玩得深、玩出認同與歸屬，玩出未來新可能。

起騎單車自助旅行、跟社區的狗狗做朋友。
花蓮豐田火車站外有棟老房子叫做

漂丿仔在太平洋沿岸的浪花泡沫中出

漂丿仔大發生

「五味屋」，一間二手商店，一群東華大

101/10/20 卓溪出走+瓦拉米步道之旅

學的大朋友和當地的小朋友以這裡為基地

101/11月

流浪光復鄉:馬太鞍部落+木雕織布瑪駱工作室

做了好多事。五味屋其實是一隻小怪獸，

+露娜伊工作室

頭上長了樹、風車、發電板還有氣球，可

生，吸收花蓮溪和秀姑巒溪河口帶來的山
林養分而成長，喜歡玩耍、充滿生命力。

101/12月

流浪秀林鄉

以長途飛行自給自足。他常常載著大小朋

長大之後展開了漂丿生涯，立志流浪到這

(報名資訊、詳細活動地點時間請查詢

友飛過縱谷、飛過大河、飛過山脈、然後

片山海的每一個角落。

FB「浪花吧 流浪花蓮的13革命」粉絲頁)

再安穩的把大家送回來。

飄浮五味屋大發生
101/9/28

NPO園遊會+青年志工論壇 @東華大學

101/10/28 五味屋小朋友接待來自美國長島的朋友
@五味屋
101/11月

南洋姐妹會公演

(詳細活動地點時間請查詢FB「雙城故事」粉絲頁)

Route 1

捕風捉山追海浪 X 東華大學 浪花

Route 1

捕風捉山追海浪 X 東華大學 雙城故事

尋
獸

路

徑
Our
Tracks-----------

花蓮壽豐早餐 東華大學文學院+理學
院+第一宿舍+短期招
待所+第一餐廳
荖溪小吃
豐春甘蔗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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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9.00

am10.00

pm12.00

豐田火車站
回花蓮市區

緩慢民宿

原野牧場

五味屋

pm13.00

空軍基地、
七星潭看星星→

pm14.00

pm17.00

pm19.00

光復/秀林小旅遊線
193線道之旅→雲山水自然生態園區→193縣道→鳳林→萬榮火車站 滿妹豬腳→
林田山→光復車站→原野牧場→七星潭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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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1

建國科技大學

捕風捉山追海浪 X 建國科技大學

八卦山下的那卡西
project

尋
獸

襪哈哈，大家一起來革命！@彰化

路

徑
Our
Tracks-----------

彰化扇形火車站
阿泉爌肉飯(old)/
尋鹿咖啡(new)

am7.30

建國科技大學襪哈哈成果展

am8.00

社頭火車站→
買伴手 : 新和春醬油場/昇田食品行

am9.00

麥芽餅、蜜蕃薯

樂活觀光襪場→

am13.00

肉圓輝、炸芋頭餅、蔥油餅

彰化藝術高中成功營區

控肉飯下午茶
木瓜牛乳大王
the planet cafe

pm14.30

pm17.00

彰化涼圓/大元鹹麻糬/貓鼠麵

八卦山

pm18.00

人水私房tea work

pm20.00
pm22.00

八卦山下的那卡西都在做些什麼?
顧名思義，那卡西來自八卦山下，只
有一張臉一張嘴，卻有好多腳，因為這樣
才有體力又吹又唱到處跑場子。孩子們只
要聽見那卡西的演奏，就統統跑出來跟在

走遍全台，跟各地的大人小孩講襪子的故事；回到社
頭，把火車站設計成襪子王國的大門。每當我們低頭看一眼
腳上的襪子，就會想起：彰化社頭原來是襪子的故鄉！

他後面走。咦，有人說這豈不是跟格林童
話裡「哈美崙的吹笛手」很像?一點都不像

那卡西大發生

喔，童話裡哈美崙的大人們心腸不好不守信

101/11/03 9:00-12:00

用，最後害得吹笛手發火吹起笛子把小朋友

2012襪哈哈！發現襪子之美期末成果展

們都拐跑；但住在八卦下的大人小孩每一個

@建國科技大學圖文13樓

都誠懇用心，你出襪子我出腳，希望那卡西

活動詳情請查詢「襪哈哈官網」

把這裡的故事歌謠好好的流傳出去。

http://ec7.ctu.edu.tw/main.php

原料來自社頭的襪子設計品牌quiero
http://quierosocks.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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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2

一路上的房子都在跳舞
大學與空間實驗
三火頑童@臺灣師範大學
記憶的太陽@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艾力士@臺灣大學
葫蘆矸@臺中教育大學

彎的龍@高苑科技大學

Route 2

高苑科技大學

一路上的房子都在跳舞 X 高苑科技大學

彎的龍
project

尋
獸

「文苑堂」校園創意市集@高雄

路

徑
Our
Tracks-----------

高雄三信家商 : 波浪大樓

老皮涼麵

玫瑰聖母堂 : 歌德與羅馬建築
2001建築票選No1

am8.00

小林平埔文物館

am9.00

高雄世運主管場

am11.30

宮本日本料理、角洲牛排
江豪記臭豆腐王

中都溼地公園 : 2012全球卓越建設獎
鼓山→渡輪 : 船上看85大樓與船隻→
旗津老街天后宮 : 三級古蹟、三輪車、砲台+
舊鼓山國小 : 彩色外牆+聖若瑟教堂常美冰店→
旗津海水浴場 : 天然建築

pm15.00

pm16.30

高醫圖書館 : 與鳳凰樹呼應的
無樑樹構建築
pm20..00

中央公園站
城市光廊、大立精品 : 光與LED牆

pm21.00
pm21.30

彎的龍本來叫做「直的龍」，他每
次都只走直路，他覺這樣很快很方便，大
路之外有些什麼東西他並不太在意。有一
天他吃壞肚子，為了找廁所，只好半路緊
急轉彎，跑到每天經過卻從沒踏進的巷子

彎的龍都在做些什麼?
打破原本校園裡「一條龍」式的單調動線，用創意市集
當催化劑，原本佈滿灰塵乏人問津的各個角落，都慢慢的活
了起來。

和建築物裡，才猛然發現：原來大路之外
有這麼多好玩新奇的東西啊！從此他就喜

彎的龍大發生

歡用蜿蜒迂迴的方式來行走，蛇來蛇去、

101/10/27 10:00-17 :00

東看西看，好不暢快！漸漸的，他就變成

文化流88星境體驗營－小林大武壠平埔文化創意市集Ｘ文

「彎的龍」了。

苑堂創小棧＠高雄市甲仙區五里埔小林平埔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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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2

臺中教育大學

一路上的房子都在跳舞 X 臺中教育大學

葫蘆矸
project

尋
獸

花漾柳川創藝未來實驗室@臺中

路

徑
Our
Tracks-----------

臺中教育大學

尋找臺中西區小怪獸

第二市場老王蘿蔔糕

am0900-pm1700

刑務所演武場→
自由路眷村 太陽堂太陽餅

am7.00

臺中市政府→臺中市役所

am7.30

宮原眼科：老建築大改造

am8.00

臺中火車站

am8.30

臺中市立圖書館

am9.00

臺中公園：湖心亭

am9.30

臺灣美術館、忠信市場：美術館建築本身很厲害
市場裡藏有許多藝文空間小夏天/鹽之華

am10.30

老賴豆紅、餡餅鄒

養慧學苑

am11.00

圓滿劇場 目覺2店

pm12.30

東海大學 很多建築都很美

pm14.00

EGGroup base：膠囊空間

pm15.00

救恩之光教堂

pm14.30

新民高中藝術中心：音樂廳

pm18.00

CMP BLOCK藝術特區：2010年全球卓越建設獎胡同咖啡→
臺中新市政大樓日和三一、三時茶堂

pm18.30

梨子咖啡中科店

葫蘆矸都在做些什麼?
一塊被工匠遺忘在河邊的木料，經年
累月受到風雨日光侵蝕浸潤，漸漸變成一
個葫蘆。某個暴雨天，一陣雷劈下來恰好

沒有人住的舊宿舍區裡，他們把傳統工藝帶進去，再把
學校師生、社區鄰居、經過的路人全都拉進來，讓河邊老建
築變成新的實驗基地。

pm19.00

擊中葫蘆，火光四起，但葫蘆不僅沒有被
燒焦，反而頓時有了生命，頭上長出新生

葫蘆矸大發生

的竹子。從此，人家稱呼他「葫蘆矸」，

102/01/06 09:00-17:00

卻不曉得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其實，葫

尋找臺中西區的文化小怪獸@臺中火車站集合

蘆矸裡沒有藥，有的是他小心翼翼守護在

活動詳情請查詢「花漾柳川創意屯」官網

肚子裡的那把火。

http://www.ntcu.edu.tw/ccdc/flower/

推薦住宿 / 臺中藝術招待所：入住藝術作品當中
伴手 / 宮原眼科(日出太陽餅)
現代建築 / 新民高中藝術中心、養慧學苑、臺灣美術館、戶外圓滿劇場、救恩之光教堂、臺中新市政大樓、梨子咖
啡館、目覺2店、臺中市立圖書館、CMP BLOCK藝術特區、藝術招待所、東海人文教學大樓、EGGroup base
老傳統建築 / 第二市場、忠信市場、自由路眷村
巴洛克建築 / 臺中市役所、臺中市政府、宮原眼科
日式建築 / 刑務所演武場、臺中公園神社 延伸參觀 / 清水休息站(臺中縣)
25

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教育大學

三火頑童

記憶的太陽

project
青田十六—臺師大人文藝術創意實驗室@臺北

project

臥龍跨界微型實驗室@臺北

太陽召喚來的小獸都在做些什麼?
三火頑童都在做些什麼?
俗話說「囝仔屁股三把火」，三火頑童就是這
樣，只不過火是長在頭上，滿腦燒燙燙的鬼點子。
住在阿公家，阿公是個拘謹的老學者，不准他跨出
院子的籬笆，於是他趁阿公出門時，把籬笆拆掉往
外推了幾公尺，再立起來重新油漆──院子變大了，

如果圍牆外的老校舍像是年邁遭人遺棄的老人，他們就

為原本安安靜靜的老宿舍加點新想法、添

是兼具耐心和愛心的看護。打理被遺忘的空間，守護裡頭的

些新聲音，讓學生與年輕藝術家可以在這裡向

記憶，重新拼出一個有年輕靈魂的文化基地，一個有歸屬感

社會發聲，寂寞的空間變成一座巷弄裡熱鬧的
藝文沙龍。

太陽公公已經很老很老了，一代代的

的家。

歷史像化石一樣沉積在身體裡，他沒有辦
法自己整理，以至於身上都冒出了雜草。

記憶的太陽大發生

怒，但發現他把籬笆變得比以前還漂亮，也就任由

三火頑童大發生

不過，只要他一點燃那支老煙斗，記憶就

101/10/25-10/31

他去了。安靜的時候，他最喜歡轉著阿公的那臺老

101/11/10-11/14

會像煙一樣緩緩飄上天空，召喚來一隻隻

「DRAGON進化三部曲:過去x現在x未來」影像展@臥龍29

收音機，聽這個舊黑盒子裡傳出粗粗破破卻溫暖的

在地的容顏(社區居民攝影繪圖展)@青田十六

熱情的小獸，幫他除草幫他洗澡，幫他找

活動詳情請查詢 「臥龍二九」部落格 http://wolong2429.

聲音。

活動詳情請查詢FB「青田十六」粉絲頁

到消失的光和熱。

blogspot.tw/

他能玩的空間也變大了。阿公回來看到，本來要發

Route 2

臺灣大學

一路上的房子都在跳舞 X 臺灣大學

艾力士
project

尋
獸

創意工程師培育@臺北

路

徑

市長官邸藝文沙龍

Our
Tracks-----------

臺北阜杭豆漿→善導寺→徐州路

am7.00

生態綠咖啡

am9.00

摩門教堂

am10.00

油杉家園

am10.30

師範大學

am11.00

殷海光與梁實秋故居

pm12.00

青田十六

pm13.00

蒙藏文化中心

pm14.00

清真寺、聖家堂

pm15.00

臥龍29

pm15.30

臺大

pm16.00

寶藏巖

pm17.00

閒隅

溫州街蘿蔔絲餅

青田七六/大隱酒食/小隱私廚/回留茶藝/天壇
貳月咖啡/冶堂壺茶空間

紫藤廬

巫雲、尖蚪
pm18.30

夜裡，月光透過倉庫的窗戶照在艾力士身上，
反射冷冷的光。
大家都覺得機器人只要睡在亂亂的倉庫裡就
好，不需要溫暖，用不著愜意。但其實艾力士睡得

艾力士都在做些什麼?
工科的專業加上人文的心，為自己量身打造
活動空間，在這裡休息、工作、讀書、交朋友，舒
適、愜意又滿足。

不安穩。他有一個夢，希望能有一個柔軟的抱枕、
一個舒適的家。有位夢遊仙境的小女孩名字跟他很

艾力士大發生

像，他決定要去找她，問問她怎樣才能創造一個那

102/01/09 14:30-15:30

麼繽紛的花園。

交誼空間設計與實作提案@臺大土木館203會議室

伴手 / 品墨良行、地球樹、火金姑工作室
日式建築 / 青田七六、教育部長官邸、油杉家園、
殷海光故居、梁實秋故居、貳月咖啡館、
冶堂壺茶空間、紫藤廬、臥龍29、市長官邸藝文沙龍
蒙藏建築 / 蒙藏文化中心
眷村式建築 / 寶藏巖藝術村
現代建築 / 聖家堂
穆斯林建築 / 清真寺
解構裝飾 / 閑隅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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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2

30

一路上的房子都在跳舞 X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Route 2

一路上的房子都在跳舞 X 臺灣師範大學

31

Route 3

跟著神將頭目
牽著牛獅去摘瓜
大學與創意文化

趴趴呀趴趴造
@環球科技大學

自耕自牧的瘦牛
@南華大學
黑白黏八打@臺東大學
螺獅町@臺南大學

Palakuwan@臺東大學

臺東大學

臺東大學

黑白黏八打

Palakuwan

project

project

家將狂想曲@臺東

戴著野菜頭冠的頭目，總是握著腰間的那把短
黑白黏八打都在做些什麼?
跨界的老師帶著學生在大學裡，重新認識八家將跨界的
這是一隻內心充滿糾葛與衝突的獸，
黑與白、陰與陽、正與邪、善與惡的力量
在他體內流動，兩兩對立互相對打，卻又

Palakuwan大發生

刀，象徵肩負傳承和穩固的責任。表情嚴肅、不苟

102/01/19 14:00-19:00

言笑，維護人與大自然平衡的關係。

「最靠近太陽的地方」劇情短片首映會星光市
集、靜態展、體驗工作坊@利嘉溪畔(集合地點:臺

古老靈魂，穩紮穩打從每一個陣式步伐一步步學起，試著為
家將文化擦去一點汙名。

東大巴拉冠@臺東

Palakuwan都在做些什麼?
Palakuwan，巴拉冠，卑南語「青年聚會

東大學知本校區校門口)
活動最新訊息查詢

無法分離而黏在一起。這也是每個人心中

黑白黏八打大發生

所」，原住民孩子經過這裡的訓練後才能成年。大

https://sites.google.com/site/

的那一頭獸，人人都要求自己朝光明奮

102/1/11 13:00-17:00

學生重回巴拉冠，配備山刀、八卦網，撿海貝、採

palakuwaninnttu/

鬥，卻又必須學著與陰影和平共處，才能

家將文化文創品設計期末發表@臺東大學臺東校區文化休

野菜，用身體和心靈感受山海律動，變成勇敢智慧

和諧一致的往前進。

閒與休閒產業會議室

的大人。

Route 3

跟著神將頭目，牽著牛獅去摘瓜 X 臺東大學

尋
獸

路

徑
Our
Tracks-----------

臺東都蘭私房景點/
PASA空間check out→

day1

台九線23K看日出

都蘭糖廠
都蘭小房子

197線道田野風

36

am5.00

am10.00

臺東森林公園+
海濱公園

臺東火車站

米巴奈風味美食坊/
海草健康輕食館

am11.30

臺東大學
家將文化文創品
設計期末發表

pm13.00

蔥油餅/萵苣廚房/
小屋咖啡

pm15.00

臺東糖廠

檔案咖啡室→

鐵花村
魯西法日法料理/
無國界料理

pm17.00

臺東
少則得民宿

pm19.00

37

Route 3

跟著神將頭目，牽著牛獅去摘瓜 X 臺東大學

尋
獸

路

徑
Our
Tracks-----------

day2
早點大王/
萬富盛號/
有時散步

史前文化
博物館

知本森林
遊樂區

黑松羊肉爐

東大知本校區:巴拉冠
「最靠近太陽的地方」

四格山夜景
(寒舍)

伴手 / 馬利諾廚房手工麵包、洛神花
*別條路上的好吃餐廳 / 陶甕百合春天
（預約用餐制）
臺東縣長濱鄉樟原村大峰峰15號 臺
東花蓮交界處，沿台11線南下，一進臺
東長濱就要注意左側船屋入口

38

am8.30

am10.00

am11.30

pm12.30

pm14.00

pm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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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3

臺南大學

跟著神將頭目，牽著牛獅去摘瓜 X 臺南大學

螺獅町
project

尋
獸

互動影音創作藝術生活埕@臺南

路

徑
Our
Tracks-----------

臺南早午餐

茀立姆/鵪鶉鹹派/慢慢咖啡/鹿角枝

夕遊出張所

am9.00

臺南大學藝術特區

am11.00

福吉雅

文賢+豆油間俱樂部

pm13.00

a room/ Dawn Room 明堂/毛鏗
白野抄喫茶
白色小屋

pm15.00

飛魚記憶美術館、 K’
s art當代
藝術空間、REC、加力畫廊

pm16.00

小滿食堂/ Bakku 、衛屋

pm16.30

佳佳西旅店、彩虹來了
農麗潮店 江水號/布萊恩紅茶

pm19.30

橋下bar

pm20.30
pm22.00

螺獅町都在做些什麼?
在古早農業社會，廟埕是舉辦藝文活動和居民生活交流
的地方。這群小怪獸要運用數位化的影音聲光，重現裡廟埕
在廟埕出生，所以具有廟門前的石獅

空間裡的熱鬧精彩

頭加上石鼓身。石鼓就是龍的第九個兒子
「椒圖」，也被稱為「石螺」，所以人們

螺獅町大發生

都稱他為「螺獅町」。具備獅子動態的攻

101/10/04 10:00-17:00

擊性，兼有石鼓的靜態防守力，再加上各

互動影音創作置入展@臺南大學藝術特區

式轉接頭與USB線的科技轉換能力，是現

(活動詳情可查詢http://maydayrock.myweb.hinet.net/

代的空間守護獸。

或電洽06-2133111＃703黃先生)

推薦住宿 / 正興咖啡館
臺南市中西區國華街三段43號
41

Route 3

南華大學

跟著神將頭目，牽著牛獅去摘瓜 X 南華大學
尋

自耕自牧的瘦牛
project

獸

「去醫療化」的健康照護革命@嘉義

路

徑

嘉義火車站

Our
Tracks-----------

Day1
西平社區發展協會

am10.00

黑松潤餅

am10.30

洪雅書房-特色社運書店

pm12.00

嘉義舊監獄

pm13.00

嘉義公園、植物園

pm14.00

七彩噴水圓環

pm15.00

北門火車站(阿里山鐵路起點)
玉山旅社

pm17.00

文化路夜市小吃

pm19.00

Day2
上阿里山

Day3
下阿里山

自耕自牧的瘦牛都在做些什麼?
健康不應該是醫院診所裡的商品，人們也不應該

民雄 微笑雞肉飯

am10.30

薪傳二手書店

pm12.00

江厝店鴨肉羹

pm13.00

大林站-全台第一座太陽能綠建
築火車站站前臭豆腐

pm14.00

南華大學

pm15.00

是被馴服的病人，他們走進嘉義市和阿里山社區，用談
話、幽默、音樂……的「非典型」醫療方式，帶大家把健
康照護權拿回自己手中。
自耕自牧的瘦牛大發生
擁有耕作能力的自耕牛，因為上不得

101/12/29

軛，所以不受犁頭控制、不受鞭打驅策；

找尋白色巨塔的調色盤公開展演@嘉義市西平社區發展

因為背上有稜，也坐不得人。自執鋤頭，

協會(嘉義火車站後站公園)

自牽鼻繩，而角上掛著的笛子，並非為牧

活動詳情可查詢臉書

童準備，是自娛娛人之用。

「大學小革命──讓我們大鬧一場吧」社團

pm16.00

*嘉義經北門至阿里山的鐵路目前停駛中，
據說103年可望全線通車。
43

Route 3

環球科技大學

跟著神將頭目，牽著牛獅去摘瓜 X 環球科技大學

趴趴呀趴趴造
project

尋
獸

地方特產包裝數位加值實驗室@雲林

路

徑

湖本生態合作社 : 五色鳥/
白馬山菩提講堂/
觀光農園 : 木瓜等水果→

很慢的廚房-喜憨兒的創意料理

Our
Tracks-----------

斗六二吉軒早餐

am9.00
am10.00

虎尾厝 : 和風+洋味的藝文沙龍

虎技紅豆餅-炒飯包進車輪餅

布袋戲館裡面有阿凡達與喪屍
等奇特角色 肉羹、好涼冰店

pm14.00

太平老街建築 :
橫跨明治、大正、昭和時期建築

pm15.00

籽公園-宮崎駿「風之谷」
王蟲實體空間

pm16.00

芒果咖啡、好遇咖啡

pm17.00

雲科大「雲那裡」荷花池
斗六人文公園旁的

pm17.30

古坑荷蘭古井+夜景咖啡小粉圓

pm18.00

Han’s pizza/腿庫飯/炊仔飯

pm20.00

趴趴呀趴趴造都在做些什麼?
「趴趴呀趴趴造」是這隻獸的叫
聲，原意是「到處跑的木瓜」。他踩著滑
板在田間穿梭，前方有人時就會大喊：

跟雲林林內鄉的在地農產—木瓜做好朋友，摸清木瓜的
身世背景和需求，再用數位互動的方法來包裝行銷它，讓大
家都知道林內的木瓜有多讚!

「趴趴呀趴趴造！」，意思是「讓讓，讓
讓！」。偶爾，他會在胸前配戴一朵小小

趴趴呀趴趴造大發生

的白色木瓜花，看到人的時候，也會指著

101/12

花輕輕說「趴趴呀，趴趴呀趴趴造……」，

商品包裝數位加值研習營

意思是說「木瓜樹有分公的和母的，公樹

@環球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教室

開公花，母樹開母花，我這一朵是公(或母)

活動詳情與報名

的……」。

http://board.twu.edu.tw/course/users/

伴手 / 芒果咖啡(臺灣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2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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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4

一群好人造橋鋪路
大學與社會實踐
Sparkle Stream@臺灣師範大學
幕後黑手@臺北藝術大學
飽堡食神@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鳳梨枝@義守大學
火旺吐司@美和科技大學

Route 4

美和科技大學

一群好人造橋鋪路 X 美和科技大學

火旺吐司

尋

project
發現NPP : 非營利個人的跨界學習與社會網絡建立@屏東

獸

路

徑

八大森林樂園-五感啟發；
創造歡樂與感動

Our
Tracks-----------

屏東牛肉福-在地人早餐/
鳳梨酵素自助商店-誠實與良心的實踐

am8.30
am9.30

上好佳炒粄條-紅色粄條/
青福號牛乳大王-木瓜牛奶加蛋

美和科技大學

pm12.30

屏東戲曲故事館-圓明園發跡於潮州 : 傳統文化的實踐

pm14.00

潮州分局警察廟與榕樹-全台唯一設有廟宇的警察分局
(神也要值班)，榕樹拜亡魂 : 神鬼共存

pm16.00

菜刀冰/燒冷冰/心之和烘焙屋-美國乳酪臺灣區創意大賽

pm16.30

萬巒萬金聖母聖殿 : 宗教遺產傳承
萬巒豬腳

天主堂 : 搭飛機找耶穌

pm17.30

孫立人將軍行館
族群音樂保留天主堂

pm19.30
pm20.00

火旺吐司其實不是食物，是一座牆，
一座厚實、穩固、中心暖烘烘的牆。每當
寒流來襲，許多人會到他面前取暖。而這
些人下次回來的時候，會帶來一個小石
塊，放在牆上，謝謝火旺吐司的慷慨。所
以這面牆越來厚、越來越穩、越來越溫

火旺吐司都在做些什麼？
如果想做點非營利的、公益性質的事，請別擔心自己
的力量太小，火旺吐司幫你伸出長長的觸角，連上你、連上
我、連上他，把各自的小心願結合起來變成大力量。

暖，就像一座溫和的火山。至於為什麼跟
吐司扯上關係？那是因為，如果睡過頭來

火旺吐司大發生

不及在家裡吃早餐，可以帶著一片吐司

101/10/25 下午 發現NPP─

來，把土司貼上去，等一個紅燈變綠燈的

「柬單實寨」國際志工服務成果展@美和科技大學

時間，吐司就烤好了。

（活動詳情請洽美和科大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不在路線內的好地方 /
彭厝國小 - 生態永續經營的綠色學校
臺灣屏東縣鹽埔鄉七份路21號
龍鑾潭野生鳥類自然中心 - 自然保育的實踐
(也是特色建築)
臺灣屏東縣恆春鎮龍鑾潭路250巷8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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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4

義守大學

一群好人造橋鋪路 X 義守大學

鳳梨枝
project

尋
獸

好漢坡異想團隊@高雄

路

徑

旗津窯 : 臺灣窯藝術推向國際
木炭窯 : 傳統產業

Our
Tracks-----------

三合瓦窯 : 南臺灣僅存的紅瓦窯歷史建築
製作瓦磚體驗

am9.00
am10.00

義守大學「你農我農創意農莊事件簿」
舊鐵橋志工小棧/

am11.00

舊鐵橋濕地教育園區

pm12.30

姑山倉庫產業文化休閒園區 :
行銷本地農特產、若水陶藝工作坊

pm14.00

愛上布諾閣

pm15.00

文化中心候車亭

步道咖啡/ Aroma/本東咖啡

海軍明德訓練班、美麗島站光之穹頂 : 人權景點

pm16.00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大東藝術圖書館) : 藝術推廣

pm17.30

味津排骨大王/老二腿庫飯

pm18.00

老爸咖啡-小港機場看飛機
半九十茶屋

pm19.30

吳紀餅店/老江紅茶牛奶

pm20.30

鳳梨枝都在做些什麼？
鳳梨枝小的時候要求媽媽講個關於鳳梨的故
事給他聽，媽媽卻無奈的說：「除了《海綿寶寶》
裡有提到鳳梨之外，我實在想不出什麼鳳梨的故事
了。」於是，鳳梨枝立志要寫出一本關於鳳梨的故

充滿南國的熱情，幫大樹鄉的荔枝和鳳梨說吸
引人的故事，跟果農一起發想：該怎麼讓農村變得
不一樣！

事書，而且一定要很好聽，以後才能講給他自己的
小朋友聽。但是，要寫自己的故事，就必須先讀懂

鳳梨枝大發生

自己，所以他把自己切成一片片，徹底觀察，最後

101/12/3-12/7 9:00-17:00

決定要分成五個篇章來寫。現在，只剩下第五章，

「你農我農創意農莊事件簿」影音作品展

這本鳳梨枝的故事就要完成了……

＠義守大學綜合教學大樓1樓

伴手/ no.18空島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35號
延伸拜訪 / 各種農場；鳳梨荔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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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4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一群好人造橋鋪路 X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潛行食神
project

尋
獸

縮減食物里程小革命@桃園

路

徑

石門水庫→老頭擺客家菜

Our
Tracks-----------

桃園北橫五橋(大漢橋)：高空彈跳

am8.00
am9.30

大艽芎古道賞桐花/波斯菊花海
賴家豆花：傳統產業
新屋綠色走廊：綠色環境

pm12.00

龍岡社區 : 社區典範、碗公節、綠窗簾

pm14.00

清真寺：北部回教信仰中心、
桃園縣藝文中心 : 扶植在地藝術人才

pm15.00

摸油湯/美香飲食店/健民潤餅

雲南小館/唐記米干

pm17.00

元智大學圖書館資訊大樓 :
建築美學的實踐
pm19.00

潛行食神都在做些什麼？
潛行食神伸縮自如，可以縮得跟分
子一樣小，潛進食材內部，伸出潛望鏡，
觀察每個細胞每組結構，探查來源地與生
產方式，明察秋毫之後，才退出來回復原

推廣使用當地當季食材，設計好方法讓大家了解縮短食
物里程的重要，希望更多人能從「吃」開始，過著負責任、
有意識、好健康的生活!

本食神的大小。如果是在地而且用良心生
產的食材，他才會選用。但食神的手腳

潛行食神大發生

很快，這個潛行於食物裡的過程僅需花

101/10/30 13:00-17:00

0.0038毫秒，一般人肉眼感覺不出來。此

龍岡社區推廣在地食材@龍岡社區發展協會

圖像是我們根據超級高速快門所捕捉到的
畫面，重新繪製而成。

活動詳情請查詢FB「縮減食物里程革命軍」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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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臺北藝術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幕後嘿手

Sparkle Stream
project

藝術的微經紀與微經濟@臺北

2024：未來國際島@臺北

Sparkle Stream都在做些什麼
幕後嘿手都在做些什麼？

臺灣一點也不小，臺灣可以很亮眼，找出校園內外的在

如果你寫了詞或曲，卻不知怎樣讓它變成一首歌；如果

地國際化細胞，努力讓臺灣被看見。

一群埋首在幕後的恐怖角色，不怕

你有精彩的人生故事，卻不知如何讓它變成劇本、小說、舞

黑，只需一點光線就能找到方向。有很多

台劇，歡迎來找幕後嘿手！讓他當你的經紀人，幫你找人、

腳，長短雖然不同，有時候還第十腳僵

找技術、找機會，找舞台，幫你完成夢想！

直、第三腳麻木，但還是能支撐幕前幕後

幕後嘿手大發生

有一點游移的光點在漂浮，那是Sparkle

Titan Taiwan：Light It Up

的光彩與黑暗，默默往前移動。但他們並

2012/10/15-19

Stream頭上的光。他知道這深海之下太美

@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門口

非總是這麼嚇人，一年之中，他們有幾天

關渡藝術節×邀你來創作@臺北藝術大學「啊！秀」網站

麗，希望能用自己的一點光，讓其他生物

102/01/07-01/11

會把幕拉開跑出來玩，嘿嘿嘿嘿的開心笑

(活動採預約制，詳情與收件信箱請洽

也能看到這片土地。他的吻很長很長，映

Titan Taiwan：Light It Up展覽@青田十六

著，就像豬排蓋飯裡很重要的白色米粒，閃

hautboisangel@hotmail.com 康小姐)

著頭上的光，蜿蜒如一條蟄伏在無盡闇黑

耀著亮晶晶的光，讓人和炸豬排都幸福。

Sparkle Stream大發生
2024米深的海裡，很黑很寂靜，只

裡的螢光河流。

101/12/20 18:00

活動詳情請google「2024：未來國際島」

Route 4

捕風捉山追海浪 X臺北藝術大學

尋

臺北師範大學

獸

尋
獸

路

歌

徑

美而美早餐車/北投市場 : 矮仔財魯肉飯/
文吉肉羹+蔡元益紅茶

am8.00
am8.30

北投打擋計程車
臺北藝術大學

am9.30

少帥禪園 : 多元感官的餐、景、文物

am10.00

竹圍工作室 : 藝術進入社區
有河Book : 有態度獨立書店
淡水漁業生活文化影像館
穀牌故事館
淡水鼻頭寮
北港塘

pm12.30

Q老大烏龍麵

pm14.00

三芝淺水灣
大屯山

pm16.00

The Top/松園/草山夜未眠

pm19.00

Day2
迪化街早餐

旗魚米粉/林合發油飯

大稻埕老市場

am8.30

URS15迪化好味食堂 : 街區傳統保留再生
URS 44大稻埕故事館 : 歷史故事與城市行銷

am9.30

248農學市集/希望廣場農民市集/
彎腰農夫市集 : 支持在地小農
URS27快樂樂台 : 都市綠地生態綠咖啡
URS21中山創意基地 : 藝術進入閒置空間蘑菇
信義公民會館好丘

am10.30

pm12.30

pm14.30

南村落、舊香居書店

56

師大

pm16.00

小破爛咖啡：一點都不破爛的資源
回收再利用

pm18.00
pm19.00

Our
Tracks--------------------------------------------------------------------------------------------------------------------------------------------------------------------------------------------------------------------------------

臺北芝山岩資源回收站+名山里芝山岩社區 :
藝術進入社區

Our
Tracks-----------

Day1

57

Tools

──────────────────尋獸工具

Route1

「懂得將金錢花在善待土地的創作、食材上，也是一種社會義務」 - 韓良露

澎湖
土銀小吃 - 澎湖縣馬公市重慶里民福路三八巷六號一樓
電話：06-9261832
許媽媽小吃館 - 澎湖縣馬公市樹德路16之1號
17:00-02:00
來福海鮮 - 澎湖縣馬公市新村路43號
西嶼鄉二崁村百年古厝(三級古蹟)
臺南
手手市集(二手古著 x 手工創作) 臺南市中正路5巷4號旁停車場(假日才有)
六千牛肉湯 - 臺南市中西區海安路一段63號
小滿食堂 - 臺南市中西區國華街3段47號
草埕 - 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142-1號2樓
(一樓為賣飲料)
郭柏川紀念館 - 臺南市公園路321巷27號
臺灣文學館 -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號
阿堂鹹粥 -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728號
郭家菜粽 - 臺南市中西區友愛街117號
文賢油漆行+豆油間俱樂部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161巷20號
連晟旅遊 -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212號
147甜甜圈 - 臺南市東區府東街147號
臺南小露臺 - 臺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30巷12號
鐵花窗 -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64巷5號
振行木屐鞋行 -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2段318號
合成帆布行 -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45號
永盛帆布行 -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2號
泉興草蓆 - 臺南市新美街46號
連德堂煎餅 - 臺南市北區崇安街
花蓮
豐春甘蔗冰 - 壽豐鄉壽豐路一段79號
壽豐早餐 - 壽豐車站前方十字路口上日式木造屋
荖溪小吃 - 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五段82號
原野牧場 - 花蓮縣新城鄉大漢村七星街9號
滿妹豬腳 - 花蓮縣鳳林鎮萬森路10號
彰化
新和春醬油工廠 - 彰化縣社頭鄉廣興村
社斗路1段592號
樂活觀光襪場 - 彰化縣社頭鄉廣興村中山路一段465號
昇田食品 - 彰化縣社頭鄉美雅村雙義路2-20號
大新庄早點 -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一段880號
THE Planet - 彰化市中華路260號
尋鹿 - 彰化市永安街476號
彰化藝術高中 -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13號
彰化涼圓 - 彰化市民權路49號
彰化在地下午茶(控肉飯) - 彰化市成功路10號
阿泉爌肉飯 - 彰化縣彰化市成功路216號
貓鼠麵 - 彰化市陳稜路223號
大元鹹麻糬 - 彰化市民生路129巷4號
50年木瓜牛乳大王 - 彰化市中正路二段152號
人水私房 - 彰化市成功路346號

Rout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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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宮本日本料理 -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46號
角洲牛排 - 高雄市民生二路42號
江豪記臭豆腐王 - 高雄市民生二路40號
常美冰店 - 高雄市旗山區文中路99號
舊鼓山國小 - 高雄市旗山區文中街七號
聖若瑟教堂 - 高雄縣旗山鎮德義街6號
老皮涼麵 -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113號
高醫圖書館 -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
左營龍虎塔 - 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1435號
高雄世運主場館 - 高雄市左營區中海路200號
玫瑰聖母堂 -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三路151號
三信家商-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186號
城市光廊、大力精品 - 高雄市五福三路57號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一路1號
（高雄捷運橘線大東站２號出口）
鳳山基督長老教會 - 高雄縣鳳山市中正路172號
棋餅 - 高雄市左營大路98號
老江紅茶牛奶 - 高雄市新興區南臺路51號
(07)287-7317
五里埔小林平埔文物館 - 高雄市甲仙區忠義路
臺中
新民高中藝術中心 - 臺中市北區健行路111號
養慧學苑 - 臺中市西區403大墩十街50號
戶外圓滿劇場 -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與
向上路二段交叉口
救恩之光教堂 - 進化路４２８號
梨子咖啡館 - 臺中市西屯區玉門路370巷28號
目覺2 - 臺中市西屯區大恩街8號
臺中市立圖書館 - 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100號
臺中市役所 -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7號
臺中市政府 - 民權路與市府路口
刑務所演武場 -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33號
臺中公園神社 - 臺中市公園路二段37號之1
EGGroup base - 臺中縣龍井鄉遊園南路131號
私房景點 -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郡界82號
臺北
T. Loafer 閑隅茶酒 - 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
141巷20號
油杉家園 -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203巷(錦安公園旁)
梁實秋故居 - 臺北市大安區雲和街11號 *
每月最末週五14:00-17:00，定時導覽
殷海光故居 - 臺北市大安區溫州街18巷16弄1-1號 *
週二至週六10:00-12:00、13:00-17:00
蒙藏文化中心 - 臺灣臺北市大安區青田街8巷3號
寶藏巖 -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230巷14弄2號
聖家堂 - 臺灣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二段50號
清真寺 -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二段62號
摩門教堂 - 臺北市愛國東路256號
公館巫雲 -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44巷9弄7號
回留茶藝店 - 臺灣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31巷9號
秀蘭小吃 -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198巷5-5號

貳月咖啡 - 北市青田街13-1號1樓
天罈餐廳 - 北市大安區麗水街5號
大隱酒廚 - 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65號
小飲私廚 - 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42之5號
蘿蔔絲餅 -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264之3號

Route3
臺東
PASA空間 - 臺東縣卑南鄉富山村郡界51號
有時散步Walkabout Cafe - 臺東縣臺東市
南京路113號
米巴奈風味美食坊 - 臺東縣臺東市傳廣路470號
臺東 萵苣廚房 - 臺東市新生路137號
無國界料理 - 臺東市新生路660號
小屋咖啡 - 臺東市新生路395-1號
黃記蔥油餅 - 臺東市南海路86號
都蘭小房子 -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61號
(新東糖廠文化園區裏)
馬利諾廚房 -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436-3號
檔案室咖啡 - 臺東市中興路二段191號 (臺東糖廠內)
黑松羊肉爐 - 臺東市知本路三段144－2號
臺東少則得民宿 - 臺東市漢中街185巷46弄51號
臺南
茀立姆‧FILM早午餐 - 臺南市中西區
民權路二段64巷6號
慢慢咖啡 - 臺南市府前路一段34
鵪鶉鹹派 - 臺南市府前路1段126號
正興咖啡館 - 臺南市中西區國華街三段43號
鹿角枝 - 臺南市樹林街2段122號
藝術特區 - 臺南市慶中街216巷1號
夕遊出張所 - 臺南市安平區古堡街196號
福吉雅 - 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209巷16號
REC - 臺南市健康路1段351
飛魚記憶美術館 -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192號
Dawn Room 明堂 - 臺南市建平路139號
毛鏗 - 臺南市東榮街77號
衛屋茶事 - 臺灣臺南市北區富北街72號
臺南 Bakku - 臺南市中西區武德街22號
橋下 - 臺南市東門路一段20號電話
K’s art當代藝術空間 - 臺南市開山路122巷36弄19號
加力畫廊 - 臺南市中西區友愛街315號（南臺戲院旁)
a room - 臺灣臺南市東區長榮路一段234巷17號
白野抄喫茶+白色小屋 - 臺南市長榮路四段76巷12號
小滿食堂 - 臺南市中西區國華街3段47號
嘉義
微笑雞肉飯-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56號
06:00~13:30賣完為止
江厝店鴨肉羹 -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村江厝店
第19鄰19-3號
大林車站臭豆腐 - 嘉義縣大林鎮中山路13號
14:00以後營業

玉山旅社 - 嘉義市共和路410號 北門車站前
洪雅書房 - 嘉義市長榮街116號
薪傳二手書店 嘉義縣民雄東榮路40號2樓
黑松潤餅 嘉義市垂楊路289號
雲林
Han's手工火烤披薩 - 星期三~星期日，下午三點半起
斗六人文公園(近雲林科技大學)
虎尾厝 - 雲林縣虎尾鎮民權路51巷3號
阿世肉焿 - 雲林縣虎尾鎮華南路31弄1號(華南銀行旁)
好涼冰店 -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411號
布袋戲館 - 臺灣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498號
虎技紅豆餅 - 虎尾科技大學旁 下午兩點半至四點半
種籽公園 - 斗六市公正街212號
太平老街 - 雲林縣斗六市太平路
雲那裡 - 雲科大內
Han’s窯烤pizza車 -斗六人文公園
芒果咖啡 -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200號
很慢的廚房(午餐) - 雲林縣莿桐鄉中山路238號
好遇咖啡飲茶 -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102號
咖啡小粉圓 - 雲林縣古坑鄉永光村光興路
(中油加油站邊)
二吉軒早餐 - 雲林縣斗六市成功路300號
稻草人腿庫飯 -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溪75號
正斗六炊仔飯 -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379號

Route4
屏東
心之和烘焙屋 - 屏東縣潮州鎮彭城里彭城路108號
鳳梨酵素自助商店 - 屏東縣潮州鎮四維路 259號
潮州分局警察廟與榕樹 - 臺灣屏東縣潮州鎮
中山路12號
屏東戲曲故事館 - 屏東縣潮州鎮建基路58號
天主堂 - 屏東縣屏東市和平路56號
孫立人將軍行館 - 屏東市中山路61號
牛肉福 - 臺灣屏東縣潮州鎮金陵街33號
阿嬤菜刀冰 - 屏東縣潮州鎮忠孝路47號
阿倫燒冷冰 -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149號
上好佳炒粄條 - 屏東縣潮州鎮西市路33號之5
青福號牛乳大王 - 臺灣屏東縣潮州鎮
同榮里西市路33之7號
萬巒萬金聖母聖殿 - 屏東縣萬巒鄉萬金村萬興路24號
萬巒豬腳創始店 (海鴻飯店) - 屏東縣萬巒鄉
民和路16號
桃園
龍岡社區發展協會 - 桃園市國豐二街6號
摸油湯酒菜飯館 - 桃園縣桃園市三民路二段41號
元智大學圖書館資訊大樓 - 桃園縣中壢市遠東路135號
龍岡清真寺 - 桃園縣中壢市龍東路216號
中壢藝文中心 - 中壢市中美路16號
雲南小館 - 桃園縣中壢市龍平路181號 (忠貞市場內)
唐記雲南米干 - 桃園縣中壢市龍東路2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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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波斯菊花海 - 桃園大溪康莊路三段335巷
大溪大艽芎古道賞桐花 由登山口至觀景平臺約2公里，須2小時路程
賴家祖傳豆花 - 桃園縣大溪鎮仁和路一段59號
新屋綠色走廊 - 桃園縣新屋鄉永安村中山西路3段
12月石門水庫楓紅 - 桃園縣龍潭鄉佳安村佳安路2號
老頭擺客家菜 - 桃園縣龍潭鄉中正路三坑段546號
美香飲食店 - 桃園縣桃園市民權路100號
健民潤餅 - 桃園市民權路104號
高雄
三合瓦窯 - 高雄市大樹區竹寮路94號
舊鐵橋濕地教育園區 - 高雄市大樹區竹寮里
竹寮路109號
姑山倉庫產業文化休閒園區 - 高雄市大樹區
大坑路108之18號
旗津窯 -高雄市大樹區竹寮路209
木炭窯 -186線道沿著白煙
舊鐵橋志工小棧 - 臺灣高雄市大樹區竹寮路109號
若水陶藝工作坊 0928750242
愛上布諾閣 - 高雄市大樹區龍目路54之3號
海軍明德訓練班 - 高雄市鳳山區勝利路1號
吳紀餅店 -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84-1號
劉家酸菜白肉鍋 - 高雄市左營區介壽路257號
海青王家燒餅 - 高雄市左營區自助新村137－1號(早餐)
文化中心候車亭 -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67號
老二腿庫飯 -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二路118號
0925-040-508
步道咖啡 -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67號電話
味津排骨大王(雞腿飯) -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57號
半九十茶屋 - 高雄市中正四路71號(近R10捷運站)
07-2815195
本東咖啡 - 撥撥橘 李瑾倫 高雄市民有街86號
Aroma - 生活質感 高雄市前金區
長生街25號07-2410307
老爸咖啡 - 高雄市小港區明聖街135巷10弄16號
臺北
草山夜未眠 - 臺北市士林區東山路25巷81弄99號
三芝淺水灣步道 - 臺北縣三芝鄉北勢子41之7號後面
美而美早餐車 -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2號
(北臺灣科學技術學院後門)隨學生休寒暑假
Q老大日本讚岐烏龍麵 - 臺北市北投區立德路62號
淡水鼻頭寮 - 淡水捷運站老街反方向
十三行博物館 - 臺北縣八里鄉博物館路200號
淡水漁業生活文化影像館
竹圍工作室 -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39號
有河Book - 臺北縣淡水鎮中正路5巷26號2樓
豐聖老店(饅頭) - 臺北市士林區平等里平菁街45號
少帥禪園 - 臺灣臺北市北投區幽雅路34號
芝山岩資源回收站+名山里芝山岩社區 至誠路2段51巷
巷口+沿福國路往福林橋方
THE TOP 景觀餐廳 - 臺北市凱旋路61巷4弄33號
(文化大學體育館下方5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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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仔財魯肉飯+文吉肉羹+菜元益+市場429攤
(北投市場)
松園 - 臺北市菁山路101巷160號 (採預約制)
穀牌故事館 - 淡水鼻頭街22號
信義公民會館(四四南村) - 臺灣臺北市信義區
松勤街50號
小破爛咖啡 -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9號
URS15迪化好味食堂 - 迪化街一段155號
http://www.campobag.com/
URS 44大稻埕故事館 - 迪化街一段44號
URS27快樂樂臺 - 都市綠地 臺北市中山區
林森北路27號
URS21中山創意基地 - 藝術借入閒置空間
248農學市集 -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48巷內
彎腰農夫市集 - 寶藏巖綠野地/每月一次10:00~17:00
希望廣場農民市集 - 八德路1段49號 光華商場旁/
週六~週日10:00~18:00)
民樂旗魚米粉 - 臺北市民樂街3號
林合發油飯 - 迪化街一段21號
舊香居書店 - 臺北市龍泉街81號1樓、
南村落 - 臺北市師大路80 巷10 號
生態綠咖啡 - 臺北市中正區銅山街一號
KenLiz 肯栗子
http://www.facebook.com/KenLizDes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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