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仙境

仙食甜香軟 
咖啡暖心房
豐年好個秋

芒果滿口爽，水庫透心涼
爽一夏 SO COOL

春。仙境

相遇火紅木棉花道的一期一會

莫忘流螢春之約

夏。仙境 冬。仙境

仙泉舒身心 白梅仙姿靚
寒冬泡湯樂

地址｜嘉義縣番路鄉內甕村後坑仔35號
電話｜05-2769388

仁義湖岸大酒店

地址｜臺南市大內區其子瓦20-16號 
電話｜06-5762293

倚月觀荷民宿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11號
電話｜06-6822888

富御館礦質溫泉旅館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15號
電話｜06-6822831

湯泉美地溫泉會館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24-11號
電話｜06-6822222

芳谷溫泉小棧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27-2號
電話｜06-6823232

沐春溫泉湯宿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28號
電話｜06-6823456

關子嶺統茂溫泉會館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35號
電話｜06-6822093

溪畔老樹山莊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37號
電話｜06-6822532

清爽民宿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43-3號
電話｜06-6822582

儷泉民宿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56號
電話｜06-6822500

景大渡假莊園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61-6號
電話｜0937-576-629     

儷景溫泉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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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84號
電話｜06-6822586

明園溫泉別莊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9號 
電話｜06-6822302

洗心館泥漿溫泉水舍

地址｜臺南市官田區烏山頭里嘉南92號
電話｜06-6993222

烏山頭湖境渡假會館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凹仔腳56-7號
電話｜06-6801877

向陽田園居民宿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李子園108-4號
電話｜06-6863597

五隆園咖啡民宿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南勢里大洋6-2號
電話｜06-6863635                  

仙湖休閒農場

地址｜臺南市後壁區菁寮里11-8號
電話｜0935-033-043

穀意鄉居民宿

地址｜臺南市柳營區旭山里60號
電話｜06-6233888

台糖柳營尖山埤渡假村

地址｜臺南市楠西區香蕉山51-6號
電話｜0933-914-636

梅嶺神秘氣場露營區

地址｜臺南市楠西區龜丹里59-3號
電話｜06-5747232

天喜悅溫泉會館

地址｜臺南市楠西區龜丹里62號
電話｜0965-116-262

龜丹六二溫泉山房

地址｜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127-2號
電話｜06-6529091

A-Life好.生活整合國際旅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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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嘉義市西區中興路252號1樓  
電話｜0960-017-999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石硦村15鄰47附32號
電話｜05-2537677

佳鶯風味餐館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同仁村同仁42-4號
電話｜05-2537308

鈴蘭碗粿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頂山門42-6號
電話｜05-2399607

林家小卷米粉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興化部46-9號
電話｜05-2305060

波尼塔香草花園

地址｜臺南市下營區中興南路21號
電話｜06-6792318

下營田媽媽鵝鄉園餐廳

地址｜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46號
電話｜06-2152626

上善26精品咖啡典藏中心

地址｜臺南市左鎮區草山里98號
電話｜0937-395-676

308老農夫咖啡

地址｜臺南市玉井區中正路154號
電話｜06-5742869

有間冰舖

地址｜臺南市玉井區沙田里沙田25-66號
電話｜06-5746809

瑪莎園景觀餐廳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嶺里31-15號
電話｜06-6822199

紅雞城餐廳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嶺里31-2號
電話｜06-6822988

崁頂山野味餐廳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嶺里43-2號
電話｜05-6822205

原味山產美食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嶺里65-28號
電話｜06-6823339

岩頂自然休閒坊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嶺里65-4號
電話｜06-6822591

懷香食堂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嶺里水火洞10-5號
電話｜06-6823086

雲峰亭東山咖啡專賣店

地址｜臺南市佳里區成功路200號  
電話｜06-7234569

佛都愛玉佳里旗艦店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中興路24號
電話｜06-6802032

合記東山鴨頭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南勢里大洋14號2樓
電話｜0919-134-377

崁頭山咖啡館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南勢里大洋1鄰11-1號
電話｜06-6862789

芝喜香咖啡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南勢里大洋29號
電話｜06-6863156

東香貓咖啡園區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南勢里南勢庄41號
電話｜06-6861485

橫路咖啡工作室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高原里100-8號
電話｜06-6860229

高醇坊咖啡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高原里100-9號
電話｜06-6861885

高原村長庭園咖啡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高原里175線13.8公里處
電話｜06-6863660

T2 COFFEE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高原里79-6號
電話｜06-6863089

十方源咖啡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高原里90-1號
電話｜0988-581-337

柑園咖啡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高原里高原104-3號
電話｜0935-876-949

歐爸的咖啡園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高原里高原93-3號
電話｜06-6864382

珍珠山咖啡坊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龍山二街307-1號
電話｜06-6802479

仙珍製麵商號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龍山二街307-1號
電話｜0988-661-821

伊吉胖烘焙

地址｜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8號
電話｜06-2676026

莊園26號精品咖啡豆專賣

地址｜臺南市柳營區旭山里山子腳48-26號
電話｜06-6233218

旭山窯柴燒麵包

地址｜臺南市柳營區旭山里新吉庄6-6號
電話｜0913-735-377

農農聚場

地址｜臺南市新市區華美街7巷21號
電話｜06-5013374

麟-茶葉蛋炭燒咖啡鐵蛋

地址｜臺南市新營區民權路96-6號
電話｜06-6320055

新營郭家紅燒土魠魚羹

地址｜臺南市新營區長榮路2段1020號
電話｜06-6569292

華味香景觀宴會餐廳

地址｜臺南市新營區新進路2段270號
電話｜06-6565828

洪昌麻辣鴛鴦火鍋

地址｜臺南市楠西區密枝里6號
電話｜06-5750035

果農之家

地址｜臺南市楠西區灣丘里梅嶺29號2樓
電話｜0910-699-613

Ouch Coffee

地址｜臺南市鹽水區武廟路26號
電話｜0978-106-858

美食家另類刈包

地址｜臺南市鹽水區康樂路65號
電話｜0937-612-134

甲上麵館

地址｜臺南市鹽水區康樂路67號
電話｜06-6531031

鹽水阿妙意麵

地址｜臺南市鹽水區清湶路27號
電話｜0932-856-689

森山牛肉湯

地址｜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140-4號
電話｜0932-975-348

蔡家香腸

地址｜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46號
電話｜0967-188-508

擼辣辣

地址｜臺南市鹽水區橋南街16號
電話｜0925-915-958

糖伯伯

地址｜臺南市鹽水區歡雅里20號
電話｜0987-068-605

品腸祖傳手工香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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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選美居仙選美味



◎ 各店家詳細資訊以業者實際公告為主。

POSTCARD

40度C  溫暖你的心

POSTCARD

秋高氣爽慢遊趣

POSTCARD

玩水吃冰酷一夏

POSTCARD

春日時光 歲月靜好

冬。
仙境

秋。
仙境

夏。
仙境

春。
仙境

仙境西拉雅四季遊賞

仙選美味，網羅創意特色美食讓你意猶未盡。

仙選好物，傳遞最直接純真美好的在地產品。

仙選美居，西拉雅的住宿讓你體驗在地生活。

仙境樂遊，秘境美景農場手作值得你嘗鮮趣。

期待走進比你想的還美的～西拉雅。

西拉雅風管處
FB粉專

西拉雅風管處
網站

地址｜嘉義縣大埔鄉潭坪7號登船碼頭
電話｜05-2521668

曾文水庫觀光遊艇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172縣道50.3公里處 
電話｜0972-129-608

愛在山林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石硦村15鄰45號
電話｜05-2030666

獨角仙休閒農場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石硦村石硦56-5號
電話｜05-2536835

紅瓦貓工作室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深坑村內灣2號
電話｜0933-361-300

築夢森居探索生態農場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義仁村樹頭埔4-18號
電話｜05-2535529

果然茶香觀光園區

地址｜臺南市大內區二溪里其子瓦60號
電話｜06-5760121

走馬瀨農場

地址｜臺南市六甲區和平街185-7號
電話｜06-6995208

蘭都觀光工廠

地址｜臺南市玉井區中正路516巷
電話｜0937-364-036

台鹿農牧場

地址｜臺南市玉井區沙田里沙田25-8號
電話｜06-5742228

圃圃豐杏鮑菇農場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草店里10-81號
電話｜0932-975-909 

一群農夫｜將軍山農場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草店里54號
電話｜06-6816689

稻荷咖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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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馬稠後里甘宅101-1號
電話｜06-6817456

美雅家具觀光工廠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詔豐里78-3號 
電話｜0982-588-621

劉蓮忘返生活態農場

地址｜臺南市官田區東西庄里西庄95-1號
電話｜06-5795964

菱炭森活館

地址｜臺南市官田區大崎10號
電話｜0984-353-161

大崎村落創藝基地

地址｜臺南市官田區烏山頭里嘉南69-1號
電話｜0900-791-717

烏山頭太陽能觀光遊艇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凹仔腳33-4號
電話｜06-6801489

穗興農場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高原里109-17號
電話｜06-6864350

大鋤花間咖啡生態農場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高原里109-6號
電話｜06-6861880

龍湖山生態農莊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高原里31號
電話｜06-6862906

甲旨果園

地址｜臺南市東區林森路1段395號10樓
電話｜06-2084169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臺南分公司

地址｜臺南市後壁區後壁里42-27號
電話｜06-6874762

卡多良食故事館

地址｜臺南市後壁區菁寮里229號
電話｜0979-169-012        

後壁俗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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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臺南市南區中華南路2段300巷5號
電話｜06-2656699

翔麟旅行社有限公司

地址｜臺南市楠西區龜丹里58-38號
電話｜06-5748872

龜丹溫泉體驗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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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臺南市柳營區義士路三段121號
電話｜06-6226505

太康有機農業專區 

地址｜臺南市新化區中正路309號
電話｜06-5987558

羽禾的家園藝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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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臺南市楠西區龜丹里59-6號
電話｜06-5746989

龜丹休閒體驗農園27

地址｜臺南市楠西區灣丘里香蕉山3-10號
電話｜0920-878-001

耕心企業社28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台18線27.5號公里處
電話｜05-2391247

文茗天然莊1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沄水村33-5號 
電話｜0908-155-909

真心堡農業科技有限公司2

地址｜嘉義縣水上鄉58-27號
電話｜0989-981-080

天悅生技有限公司3

地址｜臺南市六甲區中山路608巷91號
電話｜06-6900571

沐爾．mixmore4

地址｜臺南市永康區復國二路243巷31號
電話｜0985-277-417

永欣茗茶5

地址｜臺南市玉井區中正路50號
電話｜06-5742932

盛發食品行6

地址｜臺南市新營區東山中路16號
電話｜06-6326999

豐聖食品工廠20

地址｜臺南市玉井區噍吧哖東路288號
電話｜06-5745610

臺灣黃金蕎麥有限公司7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河東里99-1號
電話｜06-6841188

台灣米師傅8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子嶺關嶺里41-2號
電話｜06-6621790

聖泉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9

地址｜臺南市安定區中沙里沙崙42號
電話｜0975-533-956

築夢社企有限公司10

地址｜臺南市官田區福田路99號2樓
電話｜0987-860-170

清松養生小館11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東中里忠孝街11號
電話｜0938-510-753

斑花農田12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東原里前大埔1-78號
電話｜06-6864405

客舍青青13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青山里33號
電話｜0956-804-239

蜂和小鎮14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金蘭村24-5號
電話｜05-2536626

櫻田茶道文化會館27

地址｜臺南市官田區社子里社子67-1號
電話｜06-6903561

旭陽農場28

地址｜臺南市後壁區上茄苳里104-26號
電話｜06-6881089

永興白曝蔭油15

地址｜臺南市後壁區菁寮里73號
電話｜06-6623703

茄芷工坊16

地址｜臺南市柳營區旭山里新吉庄47-16號
電話｜06-6231321

甜玉軒17

地址｜臺南市新化區中正路707巷11號
電話｜06-5981100          

豐田養蜂場18

地址｜臺南市新營區三興街7號
電話｜06-6323248

新營三興街燒餅19

地址｜臺南市新營區武昌街22號
電話｜06-6320069

日進昌科技有限公司21

地址｜臺南市楠西區梅嶺20號
電話｜06-5751400

梅嶺食品中心22

地址｜臺南市楠西區梅嶺32號
電話｜0927-771-539

梅塢天然有機梅園23

地址｜臺南市鹽水區南門路201巷33弄34號
電話｜0908-168-366

超濃。草農。charm24

地址｜臺南市鹽水區孫厝寮27號1樓
電話｜06-5058958

松己生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5

地址｜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167巷19號
電話｜0918-071-788

蜂動園26

仙境樂遊仙選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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