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東紅豆派　單片 $60  / 一模 $450

檸檬起司派　單片 $65  / 一模 $580

Eske Place Coffee House
屏東市民享路 142號
08-7226266

Eske Place

南國巷弄內的紐澳風格 café
手工鄉村風 / 法式甜點

採用屏東在地紅豆，結合紐西蘭式手工派皮，特意將糖分與
熱量降低，讓人安心享用這款溫暖又有在地情懷的手工派。

Goods
Pingtung

2020
2019
2017

手工鄉村風 / 法式甜點
廣大客群最推伴手禮：屏東紅豆派 / 檸檬起司派
SCA 國際烘豆師 /Q Grader 國際杯測師認證 
自家烘焙精品咖啡
2020 米其林一星餐廳指定佐餐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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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溯源餐廳
最高三星級的評等
從源頭要求的高品質
全套餐料理，
從一人用餐到百人婚宴
傳遞幸福的食府殿堂

材料：牛蒡 ( 神農獎 )、豬龍骨 ( 神農獎 )、紅棗、枸杞
獲得神農獎的雙主食材
外銷日本歸來大力蔘牛蒡，中央畜牧場家鄉豬排骨與紅
棗枸杞燉 4 小時

B•神農牛蒡豬龍骨

材料：搖滾雞、筍絲、金針、大白菜、香菇、肉絲
萬金畜牧場搖滾雞搭配田野時蔬，竹筍海鮮調製而成

C•田野八珍搖滾雞　

材料：寶石魚、鳳梨、豆醬、蔥絲、魚露
林邊高規格技術養殖的寶石魚，搭配甘甜滿分的高樹鳳梨

D•高樹鳳梨寶石魚

依現場時價

材料：櫻花蝦、鮪魚、叉燒、蘿蔔糕、魚骨、香菜、蔥
花、燉煮 4 小時之魚大骨湯，結合東港櫻花蝦、鮪魚、
叉燒、手工蘿蔔糕

A• 東港櫻蝦上湯粿　

水月囍樓
屏東市和生路二段 574號
08-7551875

水月囍樓 水月囍樓

B

C 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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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的春天，多麥綠在屏東民生東路起家
以健康與養生為主題的麥膳系列。「膳」意味著一種「料理」態度與精神。

多麥綠烘焙美食
屏東市民生東路 18號
08-7239676

多麥綠 多麥綠

烤の沙其瑪第一品牌
多麥綠明星伴手禮

以烘烤取代傳統油炸的沙其瑪
100% 鮮奶，不加一滴水

成就完全獨家的健康在地美味

單純麥芽、糖，封存鳳梨
的酸、香、甜，呈現眞正
有果肉纖維台灣水果酥。

加入老冬瓜，纖維多、淸
雅味；那抹淡淡的記憶鄉
愁，雋永的耐人尋味！

經典黃金沙其瑪
6 入特價 $200 / 12 入特價 $400

燈會版方塊沙琪瑪 20 入
特價 $250 / 3 盒 超値價 $600

燈會版方塊沙琪瑪 12 入
特價 $150 / 4 盒 超値價 $500

大武山土芒鳳梨酥 復刻起士冬瓜鳳梨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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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島隱藏版特色冰店
最東港的食材元素，最在地的眞實故
事，集合傳統與創意的做法，讓賞冰、
吃冰成為一種獨特的浪漫。
冰鋪提供多樣性餐飮，如小火鍋、義
式料理、中式套餐、點心炸物等。

櫻花蝦、雙糕潤、萬丹紅豆，可選擇搭配香濃的
花生雪花冰或是古早味剉冰，甜中微鹹，香中帶
鮮，無法忘懷的滋味。出自於大鵬灣古時一段日
本軍官與東津佳人的浪漫愛情故事。

東津美人　1 組 $120

柳蘭軒冰鋪
屏東縣東港鎭中山路 2-181 號
08-8339987

柳蘭軒冰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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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MOMENT

畢業於法國藍帶 - 東京校區
高級法式甜點師
把喜歡的法式甜點和屏東在地食材作為結合，
帶來屬於屏東法式甜點的樣子。

自於法文，這一刻的意思、
希望大家能好好享受在屏東恆春的這一刻。

Le Saint Honoré 聖多諾黑，是一道經典法式甜點，底部酥
脆的千層派皮、圈繞著沾上焦糖的泡芙中間再搭配上卡士
達香草奶油餡、外層搭配滿洲港口茶香緹、再搭配枋山芒
果製作的芒果凝凍，不僅視覺上美麗，看來像一個皇冠造
型品嚐起來更是味道豐富、層次多元！

港口茶聖多諾黑　$120

Ce Moment 默默很甜
屏東恆春恆春鎭中山路 86號
0919-123044

默默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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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幸福的滋味嗎？來大可吧～
以恆春半島當地食材，配合當地小農，
將特色餐點推廣至全台，藉以吸引年輕人返鄉打拼。
用在地懷念阿祖的味道，做出屬於最恆春的餐飮，
讓大家更了解不一樣的恆春，
這片古樸有韻味的土地！

內容物：輕、重烘焙港口茶、好夢眠眠花草茶各 7 入
三角茶袋 / 包，共 3 包，茶鴨蛋 6 入裝 / 包，共 1 包

大可茶鴨蛋禮盒 　$680

大可茶鴨蛋·港口茶
屏東縣恆春鎭龍泉路 208號
08-8881780

大可茶鴨蛋 大可茶鴨蛋

內容物：茶鴨蛋 ×2、手沖港口
茶 ×1、手沖檸可萌萌茶 ×1、
酪酪茶茶 ×1、茶丁凍 ×1、萌
萌茶丁凍 ×1

大可幸福滋味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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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純樸與自然，
道地傳統口味，
是我們煮麵的本事。

精選食材，自家栽種的靑菜
老灶柴燒，熬煮成美味的關鍵

米粉湯　$40

過貓沙拉 ( 小 )　$30

大路關老麵店
屏東縣高樹鄉廣福村中正路 1-1 號
08-7957383

大路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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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 2018 年世界盃巧克力大賽義大利總決賽四面金牌

榮獲 2019 年世界盃巧克力大賽
瓜地馬拉總決賽二面金牌

85% 黑巧克力金牌 2018 International Chocolate Award World Gold Winner
85% 種植國家金牌 2018 Growing Country World Gold Winner
85% 直接交易金牌 2018 Directly Traded World Gold Winner
85% 巧克力製作者金牌 2018 Chocolate Maker World Gold Winner

95% 高 % 黑巧克力金牌 2019 Chocolate High% World Gold Winner 
60% 黑巧克力品嚐者金牌 2019 Chocolate Tasters World Gold 

單盒 24 片裝　$1580

曾志元巧克力
屏東縣內埔鄉仁和路 71號
0985-154227

曾志元巧克力 曾志元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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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蝦是由養殖業第三代
雙胞胎姊妹開的自產自銷
餐廳，全程無毒養殖且經
SPA 淨水過程處理，泰國
蝦肉 Q 甜美，每隻都如黃
金般飽滿。

泰國蝦裹炒香鹹蛋黃，鹹潤順口。

九如檸檬香氣和果酸襯托蝦子鮮美，
並用蝶豆花讓顏色更亮眼吸睛。

金沙黃金蝦　$660

檸檬香水蝦　$660

黃金蝦無毒泰國蝦餐廳
屏東縣九如鄉平和路 398-1 號
08-7752865

黃金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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麋谷是由一間 65 年老穀倉「雙復興碾米廠」，
與一對愛作料理的母子檔組合而成，
兩人聯手推出色、香、味及視覺俱全的美好佳餚。

嚴選在地市場芋頭，精挑細選的
豬肋排骨，長時間慢火燉煮，呈
現最原汁原味。

芋頭燉排骨 - 飯糰套餐　$260

麋谷 Migu village
屏東縣恆春鎭恆南路 2巷 1-1 號
0903-122862

麋谷

媽媽的私房傳統好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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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是最迷人的世界語言，訴說著台灣美麗
的風土故事。

——福灣巧克力創辦人許華仁 Warren

2019 年 ICA 銀牌
以相思炭木，慢火長時間重烘焙的炭焙烏龍茶
與福灣的金牌巧克力共同研磨
茶葉流露的花果香及炭火風味，創造獨特尾韻

62% 台灣炭焙烏龍茶巧克力

2019 年 ICA 銀牌
台茶 18 號紅玉紅茶有丁香、肉桂、薄荷獨特香氣
低溫研磨成粉，與福灣金牌巧克力巧妙融合
轉化出馥郁而溫暖的香料氣息

62% 台灣紅玉巧克力　

2019 年 ICA 金牌
以太妃糖熱帶果香的台灣一號 62% 巧克力為基底
融合鐵觀音茶的靑果香與冷冽茶香
茶種的甘醇，喉韻芬芳不散

62% 台灣鐵觀音茶巧克力　

茶香巧韻．賞味禮盒　三入組 $1240
一組三片 / 每片 45g

福灣巧克力
屏東縣東港鎭大鵬路 100號
08-8351555

福灣巧克力 福灣巧克力

全台灣第一間符合 HACCP、ISO 22000 規範
HALAL 淸眞認證的 Tree To Bar 金牌巧克力夢工廠

2018 年世界巧克力大賽 (ICA) 全球總決選
二金五銀二銅
2019 年世界巧克力大賽全球總決選
五金十九銀四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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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客家美食點心
米飯為客家人的主食，三餐無米飯則不能稱為食飯，以米為原
料的各種點心及粄類食品琳瑯滿目。

甜芋粄　2 入 $40

六堆客家米食徐粄家
屏東縣麟洛鄉麟趾村
中正路 170-1 號
08-7221830

徐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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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彿魯岸咖啡莊園，位於大武山拔 1,000 公尺以
上地區，以純淨自然的水源與土壤孕育，全程採
用有機種植。品質優良的咖啡，喝起來香醇順口，
經得起考驗。

經典原味濾掛式咖啡 (6 入 )×1 盒、
公主 / 勇士馬克杯 ×2 入、
公主 / 勇士陶瓷吸水杯墊 ×2 入

來自排灣族勇士與公主的祝福，最
具台灣原住民風格的特色禮盒，藴
含著排灣族文化及在地特色的禮品。

豐悅咖啡禮盒 - 對杯組　$1450

卡彿魯岸咖啡
屏東市瑞民路 8號
08-7215185

卡彿魯岸咖啡 卡彿魯岸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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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鮮做的冰淇淋
屏東巷弄名為品牌名的玉米三巷冰淇淋工坊，使用
在地鮮果，每日牧場鮮擠牛乳製作冰品，原汁原
味，無添加香精色素，熱門口味：牧場香醇生乳、
檸檬梅、黃金百香果、紅心土芭樂、桑葚優格等，
不定期出奶黃金沙與鐵觀音等新口味。

嚴選屏東市農會福米，煮成熟飯與自製麵糊漿
完全拌勻，Q 彈酥脆，建議搭配招牌生乳冰淇
淋與火龍果葡萄紅酒雪酪， 味蕾一大享受。

福氣米鬆餅冰淇淋　$198　

玉米三巷冰淇淋工坊
屏東縣長治鄉繁榮村玉米三巷 39號
08-7629132

玉米三巷 玉米三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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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美麗的建築，裏頭是
隱藏了植栽、餐廳、藝術空間的複合空間
座位區洋溢著溫馨愜意的時光
恆好的餐點不過度調味，保留食材原味
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健康，感受慢活生活！ 套餐　$350 (10% 服務費 )

含主餐、前菜、湯、沙拉

恆。好 餐廳 . 藝廊
屏東縣恆春鎭
東門路 2巷 11弄 2號
08-8895626

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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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飽的肉粽蛋餅　$75

爹說你好精緻早午餐
屏東縣屏東市濟南街 12-6 號
08-7655373

爹說你好

隱藏車水馬龍的喧囂
獨享美式復古 彩虹鐘牆
忘我舒適的閒聊空間
美好的早晨
從爹說出發。從你好開始

It’s always morning somewhere in the world.
                                               -Dad Say hello

一如往常的早晨，偶爾需要不一樣的開始
一整顆紮實的肉粽，給的是滿足
有厚度的手工 Q 彈蛋餅，給的是用心
樸實的味道，也能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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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飄香，午後偷閒好食光
2014 年底，藏身巷弄的小確幸，
紅磚矮房浸身麵包香，不限時咖啡廳，
麵包、甜點、套餐，好看、好食、好享受。

Lili 手作烘培
屏東市空翔里永城 16號
08-7657020

Lili手作烘培

滷豬腳飯　$260　 提拉米蘇　$100

蔓越莓玉米脆片
4 入 / 包　$60

檸檬派 　$100

日式培根炒麵麵包 $130

122



19 年老店，幸福感的濃郁湯頭
這一鍋，吃得到當季在地食材的鮮美
手工熬煮的用心嚴選四川四十幾種中藥經由古法炒製而

成，麻而不辣，辣而不燥，香氣四溢。

3 瓶　$500
麻辣底料 - 

1 瓶　$168 

牛園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屏東市信義路 183 號
08-7348182

牛園餐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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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一天，由現在開始
高 CP 値屏東早午餐店
輕食拼盤、手拍漢堡、午餐系列選擇多元

咕嘰咕嘰早午餐
民族店 屏東市民族路 231號
08-7655033

咕嘰咕嘰 咕嘰咕嘰
6 盎司台式
濃郁花生醬手拍堡　$90

124



用母親的心懷，
讓孩子吃的健康、吃的安心。
傳統眷村風味早餐，
吃的是一種「家」的味道。
平價、多樣、料多、實在
不添加人工香料、化學物料
逢年節，更有做法繁複耗時的傳統香腸臘肉，
吸收南國特有陽光 SPA，曬足十天殺菌，
滿足眷戀多年的家鄉味。

臘肉、眷村香腸、冰糖鴨翅
煎包、燒餅油條、脆皮烤蔥條
原味蛋餅、小餅菜脯蛋、
法式吐司、燒餅夾蛋肉鬆
椒鹽燒餅、千層餅
招牌豆漿

依現場時價

祝媽媽早餐
屏東市勝利路 186號
08-7665651

祝媽媽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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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感烘焙，入口盡是純粹的眞實原味

鄭媽媽手工牛軋糖
屏東市公裕街 268號
08-7348333

鄭媽媽牛軋糖 鄭媽媽牛軋糖

飛碟造型的土鳳梨香酥，精選上等天然食材，調配
出黃金比例，綿密香酥的外皮飄著淡淡的奶香，由
媽媽們純手工一顆顆捏製，與屏東高樹 3 號土鳳梨
的酸甜滋味搭配層次豐富。

鄭媽媽手工土鳳梨香酥　8 入 $300

屏東第一間手工牛軋糖專賣店
融合屏東在地農特產
堅持不添加人工添加物
通過 SGS 多項檢驗合格
入選屏東十大好店
入選屏東十大精選伴手禮
入選台灣特色牛軋糖獎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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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藏於巷子裡的日式洋菓子工房
以職人的精神
傳遞著手感的幸福糕點

使用諾曼地頂級酪農鮮奶油，屏東當季水果、履歷農產，
在夏季交織出濃醇香口感淸爽的生乳捲。

夏季檸香芒果生乳捲　$350　

どうも你好菓子工房
d&m Sweets Garden
屏東市廣東路 172巷 64號
0919-863489

你好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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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手作．鄉村悠閒
距離市區不到 10 分鐘的距離，
就能享受悠閒鄉村的用餐環境。

獨家熬煮濃郁白醬，加入啵啵跳跳的
魚卵和一整隻的香脆中卷，每一口都
能嚐到鮮甜的海味。

啵啵中卷奶油義大利麵　$280

三魚一羊
屏東縣長治鄉潭頭路 194號
08-7232570

三魚一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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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四分之一甲子年
傳統精緻的客家美味菜色
用心服務，專屬於大人物們的餐桌
秉持豬腳傳統與創新吃法，搭配自製沾醬與酸菜心，
靈感結合東西方美食薈萃，找尋舌尖上的激魂火花。
多年銷售自製鴉片泡菜系列，為老街第一家創始，
造訪屏東必下手之伴手禮！

精選國內優良豬隻前腳，以傳
統 濃 厚 滷 汁 加 入 紅 麴 養 生 素
材，藉由滷汁與紅麴燉煮帶出
豬腳醇香美味。

紅麴萬巒豬腳　$480

大人物餐廳
屏東縣萬巒鄉萬巒村
民和路 17號
08-7810240 大人物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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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一線上的冰淇淋貨櫃屋
日據時代，原址由曾祖父經營昇平旅社，經
過多年轉手，由第 4 代年輕人將它整建改造；
在這休閒愉悅的環境中，吃上一球自然純正
的義式冰淇淋或喝杯咖啡，路過枋寮，是您
絕對不能錯過的美好體驗！

獨家研發全台獨一無二「花靑
素冰淇淋」，使用特有品種、
無毒栽培狼尾草萃取液，加上
有機玫瑰及獨特配方，製作出
此款酸甜口感、淸爽低熱量的
冰品，內含高濃度花靑素，為
養顏美容聖品！

義式冰淇淋　 

卡沐里義式冰淇淋店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中華路 230號 1樓
08-8716367

卡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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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在地食材，
找出食物中最眞誠的美味！
紅駒咖啡的可可品牌「潘式可可」，使用屏東在地的可可果樹，經由大武山泉水滋養，
採用自然農法「Tree To Bar」概念，製作出屬於台灣風味的 100% 純黑巧克力。

天然、健康、無添加
潘式可可 100% 黑巧克力　24 片 / 盒 $630

紅駒咖啡
屏東縣內埔鄉光明路 485-1 號
0970-793588

紅駒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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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產自銷的咖啡休閒農場、莊園
與在地居民契作的咖啡樹，位於北大武山海拔 700~1350 公
尺，日據時期 30 年以上老樹。

2017 國產咖啡 精品獎
2018 國產咖啡 精品獎
2019 屏東評鑑 特優獎 淺烘焙 柔酸順口

中烘焙 淸香甘甜
深烘焙 濃郁香醇

屏東在地精品咖啡　225g/ 包 $600

台灣金石咖啡
休閒農場
屏東縣萬巒鄉赤山村
東山路 1-58 號
08-783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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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冰淇淋加豆瓣醬吃法
使用黃豆、黑豆製成霜淇淋，
淋上豆瓣醬或醬油，
豆子的濃郁與淋醬的鹹香，搭配成獨特風味！

台灣非基改黃豆、黑豆製成，不添加乳化劑。
豆漿冰淇淋　$50

永喆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縣竹田鄉履豐村豐振路 2-8 號
08-7711116 #9

永喆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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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吃吃北方的在地美食，
創意料理等您來品味！

出自對於病倒的爸爸的愛，
經過無數失敗，終於將特色捲餅盛盤而出，
看見爸爸因為美味而漾出甜蜜的笑容。

洋蔥火龍捲餅　( 捲餅 + 沙拉 ) $110

甘味食堂
屏東縣恆春鎭中山路 48號
08-8881034

甘味食堂

招牌紅燒豬肉麵、戀愛酸辣麵、爸的洋蔥火龍捲餅
招牌豬肉捲、特製燒肉飯、古早味滷肉飯 豬肉麵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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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美味的日式壽喜燒
選用關東形式的醬汁
搭配台式吃到飽的方式
平價多選擇，
提供顧客自在享用的美好環境

含肉品、靑菜、飮料、熱食
壽喜燒鍋物吃到飽　$399

老屋壽喜燒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 195號
08-7360790

老屋壽喜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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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最有排灣族傳統文化的泰武咖啡館
食樂輕旅行、原民手作體驗、品嚐道地泰武咖啡
騎著腳踏車遊綠色隧道及吾拉魯滋部落
眼望北大武山的風采，配上原民手作甜點，幸福滿溢加倍

以排灣族傳統故事為題材，傳統圖騰為設計理念，禮
盒束帶與內裡翻蓋設計可看到水鹿取火的小故事。搭
配中深焙經典水洗豆，淡雅帶有龍眼乾、焦糖風味，
不酸不苦。

水鹿取火泰武咖啡禮盒　(1 盒 /20 包 )  $780

有限責任屏東縣原住民
泰武咖啡生產合作社
屏東縣泰武鄉泰武村大武山一街 7號
08-7837131

泰武咖啡 泰武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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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兩個女兒的健康，
恆春鎭誕生一份充滿父愛的冰淇淋，

洋蔥是恆春農業特產，是個對身體很有益處的食材，經過
一年多的努力，父親終於做出女兒吃了會露出幸福滿足笑
容的冰淇淋，一切都値得了。

洋蔥冰淇淋 洋蔥鳳梨愛玉冰

老街歐戀冰品
屏東縣恆春鎭福德路 80號
08-8881107

老街歐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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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唯一和園早午餐韓式料理
# 和園早午餐 # 韓式料理
# 三明治 # 漢堡 # 義大利麵 # 拼盤
# 鍋燒 # 福神燒 # 素食

韓式料理　( 附飮品 )  $138

和園早午餐韓食堂
屏東市公勤一街 91號
08-7380058

和園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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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和美學創意的小舞台
嚴選手挑健康咖啡豆，專業烘焙好滋味，
散播馨香氣息，濃厚人情味，
令人舒服又感動；慢活自在！

咖啡達人種植、精緻嚴選豆子，接單後新鮮烘焙。
客製化，設計生日禮盒、喜慶、婚禮小物…平價又實惠。

嚴選咖啡耳掛禮盒　10 入 $350　

房角石咖啡美學苑
屏東縣東港鎭新基街 21巷 20號
0933-288077

房角石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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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來自湖南，
鞦韆來自童年，
年代與浪漫來自阿漢私廚。

刴椒是湖南的代表菜，
融合屏東在地石斑魚、有機認證的新
鮮菜品。

刴椒石斑魚　$750　

枸杞葉大蝦　$550　 石板板腱牛套餐　$350　

阿漢私廚
屏東縣屏東市重慶路必勝巷 4號
08-7333323

阿漢私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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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食材的本質
守護料理的美味
守護品嚐者的健康

金牌主廚的招牌，健康、美味、養生，
不添加任何防腐劑。

黃金守作泡菜　$200

胖匠守作料理
屏東縣潮州鎭永安路 28-2號
08-7809922

胖匠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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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椰林、沙灘
無敵藍天海景
享受慢步調的南國渡假風情

屏東在地農產品調製新鮮餐飮
現做咖啡、飮品、果汁、鬆餅、蛋糕　$40~189　

風帆咖啡
屏東縣東港鎭大道五段 50號
（帆船基地）0939-306892

風帆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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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與您相遇
寬敞優質的環境，像家ㄧ般的氛圍，
堅持使用在地食材支持小農人，照顧客人健康，
能品嚐咖啡、享受美食、放鬆心情的好地方。

翹鬍子慢食 $180

不定時更換當季時令水果，
支持屏東在地友善「菇小農」，
職人手工煎烤吐司，
在地 50 年老字號眞材實料肉鬆。

生菜水果沙拉、炒菇、法國吐司 + 蛋、
復興肉鬆、麥片優格 $180

馬可的店
屏東市信義路 112號
08-7656708

馬可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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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豬腳街屹立超過一甲子的品牌
以獨特配方的古董滷汁、佐料，
滷出靭中帶脆、滿足而不膩口的豬腳肉，
佐以香醇沾料，吃了還想再吃！

國人向來喜歡以吃豬腳來求吉利，去霉改運；
說到豬腳，總會想起屏東的【萬巒豬腳】。

萬巒豬腳 - 實用禮盒　$480
海鴻飯店
屏東縣萬巒鄉（村）民和路 16號
08-7811220、08-7810782

海鴻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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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愛吃冰，吃冰成孩子
東港漁村的一對小夫妻，一間冰品小店
以樸實與眞誠為根本，日常與快樂為主
軸，四季為內涵，讓四方而來的顧客，
用一碗冰的時間感受童年單純的美好。

選用當季新鮮食材與牧場直取生乳製作，
一日兩種口味！

A• 手作霜淇淋  $70 起
細緻如雪的刨冰小山，淋上自家製的抹茶淋醬與
牧場煉乳，裡頭藏有滿滿的驚喜等您來挖掘！

超可愛小熊造型的刨冰，冰店裡的大紅牌，
超人氣商品！裡頭還藏有滿滿的好料喔！

B• 抹茶戀人刨冰  $125

C• 小白熊刨冰  $135

御木軒
屏東縣東港鎭
光復路一段 262號
0933-123182

御木軒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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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角 13 是隱藏在巷弄內的秘境，店內環境以手作乾燥
花圈以及花束佈置的歐式鄉村元素為主，原創餐點平
價多元，菜色以異國口味燉飯、鍋燒、咖哩、熱炒、 
異國飮品，從歐洲到亞洲，帶你繞地球半圈喔。

鹿角 13
屏東市公裕街 155巷 30弄 13號
08-7666555

鹿角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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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手作 値得品嚐
採用有機黃豆，濃郁醇香，
手工製作芋圓、地瓜圓、粉圓，
美味健康兼備。

1 碗豆花足以提供 1 餐的蛋白質
豆花 依現場時價

湘稜軒豆花
屏東市林森路 24-21 號
08-7214798

湘稜軒豆花

147



香甜紅豆為主角，
咬一口，就是幸福滿滿的滋味。

長 23.5× 寬 10× 高 7.5 ( 公分 )
甜蜜滑順的紅豆內餡，搭配綿密緊實的
蛋糕，香氣而不甜膩，每一口都嚐得到
濃郁紅豆味與顆粒的口感。

老鷹紅豆：
使用機械播種，有效減少播種期的鳥害，
不使用落葉劑，讓紅豆自然熟成，無農
藥殘留且符合產銷履歷規範。

產銷履歷 - 老鷹紅豆蛋糕　$220

華珍食品
屏東縣東港鎭中山路 70號
08-8326377、0800-051886

華珍食品 華珍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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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地食材靑口鰻 ( 日本白鰻 )。
東港─台灣最大鰻苗輸出地之一，
自產自銷，每日新鮮現烤鰻魚料理。

完整份量，特級滋味

蒲燒為魚肉油質與醬汁融合，
白燒為沒有醬汁的調味，
呈現魚肉最原本的鮮味。

鰻魚雙燒丼飯　$840

瑞佳鰻料理
屏東縣東港鎭成功路 230號 1樓
08-8334637

瑞佳鰻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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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美味不變，
創新的吃法驚豔
喜歡將點心顚覆想像的研究所。

 不添加香精、香料、色素
 不添加膨鬆劑、泡打粉
 自熬黑糖水調製飮品
 眞材實料、少糖、少鹽、少油

改良傳統甜甜圈，包入餡料
胖嘟嘟的外型，獨家內餡口味挑戰您的味蕾
採用老麵與天然酵母醒麵糰，可以品嚐到麵糰的香氣～

都拿滋　$20~35

餓廚點心研究所
屏東市廣東路 741號
0907-863846

餓廚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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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美味不變，
創新的吃法驚豔
喜歡將點心顚覆想像的研究所。

榮獲 2020 經濟部嚴選滷肉飯創新獎
用最純粹的料理
呈現最完美的滋味

選用屏東信功肉品、澎湖野生干貝、民雄天然日曝黑豆蔭
油，同時享受豬肉的鮮美與干貝的甘甜，擁抱山與海的滋
味。

干貝滷肉醬　5 入 $399

繁華麵
屏東縣長治鄉繁華村繁華路 376號
0939-661830

繁華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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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南國食材、堅持手作，
保留咖哩之原型風味，
享受國境之南獨有的熱情與幸福感。

採用牛肉高湯為基底，特調咖哩香料比例，
加入蘋果、香蕉、蕃茄、洋蔥等食材，
時間烹煮需要熟成一天，味道濃郁口味酸甜。

A．招牌咖哩醬　單件 $190

純正手打厚切豬排，配上日系麵包粉。
C．黃金炸豬排咖哩飯　$200

道地的日式家庭口味，結合屏東萬金牧場小雞腿。
B．日式雞肉咖哩醬　$180

鬍子先生
手做咖哩專賣店
屏東市北平路 28號
08-7327390

鬍子先生咖哩

B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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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我們吃的不是食物；
而是一種習慣，也是一種鄉愁。
使用屏東在地食材與小農合作，堅持手作製餐，食的安心，値得信任。

選用屏東在地當令時蔬，並以特殊香料與手法來醃製、烹煮雞肉，外酥、
內嫩、爆汁的奧妙口感，絕對値得您來品嚐。

招牌散打雞便當　$95

鐵の將職人
手作弁当
屏東市上海路 78號
0980-383204

鐵の將職人
手作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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