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腎”秋之旅                                              作者：腎友 胡玉華 

第一次參加腎友協會舉辦到羅東的旅遊，與家人共度美好時光，留下共同的回憶，彌足珍貴。

11 月 19 日周六一早拎著行李上路，感謝老天爺的恩賜，在連日來的大雨後，給了我們一個充滿陽

光的早晨；在龍潭敏盛分院的暫歇處，發現小時候才有的”洗衣池”，好似見到鄰居媽媽們拿著杵

衣棒辛勞地拍打衣服，傳來陣陣熟悉的搗衣聲，兒時的童年湧上心頭，身旁的姪女直呼”好酷喔!”

來表達這意外的邂逅。 

行經雪山隧道，到達第一個站:蘭陽博物館，於 2010 年 10 月 16 日正式開館，其所在地是清代

烏石港舊址，館內分層介紹宜蘭的地理環境、人文遺跡、民間風俗等，尤其在序展廳上方的雨絲燈，

營造細雨綿綿的氛圍，突顯出「阿藝倌真正水，葛瑪蘭厚雨水」的特色。停留一陣子細細造訪館內

收藏後，中午到礁溪享用風味餐，新鮮美味又在地的料理，盤盤朝天，連米飯都好吃，看的出協會

安排很用心；餐後接著造訪第二目的地:羅東林業文化園區-為日治時期太平山伐木貯木 池舊 址，

運材蒸汽火車 頭見證歷 史的痕跡 ，佔地 約 20 公 頃，藝術 家的駐留增 添藝文氣 息 ，園區

環境優美，與家 人踩著碎木 屑小徑環 繞自 然生態池(貯木池)，看 蒼茫的蘆 葦、聽見鳥 語，

飄著細雨，悠悠哉哉散 步其中，愜意地 駐 足老樹群下吹 著涼風，好似人間 仙境啊；假日

還有團體辦活 動讓年邁 的媽媽也 不禁起身 動舞，跳的 滿身大汗，真是動 靜皆宜、休 閒慢

活的好去處。  

最壓軸是在飯 店裡，協會 特別安排「透析 患者醫事衛教-血 管通路的 照護」的 講座，

由德禾診所蔡 依靜護理 長主講，現場腎友 們競相發言、問問題，願意將 自身的寶 貴 經驗

與大家分享，在互動 熱絡的氣氛 中結束這 場有意義的活 動，收 穫滿載下回 房休息。意外

的是當我進入 客房時，看見室內 有兩張桌 子，便直奔桌前放置東 西，居然撞到鏡 子，原

來是書桌旁有 一面大鏡 子，使我 誤認為兩 張書桌，真 是鬧很大 笑話，最 絕的是媽 媽 及姪

女也分別誤撞 鏡子，惹 的大家哄 堂大笑， 我們這一家… 夠寶。  



傍晚外面下著 大雨，家人還是 興致勃勃 展 開羅東夜市的 美食之旅，先去 領隊小姐 介

紹位於飯 店附近的 臭豆腐 店，店 面不大 倒 是都坐滿 饕客，還 有當地 人穿雨 衣外帶 等 候，

點了份清燉及 酥炸豆腐，外酥內 軟，超好 吃，意猶未盡下繼續往 下一家光 顧；恰巧 來到

當地人推荐的 「長春小 吃店」， 點了一碗 滷肉飯又香又 Q、 不油膩， 米粉湯份量 十 足、

湯頭濃郁，小菜豬頭皮 及豬舌頭 軟嫩爽口，令人驚豔，直呼下次必來，老闆見到 茹 素的

媽媽沒法享用，嚷著 要煮白稀 飯加配麵 筋 且不收費地提 供，這 招待的誠 意令人感 受 到當

地人的 熱情 ，值得 大大 喊讚!!吃 後便 在對 面買份 蒸餃 外帶， 透過 店家 又介紹 我們 去 買郵

局下的蔥油餅，撐著 八分飽的肚 皮在小巷 中穿梭尋找郵 局，即 使下著雨，也被我 們 找到

蔥油餅，蔥很多很香稍 油膩點，幸運的 我 們不需排隊等 候；還四處逛逛店 面買東西，還

有不能錯過的 羊肉湯，看到長 長的人龍 排 隊，真感嘆 台灣的美 食是如此 的令人心 甘 情願

的撐著傘耐心 等候，雖 然我到店 家前買外 帶，還是排了 20 多分鐘，才 將辛苦買 到 的羊

肉湯、羊肉 麵線湯及 沙茶羊肉帶 回飯店，身上竟吸附羊 肉湯的味 道久久不 散，這羊 肉多

汁鮮嫩量很多 又便宜，這滋味 …甘拜下 風!下次還是要吃 的啦!!終於發現 一家素食 小 吃店，

適 合 飢 腸 轆 轆 的 媽 媽 ， 點 了 一 碗 乾 麵 ，哇 !上 面 覆 蓋 的 青 菜 比 一 盤 燙 青 菜 還多 ，麵 也 很

多，份量真真大，宜蘭的鄉親 啊，親切的 不得了，價錢也 很親民；最後 在滿意歸 途 下才

離開夜市，美 食無盡但 五臟有限 ，下次還 要再來光顧喔! 

第二天天氣晴 朗，早上 在飯店用 餐，多種 類

的中式餐點， 又滿足大 家的胃， 吃的好住 的好，

才不捨離開飯 店前往梅 花湖，它位於冬山鄉，是一

座天然蓄水池，三面環山，湖中有一座吊橋，銜接環湖

公路及湖心的浮島，山麓上有座全國道教總廟三清宮，

湖面波光粼粼，綠頭鴨、野雁和魚群等在遊客的餵食下 

，快樂的穿梭其中，我們和腎友們一起搭乘船舶遊湖，全票 50 半票 25 元，環湖一圈約 15 分鐘，

船上的大哥賣力為我們介紹當地的生態環境，滿水的湖面還是寧靜的依偎在群山懷抱裡，好個人間

仙境!我們在湖邊木棧步道休憩，吃零食野餐，最後連湖面上的紅嘴野鴨也加入我們吃乖乖的行列，

真是可愛極了，真令人心曠神怡的遊覽，時間安排令我們有足夠的時間身心靈放鬆，連路旁的高麗

菜也要帶一棵回家，宜蘭的好山好水，在這次的旅程中充分呈現，一句老話，下次必再造訪! 



中午在羅東用完餐後，前往認識自創品牌「亞典蛋糕密碼館」，此店曾長期為長崎蛋糕代工

蜂蜜蛋糕，蛋糕的美味不在話下，最欣賞它的水滴乳酪，濃純不膩，辛苦的提回家也值得品嚐。終

究還是離開宜蘭，回到台北縣深坑豆腐老街巡禮，假日真是熱鬧非凡，人氣十足；晚上到土城用餐

才回桃園，結束這二天一夜之旅，藉著協會舉辦此活動，能與家人相聚旅遊，真感謝理事長、總幹

事及工作人員等辛勞，為 100 年留下難忘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