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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鮮風味餐廳一覽表
雲林

馬蹄蛤主題館 (05)797-0503

元鄕膳舍 0936-507300

明湖海產店 (05)789-1390

好蝦冏男社 0922-732776

通海海產店 (05)797-1016

嘉義

樺榮海鮮餐廳 (05)373-0612

168餐廳 (05)373-0656

明華海產食堂 (05)373-2558 

嘉義區漁會
展示中心餐廳

(05)373-3080

上好吃海產店 (05)373-3968

上口味餐廳 (05)373-3366

海龍園餐廳 (05)373-0009 

英賓海產餐廳 (05)347-2335

黑皮海鮮餐廳 (05)347-9860

海中鱻海產 (05)347-6615

龍彬海鮮餐廳 (05)347-5883

祥發海產餐廳 (05)373-1111

尚品海鮮餐廳 (05)347-5883

旅遊資訊查詢單位
雲林

梧北社區發展協會 (05)790-7857

雲林縣養殖漁業發展協會 (05)772-4487

雲林縣野鳥學會 (05)596-6970

雲林縣口湖鄉產業暨觀光發展聯盟協會 (05)790-5311

嘉義

東石鄉農會 (05)379-9174

東石自然生態館 (05)360-1801

船仔頭文教基金會 (05)370-2667

布袋鎮農會 (05)347-2024

布袋鹽山 (05)347-3380

嘉義縣野鳥學會 (05)362-1839

嘉義縣生態環境保育協會 (05)345-4599

嘉義縣布袋嘴文化協會 (05)347-8817

嘉義縣鰲鼓濕地生態保護協會 0929-899-489

魍港太聖宮 (05)343-1714

臺南

北門區農會 (06)786-2004

濱海暨潟湖海上觀光巴士資訊
嘉義東石

神聖號 東石漁人碼頭 0921-049498

外傘頂洲號 東石漁人碼頭  0921-260503

老船長號 東石漁人碼頭  0921-260503

天壇號 東石漁人碼頭 0953-551777

幸福號 東石漁人碼頭 0982-889887

平安號 東石漁人碼頭 0982-171766

海豚號 網寮漁港 0937-213969

慈聖號 白水湖漁港  0937-611125

嘉義布袋

凱娣貓號(kitty) 布袋漁港  0963-228691

南鯤鯓代天府 (06)786-4711

井仔腳瓦盤鹽田 (06)786-1629

臺南縣生態旅遊發展協會 (06)786-4938

臺灣烏腳病醫療紀念館 (06)786-2012

東隆宮王爺信仰文物館 (06)785-0135

馬沙溝濱海遊憩區 (06)793-1155

將軍區農會農村旅遊服務中心 (06)794-5571

臺灣鹽博物館 (06)780-0698

臺灣鹽樂活村 (06)780-1226

黑面琵鷺生態展示館 (06)788-1180

七股區農會 (06)787-1285

七股鹽山 (06)780-0511

大臺南市野鳥學會 (06)788-1382

社團法人臺灣黑面琵鷺保育學會 (06)788-0064

臺南市生態保育學會 (06)783-1428

鹽田生態文化村 (06)284-0073

正統鹿耳門聖母廟 (06)257-7547

鹿耳門天后宮 (06)284-0098

臺南七股

永順號 下山漁港 0922-995231

龍山號 下山漁港 0955-753822

七股潟湖產業
生產合作社 六孔碼頭 (06)788-1069

龍海號 海寮漁港 0910-816952

河豚號 布袋遊艇港 0963-228691

米淇號 布袋遊艇港 0963-228691

凱旋二號 布袋遊艇港 (05)373-0880

凱旋三號 布袋遊艇港 (05)373-0880

海洋號 南灣碼頭 0955-929714

海龍號 南灣碼頭 0920-027208

國泰號 南灣碼頭 0933-274251

順風號 南灣碼頭 0937-649781

最新合法娛樂漁筏資訊請洽各主管機關
嘉義縣政府：(05)362-0123分機332
臺南市政府：(06)632-6349

四草大眾廟 (06)284-1610

臺南市觀光協會 (06)214-7899

臺南市野鳥學會 (06)213-8310

臺南市紅樹林保護協會 (06)284-1709

雙春濱海遊憩區(愛莊園) (06)786-5307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合法旅宿
雲林／嘉義

鄉海民宿 (05)799-2851
北海民宿 (05)799-1799
灜稼民宿 (05)797-1237
和諧布袋民宿 (05)347-3183
布袋港民宿 (05)347-5589
海王星旅社 (05)347-2107
龍園旅館 (05)347-4618
夢想家商務旅館 (05)347-2755
瑪拉雅民宿 (05)347-7696
沙灘獨木舟民宿 0921-519126
布袋文創旅館 (05)347-6788
東石兜風民宿 (05)-3703203
船仔頭休閒藝術村 (05)370-2667

臺南
鹽鄉民宿 (06)786-2643
青萍別館民宿 (06)789-3041
春園休閒農場 (06)789-5588
黑琵的家民宿 (06)789-1242
欖人民宿 (06)788-0138
鹽舍休閒民宿 (06)786-2643
一分多田園 0932-801461
十份鹽居 (06)281-5132
蘿娜鄉村民宿 0958-770435
石緣民宿 (06)246-8837

(05)370-3203

福隆餐廳 (06)786-1588

美香海產餐聽 (06)786-3058

鹽鄉民宿餐廳 (06)786-2643

北門嶼餐廳 (06)786-0303

將軍漁港船老大 (06)793-1199

萬味珍海產 (06)793-1452

豐の海鮮漁府 (06)793-0637

外國安虱目魚 (06)787-2039

統益海產城 (06)787-5112

安哥海產店 (06)787-5153

龍門客棧餐廳 (06)780-0658

統大海鮮城 (06)787-5228

三不等海味特區 (06)787-1224

鹽山阿城 (06)780-0733

溪南春休閒渡假漁村 (06)787-4365

紅風車餐廳 (06)787-5201

青葉活海產 (06)257-1667

水鳥客廳 (06)284-0325

田媽媽長盈海味屋 (06)785-0577

臺南

大客車停車場

小客車停車場

北門出張所

馬沙溝3D彩繪村

馬蹄蛤生態休閒園區

口湖椬梧滯洪池景觀公園

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

高跟鞋教堂

箔子寮台灣好神3D彩繪村

臺灣極西點
國聖港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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