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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路 上  ， 閱 讀 生 活 的 溫 度   o n  t h e  r o a d  w i t h  o r 

北京位於華北平原的西北邊緣，背靠燕山，有永定河流經老城西南，毗鄰

天津市、河北省，是一座有三千餘年建城歷史、八百六十餘年建都史的歷

史文化名城，歷史上有金、元、明、清、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時期）等五

個朝代在此定都，以及數個政權建政於此，薈萃了自元明清以來的中華文

化，擁有眾多歷史名勝古蹟和人文景觀。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滅商後，

封宗室召公奭於燕國，是為北京建城之始。金中都時期人口超過一百萬。

金中都為元、明、清三代的北京城的建設奠定了基礎。北京與西安、南京

、洛陽並稱中國「四大古都」，擁有7項世界遺產，是世界上擁有文化遺

產項目數最多的城市。在中國過去的8個世紀裡，幾乎北京所有主要建築

都擁有著不可磨滅的民族和歷史意義」。北京古蹟眾多，著名的有紫禁城

、天壇、頤和園、圓明園、北海公園等。

D-1
桃園-北京

東直門地鐵-東四十條地鐵

青旅 Yoga House 

D-2
中國移動 

工商銀行

蜂巢劇場《戀愛的犀牛》

D-3
天壇 天安門 景山公園

什剎海 北海公園 南鑼鼓巷 

 東來順涮羊肉

D-4、5
北京市規劃展覽館 北京坊

朝外地區便民早市 東外公館

孔廟 北京片皮鴨

D-6、7
故宮博物院 北京家庭日

字節跳動 中關村創業大街

706青年空間 雨花咖啡

D-8、9
798藝術區 農民之子文化發展中心

有好東西 世貿天階-小米專賣店

YùFood and Lifestyle



Day1

北京

        來到北京的第一天，從早上奔波到
天黑，已經萬分疲倦，終於到了我們的
住所青旅—Yoga House，一打開門看
見青旅的阿姨們親手準備手工餃子及餐
點，餃子的口味還都是平時沒吃過的像
是牛肉白菜、牛肉大蔥、雞蛋茴香等，
還有北京獨特口味的糯米湯圓，既不是
甜的也不是鹹的有點像是酸梅湯的風味
，真是讓我一整天的疲倦都瞬間瓦解，
也讓我開始期待著後面九天的旅程。



碰壁的開戶之路

Day2

       第二天一早到了附近的小販購買早
點，這裡的燒餅吃起來有點像是臺灣的
蛋餅，裡頭也是有裹著餡料，但外皮比
較酥脆，買回青旅配著北京早晨的景色
食用，美好的一天正式開始。
       今天要去辦理很重要的手機號碼申
請以及銀行帳戶的開戶，方便日後的上
網及使用手機線上支付的功能，首先我
們到了中國三大電信之一的，「中國移
動」，其他兩家分別是中國電信、中國
聯通，中國移動通信擁有全球第一的行
動通訊網路規模和客戶規模。

       礙於近日兩岸關係有些尷尬，所
以我們到了中國工商銀行都紛紛碰壁
，一連換了好幾家最終找到了富邦華
一銀行，願意讓我們辦理開戶的業務
，果然這間來自臺灣專門服務台商的
銀行還是比較有人情味：）
       只是目前暫停辦理現金業務，並
於2019年04月恢復。

四處奔波辦理正事的一日
手機門號申辦以及銀行開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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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在都一處用完餐後，前往這乾隆祭天的地方真是倍感興奮，但這祭個天可
是要先走過一段不短的大道，天壇佔地是故宮面積的四倍，為中國規模最大、倫理
等級最高的古代祭祀建築群，佈局嚴謹，且巧妙地運用了力學、聲學和幾何學等原
理，具有非常高的歷史、科學和文化價值。 

祈年殿在天壇的北部，位於祈谷壇中央，原名大
祈殿、大享殿，始建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
，是天壇最早的建築物。乾隆十六年（1751年）
修繕後，改名為祈年殿。光緒十五年（1889年）
毀於雷火，數年後按原樣重建。目前的祈年殿是
一座直徑32.72米的圓形建築，鎏金寶頂藍瓦三
重檐攢尖頂，層層收進，總高38米。

據說，清朝乾隆三年，曾入店進餐，回宮後特御
題「都一處」，派人製成蝠頭匾，由太監送至店
中。下圖這組銅人塑像，再現了乾隆帝夜訪並題
名的故事。

北京皇家祭壇—天壇

都一處

滿街都是冰糖葫蘆跟大紅燈籠，這裡的糖葫蘆與臺灣夜市裡的那種充滿色素紅的
黏髮葫蘆不一般特別好吃，有別於一般的番茄草莓且包的口味有山楂、山藥、山
藥豆等等特殊的內餡，實在是可嚐嚐之必吃的食物。

四處都有的冰糖葫蘆

世界文化遺產天壇公園

明清兩朝帝王祭天、祈穀和祈雨的場所。



起字號為「東來順羊肉館」。開始，只是做
一些羊湯、羊雜碎等，後來把「涮羊肉」引
進了店堂。據說，此一料理起於忽必烈軍中
廚師。

東來順 涮羊肉

什剎海 北海公園 南鑼鼓巷 煙袋斜街 

      涮羊肉是一種流行於北京及其周邊地
區的傳統美食，因食材主要以羊肉為主
，故而得名涮羊肉。東來順的涮羊肉因
選料精、加工細、佐料全而肉嫩味美，
馳名全國。傳統上，涮羊肉都使用一種
特別的銅質炭火涮鍋，在現代家庭內已
多被電爐取代。 需要注意的是，涮羊肉
並不等同於中國其他地區的火鍋。
       尤其配上芝麻醬沾著吃，有別於我
們一般常用的沙茶醬，風味更是獨特，
既不會感到太鹹，又充滿著芝麻香味，
讓人不禁大快朵頤。

     午後遊覽完景山公園後，便遇上這群可愛
的叔叔阿姨們，穿著戲服跳著舞，真是充滿濃
濃的懷舊氣息，沿路陸續走訪，還瞧見了大清
郵政信櫃，才知道原來自大清以來就有郵政業
務了呢！一路上每有一分一秒眼前沒有出現燈
籠的大街小巷滿滿的大小燈籠，喜氣極了！



北京坊－星巴克臻選北京旗艦店
經過3年多的籌備，星巴克在北京中軸線上開了全國最大的旗艦店。也是除了上海烘焙坊店之外的全球最大門店！整整三層樓，1040平方米，旁邊就
是著名景點前門大柵欄，為向“大柵欄”的歷史由來致敬，北京坊旗艦店的外牆跟店裡都採用了的木質格柵設計。
註：只有有上圖星星R標誌的才是星巴克臻選店。星巴克臻選比一般星巴克會有限量豆子，定制設計，手衝咖啡特調咖啡，目前北京有30多家臻選店
，這家是最大的。

北京烤羊肉串

北京坊
北京坊，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大柵欄歷史文化保護區東北角，是一個以文創等生活體驗為主的商業建築集群。

烤串的流行是從新疆，一般是將食材用
簽子串好後在木炭烤爐上炙烤。

北京規劃展覽館
北京市規劃展覽館全面展示北京市的規
劃建設歷史、現狀、未來。此外，該館
還展示北京都市計畫大模型，並放映多
媒體數字立體影片《新北京》等。
是一座集中展示北京市城鄉規劃的專題
展覽館。隸屬北京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
理委員會。

北京市規劃展覽館中的北京城市模型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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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外地區便民早市 

老北京炸醬麵製作

體驗北京在地居民的早市，，雖然如同台灣的傳統市場，但沒有一家攤販沒有線上支付功能。

Day5
        從麵粉開始製作變成麵團，在桿成
麵皮，在一刀刀切成麵條，第一次純手
工自己做麵條，才知道原來麵條的製作
過程是如此的繁瑣，將煮好的麵條與炸
醬的肉醬攪拌均勻，在配上黃豆、蘿蔔
、小黃瓜絲等的配菜，吃下去既有麵的
香味，炸醬搭配蔬菜既不會太過無味，
又不會太過油膩，是一碗充滿濃濃情感
健康營養滿分的炸醬乾麵！



北京片皮鴨
        這次來北京最想吃到的便是「北京
片皮鴨」，百度搜尋了一下，想不到我
們居住的青旅附近就有一間還算平價的
北京片皮鴨店，「京尊烤鴨」，烤鴨現
場直接在客人面前進行切片的處理，剩
下的部分可以選擇要乾炒還是煮成湯，
這片皮鴨吃下去，那個皮入口即化，真
的是放進去嘴裡就化開的那種，真的是
超級銷魂到不行，若有去北京一定要嚐
嚐看這讓人魂牽夢縈難以忘懷的「北京 
片皮鴨」。

北京孔廟
北京孔廟作為國家級祭孔廟宇，規模甚大，建築物的級別也較高。大成門創建於元代，清代重修，面闊五間，進深九檁。



北京故宮博物院 紫禁城
北京故宮，即紫禁城，是明清兩朝廿四位皇帝的皇宮。
眼前這座皇宮竟然就是在電視劇上看的宮廷劇的那個皇宮那個紫禁城啊！！皇帝的三宮六院東西六宮啊！

上圖就是乾清宮，就是皇帝召見廷臣、處理政務、批閱奏章、接見外藩屬國陪臣、歲時受賀、舉辦宴筵的場所。裡頭
就是放著那「正大光明」匾額的地方，就是密建皇儲的建儲匣要放進「正大光明」匾後面的那個「正大光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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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坤宮 正殿前台基下的銅鳳、銅鶴

這就是我們騰訊視頻「如懿傳」裡面的
嫻妃，翊坤宮娘娘的翊坤宮啊！！見到
翊坤宮本宮才發現原來他的後面那宮就
是儲秀宮呢！隔壁宮就是富察皇后的長
春宮！想不到都如此的臨近

延禧宮 中央的靈沼軒（水晶宮）

接續來到我們去年暑假火紅的「延禧攻
略」裡的「延禧宮」，因為電視劇火紅
的緣故現場的人真的可以說是所有宮中
人最多的，從外廊道到內滿滿的人，大
家都想看看這延禧宮的本宮真面目。

紫禁城護城河 角樓

這是結冰的紫禁城護城河，位於紫禁城
的外圍四周，後方的樓稱為「角樓」，
角樓是歷來建築物中常見到的一種輔助
建築，這種建築主要設於防守式建築物
的稜角轉彎之處，故名「角樓」。

壽康宮
位於紫禁城內廷外西路，慈寧宮西側
，為清朝太皇太后、皇太后居所，太
妃、太嬪隨居於此。



逛完大觀園後，回到家Home媽已經把晚餐準備好了，又是讓人把持不住的北京
涮羊肉，上方的蒜頭是用糖醃過的糖蒜，吃起來甜甜的完全不嗆辣，配著吃可以
解油膩，左邊的長條物是他們的蒟蒻，很特別很有嚼勁，沾醬也是最道地的芝麻
醬，今天真是超豐富超豐盛的一日，白天參觀了各大知名景點，晚上又吃到這涮
羊肉真是充實美好的北京家庭日。

家庭晚餐

北京家庭日
早上興奮的去完故宮紫禁城之後，午後便搭地鐵前往與家庭的爸爸媽媽會合，由於他們家離大觀園挺近的便決定帶我
去大觀園參觀，這就是「劉佬佬進大觀園」的那個大觀園啊！一天看到兩個課本上的地方出現在眼前真是太棒了！

大觀園
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中的大觀園。



早上參訪完抖音之後，便前往中關村創業大街，及百度大腦體驗店等
店家，體驗各式各樣的新科技產品，無論是Ar、Vr或是智能機器人產
品都讓我大開眼界，在中關村也聆聽到許多台灣年輕人到北京的創業
經驗，深深的體會到這科技年輕的新時代的來臨。

中關村創業大街 百度大腦體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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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節跳動 抖音公司
字節跳動2012年3月創建於北京，其後不斷進行擴張，開發出多個在中國大陸較為流行的APP（如今日頭條，抖音短
視頻，內涵段子等），並收購musical.ly。2017年11月其月活躍使用人數超過2億，成為全球最大的獨角獸企業。

字節跳動員工餐廳
員餐內含有中餐及西餐供員工選擇，準
備的是相當豐盛，真的是不會讓員工餓
到肚子的好公司。



798藝術區
798藝術區，又稱大山子藝術區，是一個位於北京市朝陽區大山子地區的一個藝術園區。藝術區的名字是由北京國
營電子工業老廠區的名稱沿用而來，如今，798除了數字本來含義以外，一般專指北京798藝術區，在798藝術區的
發展過程中形成了798共識，因此798也指這一藝術區引申出的一種文化概念，以及LOFT這種時尚的居住與工作方
式，亦稱798方式。

農民之子文化發展中心
午後我們搭乘地鐵到天通苑北站，
的這個村落這裡居住的居民大多是
底層勞力的人民，如送外賣快遞的
小哥等等，衝擊其實挺大的看完那
麼多的新科技，也使用了需多新科
技服務，其實背後也含藏著許多辛
苦的人在背後辛勤的努力付出，這
樣強烈的衝擊畫面在台灣是比較難
看到的。

琳瑯滿目的快遞外送車，及廢棄的腳踏車垃圾等等，四處都有張貼高薪聘請快遞人員的公告，無法想像這裡居民怎
麼長期居住在這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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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演講人 劉智

有好東西 The Good Stuff

高品質高效率

有好東西是新生代社群電商平台，是一個
精益創業的產物，是通過長期摸索與實踐
，聆聽市場的真實需求，挖掘情感層面動
因，不斷調整迭代出來的商業模式;是創
始人多年的沉澱與心血。挑選出高品質的
好東西，幫助潛心耕耘的農夫匠人賺到錢
，形成良善好生態。讓更多媽媽受到理解
和尊重，讓更多家庭獲得快樂和健康，致
力於甄選和分享高品質的好東西，引領品
質生活，傳播美好價值！

大鬍子新疆烤肉YùFood and Lifestyle
很快的十天過去了，最後一天晚上我們一同在青旅附近的新疆
烤肉店用餐，這十天過得相當的充實，每天都是滿滿豐富的行
程，從初來乍到像個觀光客似的樣子，到感覺已在當地生活許
久的樣子，無論是生活上的搭車或是線上支付商品訂購外賣等
，都已駕輕就熟，也在這裡認識及見到各式各樣的人事物，每
個人都在這個城市努力的打拼著，為了自己夢想的藍圖，在這
次的旅程無論是有形或是無形的，都是相當寶貴的經驗與收穫
，感謝這趟旅程所有互相幫忙及招待我們的各位，才能讓我有
一個這麼特別的北京之行知性之旅。

有好東西，就如同他的公司名稱一般
，將最好品質的商品在最短的時間內
送到客戶手中，例如泰國椰子，再決
定採用泰國的椰子之前，已先讓尋味
師在不知道椰子產地為何的情況食用
了各地椰子，最後為了減少消費者收
到椰子的時間，直接採用飛機空運，
讓高品質的椰子能最快送的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