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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醇厚溫潤的咖啡、

一碗熱騰騰的米粉湯、

一把青翠欲滴的鮮蔬、

一顆香氣撲鼻的肉粽……

在臺北市場中，找尋幸福滋味、找尋客家身影 

讓我們暫時放下忙碌快速的生活，拾起日常生活中的愜意，一起逛逛市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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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口味 羅媽媽米粉湯

來自新竹關西的羅媽媽，從民國 64 年即接下公公

的攤位開店至今，雖然已 90 多歲，仍親自下廚。

不過因年事已高，兒子於早上 5 點左右會先來幫忙

開門與準備前置作業，店內也請了約 8 位員工。與

員工間的相處就像家人一般，因此許多員工一待就

是 20 年以上，最久的羅姓員工甚至已做了超過 40

年。這樣的美味，都是羅媽媽自己一點一點所研究

出來，「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以前在家從來沒有

煮過飯、洗過菜，所以就邊做邊研究，客人也會回

饋意見給我。」從牆上貼著各大報章雜誌的報導及

中文與英、日、韓文的菜單對照，可見這項市場銅

板美食的吸引力已擴散至國外。一碗熱騰騰的米粉

湯，配上一大盤黑白切，蘸著酸酸辣辣的醬料，每

一口，都能嚐到幸福道地的客家滋味。

07:00~15:00（週一休）

東門市場新館第 17、18 號攤

（中正區信義路二段 87 號臨之 5）

（02）2351-3352



一元行手工水餃

光復市場第 30 號攤

（信義區仁愛路 4 段 496 巷 19 號）

饅頭、麵條、米粉、年糕、粄條、紅豆湯……一走

進光復市場，便能看見一元行手工水餃琳瑯滿目的

產品；從主食到甜點，應有盡有，甚至還有隱藏版

商品，如：滷豬腳、湯圓、牛肉湯等等。開業至今

已 50 餘年，何禮森為第二代經營者，父母分別為

新竹新埔與湖口客家人，有著爽朗笑聲的他，同時

身兼光復市場自治會會長一職。店內人氣商品「水

餃」，整齊地擺放在冰櫃內，韭菜、鮮蝦、香菜、

全素等 12 種口味供消費者選擇。若一大早來，還

能看到第一代老闆娘范秀英包水餃呢！何禮森邊笑

邊驕傲地說：「饅頭、麵條、湯圓等都是自己做的，

客家精神就是很累，什麼都堅持要自己來。」

06:00~13:00（週一休）

同學的店

「同學，今天要買點什麼？」來到同學的店，便能

聽見李元欽熱情的招呼聲。攤架上陳列著青椒、芋

頭、高麗菜、櫛瓜、南瓜等蔬菜，與兩位兒子一同

分工合作，妻子也在對面與客人寒暄，一家人之間

的緊密情感，讓同學的店周遭也感染著溫暖和樂的

氛圍。來自臺中大甲的李元欽，為了與來自各地的

客人拉近距離，不僅特地學習印尼、越南等語言

1~100 的說法，還與身為苗栗客家人的妻子（賴小

姐）學客語。時常以流利客語和客人聊天的他笑著

說：「 係河洛人耶！ 河洛人講客話當厲害齁！」

於光復市場已開店超過 30 年，與客人們之間開玩

笑、有說有笑的互動是本店的特色，讓人彷彿瞬間

回到了過去與同學打鬧的時光。原來，到市場買菜

也可以是這麼有趣的體驗。

（02）2758-4004/0933-205-004

06:00~12:30（週一休）

光復市場第 55 號攤

（信義區仁愛路 4 段 496 巷 19 號）

0939-519-209



杏豐製麵店

士東市場第 26 號攤

（士林區士東路 100 號）

參與美好關係計畫之一的杏豐製麵店，在士東市

場已經營將近 30 年的時間，為臺北市政府產業

發展局認證的優良商號。老闆周秋財是來自新

竹新埔的客家人，為第二代經營者，於國中時

跟著家人來到了臺北。除市場公休日外，杏豐製

麵店可說是幾乎沒休息，連過年都要在家 stand 

by，因為隨時都可能會有客人來購買。老闆娘分

享道，做重複性的工作難免也會有倦怠感，但如

果退休，在家也沒事，容易無所適從，不如好好

調適自己、撐一下就好，「其實，就是一個轉念

間的想法而已。」店內販售菠菜、紅蘿蔔、山藥、

蕎麥等口味的拉麵與餃皮、意麵、烏龍麵，還有

饅頭、粿仔，每一個都是自家製作，吃進口中，

彷彿能吃到客家勤奮與堅持的精神。

06:00~18:00（週一休）

COFFEE AND TEA

士東市場第 52 號攤

（士林區士東路 100 號）

07:30~18:30（週一休）

「Coffee, tea or me?」不論是今天想要優雅地喝一杯伯爵茶、悠閒地啜

飲一杯卡布拿鐵，又或是講究地品味一杯耶加雪菲或是聖天使，來到隱身在

士東市場內的咖啡店 COFFEE AND TEA 即可滿足對生活各種不同的想像。

若是想嘗試新口味的新手們，不須因不瞭解各個咖啡豆口味的差異而感到害

怕，店員們都會非常熱心且親切地介紹豆子的香氣、口感、風味等。老闆為

來自馬來西亞的客家人，於 2013 年創立了這間店，店內除了販賣茶與咖啡，

也推出掛耳包，讓人們在家中也能享受咖啡浪漫的韻味。

（日）(02)2838-4545/（夜）(02)2835-8879

      0931-152-492

0930-970-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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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家湖州粽

南門中繼市場第 B04~B05、B51~B52 號攤

（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 55 號）

生計客家傳統美食

通化市場（坡心市場商業大樓旁）

（大安區通化街 57 巷 8 之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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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端午節即將到來的日子裡，一位客

人騎著機車，來到生計客家傳統美食攤位

前，領取訂購的 20 幾個粽子；而桌上還擺

著好幾串粽子，等待其他訂購的客人們前

來購買，滿滿的訂單量，是在地居民認證的好滋味。老闆葉睿彩來自苗栗南庄，在他小時

候，父母為了打拚來到了臺北。從小於通化街長大，後來也在通化街開店，一做就是 50

多年的時間。每天清晨 4 點多、天未亮時，就要起床準備，就算腰酸背痛，還是要將每一

個粽葉仔細地洗過、將飯炒香，也難怪每一口都能吃到濃郁的米香。憶起過去的生活更為

辛苦，為了做粄，還須上山砍柴，才能生火煮米。店內販賣的傳統客家美食相當多元，從

鹹的肉粽、碗糕、菜包到甜的鹼粽、仙草、愛玉、艾草糕、麻糬，每一樣都是自製自售的

道地客家味。

08:00~12:30（週一休）

07:00~19:00（週一休）

走到立家湖州粽，便可看見老闆朱石成與

幾位員工一起包著粽子。一聽見對方是客

家人，朱石成便會熱情地以客家話聊天。

於埔里成長，懷抱著夢想的他，一退伍就

離開家鄉，隻身來到臺北打拚並遇到了當時立家湖州粽的老闆，從零開始，努力與他學習

浙江口味。約 2 年後，老闆將店頂讓給他，年紀不到 30 歲的他，靠著一股勇氣接了下來，

一直做到了今天，也已超過 30 年。同時，他也於南門市場經營逸湘齋美食，主要販賣各

省特色名菜佳餚。立家湖州粽粽子品項多達 20 餘種，除了臺灣口味北部、南部、客家粽，

及湖州口味干貝鮮肉粽、臘味鮮肉粽，還有甜的鹼粽、紫米豆沙粽、湖州豆沙粽、棗泥粽

（素）等等；此外，立家湖州粽更貼心地販賣梅干菜扣肉、荷葉排骨、醉雞腿等各式小菜，

一次將豐富多元的菜色提供給客人。有選擇困難症的人，可能要待上好一陣子才能離開

呢！用料實在、道地滋味，一點一點觸動著味蕾；在蒸的過程中，更是香氣撲鼻，總讓客

人念念不忘。吃進口中的不再只是粽子而已，而是昔日滿滿的回憶。

（02）2393-0469

（02）2707-0975/0933-92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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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娥工作室

永樂市場第 1303 攤

（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1 號 1 樓）

右翔進口傢飾布

永樂市場（永樂布業商場）第 2069 號攤

（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1 號 2 樓）

09:30~18:30（週一休）

在超過百年歷史的永樂市場中，有間才滿 1

歲的店，過去於菲力雅等服飾公司工作的

李小姐，退休後來到市場成立「秀娥工作

室」，主要以打版、訂做、修改與密拷為服務項目。出身苗栗通霄的她，因父親在她很小的

時候就過世了，國小畢業後就到成衣廠上班，因緣際會來到臺北，到專業成衣打版補習班努

力學習製版，最後成為品牌時裝打版師。除一般個人訂做，也接過原住民服裝秀訂單。此外，

因應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她也推出了布口罩與布口罩套，從大人到小孩的尺寸都有，

不僅吸引媒體採訪，甚至還接到客人下訂 100 多個要寄往美國的訂單，那陣子，每天都要忙

到晚上 11 點。細膩親切的態度、專業的設計，是客人回購率高的原因之一。一針一線，細

心縫出客人心目中對服裝的想像，看到客人臉上的笑容，也讓她覺得所有辛苦都值得了。

09:00~18:00（每月第 2、4 週日休）

一走進右翔進口傢飾布，就被滿滿的客家花布包圍。戴著帽子的老闆吳錦山雖然不是客家

人，但與客家卻有著深深的連結。除了店內販賣諸多以客家花布製成的商品以外，妻子也是

來自新竹關西的客家人。他們利用巧思以客家花布製作一般提袋、束口袋、零錢包、抱枕，

還推出了後背包、小熊吊飾、飲料杯套、水壺提袋等產品，他說道，最大的客群為日本人，

他們非常喜歡臺灣客家花布的文化，連日本雜誌都曾來採訪他。已於永樂市場經營 20 餘年

的時間，一開始以販賣傢飾布為主，過去還會親自到府幫客人裝窗簾，現在仍有販賣窗簾、

桌巾、沙發套、坐墊、汽車椅套等商品。隨著網路時代的來臨，他們也走向線上經營，現在

蝦皮上也能購買！

0935-911-149

（02）2559-9112/0935-28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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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土雞店

安東市場第 154 號攤

（大安區瑞安街 75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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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來到安東市場，傳來了清脆的剁雞聲，只

見田老闆熟練、俐落地分切著雞肉，不時也能

聽到她與客人以客語聊天。於安東市場成立時

就開始經營，現已開店超過 30 年的時間。除

了供應不同品種的雞肉，也能代客以古法煉製

雞精。此外，在攤位上也可看見蛤蜊、愛玉、

仙草、仙草茶、泡菜等多種產品，她笑著說：

「就是什麼都賣啊，客家人是不是很勤奮！」

總以開朗笑聲接待客人的田老闆，讓人一早就

感受到濃濃的人情味，只要來到瑞安土雞店，

這一天，便有了美好的開始。

05:30~17:00（週一休）

肉多肉 舖

安東市場第 135 攤

（大安區瑞安街 75 號）

09:00~16:00（週一休）

出生於臺北的黃老闆，父母皆為苗栗客家人。他

過去曾從事金融業、開服飾店，輾轉才來到了市

場賣生鮮。雖然店面位在市場，但是以「網路經

營」為主，於 FB 搜尋「+1 鮮宅王」便可找到他

們的社團，也可透過 Line 訂購，更為方便快速。

因於網路經營，商品要多樣化才能走得長久，不

僅販賣海鮮、水餃、餛飩、貢丸等冷凍食品，也

有熟食、調理食品、水果、飲品與甜點等。而他

們為了滿足客人的需求，品項越新增越多，原本

的店面已不敷使用，兩個月前便新開了間「肉多

肉 舖」將牛、羊、豬等肉品獨立經營。或許是

骨子裡有著客家精神，在大安區內不限金額皆可

免費外送，他說道：「UBike 騎一騎一下就到了，

其實很快啦！」

（02）2709-0097/0937-067-124

0939-105-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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