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華數位歡慶6周年
已經開幕6年的光華數位新天
地，每年暑假都會舉辦各式優惠促
銷回饋活動，今年為再次吸引年輕
朋友們的目光，以「3C遊樂園」
為活動主題，有「歡樂旋轉 馬上
中獎」抽獎，還有知名品牌展示體
驗區、促銷優惠方案，加上消費歡
樂送，滿額抽大獎等、品牌促銷體
驗、快打電競超吸睛，今年暑假到
光華數位新天地撿便宜，是最佳時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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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潮流大本營
西門町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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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場裡熟悉的傳統市場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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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街夜市 懷念艋舺味
豬腳、海鮮 必嚐的庶民美食盛宴！

市場幸福味

三彩拌豆芽╳清炒蘆筍蝦仁
夏天的簡單家常開胃料理

饕家專欄

下班後的美味食堂

商圈小確幸

44

園藝新美學

仲夏植物消暑氣
綠色觀葉植物介紹

放暑假了，喜歡COSPLAY的讀者
不妨可以到西門町商圈和公館商圈
逛逛，7月5日在西門町中華路、長
沙街口的西本願寺，有盛大的「西
門鎮守府COSPLAY大賽」，來自各
地的COSPLAY高手現場較勁，而公
館商圈的親水節則讓民眾體驗涼夏
的快感，千萬別錯過。
市集快訊玩味商圈 編輯部
意見回饋送好禮！歡迎讀者對本刊有任何意見，
皆可上市場處網站http://www.tcma.taipei.gov.tw，
點入「臺北市集主題網」填寫，每個月前10位讀
者贈送小禮物乙份。非常感謝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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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周年慶活動

六周年慶活動

★ 2014 臺北親水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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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臺北親水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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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3

7/4

◆ 七月盛產蔬菜
˙竹筍˙蘆筍˙胡瓜
˙絲瓜˙冬瓜˙扁蒲
˙苦瓜˙菜豆˙茄子
˙莧菜˙筊白筍
˙山蘇˙空心菜
˙龍鬚菜˙地瓜葉
˙花胡瓜
˙黃秋葵
◆ 七月盛產漁產
˙旗魚˙鯖魚˙紅魽
˙石斑˙馬頭˙鮪魚
˙大目鰱˙翻車魚
˙黑豬哥˙塭豆仔
˙油魚˙四破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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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臺北親水節

★ 2014 臺北親水節

★ 2014 臺北親水節

★ 2014 臺北親水節

★ 公館樂活嘉年華

★ 公館樂活嘉年華

★ 公館樂活嘉年華

★ 公館樂活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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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盛產水果
˙芒果˙蓮霧˙鳳梨
˙香蕉˙梨˙甜瓜
˙西瓜˙桃子˙葡萄
˙木瓜˙火龍果
˙荔枝˙龍眼
˙檸檬˙釋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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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數位 6 周年慶
尖叫妹 NONO 帶路逛賣場 享受樂活購物趣
全臺最具歷史地位、最大的 3C 購物指標性商場「光華數位新天地」，2014 年
歡慶 6 周年，臺北市市場處為回饋廣大消費者多年來的支持，從 6 月 28 日至 7 月
20 日，全館將展開一系列的優惠促銷活動，讓大家盡情購物光華。而擁有大批死
忠粉絲的網路正妹 NoNo 辜莞允，本期帶大家逛光華數位新天地，結果還在賣場的
電視節目裡看到自己的演出，現場引起民眾瘋狂搶拍。

光華數位新天地每年的周年慶特價

最新、最夯的3C產品這兒通通都有

活動，都引起消費者的熱情追逐，今
年六周年慶為吸引年輕朋友們的目
光，以「3C遊樂園」為主題，開幕
日有「歡樂旋轉 馬上中獎」抽獎活
動外，還備有知名品牌展示體驗區與
促銷優惠方案。活動期間有消費歡樂
送，滿額抽大獎等好康，另針對各消
費族群舉辦假日活動，包括品牌促銷
體驗、快打電競超吸睛，讓消費者樂

☉圖╱吳博晏 ☉文╱陳立欣
☉商品照片╱光華數位新天地提供

記憶卡是光
華數位新
天地熱銷商
品之一

活一夏，同享愉悅的購物時光。

歡樂旋轉一折購 現金折價加碼送
針對今年周年慶，商場店家還特別祭
出各項超值好康購活動，6月28日開幕
當天上午10點50分有「歡樂旋轉 馬上

SONY ICD-UX543F
數位錄音筆

SONY CP-F10L 行動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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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促銷火力全開 滿額抽超值好禮

中獎」抽獎活動，中獎者可立即以一

6月28日至7月20日周年慶期間，全

折價購買指定筆電、平板電腦、數位

館有歡樂送等活動，消費累積金額滿

相機、液晶螢幕等超值好禮。6月28、

1,000元，憑當日購買發票及產品盒即

29日兩天，還有「歡樂折價 現金加

可兌換「樂園3C滿額抽」抽獎券一張，

碼」，消費滿1,000元可兌換100元折

滿2,000元2張(以此類推)，單張發票最

價券乙張，每日限量200張。消費累積

多可兌換10張，將於7月20日活動閉幕

金額滿6,000元，可兌換光華周年慶紀

當天抽出幸運民眾，有機會獲得最新3C

念獎品，每日限量100個，送完為止。

商品等大獎！

全家瘋購物，活動期間於光華數位新天

活動期間於光華數位新天地當日全館

地全館消費，不限金額，憑期間內購買

消費累積金額滿NT3,600元，憑當日購

發票即可免費搭乘旋轉木馬乙次。

買發票即可參加「現金折價滿額抽」活
5 市集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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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U2913 液晶螢幕

動，獎項包含現金折價券及精美小
禮物等，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消
費越多、機會越多。

繽紛嘉年華 電競科技遊樂園
為呼應周年慶遊樂園主軸，6月28
日至7月13日光華一樓展示區也規劃
「ASUS仲夏耀繽紛」，共有五大主
題區，包括華碩電腦多彩平板電、
ZenFone、變形平板等系列產品盡情
體驗，還有遊戲主題拍照區與消費

技嘉 BRIX AMD A8 迷你電腦

ASUS RT-N15U
無線基地台

者互動，繽紛一夏在光華。
針對不同目標族群，商場特別舉

除了周年慶活動，許多行家來到光華數位新天地，

色並與生活應用面結合。

辦多元化的假日活動，7月5日至7

7月12日至13日則針對電玩重度玩家，

月6日以「樂活旅遊輕鬆購」為主

以「遊戲科技嘉年華」為主題，現場展示

題，針對商務與旅遊族群需求，展

華碩全系列電競設備，可體驗「爐石戰

示Acer系列平板電腦商品，並設置

記」、「AVA戰地之王」、「LOL英雄聯

舞臺問答互動，搭配精彩熱鬧的動

盟」等時下最夯之電玩遊戲，讓玩家們暑

態表演節目，讓大家了解產品的特

假樂翻天。

個人雲端系統當紅，來光華必BUY！
必定不會錯過最新流行的3C電子產品，今年當紅的雲
端系統，是許多電腦迷們必備的配備。面對不斷成長
的資料庫，找到可靠便捷的個人雲端來管理資料，已
是未來的趨勢，在光華數位新天地各樓層，都能找到
需要的雲端。其中深得消費者推崇的國揚電腦，各種

D-LINK DIR-850L
無線基地台

雲端設備，值得花點時間來瞧瞧，這裡還有各種電腦
周邊設備和隨身碟、硬碟、電腦影像系統等。

SEAGATE STCV2000300
無線硬碟

32吋液晶螢幕享受震撼效果
今年光華數位新天地的當紅產品除了雲端系統，還
有大螢幕的液晶電腦螢幕，還可以外接電視，這種大
尺吋的液晶螢幕很具震撼效果。「尖叫妹」NONO這
ROCCAT KONE Pure
電競滑鼠

市集快訊 6

次到了賣場2樓德總電腦居然看見自己出現在螢幕裡
TOSHIBA A1 Basic
1TB USB3.0 行動硬碟

QNAP TS-451

7 市集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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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液晶螢幕頗具視覺震撼

ONPRO MB-PRO600 行動電源

子產品周邊器材的大本營，這裡有豐富影視器
材、電子零件，還有各品牌記憶卡、電腦零組
件、資訊工程用品，更特別的是還有專賣美國
專利的手機套，這款來自美國製造的手機套，
的節目，還直說當時真糗。但是可愛的

位監控攝影機」、「百萬數位監控錄影

一組雖然要價不斐，但還是有許多消費者趨之

可別以為這是相機，這可是行車紀錄器呢

模樣立即吸引許多消費者一起拿出手機

主機」、「ip-cam數位遠端監控」、滿

若鶩，在遠東電通的門市裡就能看到。至於缺

跟拍。NONO說外面比較少看到這麼大

足客戶的需要。

了甚麼錄影設備的零件，或者機器壞了，來找

光華數位新天地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
營業：10:00~21:00(每月最後週二休)

的液晶螢幕，而且才1萬多的價格，用

現在的行車紀錄器已越做越可愛，也

星揚電子的老闆就對了。

越做越小巧，

很多人來光華都是來

而且價格也越

「撿便宜」，如果是電

來越便宜，車

腦硬碟或各品牌記憶卡

許多來到光華數位新天地的消費者，

子上還沒裝的

想找超值的產品，不妨

除了買電腦、看螢幕，還有不少是為了

消費者，趁著

逛逛5樓的譜宸資訊，

監視器和手機而來，其中賣場裡4樓的

這次周年慶別

這裡甚麼記憶卡都有，

精緯電子各種大小監視器、行車紀錄器

忘了來撿便宜。

來打電動聲光效果應該很驚人。

超夯監視器 打造安全生活環境

大通 IP-2100 IP CAM

20年歷史的老店，是監控系統界的名

電腦周邊、影視器材 4、5樓全都有

店，齊全的「行車紀錄器」、「百萬數

光華數位新天地賣場4、5樓是3C電

市集快訊 8

德總電腦
地址：光華數位新天地2樓64室
電話：2391-5339
精緯電子
地址：光華數位新天地4樓51室
電話：2396-2950
星揚電子
地址：光華數位新天地4樓32室
電話：2358-3926

各種零組件都是消費者
最佳的後盾。

是行家們來此必朝聖的名店。這家已有

國揚電腦
地址：光華數位新天地2樓60室
電話：2395-2808

美國原裝進口的金屬手機套

活動詳情請至網站查詢：
http://www.tcma.taipei.gov.tw

遠東電通
地址：光華數位新天地5樓A01室
電話：2351-7851
譜宸資訊
地址：光華數位新天地5樓88室
電話：2391-6658
9 市集快訊

Sense

吳我

饕家專欄

饕家專欄

中山市場裡

吳我

熟悉的傳統市場風味

人，電台節目主持人，對菜市場美食、攤商經

曾任報社文字記者、雜誌社總編輯、報社發行
營，有多年細微觀察。

☉文︱吳我

從以前在報社上班當記者的日子，我就很喜歡到中山市場裡吃東

吉慶飲食部的什錦麵，濃濃的古早味早已不知令多少饕客折服，

西，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年輕、口袋也不夠深，每次到南京西路一

市場周邊有很多公司行號，還有一些政府單位就在市場樓上，每到

帶逛街，除了看好必買的物品心裡會有預算外，其他的能省就省，

中午吃飯休息時間，小小的攤子前就會擠滿客人，聰明的老饕乾脆

當然包括吃的。大馬路邊、靠近百貨公司的餐廳動輒兩百元起跳的

就外帶，不用跟著大家等座位，中午在這兒吃碗麵，點一、兩樣小

餐飲，或者知名連鎖餐廳，當年都不在我的考量之列，雖然希望要

菜來搭配，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滿滿幸福感。

省錢，但也要吃得特別。有一天，莫名地搭公車到中山北路想逛逛
林蔭下的商店，一個因緣就逛入了中山市場，嚐了一碗很不起眼的
什錦麵，沒想到這一碗幾十塊錢的小吃，竟能讓腦海中浮現了小時
候母親帶著我在鄉下的麵攤子，一起共吃一碗什錦麵的快樂時光，
眼淚當然也跟著在眼眶裡打轉了。
這一、兩年中山市場的外貌、內部裝潢都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
原因是這處百年歷史的老市場曾遇祝融，一把火燒個精光，後來臺
北市市場處編列預算進行內部的整修，攤子變得更乾淨、整齊，視
覺上也有一百八十度轉變。原本擔心市場裡的一些老攤子、熟面孔
是不是會就此消失？還好，我喜歡的吉慶飲食部什錦麵和鶯歌號的
燒臘都還在，心中的石頭放了下來，而他們依舊是我逛南京西路的
美食休息站，也是心靈裡再次與故鄉連線的地方。

市集快訊 10

我特地把吉慶的小菜模樣和價格拍了下來，主要是要讓大家有個
比較，現在隨便在外面吃碗麵、小菜同樣都是30元，吉慶飲食部就
是比別人家的分量多了快一倍，好吃又大碗的感覺，很想給老闆娘
按個讚。
什麼叫做古早味？簡單來說，就是用臺灣早期廚師或媽媽們烹調
的手法來料理食物，就叫做古早味。為何吉慶飲食部的什錦麵，會
有濃濃的古早味，主要是老闆娘熬煮湯頭的手法，是傳承當過總舖
師的公公，和融合當過餐廳大廚老公的特殊手藝，才成就了這很難
得的口味。一鍋湯裡，有豬大骨，有雞骨頭，還有整隻雞放入湯鍋
裡熬，目地是為了煮熟後要用來當小菜，料理成白斬雞肉。這麼多
的肉質精華，當然湯頭就鮮美無比了。

11 市集快訊

Sense

吳我

饕家專欄

有一回老闆娘無意間透露，她的老公就是當年在延平北路盛極一

饕家專欄

飯、弄個湯，用鶯歌號的燒雞來配，那是一種幸福的美味。

時「大千百貨」裡的餐廳大廚，後來自己出來開餐廳，才能讓老饕
們在傳統市場裡品嚐到這令人驚豔的古早味。

鶯歌號的故事早已在網路和報章雜誌上傳遍了，老闆的料理手法
其實是傳承自一位很厲害的燒臘師傅，幾十年下來他又把這手藝傳

除了什錦湯麵，老闆娘的什錦炒麵同樣令人念念不忘，只是中午
11點以後到1點之前，我不太敢開口跟老闆娘點這道人氣麵食，因為

下去，把滷味、臘味和煙燻的特色結合，果然和一般燒雞、燻雞的
口感有很大的不同。

炒麵的炒工很麻煩，中午用餐時間滿滿的都是客人，為了一盤炒麵
她可能得讓更多客人站著等，更誇張的是很多客人聞到老闆娘用豬
油炒的什錦炒麵怎麼這麼香？於是一盤跟著一盤點下去，老闆娘永
遠炒不完，所以後來為省去麻煩，老闆娘居然把什錦炒麵的菜單用
另外一道菜貼住，只有內行、又懂狀況的饕客，才知道要在什麼時
候點這道炒麵。
吉慶飲食部的古早味不僅表現在麵食上，小菜、滷豬腳、涼筍、
黑白切都很有特色，特別是攤子前那鍋誘人的滷豬腳，內行人一看
就知道這一定是金蘭醬油加蔥滷出來的味道，老闆娘偷偷地說，她
還加了一些冰糖，拿捏好比例，才會有這麼漂亮的顏色和光澤。
除了吉慶飲食部的小菜，每次來到中山市場我還會順道跟隔壁的
鶯歌號切一些燒雞、滷味、豆干，當成晚餐的配菜，自己煮一碗白

其實老闆是個很靦腆的人，自己的手藝非常好，卻又不太敢跟客
人「鼓吹」，都是要等到客人試吃了一塊，才有一種驚為天人的感
覺，當然接下來就是跟老闆買一盒、秤半斤，或者整隻帶回家。春
節、清明、農曆七月中元普渡是鶯歌號的大日子，本來每天都要賣
掉幾十隻雞，節日老闆賣上百隻的紀錄令人側目。
越是古意的人，做起事來越專注，有了專注東西就好吃。老闆料
理燒雞很注重衛生，他不加辛香料，手藝十分獨特，因此臺北市傳
統市場節每年的熟食比賽，他也是得獎的常勝軍。
如果下次您來中山市場，覺得鶯歌號的燒雞很大隻吃不完，不妨
可以從滷豆干、海帶，或者煙燻花枝這類可以當成小菜的美食入
門，買一些當成零嘴，也能體驗鶯歌號美食的魅力。
中山市場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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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後的美味食堂

下班後的美味食堂

梧州街夜市 懷念艋舺味

兩道滷製 味極鮮美

豬腳、海鮮 必嚐的庶民美食盛宴！

腳，用溫體豬為材料，回到家需先沖洗、再洗淨後，接著用滾水汆燙封住

每天上百斤豬腳的銷路，老闆每天清晨得先到環南市場為客人挑選豬

肉的鮮甜味道、再泡冰水，就是這麼繁複的工序，才能讓豬腳上的皮，口
☉圖╱吳博晏 ☉文╱陳立欣

感變得如此Q嫩。蔡老闆說，豬腳的口感Q嫩這才只是前置作業，接下來的

下班後想找一處整條街都是海鮮、美食名攤，和好朋友們一起打牙祭、

工夫才是最重要的。他透露，豬腳後端的滷製其實要分成兩個階段，第一

放鬆心情、吃完一攤後再續一攤的地方，萬華區梧州街夜市應該就是許多

是上色，先用醬油、醬油膏和麥芽糖滷製20分鐘，這時豬腳的顏色就會變

人心中的首選了。這條前後不到二、三百公尺長的夜市，因和廣州街、

得如琥珀般的光亮誘人。接著第二道工序，則是要用十來年的老滷汁將豬

華西街夜市接在一起，且三處夜市各有各自的特色，從以前就是艋舺人夜

腳滷得軟嫩。

生活的最佳去處。梧州街的海鮮更令許多挑嘴的老饕們難忘，快炒、生魚

「這鍋老滷汁裡，有

片、海產店一家接一家，因聚市、選擇性多，也讓行家們喜歡來此嚐鮮。

蔥、薑、蒜和十幾種中

梧州街的美食大概分為海產和豬腳兩大類，其他還有些特殊美味老攤子，

藥，包括當歸、川芎、

各個臥虎藏龍，撇開高熱量和膽固醇的心靈桎梏，想吃，找個時間就來讓

熟地等藥材滷製一個多

五臟廟開心吧。

小時才算大功告成。」
蔡老闆說。老三豬腳的

◆老三豬腳 花生滷製Q軟可口

特色是帶有淡淡的花生

梧州街夜市知名的美食除了生魚片、海鮮之外，最令行家們念念不忘的

香味，一般人總認為

就是豬腳，已有三十多年歷史的「老三豬腳」，花生滷製、香Q軟嫩的豬

「花生豬腳」不是用煮

腳，入口香滑、色如琥珀，不鹹而豐腴的珍味，早已贏得客人們一致的推

的嗎？但是老三的豬腳

崇。

卻是用滷的，不但香氣

這家已經傳至第二代的老豬腳攤，其實是電視節目和報章雜誌美食版面

更足，因為麥芽糖與高

的報導常客，掌店的蔡老闆說，店名叫「老三」是因為爸爸在家中排行老

品質醬油的交互作用，

三，大家又都這麼稱呼，後來豬腳攤就乾脆取名「老三豬腳」，三十多年

豬腳一點都不會有過鹹

來堅持的老味道，連裝假牙的老先生都天天來報到，就不難看出這豬腳的

的刻板印象。

軟嫩，也深獲上了年紀的客人歡迎。
市集快訊 14

老三的豬腳Q嫩口感十分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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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後的美味食堂
笑容親切、十分好客的蔡老闆，
吃豬腳找他就對了

下班後的美味食堂
◆九號攤生魚片 基隆崁仔頂的鮮味
梧州街攤商的好生意，早年拜景氣好、周邊卡拉OK店林立之賜，客人除
了來此吃晚餐，唱完歌還有「續攤」的動力，雖然這幾年已不若往年夜市
人擠人的盛況，但梧州街的美食還是令人難忘，也吸引了國際觀光客的青
睞，尤其梧州街的海鮮以平價、美味聞名，口袋裡只要幾張微笑的「孫中
山」，就能酒足飯飽，讓自己的味蕾滿意極了。
梧州街夜市裡有好幾家專賣生魚片的老店，每攤生意都不錯，其中9號攤
生魚片雖然攤子上的招牌只有「生魚片」三個大字，其他甚麼都沒寫，但
內行的老主顧都懂得來此品嚐每天海港直送的鮮味。其實9號攤的主人陳
老闆和梧州街幾家海鮮餐廳、生魚片攤老闆都是一家人，幾十年前上一代
就在夜市經營海鮮餐廳，後來衍生出專賣生魚片的攤子。

晝伏夜出掌握魚貨新鮮度
紅燒鰻魚膾炙人口

每天半夜一收攤，陳老闆就得趕快把攤子收拾乾淨，然後驅車到基隆崁

老三豬腳除了遠近馳名的花生豬腳，還有一道叫好叫座的美味，就是有

仔頂漁港搶新鮮的魚貨，一回到家、天剛亮，又要趕快進廚房整理鮮魚，

數十年歷史的紅燒鰻，老闆將鰻魚切成條狀後，用紅麴、米酒、糖、蒜、

去頭去尾、切塊、入

醋等多種食材醃漬，放入冰箱一整天後讓鰻魚塊完全入味，等客人點用時

冰，等著下午4點出攤做

再下鍋油炸，吃豬腳、嚐滷肉飯，再搭配一碗鰻魚羹，正是人間一大享

生意。這種晝伏夜出的

受，也印證了「美味隱於市」的意涵。

生活，背後的辛苦外人

老三豬腳雖然非常美味、客人川流不息，但老闆曾經一度因身體不適加

難懂。但他笑說，只要

上人手不足想結束生意，後來第二代接手努力經營，味道也傳承了下來，

客人喜歡吃，這些辛苦

後來果然因豬腳滋味誘人可口，許多報章雜誌前來拜訪，接著電視節目紛

就沒甚麼啦。
陳老闆說：「挑選生

紛來報到，好一陣子要吃老三豬腳得從梧州街攤子大排長龍到路口。
老三豬腳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梧州街夜市7號攤│電話：0960-115-805│營業：15:00~24:00(不定期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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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片要把握一個『鮮』
切得很厚的生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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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後的美味食堂

下班後的美味食堂

字之外，其他的要訣，

和金門小高就是最佳搭檔。

就是肉色鮮紅、油脂

美味、新鮮的白蝦

透抽Q彈、涼筍季節限定

多、紅嫩。」雖然簡單
幾個訣竅，但是內行

另外兩項人氣美食就是透

挑魚看門道，外行只要

抽和涼筍，櫥窗裡的透抽也

到攤子上用嘴巴鑑定就

是來自崁仔頂的上等魚貨，

行了，整潔的冷藏玻璃

只汆燙沒加任何東西，沾著

櫃子裡有鮭魚、鮪魚、

醬油、芥末吃，Q彈的口感和

旗魚、白蝦、涼筍、透

新鮮的程度，又是一項誘人

抽、鯊魚煙，就這7種食

的海味。至於涼筍是季節限

材，整整齊齊地排列，

定，產自觀音山的綠竹涼筍

沒其他的了。陳老闆表

至鮮至美，只有夏天才有，

示，東西不用多，受歡

想吃就趁現在吧。

迎、好吃最重要，這些

在梧州街夜市經常可以看見客人遊走每個攤子，因此陳老闆的生魚片生

鮮魚搭配陳老闆特選的

意除了老主顧，也會和隔壁攤知名的老三豬腳大家互相照應，客人不管坐

金門小高，或者金牌、

哪邊也會兩家點餐，不僅方便客人，無形中也增加客群。下次當您來這兒

月桂冠，許多客人就這
樣被緊緊吸引，成了多年的忠實客人。

用餐，除了美食，不妨也欣賞一下攤商間濃厚的人情味與感情，體驗臺灣
綜合生魚片

夜市庶民文化的底蘊。

客人除了生魚片外，還特別喜歡這裡的白蝦，從崁仔頂批回來的白蝦，
先洗淨後，只用加了米酒的開水汆燙，淡淡的酒香使白蝦的甜度昇華，而
且每隻蝦的鬍鬚都還完整地留在蝦頭上，新鮮度爆表，大部分的客人都會
用金牌啤酒來搭配Q彈的蝦肉，味道豐厚鮮甜，一盒100元就有七、八隻大

九號攤生魚片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梧州街夜市9號攤│電話：
0933-832-589│營業：16:00~24:00(不定期休)

隻白蝦，真是人家說的「俗又大碗」。主菜生魚片價格有100、150、200
元等任君自選，可選單一魚種也可混合，吃魚當然配清酒或白酒，月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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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館樂活嘉年華
綠能 ‧ 旅行 ‧ 藝文
廣告

臺大公館商圈為臺北市南區鄰近淡水河的親水

際藝術村的駐村設計師所設計的環保筆記本或樂

商圈，因應周遭學生族群，商圈內有著多樣特色

活後背包，而每兌換出一個獎品，商圈就會捐出

異國美食與獨特風情的咖啡店。除此之外，許多

五元給公館在地的環保團體，一起跨越環保與消

特色書店、水源大樓觀光劇場以及寶藏巖國際藝

費之間的鴻溝。

術村等藝文商店，更為臺大公館商圈增添一抹獨
一無二的藝文氣息。

清涼水一夏 -2014 親水節
為了慶祝親水節邁向第 11 年，今年自來水園
區除了將平常就十分受歡迎的水鄉庭園與親水景

內可愛的美人魚公主，合作趕走水怪，透過「打
擊水怪、拯救水資源」概念，寓教於樂，讓小朋
友們在遊玩中了解水資源的珍貴。
為了吸引更多的民眾參與，自來水園區還推出

觀池，進行設備、環境更新並加強保護措施外，

一系列豐富的表演，在 7 月 19 日邀請廣受好評

今年再於噴泉庭園區打造全新的「水獺漂浮床」

的「如果兒童劇團」帶來精采有趣的「羊咩咩水

戲水區，透過水床、溜滑梯、清涼水柱的結合，

偵探」劇場，下午精心安排了園遊會，現場除了

讓小朋友在水床感受宛如浮在水面一樣的新奇感

有親職宣導趣味問答外，還有許多好吃好玩的攤

受！

位，非常適合全家大小周末來遊玩。

除了設施以外，自來水園區在親水節期間，特

此外，每周六、日下午在水博物館門口都有活

別打造新奇的「打水怪」趣味互動遊戲，除了在

動，有魔術、氣球、雜耍…等豐富有趣的街頭藝

水博館前方放置大型水怪造型物讓大家拍照外，

人歡樂秀，還有好吃餐飲區，讓民眾可以一邊玩

每周六還有水怪人偶、小美人魚公主與小朋友趣

水，一邊享受趣味互動，透過一連串的精心安排，

味互動，並邀集小朋友變身愛水小英雄，與園區

7、8 月份的公館就像都會區的小綠洲般，適合全

公館不只是一個推廣綠能的商圈，更是輕旅行
的首選，為此 7 月到 9 月之間 ( 暫定 ) 將推出導

為了結合環保與消費的概念，臺大公館商圈從

覽路線，只要參加導覽團，就會有優秀的在地導

去年開始便藉由選拔商圈內的綠色店家，推動商

覽人員帶您感受臺大公館商圈特有的「藝文特

圈進行節能、減塑的行動。不只如此，更首推商

色」與「綠能形象」。暑假期間配合親水節，還

圈特色環保袋，以「商圈環保袋就是你的貴賓卡」

會有兩次集客活動，家中有想要分享的二手書或

鼓勵民眾背著公館商圈環保袋到特約店家購物，

是回收物，都可以帶到活動現場，讓您的舊愛成

不只能減少塑膠袋的用量，還可以享有折扣，讓

為他人的新歡，而且做回收還能換好禮！詳細活

來商圈消費的民眾也一起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動內容可以上「公館樂活嘉年華」活動粉絲專頁

今年臺大公館商圈更秉持著推己及人的觀念，

https://www.facebook.com/greengongguan 關注。

民眾只要在 7/11-8/31( 暫定 ) 公館樂活嘉年華的
活動期間消費滿額，就可以集點兌換由寶藏巖國

家大小來趟親水之旅。

廣告

市集快訊 20

21 市集快訊

商圈 小確幸
康定路

川菜街

N

峨 嵋 街

成 都
路

獎盃
獎牌街

制服街

美國街、模型街、紋身藝術街、制服街、牛仔街、日洋潮青街、川菜街、

漢中街

捷運
西門站

較常逛的特色 5 大街區。

1 1巷
4

鞋街、異國美食巷、禮服街及獎盃獎牌街，這一次我們將介紹年輕族群

漢中小吃街

段

手機街、漢中小吃街、戲服街、視聽影音街、酒吧咖啡街、鐘錶街、修

獅子林
大樓

中

來到西門町隨處可見年輕人的創意及活力，為了展現西門町的特色，

華

路

一

開 封 街

紅樓

西寧
南路

漢 口
街 二
段

異國
美食巷

5巷
0

街

7巷

武昌街
二段

武昌街二
段 50 巷

中華路
一

西本
願寺

中

成都路 2

9巷
6

牛仔街

日洋潮青街

昆明街

手機街 (1F)
禮服街 (2F)

段

漢

際觀光客自助旅行的必遊景點之一。

西門
商場

昆明街

紋身街

漢中街

酒吧咖啡街

電影街

修鞋街

萬年
大樓

天后宮

漢口街、南至成都路，是一個以年輕族群為主的消費商圈，同時也是國

隨著時代演進，西門町發展出不同特色的 18 條街道，分別為電影街、

成 都
路

二

長 沙
街

陽
街

☉圖╱臺北市商業處、連以馨 ☉文╱吳欣穎、曹亭郁

西門町位於萬華區的東北方，其範圍東至中華路、西至康定路、北至

內 江
街

貴

7 月 5 日西本願寺動漫展開幕

路

美國街

武 昌 街 二 段 12 0
巷

模型街 (4F)
鐘錶街 (1F)

戲服街

定

2巷
5

西門町
商圈地圖

年輕潮流大本營
西門町商圈

康

中華路一段、
延平南路、開封
街、漢口街一帶

段

視聽影音街

將在 7 月 5 日的西本願寺舉辦「西門鎮守府動漫展」，此外除了櫛比鱗
次特色的商家外，隨時也可看到街頭藝人以及學生社團的蹤跡，更是許

延

平

南

路

多藝人舉辦活動的地點，現今，西門町就像是年輕族群休閒的夢幻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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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 小確幸

擴展消費新視野
三年射出三枝箭

7 月 5 日西本願寺舉辦西門鎮守府動漫展

美式格調的小巷弄
西門美國街

為了展現西門町商圈拼經濟、拓展消

在 2005 年 11 月時臺北市政府正在著

費的決心，西門徒步區街區發展促進會

手進行西門町重整規劃，想要擴大西門

洪理事長表示，將在未來三年間循序漸

的徒步區，因此，在周圍區有道路鋪面

進射出 3 支箭。首先，第一支箭希望可

更新、綠化植栽以及設置資訊展板等，

以創造 Cosplay 為西門町的特色，與附

到隔年 2006 年昆明街道路重整後美國

近商家合作，設計「半日店長」的活動，

街就正式誕生。

將 Cosplay 的角色帶入店裡，並舉辦動
漫展及 Cosplay 相關比賽。

美國街就位在電影街的隔壁一條小巷
內，沒有醒目的招牌以及標誌，如不仔

今年 7 月 5 日將在西本願寺舉辦「西

細看很容易就會錯過而不自知，這條街

門鎮守府動漫展」，活動現場將有動漫

的每一間店都充斥著美國嘻哈風以及美

周邊商品的販售以及 Cosplay 比賽，藉

式獨特的服裝，一眼就可以感受到西方

此將西門町打造成 Coser 喜歡聚集的場

服飾的調性與衝擊，店內的商品多為二

所，讓人一想 Cosplay 就想到西門町。

手商品，雖是如此，經過店家的整理與

第二支箭則希望可以塑造西門町為公益商圈，由促進會帶頭與萬華區附近學校及
特約店家合作，利用提供免費餐點或免費修繕服務等，讓清貧家庭、孤兒院、老人
院等弱勢族群可以受到照顧，在幫助弱勢族群之餘，也可以建立成功的公益商圈形
象。

設計後猶如全新一般，完全不會有不好
的感官。
除了店家之外，巷弄內的街道景觀也
是非常具有美式風格，不論是牆壁還是

第三支箭就是打造「友善」為西門町的新形象，從店家服務、禮貌、商品整潔、

店家鐵門都可以輕易的看見藝術塗鴉的

環境清潔、價格透明等方面做起，並在西門町最主要三大街道漢中街、峨嵋街及武

痕跡與圖案，那些塗鴉的圖案可是經過

昌街的電線桿上，塗上與歌手王力宏諧音的「黃綠紅」三種顏色，搭配標示街區號

專業的團隊設計過，並非隨意圖畫的，

碼，方便民眾告知地點。

也因為這些塗鴉風格的街景而後變成了

理事長表示，為了聯合商圈內的多數店家，整合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但在所
有人的溝通及共同努力之下，西門町的未來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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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街旁
的美國街
充滿特色
店家

美國街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96 巷

許多拍攝電視、電影或是藝術照的特色
景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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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 小確幸
四樓為年輕人必逛的公仔及日韓雜誌街

次文化的消費情報站
萬年商業大樓
萬年商業大樓位在西寧南路與峨嵋街
交界處，是西門町代表性地標之一的綜
合型商業大樓，1 樓至 4 樓的百貨商城
以小坪數商店為主，類型多樣化且價格
平易近人，5 樓的湯姆熊歡樂世界、8
樓的北極熊冰上世界等等，都是年輕族

四樓雜誌瘋動漫周邊商品及書籍應有盡有

群的必遊之地，儘管已經經歷了二、三
十年的轉變，萬年大樓現在仍是年輕人
的消費天堂。
其中販賣各式模型玩具及動漫周邊商
品的 4 樓，更是一個次文化的消費情報
交流中心，一路搭乘手扶梯上至 4 樓，
沿途牆壁上便可看見為數眾多的動漫海
報，而電扶梯盡頭的左手邊櫥窗內也擺
滿了日韓相關的雜誌，讓許多哈日族、
萬年商業大樓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 西寧南路 70 號
( 西寧南路與峨嵋街交界處 )

哈韓族眼睛一亮。

4 樓最著名的店家 - 雜誌瘋，除了販
賣許多動漫及日韓明星的周邊商品，店

店，都是想要獨領風騷與日本流行零時
差的年輕人最佳的選擇。

家還提供正版國外商品預定、展場票卷
販賣、限量特典贈送及相關活動訊息張
貼等貼心的服務，是動漫愛好者最佳的
情報站，除了以動漫跟日韓明星為主的
雜誌瘋外，4 樓還有許多模型販賣店，
不論是經典動漫人物的公仔或是以積木
堆積的各國建築等，件件都讓收藏家們
愛不釋手，還有各式各樣的電玩販售

時間：11:00-21:30( 週二至週日 )
14:00-21:30( 週一 )

雜誌瘋 ( 永華店 )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
70 號 4F 之 25
電話：2375-2114
營業：14:00-22:00( 週一 )
11:30-22:00( 週二至週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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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 小確幸

電影文化的傳承
舞蹈服裝街

位在漢口街已有 55 年歷史，傳承至
第二代的青龍舞蹈戲劇服裝店可說是西

漢中街、內江街及長沙街一帶被稱為

門町服裝租借的龍頭，之所以能在眾多

「舞蹈服裝街」又名「戲服街」，對於

同性質的店家中脫穎而出的原因，老闆

從事表演藝術的專業人士以及喜歡搞怪

表示就在於「專業」。與多數至國外批

的學生們一定都不陌生，這裡為數眾多

貨的店家不同，青龍的服飾多以自製為

的服裝出租店，可以滿足各種需求，不

主，強調的是一定要與原著相同，而非

論是東方古代的旗袍、宮廷禮服；西方

僅是相似，連配件都要細細觀察後再打

的貴族伯爵服飾抑或是年輕人喜愛的動

造，為的就是接近百分之百的擬真，店

漫、玩偶或電影明星，通通應有盡有。

裡琳瑯滿目的配件、服飾及各式各樣的

西門町在日治時期便是台灣電影及戲

戲服道具包羅萬象

青龍舞蹈戲劇服裝店

型錄，都可看出青龍的用心。

劇的發源地，在二次大戰後更成為了電

除了在設計上比別人用心外，青龍的

影院和電影業的集中區域，為了因應早

老闆乃至於員工，為了給消費者最專業

期很多武打片、古裝片的道具需求，這

的服務與建議，皆會透過參與電影的首

裡便成了道具及戲服的重要供給中心，

映會，觀賞最新的動漫及影集等方式，

經過了時間的流轉，現今此地依然是租

來了解現在的流行趨勢，在多年經營的

借戲服的首要選擇。

經驗下，青龍的老闆強調「解決問題靠

青龍自製服飾精緻，讓消費者放心

青龍舞蹈戲劇服裝店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漢中街 137 號
( 捷運西門站 1 號出口旁 )
時間：12:00-20:00( 全年無休 )
電話：2331-4989、2371-4573

的是專業，而不是笑裡藏刀的服務態
度」，而老闆不苟言笑的個性，其實正
是他專業的表現，他也表示唯有隨時觀
察現在的社會趨勢，讓自己走在時代的
最尖端，如此才能完整答覆消費者的所
有問題並讓消費者放心。
舞蹈服裝街
地址：漢中街、內江街及長沙街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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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 小確幸

次文化商圈裡的老歷史
天后宮
西門町是個次文化聚集的商圈，不論是
店家或是街道都充滿著年輕人的現代感，
但在這年輕族群為主的商圈內，卻仍有著
歷史文化的蹤跡，位在成都路上的「台北
天后宮」就是一座與艋舺龍山寺和艋舺祖
師廟並稱臺灣清領時期艋舺三大廟門的重
要歷史廟宇。
台北天后宮建造於清乾隆十一年 (1746

入夜後燈火通明的天后宮

年 )，相傳當時有一艘唐山船到臺灣來行
商，信眾便將船上的海神媽祖神像，恭迎
莊嚴且慈藹
的天上聖母

至艋舺街上奉祀，交易完畢後將媽祖請回
船上欲帶回對岸，遂發現媽祖有意留在臺
灣濟民，並再度將神像請回艋舺，後配祀
千里眼、順風耳、觀音佛祖、註生娘娘、
關聖帝君、文昌帝君等神祇。
走進天后宮可見左方位在弘法大師立像

前的人造魚池，雕龍與大象栩栩如生，

栩栩如生的生態池

而正殿前兩側以泉州青石雕製的蟠龍石
柱，可見其雕作的細緻，除此之外，兩
邊樓梯中間置有一塊龍身浮雕的斜石階
「御路」，是神明上、下殿時的踩腳石，
十分特別。進入正殿內部，可見媽祖及
千里眼、順風耳神像，左龕則侍有觀世
音菩薩的神像，虎邊則有關聖帝君、文

龍身浮雕的斜石階「御路」，是神明上、下殿時的踩腳石

昌帝君、至聖先師、月飛將軍等神尊，
下一次再度來到西門町時，除了享受購
物及美食的樂趣外，不妨也來這隱身在
車水馬龍街道旁的老廟宇參拜，感受一
下不一樣的歷史氛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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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天后宮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 51 號
( 西門町 )
電話：233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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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 小確幸

西門藝術「刺」文化
紋身街
刺青過去常常給人不良或是幫派觀感，但
隨時代演進以及電視影集的影響，讓刺青逐
漸成為藝術與時尚的象徵，也讓社會大眾對
於刺青文化的改觀，一開始臺灣刺青並不普
及，刺青店從 10 幾年前僅 1、200 家到現
今已增至上千家不等，其中臺北西門町的紋
身街就可說是在臺北相當具代表性的「刺」
文化街。
對於刺青，全國紋身總工會理事長 Kevin
表示，刺青不只是單單的耍酷耍帥，每個印
記背後都蘊藏著刺青客的人生故事，而臺灣
傳統刺青文化是從監獄發展出來，圖案風格
也從過去的軍監妖魔鬼怪圖案，轉向美式航
海文化為主的復古風格或是一些較有設計感
的圖騰。Kevin 也為了想推廣刺青的文化，
刺文化代表紋身街

自行創辦了紋身大街，並邀請志同道合的朋
友們聚集在一起開店，還曾舉辦過「世界

紋身街聚集年輕人潮

紋身菁英博覽會」等國際比賽，透過比

觀，愈來愈多男生，會刺在手臂或小腿

賽的方式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以及了解

等顯眼地方，也開始會從想局部紋身擴

刺青的美與意義，到場參賽的刺青選手

展到全身紋身的人多了 2 至 3 成，試圖

來自 20 幾個國家，入場參觀人數也從

顛覆刺青在人們心中的傳統印象。

2009 年的 1000 多人暴增到好幾千人，
吸引了更多全家大小、教授或藝術家到
場參與。
臺北西門町的紋身街在臺北文化局協
助 下， 於 2012 年 9 月 20 日 掛 起 顯 著
的招牌「西門町紋身大街」，昭告大
眾刺青是可以將西門町的潮流與文化結
合在一起的，近年來因刺青技術的進步
與國外資訊的交流，再外加上臺灣刺青
師深受好評屢次比賽得獎，臺灣刺青風
格有了改變，多色彩取代傳統墨黑色，
歐美風格圖案也較傳統圖案受歡迎，另
外，民眾的對於刺青的感官也逐漸改

TATTOO 工作室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 129 號
電話：02-2389-8018
營業時間：12:00-22:00

創辦人 Kevin 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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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 小確幸

視覺饗宴的特色街區
西門電影街
西門町的「電影街」的誕生於 1935 年的
臺灣博覽會，在西門町成立了四家大型豪華
劇場，其中分別是：臺灣劇場 ( 中國戲院 )、
國際館 ( 萬年商業大樓 )、大世界館，以及
公會堂 ( 中山堂 )，再加上原來的「榮座」、
「芳明館」、「新世界館」以及「世界二館」，
共有八家電影院，而豪華劇場剛好都環繞在
成都路與峨嵋街一帶。在民國 50 年的時候，
中華商場完工使得西門町與城中地區連成一
氣，因此，西門町成為全國的商業娛樂中
心，眾多的電影院都聚集在此，於是武昌街
便成為道地的「電影街」。
電影街也常常有片商會配合西門徒步區的
聯合街區活動，著手進行電影街的布置，像
是馬路口的大型電影宣傳廣告入口意象、電

影預告片段播放或是沿路上張貼的宣傳

中有帕尼尼系列、經典早餐以及沙拉等

海報以及相關立牌和公共藝術，讓民眾

等，其中一樣人氣招牌就是「珍珠奶茶

一走入電影街道上便能馬上感受到濃厚

鬆餅」，不但具有奶油的甜，也保留了

的電影文化氣息，整條街上可說是視覺

茶味的香，此外搭配上 QQ 的珍珠，一

上的一大饗宴。

口咬下可說是甜品中的一大享受，口味

除了琳瑯滿目的電影宣傳外，在街道
上還有許多具有特色的店家，不論是港
式茶點、咖啡廳、簡餐店或是一般的炸

以徹底放鬆的環境，其中在街道尾端有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

一間「美好年代」咖啡廳，是以美式風
格為主題的餐廳，主要可分為室內與戶
外兩大用餐區塊，餐廳內部的裝潢與擺
設也是以復古的美式餐廳呈現，在牆壁
上會播放美國古老的黑白電影供客人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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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年代氣氛復古、餐點創新

雞、便當店樣樣都有，提供民眾一個可

電影街

西門電影
街是年輕
人觀賞電
影的首選

方面也不會太甜，值得一試！

美好年代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19 號
( 電影主題公園旁 )

賞，沙發也是用牛仔褲拼貼成形相當特

電話：02-2776-1278

別，而餐點也是很道地的美式風格，其

營業時間：11: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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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拌豆芽╳清炒蘆筍蝦仁
夏天的簡單家常開胃料理

新鮮蔬菜︱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東三水街臨時攤販集
中場東021號攤︱電話：2336-0945

東三水街臨時攤販集中
場裡菜色多樣、齊全

市場幸福味

市場幸福味

邱盧見
從事近40年的餐飲工作，烹飪技術無師自通，因年輕喜愛研究食譜裡的美
食，30年前還在臺北市大理街當年中國時報總社旁，開設美食餐廳「華欣
餃子館」，採買足跡也走遍臺北市各菜市場，目前退休後，擔任萬華區花
藝、美食社團義工。

一過端午節天氣越來越炎熱，孩子們歡喜地準備放暑假，但在餐
桌上的食慾好像沒有和假期的即將到來成正比，反而容易受到氣候
影響吃不下飯。到了夏天很多家庭主婦會改菜單，多準備些輕食或
是清爽的食材，本期就來為大家走一趟東三水街臨時攤販集中場和
新富市場，示範「三彩拌豆芽」、「清炒蘆筍蝦仁」兩道清爽菜
色，一葷一素的搭配，加上豆芽的清爽、蘆筍的清甜、蝦仁的海
味，嚐起來就有一種在海邊吹著涼風吃飯的感覺，小孩子很容易多
扒幾口飯。
來到現在的古蹟，最近因為在整

東三水市場的濃厚人情味
早年在中國時報外的大理街上開餐廳，就經常到東三水街臨時攤
販集中場買菜，以前的三水街市場可是鼎鼎有名，也吸引來自大臺
北各地的消費者和龍山寺香客來這裡採買，後來其中一段改成了艋
☉圖
吳博晏 ☉文

╱

邱盧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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舺公園，現在的東三水街臨時攤販集中場也變得比以前乾淨許多。
市場裡的老攤販很多都是幾十年的熟面孔，也有一些知名的攤位，
近幾年來阿婆油飯就很出名，還有電影《囧男孩》拍攝場景的馨都
花苑、國本雞鴨、賣水餃的多餃舍、大豐魚丸店等，也經常在美食
節目中能看到他們的報導。
其實消費者俗稱的東三水市場裡共有兩個市場，一個是東三水街
臨時攤販集中場，裡頭又包著新富市場，新富市場是日據時期留下

修，所以和集中場間用鐵皮圍牆
隔起來，不過還是能從旁邊看到
新富市場煥然一新的外觀。

新鮮蔬菜
每次來到三水街市場，裡面有
幾家賣蔬菜的老攤子很有味道，
所謂的很有味道並不是說真的有
異味，而是攤子的歷史悠久，幾
十年了蔬菜擺設的方式完全沒
變，看起來有一種很濃厚的熟悉

新鮮蔬菜的老闆從13歲賣菜到
現在，用熱情、笑容服務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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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如果從康定路口進市場，左邊第一個小巷口遇到的就是東021

三水市場才對，但是地址卻很

號攤的「新鮮蔬菜」，這老攤子幾十年了，老闆從13歲賣到80歲，

特別是「新富市場」臨固8號

現在還守著菜攤等待熟客來串門子，店門前的那支柱子也成了「註

攤。萬財的海鮮真的很新鮮，

冊商標」，每天不變的場景是余老闆或老闆娘坐在那個小小的位置

各種魚都是當天從魚市批發回

裡賣菜，整個店大概只有一坪多，蔬菜卻

來的，還有一些客人會打電話

很多樣。

來預訂。只可惜這次要料理

市場幸福味

市場幸福味

阿輝蔬菜行︱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東三
水街臨時攤販集中場東057號攤︱電話：
2302-8085

「清炒蘆筍蝦仁」他和阿城都

萬財海鮮號

沒賣現剝的草蝦仁，就只能再

三水街市場裡的魚攤比較少一點，除了

到其他攤子找找。

阿婆油飯隔壁那攤最有名的阿城活海鮮，

阿輝蔬菜行

在阿婆油飯對面的萬財海鮮號也是幾十年
的老店了，看起來萬財海鮮號應該算是東

另外一家賣菜也賣得很有特

阿輝蔬菜行古意的老闆娘

色的，就是在市場中間的東057
的阿輝蔬菜行，老闆娘很「古
意」，菜的價格也賣得很實
在，做菜如果缺個幾樣蔬果，
來這裡一定能找到需要的食
材。阿輝開店得比較早，所以
這次作菜需要的幾樣蔬菜就在
這兒買。三彩拌豆芽需要黑木
耳、青椒、紅蘿蔔來扮豆芽，
買一大塊黑木耳，一顆青椒和
一根紅蘿蔔，幾十元就能搞
萬財海鮮號︱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新富市場
臨固8號攤︱電話：2308-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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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財海鮮的
魚貨很新鮮

定。另外清炒蘆筍蝦仁需要的
多樣的菜色，滿足婆婆媽媽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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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雜貨店老
闆娘親切好客

蘆筍，這裡也有，可以盡量挑大一點的蘆筍，這樣炒起來和大隻的

底有沒有泡藥水，也不知道泡藥水的目的何在？答案就是：增重、保鮮、

蝦仁搭配就能夠具視覺上的美感。

彈牙。消費者如果想吃天然的蝦仁，除了找口碑好的攤商，用手摸一下蝦
仁，有非自然的「硬度」，就是泡藥水的。

阿欽海鮮
靠近東三水市場後段還有一家專賣海鮮的阿欽海鮮，黃老闆的
阿欽對自己的魚貨
品質很有自信

豆芽菜要注意新鮮、安全

魚貨真是人見人愛，他賣魚賣

乾式不泡水的
豆芽菜賣相比
較差一點

得很專業，客人一來他不但會

此次的三彩拌豆芽中的主角「豆
芽菜」，前一陣子因為豆芽菜泡漂

親自解說，還品質掛保證，說

白劑引起消費者很大的恐慌，現在

蝦仁都是當天上午現剝、不泡

消費者意識抬頭、講求健康，因此

藥，讓客人吃得健康。其實許

在此傳授大家一個最保險的豆芽菜

多家庭主婦都難以辨認蝦仁到

選購方法，那就是盡量買「乾」的

新鮮、現剝的海蝦

豆芽菜的。
一般傳統市場的攤販有賣兩種豆
芽菜，一種是泡在水裡的，一種是
乾的，豆芽菜泡水除了增加重量，
也會增加賣相，但相對的會有曾
「泡藥」的疑慮。而「乾」的豆芽
菜就相對比較安全，雖然豆芽菜尾
端會比較黃一點，但只要花點時間將其摘除就行了，有些比較講究的高級
餐廳，還會推出「銀芽」的菜色，就是把豆芽菜的前、後段都去除，只留
中間嫩莖的部分。
這次示範的三彩拌豆芽、清炒蘆筍蝦仁一共需要黑木耳一大朵、青椒一

阿欽海鮮︱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東三
水街臨時攤販集中場東078號攤︱電
話：0910-64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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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顆、紅蘿蔔兩根、豆芽菜一大把、蘆筍一把、草蝦仁約12隻，採買好了
就可以回家料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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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炒蘆筍蝦仁

（四人份)

（四人份)

◆材料
1、黑木耳

1大朵

2、青椒		

1大顆

◆材料

3、紅蘿蔔

1根

1、草蝦仁

12隻

4、豆芽菜

1大把

2、鮮蘆筍

1大把

5、蒜頭		

3小瓣

3、紅蘿蔔

1根

6、醬油		

3大匙

4、橄欖油

2大匙

7、醬油膏

2大匙

5、麵粉		

1小匙

8、香油		

1大匙

6、太白粉

1小匙

9、開水		

1壺

7、鹽		

少許

10、冰塊

少許

8、沙拉油

3大碗

◆作法

◆作法

1、將豆芽菜洗淨後，去尾部黃掉的嫩莖和根部，再次清洗備用。

1、將草蝦仁從蝦背劃一刀，以熟透後呈現「開花」的效果。

2、將黑木耳、青椒、紅蘿蔔切成絲狀，以小朋友適合入口之長度為主。

2、將草蝦仁裹上麵粉、太白粉和鹽巴，並用手抓勻備用。

3、將紅蘿蔔放入滾水中煮軟、殺菌約2分鐘，撈起放入冰水中冰鎮。

3、鮮蘆筍洗淨後，切段備用。

4、將青椒、黑木耳放入滾水中殺菌約1分鐘，撈起放入冰水中冰鎮。

4、紅蘿蔔洗淨後，切絲備用。

5、將豆芽菜放入滾水中殺菌約30秒，撈起放入冰水中冰鎮。

5、熱鍋，將沙拉油加熱，不須待油太熱，將蝦仁過油一下，蝦肉變色、封

6、將蒜頭拍碎，拌入醬油、醬油膏和香油備用，作為淋醬汁用。
7、將冰鎮中的黑木耳絲、青椒絲、紅蘿蔔絲、豆芽菜擺盤，淋上醬汁即完成。
備註：這道菜完全沒有用到鹽巴、沙拉油，完全以汆燙為主，清爽的口感很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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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拌豆芽

住鮮味即可，並起鍋備用。
6、將鍋中沙拉油倒除，重新放入橄欖油，熱鍋後放入紅蘿蔔、鮮蘆筍用大
火快炒，接著放入過油後的鮮蝦，炒至熟透即可起鍋置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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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新美學

仲夏植物 消暑氣

園藝新美學

夏季是觀葉植物生長
旺季，品質亦是優良

綠色觀葉植物介紹

7月炎炎盛夏，惱人的暑氣總是讓人提不起勁，如果要降低這討厭的感覺，在視覺上具
有消暑、清爽感的觀葉類植物，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因為觀葉植物除佈置用途外，

木順園藝

對於改善居家環境品質與降溫亦具有良好的效果。

3102攤位．電話：8791-3353

☉圖、文／台北花市企劃課

植栽的選購也明顯增加，台北花市特別

具美化及不占空間等優點，想要裝飾客廳或會

介紹不同規格的觀葉植物提供民眾選購

客室的民眾，建議可選擇此類觀葉植物。

參考。

＊8吋盆至1尺盆(落地型)

＊3吋盆(小品類)

桌上型盆栽同
時具美化及不
占空間等優點

多數觀葉植物主要特性為耐陰、耐旱
性佳，及好照養優點，並有研究證實，

3吋盆栽有著迷你、不占空間等優

關或客廳角落等處，對於居家或辦公室的綠美

點，適合擺設在面積不大的辦公桌，翠

化有很好的效果，建議民眾可選擇福祿桐、馬

綠色的視覺效果，還可以增加生活樂

拉巴栗、蔓綠絨、千年木、觀音棕竹等植物，

趣！此規格的植栽以袖珍椰子、合果

此類植物於低光源的環境仍可進行光合作用，

芋、竹柏、白網紋草、嫣紅蔓、非洲

能有效改善室內的空氣品質，如擺放在辦公室

菫、皺葉椒草、大岩桐等為大宗，這類

中，亦可提升工作之效率。夏季的觀葉植物不

小盆栽不僅照顧容易，部分植物因具有

僅品質優良種類亦是豐富，想要在炎炎的夏日

絨毛葉，能吸附塵埃與懸浮物，可減少

中，讓自己有個涼爽又樂活的夏天，就趕緊挑

過敏或呼吸道不適等功能。

選一盆觀葉植物來點綴家中吧！

＊5吋盆(桌上型)

藉由植物的光合作用，可將空氣中的二

桌上型的盆栽以金錢樹、波斯頓腎

氧化碳轉換成氧氣，藉此改善環境中的

蕨、白鶴芋、圓葉椒草、虎尾蘭、常春

空氣品質，更有部分觀葉植物，可直接

藤、粗肋草、黃金葛等為常見花種，此

吸附傢具、衣櫃所散發甲醛、苯等有毒

類植栽不僅價格親民，其中波斯頓腎蕨

物質，可有效減少室內空氣污染毒物；

跟白鶴芋移除甲醛跟苯的能力更是排名

加上觀葉植物種類豐富，國人對於此類

前五名的花種之一，而桌上型盆栽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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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型的觀葉植物植株較大，通常放置於玄

榮美花本
3104攤位．電話：8792-2308

長興花園
3105攤位．電話：8792-3151

台北花市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28號、36號
營業：04:00~12:00•網站：www.tflower.com.tw
電話：(02)2790-9729分機503台北花市企劃課
公車：63、204、518、552、小2、藍7、藍26、紅3台北花市接
駁車，新湖三路口(台北花市)站。
捷運：板南線(市政府站2號出口)轉乘552、小2、藍7、藍26，
新湖三路口(台北花市)站。文湖線(港墘站2號出口)轉
乘藍7、(港墘站1號出口)轉乘藍26，新湖三路口(台北花
市)站。
火車：松山火車站(西出口)：八德路公車「松山火車站」轉乘
63、204、518、藍7，新湖三路口(台北花市)站。

綠廣場園藝
3205攤位．電話：8792-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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