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鐵有勁．生活好近

中途下車︱ 品味仲夏的文藝之美 內灣線 花東行腳︱ 在地的歐洲經典味－麵包山烘焙坊
職人日常︱ 墨舞之中見精神／書法家楊庭芳－金聲玉振涵養心靈／音樂家許詩贏－毫雕筆畫千年／漫畫家鄭問
癮味食光︱ 遠離塵囂的法式甜蜜／北角 法式冰淇淋專賣店－尋找山林間的純粹／大山北月

017

Vol.

2018.6

站
古典與時尚的城市之心

24

坐火車
．
呷便當

C o n t e n t s

吃出開運的蔬食美味

1

五行蔬食便當

坐火車․呷便當
吃出開運的蔬食美味

五行蔬食便當
文

2

台鐵最靚報
台北車站智慧停車

尋車超便民

3

舊道今生
古典與時尚的城市之心

新竹站

4

台日尚青
蒸汽火車的跨時空之旅

5

職人日常
毫雕筆畫千年／漫畫家鄭問
金聲玉振涵養心靈／音樂家許詩贏
墨舞之中見精神／書法家楊庭芳

8

中途下車
品味仲夏的文藝之美

內灣線

13

花東行腳
在地的歐洲經典味／麵包山烘焙坊

陳舒榆

圖

劉德媛

民以食為天，除了料理注重色
香味俱全，現代人也在意吃得健
康與否，若還能吃得有質感，就
更能擄獲消費者的心，成功創造
饕客話題。
今年初，台鐵推出主打開運、
養生的「五行蔬食便當」，就相
當吸引注重食材及養生民眾的目
光。在歷經包裝改版再升級後，
以透明盒蓋搭配木盒的巧思，讓便當內多款豐盛的新鮮蔬食清晰可見，吸水透氣的
木盒則讓米飯噴香、更具嚼勁。
五行蔬食便當是依據傳統五行屬性，分別對應「白、綠、黑、紅、黃」五種顏
色，設計出營養均衡又色彩繽紛的八樣素菜，恰到好處地掌握了每道食材的料理功
夫。以簡單和自然作為料理主軸，口感厚實脆口的主菜杏鮑菇，是蔬食中最好的蛋
白質來源；搭配黑木耳炒薑絲、清炒龍鬚菜、芥藍菜、銀芽彩椒西洋芹、醬漬牛蒡
片等多樣配菜，以適量油鹽烹調提味，每一口都嚐到食材的鮮甜原味，每一道菜都
吃得出料理人的用心。
透過台鐵精心推出的鐵路便當，嚴選在地食材，亮麗秀出台灣
這座寶島上豐饒多樣的自然風味！下次途經台北車
站，不妨嚐嚐清爽的蔬
食便當，開運之餘，也
能進行體內環保，健康
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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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車站便當本舖1～5號店均有販售，
每日中午限量供應50個，售完為止。
便當專線 （02）2361-9309
（服務時間：09:00-17:00）
※ 季節蔬菜隨季節變化而調整
※ 本產品「每日午餐」限量供應，不提
供預訂及外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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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道今生

台鐵最靚報

停車場裡的驚喜與驚奇

台北車站智慧停車 尋車超便民
台北車站周邊交通繁忙，過去想在此停車總得費一番功夫，現在台鐵局西側停
車場結合「智慧導引、戶外在席、藝術景觀、媒體應用、友善服務」功能，讓
停車不只便利舒適，還能創造意外的驚喜！
文

陳舒榆

圖

台北車站西側地下及地上停車場自去
年6月起開始了整建工程，歷時9個月的
改造，不僅讓台北車站更加便捷友善，
也因停車環境加入鐵道人文與火車圖像
等創意元素，使車站周邊展現不同於以
往的全新風貌。
此次工程最大亮點，在於西側露天
停車場建置了全台首創戶外車位在席系
統，即使夜間昏暗，車主也能清楚參照
每個車位前方裝設的全彩LED地燈，快
速找到剩餘空位，大大縮短過往繞尋車
位的時間。
此外，首次引進的3D智慧尋車系統，
使忘記愛車位置的車主，只要透過查詢

古典與時尚的城市之心 新竹站
百年前，新竹站即扮演著城市玄關的角色；百年後，這座全台最老的車站仍舊
優雅莊重，並注入了更豐沛的人文元素，讓城市更宜居、親切。
文

王子軒

圖

劉德媛

劉德媛

機或使用「台北好停車APP」搜尋車
號，可藉由隨即出現的3D地圖，引導車
主步行至愛車停放位置的路徑，既快速
又便捷。不僅如此，該APP還加入720度
環景導引影片，協助民眾事先瞭解車站
購票區或月台的重要動線資訊。為順應行
動繳費的新趨勢，停車場也與台灣銀行合
作，於4月下旬啟用「台灣Pay」服務，讓
繳費更便民，無紙化付款也響應環保。
智慧科技、北車浮世繪、時光隧道和
火車裝置藝術等各方面的結合，讓停車
場洋溢著人文藝術氣息。日後停車時，
不妨放慢腳步，找找隱藏在停車場各個
角落的驚奇與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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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日式車站

歷史小語
1913年新竹車站啟
用，1945年站房屋頂遭
軍事轟炸而部分毀損，
直至1948年年初才整建
完成。1951年內灣線全
線通車，開啟日後繁忙
的交通網絡。

歷史課本上讀到的全台第一條鐵路，即是清代劉銘傳所建的
「基隆－新竹」段。新竹火車站當時的站房位置和路線與現在
的新竹站早已相距甚遠。現今的新竹站由長時間留德的日本建
築師松崎萬長設計，他將古典融合巴洛克及歌德式風格，無論
是急斜式屋頂、老虎窗，還是雙柱式門廊入口，都流露出濃厚
的十九世紀風格，就連旅客傾身倚靠的玄關瓶狀圓柱，只要抬
頭仔細觀察，也能瞧見柱身上的細緻浮雕花紋。
有趣的是，由於被列為國定古蹟、同時也是全世界的百
年車站之一，顧慮到古蹟維護及整體美感，車站正面並未掛
上站名牌，是全台唯一正面沒有站名牌的大站。站體上最顯
眼的特色，莫過於獨特的「盔頂型鐘塔」──彷彿帶著鋼盔
般的鐘塔，象徵著新竹站成為城市中南來北往的交通樞紐及
新竹的市中心。
近年來，新竹站除了是台鐵縱貫線的一員，也身兼內灣
線終點站，六家線也在此折返，每天約有兩萬人次乘車，運
輸角色更為吃重。今年新竹站進行景觀改造工程，站前提供
寬廣的人行廣場，讓行人行走其上更安全，而人車分道和設
置風雨走廊也將城市空間還給民眾。當你搭車到新竹站時，
不妨慢下腳步，感受這座百年老站在新時代中煥發出的迷人
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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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日常

台日尚青

台日追火車

蒸汽火車的跨時空之旅
鳴笛聲由遠而近，碳黑色的車頭一邊噴發白煙，一邊馳騁
在田野間，這曾是 19 世紀工業革命後的尋常景象，象徵
交通運輸的技術突破；在 21 世紀的現在，蒸汽機車已成
為動態的文化瑰寶，並牽起台日兩地深厚的鐵道情誼。
文

陳

凡

圖

即便現代火車多數已電氣化，
氣勢磅礡的蒸汽機車依然是台灣人
的共同記憶。近年在動態保存文物
動機的修復下，蒸汽機車每年都會
在特定時節重出江湖，邀請民眾來
一趟懷舊之旅，而現今開行的機車
有不少與日本是姊妹車款，其中具
有「蒸汽火車國王」和「機關車女
王」美譽的DT668和CT273，更是台
鐵列車中的國寶級角色。
今年2月，台鐵推出觀光郵輪式列
車行程，其中DT668首次開進南迴
線，此款與日本D51型蒸汽機車頭系
出同源，是台鐵史上牽引力最大、
噸位最重，並且最晚退休除役的蒸
汽機車頭，震撼力十足的汽笛聲一

落筆即成時代傳奇

毫雕筆畫千年
─漫畫家鄭問

台鐵局

路伴隨這趟史無前例的「國王出
巡」，吸引了大批民眾爭相目睹。
如果錯過了也別失望，即將到來
的暑假，由「機關車女王」CT273牽
引莒光號車廂的「仲夏寶島號」，
將帶領民眾賞味花東之美。同樣
產自日本的CT273，自民國32年引
進，由於流線型的優雅車身且時速
高於當時的其他型號機車，因而得
此美稱，去年更與JR西日本C571山
口號締結姊妹列車，讓台日鐵道交
流更為緊密。
一趟火車之旅，不只是空間的擴
展與延伸，也在時間的維度裡蜿蜒
交錯，讓旅行的意義更為迷人。

台灣曾有這麼一位傳奇人物：他用濃墨重彩或大塊留白詮釋鏡頭
外的深韻，用中西技法交融出瀟灑與細膩，他的作品寫下無數傳
奇、培養眾多業界人才─他是鄭問，一位漫畫鬼才、亞洲至寶。
文

王子軒

圖

若以單純「娛樂」的心態看漫畫，想
必會對鄭問的作品大吃一驚─ 在日本
漫畫當道的台灣，不隨波逐流，反用寫
意潑墨繪製成的人物，宛如電影畫面般
講究分鏡，以及每格畫面都可獨立成一
幅畫的深邃靈氣，他是第一人。看鄭問
的漫畫，等同於閱讀小說、欣賞一部電
影，百看不膩。
本名鄭進文的鄭問，26歲出版了第
一部作品《戰士黑豹》，奇幻的水墨風
格鋪陳出壯麗的劇情，迅速擄獲了讀者
的目光，自此開啟了往後的漫畫創作之
路。「堂堂的創作者就該不斷地進步與
衝刺，就算跌倒了，也能驕傲的爬起
來。」鄭問在單行本中曾如此寫道，他

的創作風格也從未停止改變；為了畫一
個指甲大小的人物，他拿著放大鏡「毫
雕」，一畫就是30年，代表作有《刺客
列傳》、《阿鼻劍》、《東周英雄傳》
等。也是這樣的職人精神，讓鄭問獲得
日本頒發的「優秀賞」，成為享譽國際
的台灣漫畫家。
工作之外的鄭問，淡泊、木訥不擅表
達，對弟子卻極為照顧，他提攜許多後
輩，如今亦成為台灣漫畫界的中流砥柱。
雖然他已在106年3月因心肌梗塞過世，但
他創造出的時代風景並未結束─今年夏
天，鄭問將成為世界上第一位進入故宮展
覽的漫畫家，他傾注靈魂完成的作品，也
將隨著弟子們的腳步，持續傳承下去。

「千年一問」
鄭問故宮大展
6/16-9/17 9:00-17:00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大樓特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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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問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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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日常

鐵道人物專訪
最純粹的心之音

金聲玉振涵養心靈─音樂家許詩贏
音樂如人生，彈指之間奏出生命的旋律，而許詩贏用全部身心演奏
的不只是藝術之美，還是生活、教育和心靈之曲。
文

陳采萱

圖

從迎歲納福的揮春，到憑藉詩詞抒發所思所感的揮毫，俯拾皆題材的楊庭芳為
本刊巨幅創作「靚道」二字，筆力雄渾奔放，透露出他對生命的熱情與豪氣。
文

陳舒榆

圖

劉德媛

劉德媛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記》這
句話，為許詩贏那觸動觀者內心、引發共鳴的二胡樂
音，下了最美好的註腳。
出生湖口客家庄的許詩贏，舅公是鐵路局段長，父親
則是內灣線的司機員，與台鐵局有著世代緣分。許詩贏
的音樂靈魂萌發於傳統的地方音樂，一路從自己摸索、
展演到身為人師，他始終鍾情於絲竹之樂，認為隨手可
得的樂器最單純、最易普及，而音樂的意境就藏在他嚴
謹卻不失溫柔的教育理念裡。
「我教國樂，不是為了教人贏得比賽；而是教人懂
得享受音樂、陶冶身心。」為了推廣國樂，同時為製作
樂器的原料日益稀少的珍貴木材尋得替代方案：許詩贏
從新竹在地的玻璃工藝中啟發了靈感，與在地玻璃師父
合作，從最簡單的玻璃笛開始做起，然後，排笛、簫、
嗩吶、二胡、到最困難的編鐘，自己畫設計圖、監製、
調校音準到安排於各種場合演奏，真正實現了「金聲玉
振」的水晶音樂；不僅因為玻璃音質清澈透亮、餘音裊
裊更勝傳統材質的樂器，最重要的是，玻璃材料
可回收再利用，為環保樂器和運用各種材料製作
樂器開了先河。
教學超過40載，許詩贏早已桃李滿天下，甚至有學
生祖孫三代都跟著他學國樂。一如他的理想是實踐《樂
記》中的大同世界，許詩贏的音樂今後也將悠遠綿延。

6

墨舞之中見精神─書法家楊庭芳

照片／許詩贏提供

23歲進入台鐵、服務超過40年的站務員楊
庭芳可謂身經百戰，不僅歷經1989年台北舊站
遷移到現今站房，2001年納莉風災重建或是紅
衫軍齊聚台北車站抗議，都能看見他與同仁勞
心盡力的身影，敬業的態度令他獲得台鐵局模
範員工殊榮。公務繁忙之餘，他不忘透過書法
修身養性，談起書法也滔滔不絕，從墨韻、筆
勢、各大名家書法欣賞，再到筆、墨、硯的經
典珍藏，精彩絕倫的論述，在在顯露出他的深
厚底蘊。
隨父親學習書法的楊庭芳，自幼寫得一手好
字，曾連續5年榮獲北市教育局舉辦的書法比
賽社會組第1名；後在台鐵遇上趙姓恩師，拜
師學藝之餘，他也飽覽經書，臨摹起各派書法
家字裡行間的獨有氣韻。如今，台北車站地下
一樓的工作室，成了他的藏書閣兼台鐵書法班
小教室，一排排歷史感深厚、多為絕版品的史
書，有部分即是恩師逝世後留給他的紀念。多
年來，楊庭芳利用午休時間在台鐵開班授課，
免費傳授同仁書法技藝，目前學生已多達50
位，深獲好評。
明年滿65歲，即將退休的楊庭芳，期許自己
繼續透過書法綻放生命光采，無論是臨帖、創
作或教育推廣，無不盡心投入，為台鐵局更增
添一份人文藝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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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下車

時光流轉 古意溫婉

品味仲夏的

之美

內灣線

新竹內灣支線是台灣第一、同時也是全國僅存仍完整運行的鐵道支線，途經
13 個車站，其中竹中、上員、榮華、竹東、橫山、九讚頭、合興、富貴及內
灣站並稱「一線九驛」，見證了台灣產業從農耕、工礦業到高科技產業的轉變
過程。仲夏時節漫遊內灣線，可以一探隱藏在山野風光中的人文古意之美。
王子軒

圖

劉德媛

新竹
內灣

社區文創迷你小鎮
好客好品希望工場

穿過內灣站後站、童話城堡入口般的地下道，一出來
就能看見內灣國小開闊的操場，再往上坡走幾步就可望
見台灣國寶級漫畫家「劉興欽漫畫暨發明展覽館」，左
手邊一個不起眼的小門即是「好客好品希望工場」的入
口，小門後隱藏著無限驚奇的世界。

土旺書屋以古早時代的家俱擺設，打造
出復古的閱讀展覽空間。

從踏足蜿蜒的展示廊道開始，一個個自土地及生活
中孕育而出的文創空間躍然而出：由早期荒廢鴨寮改建
成的土旺書屋、延續過去金礦產業精神的手作銀飾「虎
帽金工」，以及運用手工絹印技術支持社區婦女就業的
「台灣水色」；民眾還可在舊鐵路宿舍改建的餐廳裡享
受輕食，並一邊欣賞木柵欄外即將開行的火車。充滿文
創氣息的內灣，值得花一下午時光細細品嚐。
如何前往

從內灣火車站下車，經內灣老街至城堡造型地下
道，穿過地下道左手邊即是園區。
地
址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內灣139之1號
電
話 （03）584-9569
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10:00-17:00，週末及假日上午
10:00-17:30（週二公休）
備註：入園費可抵園區消費
—

北新竹

千甲

新莊

竹中

上員

榮華

竹東

橫山

九讚頭

合興

富貴

內灣

希望工場中的「虎帽金工」，外觀以古
早時代的毛玻璃打造成山中小屋。

希望工場的入口雖小，裡頭卻別有洞天，是大小朋友的
探索樂園。

———

文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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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偉

9

中途下車

竹東

日式藝文饗宴

居修復後成立了藝術園區，園區內五棟日式房舍
搭配上詩情畫意的名稱：故松居、松畫廬、松和
廬、松言堂及松香廬，除了展示老師生前文物作
品，也是藝術家的展覽場地、研習教室和藝文咖
啡館。行走在幽靜的庭院、古松和石板步道間，
讓遊客也不禁放輕了腳步，浸潤在濃濃的日式藝
術氛圍中。

蕭如松藝術園區
圖

魏瑞宏、呂卓勳

竹東站是竹東居民對外的交通樞紐，在林
木、煤礦業興盛的五、六○年代，無論貨物運
送還是旅客載送都相當頻繁，雖曾沉寂一時，
然而隨著週休二日的實施，假日時許多觀光人
潮搭乘火車而來，活絡了周邊的景點與產業，
其中「蕭如松藝術園區」即為竹東的著名景點
之一。

—

如何前往

———

地
址
電
話
開放時間

蕭如松是台灣美術史上重要的水彩畫家，有
「新竹縣之美詮釋者」美名，新竹縣政府將其故

東安古橋又被稱為「彩鳳橋」，復古又典雅。

合興

在水岸古橋上漫步
牛欄河親水公園
圖

劉志偉、劉慧伶

一線九驛中的合興站，早期因運送水泥原料
而成為重要運輸站，曾一度面臨廢站命運，後因

橋建材取自當地的方解石，每一塊的色澤紋理皆

一對夫妻的認養，不僅促成了「愛情火車站」的

異，典雅的外觀吸引許多遊客來此拍照取景。

浪漫故事，也保留了古樸的日式木造建築和台灣

路過此處，不妨放慢腳步，沿著河岸柳樹、

少見的「折返式車站」。

綠蔭下的舊石路和水牛雕像漫步，戲水摸魚，欣

從復古的合興站沿台三線前進，至中山東路

賞小鎮的復古風情。

交叉口，見到一座洋溢歐式風情的拱橋時，就已

—

如何前往

表進入了牛欄河親水公園。過去牛欄河是居民洗
衣、戲水和牧牛的地方，後因整治洪患而設立

地

址

年）、連接起關西街區與東安里的東安古橋。古

開放時間

—

—

親水公園，也保留下這座建於日治時期（1927

10

合興站出站後，沿台三線、中豐公路前
行，至中豐公路與中山東路口約100公尺
處，即可抵達。
新竹縣關西鎮東安里（從東安橋前下樓
梯，即可進入牛欄河親水公園）
24小時開放

11

竹東站下車後，沿北興路二段經大同路前
行，右轉至榮樂街，步行約140公尺後右
轉至三民街，約30公尺即可抵達目的地。
新竹縣竹東鎮三民街60號
（03）595-6009
週一至週日10:00～18:00（週二公休）
備註：入園需門票

花東行腳

中途下車

呵護大自然的酵母麵包
新莊

在地的歐洲經典味 麵包山烘焙坊

走入兒童故事森林
朵朵森林繪本屋

文、圖

位於新竹東區新莊里的新莊站，是台鐵距離新
竹科學園區最近的車站。在這見證台灣高科技產
業發展的車站附近，一間聚集媽媽疼惜孩子心情
的繪本屋─「朵朵森林繪本屋」即座落於此。
走進繪本屋，彷彿走進孩子心中最天真柔軟
的想像世界─四面牆中其中一面飾以玻璃窗、
門，讓自然光大量通透，牆上巨大的木頭樹、小
鹿、兔子、花花草草，精心規劃的閱讀空間讓大
小朋友都可以坐得很舒適，而滿牆來自各國的繪
本，還有哺乳室和尿布台，二樓還有親子遊戲隧
道和故事房，讓親子可在這裡享受閱讀的樂趣。
「繪本閱讀不分語言，而且附近竹科小朋友很
小就接觸到英文，很多爸爸媽媽都會帶小朋友
來。」店主同時也是書屋的設計規劃者張小姐

說。在這裡，親子閱讀可以放輕鬆，不必太在意
旁人目光，提供大小朋友自由沉浸在浩瀚繽紛的
閱讀世界中。
新莊站下車後，沿公道五路二段前行至公
道五路一段，走117縣道至文興路一段，
轉至嘉豐五路一段和嘉豐六路一段，右轉
即可抵達。
地      址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六路一段132號
電      話 （03）667-0998
開放時間 週一10:00-18:00，週二至週六10:00-20:00
（週日公休）
———

—

如何前往

在新竹站附近，有一所特色小學─ 陽光國
小，在這裡的師生擁有繽紛多彩的的校園遊樂
園；校門口的巨大調色盤、蠟筆裝置藝術造景和
馬賽克拼貼字畫，彩繪出校園師生豐富的生活，
學校廣場上遍布著彷彿巨人使用的水彩顏料，原
來是顏料造型的座椅，童趣又吸睛。最驚人的是
從二樓教室走道旁延伸而下的七彩溜滑梯，七
道瀑布般的磨石子溜滑梯，不難想像每逢下課時
間，小朋友們蜂擁從滑梯一溜煙「溜」到操場的
熱鬧景象。此外校園內也保留下創校時的三合院
作為教學場所，還有大樹遊戲區，每個角落都是
藏寶庫，值得大小朋友前來探訪。

陽光國小  

圖

新竹站出站後沿林森路左轉至西大路，再
沿明湖路直行即可抵達。
新竹市東區明湖路200號
（03）562-9600
平日16:30-18:00，假日8:00-17:00
（請從通學巷的校門口進入）
備註：請先至學校網站確認當天有無特殊
事由

—

如何前往

王朝

地      址
電      話
開放時間

———

新竹

繽紛的校園遊樂園

新竹站是台灣最古老的現役站房，橫跨清代及
日治時期，至今已超過百年，西部縱貫線、內灣
線、六家線皆交會於此，在新竹的運輸歷史和城
市發展上占有一席之地。
12

李幸紋

關山小鎮，洋溢著一股淡淡的懷舊氣息，從
關山車站出站後直行一小段路後右轉，你就會
與一家洋溢在地文青氣息的麵包店相遇，並被
它每到出爐時間即散發出的天然清香所吸引。
兩年前，因為希望給孩子更乾淨自然的生
活環境，店主許惠晴回到了娘家，「麵包山烘
焙坊」就此開始飄香。對乾淨環境的渴求，直
接反應在麵包山烘焙坊產品的兩大堅持上──
「自養酵母」與「盡量使用無毒健康的在地食
材」；半年前，許惠晴開始了店面，希望孩子
能與這家店一起成長，也希望這家店能成為遊
客中途休息享受美味麵包與好茶的中繼站。
工作室裡，許惠晴像母親呵護孩子般「餵
養」著酵母，麵包山烘焙坊目前使用的酵母有
米酵母2種、紫米酵母、糙米（白米）酵母，以
及台東的小麥酵母，這些原料載體多來自當地
小農。在許惠晴耐心與愛心呵護下的酵母，發
散出各自專屬的氣味，做成麵包後也因不同酵
母散發出發酵的甜酒香、帶有穀物的酸香味甚
至蜂蜜香氣，咀嚼的過程中充滿層次與風味。
自養酵母的製程極為漫長，許惠晴又是個非
常在意烘焙心情的掌舵者，曾經因為自覺當天
的心情不佳，寧可送顧客吃也不願意銷售；也

會因為自覺心情太急，擔心做出來的麵包不佳，
終日只出一爐麵包。
從原料到烘焙心情，一路的堅持，使麵包山烘
焙坊的自製歐式酵母麵包發出一股雋永的香氣，
剛出爐時、放置一天後、甚或冰凍後以電鍋蒸
熱，依然香氣逼人，令人垂涎不已、回味再三。

麵包山烘焙坊
台東縣關山鎮和平路36號
0915-812-998
週二至週五11:00～20:00
關山火車站出站後直走，
遇全家便利商店，右轉直
走約200公尺。

癮味食光

遠離塵囂的法式甜蜜

北角24 法式冰淇淋專賣店
文

陳采萱

在群山環繞和鳥語花香的擁抱下，聽著潺潺流水
的樂音，嚐上一口冰涼甜蜜的法式冰淇淋，幸福的
滋味立即湧現。
穿過北台灣第二長的北角吊橋，彼端有一間純白
的庭院式小屋，即是北角24法式冰淇淋專賣店。曾
任空服員的老闆娘JENNY，優雅含蓄，談起鍾愛的
巧克力和冰淇淋旋即笑逐顏開；當年就是因為品嚐
到法國法芙娜（VALRHONA）巧克力，讓她自此萌
生開店之意，加上喜歡大自然和各種因緣際會，在
尖石鄉中這遠離塵囂的一方淨土，開始實踐夢想生
活的第一步。
店內除了結下開店緣分的VALRHONA巧克力，還
有綜合莓果、芒果百香雪貝、蘭姆葡萄等八種口味
的冰淇淋，細心的老闆娘，從冰淇淋的原料挑選到
製作，每一步都嚴格要求，希望讓大家能品嘗到高
品質的法式冰淇淋。JENNY分享到，國人愛吃黑巧
克力，但其味道較苦；VALRHONA P125巧克力雖
然可可濃度高，但因提煉技術不同，嚐起來味道醇
厚，微甜又沒有苦澀味，口感滑順，「整個喉嚨都
可以感受到巧克力的迷人餘韻。」
另一人氣口味是「芒果百香雪貝」，不添加任何
乳製品，更凸顯水果風味，口感清爽，也是大小朋
友的最愛。
開放的庭院中，真材實料的冰淇淋、咖啡、不定
時推出的糕點，襯著山巒流水的美景，「北
角24」因而成為遊客、甜點美食家、作
家及老師的流連忘返之地。

圖

劉德媛

山中慢活餐館

尋找山林間的純粹 大山北月
文

陳

凡

這裡曾是山中的小學，從日本時代到民
國，幾經輾轉波折，如今在騎龍古道、瀑布
和流螢環繞下，一間希冀尋回山林間美好與
純粹的景觀餐廳「大山北月」，在此重新連
結起歷史時空及社區小農的情感。
「大山北月」所在地，在日本時代曾是橫
山公學校，民國後改為豐鄉國小，學生少，又
多需幫忙家裡務農，當時校長幫孩子放牛的溫
暖故事，成為同樣是此校畢業生的國寶級漫畫
家劉興欽的作品題材。之後雖因學生不足而廢
校，但這份溫暖、互助的精神卻保存了下來
──透過購買當地小農栽種的蔬果、協助舉辦
農民市集及農事體驗等活動，大山北月再次連
結起社區居民的生活和情誼。
如今學校雖已改建，但透過牆上

圖

劉德媛

的童言童語、草皮上的塗鴉彩繪和跳格子，
每位踏足的旅人都彷彿搭上時光機，回到最
純真的年代。店家集結新竹在地特色食材推
出的「彎月豚麵」招牌套餐，精選形似月亮
的豬肉肩胛骨肉，肉質較軟又富有嚼勁，配
上鮮蔬、番茄和香菇，湯汁清甜，加上橫山
的窯烤麵包、竹東的手工麻糬、北埔擂茶冰
沙，以及香檳杯盛裝、口感溫潤的峨嵋東方
美人茶，將新竹的豐盈用最樸素的料理方
式，呈現出在地的原汁原味。
無論平日假日，都可在大山北月見到爸
爸媽媽帶著小朋友穿梭走廊、奔跑於草地的
歡快身影，偶爾會有小農帶著剛採摘下來的
蔬果前來拜訪。經過歲月的淘洗與創意的集
結，這間山林小學再次展現活力與生機。

大山北月

新竹縣尖石鄉義興村4鄰北角24號
（03）584-1235
週三至週日10:00-18:00
內灣車站下車後，沿120縣道前行至北角吊橋，過
橋即可抵達。
招牌餐點 P125（巧克力）、芒果百香雪貝、綜合莓果

新竹縣橫山鄉豐鄉村大山背80號
（03）593-6439
週二至週五10:30-17:00、週六至週日9:00-17:00
橫山站出站後，從對面的便利商店巷子進來，紅綠
燈左轉一路上山，沿竹34接竹35前行即可抵達。
招牌菜 彎月豚麵、窯烤麵包、山谷羊麵

—

—

北角24法式冰淇淋專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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