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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銀髮族的健康美味

南瓜松子蔬食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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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火車․呷便當

For 銀髮族的健康美味 南瓜松子蔬食便當

文

李湘婉

圖

劉德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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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原則，歷經兩個月研發，推出南瓜
松子蔬食便當。主食南瓜飯，使用在
地新鮮南瓜與白米一同蒸煮，散發淡
淡南瓜香的金黃米飯，佐以有「長壽
果」之稱的松子粒，並以烘烤取代油
炸，咀嚼中即可嚐到南瓜及松子的甘
甜味，吃完口中還留有淡淡堅果香。
主菜為紅燒烤麩，烤麩是加工最
少的豆類製品，鬆軟易入口，咬起
來不費力，又可代替肉類補充蛋白
質，其他配菜還包括塔香茄子、清
炒馬鈴薯絲及兩款季節時蔬。各色
蔬菜的亮麗色彩，讓人食慾大開；
入口時的爽脆鮮甜，也大大刺激了因
悶熱天氣而降低的胃口。
此外，相較於普通便當平均每份熱
量900到1000卡，此款便當熱量僅
約800卡左右。一份100元的南
瓜松子蔬食便當，自今年6月推
出以來，每天都銷售一空，除
了追求養生飲食的銀髮族，也
是外食族非常好的用餐選擇。

台鐵最靚報
Pepper入駐
林榮新光站

智慧心服務
亮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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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尚青
一期一會

2018 第四屆鐵路便當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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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日常
蛋殼上淬鍊頂尖功夫／蛋雕工藝師關椿邁
再造鐵窗花古意／鐵工師邱宏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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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貫線（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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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道今生
台鐵老倉庫蛻變新生／新竹市鐵道藝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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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養生風潮蔚為流行的台灣，料理
除了美味，民眾對於食材的來源、新鮮
度、營養成分是否均衡都極為重視，希
望在享受料理的同時，也能吃得健康。
對此，台鐵局以養生為主軸，並因應台
灣進入高齡社會，精選軟嫩、好咀嚼的
蔬菜，推出「南瓜松子蔬食便當」。
台鐵局以少油少鹽、簡單料理為烹

花東行腳
東海岸的白色珍珠／棉麻屋
在宜蘭，踩沙、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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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資訊

山珍海味上餐桌／八斗邀友善餐廳

台北車站台鐵便當本舖１～５號店
午餐及晚餐時段各限量供應50份
便當專線 （02）2361-9309
服務時間 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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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令蔬菜隨季節變化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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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最靚報

台鐵活力新啟動

Pepper入駐 智慧心服務
老字號的台鐵結合了智慧科技，透過機器人站員的
進駐車站提升了服務品質和營運效能，也為旅客互
動留下難忘的體驗。
文

林司辰

圖

今年台鐵滿131周年，搭上智慧科技
的新潮流。6月23日起，有四位「生力
軍」― Pepper智慧機器人，加入鐵

劉德媛

的聲音和表情，並擁有情緒辨識的人形
機器人，目前進駐於台北、台中、高雄
與花蓮4個特等站，每天早上9點到傍晚
6點，都可以在站內看到Pepper服務的
身影。不同於一般機器人的冰冷外表，
Pepper著台鐵制服，外型模仿站務員，
擁有靈活的關節與偵測感應器，無論是
列車時刻表、購票資訊或在地景點推
薦，Pepper都可用中、日、英三種語
言回應乘客對答如流，且隨時可更新資
料，提供旅客即時的訊息，大幅提升台
鐵服務的效能。
每天都有數以萬計的乘客出入花蓮
站，為了提升服務品質，3年前動工興建
的花蓮新站，將於今年10月啟用，屆時
除了站內候車空間、電梯等硬體設備擴
增，新建的高架跨站通道，將使民眾進
出站更加便捷流暢。

路局站務員的行列，為民眾提供活力新
服務。
走進花蓮站，一群好奇的民眾圍繞在
服務台前方，原來是小朋友跟著可愛的
Pepper站務員一起跳健康操，身高僅
121公分的Pepper不僅身手靈活，轉
圈扭腰、載歌載舞地吸引乘客目
光，還有旅客請Pepper猜猜
自己的年齡、詢問附近的景
點或推薦哪一款台鐵便當，
讓鐵路候車及諮詢等服務更
多元活潑。
這位新報到的站務
員Pepper，是全
球首款能辨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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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地區首座地下車站

林榮新光站 亮麗新生
廢站 36 年的花蓮林榮站，在官方與民間的合作下，打造出融合時尚與在地的
新風情，不僅重啟在地服務，更為花東觀光注入新活力。

文

林司辰

圖

劉德媛

林榮新光站位於花蓮縣鳳林鎮的兆豐農場前方，簡潔大方的黑色
站體在四周的綠草包圍下格外顯眼，從地面延伸到地下一樓的大片
玻璃及天窗，讓光與風可自然穿透，讓這座花東地區唯一的地下車
站如同站名一般熠熠生輝。
林榮新光站的前身是位於林榮部落的林榮站，1982年，林榮站
因台東線的拓寬改線工程而廢站，在地方多年的奔走陳情後復站，
由鐵工局、台鐵局攜手在地深耕40多年的新光兆豐企業，由新光無
償提供土地及復站所需各項費用，鐵工局負責興建，台鐵局負責營
運。這座三方合作的車站於今年7月10日正式啟用，是台鐵第229個
車站，也成為史上唯一由民間出資興建的台鐵車站。
有別於一般簡易站，林榮新光站在設計上處處充滿新意，包括
設置3座東線鐵路少有的電扶梯、站頂的8座圓形天窗和南北各兩座
線型天窗，以及地下月台的壁掛式等候空間，諸多便民又體貼的設
計，被民眾稱為「全台最豪華的簡易站」。目前每天停靠6班區間
車、兩班莒光號，今年10月台鐵局預計還會增停莒光號、普悠瑪各
兩班，屆時將帶動花蓮地區產業發展，活絡觀光，讓更多民眾認識
這片美麗的土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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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日常

鐵道人物專訪

鐵打的記憶與技藝

蛋殼上淬鍊頂尖功夫
─蛋雕工藝師關椿邁

再造鐵窗花古意
─鐵工師邱宏鎰

一顆蛋如何成為一件藝術品？關椿邁用 30 年的時光，淬鍊出超凡
頂尖的蛋雕功夫，也雕出越挫越勇的人生信念。
文

陳采萱

圖

在木、石、金、竹，實心硬物上雕刻
並不稀奇，但利用蛋殼來創作，就大異
其趣了！
在台鐵局彰化電務段服務近40年的
關椿邁，2016年退休，至今仍每天回
崗位擔任志工，同事們對於「關老師下
班後戴著放大鏡、在辦公室挑燈雕蛋」
的身影皆印象深刻。
關椿邁從小喜歡雕刻，開始進行蛋
雕是1981年受故宮「同心象牙球雕」
的啟發，他相信尋常事物也可以作為創
作素材，為此即使遭朋友嘲諷也不曾
放棄。為了琢磨如何在平滑易碎的
蛋殼上雕刻，他打破了
900多顆蛋，與家人吃
了數月的「雞蛋大
餐」，深入鑽研蛋
殼特性、品種與雕
刻技法，從美工刀
到手術刀，甚至開發
出專屬雕刻工具，一
「雕」驚人！
「蛋雕不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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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媛

就是失敗。」關椿邁說，當耗費數月，
最後一刻卻不慎滑刀、蛋殼上出現裂
隙，整個作品便前功盡棄，因此每次
下刀都如履薄冰。為作品命名也饒富趣
味：用鴕鳥蛋雕鑿出的「哈密瓜」，
蛋中蛋、每面皆有一隻牛的「牛轉乾
坤」，兩條鯉魚加上一個歪斜「樂」字
的「魚水之歡」，以及使用數量受澳洲
政府管制的鴯鶓蛋雕出的「愛蓮說」，
更顯殊勝。諸多作品一路從故宮、中國
前進美國，精細工法令觀者嘖嘖稱奇。
他曾以戳蛋技法在一顆蛋上刻了
12000多個小孔，打破金氏世界紀錄
（1250個小孔）；他的作品也被列入
「故宮博物院－現代館」藝術珍藏精
品，於國內外知名博物館展覽，例如美
國舊金山太平洋博物館、加州聖地亞哥
博物館、菲律賓大都會博物館、馬尼拉
藝術廳、荷蘭銀行、故宮博物院等。
關椿邁雕蛋，蛋也雕人，一件蛋雕作
品的「無中生有」，也磨勵關椿邁的心
性，他一筆一刀，雕鑿出蛋殼上的大千
世界，也雕出自己的細緻人生。

您可曾留意過巷弄中，樓房陽台前的鐵窗花？在職人邱宏鎰眼中，每件鐵窗花
背後，都有著各自的故事溫度與記憶。
文

鄭成宏

圖

徐榕志

位於基隆市六堵科技園區一角的「請作鐵
木工坊」，邱宏鎰與鐵木匠夥伴們在此鍛造
出鐵與木的千萬種可能，工坊裡各角落均能
發現彎曲有致的鐵條，那正是鐵窗花的各種
姿態。
與鐵窗花的初次邂逅，是在邱宏鎰的學徒
歲月中。那時，要製做一扇鐵窗花，邱宏鎰
必須反反覆覆地折彎上百個零件，再交由師
父焊接組裝，很多人覺得枯燥乏味，他卻深
深著迷於鐵窗花的百變組合。現在，邱宏鎰
運用各式工具製作鐵窗花，已是信手拈來，
甚至，他還自製了彎折鐵窗花的專門工具。
在父親友人的介紹下來到工坊後，邱宏
鎰遇到了許多同樣熟稔鐵窗花的良師益友，
共同創作同時，也不斷地思考如何發揚這
項技藝，「論傳承，要找到有意願的學徒
不容易；論利潤，作一扇鐵窗花真的賺不
多。但幾十年前，當我盯著一排排鐵窗花看
時，我就感受到它們所傳達『家庭一般的溫
暖』―我最想呈現的，就是那份記憶與感
覺。」邱宏鎰說。
鐵窗花之外，工坊也跨足各種領域，製作
各種精密鐵製、木製器物，小至十幾公分的
零件，大至整間廠房的空間設計；創意如冰
淇淋三輪車，精緻如各式傢俱。問他願意持
續從事這行的動力為何，邱宏鎰只說：「是
客人們的稱讚、感謝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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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下車
做為交流與休憩空間的咖啡廳，後方為
曾燒毀的市場隔柵門。

萬華

基隆

從摩登的萬華站出站，穿越都市叢林來到巷弄間的新
富町文化市場，時光緩緩倒回到日本時代。這座創立於
1935年的市場，是當時第一座公有市場，馬蹄鐵型的優
雅建築，磚造覆以洗石子，加上清水混凝土，刻劃了時
代的溫柔底蘊。

汐止
南港

萬華
板橋
樹林

踏查市井 漫遊綠意

穿梭都會

的

之旅

西南側建築物外觀，以低調的語彙與古
蹟本體融合對話。

縱貫線（北段）

山佳
桃園
湖口
新豐
新竹
香山
崎頂
竹南

台鐵縱貫線北段從基隆至苗栗，途經 32 個車站，並穿越全國人口最稠密的台
北都會區，一路往南至靜謐的竹南田野，其中始於清代的鐵路─基隆至台
北、台北至新竹路段，更是台灣鐵道的起始之地。入秋時分，搭上台鐵，穿梭
在歷史足跡與自然風光間，品味都市中的人文風情。
文

8

王子軒

圖

劉德媛

如何前往

萬華站出站後，沿康定路步行，至三水街後右轉，
即可抵達。
地
址 台北市萬華區三水街70號
電
話 （02）2308-1092
開放時間 週二至週日 10:00-18:00
—

中壢

建築裡，中央天井與大量窗戶的設計，讓日光與風輕
盈穿透。雖曾一度因周圍市場的出現而沒落，但也因此
保留下完整的日式古味。2006年，新富町文化市場被
指定為市定古蹟，並在修復後成為老城再生的公共參與
平台，除了公共展演空間、教室外，也有複合式餐飲進
駐。在這時光駐足的新富町文化市場，還有相隔約150
公尺的傳統老市集―東三水街市場，短短一條街，讓
人親炙濃縮百年的常民生活。

圖／彭彥哲

———

台北

新富町文化市場

圖 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提供、汪德範攝影

七堵

松山

馬蹄鐵型的日式文青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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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下車

鐵道地景公園。

前往鐵道地景公園，沿途可欣賞牆面上繽紛的
3D立體彩繪，現場還停放煤斗車及調動機，
供民眾懷想早期山佳開採煤礦的歷史風華。鹿
角溪公園則隱身在社區街坊間，是社區的迷你
公園，公園內還有共融式遊具的溜滑梯、鳥巢
式鞦韆、攀岩塊及沙坑等，是親子日常休閒的
好去處。

鹿角溪公園

山佳站（舊名山仔腳），是位於山腳下的小
站，也是日式百年老車站，車站於2017年修復
完工，是台灣少見的新舊共存的車站之一。
探訪山佳站的歷史故事，也不要遺漏鄰近
的鐵道地景公園，以及鹿角溪公園，距離車站
僅數百公尺，卻是市民生活的縮影。從山佳站

—

如何前往
地

園區開放到晚間十點，中正紀念堂點燈後，美不勝收。

板橋

親子的藝術生活樂園
板橋435藝文特區

板橋站為三鐵（台鐵、捷運、高鐵）共構車
站，是新北市的交通樞紐。今年板橋站特別以小
朋友為對象，在站內設置「鐵路小學堂」，透過

公園」及「藝術家夢想基地」，園區內另設有濕

重現平交道動態場景及導覽，宣導交通安全。

地故事館、玩具博物館與藝術教室，以及周末不
定期舉辦各類的表演活動。在繁忙的都會生活

從板橋站前往板橋435藝文特區，映入眼簾的是

中，不失為一處放鬆身心的藝術生活樂園。

歐式建築―中正紀念堂，建築前方躍動的噴水
池、兩旁大片的白色沙灘，加上園區後方的青青草

—

如 何 前 往

地，吸引許多家長帶著小朋友來此同樂一下午。

——

地
址
展館開放時間

此處原是建於1959年的軍人轉業及師資訓練
中心，曾閒置多年，後經市府規劃為「親子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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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站下車後，經106縣道，直行至中
正路433巷左轉，即可抵達。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435號
週一至週五 9：00-17：00
週六及週日 9：00-18：00
（每月第一個星期一休館）

11

址

—

山佳

親子探索樂遊趣

山佳站出站後，從中山路三段步行至地政
街，沿復村圳前行，即可抵達。
新北市樹林區中洲街51巷

舊道今生

中途下車

在新竹追火車

中壢

台鐵老倉庫蛻變新生
新竹市鐵道藝術村

大樹中的詩意圖書館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岡分館
圖

隱身在新竹火車站後站、靜謐的民宅小巷中，台鐵老倉庫歷經一甲子的歲月，如
今結合追火車的舊日情懷、藝術與公共展演，重現鐵道的生活風景。

吳盈棻

桃園圖書館龍岡分館不只是一個供人閱覽的空
間，它還是詩意的結合和溫柔的共享。圖書館外
觀以45本大書形成的窗戶，自然導入光線，一本
書高達一層樓，除了別緻的造型，也可阻絕日曬
及噪音，可說是美觀與功能兼具。

文

以及各類綠建材的應用，獲得鑽石級綠建築標章
認證，更被民眾譽為「全台最美圖書館」，值得
民眾一訪。

走進大廳，宏偉的木造裝潢更讓人驚嘆不已：
在這地上4層、地下2層，總面積近2千坪的空
間，由知名建築師打造出彷彿身處大樹中的意
象，挑高8公尺的大廳中，香杉和橡木交織出清
新的木頭香氣，陪伴著每位訪客親近書香。除了
豐富的藏書及舒適的閱覽環境，圖書館頂樓還裝
設了太陽光電板、雨水回收系統、全熱交換系統

—

如何前往

———

地
址
電
話
開放時間

中壢站出站後，沿114縣道經中山東路三
段至一段，接著從台貿一街向右轉，即可
抵達。
桃園市中壢區台貿一街100號
（03）286-8500
週二至週六8:30-21:00
週日、週一8:30-17:00
休館日：國定假日及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四

牆身，加上大窗戶和木頭椅，往來火車皆可盡收
眼底。

連接時空的隧道

如何前往
崎頂站下車後，步
行約5至10分鐘即
可抵達。
—

崎頂

崎頂舊名為「老衢崎頂」，出站後沿著觀景台
走，可看到蜿蜒海岸線上轉動的巨大風車，繼續
沿著步道前進，走入一片綠意中，即是崎頂子母
隧道。崎頂子母隧道是全國唯一的鐵路雙線子母
舊隧道，建於1928年，因相距僅50公尺且一長
一短，彷彿母親和小孩依偎在一起，因此被稱為
「子母隧道」。隧道上半部為紅磚、下半部為水
泥，斑駁的隧道口有許多二戰時期留下的累累彈
痕。漫步其中，盡頭處的蒼翠蓊鬱，是尋幽訪勝
的絕佳選擇。

崎頂子母隧道
圖

柯淑君

從香山站往南，在抵達竹南站前，一定會經過
這個鐵道迷口中的秘境車站――崎頂站。雖然崎
頂站沒有車站主建築，但藍白相間的地中海風格
12

陳采萱

圖

劉德媛

新竹市東大路橋下，伴隨火車駛過的隆隆聲響，台鐵新竹站3～5號老倉庫化身的鐵道
藝術村，靜靜佇立於此。米白色的磚牆上點綴著繽紛的彩繪，文化瓦屋頂沿著狹長的倉庫
延伸，低調、不甚顯眼的外觀，直到推開樹枝造型的大門，才發現裏頭別有洞天。
這間興建於日治時期昭和年間的老倉庫，原與1、2號倉庫連為一體，二戰時遭受美軍
轟炸，屋頂全毀，後雖陸續修復完成，但東大陸橋興建時將倉庫一分為二，成為現存1、
2號與藝術村所在的3～5號倉庫遙望相對。
踏進大門，眼前是挑高4.1公尺、約400
坪的寬敞空間，室內無梁柱，加上大片的落
地窗，讓光與風暢通無阻，也是進駐藝術家
舉辦各式展覽與講座的最佳舞台。一抬頭，
可望見頭頂上縱橫交錯、造型優雅的杉木桁
架，這是從日治時期遺留至今的文化珍寶，
見證了鐵道轉運的繁盛時光，並且在2015年
被登錄為歷史建築。
藝術村內除了可進行親子閱讀、逛展、
參加講座，享受輕食美食，最特別的莫過於
「追火車月台」，可近距離欣賞火車，是鐵
道迷不可錯過的聖地。透過官方與民間的共
同合作，讓台鐵老倉庫更貼近現代民眾的生
活，結合人文創意後，重獲新生。

歷史小語
台鐵新竹站3～5號倉庫是興建於
1940年代的老倉庫，隨著運輸與倉儲
業務大量減縮，在達成階段性任務後
閒置一段時間，於2004年被活化為藝
術村，如今以公共藝術空間，重現當
代的鐵路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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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行腳

大自然鉤織出的溫柔情意

流動的沙之饗宴

東海岸的白色珍珠 棉麻屋

在宜蘭，踩沙、聽海

文

王子軒

圖

棉麻屋

文

陳凡

圖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近身感受大自然的溫
度。
遊客中心內利用壯圍
的沙，鋪成一座又一座
的沙丘，館內通道蜿蜒
宛如螃蟹挖掘的洞穴，
光從天井灑落，這裡適
合一人獨自赤腳漫步在
沙上，一邊欣賞蔡明亮
導演策劃的《行者．蔡
明亮》展覽。另外結合
特色餐飲和創意商品的
「森林島嶼賣店」，也
為園區注入一絲躍動的

白，是包容一切的純粹顏色，在台東濱海小
鎮的白色小屋「棉麻屋」，如同海裡蘊藏的珍
珠，串起自然界的花草、部落婦女和國際，鉤
織出堅強的生命韌性。
東海岸蔚藍的太平洋和天空，以及都蘭山綿
延的綠，是台東最迷人的風景，而蜿蜒其中的
台11線道上，一間純白的「棉麻屋」，用一針
一線鉤織出部落的生命力。
棉麻屋位於東河鄉隆昌村，是典型的阿美族
聚落。店主龍惠媚從小自學鉤織帽子、包包，
但與傳統原民繽紛的風格不同，她鉤織出的作
品以米白、淺灰為主，樸實素雅的顏色中藏
著點點草綠或粉色，以及取自於山野的種子鈕
扣，都散發出旺盛的生命力。2010年，公益平
台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與幾位設計師行經台11
線，因緣際會發現此處，驚為天人，嚴董事長
的鼓勵與支持，更讓惠媚堅信自己的選擇。
店內的棉麻織品品項多元，從手提包、帽
子，手染圍巾到T恤，都採用對環境友善的亞麻
線或棉線為素材，手工鉤織，一體成型。惠媚
表示，新手若要鉤織出一個包包，約需兩週，
即使費工費時，她也堅持不用機器大量生產，
保留手作的溫度。
因為細緻超群的鉤織手法，棉麻屋的作品不
僅多次獲獎，也屢屢受邀至義大利、日本、加
拿大等國家參展。不僅為偏鄉小鎮帶來觀光人
潮，惠媚也將技藝傳授給部落婦女，讓部落中
的媽媽們不用遠離家鄉，透過鉤織就能維持家
計。至今棉麻屋已有39位合作夥伴，儼然發展
成迷你「部落經濟」。
在棉麻屋，每一件物品，都有設計師的巧思
與製作者的歲月累積，溫暖而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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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麻屋
台東站下車後，從台11線
往東河鄉方向前進，行至約
137.5公里處即可抵達。
台東縣東河鄉隆昌村162號
0903-180-888
週二至週日10:00-18:00

在蘭陽溪口，大地沖積出一片溫潤的流沙詩
意，今年更透過綿延沙丘上的「壯圍沙丘旅遊
服務園區」，低調卻溫柔地帶領民眾一起踩著
細沙，聆聽海的聲音。
行經壯圍鄉濱海的寧靜村落，若太專注於
浪潮聲，一不留神就會錯過壯圍沙丘旅遊服務
中心―這個外型如風吹沙形成的流動建築，
灰白、質樸的屋頂和壁身，加上優雅又溫暖的
木色梁柱及天窗，讓風、沙和光皆在此相融交
會。
初次造訪的民眾或許遍尋不著大門在何處，
只因為這裡顛覆了民眾對旅遊服務中心的既定
印象：占地約4.5公頃的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
區，除了擁有廣大起伏的沙丘地景，由名建築
師黃聲遠團隊所打造的園區融合沙丘、海岸等
原始景觀，民眾從二樓戶外的天空小徑往上
走，即可眺望附近的田園風光；若想觀海，穿
過防風林小徑，太平洋和龜山島即映入眼簾。
走累了，園區內的漂流木椅供遊客或坐或臥，
15

足印。
宜蘭的壯圍沙岸沉寂多年，如今這座結合
在地景觀、自然生態及文化藝術的旅遊服務園
區，創造了人與自然對話的舞台。行經壯圍
鄉，請容許自己享受片刻流動的沙之饗宴。

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區
宜蘭火車站或宜蘭轉運站下車後，
轉乘台灣好行壯圍沙丘線（綠
18）或其他客運前往。
宜蘭縣壯圍鄉壯濱路二段196巷18號
（03）938-2420
全年開放 9:00-17:00

癮味食光

正港的私廚餐廳

山珍海味上餐桌 八斗邀友善餐廳
文

陳采萱

圖

正港的山珍海味，這句話對「八斗邀友善餐
廳」來說，不只是一句形容詞，而是從料理食材、
搭配餐飲到經營方式，全方位踏實的實踐。
「八斗邀友善餐廳」依山傍海，逗趣的名稱結
合台語「肚子餓」諧音和地名。小巧的店面可容納
24人，其中開放式廚房就占了餐廳四分之一的空
間。這是一家必須提前一天預約的私廚餐廳，所
有備料皆由店長戴秀真一手包辦，每天的首要任
務就是採買「份量剛剛好」的食材，從船釣的新
鮮漁貨到需費心處理但天然無毒的醜蔬果，以及
與宜蘭小農契作、友善農法種植的「小鶹米」。
料理餐點固然費心，但秀真卻花更多時間與
耐心，與食客們一一細說食材的故事：滑嫩Q彈
的透抽、飛魚卵香腸、墨魚香腸、甘甜的地瓜加

劉德媛

上馬鈴薯泥，清爽的杏鮑菇炒紅蘿蔔加上兩道時
蔬，套餐附上黃金卵魚丸湯，咬下就能嚐到在口
中「活跳跳」的鮮度，飯後再來一杯南投自然農
法的紅玉茶或黑咖啡，不用太多調味料，就是最
真實的「山珍」與「海味」。
除了餐點，執行長兼專業侍酒師的Nelson也
研發了多款融合基隆在地特色的精釀美酒，以
「地酒配地食」的概念搭配餐食，其中「潮境」
和「雞籠」啤酒組更榮獲2015年的基隆十大伴手
禮，豐富了基隆的餐飲文化。
「不只是料理，在餐桌上可以傳達的更多。」
八斗邀不只是餐廳，也是在地文化與生態的連結
者。

八斗邀友善餐廳

—

搭乘東部幹線至瑞芳站，轉深澳支線至海科館站下車
後，沿北寧路行至八斗街，步行約10分鐘可抵達。
基隆市中正區八斗街35號
（02）2469-0800
週一公休，需要一天前預約（預約食材，非預約座位）
招牌餐點 山海簡餐、對時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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