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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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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美印臺南將以更深刻的文化生活現身。
這一次我們從創作談起。
一位城外的織品設計師如何看出臺南的潛力與阻力；一間城內的工作室，努力打造

創作城市的百搭風格―張伊萍‧臺南不定調

耐心布染品牌。

04

從衣飾的角度，看見臺南對質感的執著。
跨越手作，我們在光影、空間中，找到臺南不一樣的時間單位。
接續，帶著淨空的行囊，走上咖啡公路，在安靜的旅行中，嚐出濃純的人文美麗。

靜靜等待的城市染人―月亮三十

歲末將至，美印臺南也為您呈上一席好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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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桌，不只是料理的決勝；料理師傅投注的情感，也會影響人生的每一口鹹甜。

Miss Milk Fish 專欄

牛奶魚小姐的身體旅程紀事之八―手作臺南

感謝您一路伴著美印臺南成長。新的開始，敬祝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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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策劃：葉澤山

被溫柔包覆的獨立時空―Roo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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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居臺南的三代家族故事―常民美食的心靈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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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風起，多脂腴嫩的土魠魚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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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印臺南粉絲頁募集粉絲中，請上Facebook尋找美印臺南，邀請您來一同分享臺南的美好。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廣告

■

每期美印臺南電子檔可於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網站，「出版品」中「電子刊物」頁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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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城市的百搭風格：張伊萍‧臺南不定調
―臺南的時尚就是作自己的夢
文 字 /劉 芳 妙

談論到新一代臺南青年創業的態度，她也
鼓勵「我們還年輕，不要只學習表面。」眼
訪問時尚圈，無非想要比對臺南舊城的古風。利用服裝設計細膩不苟的角度，我們企圖比較來自不同城

看太多小眾的服務範圍其實已飽和，希望年

市的觀點，談談設計、看看品牌，也想想臺南。「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要作自己的夢。現在大家都作很像的

輕人不要只走好走的路，對於重要的議題與

夢，這樣不是一種好現象，要練習多元發展，才有機會創造更多可能。」張伊萍堅定的雙眼，閃露出包容

文化也應放入自我觀點，並更勇於挑戰自己

與自信的激昂。

的夢，走出個人風格。在臺南這座舊城，珍
貴的是維護緩慢的生活感，並從中學習耐心
與沉穩的毅力，保持平衡。

「這個案子對我來說是完美的，一切都那麼自然。」張伊萍和臺南的緣分
要從幫振發茶行創作臺南故事包開始說起，應臺南市政府經發局的邀請，

「我非常期許一個百花齊放的世界，每個

留法歸國的服裝設計師張伊萍，開啟一段對舊城表述的機會。透過實際南

人都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最後，張伊萍

下與振發茶行進行溝通與合作，更讓張伊萍感受到臺南老店經營者的無價

笑著說。就像臺南一樣，這個早已百花齊放

堅持。「我們應該要尊敬這些老字號店家，因為自己的創作經驗與年齡加

的城市，還無法被輕易下定論，但終將在這

起來都遠不及這些老前輩的年紀。他們創作了大半輩子，我們更應該讓自

個多元交錯的文化平臺上，讓更多人得以找

己位居謙卑。」而聽完老店傳承的艱辛，這份臺南人對商店、品牌的使命

到自己的夢想定位，勇敢實踐。

感，也讓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這樣的堅持與信念，守護了一間老
店繼續走下去。」這份信念，更是臺南現今還得以保留這些人文資產背後

用細緻的純麻素材表現老店的樸實感，上面的褶痕呼應親手摺紙包茶

最重要的原因。

的體貼，如黃金一般的滾邊軟布則象徵百年老店的無價與風華。

對於長期關注全球時尚潮流的張伊萍來說，臺南更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
城市。擁有珍貴的文史資源，並存在許多邁向百年的經典品牌，這些豐沛
的創作靈感都帶領臺南走向另一種更寬廣的文化深度。但在歷史、古蹟、
小吃、老屋這些顯而易見的元素之外，臺南，還在找尋一種自我定調。
看見現在滿街巷的咖啡店林立、老房子再造風潮當道，臺南這般舊與
新的轉換時期，張伊萍也提醒，「一個商家的品牌價值就在於它的無可取
代。」若沒有高度自覺的營運，很容易隨時間，被一波又一波的後浪新秀
吞沒。「其實，就算是一家完全沒有電視媒體採訪廣告的店家，只要保有

張伊萍

一定的品質，無須華麗招牌，久了都將自成風格。」此話，一語道破臺南

富祿時尚事業有限公司

面臨刻板印象與自我定位間的矛盾。

畢業於法國里昂高級時裝設計學校，
之後擔任臺灣紡織業拓展會流行趨勢分析工作，

臺南這個得天獨厚的城市，擁有最可貴的媒材，卻擔心被許多人「複製、

並於1995年自創品牌“ Carole Chang ”至今，

貼上」的便利心態，塑造出單一價值，驅使城市文化面向高度同質。張伊萍

作品看似低調卻時髦，

不忘以自身品牌為例，她在創作上從不急於彰顯太多風格或是妄下定位，

擁有簡潔現代卻不失浪漫的獨立精神。

期望再找尋更準確的創作意義。臺南也是，她深怕大家太早為這座城市下
定義，強調「要試過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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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三十設計實驗室
▌臺南巿崇明十街20號2樓
▌06-289-2079

預約請洽：luna30lab@gmail.com
創作範圍：服飾、飾品設計、包包設計
材質使用：自然手染布、獨特素材布、羊毛氈

安靜等候的城市染人―月亮三十設計實驗室
文 字 /陳 怡 彤 照 片 提 供 / 月 亮 三 十

你可知城市中處處可見，開著小小白花散發濃郁香氣的七里香，能提煉出青翠的綠色染液；而秋天結出

拜訪的這天她們才剛搬家，從原本的一樓店面空間遷移到隔壁間二

成串黃色小果實的苦楝樹則可以染出不同層次的黃褐或灰色；烏桕可以染出黑色、福木染出鮮艷的黃色、

樓 ，並轉換成工作室形態。從她們口中得知，之前以店面的方式經營工

安平海邊的木麻黃能染出咖啡色……城市裡隨處可見的素材引發兩個愛染的女孩驚呼連連，她們說，有些時

作室，因為不願怠慢每一位到訪的朋友們，但卻相對的消耗了原初想要

候走在路上，兩人觸眼所見的不再只是植物本身，而是大自然給的驚喜、是可以實驗的染材，等著被運用

專心創作的能量。經營一年後決定回歸到以創作為主的模式，以邀請、

在下一輪的色彩冒險中。

開課的半開放方式與大眾分享她們的工作，如此轉型可以留給自己更多
安靜沈澱、思考的空間。在染材採擷、染料萃取、布料脫漿、浸泡、滾

臺南市文化中心後頭巷弄裡，藏著一個小小的設計工作室，由兩個女生Karan與維璘主持，他們在樹德科

煮、靜置、攪拌再滾煮……等繁複的步驟中，充滿各種可能變數。色彩與

技大學是學姊與學妹，畢業後決定留在臺南開設工作室，希望能以這裡作為基地，進行一系列具創意性、

布料在這名為「染」的過程中，忽而在烈火中翻滾煎熬，忽而在靜置中

設計感的實驗。工作室主持人Karan設計服裝、包包，維璘製作金工、手創結構特異的首飾。因為在學校受

逐漸冷卻。匠人的用心勤苦與老天的慷慨合作，必須過程中沒有意外，

到老師的啟發而愛上植物染，兩個女孩對這人類歷史中由來已久的傳統工藝有著熱情並深深著迷，工作室

才得以成就一匹徐徐展開的耀眼色彩。等待與不確定，成就了月亮三

成立以來，以植物染製作的服裝與優雅的蕾絲染色圍巾作為商品，獲得消費者極大的喜愛。學姊Karan表示，

十的名字――三十天的守候與安靜，快不得、急不得、懶不得，「偷懶

月亮三十的創立並沒有什麼偉大的抱負或設定要產出什麼特定的商品，而只是希望自己可以擁有一個獨立

必留下痕跡」Karan笑說。

空間，好好進行創作，可以在其中發想甚至是發呆。月亮，如此擁有女性特質的意涵，像在子宮裡日復一
日的滋養，也呼應著植物染工作中層層的工序與長時間的等待。儘管如此，工作室的創造力卻生機勃勃，

毫不喧囂的，兩個女孩在城市一角進行著屬於她們的創意實驗，臺南

一點也不溫吞。今年底機緣巧合與臺南市影響新劇團合作，為劇團的年度製作「一桿稱仔」設計、製作

對她們來說是最適切的舞臺，有足夠的安靜、空間與行進步調，能讓她

演出服裝。設計中使用植物染與七巧板式的大塊剪裁，岩石般大地色系配合上劇中與土地、人民相關的

們在其中逐漸浸潤、舒展自己，在恰恰好的時間與溫度中，顯現出屬於

情節，讓人看見她們的創作潛力與用心。

她們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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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Milk Fish專欄

牛奶魚小姐的身體旅程紀事之八―

手作臺南
用手呈現對一個人的了解

手作臺南

最近天冷，剛好可以穿幾年前在倫敦旅行時，逛手工市集買的毛料設計外套。我記得那個年輕女生，

很有趣的，近幾年，手工成為一種流行風潮，各種手工的製作，如布娃娃、

高興地跟我解釋她設計的想法，以及怎麼做出這件外套的過程，還加上一句說：「最重要的，是全世界

包包、皮革、羊毛氈、串珠、肥皂、玻璃、金屬工藝等等，都可以在書店看

找不到另一件同樣的喔！」在這樣快速變動的年代裡，訴求「純手工」和「獨一無二」，而且穿起來長

到許多和自己動手做相關的書籍，各種社區學習也少不了這些課程。我在想，

度大小剛剛好，我就這樣掏出錢，心甘情願地買下這女孩的設計品。

也許是在這樣好像什麼都可以大量快速複製、什麼物品都可以買得到的年代
裡，手工，顯現了獨特，也就是能夠以自己的方式，呈現自己想法。

想起小時候，自己也有幾件量身訂製的衣服，大多是

在臺南有許多歷史悠久的手作店家，像手工木屐、亞鉛製品、手製線香等

為了重要場合所準備的，比如：當花童、參加宴會、過

等，當然不能少的，還有一些需要特定繁複製作過程的美味手工小吃。有些

年穿新衣。阿嬤或媽媽會帶著我走進沙卡里巴市場裡的

手工產業，原本可能被視為緩慢或不再被市場所需要，甚至成為夕陽生意，

裁縫店，我很愛這樣的旅程，從西門路彎進沙卡里巴，

就要走向結束一途；而近幾年，卻就在這樣的手作風和復古懷舊風潮中，再

左邊右邊都是多樣多色、一捆捆排排站立的布料，對一

度興起。手工產業裡面，傳遞著對事物的了解和專注，不是電腦或機器能完

個孩子來說，就像進入了彩色迷宮裡。阿嬤帶我從這個

全取代的。

通道穿入，媽媽帶我從另一個門口進去，然後又都是從
不同的出口出來。而裁縫師幫我量身的同時，我聽著和

而要能夠持續傳遞下去，我想，不僅只是依靠單純的記憶力量或懷舊心情，

看著婆婆媽媽們和裁縫師天南地北的閒聊，討論適合或

更必須加入新的想法和創意。有些手工產業的第二或三代開始加入自己的想

流行的樣式。我常愛打開阿嬤及媽媽的衣櫃，看看裁縫

法。臺南文創中心(原愛國婦人館)的「五十禮」展覽，邀請國內外的設計師，

師到底做出什麼樣的衣服，有時把覺得有趣好奇的衣服

將眼中觀察到的臺南風情放入設計，結合臺南的手工產業，製成了各式生活

拿出來，放在自己身上比量一番。最特別的是阿嬤的衣

用品，嘗試在原有元素中，以新的觀點來表達，也注入了新的活力。

櫃裡頭，有各式各樣的設計洋裝，可能是受日本教育和
環境影響，阿嬤常是穿著洋裝，搭配日本人穿和服那樣
的包頭髮型，在當時，這樣是流行，也是文化的融合與

我想，不管時代再怎麼變動，人們所喜愛的，仍是那份被了解與被重視的
情意。手作風潮的興起，或許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吧。

交流，自然而然的從人們的生活中展現出來。
現今已很少民眾會去訂作衣服，大多從既定款式的成
相片裡的阿嬤和她的朋友們穿著大衣，看起來好像是走

衣中挑選尺寸和顏色。但在沙卡里巴市場，方圓咫尺內

日本風的可愛婆婆們。

仍有五家以上裁縫師製作或修改衣服的店家，透過他們

照片提供/喵兔一家

的手，丈量顧客的身體尺寸和體型，然後將這樣的數據
資料，透過布料立體和具象地呈現出來，成為客人穿著
的各樣衣物。這樣的衣物中所保存著的，是裁縫師對每
位顧客的了解和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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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Milk Fish 牛奶魚小姐
在臺南出生長大，常吃牛奶魚(虱目魚英文名，Milk Fish)，於是有了牛奶魚小姐這名字。專職是與孩子和大人做多樣藝術創作，喜愛
發現生活和旅行中的不同感覺，希望有機會可以到許多地方探索，並用肢體感受與城市對話。

Miss Milk Fish 專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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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總說：「魔鬼藏在細節之中。」這句話的意思更近於：美好動人的東西，就像魔鬼一樣能夠輕易擄
獲我們的神思；若沒有細心觀察與鑽研，就會錯過那些帶來顫慄的美感，以及潛藏在表面底下的深刻意涵。
現在有個從光電產業中誕生出來的文化藝術基金會，從「感光」出發，帶領我們重新省視文明、科技、
光影藝術與生活型態的交織互動，試圖藉由光影的想像與行動，創造一個詩意的生活空間。

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將以人文氛圍濃厚的臺南為基地，推出一
系列「感光城市計畫」的改造行動。2012年底他們選定了臺南「七寺
八廟」中的「風神廟」，進行一晚的光環境示範。計畫主持人周鍊為
享譽國際的照明設計大師，曾參與美國紐約自由女神像、馬來西亞雙
子星塔、北京頤和園等重要地標的照明規劃。他以「減法」為概念，

「少即是多」的生活美學實踐

關掉風神廟屋簷上方的眩光燈照，再配置幾盞臨時性的暖黃光源，瞬
間突顯出建築內部散發出來的莊嚴與沉厚。
周鍊特別強調，光線不只用來照亮物質世界，更要呈現內在的精神

文字/吳俞萱

世界。我們習慣城市夜晚的各種LED招牌，卻忽略了去追問這一團光
亮跟我們的內心需求有著什麼樣的關聯，也忽視了整個環境因為照明

「人，從生下來就被綁在洞穴裡，不見天日。他們面向黑暗，背後有一座矮

的大量加入反而削弱了文化意涵。周鍊說：「光的運用是為了符合人

牆，牆上有許多貓、狗、馬、人偶等各種東西。這些東西背後有一束火把，

性的需求，打光的方式，反應了我們對環境的態度。當人能重視光環

將這些東西的影子投射到這群人眼前。於是這群人終其一生所看到的東西，

境的營造，才能與這片土地和諧共處。」

都是真實物象的影子，而他們卻深深相信，這就是他們的真實人生。」
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所秉持「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美
―柏拉圖《理想國》第七卷

學創作理念，摒除一切繁雜的形式，轉而追尋生活的本質，並落實這
些符合人性的自然需求。城市環境裡必要的那一點光亮，就像現代主
義作曲家抒情的說法「一嘆息一世界」，意即這整個世界如果只有那
聲嘆息是特別的表現，那麼，光是那聲嘆息就足以代表整個世界。唯

聖經創世紀1：3「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光，即是世界初始的創造。而西方思想史上第一個
將唯心論哲學體系化的智者柏拉圖卻說，我們一生都只能看見事物的投影，因為我們背向光，臉朝著黑暗

有在環境中創造出能夠映射豐富世界的一聲嘆息、一點光亮，也才能
夠創造出我們的理想烏托邦。

的洞穴。光線不過是將萬物生生滅滅的影子鋪展在我們眼前。於是，我們把握到的真實，僅僅是真實世界
的幻影。
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

後代哲學家繼續考究、詮釋柏拉圖的洞穴隱喻，認為那是對人類的存在處境提出疑問：我們如何「

結合並攪動不同領域與專業，以「對光的美感內化成為文化的一部分」作為基礎，建構光影與文化藝術的平臺。

看見」？如果是「光」使我們看見，那麼，我們看見了什麼？我們看見的是真實嗎？我們能夠超越感官所

網站http://www.coretronicart.org.tw/

展示的世界，而去追尋更高層次的精神世界嗎？究竟，何處是理想的烏托邦？

Facebook 搜尋：光。影。人文。生活。基金會

當我們的照明科技日新月異，我們對光的省思就越發貧弱。我們仰賴照明來看見一切，其實是為了取消
白日與黑夜的分際，令黑夜也一片光明，再沒有任何事物藏身在幽暗的死角之中。但是，我們驅逐黑暗與

延伸閱讀 / 《理想國》，柏拉圖著、謝善元譯，康德出版，2012.09.01

恐懼，卻沒有讓我們看見更多。因為真正的看見，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只要我們抱著「開燈就能看見
一切」的念頭，我們就無法真正看見事物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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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 A為包含二樓髮廊蔡老闆、潘俊元設計師與小吳在內，共4名股東出資。穿過一樓服飾店旁樓梯
間的小小走道，通過二樓的髮廊，就可以抵達坐落三樓的Room A。從樓梯的材質轉換，便能感受到經營
者的用心；也隨著拾級而上的腳步，微調自己的狀態進入這空間。Room A的空間主要區分為兩部分：前
面的吧臺與販賣書籍、老東西的小賣店形成人們可以自由交流、駐足欣賞的所在；後方寬廣明亮的圖書
館區塊，是人們可以安靜閱讀，盡情在文字中遨遊、徜佯書海的靜謐空間。
熱愛閱讀，並且開過二手書店的小吳說，這家店是從「圖書館」的概念構思而成的。延續 a Room的文
學性書籍分享，他仍想把紙本閱讀的樂趣帶入新的店裡，只是Room A主要的藏書為期刊與設計類書籍。
在這裡，他分享比較不常見、編排細緻的雜誌給讀者。有別於一般人喜歡在咖啡店裡與好友聊天、消耗
下午的習慣，老闆小吳鼓勵人們一個人前來。這裡以時間換取空間計價，非常適合獨自進來享受、沉澱
自己的單獨時光；當需要一個角落獨處時，這裡，會有一個適合的座位。除了閱讀，這裡也可以成為個
人工作或創作的地方，自助枱上準備了各式簡單的辦公與創作用品，擺脫咖啡廳的既定印象，開創出了
全新的面向。
為了在Room A創造出一個人來也能享受的空間，老闆小吳與工

臺南美事

作人員花費心血，在開店之初一一嘗試不同的空間陳設，桌椅的

被溫柔包覆的獨立時空―Room A

排列也都經過細心地安排，以不同大小形狀的桌面因應不同的工
作需求；散落各處的大小桌燈、立燈不只提供個人化的照明，更
是美感上的驚喜；沙發為閱讀或工作疲倦時打個小盹的栖身處；

文 字 /陳 怡 彤

攝影/洪詩雅

長桌上供應的簡單的茶與咖啡，外間吧臺裡貼心的員工能為你
料理簡單餐食……點點滴滴顯露出經營者的溫柔與貼心。

在臺南，很少愛書、愛電影、愛咖啡的人不知道 a Room，儘管它藏身在長榮路的小巷之

對於空間，老闆小吳有著非常明確的想法，他認為不管使用的

內，有著那麼一點口耳相傳、秘密基地的意味，但所有這些停車不易、地點隱秘等，開店之

是目前流行的老房子或是其他種類的空間，也不論是任何用途，

初老闆小吳曾考慮到的問題，都在營運至今五年內被它受歡迎的程度所消融。它的人文氣息

人只要在空間中，都應該要能夠適切、不勉強的在其中工作或生

透過老闆小吳一點一滴地耕耘，在老屋咖啡店日益增多的臺南市，昂然獨立。

活。在Room A，來自各地、過往生活的舊器物、小植栽、形態
殊異的桌燈與座椅共處一室，透過大片玻璃窗所帶進來的陽光

今年夏天，城市另一角，一個迥然不同的咖啡與圖書空間誕生了。白色小小招牌低調的寫

樹影，呈現出平衡和諧之美感，衝突與尷尬好像在這個空間裡被

著「Room A」，她，分明就是 a Room的同胞親妹妹！店的名字流露出小吳平時不輕易顯

神奇的磨圓柔和了。不管硬體或軟體，它已超越了我們對咖啡館

▌Room

露的冷調幽默，同時也讓熟悉 a Room的老朋友們有著期待與好奇。果然，延伸著前一家

的想像與期待。身處其間，也能感到自己融入，成為其中的一部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1段607號3樓

店書香、咖啡香的結合，在這嶄新的空間裡，小吳更為時間與空間作出令人驚艷的結合。

分。如同細細地介紹著Room A誕生的DM上所寫的：「像身邊

▌06-2209797

Room A位於熱鬧的西門路百貨公司商圈上，雖然位處舊城區，卻一點不顯吵雜，反而能從

一個溫柔包覆的小小容器。」

周邊充滿傳統家常煙火氣味的庶民食肆間，感覺到一種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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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被裝在這容器裡面，我感覺無比熨貼，就像是訂做的一樣。

臺南美事

A

美 印 臺 南 No.8 2013-January

175號道路，北從關子嶺開始，經過白河區的坪頂、
南寮；穿越東山區的檳榔宅、冷水坑，終止於橫路，全
長不過21公里。與曾文水庫隔著一座山，海拔約700公
尺，西眺嘉南平原，居高臨下，視野遼闊。但是這些介
紹都不如他另一個名字――「東山咖啡公路」。
東山區咖啡是在這幾年打響的特產，20多家的咖啡店
大多集中在175號公路中段的兩旁。但是對於不同的族
群，這裡還有許多值得探訪的地方。最北邊的關子嶺，
就是泡湯享樂的好地方。沿途有許多寺廟，從大仙寺、
碧雲寺、福安宮到仙公廟都是朝聖的好去處。以物產的
角度而言，從南寮的椪柑、東山的龍眼都是重要的農產
品。對於熱愛登山嗜走步道的朋友們，這裡有三尖山、
崁頭山、大小獅嶺以及小百岳大凍山；對於愛騎腳踏車
的朋友們，從174號道路接175號再轉到172道路，是
一趟讓自己融入在自然與人文對話的美好旅行。

南瀛公路

安安靜靜的道路―175公路
文字/何興中

攝影/洪詩雅

「生命過於短暫，不應浪費在速度上。對我而言步行最大的意義是你增
加了遇到人、遇到各種生物的機會，而能從容地等待一隻西藏綠蛺蝶停
下來。那些印象可以一再複習，就彷彿是時間的延展、拉長。」
―吳明益《走路：給我一條千里步道》〈步行，以及巨大的時間回聲〉

還有另一種方式可以到達175號公路，就是從東山區的東原或是青山，沿著鄉間的道路蜿蜒地
向東爬升。當進到東原或是青山時，就能感受到鄉間的靜謐，不甚寬的馬路，進入村莊裡就不
禁緩下腳步，感受村民們緩慢悠閒的生活步調，生活簡單而依四季作息。離開村莊後道路兩側
都是果園，只有幾戶農家錯落其中，走在這樣的道路上迎風而來的都是花果香味，一個轉彎就
能看到不同的景致，反而覺得新奇有趣。在不同季節到東山區多走幾趟，就會發現這裡的物產
包括了龍眼、柑橘、柳丁及洋香瓜，不時能看到一些破布子。當在水果盛產時，家家戶戶就會
忙著採收、清洗，將水果裝箱出貨，此時山林裡滿佈水果香甜氣味，格外教人流連忘返。而龍
眼花開時就是蜜蜂最好的蜜源，這一區滿山遍野多是龍眼樹園，致使此區養蜂產業興盛且品質
優良。而龍眼季節即將結束時，村民們便準備木材，以土灶來烘焙龍眼乾，薰香中含有一絲蜜
甜味，東山的龍眼乾永遠都是饕家們的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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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咖啡公路11.5公里處有家「大鋤花間」咖啡店，主人郭雅聰先生說起他跟這塊土地結緣之由，他淡淡
地說：「人跟土地要有一定的緣份。」郭先生從前在屏東讀高中，為了靜下心來考大學所以找到東山孚佑
宮(仙公廟)，在廟裡住宿一年後考上北部的大學。畢業後在臺北圖書業工作，自己也經營出版社。但為了更
好的生活品質，於是帶著妻小舉家南遷，自然又回到當時讓他靜心之處，於是在仙公廟後方開始過著山居
生活。其間他曾務農、也豢養過山豬。至於怎麼跟咖啡結緣的？當初只是為了不讓登山旅客直接窺視他的
家，所以將咖啡樹圍成樹籬，就這樣開始認識了咖啡。後來某些因素促使他離開了原來的地方，幾番輾轉
覓得現在這塊土地。從搭建吧檯以及看臺開始，費了五個多月後，當朋友們在看臺上遠眺嘉南平原的美景
時，才領略到這個地方有多麼獨特。想想看，手中握著一杯溫熱咖啡，在眼前攤開來的就是廣袤無邊的嘉
南平原，享受著清風拂面，這是何等的享受。

「不一定要大，好才是關鍵。」這是郭雅聰從早年的出版業所
領悟到的經驗，到後來豢養山豬時的心得，所以他堅持凡事不僅要做
到好，更要追求更好。「做到最好，讓它變成無可取代。」這樣的精
神在「大鋤花間」隨時可見，堅持與合作農民在無汙染、自然共生的
環境中，種植有機咖啡，而且曬乾咖啡、烘焙成豆絕不假手他人。郭
雅聰自承：大自然與朋友是他最大的資產。他在這塊土地上只不過想
圓一個年少時代的夢，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們陪著他一起完成這個
夢想。所以他在構思整個「大鋤花間」時，都是以朋友的需求為考量，
朋友們可以在這裡舉辦藝文展覽、講座課程、自然生態、夜間觀察等
活動；後來郭先生想到能夠在這兒享受美景與咖啡時，若有一本好書
相伴，將是多麼幸福的事情。於是他就著手搭蓋一間圖書室，將家裡
的書搬過來，讓想看書的朋友可以隨手取得書籍。
175號道路迷人之處在於四時的變化，印象最深刻的是夏日接近黃
昏時遠眺嘉南平原，落日慢慢挪近海面，平原上埤塘的水面反射金黃
色的陽光，眼前全是閃爍不定的光芒，直到落日西沉，遠邊天色從深
藍色慢慢滲成鬱黑。而郭雅聰先生也說175號道路給他的感覺就是驚
喜與安靜，冬天時空氣中常常飽含水氣，走到外頭時能看到西部平原
上雲海鋪呈，而附近的山頭頓時就變成海中的孤島。到了晚上沒有車
輛駛過，整條道路整座山林就變得好安靜，白天喧鬧的生活後接著有
個寧謐的夜晚，此時可以靜靜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大鋤花間
▌臺南市東山區高原里高原109之17號

從早先並無太多人知道這條通往臺南後花園的道路，一直成為水果

▌0952-001821

的故鄉，到如今成為咖啡公路，這樣的變化提供一個非常好的省思。

； 0939-723117

▌coffeedachu@gmail.com

要走向精緻農業，不僅在品種上的改良，更要思考人與土地的關係，
希望能種植出什麼樣的作物，所以必須先思考如何看待這塊土地。從
農業走向休閒產業時也是相同的道理，不僅只是陳列一些農產作物以
及休閒用品，更要思考人與空間的關係，體會人在這空間中的感受。
照片提供/大鋤花間

這樣的反省更能知道在這樣的空間中如何去安置自己的心靈，不僅是
對自己，也是對未來的每一個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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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走路：給我一條千里步道》，吳明益等著，左岸出版，2007.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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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居臺南的三代家族故事――

常民美食的心靈盛宴
文字/吳俞萱

林進丁的兒子在大陸工作，三個女兒分別從事背包客棧的經營、非營利組織的募款、南區國際光點的
「即使最高的山

接案工作。他不希望兒女繼承辦桌事業，他只說：太辛苦了。他的孫子是高一的漢霖，孫女是國二的潔儀，

也不比最深的山谷

他們最喜歡阿公做的紅蟳米糕和手工八寶丸。問他們有沒有去幫阿公辦桌，孫子們回答：「現場都是大鍋

更靠近天空。

爐，湯湯水水的，阿公不要我們過去，怕我們危險。」

任何地方都不比另一個地方擁有
更多的天空。」
―辛波絲卡《辛波絲卡詩選集》〈天空〉

世居臺南的三代，在哪裡埋藏了他們的共同回憶呢？小女兒慧娟說：「我們家巷口轉角的紅茶店，我每
天都要喝，從三歲開始，到現在四十歲了。我爸早期辦桌，也會叫他們的甜點。」二女兒慧貞說：「這幾
年臺南改變很多，許多店家經營的角度改變了，更強調自己的招牌，一種口味的特色或是老闆的獨特個性，
這是以前比較不會看到的。我們家巷口這家紅茶店，幾乎就連招牌都沒有，都是老顧客才來的。」
訪談最後，請女兒們談談林進丁是個什麼樣的父親。二女兒慧貞說：「我記得以前我們家對面搬來一對

臺灣的辦桌文化結合了生命禮俗，是一種源自民間最具臺灣特色的飲食文化。俗諺說：「十日前，八日

原住民夫妻，他們沒什麼錢。他太太懷孕的時候，我爸就燉雞拿去給她補身體。」小女兒慧娟則說：「

後」，指的是辦桌前的準備功夫與事後的收拾工作，都在跟時間賽跑，繁忙瑣碎又耗時耗力。而一場完美

我父親不吃牛肉，但有一陣子我胃出血，他就買了二十斤牛肉回來，每天煮給我吃。他或許不是完美的父

的辦桌筵席，不可或缺的靈魂人物就是「總舖師」，他要親自上市場挑選食材，還要現場即時料理，精心

親，卻一直讓我感受到全心的愛與照護。」

擺盤裝碟，兼顧每一道菜餚的視覺與味覺之美，並決定出菜順序。除此之外，他還要精準地掌握辦桌行程，
調度現場工作人員什麼時刻要備守在什麼位置上，安排十二道料理應該先出哪一道後送哪一盤……，這些全

那鍋燉雞與那日日燉煮的牛肉，就是常民美食的心靈盛宴，並非什麼特別的山珍海味，卻流露出濃濃的

都在「總舖師」的心中盤算著。他就像辦桌現場的舞臺監督，必須懂得臨機應變，掌控每一個幕後工作人

情意與關懷。林進丁一家三代的故事，體現出普遍的臺灣家庭表達情感的方式――不輕易把愛說出口，只

員的進度與位置，確保演員能有最好的演出：端菜上桌，服務賓客。

透過無聲的行動，默默傳遞溫情與親密，就像辛波絲卡的詩句：「任何地方都不比另一個地方擁有更多的
天空。」只要用心，一點點行動都會展現出最深刻的力量。

臺南的老牌辦桌師傅「馬路丁」――林進丁先生，大半輩子都在做料理。在進入辦桌行業之前在臺南市
不同餐廳待過，臺式、日式的都有；後來進入辦桌的行業，專職古早味的辦桌料理。「馬路」（maru）在
日文是「圓」的意思，一方面，辦桌筵席都在一張張「圓桌」上；另一方面這些「圓桌」又鋪排在「馬路」
上；再來，辦桌都是親朋好友「團圓」的時刻，所以取名為「馬路丁」，具有多重的象徵意涵。
林進丁對於辦桌工作的感想，一句「做習慣了」就沒再多說。他擅長在幕後動手，卻不習慣在幕前動口。
早年他在餐廳當學徒，當時的師傅都不會開口教導底下的學徒如何做料理，當學徒的就要一邊從旁協助，

▌府城馬路丁總舖師拿手菜

一邊默默觀察師傅如何調味、如何烹飪。直到林進丁自己當了師傅，開始展現手藝，也開始帶領學徒

▌06-2519069

進門，卻發現大多數人都無法咬牙苦學，只學了些皮毛就急著自立門戶。

▌tainan.maruding@gmail.com

經驗的累積，需要時間，也需要勤奮的學習。林進丁的沉默，說明了他吃苦耐勞的個性，以及不喜鋪張
的內斂性格。他的女兒說：「從小吃著爸爸辦桌包回來的『菜尾』，我們擔心爸爸的老牌辦桌風味流失，
就開始發展冷凍包裝食品，跟外地朋友分享我們專有的幸福滋味。因為老爸曾經隨口說出『府城呷懷念，
幸福古早味』這句話，我想這不只是我們的心聲，也是老爸這個總舖師要傳達給大家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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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辛波絲卡詩選集》，辛波絲卡，寶瓶文化事業出版，2011.04.07。
辛波絲卡，波蘭詩人，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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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風起，多脂腴嫩的土魠魚來了
當十一月的北風一起，許多人知道烏魚要來了，老饕們盼著烏魚全餐的

臺南人非常講究最佳烹調方法，唯一的作法是「香煎」：微油薄鹽，基本上都不需再敷鹽，因為店家都已經

美食。當然，老饕和許多臺南媽媽們知道「全世界最好吃的」土魠魚也要

處理好了。首先要「徹底」解凍，選用平底鍋，以文火上蓋即可，一陣子後翻面再煎，當熟透後，起鍋入盤。

來了，因為澎湖海域即將「大捕獲」這種屬於鰆魚的大型魚。土魠魚，臺

接著重新整理鍋面，擦拭多餘的油脂；之後火力加大，待鍋面炙熱後再把魚片放入；這次是要高溫處理魚肉表

南人絕對不陌生，但是為什麼是澎湖？什麼時候臺南人鍾情狂啖土魠魚？

面，讓其外表酥脆、微焦，散發濃郁的魚香。起鍋，此時土魠魚呈現「外酥內嫩」。趁熱，搭配白飯食用，即

既然有季節性，那麼街頭上整年都有的土魠魚羹，又是怎麼回事？

是人間美味。千萬不要額外加上白胡椒粉或是擠上檸檬汁，原味最佳，除非魚肉不是那麼新鮮。當然，如果不
夠新鮮也建議可醃漬味噌，蓋掉腥味。

話說，清明節前後是土魠魚的產卵時期，跟許多動物一樣，土魠魚在生
產前會儲備所需的油脂能量。土魠魚在北風起時，會迴游至有著豐富魚場
的澎湖海域進補，準備過冬；所以，北風裡在澎湖海域捕獲的土魠魚體型
會是近乎豐滿的橢圓形，當然這個時候的土魠魚是最多脂、腴嫩。相較在
遠洋捕獲的，兩者外觀相去甚遠，可一目了然。至於在臺灣沿海捕獲的
土魠魚，因海水中食物不及澎湖海域多，所以也沒有澎湖海域的土魠魚肥
美。因此，美味肥厚的澎湖土魠魚價錢肯定不便宜，這也就是為什麼坊間
的土魠魚羹和土魠魚鹹粥店家，他們「只能」選用遠洋捕撈的魚隻，而它

如果你以為臺南人就這樣香煎魚切片過過日子，那是小看了美食實力。
北風裡，有些人家是整隻整隻採買，我岳母就是這樣做，然後再幾片幾片
瓜分給出嫁在外地的女兒，當是親情的連結，也當是撫慰她們的美食鄉愁。
過去住臺北，當晚餐有土魠魚煎片時，可是家中老小振奮的大事。然而，
今天移居臺南，多聽說誰誰誰買了三隻、四隻……；為了收納這些，他們家
都有急速冷凍到零下50度的超級大冰櫃，這種傳說，對我這種臺北俗，總
是感覺得誇張，但是大氣！而這種美食氣魄也只有臺南人才深刻理解。

們多來自於阿根廷外海。
今年冬天，我在水仙宮市場魚販間穿梭，拍照、採訪，也天人交戰，要

一般土魠魚的捕獲方法分為三種：一支釣、延繩釣（俗稱：放滾）、流刺網（俗稱：浮網）。其中以「
一支釣」的漁獲品質遠遠勝於其它二法，不論鮮度、外觀、價格都是如此。因為一支釣是魚隻一上鉤，就
馬上放血處理，立刻冷凍；而流刺網的土魠魚通常會因為船家太晚去收網而稍稍失去其鮮度，另一點是在
魚頭或魚身上會有一圈被網子套住的傷痕，因此賣相會差了一點。澎湖海域多是堅持提供一支釣捕獲的現
流土魠魚給消費者。至於消費者最大宗則是臺南人，因為他們最懂得其中絕佳的滋味。

不要買一隻？終於，我也狠狠下手，指著抬面一隻豐碩圓滿的大土魠魚：
「這隻，幫我處理起來！」我的冰箱不夠大，但是魚老闆說，許多人都把
魚切片寄放在他們的冰櫃裡，隨時可以來取回，太溫馨了。另外，我也學
得魚頭加蒜苗煮湯，就是最佳料理法，而且店家都已體貼地小切塊處理，
再真空分包。嗯，我已經想像到餐桌上，家人歡呼的模樣了。

關於臺南人最早吃土魠魚的傳說，明鄭時期即有記錄。當明鄭時期結束後，施琅在臺南住了幾年，他
乃是當時的水師最高指揮官：水師提督。此時，有漁民進貢剛捕獲的肥美魚隻給他，得到甚佳的讚美，

王浩一

所以漁民也稱之此魚為「提督魚」，沒想到久而久之，稱呼音偏了，讀成了「土魠魚」，之後用文字記錄

學的是數學，喜歡的是建築，醉心的是歷史，曾經從事國際貿易，現為工業設計人與品牌管理人、知名文史工作者。

下來，這個名稱就沿用至今。

近年，任職臺南。工作之餘，熱愛背著相機穿梭舊城的大街小巷，紀錄各種人文歷史與生活典故，人稱「府城一哥」。著作多本臺南
文化相關論述，也是誠品書店嘉南區的專欄作家、《美印臺南》刊物專欄作家。曾任臺南市政府珍貴老樹保護委員、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諮詢委員。

世界上許多偉大的歷史城市，都會有個偉大的魚市場：紐約的新富頓魚市場、東京的築地市場、倫敦的
比靈斯門市場、上海的銅川水產市場……，至於臺南，則是水仙宮市場。要如何得知哪裡的漁獲最新鮮？你
只要詢問城市裡的法國餐廳、日本料理店，他們的海鮮漁獲在哪裡採買的？它們的答案就是我所說的「水
仙宮市場」。除了歷史久遠之外，它卓然不凡的地位是這樣確認的。北風起，最新鮮的豐美土魠魚開始出
現在這兒，當你正在魚販攤位選購觀賞之際，店家總是會驕傲地說他們家的魚是「釣上來的」，其實「這

著作列表：
《臺南舊城魅力之旅》全三冊―臺南市文化局
《慢食府城》―心靈工坊，2007年6月出版，榮獲時報開卷2007年度好書美好生活獎。
《在廟口說書》―心靈工坊，2008年12月出版，榮獲金鼎獎2009「最佳藝術生活類圖書獎」提名。
《黑瓦與老樹》，心靈工坊，2010年8月出版。
《漫遊府城：舊城老街裡的新靈魂》，心靈工坊，2012年11月出版。
《人生的十堂英雄課》―漫遊者，2011年9月出版。

種才好吃」，臺南人是懂得的，也講究的。

《英雄的十則潛智慧》―漫遊者，2012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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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活 動 訊 息
美印
分享

2013年的美印臺南，走出紙本，多了一些新的交流平臺更緊密的與讀者們分享
年的美印臺南，走出紙本，多了一些新的交流平臺更緊密的與讀者們分享臺南美事。

2013 臺南真有春
行春系列活動

配合每期出刊主題，我們將舉辦相關名人講座分享。
名人講座分享。

一月號 美印講座

1/26 (六) 「安靜公路
「安靜公路-175號」15:00-16:00
■

地點：臺南文創中心
臺南文創中心(原愛國婦人館)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195、197號

■

主講：何興中(資深臺南玩家、南一中物理教師
資深臺南玩家、南一中物理教師)

2013 月津港燈節-「夢中的城市‧臺南」
以「夢中的城市‧臺南」為策展主題，設置「月光漣漪」、「鏡花水月」、「月河」、「
南城載月」、「月相河津」、「Memories of a traveller」、「時光之門」、「南城之
夢」、「雲散月明」及「月夜神偷」等10座主燈區，以及月津港興隆橋、曲橋、水月橋

陳德安 (《美印臺南》主編)

及信義路自行車橋4座橋樑光環境。周邊光環境活動熱鬧豐富，規模更勝以往！

■

日期：2013.2.5(二) - 2013.2.24(日)

府城新春活動―過大年，走大廟，行大運

■

時間：17：30-23：30

同遊臺南古城，在巷弄間穿梭新慶；在百年廟宇

■

地點：臺南鹽水月津港(臺南市鹽水區武廟路87號)

祈求好運，歡迎闔家共享府城繁盛的佳日年節!

■

洽詢電話：06-6320501

由臺南城市作家王浩一親自規劃路線
■

行春日期：大年初四到初六 2.13(三)-2.15(五)

■

活動場次：9:00-12:00 /14:00-17:00，共6場可選擇。

2013 鹽水蜂炮 -「天官賜福好運來」

■

行春路線：臺南舊城區

以「天官賜福好運來」為主題，打造寬6尺、高22尺的天官大帝主炮城，

(小南天土地公廟，北極殿，天公廟，陳德聚堂)
■

活動費用：NT$500元/
元 人(含解說導覽、茶點、保險費用)
元/

活動訊息請洽俠客行文創

期盼透過蜂炮的施放與各種高空煙火、瀑布、字幕煙火施放，讓元宵活動
帶進最高潮！
■

日期：2013.2.24(日)

■

地點：臺南鹽水國中 (臺南市鹽水區三福路63號)

■

洽詢電話：06-6521264

電話 06-6-2210383
電郵 chivalry2013@gmail.com
F B http://www.facebook.com/Chivalry2013

果陀劇場《動物園》分享講座

《島嶼誌》-許旆誠個展

2013 巨光奇影-3D魔幻聲光秀

人生的路途由一座島轉換到另一座島

■

活動時間：2/22(五) 20:00-21:00

繼2012法國Groupe F火劇團帶給數萬市民朋友的精采感動後，2013春節，

上，就像未落終點站的旅人，連自己

■

活動地點：誠品臺南店B1書區舞臺

市府廣場將再現奇蹟。震撼創意的3D影音投影，將徹底展現大臺南自然、人

(臺南市長榮路一段181號B1)

都無法預期在旅途中會有什麼際遇，
就如許旆誠掌握了生命的細節，用一
個說故事的人為出發，在畫面裡堆疊
了寓言的隱藏。
■

展覽時間：1/6(日)-2/3(日)

■

展覽地點：臺南索卡藝術中心

主辦單位：果陀劇場、誠品書店

今年打造3D影音投影的團隊藝由被歐洲藝術節聯盟推舉為世界最佳策展人之一

■

主講：梁志民(果陀劇場藝術總監暨本劇導演)

的術總監陳琪，與西班牙視覺動畫設計大師法蘭克‧阿雷屋（2012年11月剛荣

顧寶明(劇場界國寶級演員)

獲西班牙政府頒發國家文化獎(視覺藝術類)的殊榮）、台灣影舞集藝術總監陳

姚坤君(劇場優質實力女主角)

瑤一同攜手，發揮超高創意優異製作，呈獻最有意思的新年禮物。

(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446號2樓)
■
■

文、知性、趣味的無窮魅力！

■

■

日期：2013.2.12(二) - 2013.2.14(四)

■

時間：19：00、20：30 兩場次

■

地點：臺南永華市政中心市府廣場(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

開放時間：周一至周日10:00-19:00
洽詢電話：06-2973957

果陀劇場25周年│歷久彌新創團大作《動物園》
《動物園》講述都市人的荒誕與冷漠，由國寶級演員金士傑、顧寶明和實力派
女主角姚坤君主演，整齣戲以詼諧對白暗喻人和人之間的孤獨疏離感，導演梁志
民對這齣劇作的形容是：「就像是一杯烈酒，辣到喉嚨最深處！無法自拔！」
■

演出時間：3/02(六) 19:30

■

演出地點 ：臺南市立臺南文化中心演藝廳(臺南市中華東路3段3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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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洽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網站 http://culture.tainan.gov.tw/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
承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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