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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北投

　　如今的北投，國際上以溫泉鄉形容並畫上等號，代

表的正是北投文化資產維護的落實。到北投一覽，不僅

可以享受北投溫泉的心靈之旅，更可以到鄰近北投公園

內的北投溫泉博物館，去窺視北投溫泉發展的風貌、凱

達格蘭文物館去了解早期北投先民生活的方式，最後別

忘了全台第一座綠建築的森林圖書館，台北市立圖書

館-北投分館，盡情的享受北投歷史文化的豐富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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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歷史與特色介紹

珍貴溫泉資源

山水環繞，古意與現代融合

　　日據時代開始，北投地區即是臺灣北

部著名的溫泉遊憩區，具珍貴的溫泉資源、

古老建築和豐富人文歷史。除此之外，連

結週邊的關渡自然生態，陽明山的花季，

以及本區具有優勢的大型教學醫療院所，

北投是一個有山有水，既有古意又有現代

風貌的區域。

豐富自然景觀

台灣北部最富盛名的溫泉風景區

　　北投地區偏處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

火山群西南角，區內主要火山約有二十座。

北投溫泉區由大屯山、七星山、紗帽山三

多元歷史人文

北投融合著多族的文化

　　北投早期是平埔族和漢族交界處，融

合著多族的文化，加上清朝時期開採硫磺

礦物，也使得北投是台北盆地早期形成的

聚落。日據時期，開始發展溫泉休養，之

後成為觀光區，風化區。故在此區存在許

多不同時期的歷史古蹟和文物，例如日本

風格的普濟寺、日式旅館、閩南式的老街、

平埔族的地名等，十分值得透過導覽說明，

慢慢回味歷史。

國際賞鳥生態

關渡平原上騎單車追逐夕陽

　　位於北投西邊鄰著基隆河和淡水河交

會的關渡，匯聚著河水和潮水所帶來的營

養物質。東北邊矗立著大屯山系群，西邊

是林口台地和觀音山，屏擋著寒冷的東北

季風。由於這種種優越的先天條件，使得

關渡成為自然資源相當豐富的地方。自古

以來，關渡平原是重要的候鳥休息站或渡

冬地。這片自然環境保留多樣生態，除了

鳥類，還有豐富的植物和溼地生物，以及

台北市政府沿著河岸完成的腳踏車專用

道，非常適合在關渡平原上騎單車追逐夕

陽。現在，關渡已經成了親近自然生態的

代名詞。

悠久溫泉產業

新式休閒活動與傳統溫泉

日據時期，1896 年平田源吾創建台灣第一

家溫泉旅館開始，早期主要經營對像為在

台日人與少數權貴台人，而當地平埔族與

台籍農民，在天然溪流間泡浴，是台灣最

早的露天浴池。二次世界大戰台以前，台

灣人經營溫泉旅館，旅館內的表演活動是

符合台灣人口味的台語歌謠和南管歌曲。

戰後的北投，一度變成合法的風化區，成

了美軍和日本觀光客的溫柔鄉。隨著溫柔

鄉沒落，90 年代，強調專業經營的溫泉主

題飯店重新改造開幕，加上政府觀光資源

投入，新型態的溫泉旅館陸續成立，開始

為北投地區溫泉旅館注入新血，新式休閒

活動與傳統溫泉泡做結合，為北投溫泉牽

引出一條清新路線，也掀起了一股溫泉熱。

座山所環繞，另一面則隔著寬闊的平原眺

望淡水河，風景絕佳，也是台灣北部最富

盛名的溫泉風景區。目前大屯山活動雖已

停止，但噴氣孔與溫泉等後火山活動景觀，

仍具有許多的地質特色與觀光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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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北投
           contents

特色運輸

捷運新北投溫泉列車

　　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為吸引民眾前

往北投溫泉區，委託台北捷運公司規劃捷

運北投站、新北投站入口意象及新北投支

線列車內外觀，在捷運系織內塑造溫泉情

境氛圍，呈現北投地區自然、人文風情。

捷運新北投支線主要連結北投站與新北投

站，是民眾前往北投溫泉地區的主要便捷

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台北捷運公司指出，精心規劃設的北

投站第四月台、新北投站大廳層以大型地

面彩繪地磚及立體裝置藝術，分別呈現「逃

離都市塵囂煩擾，前往新北投體驗自然、

歷史人文以及泡湯美食」及「溫泉之源」意象。

　　台北捷運公司表示，全新改造的新北

投支線溫泉彩繪列車，三節車廂分別以「我

與地熱谷」、「泡湯與美食」、「回到從前」

主題，設計車體彩繪圖騰、車廂內的陳設

擺飾，並透過立體影音設備，為乖客介紹

北投的自然生態、吃喝玩樂、人文與歷史，

讓您在抵達目的地前即可認識或重溫新北

投的美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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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旅遊景點

新北投車站
　　新北投車站為北淡線僅存的百年車

站，搬離原址後再回歸熟悉地，如今在七

星公園與大家見面唷！日治時代為發展新

北投地區溫泉觀光產業，興建新北投支線

在 1916 年啟用，名為「新北投承降所」，

後改名為「新北投驛」，「新北投」地名

也由此而來。

　　因台鐵北淡線要改捷運而癈線，列車

在 1988 停駛，並將走入歷史的車站站體

拆解到彰化台灣民俗村。在彰化做客將近

三十年，在 2014 終於回娘家囉～新家座落

在七星公園（捷運新北投站旁）。

　　從捷運新北投站出站後，便可看到佇

立在右手邊的新北投車站，金黃木頭的日

式建築，頂著黑色的瓦片，在陽光的照射

下，顯得更加耀眼。裏頭時不時還會舉辦

文藝展覽、社區活動，讓民眾都能透過這

樣的交流空間，更加深度地認識北投歷史

與文化。

　　曾被反應～木料太新嗅不出車站的味

道、像車站的涼亭沒有舊車站的樣貎等等。

歷經風霜有些木造已損壞，只能用新木料，

已儘量使用原構建修復，盡量保留原汁原

味。整棟木造建物有淡淡的檜木香氣，老

虎窗、銅瓦屋頂及簷架下雕花，是車站的特色。

　　看向屋頂，有一個老虎窗距離比較遠，

這是有原因的喔！且這四個老虎窗也是建

築特色之一。當時車站遊客量增加，將車

站建築依原樣式擴充 1/3 的空間，不等距

離的窗戶就是當時擴充範圍。等距與不等

距的窗戶讓我們多了幻想空間，當時遊客

量在這裡進出為這一帶增添了許多觀光財。

當年的老虎窗毁壞不堪使用，目前成為展示品

由屋頂上可看到四個不等距的老虎窗

北投圖書館

輕旅遊景點

　　北投圖書館是台灣第一個「綠建築」圖

書館，主體建築使用可回收的建材，更有雨

水回收系統，提供廁所等地方的用水，電力

方面使用太陽能發電，在在都顯出對減少環

境破壞的用心，位在北投公園內綠樹成蔭，

讓人彷彿置身在森林之中，2007 年的台灣建

築獎中更勇奪首獎，讓北投圖書館不只是一

座圖書館，更是台灣建築環保的先驅。

　　北投圖書館採三層樓的設計，地下一

層、地上二層，坐落在林木茂密、生態環境

豐富的北投公園內，旁邊是北投溫泉博物

館，當初的設計是由美國奧勒岡州專家及臺

灣九典建築師事務所規劃，並在 94 年 2 月

份榮獲內政部綠建築九大指標候選證書，包

括「生物多樣性」、「綠化」、「基地保水」、

「水資源」、「日常節能」、「二氧化碳減

量」、「室內環境」、「廢棄物減量」、「汙

水垃圾改善」，而這些皆充分運用在這座融入

北投溫泉自然景觀的建築中。

　　圖書館採大片落地窗，讓光線可以照入

室內，可讓室內的人可以看到外面自然的景

色，三個樓層的陽台皆規劃戶外閱讀區，拿

本書坐在室外閱讀，體驗陽光、空氣及書籍

結合的氛圍。圖書館採大片落地窗，讓光

線可以照入室內，可讓室內的人可以看到

外面自然的景色，三個樓層的陽台皆規劃

戶外閱讀區，拿本書坐在室外閱讀，體驗陽

光、空氣及書籍結合的氛圍。

　　圖書館一樓設服務台、期刊報紙區、

電腦查詢區；二樓為圖書區、討論室、會

議室；地下一樓則為兒童室、視聽室及說

故事區。

　　北投圖書館的書架高度皆在 110 公分

以下，書架高度被降低空間看起來更寬敞，

看起書來也更沒壓迫感。

 

　　館內閱讀的年齡層分布很廣，有學生

在準備考試，有爸媽帶著小孩來這閱讀，

不過有更多是像我這種來這參觀的人，記

住千萬要輕聲細語，別吵到在這看書的人，

三層樓皆有設置戶外閱讀空間，天氣好時

拿本書到戶外也是不錯的選擇。

整個圖書館內，登光採黃光，看起來很有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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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旅遊景點

北投溫泉博物館
　　北投溫泉浴場建於 1913 年 6月 17 日，

由當時的台北州廳仿日本靜岡縣伊豆山溫

泉浴場所興建，佔地約 700 坪，是兩層樓

仿英式磚造建築，為當時最大的公共溫泉

浴場。一樓為磚造浴池，二樓為木造休息

區，並設有餐廳、娛樂室等，1945 年，國

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此浴場曾一度成為

民眾服務社及游泳池，之後不再使用，任

其荒廢，1995 年，北投國小的一群師生發

現這棟建築具有保留意義與相當的歷史價

值，與當地居民開始組成推動小組，積極

地向台北市政府申請，保留這個公共溫泉

浴場為重要古蹟。

　　在春暖花開的日子到北投走走，在陽

明山邊的北投，在這個季節開了櫻花，杜

鵑等等，真是春意盎然，我整個心情也好

了起來，剛剛才參觀完北投圖書館，體驗

了最新的綠建築，現在要參觀日本時代的

仿英磚造舊建築，時空交會的畫面閃過我

眼前，不過溫泉博物館後正在大興土木的

吵雜聲又把我拉回了現實，還是帶大家跟

著我的鏡頭參觀一下溫泉博物館吧。

　　進入博物館內，跟所有日據時代遺留

的建築一樣，入門就要先脫下鞋子，換上

拖鞋，讓雙腳去記憶久遠的歷史。換好拖

鞋後，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日式擺設，祝

賀大家新年快樂。先帶大家參觀一樓，有

間很大的日本和室，四周掛滿了日式的擺

飾，這和室的作用室給當年在這洗完溫泉

的人，吹風用的。和式與外面走廊是相連

接的，可以直接看到北投圖書館．

　　一樓的另一側，是歷史展示區，介紹

著北投的歷史發展。一樓屋內有一顆假的

櫻花樹，顏色很美還掛滿了滿滿的祝福，

讓人有來到北國的感覺。一樓還有一間電

影播放室，裡面正播放著舊電影，如果時

間足夠，你可以停下腳步看個一場。在一

樓的走廊角落，放著一本歷史書籍，記錄

著北投的歷史，有發現這角落的可以翻越

看看。逛完一樓後，順著木階梯往下走，

樓下的可看性更高，有羅馬式的澡堂，彩

繪雕飾玻璃等歷史建物。

　　順著導覽走，可以看到一間舊的溫泉

浴室，四周的磁磚、地磚都很古式。接著

到了一個拱型長廊，它是通往羅馬式浴場

的必經之路，氣派的建築，在當年想必是

有身分地位的人才可以到的地方吧。長廊

旁是彩繪玻璃，因為年久失修，舊的已經

不復存了，現今你看到的是仿製品。下面

是保存完整的羅馬式浴場，當年曾經是東

亞最大的溫泉浴場，今日看來，仍有幾分

的氣派，浴池的四周由拱型柱所圍繞，在

台灣真的很少看到如此華麗的建築方式，

今日能被保存下來，還成立博物館開放給

大家參觀，這全是北投這地區民眾齊心努

力的結果，所以你在參觀時在存著一分感

激的心，在台灣其他地區的文物，也需要

大家一起努力的保存。

凱達格蘭文化館

　　凱達格蘭文化館記錄了平埔族相關的

歷史脈絡，以及原住民族當代藝術及文物，

除了溫泉外，北投另有一番原民風情。

　　「北投」此一地名是由凱達格蘭族語

音譯而來的，語義是「女巫」的意思，

四百多年前曾是凱達格蘭族人的生活源居

地。為了保存、發揚原住民族文化藝術，

於 2002 年 11 月新建落成的臺北市政府原

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凱達格蘭文化館，整棟

建築皆以展示原住民文化藝術為目的，讓

都市原住民有一個文化傳承及技藝研習的

專屬空間。

　　走進文化館前，路旁佇立了一成排的

木樁，上面裝飾有各式表情的錫塑品，有

象徵族群融合的手牽手動作，其表示我們

都是一家人的原住民裝置藝術創作。內部

各個樓層則依主題規劃展示，以生動活潑

的導覽動線展示原住民歷史文化脈絡，是

近距離接觸原住民文化的遊憩景點。

　　十層樓高的主體建物，外牆是錯落分

明的石板建材，彷彿是一棟會呼吸的房子，

設計強烈簡約，與周圍的溫泉旅館、北投

溫泉公園相呼應。明亮寬敞的一樓大廳，

絢麗的族群拼織圖騰地磚引領遊客走進部

落的懷抱；帶有歷史風味的石刻畫和風格

強烈的木雕相當引人入勝，牆上還懸掛了

各種狩獵工具，想像原住民追逐水鹿、山

豬的傳統生活，文化館中的一景一物都能

感受原住民生活的足跡！

　　一至三樓除了是展出原住民文物和平

埔族群重要的珍藏外，文化館的公共空間

也是表演、活動、集會、技藝研習中心，

更是都會原住民凝聚族群的情感場域。文

化館也提供原住民主題圖書閱覽服務，多

元族群的藏書可增進遊客對原住民文化藝

術的欣賞與認知，啟發學童對多元族群的

探索、認識。臺灣的高山峻嶺、平原盆地，

孕育出十四族原住民多元文化，凱達格蘭

文化館保存其自然崇拜的祭儀節慶和生活

習俗，讓遊客認識這一群最早在臺灣生活

的族群、原住民，在這塊土地上還有許多

令人驚艷的先祖智慧，若是運氣好的話，

說不定還可以遇到穿著傳統服飾的原住民

團體在文化館內聚會、表演，展現純真熱

情的一面。

　　凱達格蘭文化館自啟用至今，舉辦了

許多原住民文化系列活動及傳統手工藝

展，許多原住民藝術家的作品也會在這裡

展出，讓原鄉與都會、傳統與現代，融合

在一起，發揮文化館重要的涵義。臺灣多

元的族群發展出多彩多姿的文化色彩，文

化館不僅是全國原住民文化典藏的寶庫，

也是原住民的文化藝術多功能研習中心。

凱達格蘭文化館座落新北投溫泉區，體驗

完豐富的文化和藝術後，不妨漫步霧濛濛

的溫泉鄉，繼續尋訪凱達格蘭族的蹤跡！

輕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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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熱谷

地熱谷簡介

　　地熱谷位於台北市北投區北投公園

旁，與捷運淡水線新北投捷運站距離約 15

分鐘的路程，為北投溫泉的源頭之一，是

北投編號 56 的公園，總面積約為 3500 平

方公尺，是大屯山群區域內水溫最高的溫

泉，硫磺煙霧的景色擁有「礦泉玉霧」的

美稱，是日據時代台灣八勝十二景之一；

地熱谷早年是遊客煮食和遊樂的所在地，

不僅容易發生燙傷意外，更會造成溫泉水

質的污染，造成護欄常崩坍，因此在民國

83 年自來水處將地熱谷重新整修，溫泉池

四周設有欄杆、賞景涼亭和親水溝渠，民

眾雖然無法在煮食但可在親水溝渠泡腳，

讓民眾來到地熱谷依然能享受到溫泉。

　　　　　　　　　　　　　　　　　　　　　　　　　　　　　　

　　地熱谷溫泉泉水清澈，溫度約在 90℃

至 100℃，水質是屬鹽酸酸性泉，PH 值約

1.6，又俗稱「青磺泉」，當地居民亦稱為

「磺水頭」，不可用肥皂洗身，屬強酸類，

對建築物及金屬品腐蝕性強。不可飲用，

但據說此類溫泉對關節、筋肉、皮膚、支

氣管、神經均有益；地熱谷因終年瀰漫著

硫磺煙霧，讓人聯想到恐怖的地獄，且谷

底地質鬆軟，常常有來此民眾失足跌倒被

燙傷，所以又被稱為「地獄谷」，也有人

稱為「鬼湖」。

地熱谷－北投石寶地

　　地熱谷的溪石具有放射性元素「鐳」，

命名為「北投石」，是世界數千種礦石中

唯一用以台灣地名命名的礦石，目前僅有

台灣北投和日本玉川有這種礦物，雖然歷

經破壞但在整修後，地熱谷設置了「北投石

復育區」，讓民眾來到地熱谷旅遊不僅能感

受到溫泉鄉的情懷，更能了解世界不可取

代的自然生態；此外，來到地熱谷欣賞完北

投石生態後，可前往北投公園沿著木製棧

道散步，造訪全台唯一特色的北投圖書館，

是北投旅遊不可不去的旅遊景點之一。

輕旅遊景點

一反傳統佛寺的建築型式,將農禪寺設計成"景觀禪寺",

為了符合建築宗旨,設計上走簡單大方.樸實的風格,

沒有過多或多餘的修飾,道場線條皆以簡潔.樸素為主

水池中蓮花盛開,有一種"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

妖"的意境

　　在北投區大業路旁，有一個種著蓮花

的大水池。水池的彼方矗立著一座看似美

術館的建築，左方一排灰白色的長廊從入

口延伸至建築本體，彷彿外牆。這不是美

術館或博物館，而是法鼓山的農禪寺。

 

　　農禪寺大量運用清水模建造，清水模

是一種亟需技術的建築方式，水泥結構建

立後，便不在表面多做修飾，因此我們見

到的牆面，就是水泥最原始的樣貌。從旁

邊的長廊，到建築本體、經文刻字，都是

用清水模製成的。伸手撫摸，便能感受到

它的細緻，以及牆面帶著水泥那微微粗糙

的觸感。

　　聖嚴法師當初給建築師姚仁喜的指示

很簡單，只有「空中花，水中月」，並將

道場命名為水月道場。建築師便依著這個

概念，一反傳統佛寺的建築型式，將農禪

寺設計成景觀禪寺。為了符合建築宗旨，

農禪寺的設計簡單大方而不譁眾取寵，沒

有過多的裝飾，道場線條也以簡潔為主。

　　開山農舍是寺內最早的建築，是最初

弘法的歷史見證。農舍被椰子樹圍繞，若

不仔細看，很可能會誤以為是當地的辦公

室。但這間小屋其實是法鼓山歷史的重要

遺跡，以往的佛門弟子都在裡面修行、生

活。現在轉變為紀念館，可入內參觀。

 

　　道場中有一個特別的設計，建築師將

心經的經文鏤空刻在牆面上，當太陽光照

射進來，經文的字便會在地面上形成倒影，

非常美麗而莊嚴。不過需得等到光線角度

正確，才能看到如此景象。

　　就算不是佛教徒，來農禪寺依然能體

會到此地莊嚴與寧靜的宗教氣氛；若是信

佛的信眾，在這個空間處處能體會到佛教

與現代建築藝術的結合，於各種細節感受

佛法的教導。

農禪寺

心經結合建築，這樣的美真的必須來一探究竟。 法鼓書店，裡面販賣書籍、輕食和周邊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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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來拉麵
　　北投的知名拉麵店，一走出新北投捷

運站就可以看到招牌了。

　 

　　店家為了疏通大排長龍的等候人潮，

在附近設了二店，並且周到準備了接駁車，

免得樹懶系的懶洋洋客人就這樣流失了，

第一次來訪時，正值中午用餐熱潮，就選

擇讓小車車載到二店。(距離也不遠，大概

車程不到 3分鐘 )

　　(就是這輛在店門旁待命的車，當本店

座滿了，服務生就會問你要選擇等待或去

去二店 )

　　這一次再訪北投，11 點左右逛完隔壁

的凱達格蘭文化館。眼一亮，發現還正在

準備開店，應該頗有機會成功進入本店用

餐！？

　　 靠近店門前已有大約十幾位的等候人

潮，大家都很認真的研讀菜單。招牌響噹

噹寫上「北投名物」，1999 年開店，至今

10

在地美食

11

白湯什錦拉麵 $210

　　豚骨白湯偏台式，可以說是

濃郁但不到日式的重鹹，比較不

會膩不需灌水。

　　麵條說都改成蕎麥拉麵，但

因為本身湯底的香味就夠，所以

不是那麼明顯，Q度倒是很不錯

彈牙。

　　蝦子給三隻超豪邁的！也

有小卷、蛤蜊跟豬肉片等海鮮跟

肉超豐富，配料也有雞蛋、筍

乾、海帶等。

可樂餅 $130

　　單價小高 (跟最基本的青

春拉麵都同價了啊 )，但就是

很愛可樂餅啊。所以還是點來

吃吃看了。

　　起司的量給的很夠，會牽

絲的程度。與馬鈴薯組合成綿

密的糾纏，十足香濃。

　　酥脆炸外皮與軟嫩內餡的

組合也很動人。

噴水香腸 $40

　　店門口旁有放個香腸攤，但

仔細看招牌懸掛著：“香腸請向

拉麵店買”那為什麼還要設個攤

車啊？

　　 

　　強調傳統方式製作，肉汁飽滿。

　　　　

　　真是超級噴汁，切了一個小

切口汁就霹靂啪啦流下來。肉也

相當緊實度香甜，配上蒜泥有種

畫龍點睛的提味效果。

也快 20 年了。等候期間會可自助先在水池

旁的本子上填寫人數登記排隊，等待服務

生叫號。

　　可以先看一下菜單，菜單非常國際化，

有中韓英文，菜單內也會說明內容物。北

投因為溫泉地形，一直以來深受熱愛溫泉

的日本人影響，早年發展出那卡西、湯屋

等等，一種經過台式酵化後的特殊復古懷

舊日風格。

溫泉蛋 $30

　　必點的小吃 !

　　我好愛這種 6 分半熟蛋的

口感，採用土雞蛋，水分含量

少脂肪含量更高，更吸收日式

醬汁的甜香。

涼拌脆魚皮＄60

　　Q脆彈牙！！

招牌炸豆腐 $40 

　　豆腐細嫩，外皮酥脆，配

上特調醬　汁兩種交替多層次

口感，非常好吃。

　　但這品項最大賣點不是他

多好吃，而是點了這品項，就

可以玩店內的特別小遊戲『幸

運鈴』啦 ~

　　店裝潢主要便以這種風格，寫著那卡

西歌曲的壓克力板，紙門等等。

　　據說小水池是可以泡腳的溫泉，但要

在這位置嚐試也要很有勇氣吧哈。店內空

間不大，所以座位滿密集的。除了本體拉

麵以外，也有附很多各式樣的日式小菜，

讓人超掙扎每種都想叫一份來吃看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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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本土味紅茶
　　來到北投市場，發現這一帶的飲料店

還真不少，光是手搖杯一路走來就看到了

快 10 間了吧 !! 市場競爭還真激烈，還是

說，北投人特別愛喝飲料 ?

　　而位在光明路上的「明泉紅茶」是一

間老字號的飲料店，外裝潢看起來很一般，

招牌很醒目，最令人注目的應該就是大排

長龍的隊伍了，這樣普通的飲料店，到底

有什麼魅力值得大家去排隊呢 ?

明泉紅茶 -MENU

　　看了一下菜單，原以為應該就只有賣

紅茶吧 ?? 但發現店裡的飲料選項也不少 !

　　仙草奶蜜、紅茶奶蜜、冬瓜奶蜜、珍

珠奶茶、檸檬酸梅…. 等等等，冷熱飲都

有，SIZE 有分小、大、特大容量，價位從

15-80 元不等，要說便宜，只能說小杯紅茶

最便宜，但其實正常容量跟手搖杯的價錢

也差不多了吧 !

　　因為第一次來喝，就點了招牌的紅茶

來喝喝看，特大杯 30 元，這 SIZE 感覺滿

解渴的。就見老闆從鐵桶子裡舀出帶著碎

冰的紅茶，喔 !! 這情景依稀小時候買飲料

時也常見 !!

　　喝下一口，冰涼甘甜，很像小時候常

喝的紅茶，有紅茶的香氣，而且好甜阿 ~~

果然是正港的古早味。

　　因為工作關係來到了北投市場，發現

這裡還滿熱鬧的，街巷道路邊林立了許多

攤販與店家，如果逛上一圈、吃過一遍，

應該可以飽腹而歸 !但因為等下有大餐吃，

所以只能對當地的街頭小吃望洋興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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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記排骨酥麵

　　簡記排骨酥麵就位於北投市場裏，在

新市街跟中央南路一段 25 巷口，門口就可

以看到蒸排骨酥的蒸籠了，之前非凡大探

索有介紹過。看 MENU 上面的價格就知道

了，幾乎每一家都調漲過價格呀。

　　難得來北投市場這裏用餐，　　所以

就簡單的點了排骨湯、乾麵跟肉皮，很快

的上菜了。桌子也是很有歷史的那種木桌。

乾麵 (35 元 )

　　乾麵淋上的是那種古早味的紅醬，在

台北不多見，在大同區跟中正區那裏比較

容易吃到，算是老店才會有的調味。

　　除了上面的紅醬之外，還有加點豬油、

油蔥酥跟豆芽菜。吃起來真的很古早味呀，

豬油、油蔥酥的香氣及鹹甜濃濃的紅醬，

搭配著滑順的油麵及爽脆的豆芽，會讓人

想一口接一口的吃，好吃的乾麵而且份量

也不少呢。

排骨湯 (50 元 )

　　這種排骨湯是先炸再跟冬瓜一起去蒸

的，湯裏面就是冬瓜跟炸好排骨所溶入的

味道。因為排骨是炸的，所以喝起來多少

會有點油膩，不過湯頭還滿鮮甜的，應該

是冬瓜甜味，加上排骨香料、胡椒溶入的

湯頭，還滿好喝的呢。

　　排骨蒸到非常的軟爛，所以輕輕一咬

就會散開，連軟骨都蒸到很好咀嚼，整塊

排骨都吃吃，不用怕咬到骨頭哦！跟一般

那種排骨湯不太一樣的是，上面的炸粉蒸

完會變成軟 Q 的口感，喜歡吃排骨酥的朋

友不少人應該是愛這種口感吧．

　　會想點小菜是因為想看看他們家小菜

的沾醬，一半是淋上蒜泥醬油而另一半則

是紅色辣醬，這種紅色辣醬也很有古早味

呀！甜鹹帶辣但不會很辣，配上蒜泥醬油

還滿對味的，肉皮吃起來也軟 Q 而不硬，

表現還不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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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記茶莊

　　隱藏在北投市場裡面，好喝到誇張排

隊的『高記茶莊』

　　北投在地超人氣排隊飲料店高記茶

莊，內行人才知道這間！大杯又便宜！

　　在北投知名的紅茶除了「蔡元益」之

外，其實這間「高記茶莊」才是巷子內才

知道的好喝古早味！

　　北投公園除了是抓寶可夢聖地之外，

其實也隱藏了許多的好味道，高記茶莊就

是其中一個。

　　北投市場離北投站、新北投站其實不

會太遠，到了晚上時段外面更是美食的集

散地！

　　進到市場裡面，攤販稀稀落落，但是

燈火通明～不時有人走來走去，再往裡面

深入，便會看到一個排隊奇景！沒錯！就

是高記茶莊！

　　內行人除了蔡元益之外，這間絕對不

會錯過～便宜、大碗、又有茶香！大杯才

20 元，中杯才 15 元！

　　在這個油電雙漲的年代居然還有這樣

價格，而且真的很大杯，難怪排隊人潮永

不止息，居然還開了三個結帳櫃檯。

　　高記茶莊的選擇真的很多，但是大部

分人選擇的都是前面的茶飲，除了杯裝，

也可以選擇古早味的袋子裝～很大一袋！

　　推薦烏龍茶及忘憂茶～忘憂茶光名字

就很舒壓，感覺非常需要！

　　說實在的，高記茶莊出貨速度真的很

快給他三分鐘他給你十杯，手速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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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仔財滷肉飯

林記胡椒餅

　　北投市場二樓裏有一間美食節目經常

報導，更被商周譽為全台最好吃的滷肉飯，

　　據說用餐時間，可是排隊排到會哭出

來，為什麼呢？因為就是便宜好吃又大碗啊～

　　大約就是在簡記排骨酥麵附近，一個

推著攤車的阿伯在賣，順手買了一個來試

試，可以說是很驚喜阿！

　　餅皮是脆中帶嫩，口感很好，而且餡

料多汁美味，咬下去時湯汁會噴出來，鹹

度也調整的剛剛好，比台南的胡椒餅好吃

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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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摩托車快遞
同場加映

　　沒有招牌、沒有店面，卻在大樹下營

業了超過一甲子。北投的「0077 機車服

務」，是在地現存最大的車行。以載客、

買賣物品為服務，問起北投人對機車服務

的印象，在地人笑著回答我，「 這算是傳

統行業了，對老客人來說，就是生活的一

部分啊！」

　　應該可以把這群專作機車服務的快遞

員稱為「不老騎士」，因為他們都有點年

歲了。最資深者已有 80 歲，這回採訪的主

角陳春華也有 70 歲。32 年前入行，最早北

投因溫泉而成為「溫柔鄉」，各溫泉飯店

皆有陪酒服務，已經歇業的「吟松閣」也

是其一。

　　舊時機車服務多為載送小姐，隨著北

投廢娼，產業轉型，機車服務成為替居民

跑腿的好幫手。陳春華告訴我，30多年來，

無論刮風下雨，他騎遍北投蜿蜒小巷，從

硫磺谷到北投市場，每一處的歷史皆能娓

娓道來。「說到北投，沒有哪條路是我們

不知道的。」他邊遞安全帽給我，邊以自

信的口吻如此自我介紹。

　　在公館路的「0077 機車服務」旁邊，

一間已經開立 30 年的「福星理髮廳」，是

快遞員常去的老店。設計師李中芝接手母

親開立理髮廳多年，她笑稱理髮廳之所以

取名「福星」，就是希望理髮廳能帶來福

氣，這是老一輩人傳達祝福的心意。

　　地熱谷及硫磺谷，皆是機車快遞常載

客往返之處，尤其硫磺谷格外適合搭乘機

車前往。順著泉源路向山上行駛，有一處可

賞大磺嘴全景處，陳春華說，這兒是機車快

遞的祕境景點。他停車要我看向山下，果然

可俯瞰整個火山地質，這是用雙腳步行北投

景點看不到的風景。

　　沿著山路向下，道路的轉彎處有一座

廢棄房子，牆上留有淡紅色的十字痕跡，

這兒是舊時的「妓女保健站」。過去小姐

們每週會進行一次例行體檢，患有性病者

必須停工至身體復原，保健站是重要的檢

查處。如今的保健站只剩空屋，過往的記

憶與故事，全裝在不老騎士們的腦海裡頭。

　　陳春華說，有一處北投離海最近的地

方，很適合觀海喝咖啡。我們騎過一片田

野，來到基隆河畔，此時正逢日落，遠方

可以看見飛機輪番降落的風景。小小的機

身順著航道從頭頂不斷飛躍而過，陳春華

手指天空向我介紹：「飛機尾巴拖出長常

一條白線的，就是路過台灣的飛機。」果

然，幾架飛機飛過，空中形成了凝結尾跡

雲，又隨著氣流緩慢的散開。

「0077機車服務」沒有招牌和店面，就在一棵大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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