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手冊



CONTENT
目錄



春食

34      廈門潤餅食譜

36      泉州潤餅食譜

38      墨西哥捲餅食譜

39      法式可麗餅

40      潤餅小辭典

店鋪

42      大臺北潤餅店家資訊

前言

05      仲春遊園食餅／林語堂故居

06      潤餅節推手－憶韓良露女士／曾泰元

08      林語堂與潤餅／蔡佳芳

10      在心靈語堂順著節氣生活／心靈語堂

12      奼紫嫣紅的崑曲藝術／蔡孟珍

14      春遊：感官的復甦／林詮來

16      水到渠成的生活藝術／鄭宇庭

春遊

20      春遊古道－狗慇懃古道初探／蘇正隆

23      陽明山古道春遊路線

28      春遊有方／吳泓德

          養生保肝藥膳方／吳泓德

30      「潤餅；論餅」：感官的復甦／林詮來

          藝術家簡介

場次表

18      活動介紹 & 場次



｜ 04 ｜



語堂先生喜好傳統文化，並因其幼

年於山鄉間成長，後歷經新時代與舊時

代的嬗遞與碰撞，形成其中西交融的文

化背景，擁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士太夫精

神，卻也兼具西方的進步思維。綜觀其

一生，除致力於天地穹蒼中尋求安身立

命之所在，並推崇傳統生活藝術與文

化，卻不拘泥於古法，而是一種悠然細

膩的敬天地觀己身的謙虛平和，其所喜

愛的春遊及潤餅便是這種精神的延伸及

展現。

古人雅好春遊，昔稱嘆春、踏青。

看似簡單的賞玩，其實蘊含著先人的

智慧及雅趣。人的身體經過冬日的潮

寒，時節轉換到春日之後，身體的病

痛逐漸浮現，此時對身體進行沐浴燻

蒸，以便達到除災祛病的功效。而後

再相約親友至山林間尋幽探訪，除了

一舒身筋，並自帶美食佳釀野地鋪席，

仲春遊園食餅

隨興於溪邊山岸暢快吃食，談天說地

吟詩舞墨不亦樂乎。

春遊、春餅（又稱潤餅、薄餅）皆

緣自於先人的生活智慧。在一年之初，

蘊藏自身能量，並透過自然的方式，去

濕排寒活動筋骨。潤餅從祭春神到五辛

盤，實則開五臟去伏氣，順應天地節氣

而做身體的調整，讓初春運勢大開，歡

喜度日。

2015年仲春，邀您一起至故居，

遊園賞花吃餅，在先生親自設計的院子

裡，體驗家的氛圍，品味春茶、春餅、

春膳及春花，並特別邀請著名崑曲家蔡

孟珍老師表演《牡丹亭》的〈遊園〉。

從五感體驗春日，從環境尋找自我的歸

屬，從大宇宙觀照自身的小宇宙，生命

的美感覺知，就在餘韻中悠然而起，而

這正是林語堂的智慧所在。

林語堂故居

2015 林語堂潤餅文化節   Lin Yutang Popiah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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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入春，乍暖還寒，林語堂故居

一年一度的潤餅節又隆重登場，然而這

潤餅盛事的推手以及多年的導師──韓

良露女士，卻意外地離我們而去。

十年前，韓女士引領我們打開一扇

門，迎來桃花源般的春暖花開，記憶中

的春天從此不同，而今只剩遙遠的想念。

故居最為人所知的春天潤餅文化

節，實是源於韓女士的懇切提議。經過

一番推敲構思，受她的鼎力相助，故居

得以舉辦現代版的林家春宴。在清明節

氣，效法古人吃春盤，除舊布新；也將

潤餅節推手──憶韓良露女士
林語堂故居執行長、東吳大學英文系主任｜曾泰元

林語堂先生最愛的閩南美食，再度帶回

世人眼前。

十年前的約定，至今已是第九回的

潤餅節。韓女士對於母親自包的潤餅，

印象深刻，她描述餡料有時像小山，有

時像丘陵，又說包得最好的潤餅，應

該像柔軟的枕頭，可以好好的睡。十年

來，每一本潤餅節活動手冊，都收藏她

妙趣橫生的文字，談美食，也談人與食

物相互依存，五味雜陳的記憶，更多的

是對於林先生的崇敬及母親的想念。

潤餅不只是一項傳統小吃，韓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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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潤餅飲食的本質，是和家族、家

庭的團聚相聯繫的」。她的父親擅長江

浙菜，外祖母的拿手絕活則是台菜，在

風格迥異的兩大廚師之間，她從小吃母

親做的潤餅，一年一次，像家族裡私密

的節慶。

韓女士在台北城南籌辦「南村落」

之後，進一步落實飲食文化、生活美學

的追尋。故居後續七屆皆與南村落合

辦，一同探索潤餅的起源與脈絡，重塑

閩南文化定位。每一年，她無不親力親

為，照看故居同仁們穩穩向前邁進。籌

辦大型活動有如登山，她是恆常指引方

向的舵手，次次精準不曾失誤，此後談

潤餅必不能忘記林語堂。多年來她與林

先生約定，在風雨難測的清明前夕，臨

到宴前必然撥雲見日，無一不是。

往昔，韓女士都以純真而熱烈的神

情，帶著故居同仁佈置春宴，追憶林家

在此生活的點點滴滴。十年後的春天，

她悄聲遠行，展開下一段旅程。十個年

頭，故居有幸與韓女士結緣。林家的故

事，老房子的故事，她與我們相遇的故

事，說不完的故事，將在每一年春天的

陽明山麓持續傳唱。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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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吃潤餅無疑是十分容易的，

從街邊小吃到餐廳大堂，皆能品嘗新鮮

的手卷潤餅，也形成民眾普遍吃過潤餅，

卻不知其由來的情形。潤餅小小的一方

餅皮，含藏大量的文化脈絡及飲食譜系，

從五辛盤到節氣，調合人與大宇宙的關

係，並融合各地飲食習慣發展出各式各

樣的樣貌，潤餅可說是中西文化交會下

的產物。其實潤餅也可說是季節蔬食料

理的代表，象徵人與自然的共存共榮，

而這同時也為林語堂的生活哲學。

林語堂出生於漳州龍溪，是一位牧

師的孩子，從小受西式教育，後至廈門

求學，當時的他還不知曉，距離他求學

的鼓浪嶼尋源書院不遠處，有個廖家大

宅，裡頭住著一位富家千金，而這位姑

娘不但溫婉賢淑且善廚藝。他們日後將

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締結連理，此後

林語堂與潤餅

不僅相伴 50載，而成為林夫人的廖小

姐更專管林語堂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吃」。

潤餅源自於春盤，乃春天祭祀春

神，以五辛盤讓過度冬天的人體去伏排

濕，讓五臟六腑得以健康迎春的概念。

潤餅目前可略分為兩種，一種為桌盤式

的「泉州潤餅」，其二為匯煮式的「廈

門潤餅」，有此區別乃源自文化及地處

環境所致。

泉州人多經商，生活較為富庶，其

潤餅較遵循古法，並因其為來往貿易的

樞紐，泉州潤餅餡料更多元豐富，充滿

濃濃異國風，例如：胡蘿蔔、香菇、花

生及高麗菜的使用等等。因配料皆須分

開處理擺盤，泉州潤餅一上桌就氣勢就

非凡，眾多盤碟圍繞著柔軟的餅皮，泉

林語堂故居主任｜蔡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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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人除了食材的講究外也講究細節，切

絲以及包裹的順序都其來有自，也讓泉

州潤餅發展出一套雅緻的吃食藝術。

廈門因其特殊地理環境，位居於漳

州與泉州之間的出海口，廣納兩地人民

飲食習慣，發展出較簡便的廈門潤餅。

廈門潤餅不若泉州潤餅繁複，他們將大

部份食材匯煮成鍋，以香濃味足為基本

要求，才搭配其他材料包裹成捲，因此

更具飽足感。

林先生二女太乙女士，談及最喜愛

的家庭料理，首推潤餅，並稱其為白紗包

著的禮物，只有過年、清明及生日時才能

吃食。林家女兒餐宴上的記憶，也是林

夫人的拿手絕活，而生性熱愛美食的林先

生，胃囊完全被林夫人收服。日後林夫人

甚至撰寫了一本英文食譜，詳細介紹整個

大中華地區的菜系及烹調方法。

2005年林語堂故居有幸得知名美

食家韓良露女士協助，開始籌辦「春天

潤餅文化節」，成功樹立了傳統節慶的

典範。彼時有春餅、春茶、春樂，精緻

的宴席佐以繁花盛開之節，賓客往來好

不熱鬧。潤餅春宴廣受各界好評，故居

舉辦了 7次之後，沉潛思索後仍覺有未

盡之事。如何將既有的 200位觀眾倍數

提昇，讓更多民眾理解潤餅的食文化，

「林語堂潤餅文化節」便是歸返初衷的

答案與反思。

潤餅的文化脈絡透過年復一年的演

繹解說，已經具備雛型，而讓潤餅回到

家庭的桌席，才是節慶的最終目標。為

此從 2014年的潤餅活動中，加入了親

子潤餅 DIY的活動，透過手做讓年輕

的家族成員建立飲食文化的記憶。甚而

專訪臺北地區著名潤餅攤商，傳遞及建

立節慶的氛圍。2015年我們將首次籌

辦潤餅夜宴，並結合春遊的概念，讓潤

餅更具文化傳承的功能，願每一位來客

都能品嘗到林家獨特的滋味。

｜ 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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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靈語堂順著節氣生活

心靈需要休棲

林語堂先生說：「享受悠閒生活，

當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

悠閒的生活，只要有藝術家的性情；在

一種全然悠閒的情緒中，去消遣一個閒

來無事的下午。」

在水泥叢林裡生存窩居的現代人，

尋求的是一份三餐的溫飽，進而提升

至物質的富裕。在每日戰戰兢兢的作

息裡，川流不息的庶務中，我們需要

一個喘息的片刻，一處讓心靈暫時休

棲的空間。

心靈語堂是一處以飲食為主的心靈

休棲空間，秉持著林語堂先生悠閒生活

的主張，我們以「順著節氣生活，日日

都是好日」做為落實的目標，並以傳遞

溫度運動做為貫穿主軸，連繫起人與人

之間的情感溫度，架構出共善共好的人

際迴路。

生活煥然一新

心靈語堂順應著自然節氣的脈動運

作；在春天裡，我們看見極陰極寒後，

現代人身體因冬補大魚大肉，導致體質

變酸，引起精神困乏，因此，在飲食上，

必須均衡地多攝取一些蔬菜、水果等鹼

性的食物。

自古以來，咬春、嘗春早為傳統的

飲食文化，在立春節氣之後，吃春盤、

春（潤）餅、春捲，是一種順應自然的

飲食習慣。用現代人的講法，就是合

乎養生、蔬食、輕食概念的健康飲食。

2015林語堂潤餅節是一場深化了順應

自然、合宜節氣的飲食文化活動。心靈

語堂做為林語堂故居堅實的合作夥伴，

自然更加需要積極參與配合，並將此精

神落實在日常的餐飲食單中。

有鑑於現代人忙於工作疏忽飲食，

心靈語堂在台北長春松江路口的六福客

棧一樓、以舒食輕飲品牌精心規畫蔬食

共享餐車，讓忙碌的上班族可以情感舒

壓，強化情誼，傳遞情感溫度；可以身

體舒壓，健胃整腸，保持體態輕盈。讓

原本快速果腹的商業午餐，轉化成身心

煥然一新的舒壓時光。

心靈語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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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曲，是我國古典戲曲的重要聲

腔，也是傳統雅樂的流亞。明代中葉，

崑曲氣派崢嶸地綻放在戲曲的園地裡，

自此之後，它就成為我國戲曲之母，為

中國戲劇開啟了空前的局面。

崑曲是產生於太平盛世的音樂，清

峭柔遠，聽起來使人塵慮盡消，瑰麗的

文采與精緻的表演，迸現出繁複多姿的

文學光華與撼人心魄的舞台魅力。在悅

耳的歌聲、悅目的舞蹈中，自明嘉靖至

乾隆末近三百年歲月，崑曲為中國劇壇

妝點一派輝煌絢麗的排場氣象。

《紅樓夢》廿三回〈牡丹亭豔曲警

芳心〉裡，林黛玉剛到梨香院牆角上，

只聽見牆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原

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

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

奼紫嫣紅的崑曲藝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蔡孟珍

院。」《牡丹亭‧遊園》的名句，令

她十分感慨纏綿，不禁點頭自嘆。待

聽道〈驚夢〉「在幽閨自憐」等句，

不覺心動神搖，亦發如醉如痴，站立不

住，便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曲

中「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

味……。崑曲〈遊園〉、〈驚夢〉的【皂

羅袍】與【山桃紅】兩支曲牌，文辭優

雅，旋律曼妙，惹人遐想聯翩，無怪乎

多愁善感的黛玉不禁情思縈逗其中。

為何崑曲能如是動人？首先，翻閱

劇本就能感受「曲」疏朗自然、清鬯有

致的特殊情味，辭或旖旎、或愴觸、或

深婉、或警峭、或駿快，筆有餘妍，

其味無窮。「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甚

麼低就高來粉畫垣，原來春心無處不飛

懸。是睡荼蘼抓住裙衩線，恰便是花似

人心好處牽。」這是《牡丹亭‧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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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杜麗娘的旖旎……這種優美的文字披

諸管絃，按板而歌，可又是另一番音樂

層次的享受！

崑曲清唱給人的第一印象是「轉

音若絲」，所謂「一字之長，延至數

息」，又因「拍捱冷板，調用水磨」，

唱來委婉細膩，流潤悠長，故有「水磨

調」之稱。唱時字頭、字腹、字尾分

明，橄欖式的民族聲樂唱法，與時下一

般歌曲迥然有別，並且講究咬字穩正，

行腔規矩，不悖四聲，也不逞怪腔以譁

眾取寵，誠如明代曲聖魏良輔所提出的

「曲有三絕」──字清、腔純、板正。

唱曲者守此矩矱，相對地聆曲者也應具

備相當的素養，「要肅然不可喧譁。聽

其唾字、板眼、過腔得宜，方妙，不可

因其喉音清亮，就可言好。」不盲目喝

釆，才能顯出有深度的藝術品味。從上

述形容，我們隱然可以覺察到：崑曲發

展到後來之所以不同於眾聲競美的「花

部」，獨享有「雅部」的美譽，多少與

開頭這股濃郁的書卷氣有關。

以明代湯顯祖名劇《牡丹亭》為

例，〈遊園〉一齣，女主角杜麗娘與配

角春香，一端雅，一俏皮，一執摺扇，

一持團扇，其唱唸舉止，相反而相成，

並時展現大家閨秀與活潑丫環兩種截然

不同的丰姿韻致，而在扇影分合翻飛之

際，一座朝飛暮捲、雲霞翠軒的暮春庭

園也登時呈現。在〈尋夢〉一齣裡，空

無一物的舞臺，靠著演員傳神的做表，

同樣牽引著觀眾為杜麗娘夢境中的牡丹

亭、芍藥欄與依依梅樹感到神魂飛馳。

即便同是一個杜麗娘，在〈學堂〉裡的

矜持，〈遊園〉中的傷春，與〈驚夢〉

之纏綿，〈尋夢〉之旖旎，〈寫真〉之

悵戀，〈離魂〉之悽楚，其間感情變化

之繁複，亦層次分明而各有其致。正因

崑曲表演內涵如是豐富，故往往予人

「好戲不厭百回看」的無限享受，其成

為世界文化遺產誠非虛譽。

2015年春天，在陽明山繁花盛開

之際，結合林語堂故居潤餅文化節系列

活動，開幕時刻，您將會與崑曲這種世

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遇，在婉轉流麗

的樂聲中，感受一種屬於古典浪漫的遊

春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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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先生無非是中國近代史上最

重要的文學家、發明家、思想家之一，

而我最感興趣的仍是林先生作為「生活

藝術家」時，幽默卻饒富哲理的生活智

慧，從他《生活的藝術》一書中，林先

生寫下一段話，特別令人莞爾： 

事實上，中國人之所以對動植物

學家一無貢獻，是因為中國的學者不能

冷靜地觀察一條魚，祇想著魚在口中的

滋味，而想吃掉它。……中國人對於動

植物都是這樣，主要的觀念是怎樣欣賞

它、享受它，而不是它們是什麼。鳥的

歌聲，花的顏色，蘭的花瓣，雞肉的

肌理，才是我們所關心的東西。東方人

須向西方人學習動植物的全部科學，可

是西方人須向東方學習怎樣欣賞花魚鳥

獸，怎樣能賞心悅目的賞識動植物各種

輪廓與姿態，因而從它們聯想到各種不

同的心情和感覺。

春遊：感官的復甦
好米藝術與設計工作室｜林詮來

在看林先生的書之前，我一直以為

詩是多種藝術的複合，它承載著文字的

造型、文化歷史、音韻、情境與工具上

的使用向度，因此，知覺能力在閱讀詩

句時得以最大化。而有趣的是，林語堂

先生看食物的方式，就像是在作詩一

般，同時創作、同時敘事、同時享受，

淺淺酌著總體藝術的氣度與氣味，不

僅薈萃多樣貌的精神，把人類可用的感

官都一併打開了。得以用最大知覺的容

器，去感受、包覆生活中最細小的事，

我想，這對忙碌的現代人，無非是一種

令人羨煞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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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的感官失覺

隨著媒體社會的興起與媒體科技的

日新月異，千變的符號隨著消費被大量

產製，訊息高密度地建構出幢幢現代景

致，隨著聲音、圖片、文字、影像的多

樣，無聲地浪襲我們的感知，這些新媒

體相較於傳統紙本媒體，有著更廣泛、

強效性的佔據性，久了，我們的知覺器

官就像是吃太甜的東西吃多了，下一口

便覺無味。為求營造「友善的」訊息接

受環境，新媒體開始突變，將文字、影

像、圖片都切割為小點心，每道精緻誘

人、入口即化，不求大菜氣勢、只求涓

滴入心，我們的知覺也就慣於這種斷片

式的風味，連同我們對於生活的感受也

切的那麼細碎，現代人快了腳步卻乏

了心靈，將擴展五感的精力浪擲於那些

「友善」的機械化的生活之中，我們大

致上也快忘卻那感受生活的快意了。

抽象藝術大師康丁斯基相信，音

樂與繪畫之間有著對應的形式，這些

物質與顏色可以表達抽性的思緒與存

在感，因而透過人類與生俱來的「聯

覺」，在我們觀看之時，我們便能聽

見色彩。日本的當代設計大師原研哉，

也相信著人類具有「通感」，所以感

知經驗是彼此交織的，我們得以透過

良好的設計，喚起人們對於通感的記

憶之山。我也這麼相信，正因為人有

著覺知的能力，當聯覺或通感再次喚

醒之時，它會讓我們得以回歸作為人

的無限性、有著人應當有的故事，我

們便能真切地走入自然，自然也將領

我們回到最美的生活原質中，在過程

中，我們得以重新體現我們是人，而

不是把感官當成消費工具的機器。

｜ 15 ｜

2015 林語堂潤餅文化節   Lin Yutang Popiah Festival



那一年春季～似遙遠卻又彷彿近

在眼前 !

越接近清明，山坡上活絡一整個

盎然綠意～又是採鼠麴草的季節。穿

過竹林沿著小溪，跟著母親帶著弟、

妹和哥同遊山坡樂採鼠麴草 !這與母親

同遊的小確幸，是只有在春季來臨才

享有的溫馨，如今想起～當下的母親

又是如何的心境 ! 而這兒時不起眼的山

坡地，於今已然成為南港軟體園區副

地！雖遠不及文人出遊的詩意，但深

印腦海的記趣卻是如何都無法忘記 !一

家子花了大半天光景，採了滿滿一籃

鼠麴草，在經過日月精華淬鍊後竟只

剩下小小一搓 ! 驚喜在母親十八般手藝

展演下 <草仔粿 >菜脯米口味的美味

便渾然天成的呈現 ! 『萊喫餅』草仔粿

口味，透著清新草香，沒有浮華外貌，

水到渠成的生活藝術
招弟薪創　創辦人｜鄭宇庭

也不染混濁味道，用天然巧味帶出那

份對母親的敬佩 !『故鄉藺草苑裡回，

笑臉復刻媽媽味，真材真心大地親，

天然入餅在地情。』萊喫餅有著尋根

的意義，也是一個農家子女的記憶。

「萊喫」這簡單再不過的詞句，

似乎可以深切感受媽媽對子女的叮

嚀與疼惜～『招弟』傳統與創新交

錯，與林語堂先生的中西融合，正悄

悄相互輝映著對吃嚴謹看待，便是對

生命的尊重。招弟的生活智慧源自於

對生活的態度，有所堅持才得以長

久，不隨波逐流方能細水長流。用認

真的態度看待食物，讓吃成為沒有負

擔的藝術，是招弟的初衷。隨時用善

念心疼惜每一件事物，對食物真誠以

對，外在的浮華與混濁，亦將隨之閃

躲。所謂自然天成、水到渠成便是如

此蘊育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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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林語堂先生深入的認識，便越

加愛上這位生活藝術家。林語堂先生

的生活藝術，總在無時無刻、無拘無

束中融入著幽默與多情，幽默大師之

生活藝術便悄然而生。雖無緣生在林

語堂先生的年代與其相識，然卻有幸

活於當下盡享其留予世人之生活藝術

點滴。在生命中留予內在，在生活中

融入色彩，幽默大師不在亦在，生活

藝術家的典範延續後代 !

語話生津皆藝術，堂門書香滿居室。

招日迎風現生姿，弟非是弟展英雌。

這是我對林語堂先生與招弟的生

活藝術所做的佇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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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林語堂潤餅文化節系列活動

03/30
( 一 )19:00-21:00

潤餅春夜宴

費用：600 元

地點：林語堂故居      ＊春宴活動現場，將演出崑曲《牡丹亭》之〈遊園〉

03/31
( 二 )14:00-16:00

潤餅春宴

費用：600 元

地點：林語堂故居

03/31
( 二 )19:00-21:00

潤餅春夜宴

費用：600 元

地點：林語堂故居

04/12
( 日 )14:00-17:00

春餅大作戰：親子潤餅 DIY 學堂－林語堂故居

講師：Amanda（林家岑），兒童烹飪老師 / 專欄作家

費用：大人 150 元，小孩（12 歲以下）50 元

地點：林語堂故居有不為齋餐廳

04/19
( 日 )14:00-17:00

春餅大作戰：親子潤餅 DIY 學堂－六福客棧

講師：Amanda（林家岑），兒童烹飪老師 / 專欄作家

費用：大人 150 元，小孩（12 歲以下）50 元

地點：六福客棧心靈語堂人文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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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
( 六 )13:30-16:30

春日潤餅二三事講座：春遊狗殷勤古道－文學與植物之旅

講師：蘇正隆，書林出版有限公司董事長

費用：免費活動，需事先電話報名

地點：林語堂故居及狗殷勤古道

注意事項：前一小時為講座分享，後為步道探尋活動，歡迎自由參加

04/18
( 六 )14:00-16:00

春日潤餅二三事講座：潤澤天下，餅包東西－潤餅的身世與故事

講師：林明昌，佛光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費用：免費活動，需事先電話報名

地點：林語堂故居

04/25
( 六 )14:00-16:00

春日潤餅二三事講座：春日賞曲－《牡丹亭》的 旎情懷

講師：楊振良、蔡孟珍，崑曲藝術家

費用：免費活動，需事先電話報名

地點：林語堂故居

3/30
4/30

春遊藝術—「潤餅；論餅」

藝術家：黃舜廷

邀請藝術家：耿傑生、林國瑋、詹詠禎、曾麟媛、黃可維

費用：林語堂故居門票

地點：林語堂故居

( 一 )

( 四 )

邀請藝術家：耿傑生、林國瑋、詹詠禎、曾麟媛、黃可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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槿、馬拉巴栗、金露花、炮仗花、阿勃

勒等。金露花原來叫台灣連翹，即吳濁

流的作品《台灣連翹》中象徵台灣人

命運的植物，金露花是英文名 golden 

dewdrop的翻譯。

在仰德大道二段 168 號，公車陽

明教養院站牌處右轉就是莊頂路，前

行不久，經過「福德宮」，道路左邊

山坡是竹林及次生林，福德宮右下方

是草木蔥蘢，綠意盎然的溪谷。

這一路上可見詩經中歌詠的車前

草，「采采芣 ，薄言采之。」芣 （ㄈ

ㄡˊㄧ ˇ）即車前草，它也在莎士比

亞的 Romeo & Juliet第一幕中出現，叫

plantain；也可見到蜜源植物蒴藋（ㄕ

ㄨㄛˋ　ㄉ｜ㄠˋ），又叫冇骨消。

陽明山坪頂地區的尾崙古圳路，由

平等里的狗殷勤地區，通往公館里，是

昔日農民通往山下的主要道路，所以又

叫「狗殷勤古道」。「狗慇懃」閩南語

為 kau-un-khun（狗塭睏），un khun 

就是「窩著睡」。這條古道從尾崙水圳

路的入口至「公平橋」的菁礐（ㄑㄩㄝ

ˋ）溪取水口，跨越公館里及平等里，

路程約一個多小時，沿途水聲潺潺，綠

蔭夾道，鳥語啁啾，蟲鳴蛙叫，是一條

極佳的踏青路線。

從永福里林語堂故居出來，過馬路

左轉，沿著仰德大道前行，途經永福里

里民中心，沿途可見土地自己長出來的

構樹、血桐、桑樹、虎葛（五爪龍）、

月桃等原生植物及烏桕、大花咸豐草等

歸化植物，也可看到人為植栽─南美朱

春遊尾崙古圳／狗殷勤古道：
文學與植物之旅

書林出版｜蘇正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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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秋風起時，滿山樹葉翻白的白

匏子，鳥雀愛吃的雀榕，葉子形狀像台

灣島的島榕（白肉榕），從前用來做薪

柴、木炭的相思樹，以及孟子講的「三

年之病，求七年之艾」的艾草，以及龍

眼、朴樹、山黃麻、黃金葛、洋落葵（俗

稱川七）、茄苳（重陽木）、青苧麻、

羊蹄、金腰箭舅、葛藤等。途中也經過

果菜園，種有木瓜等常見民生蔬果。

其中木瓜值得一提，詩經中「投我

以木瓜，報之以瓊瑤」的木瓜，指的是

薔薇科 Chinese quince的果實。我們現

在所說的木瓜 papaya，原名番木瓜，是

中南美洲引進的，中國本來沒有，現在

則簡稱木瓜。

再往前走會經過「指福宮」，繼

續前行，可見一面開紫花的蔓馬纓丹構

成的綠牆，「柏園山莊」四個大字赫然

在目。

過「柏園山莊」警衛崗哨，旁邊

有幾棵氣根懸垂的老榕樹。前行十餘公

尺，叉路口左邊有三棵大榕樹，搭有觀

景台，樹下有苗栗崖爬藤，右邊有「尾

崙古圳、平等里」指示牌。從水泥小路

上行，左側即「尾崙古圳」。路旁開紅

花的美人蕉長成小聚落，也有成排的姑

婆芋及月桃。美人蕉的花管有豐富的蜜

汁，是從前小孩免費的甜點。姑婆芋又

大又綠的葉子是魚販、肉販、果販愛用

的綠襯，既可保濕，又可保鮮。月桃成

串的花很漂亮，葉子可用來包糕粿，種

子是提神藥品仁丹、口味兒的原料。

水泥小路的盡頭接馬路，是永公路

40巷，與水圳平行，前行不久，馬路

就與水圳分道揚鑣。沿水圳路直行，漸

行漸窄，成為只能供人行的水圳路了。

水圳沿山壁開鑿，一路水聲相伴，左有

水圳水聲淙淙，右邊山谷亦不時傳來菁

礐溪潺潺水聲。鳥語蟲鳴，松鼠跳躍樹

間，饒富野趣。沿途植物種類繁多，有

農家種植的波蘿蜜、蓮霧、扶桑（朱

槿）、咖啡樹，逸出或歸化的合果芋、

王爺葵、蓖麻、象草，荒廢農園長出

的芒草，著生在老樹上的崖薑蕨、伏石

蕨、巢蕨（山蘇），沿樹攀緣的風藤、

拎樹藤，樹幹光溜溜的九芎，潮濕地區

的冷清草、鴨跖草、三白草、山芹、毛

莨、長梗苧麻、密花苧麻、水冬瓜、水

同木，一般田園周遭常見的通泉草、山

萵苣、苦苣菜、鵝兒腸、火炭母草、昭

和草、山芥菜、薺菜、碎米薺，這裡也

有，低海拔樹種紅楠、大葉楠、鵝掌柴

（鴨腳木）更是到處可見。至於平地難

以見到的榿（ㄑㄧ）葉懸鉤子、軟毛柿、

雙面刺、觀音座蓮、山棕、山桂花等，

這裡則不難看到。

途中也可見到不少筆筒樹，但大

半已感染萎凋病。筆筒樹自距今 2.5

2015 林語堂潤餅文化節   Lin Yutang Popiah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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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年三疊紀時代即存在於地球，是名

符其實的活化石。近年來，筆筒樹出

現不明原因大量死亡，罹病筆筒樹葉

片全數凋萎脫落，僅剩樹莖聳立林間。

在抵「公平橋」之前不遠，路旁有

一小小的古老石棚土地公，百年來默默

保佑行走古道上民眾一路平安。「公平

橋」建於 1987年，跨越菁礐溪，橋下

有尾崙水圳取水口。過橋左邊有座木造

涼亭，旁有小路可下到溪畔戲水。直行

沿花崗石階路向上，則脫離水圳，通往

平等里 42巷的狗殷勤地區，一路得爬

升 100公尺，約 20分鐘，出口即平菁

街 42巷。

4月 11日下午我將帶林語堂故居

的朋友來一趟文學與植物之旅，介紹古

道沿途植物，以及它們在生態及中西文

學中的意義。

億年三疊紀時代即存在於地球，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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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I.  擎天崗城門  許顏橋  叉路口往上磺溪停車場（叉路口往八煙方向至八煙登山

口路段，長約 2.8公里，因部分路段路基掏空崩塌，步道封閉遊客請勿通行）

 上磺溪停車場

II. 八煙登山口往北（八煙登山口往南封閉，說明同上）  天籟社區入口（一重橋）

登山口

步行時間

I.  長約 2.5公里，步行時間約 2小時。

II. 長約 2.4公里，步行時間約 1小時 40分鐘。

沿途特色

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在臺實施民生資源配給，包括砂糖、米、木炭等。山區

居民長期缺乏肉類食糧，與金山擔魚人進行黑市交易。這一條魚路古道，即是當

時從金山來的擔魚人，前往草山、北投、士林地區的捷徑。沿途有土地公廟、石

屋、石灶、水圳及石橋等，皆是日據時期先民生活的珍貴遺跡。

注意事項

山區在 9月至隔年 5月期間，潮溼多雨，須配備止滑登山鞋。

魚路古道
（金包里大路）

2015 林語堂潤餅文化節   Lin Yutang Popiah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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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平等里步道口  清風亭  桃仔腳橋  田尾仔橋  至善路登山口  坪頂古圳步道

口站

步行時間

步行時間約 1小時 15分鐘。

沿途特色

陽明山平等里缺乏水源，附近居民的祖先開鑿水圳，引取內雙溪河水作為日

常飲用水以及農田灌溉。清風亭附近有一個山洞口立著「坪頂古圳」四大字石碑，

為道光十五年（西元 1835年）開建。往下走去，有二條水圳與古圳平行，分別

是西元 1849年及 1909年闢建的坪頂新圳和登峰圳。不同時期的圳溝，建造工法

也有所不同，或以石塊堆砌，或用水泥施作，與古圳土堤相異其趣。

坪頂古圳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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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永公路 350巷  石頭公石棚  公平橋  平菁街 42巷

步行時間

步行時間約 1小時。

沿途特色

「狗殷勤」並非如字面上看起來勤奮努力的意思，而是來自閩南語發音，讀

作 Kau-un-Khun，意為狗趴著昏睡。因附近地勢平緩，恰如一隻趴睡的狗，故得

此名。古道沿金和興圳開闢，貫通士林區、平等里、公館里，水圳水源來自於菁

礐溪，沿途流經尾崙山麓，因此又有別名為「尾崙水圳步道」。

注意事項

1.可繼續上行至平菁街 95巷，接坪頂古圳步道。

2.可往下續行，出故宮博物館後山。

3.步道途中可見私人農田，請勿隨意摘取農作物。

狗殷勤古道
（尾崙水圳步道）

2015 林語堂潤餅文化節   Lin Yutang Popiah Festival

｜ 25 ｜



路線

中山北路七段 232 巷底  途經日治時期興建的大水管  華岡富愛三街 12 巷

（出口）

步行時間

步行時間約 2小時。

沿途特色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戰爭後接收臺灣，有感於乙未戰爭時因瘧疾造成軍人大量

傷亡，加上臺北市的城市發展，需要乾淨的飲用水源。他們在天母一帶尋得乾淨

且穩定的飲用水源，於是興辦引水工程，並架設直達山腳的水管，這便是天母水

管路步道的雛形。

水管路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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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菁山路登山口  絹絲瀑布  觀景平台  擎天崗遊客服務站

步行時間

步行時間約 1.5小時。

沿途特色

絹絲瀑布位於外雙溪上游，地處竹篙山、七星山熔岩流的交接處，因兩方風

化侵蝕程度不同，形成瀑布。河川上游坡度較陡，水流下切力量大，搬運能力也

強，在河床上常見巨大具稜角的石塊；在河道受到硬岩阻擋的地方，常會造成瀑

布、急湍。在連續多雨的日子，或有地震活動的時侯，容易造成坍方，因此經過

此處，請小心謹慎快速通過。

  部分資訊來自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網站，特此說明。

絹絲瀑布步道

2015 林語堂潤餅文化節   Lin Yutang Popiah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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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是宇宙萬物之一，與天地萬物

有著共同的生成本原。天地陰陽二氣交

感，萬物化生。《素問．寶命全形論》

說：「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周易．

系辭上》說：「天地氤氳，萬物化醇。」

《素問．寶命全形論》又說：「人以天

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是故自然界

中，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四時之變

化，便直接與人體生理活動產生一定之

影響。

人類不僅受自然環境影響，人類也

同樣受自己所建立之人類社會影響，舉

凡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習俗、婚姻、

人際關係等社會因素，必然通過與人的

互動關係，而深深地影響著人體的生理

心理和各種病理變化。

比喻來說，經濟地位是如何而可影

響生理體質呢？《醫宗必讀．富貴貧賤

治病有別》中記載：「大抵富貴之人多

勞心，貧賤之人多勞力；富貴者膏粱自

奉，貧賤者藜藿苟充；富貴者曲房廣廈，

貧賤者陋巷茅茨；勞心則中虛而筋柔骨

脆，勞力則中實而骨勁筋強；膏粱自奉

者臟腑恆嬌，藜藿苟充者臟腑堅固；曲

房廣廈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

巷者奏理密而外邪難干。（玄府與奏理

皆毛孔之名，指免疫系統在皮表的表現

部分）」由此說明經濟地位亦人生身心

健康之一現實！此身難得，做人學問多

多，唯有不斷自我開展，效法天地、接

近自然，才是真正贏家。

有鑑於此，身體與自然環境之不可

逆，四時變化之不可遷，五臟與自然界

四時陰陽相呼應，而肝主春。肝與春相

呼應，且春季為一年之始，陽氣始生，

自然界生機勃發，一派欣欣向榮之氣

象，人類可藉此春生之始，調和身心。

如《素問．診要經絡論》曰：「正月二

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

《素問．四氣調神論》曰：「春三月，

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

夜臥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

志生。」在此一年初始之際，不論是經

濟上的富貴貧賤，職位上的高低尊卑，

身體上的舊疾新患等種種心理與生理上

的困頓，養生與養志於此並列人生之重

要地位。

春遊有方
吳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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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謹以此對聯表達深深祝福：

氣血歸元在養生

諸神退位在覺醒       橫批：春遊有方

 養生保肝藥膳方

一、西洋芹蜂蜜汁

作法：將芹菜洗淨切碎、放入果汁機攪碎後取汁用，加蜂蜜煮熟，溫服，

每日一次。

功用：清熱解毒、養肝滋陰

二、玫瑰蔘棗茶飲

作法：玫瑰、西洋蔘、紅棗、枸杞子、黃香各一錢，1000cc 水煎至

500cc，再入冰糖適量調之。﹙紅棗去籽﹚

功用：具有神奇的保肝、強肝與激活肝臟細胞之功效。 

◎ 吳泓德小檔案

現任

主持傳穆醫家蔘藥診所

臺灣漢學教育協會發起人  推廣經典誦讀

尖山堡永續發展協會村莊營造  名譽理事長

專長

中醫心臟內科，兒童調體質，祖傳 600年癌症預防

藉由春季故居潤餅節目，鼓勵「出宅」，「廣步於庭」散步庭園之內或踏青春

遊於外，「被髮緩形」從頭到腳的服裝寬鬆無拘束，盡量舒展形體，以順應春之生

發與獲得肝氣調暢之性，「以使志生」說明身心從而達到平衡、恢復元氣，人生之

方向、光明之希望沛然昇起。出遊吧！

2015 林語堂潤餅文化節   Lin Yutang Popiah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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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潤餅節，我們邀請了一位年輕

藝術家來與我們分享創作。在黃舜廷以

往的作品中，多能巧妙點出一種地方的

語言慣習、文字的聲律與使用上的組織

方式，以親切的圖像生產與表現形式，

讓諧趣搭起聯想的通道，創造出一種特

定文化中，文字與圖像的特殊連結。

我們找來他最近的一件作品 — 

「愉悅的柿、芭 &石榴」展出於故居

中。該作品透過柿子、芭蕉、石榴等三

種水果的交錯組合，結合九九乘法表的

諧音，構成若干組象徵愉悅的畫面，最

後再製作成似兒童學習的水果圖卡，以

發表會的方式現場販售。其中，除了文

字、圖像、地方文化間的對話外，更巧

妙勾勒出這些符號經過藝術家重組後，

進入消費與媒體機制中的狀態。

「潤餅；論餅」：感官的復甦

藝術家

黃舜廷 ｜ Huang Shun-Ting

1990出生於臺灣臺北，現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研究所。曾獲第 8屆龍顏藝術創作獎

優選、臺中市第 18屆大墩美展獲選、第 3屆炫光計畫獲選。曾有個展《愉悅的柿、芭＆石榴》、

《畫虎蘭》。重要聯展《擴增食境》、《左按少年胸》、《嫩天堂 2.0》、《空氣鳳梨》、《藝

質冒泡》等。

除了「愉悅」一作外，黃舜廷延續

了該件作品的創作脈絡，創造了「潤餅；

論餅」活動，並邀請他的五位藝術家好

友，分別是耿傑生、林國瑋、詹詠禎、

曾麟媛、黃可維來一同參與。「潤」字

有修飾的意思，如潤色、潤飾；「論」

字則是陳述、敘說之意。活動現場將以

依循著水果圖卡的形式，邀請與會者將

在圖卡正反兩面，把心中對今年春季

所期待、想像的食物，進行天馬行空的

「描繪」與「描述」，並將圖卡掛上藝

術家創作的祈福亭上，象徵祈願。藝術

家冀望透過參與者在作品創作中，以最

純粹、基礎的圖像與文字，再次活絡、

喚醒我們的感官，同時呼應著林語堂先

生對於生活的智慧，順著節氣，與我們

的感官一同春遊。

好米藝術與設計工作室｜林詮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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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可維 ｜ Huang Ko-Wei

1988生於臺灣臺北．現就讀於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美術創作碩士班。重要展覽有個展《無理數 

irrational number》、《Post-Paradise後樂園》，

聯展《光譜的稜線 The Spine of Spectrum》、

《Y.E.S Taiwan》、《微自然》等。

詹詠幀 ｜ Chan Yung-Jen

1991生於臺北，現就讀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

術創作研究所。曾獲 2015美術創作卓越獎、

2014高雄獎入選、第十一屆桃源創作獎入選。

重要展覽有《超超夢》、《疊合景觀－跨時代

的藝術實踐》、《2014高雄獎》、《標本師的

魔幻劇本》。

曾麟媛 ｜ Zeng Lin-Yuan

1989生於新竹，現就讀於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美術創作碩士班。曾獲第七屆龍顏藝術創

作獎、2015 台南新藝獎入選。重要展覽有

《臺南新藝獎－場所之間》、《光譜的稜線 

The Spine of Spectrum》、《New city art fair- 

Japanese Contemporary Art》、《永恆意識－

新生代藝術家聯展》、《YES TAIWAN》。

邀請藝術家

耿傑生 ｜ Keng Chieh-Sheng

1989生於台中，現就讀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研究所。曾獲第 17 屆裕隆木雕創

新獎，木雕創新組銀質獎、三義國際木雕競

賽獲選、建國百年東勢漂流木競賽獲選。重

要展覽有 ART SOLO 2014、L.A. ART SHOW 

2014、CONTEXT Art Miami 2013、ART FAIR 

TOKYO 2013。

林國瑋 ｜ Lin Kuo-Wei

1985生於台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

研究所畢。曾獲 2014國際木雕藝術交流及木

雕競賽展第一名、第 17屆裕隆木雕金質獎銅

質獎、2013國際木雕藝術交流及木雕競賽展

入選、2013 台中大墩美展雕塑類第一名、2013 

高雄獎 雕塑類優選。重要展覽有《很久很久以

前》、2014 YOUNG ART TAIPEI、2013 美術

創作卓越獎、2013台中藝術博覽會。

2015 林語堂潤餅文化節   Lin Yutang Popiah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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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小小的圓盤擺在桌上，裡頭盛

滿各色各種香噴噴的餡料，繽紛美麗又

充滿香氣。往往有人抵抗不住誘惑，伸

手捏一些又酥又軟的炒豆干，快速塞入

口中，偷偷地吃將起來。熱呼呼的食物

在嘴裡，有一種暖到心坎的幸福感……

體驗真實的美味

潤餅不但是傳統美食，更是隨性隨

心的菜色。

高麗菜、炒豆干、筍絲、香菇……，

這些都是常見的潤餅食材，但是在家裡

吃到的潤餅，在各個地方吃到的潤餅，

餡料更像是無法預料的驚喜。以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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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與「泉州」兩款潤餅，以及「墨

西哥捲餅」、「法式可麗餅」的配方與

做法，希望能添增春日的飲膳氣氛，也

期待讀者透過實做，體驗各種出乎意料

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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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薄餅
以下備料可供 20 人份的潤餅。

餡料食材

（請依照每類食材的編號，至「餡料作法」中按編號閱讀做法）

1.高麗菜 600g 2.白豆干 10塊、 醬油 5cc 3.五花肉 300g  、 醬油 5cc

4.乾蝦仁 10g 5.胡蘿蔔 300g 6.荷蘭豆 200g

7.冬筍 3隻、米 100g 8.香菇 30g 9.清水 1200cc 、柴魚片 50g;

10.青蒜 1根 11.綠豆 200g

餡料作法

1.高麗菜洗淨去梗，切絲 0.5cm寬。炒鍋倒入 50cc油，放入高麗菜炒軟，佐鹽調味，

起鍋備用。

2.白豆干切條，炒鍋倒入豬油 50cc，中大火拌炒至微黃，內軟外酥，佐醬油起鍋，

瀝乾油之後備用。

3.五花肉切絲，炒鍋倒入 5cc豬油炒熟，佐以醬油炒香，起鍋備用。

4.乾蝦仁以 60° C溫水泡 20分鐘，炒鍋入油 5cc爆香，起鍋備用。

5.胡蘿蔔去皮切絲，炒鍋入油 10cc炒軟，佐鹽起鍋備用。

6.荷蘭豆去纖維後，切 0.5cm，炒鍋入油 10cc大火快炒，起鍋備用。

7.冬筍洗淨，以 3000cc清水加入 100g白米中火煮開後，轉小火滾一小時，起鍋去

皮切絲 ，炒鍋入豬油 50cc，佐鹽炒至入味起鍋，瀝油備用。

8.香菇以 60° C溫水泡開去蒂切絲，炒鍋入油 50cc，爆香起鍋，瀝油備用。

9.炒鍋將水煮開，加入柴魚片煮 1分鐘，篩起柴魚片，成柴魚上湯備用。

10.青蒜取葉部切段、切絲備用。將蒜梗做成刷子，以備包薄餅時沾取甜辣醬。

11.豆芽菜處理法，請參考「泉州潤餅食譜」。

12.柴魚上湯以中小火依序加入炒好之冬筍、胡蘿蔔、高麗菜、香菇、五花肉、蝦仁，

煨 15分鐘後，高麗菜到熟爛程度，再加入豆乾，最後加入荷蘭豆與蒜葉絲。

13.豆芽菜於包薄餅時，再入鍋微煨即可。

｜ 34 ｜



佐料食材

（請依照每類食材的編號，至「佐料作法」中按編號閱讀作法）

1. 花生粉 50g、白糖 5g；2. 香菜 75g；3. 扁魚酥 5g；4. 滸苔；5.甜辣醬 200g。

佐料做法

1.將白糖與花生粉拌勻備用。

2. 香菜洗淨取葉備用。

潤餅包捲法

取一張潤餅皮，先下一長條形滸苔與扁魚酥，再將煨好之材料瀝水，分放進潤餅

中，撒上花生粉、香菜。將甜辣醬塗抹於潤餅前半圓的邊緣，包捲起潤餅即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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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備料可供 20 人份的潤餅。

餡料食材

（請依照每類食材的編號，至「餡料作法」中按編號閱讀做法）

1. 高麗菜 600g；2.白豆干 5塊、五花肉 300g、醬油 15cc；3.胡蘿蔔 300g；4. 冬筍 3隻、

米 100g；5.香菇 30g；6.蘿蔔乾 80g、芹菜 10g；7.白蘿蔔 400g；8.海蝦 300g、 薑

片 50g、米酒 20cc；9.烏魚子ㄧ條、米酒 50cc；10.紅燒肉 200g；11.皇帝豆 300g；

12.雞蛋 2個；13. 綠豆 150g；14.韭菜 200g；15. 清水 1200cc、柴魚片 50g；16.潤餅

皮 600g。

餡料作法

1.高麗菜洗淨去梗，切絲 0.5cm寬。炒鍋倒入 50cc油，放入高麗菜炒軟，起鍋備用。

2.白豆干切條，炒鍋倒入豬油 50cc，中大火炒至微黃，內軟外酥起鍋。五花肉去皮

切絲，原鍋炒熟至微焦，再倒回豆干，加入醬油調味，快炒起鍋，瀝油備用。

3.胡蘿蔔去皮切絲，炒鍋入油 20cc，炒軟起鍋，瀝油備用。

4.冬筍洗淨，以 3000cc清水加入 100g白米，中火煮開後，轉小火滾一小時。起鍋

後去皮切絲，炒鍋入豬油 50cc，大火快炒起鍋，瀝油備用。

5.香菇以 60°溫水泡開，去蒂切絲，炒鍋入油 50cc，爆香起鍋，瀝油備用

6.蘿蔔乾洗淨切粒，芹菜去葉洗淨切粒，炒鍋入豬油 10cc，先將蘿蔔粒炒香，再加

入芹菜粒快炒，起鍋備用。

7.白蘿蔔去皮切絲，炒鍋入豬油 10cc，炒軟起鍋備用。

8.海蝦去殼、去腸泥，1000cc水煮開後，加入薑片與米酒，蝦仁倒入燙熟起鍋，瀝

水備用。

9.將烏魚子外膜以牙籤輕輕剔除，浸泡於米酒內 20分鐘，翻面繼續浸泡 20分鐘。

取平底鍋抹上一層薄油，開大火 30秒，關火放入魚子 60秒。另一面一樣程序處理。

起鍋後放涼切成 0.3公分斜片備用。 

10.紅燒肉切片後，切絲備用。

11.皇帝豆去殼，炒鍋內入油 10cc，放入皇帝豆炒熟微軟，起鍋備用。

泉州潤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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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蛋去殼後，打勻過濾，取一平底鍋，以中火將蛋汁倒入鍋中鋪平，煎成蛋餅，切

絲備用。

13.白鐵水壺一只，出水口有蓋子（豆芽厭光），將綠豆倒入水壺中，水淹過綠豆，

蓋好蓋子，泡 8小時暴芽。由出水口倒出水，再由出水口加水搖動壺身，再將水

倒乾，放置陰涼處，每 4小時換水搖晃倒乾，連續 4天，豆芽菜便完成。

14.韭菜洗淨，去老葉，切 5cm段備用。

15.炒鍋將水煮開，加入柴魚片煮 1分鐘，篩起柴魚片，成柴魚上湯備用。（柴魚上

湯以中小火加熱，放入炒好之高麗菜、胡蘿蔔，小火慢煨豆芽菜。韭菜則於包薄

餅時再入鍋中微煨即可。） 

佐料食材

（請依照每類食材的編號，至「佐料作法」中按編號閱讀作法）

1.扁魚 5g；2.花生粉 50g、白糖 20g；3.香菜 75g；4.蒜頭 30g ；5豆腐乳 2塊、豆

腐乳汁 10cc；6.滸苔 50g。

佐料做法

1. 取油鍋加入油，開中火讓溫度提升到

80° C，將扁魚放入油鍋中，轉小火讓溫

度慢慢提升到 120° C。當扁魚顏色轉為

淡琥珀色，起鍋，將扁魚身上之魚刺去

除，搗成扁魚酥備用。

2.將白糖與花生粉拌勻備用。

3.香菜洗淨，取葉菜梗，切 2cm段備用。

4.蒜頭去皮、剁成泥，備用。

5.豆腐乳以網篩篩成泥，與腐乳汁拌勻，備用。

潤餅包捲法

取一張潤餅皮，先下一長條形滸苔與扁魚酥，再將炒好之材料一一加放進潤餅

中，撒上花生粉、香菜。將腐乳醬塗抹於潤餅前半圓的邊緣，再撒少許的蒜泥於腐

乳醬上，包捲起潤餅即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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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 餅皮（可用潤餅皮替代）

2. 肉餡（可用牛肉、沙朗牛肉片、豬肉、雞肉，隨個人喜好調味）

3. 青椒一顆

4. 番茄一顆

5. 洋蔥半顆

6. 乳酪絲少許

7. 檸檬半顆

8. 酪梨一顆

步驟

1. 青椒洗淨，切成條狀

2. 番茄洗淨，去籽，把濕軟的部分也去除掉，只留外層切丁

3. 洋蔥洗淨，切絲

4. 肉餡煮熟，可加入馬鈴薯丁調味

5. 將青椒、番茄、洋蔥與肉餡混合

6. 餅皮入在平底鍋，不須放油（可用潤餅皮代替，怕破，要放兩層）

7. 將步驟 5混合好的餡料放入餅皮中，灑上乳酪絲

8. 將餅皮兩邊往內包，兩面煎熱

9. 擠上少許檸檬汁

10. 隨意挖一些酪梨放進去配著吃

11. 開動囉！

墨西哥捲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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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 麵粉

2. 食鹽

3. 蛋

4. 鮮乳

5. 開水

6. 奶油

7. 香料（可以萊姆酒或肉桂粉，隨意調味）

8. 果醬，或香蕉片、巧克力醬可製成香蕉巧克力口味，隨意加入各種想要搭配的食

材吧！

步驟

1. 拿一個乾淨的鍋子，放入麵粉和食鹽，攪拌均勻

2. 打入雞蛋，繼續攪拌

3. 一邊攪拌一邊加入鮮乳

4. 視濃稠度加入開水混合

5. 呈現均勻、不結塊的液狀時，加入少許食鹽，再放入奶油，最後放調味料

6. 靜置數個小時

7. 將麵糊以畫圓的方式澆入平底鍋

8. 翻面，確認兩片煎熟

9. 起鍋放入盤中，以果醬或香蕉片、巧克力醬隨意調味

10. 開動囉！

法式可麗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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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餅

潤餅是一種中國傳統美食，如今在

臺灣閩南家庭的習慣中，每逢尾牙、春

節、寒食、清明，或宴客時，都會擺上

琳瑯滿目的盤盛食材，以薄薄的餅皮

包裹食用。林語堂先生為福建漳州人，

林夫人是廈門人，受到夫人飲食習慣影

響，家中常常吃潤餅，次女林太乙也稱

讚潤餅是「白紗包著的禮物」。

常見的潤餅料理，使用的是極薄的

白色餅皮，餡料以春天出產之食材為

主，包括豆芽菜、韭黃、芹菜、紅蘿蔔、

高麗菜等蔬菜，再加上豆干、肉絲、蛋

皮、豬肉等，輔以花生粉、砂糖粉、香

菜為基底，隨個人喜好挑選餡料包裹入

餅皮內，捲成圓筒狀，雙手捧握食用。

話說潤餅

五辛盤

「五辛盤」是一種祭祀春神的禮

俗，最早可追溯到西元前四百年的春秋

戰國時代。古代以「五辛盤」祭祀春神，

內容包括大蔥、小蒜、韭菜、香菜、芸

苔（或滸苔）等。中國傳統養生概念中，

食用這五種「辛」性質的食材，可達到

所謂的「開五臟、去伏氣」效果，即是

排去冬天潮濕鬱累的氣，以開胃食材輔

助全身氣血的循環。後來人們以餅皮包

覆五辛餡料，使之易於入口，故產生潤

餅、春捲等春日飲膳。

寒食節

寒食節之來由有兩種說法，一為紀

念春秋賢士介子推，在其葬身火窟之

後，以不生火、吃冷食來表示敬意；二

為「改季改火之俗」，古人因季節不

同，使用不同的薪柴取火，春末時新火

未換，即禁止人們生火，只能吃冷食。

潤餅作為一種冷食，時常搭配寒食節習

俗食用。

潤餅不僅是一種可口美食，更是蘊含人文光彩的精品。

在饗用好滋味的同時，靜靜聆聽潤餅的往事，彷彿一種似曾相識的方言，正緩

緩訴說著美麗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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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潤餅

廈門人又稱潤餅為薄餅（popiah）。

料理食材分別處理之後再一同燉煮。廈

門為重要通商口岸，城市繁華，生活水

平高，潤餅食材自也豪華不群。又因廈

門人偏好軟爛口感，餡料以糜爛的去梗

高麗菜為大宗。如林語堂夫人廖翠鳳女

士來自廈門鼓浪嶼人富商家庭，她做的

廈門潤餅，也會採用昂貴食材，如：香

菇、冬筍、海蝦。

泉州潤餅

泉州人將潤餅的食材分別處理，

分別盛放，包潤餅時再一樣樣包起來。

泉州曾是世界最大的海港，故泉州潤

餅也是中原、閩南和異域文化的融合

食物。因為分別盛放，泉州潤餅食材

看起來十分繽紛、有氣勢。泉州潤餅

對於食材方面非常注重雅致的感受，

不但刀工細緻，也強調整體的美感與

氣氛，以「雅」為中心概念，做出好

看又好吃的泉州潤餅。

春遊

春遊，又稱踏青，是一種中國古代

相當盛行的春季活動。唐代詩聖杜甫的

著名長詩〈麗人行〉之中，「三月三日

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等詩句，描

繪的就是唐代春遊的景況。春回大地，

萬物甦醒，人們也應在這樣的季節出

遊，舒展筋骨，排去寒冬的濕氣；開闊

心境，迎向春暖花開的好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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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弘潤餅

營業時間及店家地址：

早上｜ 6：00至下午 1：30

下午｜ 1：30至 5：00 過後僅做外送服務。

週一、週日

新北市永和區勵行街 63 號（溪州市場）

週二、週四、週五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185、188 號（吳興市場）

週三、週六

新北市三重區中央北路 63-2 號（中央市場）

正宗現做潤餅

營業時間｜中午 12：00 至半夜 12：00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日休息）

店家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537 號（萊爾富旁）

萬福號

營業時間｜早上 10：00 至晚間 8：00

（一個月不定期休息二天） 

店家地址｜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 99 號

大肥媽手工現做潤餅

營業時間｜星期二、四、五 早上 7：00 至下午 2：00

店家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 45 巷 9 弄 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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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橋頭潤餅

營業時間｜下午 5：00 至晚間 11：30，無固定休

攤日

店家地址｜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伊寧街口

羅媽媽養生苜蓿捲

營業時間｜中午 12：00 至晚上 10：00 

店家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南路一段 43 號前騎

樓（微風廣場 7-11 門口）

秋閑潤餅

營業時間｜上午 6：00 至下午 2：00

下午 4：00 至晚上 9：00（星期日休息）

店家地址｜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 9 巷 9 號

楊記全麥營養潤餅捲

營業時間｜下午 3：00 至晚上 10：30

（星期三休息）

店家地址｜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 108 巷 2

號對面（水源市場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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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城市生活之動率是如此的緊張，致

使我們一天更比一天無暇去顧到烹調和

滋養方面的事情。

現在當著我們面前的是人生的盛宴，唯

一成為問題的是我們的胃口如何，胃口

比筵席更為實在。

我們的生命並不在上帝的掌握中，而是

在廚子的掌握中。



如若一個人能在清晨未起身時，很清醒

地屈指算一算，一生之中究竟有幾件東

西使他得到真正的享受，則他一定將以

食品為第一。所以倘要試驗一個人是否

聰明，只要去看他家中的食品是否精美，

便能知道了。

一個人如若祇為了工作而進食，而不是

為了須進食而工作，實在可說是不合情

理的生活。

＊以上文字來自林語堂《生活的藝術》



2015 林語堂潤餅文化節

指導單位｜臺北市文化局 東吳大學

主辦單位｜林語堂故居 心靈語堂

協辦單位｜中華崑曲藝術協進會 招弟薪創事業有限公司 桌子咖啡

媒體協力｜文化年代《人文》雜誌

感謝名單｜ Amanda老師、大肥媽手工現做潤餅、大橋頭潤餅、正宗現做潤餅、阿弘潤餅、  

吳泓德醫師、林明昌老師、秋閑潤餅、萬福號潤餅、楊記全麥營養潤餅捲、羅

媽媽養生苜蓿捲

視覺總籌｜好米藝術與設計工作室

林語堂故居

臺北市文化局委託東吳大學經營管理

地  址｜ 111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二段 141號

活動網址｜ www.linyutang.org.tw

洽詢電話｜ 02-2861-3003

服務時間｜週二至週日 9:00-17:00

印製日期｜ 104年 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