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布這次隨著專業筍農吳國池進入

竹林，吳國池教他如何經由土面的裂痕，找到深

埋在土裡的綠竹筍，之後將土全部撥開，讓整隻竹筍露

出來，最後再拿出刀子，從竹筍的根部切下，不到一會兒時

間，幾隻新鮮的竹筍立刻到手，阿布興奮笑說：「吳大哥（筍農）

教我切竹筍的訣竅，就是找到最沒有阻力的點，往下切下去，這樣竹

筍不僅可以輕鬆切下來，重點留下的根部，還會繼續生長竹筍，讓這片

竹林可以生生不息。」

吳國池的太太廚藝過人，曾以綠竹筍獲得料理比賽殊榮，當天，她特地

準備多道綠竹筍料理，讓來家中作客的阿布品嘗。阿布初嘗「竹筍蝦鬆」，讚

不絕口，「我建議把蝦鬆、紅蘿蔔、蘋果和綠竹筍，一口全部吃進去嘴裡，非常脆

口，又很清甜。」再嘗「雙筍爭豔」，更是回味無窮，「吃這個一定要先沾優格，綠

竹筍很新鮮，吃下去味道很棒，如果拿綠竹筍直接沾優格吃，更有一番風味，因為

綠竹筍水份很多，非常清爽。」接連兩道綠竹筍料理，讓他愛不釋口，「綠竹筍很好

吃，又很養生，多吃對健康也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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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行腳節目《冒險王》獲金鐘

獎綜合節目主持人獎，阿布對於

國內外旅遊都在行，《明周》邀他

至五股挖竹筍，一嘗綠竹筍的可

口美味，他透露位於新店坪林的

老家後山，種有一整片竹林，因此

從小就對竹筍就不陌生，以前偶

然興致一來，還會跟家人拿著工

具，上山去找竹筍、挖竹筍，「我

現在工作有空，還會回去挖竹筍，

新鮮的綠竹筍隨便拌點沙拉，就

很好吃。」

品嘗米其林
綠竹筍 

撰文  陳慶祐、黃琬軒   攝影  吳晴中  
編輯  丁勁丞   設計 江宜

阿布帶路探
新北市



地址： 新北市五股區
 御史路172號
電話：（02）2291-5868

紫 雲 農 場

阿布這次隨著專業筍農吳國池進入

竹林，吳國池教他如何經由土面的裂痕，找到深

埋在土裡的綠竹筍，之後將土全部撥開，讓整隻竹筍露

出來，最後再拿出刀子，從竹筍的根部切下，不到一會兒時

間，幾隻新鮮的竹筍立刻到手，阿布興奮笑說：「吳大哥（筍農）

教我切竹筍的訣竅，就是找到最沒有阻力的點，往下切下去，這樣竹

筍不僅可以輕鬆切下來，重點留下的根部，還會繼續生長竹筍，讓這片

竹林可以生生不息。」

吳國池的太太廚藝過人，曾以綠竹筍獲得料理比賽殊榮，當天，她特地

準備多道綠竹筍料理，讓來家中作客的阿布品嘗。阿布初嘗「竹筍蝦鬆」，讚

不絕口，「我建議把蝦鬆、紅蘿蔔、蘋果和綠竹筍，一口全部吃進去嘴裡，非常脆

口，又很清甜。」再嘗「雙筍爭豔」，更是回味無窮，「吃這個一定要先沾優格，綠

竹筍很新鮮，吃下去味道很棒，如果拿綠竹筍直接沾優格吃，更有一番風味，因為

綠竹筍水份很多，非常清爽。」接連兩道綠竹筍料理，讓他愛不釋口，「綠竹筍很好

吃，又很養生，多吃對健康也有幫助。」

米其林三星主廚指定採購

從民國65年陸軍退役後，筍農吳

國池開始種植竹筍，最初成果平平，後

來，他去上政府開的農業種植課程，按

照教學內容種植綠竹筍，每個月按表操

課，從十月開始留下母竹，竹林要有特

定的空間設計，適時除草，並施以土壤

改良劑、有機肥，因而大幅增加了綠竹

筍的甜度等等，他驕傲地說：「還有米其

品嘗米其林
綠竹筍 

阿布(右)拿著工具刀，

與筍農吳國池在竹林裡

挖竹筍。

筍農吳國池務農將近

40年，對於種植品質
優良的綠竹筍，相當

有經驗。

阿布看著剛開出來的竹筍，表

情相當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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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三星主廚來台灣找夢幻食材，找到我

種的綠竹筍，他覺得很甜，也很滿意我

種的竹筍。」

種植綠竹筍將近40年，吳國池以

前曾種過其他農作物，但唯獨種竹筍的

成績最好，還因竹筍的品質優良，屢獲

獎項，回顧過往他感慨萬千，曾遇過不

少難關，最常遇到的是勞力不足，沒人

幫忙採收、照顧竹林，有時還有颱風、旱

災來攪局，「我們種田的農家，就是要

靠天吃飯。」他現在除了自賣綠竹筍，也

有全台宅配送達各地，讓消費者經由網

購，就能享用最新鮮的竹筍，「我女兒還

設計包裝用的紙箱子，想要做出自己的

特色。」

手作雙筍爭豔

1. 準備新鮮的透抽。
2.  將竹筍、紅蘿蔔、蘆筍和小黃瓜，逐一插入
透抽的圓孔中。

3.  準備平底鍋，置入2分滿滾水，將製作好的
食材逐一注入鍋內。

4.  將食材製入蒸煮約3至5分鐘。
5.  擺盤上桌，大功完成。

1 4

5
2

3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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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裡駕風帆：微風運河

每次跟朋友說，新北市可以駕風

帆，都遭一頓白眼。這是真的，二重疏

洪道的微風運河不僅可以駕風帆，還可

以滑水、玩獨木舟，更是練習划龍舟的

好地方。

這條運河位於二重疏洪道的最北

邊，長1200公尺，寬140公尺，是熱愛

水上運動的玩家級景點。而且成蘆橋

下還有沖洗設備以及水上活動中心，想

玩水的人只要到開車到微

風運河來，就可以滿足所

有需求。

特別是春季到初夏，這

裡不僅有人划獨木舟、駕風

帆、滑水，還開滿波斯菊，許

多攝影愛好者會來捕捉水

上活動的生動影像，還有迎

風搖曳的花朵，以及新北市

新穎建築襯著河岸的美麗景

象。

微風運河旁邊緊連著五

股、蘆洲濕地，這裡是鹹水

與淡水交會之處，動物、植物生態特別

豐富，周末常有家長帶著孩子來觀察生

態，順便騎騎腳踏車、運動一下筋骨；這

塊溼地地處台北盆地邊陲，是新北市重

要的生態保護區。

觀音山禮拜觀音：

凌雲寺與凌雲禪寺

從凌雲路往山上開，沿途都是竹筍

餐廳與土雞城，因為觀音山的綠竹筍實

在有名又好吃。直到拐過一個彎，就可

以看到凌雲寺與凌雲禪寺兩座廟宇襯

著觀音山峭壁，出現在眼前。

凌雲寺是五股歷史最久的廟宇，最

早是在清乾隆4年（西元1739年）由謝

建賢創建，奉祀南海觀音；後來因為傾

圮、焚毀，現在的主殿建築是民國16年

落成的，至今也已超過80年，屋頂則是

民國94到95年整修完成。而後殿則是

民國93年落成。

凌雲禪寺則是清宣統元年（西元

1909年）由寶海法師創建，後來由本圓法

師繼任住持。凌雲禪寺建築宏偉，都是歷

年來不斷擴建的成績，早年曾是武俠電

影拍攝的熱門場景；這裡奉祀千手千眼

觀世音菩薩。都在觀音山上，也都拜觀

音，凌雲寺古樸，凌雲禪寺雄偉，各有各

的美好。特別是後山的觀音山峭壁，當

地人暱稱為「和尚頭」，讓兩個寺廟都

有了非凡氣度。

登高望河口：觀音山步道

觀音山是台北盆地的地標之一，

也是健行好所在，特別是五股這側更有

許多步道可以選擇；從凌雲路的兩側，

到遊客中心的旁邊，再至制高點的硬漢

嶺，這裡有6條步道可以選擇，分別為福

凌雲寺是附近居民的
信仰中

心，有種村落集會所的
溫馨。

夏日不妨到微風運河

來駕風帆、看風帆，這

已然成為新北市的嶄

新景觀。（新北市體

育會帆船委員會  提
供）

風 帆

成功國小就位於二重疏

洪道旁邊，體育課就是

到這裡來健行一圈。

到二重疏洪道騎腳踏車，是

許多家長與小朋友的最愛。

刺激的滑水也可以在微

風運河體驗得到。
濕地緊鄰著城市，是五股溼地的特色。

溼地裡棲息的鳥類，是新北市的重要生態保護區。

微風運河還可以練習划龍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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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山、牛港稜、硬漢嶺、尖山、楓櫃斗湖

及牛寮埔登山步道。

沿著凌雲路往山上走，是福隆山步

道，這條步道直抵凌雲寺，還會經過一

棵300歲的茄苳老樹，許多人會沿著山

路走上來，然後在凌雲寺前公車總站坐

公車下山。

從觀音山的制高點硬漢嶺往

下拍，可以一眼望盡八里、淡

水河口、淡水市鎮。

這 樣 拍 最 好 看

完善的步道設施，是觀音

山風景區的優點。

許多台北人都到五股

來登山健行。

凌雲禪寺就在觀音山峭

壁正下方，整座廟宇彷

彿嵌入山壁中。

大眾交通資訊： 蘆洲捷運站→1號出口→搭乘橘20號公車→至開山凌雲寺下車→步行往觀音山遊客
中心（約20分鐘）

汽車交通資訊： 1.高速公路國道1號（五股交流道）→64號快速道路（觀音山交流道）→凌雲路三段
→觀音山

    2.高速公路國道1號（林口交流道）→文化一路→右轉中山路→左轉粉寮路  
    （縣道108）→民義路（鄉道北53）→觀音山

最辛苦的，就是硬漢嶺步道。這條

步道可以直抵硬漢嶺，望盡淡水河口的

兩側，甚至還可以連結劉寮埔步道翻過

觀音山，抵達八里的那一邊。既然叫做

硬漢嶺，就表示不是好漢無法攻頂，要

挑戰的朋友務必衡量自己的體力。

觀音山步道都有很好的設施，讓健

行成為一種享受，而不會要披荊斬棘，

而且有清楚的指示，非常適合整天坐辦

公室的上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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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二重疏洪道 微風運河： 
地址：疏洪一路往八里方向，成蘆大橋旁

1、國道一號：由三重交流道下，接成功路轉二重疏洪
道，即可到二重疏洪道河濱公園。

2、台北人可由忠孝、台北、中興橋進入三重埔往二重埔
重新路，上防坡堤即可看見花海。

凌雲禪寺



先民的跳板：八里渡船頭

想起八里，大部分的人想到的是八

仙樂園與廖添丁廟吧？雖說現在淡水

比八里熱鬧，但早年先民來到台北盆

地，可是先在八里下船的。

根據考據，先民是從淡水河口來到

台北盆地，藉著八里做為跳板，才深入

盆地裡的新莊、艋舺（萬華）、大稻埕，

然後才有了台灣最熱鬧的城市──台

北城。

十三行遺址的出現，更將先民的歷

史推得更早。十三行人約在至今1800

年到500年前居住在八里，是唯一擁

有煉鐵技術的先民，對這段歷史有興趣

的遊客，可以到十三行博物館走走。

八里渡船頭雖然不大，但隱藏了許

多常民美食，從鹹鴨蛋、孔雀蛤到雙胞

胎；這裡比不上淡水老街摩肩接踵的人

潮，卻另外有種閒適風情。想運用大眾

交通工具一遊八里的遊客，也可以利用

淡水捷運接連渡船，到八里來散散步、

逛逛博物館。

一年四季吃竹筍：

海堤竹筍餐廳

五股、八里的觀音山麓，是台北盆

地綠竹筍最出名的地方，因為觀音山是

死火山，擁有優質的火山土壤，才能讓

筍子輕鬆長出來，不會有過多纖維影響

口感。

就在觀海大道旁，就有家以竹筍

為主題的餐廳，海堤竹筍餐廳的林合進

老闆有30年的廚房經驗，做台菜出身，

加上曾遠赴日本掌廚，他的手藝確有過

人之處。因為娶了八里渡船頭著名佘家

孔雀蛤的女兒，林合進想在八里也開家

餐廳，就在前鄉長的建議下，開了這家

竹筍餐廳。

竹筍餐廳招牌菜是竹筍扣肉，用

肥五花肉燒筍子，讓筍子的鮮甜搭上豬

油的滑口，不膩不油。和風沙拉則令人

驚豔，用七味粉、洋蔥絲、鱈魚肝和鮪

魚罐頭為竹筍

切片佐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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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28號
電話：（02）8630-5688

海 堤 竹 筍 餐 廳

短短一條八里老街，

隱藏許多常民美食。

八里渡船頭有淡水沒有的閒適風情。

和風竹筍NT250，好吃
的涼夏前菜。

林合進做台菜出身，他的菜

粗曠中又重視細節與調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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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博物館不僅建築有特色，更
保存了十三行人的生活遺址。

竹筍扣肉NT350，是竹筍餐廳
的招牌菜，每桌必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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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待欣賞完
片頭影片，出現視

訊畫面後，請拿起

本期《明周娛樂》

雜誌，封面正對著

攝影機，待數秒後

即可收看。

步驟2：請連結並
打開你的網路攝

影機。

步驟1：請先登入http://www.ar-show.
com.tw/mingweekly/

步驟3：請點選觀
看「本期精彩內

容」。

步驟4：第一次體驗
「擴增實境」的讀

者，請下載軟體並

進行安裝，安裝完

成後請按下一步。

（下載時間約1∼2分鐘）

《明周娛樂》教你玩「擴增實境」

獨家直擊

阿布挖竹筍吃大餐

歡迎加入Facebook「新
北旅客粉絲團」，自6月29日
起，本段影片同步上線。

阿布喜歡旅行，以前主持旅遊節目，跑

遍全球各地，現在成為綜藝節目常客，一周

七天都有滿檔通告，工作閒暇之餘，若沒有

足夠時間出國走走，他最常選擇至台北近

郊，新北市更是他最佳選擇，「我跟經紀公

司的人常去八里的福安宮拜拜，祈求演藝

工作順利，五股附近的觀音山，有時間也會

去走走，那邊視野廣闊，空氣更是新鮮，很

適合城市人來戶外踏青。」當天他下通告，

立刻與《明周》團隊直奔五股挖竹筍，「這

個通告太棒了，可以讓我走出戶外，真是開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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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是涼夏聖品。

竹筍餐廳最令人驚訝的，是四季

都賣綠竹筍。5到10月是綠竹筍產季，

林合進都選用當天挖的筍子；11月之

後，則運用八里農會的冷藏技術，讓綠

竹筍一樣可以端上桌。這家餐廳價格合

宜，味道獨特，難怪每天高朋滿座。

柚子森林小木屋：

桃樂絲森林

都說觀音山麓有家餐廳用水蜜桃

入菜，沿著山路找到了才知道，原來這

家餐廳就開在森林裡，彷彿童話世界裡

的景象。

林炳昌在父親過世後，回家繼承家

中的果園「穀興農場」；原先從事食品

加工業的他，一直想把自己的專長與家

裡的事業做結合。娶了顏姿琳之後，他

們決定要將事業轉型成餐廳，就在柚子

林裡蓋了木屋，顏姿琳希望將來有個童

話《綠野仙蹤》主角一樣的女兒，所以

取名桃樂絲森林，果然，他們生下了一

個可愛的女兒。

桃樂絲森林也不止於水蜜桃入菜，

像是自家竹筍園的綠竹筍，就是夏季首

選。林炳昌的綠竹筍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的，事先真空包裝再蒸煮，讓筍子的甜

味可以完整保留下來，竹筍養生鍋湯底

更以中藥熬煮，分量超大，還包括一整

根的綠竹筍。 

地址：新北市八里區荖芊村6
鄰荖芊坑路34-5號
電話：（02）8630-3356

桃 樂 絲 森 林

竹筍冰沙NT200，豬肉竹筍養生鍋
NT450，都是桃樂絲森林夏季限定
的商品。

林炳昌一家三口，就在柚子森林

裡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八里渡船頭的交通資訊： 
大眾交通資訊：捷運淡水站→淡水渡船頭→渡船→八里渡船頭。 
汽車交通資訊：

（1）三重蘆洲方向：蘆洲三民路→上成蘆大橋→成泰路四段往關
渡大橋方向→台15線→觀海大道右轉直行→八里渡船頭。
（2）從關渡淡水方向：上關渡大橋往八里方向→下橋接台15線往
林口方向→觀海大道右轉直行→ 八里渡船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