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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1  記者 徐念慈 報導

「你應該勇敢從事自己想做的事，不喜歡地東西就乾脆別做，因為只要不喜歡，你不可能做出好

的東西來，人生是很短暫地，就應該做自己喜歡地東西！」

王泰俠老闆對於自己的信念有著無比地執著。（攝影／徐念慈）

俐落大方的雪白短髮，搭配合身剪裁的穿著，王泰俠眼神中帶著堅毅，說話語氣肯定且清晰有條
理，全身散發著精明簡約的氣質。她在十年前左右，跟隨丈夫從美國回來台灣，為了興趣、為了
休閒，一個人獨立開設餐廳。

漫爵餐廳坐落在交大梅竹山莊旁，餐廳氣氛優雅，不但屋外種滿翠綠的植株與繽紛亮眼的花草，
在餐廳
內，從桌面、櫥窗、菜單到鏡面上，全都被主人親手畫上的典雅花卉圖案裝典，燈分柔和舒適，
在二樓
用餐的桌面上，還擺設了精緻的小蠟燭，增添了用餐民眾的浪漫情趣，從每一個小細節，無不看
到餐廳主人對於裝潢的巧思。

來自於信念地「新鮮」來自於信念地「新鮮」  
在室內裝潢上，王泰俠處處展現了對於美感協調
的看重
，但王泰俠對於店內最有自信的還是她親手設計
得菜單與食材，王泰俠強調對於餐廳的經營，她
最重視地就是食材的新不新鮮。從食品原料開始
，王泰俠都會親自去看過供貨商的營運地方，看
乾不乾淨、衛不衛生，並堅持不跟供貨商收不好
的肉，認為必須向供貨商證明自己眼光很嚴格，
讓他們了解她對品質的決心。王泰俠說：「台灣
肉商都會習慣把最好的肉給旅館，然後給那些餐
廳個體戶較次等的貨，但付同樣的價錢，為什麼
我要收這種次等貨呢！所以我堅持不收！我買東
西不太愛講價錢，只會要求這個價錢就要什麼品
質的肉，你就該給我那種等級的肉類！」

王泰俠提到說：「我把客人當成來我家吃飯的朋
友，我會希望把他們全部都照顧得很好。」對於
品質王泰俠一次次展現她的執著，她要讓供貨商
了解，她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絕不打馬虎。有次
店裡進了一批進口地橄欖油
，發現供貨商給得是很舊的油，當王泰俠詢問代
理商時
，他們就推托說是外國廠商的問題，他們也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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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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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內充滿許多手繪圖案。（攝影／徐念慈餐廳內充滿許多手繪圖案。（攝影／徐念慈

））

漫爵師傅這在料理新鮮食材。

（攝影／徐念慈）

從菜單外觀設計到菜單內容全都出自王泰俠巧思。

（攝影／徐念慈）

處理。當下王泰俠就自己親自打電話找外國廠商
，直接跟供貨商說：「你不要欺負我們台灣人好
嗎？你們把這麼不好的東西進到台灣來，這算什
麼職業道德！」後來他們就直接派人來，跟王泰
俠談和道歉，並保證他們永遠不會再做這種事。
王泰俠表示：「你不能因為我是個女人就不理我，我付同樣的錢，我有道理要求那種品質，台灣
的社會的女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很弱勢，該站在道理思維上為自己的理念堅持。 」

少年飲食觀念地「貧乏」少年飲食觀念地「貧乏」    
  當初隨著先生，從美國回來台灣，王泰俠對於台灣年輕人在
吃的習
  慣上，感到十分的憂心。王泰俠認為人的身體跟食物是不能
拖節的
  ，人出生就是要吃三餐，所以三餐不好好吃，就是一件很糟
糕的事
  。王泰俠說：「現在很多年輕人，早上就只吃一個菠蘿、一
杯奶茶
  ，就當成一餐，但從這些食物他們並沒有得到任何營養，就
只是熱
  量、防腐劑和糖而已。學生常說因為沒錢才不得已如此，但
沒錢也
  有沒錢的吃法，可以喝牛奶、吃蘋果呀！其實這只是個常識
的問題
  ，但都沒有人去教育他們，然後四年後身體就這麼搞壞了。
」

  同儕環境裡沒有人提醒他們這點，家裡也不教育，王泰俠提

到她不

  久前新開的餐廳，就是希望讓年輕人能重視這點。而開設

  的新型店面，價位較低，但同樣也可以吃到營養好吃的食物。王泰

  俠說：「以一般市面的連鎖食品店為例，專賣醃製的肉類，如火腿

  、香腸等，但我的牛肉是自己滷的牛腱，我的雞胸肉是用迷迭香泡

  過切片，我知道裡面沒有防腐劑，我知道我的肉源是很好的！」做

  餐廳，客人相信你，才來你的餐廳吃飯，怎麼可以給客人吃那些亂

  七八糟的東西。王泰俠要替他們的健康把關，她認為做任何事都需

要有責任感。

但提到有機食品這件事，王泰俠對此表示不以為然。有機食品當然比較好，但她認為有機價格往

往比不是有機的食物貴上許多，這樣就變成只能讓有錢人才能吃到他們餐廳的料理，這樣永遠是

不公平的，很多食材只要業者肯下功夫多加清洗就可以了。

只做自己所願只做自己所願   絕不馬虎絕不馬虎

  王泰俠在高中後就離開
台灣，
  前往美國就讀食品營養
。在這
  美國這段日子，她開始
學習下
  廚；除了開始下廚外，
大學期
  間也不斷接觸到西餐相
關知識
  ，這也為王泰俠日後的
創業方
  向墊下很好的基礎。王
泰俠從
  小就愛吃，喜歡任何食
品的相
  關資訊，自己也常常在
紐約尋
  訪好吃的餐廳，加上她
自身對
  菜色地烹調十分有想法
，所以
  常憑著對美食的記憶對
菜色進
  行改良。王泰俠說：「

做事就
  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不喜歡就
  別做，你喜歡的東西你才可以
  全心全意的投入，才不會覺得
  累，也會有很高的成就感」就
  算從年輕從事餐飲到現在，王泰俠依然不會對餐飲覺得無趣，仍舊時常去吸取最新的美食新知
廣泛閱覽食品雜誌，甚至每年都會去紐約去嘗、去看別人有什麼東西。她不覺得辛苦，因為王泰
俠認為從事自己喜愛的事，永遠不會嫌辛苦。

除了堅持自己的喜好，王泰俠也提到，做事是不可以打馬虎，要做就要做到百分之百，她自己就
是貫徹這種信念。王泰俠表示：「做事不應該被要求後才不打馬虎眼，你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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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氣氛優美的環境，營養的美食。

（攝影／徐念慈）

都該把它做得很好；你不能敷衍，這是你做事該有的基本態度。如果你習慣了敷衍，什麼事你都
做不好地，沒有人是傻子，他們會了解你到底有沒有用心。」王泰俠嚴格的要求自己，也希望未
來國家的下一代能同樣為自己行為負責並勇於追求自己所喜愛地事務。

在廚師與服務生的通力合作後，一道道精緻營養的
餐點上菜了，雖然王泰俠目前已經很少親自下廚，
但喜歡熱鬧地王泰俠還是很喜愛與來訪得客人寒暄
一番，讓來到這裡得客人能有賓至如歸地感受。香
氣四溢的料理讓整 個餐廳充滿了滿足感，看著鏡
中手繪花卉細緻的反射，舒服大方的用餐氣氛讓人
愉悅，用執著與信念，王泰俠詮釋了對美食與興趣
最好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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