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
斯卡尼豔陽下》一書是義大

利版的《山居歲月－普羅旺

斯的一年》，書中不是美酒美食

就是綠草如茵的美景。其中皮蒙

特區（Piemonte）是世界上唯一
盛產白松露的聖地，亦是義大利

紅酒的故鄉，每當提起皮蒙特，

悠閒生活品味自我良好的感覺油

然而生。

創立1991年於皮蒙特的經典義
大利餐廳「La Credenza」，於
2006年起連續四年得到米其林
一星美譽，而今與其合作的「la 
FESTA」於是誕生了，為台北的義
式料理版圖擴大了不少。la FESTA
意即英文Festival寓有歡愉節慶之
意，餐廳室內設計以中世紀古城

「Siena」為主題，長形天花板是
Siena鐘塔扇形廣場賽馬的節慶場
景，這傳統的活動帶著故鄉悠悠

思情及奔放熱情，將這強烈義式

異國氛圍注入於la FESTA當中。

來自義大利經典的國際創意

皮蒙特「La Credeza」是由雙
主廚Igro Macchia與Giovanni 
Grasso合夥組成，是當地最負盛
名的餐廳，男高音安得烈．波伽

利（Andrea Bocelli）是常客。而
現今Igro Macchia支身到台北設
立la FESTA，1995年初次加入La 
Gredenza的行列，2004受邀至比
利時布魯塞爾米其林三顆星名餐

廳「Restautant Bruneau」擔任
主廚，2005又回到La Gredenza，
2006年便為此店奪得第一顆星
星。由於經常旅遊世界各地遍嘗

當地料理，在其料理Concept因
子中流著國際創意之血統，但又

不忘義大利傳統經典的美感，

於是Igro一再強調「something 
t r a d i t i o n a l  c h a ng i ng  t o 

something new」，「something 
different」的基礎下特別重視當
地本土的特色。加上「新鮮」與

「手工現場即作」的堅持，有口

福的台北食客終於可嘗嘗新視野

的義大利菜。

帶著星星的光環果然便是不

同，十米長開放式廚房讓食客清

楚看到料理區的行動藝術，Pasta
於大理石檯上現點現作，Beech 
Oven烤爐、Ageing Room熟成室
內滿滿盡是各式進口火腿、起司

與義大利蔬果、生鮮水族箱、生

鮮冰鎮展示台、la FESTA特有的
舒肥（Sous Vide）料理低溫烹調
機、木屑煙燻機、桌邊現作冰淇

淋機及BERTI手工刀具──從刀刃
到刀柄全部一體自家製作，牛角

刀柄上刻上製作者簽名⋯⋯這些

玩意一開始便製造了話題，也製

造了今晚的盛宴。

來自義大利的星星光環
la FESTA Contemporary Italian Cuisine

帶著星星的光環果然便是不同，十米長開放式廚房讓食客清楚看到料理區的行動藝術，Pasta於大理石檯上現點現作，
Beech Oven烤爐、Ageing Room熟成室內滿滿盡是各式進口火腿、起司與義大利蔬果、生鮮水族箱、生鮮冰鎮展示
台、la FESTA特有的舒肥（Sous Vide）料理低溫烹調機、木屑煙燻機、桌邊現作冰淇淋機及BERTI手工刀具──從刀
刃到刀柄全部一體自家製作，牛角刀柄上刻上製作者簽名⋯⋯這些玩意一開始便製造了話題，也製造了今晚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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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n Town｜新開店

黃宏輝 2007年《極上之味》（La Vie出版）一書一出版獲得「講義雜誌年度最佳美食作家」。在作品「璞石麗緻溫泉會館」受
到普遍矚目之前，是一位以「旅行」與「美食」聞名的建築師。受到彼得梅爾《About Taste》一書的啟發，對「雪茄、紅酒、
魚子醬」的想法，從道德淪喪的貴族奢侈品，變成中產氣質教養的根基，自始認真研究浸淫品味生活。2008年底出版《極上之
宿》蟬連兩個月誠品暢銷榜第一名；2009年底新作《極上之湯》LV旗艦店特別為其舉辦新書發表會，一推出即成為啟發日本頂
級溫泉旅館追尋者的聖經。

《

1.主廚伊格．馬夏（Igor Macchia）。
2.薄切活龍蝦（Carpaccio Di Anagosta）。
3.輕煙燻旗魚（Pesce Spada Affumic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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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KENZO般的「薄切活龍蝦」
第 一 道 「 薄 切 活 龍 蝦 」

（Carpaccio Di Anagosta）便令
所有人眼睛為之一亮。以熟練刀

功將活龍蝦生肉切成薄片舖平冷

凍，料理前再回溫形成一透明薄

膜狀，淋上橄欖油，舖上風乾蕃

茄Confit糖漬檸檬切絲，一旁佐
以Baby蘿蔓葉、雪生菜、紅捲生
菜⋯⋯最後撒了幾片玫瑰花瓣。

生鮮龍蝦與橄欖油香味明明是義

式Carpaccio的作法，薄生牛肉
片改成了龍蝦，味道大大不同，

卻是極清新、清香、清甜。視覺

上透明半白襯以各式碎紅花與綠

葉，就像是KENZO的服裝設計創
作，擺設的美感令人驚歎大多人

不忍下手。

煙雲霧繚繞的「輕煙燻旗魚」

「輕煙燻旗魚」（Pesce Spada 

Affumicato）是主廚的拿手絕
活，一旁配菜是進口義大利白花

椰菜，以80℃低溫烹調四個小
時，因低溫花椰菜鮮脆而不爛，

另以葡萄柚醬汁為佐料，微酸醬

汁可柔化魚身口感。最後上菜前

用「木屑煙燻機」在盤蓋內注入

煙霧，著於旗魚肉上。由三十種

不同的木屑、香料與茶葉的粉

末，透過機器形成氣體煙燻，透

明蓋子明顯可見白煙雲霧繚繞，

掀開蓋子的一剎那，煙燻香氣四

溢令人拍案叫好，還不消說內生

外熟旗魚的美味。

味蕾大開「龍蝦卡布奇諾」

「 龍 蝦 卡 布 奇 諾 」

（Cappuccino Diastice），這極
香醇的卡布奇諾濃湯則令人味蕾

大開。將龍蝦頭與肉塊熬煮呈濃

稠狀，以奶泡機產生牛奶泡沫注

入湯中，上方灑上可可亞粉，最

後以百里香與月桂葉加入提味。

這熬煮多時的濃縮原汁龍蝦湯，

喝了令人振奮立即神清腦醒，

一股氣直衝腦門，本來卡布奇諾

濃湯與卡布奇諾咖啡並無關連，

但上方的可可亞粉立即散出咖啡

香氣。湯中龍蝦味極濃，新鮮龍

蝦肉塊口感彈牙，又帶著微咖啡

香，說是龍蝦卡布奇諾，不如說

是龍蝦Espresso更切題！

神來一筆「紅甜椒鯷魚燉飯」

接著主菜前的麵飯類是「紅

甜椒鯷魚燉飯」（Risotto Ai 
Peperoni），是以紅甜椒去皮
後打成泥，加入細塊鯷魚，與

義大利米（米心不爛）燉煮多

時，最後澆置巴西利（似台灣

九層塔，但味微清淡）醬料再

灑上玫瑰花瓣，這紅底綠醬條

紋圖飾與紅花結合，是個完美

的構圖，其味如何？若以中國

方式形容，恰巧正如「鹹魚雞

粒炒飯」的燉飯版，清爽紅椒

泥中，鹹味魚乾味明顯竄出，

對比明確其味相襯，一口接著

一口不知不覺便清光了盤底。

這鯷魚真是神來一筆！妙哉！

家有喜事「牧師帽餃」

主菜「牧師帽餃」（Agnolotti 
Del Plin）亦是主廚招牌菜之一，
端上桌時只見一團白布，層層拆

開才見方餃。這是皮蒙特家鄉

菜，通常是家有喜事才出此菜。

口包布的習俗是用以保持熱度，

當打開一剎那便將邊布舖於桌上

成桌布，是個餐桌儀式。而這帽

餃狀似牧師的帽子，其中以雞、

牛、豬肉末混合包成餃子，最

上面滴上榛果油並灑上帕馬森起

司，另外加碼刨上夏季黑松露。

這口包布一打開香味撲鼻，好似

桌邊魔術秀。

「當日市場鮮魚乾草包裹燒」

「當日市場鮮魚乾草包裹燒」

（Pesce Del Giorno Under Hay 
Cooked），是主廚每日由台灣
蘇澳進的現流鮮魚，數量不定有

多少賣多少，一般老饕知情都先

預定，因此海鮮檯上不到八點便

清空了。今晚主角是「石狗公

魚」，利用美國進口乾牧草包裏

魚身，魚身中空內部塞入大量迷

迭香與大蒜，在Beech Oven烤爐
中火烤，而後去掉乾牧草只留下

少許，在台灣食客熟悉的蒜味烤

魚中，多了義式迷迭香與乾牧草

微微的清香感，最後佐以魚高湯

與新鮮蕃茄丁製成的醬汁。而新

鮮石狗公肉身肥厚，口感軟嫩些

許彈牙感⋯⋯這完全是台式與義

式餐廳未曾見過的。

入口即化「慢燉澳洲和牛頰」

「 慢 燉 澳 洲 和 牛 頰 」

（Guanciale Alle Mele）取其和
牛極少又珍貴的牛頰部分，先煎

烤上色再以低溫烹調機低溫水煮

24小時稱之為舒肥方式（Sous 
Vied）。以紅酒、牛肉汁與青蘋
果泥熬成醬汁，最後加上堅果

「東卡豆」其中蘊含了杏仁香、

肉桂香，燉爛的牛頰肉富膠質，

以刀叉一觸即化。蘋果泥酸在此

功能是更柔化了肉質口感，而最

上方綴以一小顆炸青蘋果粒。這

入口即化的口感與微酸之味是難

得一見的創意。

1.龍蝦卡布奇諾（Cappuccino Diastice）。2.紅甜椒鯷魚燉飯（Risotto Ai Peperoni）。3.牧師帽餃
（Agnolotti Del Plin）。4.當日市場鮮魚乾草包裹燒（Pesce Del Giorno Under Hay Cooked）。5.慢
燉澳洲和牛頰（Guanciale Alle M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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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氣神奇「Espresso羊排」
「Espresso羊排」（Agnello Al 

Caffe）取自羊肋排去其筋膜，因
此較無羊騷味，特別將羊排浸入

LAVAZZA ESPRSSO咖啡和八角24
小時入味，再將鮮奶油、牛肉汁

與甜玉米熬煮成佐料。羊排無羊

味卻帶著咖啡香，下方甜玉米粒

亦是濃濃咖啡玉米味，這主菜有

點分不清楚是何肉味了，只從其

堅韌口感中辨識是羊排，咖啡香

氣當中，眾人皆臣服於這最具神

奇香氣的一道菜。

入店一開始便四處端詳，海鮮

展示檯上紅喉、喉黑魚、石狗

公與馬頭魚⋯⋯及水族箱內滿滿

活龍蝦便令人充滿期待；Beech 
Oven烤爐、低溫烹調機、木屑煙
燻機與現作冰淇淋機令人覺得好

奇；最裡面玻璃隔間的專業空調

肉類熟成室令一般人不解；前廳

的酒窖Cellar一字排開單一國義大
利名酒羅列──產量極少的Gaja 
Barbaresco Sori Tildin、Sassicaia
（我的最愛）、Ornellaia Solaia
是義大利四大天王，另有世界級

天后勃根地DRC家族各款佳釀令人
振奮，以上如此打從心裡直嘆不

得了了，台灣終於出現義大利才

應有的行頭，對其專業度莫不肅

然起敬！

最後桌邊服務的現作冰淇淋機

中呈上檸檬冰糕，天然酸味直搗

舌頭邊緣味蕾敏感處，整晚豐富

的宴饗體驗，想不到最後竟令人

精神甦醒了！

la FESTA
Add／台北市中山區敬業四路168號2樓（維多麗亞酒店）
Tel／02-6602-5671
Web／www.grandvictoria.com.tw/en/rest.php

1.Espresso羊排（Agnello Al Caffe）。2.義大利冰淇淋。3.木屑煙燻機。4.海鮮攤。5.傳統家族光環的刀具。6.前廳的酒窖Ce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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