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王惠虹　攝影／翁睿坤、陳毅偉
Exploration 在地萬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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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基隆吹海風，是夏日情懷。

走進人聲雜沓的傳統菜市場，尋

覓古早味的同時，意外發現精品

咖啡小鋪。

繁華的市區港邊，與倡議土地關

懷的書店老闆聊上幾句。

偶而鑽進民宅巷弄，發現一間特

殊人文氣味的店家。

有沒有可能在下一個街頭轉角，

一個不經意瞥見，就遇見愛情。

夏物語
街角浪漫談



業後，就逐漸習慣通勤生活，一直在台北、宜

蘭的咖啡廳服務，從沒想過自己開店，直到有

天聽到仁愛市場有攤位出租，她沒多想就開起

了咖啡店，把「喝好咖啡」的概念，帶進傳統菜

市場、也回到故鄉。

在傳統菜市場賣精品咖啡，可能顛覆很多

人的想像，但安安倒沒多大猶豫。早已練就一

身挑生豆、烘焙、煮咖啡好本領的她，憑藉對

咖啡的熱情與愛和人群接觸的性格，讓喧嚷的

菜市場，多了道美好風景。

受吸引聞風而來的不只是旅人，還有孤身一

人的文青，點杯咖啡，便能開始在筆記本上塗

鴉，彷彿得著靈感般，周遭圍繞的還有相約談心

的閨密好友，以及議論時事的大人們。

咖啡甜點　味蕾與心靈全都滿足

讓安安更開心的是，過去認為咖啡只是用

來提神的街坊攤販朋友們，也能逐漸敞開心

房，接受各種不同風味的莊園咖啡，開啟不同

層次的味覺感受。

後來安安還與友人在咖啡舖對面，開了「三

好甜」點心舖，從一開始只有3款品項逐漸增

加，不僅用料嚴謹，還用心演繹提拉米蘇這款

義大利經典款甜點，在馬斯卡邦乳酪中加入了

蘭姆酒，讓帶有焦糖味與黑巧克力香氣的乳

酪，與酒香更直接迷人，並拿掉傳統配方中的

生蛋，吃起來清爽不膩口。

逛市場尋覓美食，坐下來喝杯咖啡，讓心

靈沉澱休憩一會兒，若剛好甜點舖營業，搭配

提拉米蘇與檸檬生乳酪，同時滿足味蕾與甜蜜

生活的美好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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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仁愛市場美食吸引不少外地饕客專程

前來，沿著電扶梯上到2樓，一個右轉，一陣莊

園咖啡香氣襲來。

回鄉創業　市場多了道美好風景

和很多基隆青年一樣，安安到台北求學畢

飄香市場
讚生活多好

一杯咖啡帶來小確幸

①店內招牌不只是咖啡，還有安安與夥
伴們燦爛的笑容。②咖啡店位居菜市場
2樓一隅，可來此沉澱心情或與朋友談
心。③第一次造訪的旅客，就點這杯手
沖咖啡吧！④甘夏拿鐵以新鮮甘蔗汁、
牛奶、濃縮咖啡，堆疊出迷人的微漸
層。⑤肉桂捲、巧克力蛋糕、奶油捲任
君挑選，快來帶走屬於你一天的好甜。

1.

2.

5.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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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好咖啡店
地址：基隆市愛三路21號2樓，攤號 b31

營業時間： 10：00～18：00

三好甜
地址：基隆市愛三路21號2樓，攤號 b3
營業時間： 12：00～16：30，週一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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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寫著「Sea To See」，你以為走進的只是一

家書店，但店家想讓您看見的，卻不只是基隆。

在全台書店陸續傳出倒店之際，為何還要

開書店？對此提問，陳顥樺總不厭其詳地從當

年推動社區營造的夢想談起。

陳顥樺認為，書店是一個平台，透過這個

公共場域，可導入畢生關注的環境議題，讓更

多在地青年認識、討論關注，因此見書店經營

的不只是書店，還有「公民咖啡館」的概念。

不設立場　開放心態迎各國旅人

挑高設計讓書店空間明亮又開敞，架上陳

列與選書，從海洋議題到基隆在地，突顯出經

營者的思維。應徵店員條件之一，是希望對公

共事務有參與意願。

「我們都是海的一份子。」見書店透過舉辦海

洋公民論壇，發表海洋公民宣言，近日更以海

洋紀錄片影展，邀來環境議題導演柯金源演講。

夫婦倆以開放態度迎接各方來客，與香港

朋友談「反送中」、與陸客討論兩岸關係、不打

擾日本客的安靜閱讀，從容地接待每位走進書

店的人，讓尋找休憩的旅人心靈靠岸，也讓島

國人擴展視野、對接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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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基隆港，不僅能感受海的氣味，走進

一旁的東岸複合式商場，還能嗅到書香氣息。

倒閉潮中　為了環境議題開書店

長期經營社區營造的陳顥樺、楊雅萍夫婦，

3年前攜手創辦基隆首家獨立書店，蔚藍色的門

走遊港邊
偷閒見書店

扉頁間與全世界對接

1.

①投身社區營造的陳顥樺、楊雅萍
夫婦，攜手創辦「見書店」。②不
定期舉辦論壇、講座與主題書展或
影展，關注各項社會發展議題。
③④書店的布置與選書陳列，以
海洋為概念，兼能品味基隆。⑤
閱讀之餘，來杯風味飲品、搭配甜
點，身心皆能充電。

3.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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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書店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236號

電話： 02-2428-1159
營業時間： 11：00～22：00

In
fo



意與創意穿搭，喚起時尚魂；更上一層樓，找

個舒適的角落坐下，視覺系的餐點，滿足了甜

點胃、更療癒了疲累的心靈。

眼前這4位散發自信神色的合夥人，各有所

長，年僅21歲、染著金髮的 Boa.C 與尤嘉康，

掌管2樓特色服飾經營；擅長甜點創新的阮靖

涵，負責3樓的金派甜點；李睿恆則擔起品牌創

意行銷重任，且不介意用成功行銷經驗，為其

他創業者拓展通路。

因為對美的喜愛與關注，把食、衣列入範

疇，而有了今日的規模，不僅經營自己、打造專

屬品牌，也訓練自己成為網美，替別人行銷、

打造品牌。不把他人視為競爭對手、沒有排他

性，是一種氣度與自信，因此更能專注做自己。

古著店　新舊混搭出時尚潮感

頭頂絨質特大報童帽與紅色墨鏡、身穿棗

紅大格外套、下半身著牛仔褲的 Boa.C，以這身

裝扮，為我們示範解說創意穿搭，他說：「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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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多元、友善、開放，是故鄉，也是圓

夢的地方。」幾位年輕朋友以不同的專長，結合

了服飾、廚藝與行銷，在基隆低調的巷弄，開

了教人驚艷的商店。

4位夥伴　衣食行銷皆各有所長

沿著藝術牆面的階梯往上走，2樓的時尚玩

衣食皆美
時尚豈能空白

４ 位 潮 人 的 分 進 合 擊

1.

①阮靖涵（左起）、李睿恆、尤嘉康、王柏
淳4人聯手經營。②店內大面積的塗鴉，
帶來視覺衝擊，也十分適合當拍照背景。
③「空白服飾」不只販售古著，也有許多
潮物配件。④3樓裝潢走復古混搭路線。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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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 ‧ 初見咖啡的創立始於一個戀愛故事，

入門處左邊牆面的素描，就是老闆與老闆娘愛

的故事，來自香港的老闆娘與愛攝影的老闆，

第一次見面就互許牽手的承諾。

復古中　從氛圍感受舊日美好

推開曙 ‧ 初見咖啡的木門，映入眼簾的是

復古的餐廳樣貌，小小空間裡充滿溫馨感和自

愛你
一如初見

遇見的瞬間結下情緣

20 21

窄下長穿搭法，不僅能凸顯牛仔褲版型，還能

順勢達到長腿效果。」

Boa.C 的外套，雖是女士西裝外套、袖口較

高，但他說，只要駕馭得宜，男生穿來一樣是

非常修飾上半身的單品。不受性別侷限、跨越

材質的創意混搭，不僅毫無違和感，還更顯高

質感。

護小農　當令水果美味入料理

3樓的金派甜點，由熱愛甜點創作的阮靖涵

掌管，她常以當令水果製作新品，如夏日限定

的玫瑰玉荷包千層、泰奶 ORED 芒果千層等，

食材均來自台灣小農，濃郁的果香瞬間打開人

們的味蕾。除了甜點，也有精緻風味餐點及各

式飲料可供選擇。

店內的陳設混搭復古風，慵懶地坐在老沙

發 椅 上， 也 許 是 情 人 絮 語、 老 友 閒 話 家 常，

允許自己一個 Break time，從忙碌生活放逸片

刻。就連借個廁所也能有驚奇大發現，紅白牆

面下布滿球池的浴缸，可以讓你任性打卡呢。

①紅白相間的空間，擺放著球池浴缸，
是網美最愛打卡點。②Boa.C以自身穿
著示範創意混搭。③玫瑰玉荷包妃子千
層，有玫瑰花的溫和、玉荷包的清甜。

1.

3.

2.

在氛圍，可輕鬆可慵懶，藏青綠牆上霓虹燈亮

著：願愛只如…，而四周陳列的黑膠唱片、雙

喜火柴盒、貌似古書的武俠書本，都是老闆費

心從世界各地收集來的，像是時光迴廊，見證

了過往的印記。

老闆說，開設餐廳的初衷與命名，是要大

家珍惜每一回初見的悸動。

這裡很適合旅人在吹吹海風之後，鑽進民

宅2樓，感受懷舊的美好。

空白服飾－金派甜點－24N4X
地址：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75號2樓 &3樓

電話： 02-2428-2479
營業時間： 12：0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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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古著
「古著」一詞來自日本，指經過時

間洗鍊的產物，是過去某一個年代製
造出來、而現已停產的物品，也有可
能是全新品。

①店門口素描彩繪的是老闆「愛的
故事」。②初見咖啡氛圍，類似導
演王家衛電影風格。③起司豬肋
排撈麵搭配夢幻系飲品。

1.
2.

3.

曙‧初見咖啡
地址：基隆市愛一路103-1號2樓

電話： 02-24271882
營業時間： 12：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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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見
的
前
身

初見咖啡前身是家名為「曙」的日式卡拉OK店，因老闆
過世，老闆娘2017年決定轉手，現任咖啡店的老闆與老闆娘為
了紀念彼此的相識和與「曙」卡拉OK的緣分，將加啡店取名為

「曙‧初見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