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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國際知名時尚雜誌《Tatler》選出「世界20
大名市集」，基隆廟口夜市名列其中，而是台灣唯一
入選，並且與泰國安帕瓦水上市場、西雅圖派克市
場、東京築地漁市、義大利佛羅倫斯中央市場及韓
國首爾廣藏市場等各國特色市集並列。
文字╱林宣　攝影╱林煒凱、陳毅偉 、翁睿坤

榮登世界
20大名市集

基隆廟口經典美食大公開
疫情期間歷經三級警戒，史上最長休市兩個

多月的廟口夜市，全面更換了自來水管、整理鋪

面，攤商們與時俱進自製統一的識別系統，大力

推廣環保夜市的理念外，進出廟口同時設置管制

點管控人流，除要求掃 QR Code 實聯制外，也

要通過消毒門才能進入，以新的面貌、用心的心

情重新迎接觀光客的來訪。整頓過後的廟口煥然

整潔，面對「世界20大名市集」的好消息，無疑

為廟口夜市注入了耳目一新的意象和活水！

廟口小吃曾和奠濟宮、基隆走過滄桑的歷

史，自二戰後奠濟宮廟埕旁攤販開始熱鬧。至

今，短短幾百公尺內，聚集近200個攤位，每攤

都有生活奮鬥的軌跡與故事，每攤都有獨特的味

道，更多的是屬於山海故鄉中和生活相連結的海

味，隱藏著獨一無二台灣頭基隆的廟口文化。

廟口商家，大都已傳承到第三代手中，從第

一代胼手胝足，為了食指浩繁的老小做小吃生意

的奮鬥史，如今經過時間淬鍊，傳承著經典好味

道，同時多數第三代也開始網路行銷的概念發揚

食物的美好，尤其是疫情下，很多攤商改變以往

的經營方式，好讓這個滋味繼續於日常中成為代

表廟口的風味。

短短小吃街上，是小吃的總匯，可以任意品

嘗不一樣的飲食，任意選擇自己喜好，甜的鹹的

冷的熱的應有盡有，可以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現在，讓我們來一趟吮指回味之旅吧！

1.  基隆廟口夜市，以仁三路上的奠濟宮
為中心聚集，擴展到愛三路到愛四路
之間，聚集各式小吃攤販，全天24小
時都有店家營業，以夜晚最為熱鬧，
小吃市集遠近馳名，吸引觀光客湧入。

2.  基隆廟口夜市的「廟」，指的是奠濟
宮，廟內供奉開漳聖王，已有百年歷
史，是基隆市區最大型的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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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基隆廟口僅有幾間店家，吳家鼎邊
趖正是其中一間，本家做焿類，目前由
第三代接手，也有做宅配服務。以在來
米磨成米漿製作，讓鼎邊趖Q彈的關鍵
在於製作過程需邊蒸邊烤，用金針、魷
魚、香菇等食材熬湯頭，搭配肉焿及蝦
焿，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鼎邊趖上桌囉！

吳家鼎邊趖

起源於1990年時，老闆在一個讓小孩也吃
得起的動機下，決定賣5元的小香腸。還未
走到攤位就聞到專屬於一口吃香腸的炭烤氣
味，轉角攤位，小巧可愛的香腸一個現賣7
元，每日大排長龍，天然的腸衣加上肉與油
質的完美比例，一口吃下去時，感受前所未
有的小小確幸。

一口吃香腸

不分四季的美味甜品，在三兄弟的合作
下，三兄弟豆花就此誕生！來碗老饕最愛
的H1蜜芋頭、冰糖蓮子、粉圓加豆花，
蜜芋頭甜而不膩，冰糖蓮子軟綿，Q彈的
粉圓配上滿滿黃豆香的
豆花，淋灑桌上的
檸檬汁，提升
豆花層次感，
這正是炎炎
夏日裡的消
暑聖品！

三兄弟豆花

30多年的吳記螃蟹羹，位於廟口5號攤位。
經典的油飯中有香菇、肉絲及蝦米等料，米
粒Q度適中，淋上甜辣醬，甜辣好滋味，再
來一碗蟹肉，羹裡有竹筍、蟹腳肉、髮菜、
金針等多種材料，油飯與羹真是完美絕配，
吃完元氣滿滿。

吳記螃蟹羹 油飯

創立於1965年的圳記，目前由第三代接
手，攤位上僅賣紅燒鰻焿及魯肉飯，人潮
絡繹不絕。因基隆靠海擁有足夠的魚貨，
第一代才做起紅燒鰻焿，成為饕客的最
愛。清甜的湯頭配上酥炸紅燒鰻魚，紅麴
的色澤，令人垂涎三尺，再配點黑醋提
味，味蕾瞬間升級！

紅燒鰻焿

 蟹腳 風螺 70

 章魚小丸子 68

 油稞 芋稞 66

  62-1
 麻粩花生酥 62

 焰遇幸福黑糖珍珠鮮奶 60

 營養三明治 58

 水果總匯 56

 陳壽司 生魚飯 52

 林家手工豆花 50

 廟口鴨肉飯 48

 咖哩飯 鮮魚湯 46

 鹹粥 雞捲 魷魚 蝦仁捲 42

 花枝焿 大麵炒 40

 麵線焿  肉圓 38

 碳燒蚵仔煎 36

 豬腳湯 豬腳麵線 魯肉飯 32

 日間：小卷米粉 海鮮粥 魚肉湯 30
 夜間：蝦仁焿 魯肉飯 

 油飯 肉羮 旗魚焿 28

 豆簽焿 26

 豬腳 蝦仁焿 22

 四神湯 肉粽 割包 20

 廣東麵 18

 王記天婦羅 16

 排骨麵 12

 螃蟹焿 油飯 雞絲飯 10

 旗魚飯 鮮魚湯 8

 米粉湯 6

 大腸圈 豬血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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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紅燒鰻焿

 21 魯排骨便當

 19 光復肉焿

 17 咖哩炒麵

 15 古早味雞捲大王

 13 本港漁活海產

 11 魯肉飯 排骨湯

 9 （空攤）

 7 魯肉飯  金針排骨湯

 5 吳記螃蟹羮 油飯

 3 酸梅湯 可可牛奶

 1 鮮果汁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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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割包 四神湯

 47 海鮮鍋燒麵 廣東粥

 45 愛玉冰

 43-1 一口吃香腸

 43 一口吃天婦羅

 41 陳記泡泡冰

 39 謝記章魚腳

 37 沈記泡泡冰

 35-1 手工大腸圈 豬血湯

 35 塩酥雞

 33 柳橙汁 木瓜牛奶

 31 天一香魯肉飯 肉焿大王

 29 魯肉飯專家

 23 老徐沙茶牛肉 紅茶果汁

 27 米粉湯

老闆！來碗魯肉飯加蛋和一碗肉焿湯，這
是在地基隆人最愛的搭配。魯肉飯的飯粒
粒分明香Q，滷肉肥瘦恰到好處，滷鴨蛋
金黃色澤，蛋白Q而蛋黃不乾，配上一碗
紮實的肉焿，湯頭美味，飽足極了，這裡
有想念的味道，24小時都為你營業！

天一香魯肉飯
天一香肉焿順

濃郁的湯頭，不論豬腳本身及湯頭都充滿
膠質，紀家豬腳為原汁的清燉豬腳，吃一
口原味，肥而不膩，再沾上特製醬汁，味
道恰到好處。目前由第三代接手，處理豬
腳的手續較為繁瑣，需耗費5至6個小時，
店家特選豬前腳，有筋與肉的搭配，讓口
感獨特。

紀家豬腳

由第二代接手生意。人氣餐點是火腿蛋三
明治、豬排三明治以及綜合三明治。將火
腿蛋煎得滑嫩，炸過的豬排再經過炭烤回
溫，炭火烘烤過的土司加上自製花生醬及
沙拉醬，配上所選主菜，以及番茄、小黃
瓜，在傍晚時才出攤，這是一份屬於基隆
人夜裡的滋味！

炭烤三明治

50幾年老字號，堅持純手工製作元宵，
僅有黑芝麻口味的元宵。不論在地人或觀
光客都慕名而來，想要滋補元氣就來碗甜
酒釀加蛋，有冰品也有熱品，攤位滿滿人
潮，每每到了元宵節或冬至，店門口更是
大排長龍，外帶時記得多買包桂花蜜或酒
釀，便能吃到不同風味的元宵！

全家福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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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的老店，現由第三代接手。當年一家老
小食指浩繁，為了生計研發出用上等鯊魚條打
成魚漿，便傳承了這樣的好味道。職人精神的
師傅在攤位現捏現炸1至2分鐘，配上老闆醃
漬酸甜滋味的小黃瓜及特製甜辣醬，用料實
在，趁熱大口朵頤，滿口鮮甜感動的好滋味。

王記天婦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