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遭祝融之災造成店舖全毀，其中搶救出
一幅第十一代的中興之祖北村粂藏的寫實
畫像(松村皆春，倉田績觀書)，外盒有些許
燒焦的痕跡，圖像也留下被水浸溼的水漬。

京都
芋棒平野家本家

一日限定兩組客人的預約制店舖
只提供店主精心設計的日本料理
套餐，融入季節食材濃郁湯汁的
湯碗能平靜心靈。

東京
青華小林

美味日本料理
使用嚴選食材，不厭其煩地完成的一道日本料理，
其美味源自於歷史所孕育的湯汁文化與料理職人的
熱情、技藝，以及季節變換產生的豐富食材。
攝影／管洋介　撰文／伊藤史織（JQR 編輯部）

品嘗湯汁的文化與四季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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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京都的八坂神社朝知恩院方

向，位於圓山公園一偶，即是芋棒平

野家本家。店名的「芋棒」乃是狀似

蝦子的海老芋（海老為蝦子之意）及

乾鱈魚燉煮而成的料理。此料理自有

長期受到京都人青睞的理由。

　　江戶時代中期，芋棒本家初代的

平野權太夫，當時奉仕於天皇御所。

權太夫把皇族行幸至九州時帶回的唐

芋，在祇園圓山自行栽培，而成為上

選的芋頭 ；其外表如同蝦子的形狀與

表面的橫條紋，因此被稱為海老芋。

乾鱈魚則是來自北國的船所運來的魚

干，成為京都貴重的蛋白質來源，進

呈至宮中。如此一來，來自南國的海

老芋與北國的乾鱈魚在京都相遇，在

不斷摸索後，終於完成芋棒這道料理。

在得到美味的評價後，為了在京都傳

揚此味道，權太夫獲得天皇的許可退

出御所並開設店舖，亦即芋棒平野家

本家的起源。

　　在京都，將兩種食材的絕妙融合

稱為「天作之合」，由於兩種食材的

相遇，更能提升各自的美味，提煉出

加法之上的乘法滋味。在不似現代交

通網發達的時代，根本無法想像將芋

頭與乾鱈魚兩個食材放在同一個鍋子

烹調，融合後更互相提升了彼此的魅

力，正所謂「天作之合」。如同兩個

來自不同家庭的男女，攜手建立家庭，

其中亦包含家庭圓滿的意味，是正月

與婚禮等祝賀儀式時不可或缺的京都

傳統料理。

　　那麼三百年間，這種不變的味道

是如何傳承的？女店主北村小姐，每

天早上做完家事後，就會換穿和服前

往店舖。雖然還有一個姐姐，但北村

小姐從小就有預感自己長大後會繼承

家業。北村小姐微笑地說道 ：「雖然

繼承店舖也是傳承源遠流長歷史的重

責大任，但更重要的是我喜歡這個工

作。」

　　傳統的滋味皆是口傳，沒有留下

任何食譜與作法的文字資料。以眼睛

目視、身體感知、舌頭嘗試，北村小

姐說 ：「保留相同味道的重點在於明

確辨別當時的氣候與食材品質，這樣

的做法是無法以文字保留下來的。」

在京都四季極為分明的氣候中，為了

保持味道的穩定，只能清楚辨明感覺，

她也讓即將成為第十五代的兒子體會

這種感受，使得歷史得以繼續流傳。

　　鍾愛此滋味的文豪很多，像吉川

英治就留下「傳承百年的滋味中涵蘊

百年的美味」的評價。也有流傳川端

康成在獲頒諾貝爾獎的歸途中，曾經

至此品嘗芋棒的逸事，他曾再三光臨

此店，甚至留下「美味延年」的簽名

字樣。再者，店舖本身也曾是松本清

張小說的舞台。

將三百年來不變的
美味傳遞至今的困難

美 味 日 本 料 理

在元祿至享保年間，奉仕於皇族的第一代平野權太夫，將秘訣與味道以「一子
相傳」的口傳方式傳承至今。為此，我們來請教第十四代女店主北村明美美味
的秘訣。

位於京都圓山公園一角，承傳至今已第十四代的傳統京料理

京都 芋棒平野家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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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棒的緣由

秉承傳統



　　芋棒的調味相當單純，只使用鰹

節與昆布，再加上砂糖與醬油。北村

小姐揭露了調理法 ：「將乾鱈魚浸泡

在冰水中約一週，使其恢復柔軟性，

再將乾鱈魚與剝掉厚皮的海老芋一起

放入鍋中，添加鰹節與昆布抽取出的

湯汁，以慢火燉煮 3~4 個小時，並

且分 2~3 次加入少量的砂糖與醬油；

對此沒有特別指定的品牌，我們使用

從以前就有的一般調味料。完成以上

步驟後，關上火，靜置一夜使食材入

味，翌日再次燉煮再最後調味，即完

成此道料理。」

　　一般而言，在料理時不會將軟硬

相異的食材放在一起炊煮，若沒有分

別炊煮的話，原本柔軟的食材會煮爛，

只會殘留較硬的芋心。但是，他們有

不使芋棒煮爛的秘訣，那就是店內所

使用的特製大銅鍋。仔細地撈起鹼水

並調節火力，使食材緩慢受熱，此時，

海老芋中的鹼水能使乾鱈魚變軟，而

從乾鱈魚產生的成份可防止海老芋被

煮爛。另外，大銅鍋還藏有其他秘訣，

那就是裡面代代相傳的湯汁 ；因此，

北村小姐說道 ：「這其中或許蘊含著

些許江戶時代的味道吧！」三百年來

的美味就是如此加增其深度，如同川

端康成留筆的「美味延年」，此料理

恰如延長壽命的滋味。

　　完成的芋頭相當軟嫩，可以簡單

用筷子分成兩半，吃一口就可以感受

到整個芋頭到芋心滋味的均勻分布，

而乾鱈魚也相當軟嫩。調味部份，剛

入口時雖感覺到稍甜，但一入喉後就

可以感受到甜味消失的絕妙滋味。這

樣每天用心仔細烹煮，持續了三百年

的美味，絕對不是馬上就可以上手的，

而是時間的累積蘊釀出別人無法模仿

的滋味。

　　不論男女老幼，有許多家庭與戀

人會光臨芋棒平野家本家店舖，但是，

在初次造訪的男性客人中，有許多人

會產生對此感到困惑。北村小姐描述

他們的樣子 ：「原本認為芋頭是屬於

女性與幼兒食物的男生，在看到料理

上桌的瞬間，會覺得有點失望，但是，

吃了一口後，會覺得相當下酒，也有

飽足感，因此回家時會感到非常滿

足。」曾經造訪芋棒店舖的男性們，

相信你們聽到這段話也會贊同吧！

經熬煮兩天，慢慢融合在一起的海老芋與
乾鱈魚並沒有燉爛，而是呈現鮮豔的色
彩，其香味可促進食欲，成為生命的泉源。

「美味延年」
品嘗延長壽命的日本料理神髓

三百年來的傳統滋味
是這樣調製的

萬人鍾愛的美味

10

芋棒平野家本家的乾鱈魚是使用真鱈風乾保存，在以前屬於進呈宮中的貢品。在流通便利的現代，將九州帶回的稀有食材唐芋，在京都栽培，因其形狀與模樣被稱為
海老芋。將這兩種食材放在一個鍋中炊煮，即完成芋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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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芋棒平野家本家的次女，

從小就看見母親工作的身影，也想過

某天自己也要從事這個工作。我非常

喜歡和客人的互動，因此大概適合服

務業吧！我也不是對其他職業沒有興

趣，學生時代時就曾夢想成為飛行員」

北村小姐娓娓道來。以服務業的共通

點來看，筆者腦中也浮現空姐這個職

業。但是，北村小姐眼神發光地說：「飛

行員這個職業應該比較有趣吧！我喜

歡冒險。」

　　若要繼承第十四代店主，必須要

有相對的覺悟。這個覺悟也捲入丈夫

的人生，北村小姐的丈夫原本是在一

般企業工作的上班族。「我真的非常

感謝丈夫，做為一個上班族，或許他

是不瞭解經營店舖的辛苦，才會下此

決定。感到非常幸福的是這個決定也

獲得丈夫家中的支持」北村小姐懷念

地說道。當時，照顧小孩到穩定的階

段後，每天又到店舖報到，渡過忙碌

的一天。「一定會有感到壓力的瞬間，

但是在忙碌時就會忘掉，因為實在沒

有累積壓力的閒工夫。」因為從事自

己喜歡的工作，她把熱情貫注在其中。

　　「繼承傳統意謂著，珍惜祖先的

所想所思。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祖先，

所以我不是在做什麼特別的事。現在

是個不管做什麼都非常便利的時代，

但是，我認為以前到九州旅行是一件

賭上性命的事，為了讓大家都能吃到，

或許不會再次踏上這塊土地所發現的

美味芋頭的這種心念，是非常了不起

的。一想到這件事，心頭自然湧現感

恩的心情。」北村小姐不加矯飾，專

心對待事物的態度，或許是經常以感

恩的心情為根基。

　　在問起待客之道時，北村小姐回

道 ：「沒有什麼特別的。首先，不對

客人做自己討厭被對待的事，對客人

做自己也喜歡被對待的事，我只抱持

這個理念而已。」若服務過頭也會使

客人感覺不好，因此不需要特別準備，

可以讓客人無壓力光臨的店舖，反而

可以讓放鬆心靈，也可以慢慢品嘗料

理的美味。可以肯定的是，以前曾造

訪店裡的文豪們非常喜歡不加矯飾的

待客之道，數次來店裡光顧。

　　平野家本家位於祇園八坂神社的

東邊，以垂櫻著名的圓山公園中。穿

越橫跨在小河上的小橋後，有一棟數

寄屋建築融入公園的一景。

　　玄關旁有歷史文物春日燈籠，每

當季節變換花開時，野鳥佇立於中庭，

一邊欣賞圓山公園豐富的自然景觀，

在朝向庭院設置用餐的椅子席上，亮

著紅色的紙罩燈籠。

　　這裡還有設置其他座位。店內樹

齡已達兩百年的椋木仍繼續成長，配

合其生長打除牆壁使其能繼續聳立。

　　京都這塊土地有許多來自海外的

客人。以前人們不敢品嚐海苔與大和

芋磨成泥等料理，現在透過網路收集

情報，可以享受各種日本食文化的外

國人逐漸變多。而且和食也已登錄為

世界遺產，對於拓展日本食物來說是

一個很好的機會，但是，這個機會對

平野家本家來說，並非意味著要做點

新變化。而是「繼續傳承至今不變的

味道，心繫一如以往的待客之道，在

時代變遷加速時，透過瞭解京都的美

好、文化和歷史，慢慢感受時間，如

此平穩地渡過每一日，我衷心希望能

將時代保留下來的重要事物傳達給各

位。」今後，北村小姐也將繼續守護

傳統的滋味，等待著造訪此處的人們。

605-0071 京都市東山區祇園圓山公園內
（八坂神社北側）

TEL 075-525-0026/075-525-0004
營業時間 11:00-20:30（最後點餐時間20:00）全年
無休

店內樹齡已達兩百年的椋木仍繼續成
長，配合其生長打除牆壁使其繼續聳
立。它的生命力非常豐富，和這個家
族一起守護傳統的滋味。

從天花板垂吊下來的紅色紙罩燈
籠，由於非常可愛而受到女性的青
睞。椅子座位之外，內部還設置有
小和室與可以看見庭院的和室。

DATA

I M O B O U

以女店主為業

秉承傳統的決心

我的待客之道

佇立於圓山公園中

1212 132014 May&June2014 May&June



　　曾經，有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詳的

歌曲，內容是「廚師是一匹狼，靠著

不斷修業，只能藉著烹飪技藝生活在

這個世界」，在強調嚴酷修業的另一

面，也意味著只要技藝純熟就不必為

生活擔憂。思考到這點的小林，在高

中畢業後決定進入餐飲學校，擁有一

雙巧手的他以日本料理廚師為目標，

爾後，每天過著緊握菜刀，全心貫注

於學習烹飪的單調生活。

　　「同學們都是擁有相同目標的競

爭對手，在互相切磋琢磨之際，擔心

自己沒有任何優點就會生存不下去，

內心實在無法平靜下來」，一直以來

這樣渡過煩悶日子的十幾歲青年，有

一天偶然瞥見九谷燒的餐盤！得知這

是第四代須田菁華的作品，此作在繼

承傳統的同時，在端正的餐盤上亦繪

製具有現代感的花紋。「這樣的心情

還是第一次，當時看到這個餐盤時就

覺得非常漂亮，馬上就想買下它。」

　　雖然被這樣的餐盤吸引目光，但

是一個約二十歲的年輕人，參加一位

著名陶藝家的展覽買下餐盤絕對不是

店裡僅有 4 個座位的吧
台與一個 4 人桌椅。擺
設於架上的餐具，充滿
著 許 多 陶 藝 家 特 製 作
品，顯示店主的堅持。

以成為靠一技之長
生存的廚師為目標

容易的一件事，除了從少數收入中籌

措資金，也難以融入那個世界的氛圍。

雖然如此，當時的小林還是一個一個

慢慢買下來，心中默默想道，有一天

要在店面以須田菁華的餐盤擺放料

理，因此，他繼續在日本料理老字號

「吉兆」修業。

　　有一天，轉機突然來到。他不經

意地向一位常客提及未來的夢想後，

對方介紹了一間可入手的物件 ；在廚

房前櫃台可容納 4 人，大約 10 坪的

店面，若在此擺放收集的餐盤，可以

完美地融入這個小空間，而地點與環

境也無可挑惕。於是，他決定要在這

裡開店，店名為「青華小林」，「青華」

當然是來自指引自己的須田菁華。

　　晚餐的預約設定為一天 2 組客

人。僅靠自己一人打理全部，8 個人

大概是極限了。「與客人面對面，藉

由觀察此人的用筷方式、用餐表情，

才能供應自己滿意的料理。當然，也

可以說我是以店面狹小當做藉口 ( 笑

)。」總而言之，當時的小林是這麼想

的。

持續追求
卓越料理的自負

美 味 日 本 料 理

青華小林是一間每日只接待 8 位
客人的日本料理店。每日，光靠
老闆一人經營的店內，必須不斷
思考如何呈上適量的最佳菜餚。

在這裡，有始終堅持料理本份所完成的滋味

東京 青華小林

尋覓到一間小而整潔的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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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料理富有充實與多樣性的原

因，在於四季分明，隨時可以品嘗到

富有季節性的山、海食材。由於食材

的多樣性與善用這些食材的工夫與技

術，經過長年累月的累積，確立了日

本料理的技法，在這樣的歷史中，也

培養出日本人獨有的味覺。

　　「例如『甜辣』與『酸甜』等口味，

是融合複數的味覺，以單一味覺呈現。

另外，儘管人體把苦味當作毒無法接

受，但有時也會感覺到『苦』與『苦

澀』的美味。將這些味覺再度呈現即

是日本料理的深奧之處，也極具創作

價值。」以纖細的心靈創作可以享受

豐富味覺的料理，以這樣的料理招待

客人，使客人更加喜悅一事，乃是身

為廚師的小林之自負。因此，他對於

食材處理也相當細心，在思考「如何

使用這個食材」時，不但要確認味道、

顏色、光澤、彈性，也考慮下刀與食

材的剖面等細節。

　　除了味覺之外，樂於享受視覺、

嗅覺、觸覺也是日本料理的魅力。以

筷子挾起料理時的期待感，入口嚼碎

時舌尖的觸感與在口中擴散時的滋

味，甚至連烤好的魚皮綻開與碗裡的

食材相互摩擦的聲音，都是組成享受

料理的樂趣之一。「食材的色澤與餐

具的組合亦可刺激視覺，使客人感到

美味是需要下工夫的」，例如花工夫

切下柚子皮當做小擺飾也是日本料理

不可欠缺的一個演出。

　　「每天都有許多食材送到店內。

在日本料理的舞台上，從主角到配角，

總是有許多食材登場，雖然有許多無

法站上舞台，但卻扮演著重要角色的

為增添香味，在碗中加添柚子，其香味連同湯汁的蒸氣
一同飄入鼻子深處。

作為所有菜刀基本功的削皮，以大拇指腹保持均一的厚
薄度，細心地將菜刀包覆其中。

將削皮後的紅蘿蔔與白蘿蔔一起切細，交織一起放入碗
中，此時，紅白的色彩不僅美麗，而且極為鮮豔。

美麗色彩使視覺豐富，嚴選
素材使味覺叫好

正因料理之道的深奧，
才能顯現創作的價值

日本料理的關鍵―湯汁

16

極具份量的清蒸鮑魚豐滿、鬆軟，搭配新綠的山葵，飄散著美好滋味。

僅提供每一個月半更新一次的套
餐。三道前菜的餐具極為美麗，
反映出這些料理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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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其中之一，即是日本料理味

道的基礎「湯汁」，也就是所謂內含「鮮

味成分」的湯汁，一般萃取自昆布與

鰹節。在製作一個食材的過程中，關

係到許多人的加入。

　　例如，鰹節是由漁夫撈獲柴魚，

再運上陸地挑選，將稱為「節」的船

形固態物體進行汆燙，再將汆燙過的

「節」曬乾之後煙燻，各個作業程序

都由專業的料理人進行。最後，將完

成以上程序的鰹節，靜置於倉庫使之

成熟，湯汁的一個材料就需要如此多

的工夫。

　　 鮮 味 這 一 詞 彙 在 國 外 以

「UMAMI」表示，漸漸為大家所熟知，

亦是世界各地的人們肯定日本料理豐

富口道的證據。

　　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口味也隨

之改變雖是正常的，但是，小林認為

便利商店的「便利口味」存在著危機。

「小時候因為沒有便利商店，因此只

知道『媽媽的味道』，媽媽不是料理

專家，作菜時偶爾會失敗，因此，我

也有確實感受到菜餚難吃的經驗。」

　　為了辨別美味，去感受食物難吃

的經驗也是極為重要的，藉由這樣的

經驗，可知曉食物的各種滋味，拓展

味覺的範圍。「只要拜託媽媽做便當，

不論她有多忙碌一定會做個飯糰，但

是，現在卻非常容易地就能買到菜色

豐富的便當，聽說也可以看到帶著便

利商店便當前去遠足和參加運動會的

孩子們。這個問題在於，便利商店所

販售的食物是沒有難吃的，但是也沒

有達到特別好吃的程度，這是因為其

中充滿著受到萬人贊同，無可非議的

口味。」

　　便利商店的便當除了口味的均一

化之外，裡面還放有可長保新鮮的防

腐劑，小林擔心的是，孩子們如果從

小就吃這種便當，味覺也會衰退。小

林說道 ：「方便、簡單就好 ；相較於

貴的東西，選便宜的就好 ；相較於特

別的東西，選馬馬虎虎的就好，不能

讓這些感覺變成一種習慣」。

　　38 歲的小林，是小時候便利商

店不存在的最後一個世代。他想提升

在自己之後的年輕世代對於食物的意

識，這也意味著，他想維持日本料理

的優點，將之流傳到後世。

　　在小林的料理人生中所知悉的其

中一件事是「真正美味的食物，在世

上是寥寥無幾的」，因此，這間店所

追求的即是此道。由於採購食材是透

過可以信賴的築地市場中間人，因此

完成以魚為主角的菜單。「透過比自

己更透徹了解食材的行家，入手嚴選

過的魚貨，隨之提升料理的品質。」

如此一來，完成使客人叫好的一道菜

餚 ；這道料理不僅呈現美觀，也兼具

份量，而食材的厚實滋味在入口的瞬

間，能使內心更豐裕。

　　「一旦入口美味的料理，不僅能

刺激五官，也能使身心解放，似乎還

能加深與來店客人之間的交集。自從

一個人開店以來，縮短了與客人之間

的距離 ；在季節初始，藉由和客人聊

起所喜歡食物的產地與相關的回憶

等，就能了解這個人的成長環境與生

活態度，即使好幾年才見一次面，只

要再次來到店裡，就能想起這個人的

喜好。」剛開店時當然充滿不安感，

因為都沒有經費可以打廣告，只能依

賴來店客人的口耳相傳，而且提供的

菜色價位都是偏高的。

　　開幕以來已經 1 年半，獲得米

其林的一顆星評價以後，預約更為困

難了。對美味的堅持獲得來客的共鳴，

這樣的共鳴也確實更加擴展開來了！

青華小林是擁有端出美味料理自負的

一間店。

青華小林
由於店家的意願，在此不公開地址與電話號碼。

DATA

細心地處理嚴選的魚貨，以叉子刺穿再以炭火燒烤，炭火香味
與表皮香味融合為一，發出劈里啪啦的聲音。

2009年開幕至今 1 年半，獲得米其林的
一顆星評價，隱藏在靜謐住宅中的一家
店 

S E I K A  K O B A Y A S H I

「便利口味」
所招致的危機 追求卓越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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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M E L L I A

將四季風情盛放於
一盤料理的感性

美 味 日 本 料 理

自 2011 以來，在東京四季椿山莊飯店 CAMELLIA 餐廳中擔任主廚的丹尼爾・帕克先生，在
可眺望日本庭園四季的環境中研發出新口味，創造 CAMELLIA 餐廳的獨特口味。接下來，我
們將請教來日 40 年的帕克先生如何研發出善用日本風情的法式料理。

以奧古斯都．愛斯克菲爾之哲學為基礎的正統滋味

攝影／菅洋介　撰文／ JQR 編輯部

東京四季椿山莊飯店 CAMELLIA 餐廳 主廚 丹尼爾　帕克

櫻花盛開時，環繞著春天的香氣
淡春色的鯛魚慕斯上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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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爾・帕克生於法國布列斯，

在生涯發展上，步上法國料理之路，

在 1972 年歷任巴黎「馬克西姆餐廳」

(Maxim's) 的助理廚師與第二主廚，

同時，他也在巴黎與一位日本女性相

遇並結婚，1976 年為擔任銀座「馬

克西姆巴黎餐廳」總主廚一職而赴日。

　　原本在帕克的印象中，全日本人

皆穿著和服，還有武士的存在，對這

樣的他來說，銀座的光景極具衝擊性。

回想當時的情景，他說 ：「當時，對

於日本近代化的街景感到非常驚訝，

所到之處大樓櫛比鱗次，也有許多穿

著西裝的人們」。2011 年時，他正

擔任東京四季椿山莊飯店的法式餐廳

「CAMELLIA」主廚。

　　從餐廳的窗戶向外眺望的日本庭

園非常出色，盛開當季的花朵，群鳥

們也遨翔來去，似乎正以 500 年的

歷史自誇。其中，帕克特別感受到櫻

花與螢火蟲所帶來的共鳴。帕克的料

理雖是法式料理的正統，但是在樁山

莊的豐裕環境中研發料理時，更能啟

發感性，於是，他開始思考或許可將

這樣的日式風情融合在料理中。

　　將庭園點綴成淡桃色的櫻花映照

在蔚藍的天空，看到這樣景色的人們

心情也會變得開朗。對比於日本人看

到櫻花所感受到的「紛紛飄落的無

常」，帕克卻沉浸於「盛開於此時的

存在感」，此時，在法國時無法感受

的心情漸漸萌芽，於是他開始思考將

這樣的感動表現在料理中。仔細地將

百合根壓成櫻花花瓣的形狀，再將綠

色部份染成櫻花色，擁有一雙巧手的

帕克先生，就此完成獨特的「春」之

料理。

　　在 CAMELLIA 餐廳中，一年約

有七次進行套餐菜單的更新，更新的

速度極快。在開發菜單時最重要的是

使用當季的食材，感受季節的變化，

帕克積極採用日本獨有的食材。東京

四季椿山莊飯店內有許多重視日本傳

統的活動，帕克也學習這些儀式，了

解傳統，並且對於為了參與儀式而來

的客人盡心盡力，這正是他的待客之

道。

　　菜單的料理一旦上桌，轉眼過了

一個半月後，又必須開始研發下一個

菜單，這件事每次都讓帕克非常傷腦

筋，另一方面，他又喜悅地說道：「一

旦腦中浮現期待新菜單的客人笑容，

我就會感到無限幸福」。

　　帕克的家庭料理大部份是由妻子

所做的一般和食，包括味噌、納豆、

梅干和白飯，以味覺感受法國所沒有

的特色，從而接受這些料理。如同帕

克藉由嘗試這些和食來拓展對食物的

視野，他希望日本人也能透過自己的

料理拓展其視野。

東京都文京區關口 2  -10-8
電話 ：03-3943-5489（9:00～21:00）
官網 ：http://hotel-chinzanso-tokyo.jp/
公休 ：全年無休
營業時間 ：午餐11:00～15:00 （最後點餐時間
14:00）
晚餐17:00～22:00 （最後點餐時間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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憧憬日本，於 40 年前
來日發展

日本庭園風景
刺激感性的產生 研發配合當季的菜單

料理滋味取決於
湯汁與醬料

藉由嘗試和食拓展的味覺，
成為新法式料理的提示

22

以河津櫻、寒緋櫻的開花為始，到染井吉野、八重枝垂櫻凋謝的春天時期，以約20個品種、120株櫻花爭相競豔的東京四季椿山莊飯店。在這 6 週期間，從CAMELLIA
餐廳往外眺望庭園乃人生一樂事。

　　帕克所生長的法國布列斯地方是

雞的品種之一─布列斯雞的發源地，

從小就吃了許多母親所做的雞肉料

理。在日本，提到「鳥肉」一詞通常

是指「雞」，但帕克拿手的鳥肉料理

除了雞之外，也包含鴨、山雞、鵪鶉

等等，使用各種醬料引出肉的鮮甜，

如同日本料理中湯汁的甘甜，在法式

料理中醬料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帕克有時也會嘗試融合日本與法

國料理雙方的味道 ；在思考配合日本

酒的法式特別菜單時，即驚訝於兩者

的相融性。他在追求法式料理精髓的

同時，亦融入日式食材的感性，以此

成就一道新法式料理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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