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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IN

本期內容

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

留學新訊留學新訊留學新訊留學新訊

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

本週主題國家本週主題國家本週主題國家本週主題國家：：：：瑞典瑞典瑞典瑞典－－－－平等的追求平等的追求平等的追求平等的追求

歐洲美食專訪歐洲美食專訪歐洲美食專訪歐洲美食專訪：：：：「「「「19 to 1 Restaurant」」」」鮮選牛排專賣店鮮選牛排專賣店鮮選牛排專賣店鮮選牛排專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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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留學講座系列
英倫留學日誌：大不列顛遊學去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1/13(四四四四)  15:00 – 17: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Q003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英國文化協會教育推廣專員英國文化協會教育推廣專員英國文化協會教育推廣專員英國文化協會教育推廣專員

蔡景雰蔡景雰蔡景雰蔡景雰Caroline Tsai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英國遊學集錦英國遊學集錦英國遊學集錦英國遊學集錦

克服文化衝擊克服文化衝擊克服文化衝擊克服文化衝擊，，，，拓展留學生活圈拓展留學生活圈拓展留學生活圈拓展留學生活圈

文藻歐盟園區

活動預告

����場次預告場次預告場次預告場次預告：：：：

11/27(四四四四)英倫留學日誌英倫留學日誌英倫留學日誌英倫留學日誌－－－－黃金學歷金鑰匙黃金學歷金鑰匙黃金學歷金鑰匙黃金學歷金鑰匙

－－－－大學先修大學先修大學先修大學先修／／／／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擴充教育擴充教育擴充教育擴充教育…etc.

12/11(四四四四)英倫留學日誌英倫留學日誌英倫留學日誌英倫留學日誌－－－－進軍商管碩士進軍商管碩士進軍商管碩士進軍商管碩士

－－－－MBA／／／／行銷碩士行銷碩士行銷碩士行銷碩士／／／／商管課程商管課程商管課程商管課程…etc.

＊＊＊＊歡迎參加歡迎參加歡迎參加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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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當代藝術與創意－
從美術館至當代藝術思潮面面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1/14(五五五五)  10:00 – 12: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Q002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旅法台灣藝術家旅法台灣藝術家旅法台灣藝術家旅法台灣藝術家．．．．陳奇相陳奇相陳奇相陳奇相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陳奇相先生在巴黎的所見所得陳奇相先生在巴黎的所見所得陳奇相先生在巴黎的所見所得陳奇相先生在巴黎的所見所得，，，，

以及對當代藝術的心得與觀感以及對當代藝術的心得與觀感以及對當代藝術的心得與觀感以及對當代藝術的心得與觀感。。。。

文藻歐盟園區

活動預告

����照片取材自陳奇相先生的個人部落格照片取材自陳奇相先生的個人部落格照片取材自陳奇相先生的個人部落格照片取材自陳奇相先生的個人部落格：：：：

http://www.titien.net/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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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欣賞＆座談會－「香水」
Perfume: The Story of a Murderer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1/25(二二二二)  10:00 – 12: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Q002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淡江大學蔡淑玲教授淡江大學蔡淑玲教授淡江大學蔡淑玲教授淡江大學蔡淑玲教授
����座談會當天不播放電影座談會當天不播放電影座談會當天不播放電影座談會當天不播放電影，，，，有意參加者請事先前往下列場次觀賞有意參加者請事先前往下列場次觀賞有意參加者請事先前往下列場次觀賞有意參加者請事先前往下列場次觀賞。。。。

文藻歐盟園區

活動預告

����電影電影電影電影「「「「香水香水香水香水」」」」播放場次播放場次播放場次播放場次：：：：

97/11/12(三三三三) 12:30 – 15:00 Q003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97/11/14(五五五五) 12:30 – 15:00 Q003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97/11/18(二二二二) 10:00 – 12:30 Q002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97/11/20(四四四四) 10:00 – 12:30 Q003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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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日期：即日起至98/01/11
�展出地點：求真樓B1 歐盟園區藝廊

�有獎徵答
本次有獎徵答以現場搶答現場搶答現場搶答現場搶答方式進行，
獎品內容包括Beauty Shop香氛組合等，
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1/21(五五五五)15:00 歐盟園區藝廊歐盟園區藝廊歐盟園區藝廊歐盟園區藝廊

�有獎徵答題目已公佈於展覽現場，
同學可自行前往參觀、尋找答案！

文藻歐盟園區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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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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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新訊留學新訊留學新訊留學新訊

英國研究所Q&A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1/15(六六六六) 10：：：：30-11：：：：3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英國文化協會英國文化協會英國文化協會英國文化協會台北資訊中心台北資訊中心台北資訊中心台北資訊中心

����詳細活動訊息及報名方法詳細活動訊息及報名方法詳細活動訊息及報名方法詳細活動訊息及報名方法，，，，請瀏覽英國文化協會網站請瀏覽英國文化協會網站請瀏覽英國文化協會網站請瀏覽英國文化協會網站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tw/taiwan

有效撰寫讀書計畫 講座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1/15(六六六六) 10:00-12: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高雄市立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 寶珠分館寶珠分館寶珠分館寶珠分館

前進英國：碩士申請DIY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1/15(六六六六) 16：：：：00-17：：：：3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英國文化協會英國文化協會英國文化協會英國文化協會台北資訊中心台北資訊中心台北資訊中心台北資訊中心



全球金融體系改革全球金融體系改革全球金融體系改革全球金融體系改革 歐盟財長達成高度共識歐盟財長達成高度共識歐盟財長達成高度共識歐盟財長達成高度共識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27國領袖齊聚比利時國領袖齊聚比利時國領袖齊聚比利時國領袖齊聚比利時 為為為為G20高峰會凝聚共識高峰會凝聚共識高峰會凝聚共識高峰會凝聚共識

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2008勞工輸入將嚴查移民雇主勞工輸入將嚴查移民雇主勞工輸入將嚴查移民雇主勞工輸入將嚴查移民雇主 引發批評引發批評引發批評引發批評

歐巴馬當選美總統歐巴馬當選美總統歐巴馬當選美總統歐巴馬當選美總統 倫敦股市未上演慶祝行情倫敦股市未上演慶祝行情倫敦股市未上演慶祝行情倫敦股市未上演慶祝行情

兩岸改善關係兩岸改善關係兩岸改善關係兩岸改善關係 歐盟再表歡迎與肯定歐盟再表歡迎與肯定歐盟再表歡迎與肯定歐盟再表歡迎與肯定

歐盟與俄羅斯重啟對話歐盟與俄羅斯重啟對話歐盟與俄羅斯重啟對話歐盟與俄羅斯重啟對話 波蘭與立陶宛並無否決權波蘭與立陶宛並無否決權波蘭與立陶宛並無否決權波蘭與立陶宛並無否決權

英國首相布朗倡議改革國際金融系統英國首相布朗倡議改革國際金融系統英國首相布朗倡議改革國際金融系統英國首相布朗倡議改革國際金融系統

英相救經濟有功英相救經濟有功英相救經濟有功英相救經濟有功 地方補選工黨驚險拿下勝利地方補選工黨驚險拿下勝利地方補選工黨驚險拿下勝利地方補選工黨驚險拿下勝利

����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cglist.phtml?Category=40

歐盟一週大事 EU Weekly NewsEU Weekly NewsEU Weekly NewsEU Weekly News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一週大事一週大事一週大事一週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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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主題國家
��瑞典

瑞典 平等的追求

■資料彙整：四技部應華系 林桂帆

瑞典是世界上男女最平等的國家瑞典是世界上男女最平等的國家瑞典是世界上男女最平等的國家瑞典是世界上男女最平等的國家，，，，女性投入職場比例女性投入職場比例女性投入職場比例女性投入職場比例
高達高達高達高達90%90%90%90%。。。。然而然而然而然而，「，「，「，「量量量量」」」」的平等就是真正的平等嗎的平等就是真正的平等嗎的平等就是真正的平等嗎的平等就是真正的平等嗎？？？？



瑞典－平等的追求

在在在在1960年代後期年代後期年代後期年代後期，，，，由於追求經濟平等的努力由於追求經濟平等的努力由於追求經濟平等的努力由於追求經濟平等的努力

獲得甚大的改變獲得甚大的改變獲得甚大的改變獲得甚大的改變，，，，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開始追求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開始追求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開始追求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開始追求

男女兩性之間的平等男女兩性之間的平等男女兩性之間的平等男女兩性之間的平等。。。。為使兩性在經濟上趨於平為使兩性在經濟上趨於平為使兩性在經濟上趨於平為使兩性在經濟上趨於平

等等等等，，，，瑞典政府改革稅法瑞典政府改革稅法瑞典政府改革稅法瑞典政府改革稅法，，，，規定夫妻分開申報所得規定夫妻分開申報所得規定夫妻分開申報所得規定夫妻分開申報所得

稅稅稅稅，，，，鼓勵婦女加入勞動生產行列鼓勵婦女加入勞動生產行列鼓勵婦女加入勞動生產行列鼓勵婦女加入勞動生產行列。。。。因為夫妻分開因為夫妻分開因為夫妻分開因為夫妻分開

申報所得稅申報所得稅申報所得稅申報所得稅，，，，不利於僅靠一份薪資收入維持家庭不利於僅靠一份薪資收入維持家庭不利於僅靠一份薪資收入維持家庭不利於僅靠一份薪資收入維持家庭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因此這項稅制實施後因此這項稅制實施後因此這項稅制實施後因此這項稅制實施後，，，，婦女就業率升高為婦女就業率升高為婦女就業率升高為婦女就業率升高為

百分之八十二百分之八十二百分之八十二百分之八十二，，，，日間托兒中心提供許多工作機日間托兒中心提供許多工作機日間托兒中心提供許多工作機日間托兒中心提供許多工作機

會會會會，，，，對於提高婦女的就業率貢獻不少對於提高婦女的就業率貢獻不少對於提高婦女的就業率貢獻不少對於提高婦女的就業率貢獻不少。。。。

但是兩性平等的追求也遭遇到難題但是兩性平等的追求也遭遇到難題但是兩性平等的追求也遭遇到難題但是兩性平等的追求也遭遇到難題，，，，導致成敗導致成敗導致成敗導致成敗

各半各半各半各半。。。。雖然女警和女性公車駕駛已經很常見雖然女警和女性公車駕駛已經很常見雖然女警和女性公車駕駛已經很常見雖然女警和女性公車駕駛已經很常見，，，，但但但但

女性在工作上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情形仍時有耳女性在工作上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情形仍時有耳女性在工作上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情形仍時有耳女性在工作上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情形仍時有耳

聞聞聞聞。。。。女性所擔任的大都是低階層和低薪資的工女性所擔任的大都是低階層和低薪資的工女性所擔任的大都是低階層和低薪資的工女性所擔任的大都是低階層和低薪資的工

作作作作，，，，很少晉陞到高級主管職位很少晉陞到高級主管職位很少晉陞到高級主管職位很少晉陞到高級主管職位。。。。政府機構則較有政府機構則較有政府機構則較有政府機構則較有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女性高級主管比民間機構的婦女還多女性高級主管比民間機構的婦女還多女性高級主管比民間機構的婦女還多女性高級主管比民間機構的婦女還多，，，，

國會席位中大約百分之三十是婦女代表國會席位中大約百分之三十是婦女代表國會席位中大約百分之三十是婦女代表國會席位中大約百分之三十是婦女代表，，，，內內內內

閣部長有四分之閣部長有四分之閣部長有四分之閣部長有四分之ㄧㄧㄧㄧ是女性是女性是女性是女性。。。。

瑞典享有兩性平權的美譽瑞典享有兩性平權的美譽瑞典享有兩性平權的美譽瑞典享有兩性平權的美譽，，，，女性投入職場比例女性投入職場比例女性投入職場比例女性投入職場比例

高達九高達九高達九高達九○○○○％。％。％。％。然而然而然而然而，，，，對許多長期專注於女權議題對許多長期專注於女權議題對許多長期專注於女權議題對許多長期專注於女權議題

的專家學者而言的專家學者而言的專家學者而言的專家學者而言，「，「，「，「量量量量」」」」的平等並不是真正的平的平等並不是真正的平的平等並不是真正的平的平等並不是真正的平

權權權權。。。。若觀察女性位居若觀察女性位居若觀察女性位居若觀察女性位居

主管階級的比例主管階級的比例主管階級的比例主管階級的比例，，，，發發發發

現十個董事裡現十個董事裡現十個董事裡現十個董事裡，，，，往往往往往往往往

只有一名是女性或者只有一名是女性或者只有一名是女性或者只有一名是女性或者

沒有女性沒有女性沒有女性沒有女性，，，，不少女性不少女性不少女性不少女性

主義學者因此認為瑞主義學者因此認為瑞主義學者因此認為瑞主義學者因此認為瑞

典的兩性平權典的兩性平權典的兩性平權典的兩性平權「「「「品質品質品質品質

太差太差太差太差」。」。」。」。

� 瑞典婦女組織追求男女平等，
爭取「女性裸胸游泳權」主題國家主題國家主題國家主題國家

瑞典瑞典瑞典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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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平等的追求

瑞典婦女的地位隨經濟水準的發展進而提升瑞典婦女的地位隨經濟水準的發展進而提升瑞典婦女的地位隨經濟水準的發展進而提升瑞典婦女的地位隨經濟水準的發展進而提升。。。。

1974年瑞典法律規定年瑞典法律規定年瑞典法律規定年瑞典法律規定：：：：孩子出生時孩子出生時孩子出生時孩子出生時，，，，父親當年可父親當年可父親當年可父親當年可

以享受以享受以享受以享受75％％％％帶薪的產假照顧孩子帶薪的產假照顧孩子帶薪的產假照顧孩子帶薪的產假照顧孩子；；；；在孩子未成年在孩子未成年在孩子未成年在孩子未成年

之前之前之前之前，，，，父親每年可以享受一個月帶薪假期照顧孩父親每年可以享受一個月帶薪假期照顧孩父親每年可以享受一個月帶薪假期照顧孩父親每年可以享受一個月帶薪假期照顧孩

子子子子。。。。婦女參政問題方面婦女參政問題方面婦女參政問題方面婦女參政問題方面，，，，到到到到1921年瑞典婦女終於年瑞典婦女終於年瑞典婦女終於年瑞典婦女終於

擁有投票權擁有投票權擁有投票權擁有投票權。。。。

政府重視男女平權這方面問題政府重視男女平權這方面問題政府重視男女平權這方面問題政府重視男女平權這方面問題，，，，因此在法律上因此在法律上因此在法律上因此在法律上

有相關條文保障女性有相關條文保障女性有相關條文保障女性有相關條文保障女性，，，，但是從社會方面看來但是從社會方面看來但是從社會方面看來但是從社會方面看來，，，，傳傳傳傳

統上的兩性不平等觀念還須有待加強統上的兩性不平等觀念還須有待加強統上的兩性不平等觀念還須有待加強統上的兩性不平等觀念還須有待加強。。。。1994年年年年，，，，

瑞典議會通過婦女問題一項議案瑞典議會通過婦女問題一項議案瑞典議會通過婦女問題一項議案瑞典議會通過婦女問題一項議案，，，，明文規定任何明文規定任何明文規定任何明文規定任何

部門須實行男女平等部門須實行男女平等部門須實行男女平等部門須實行男女平等，，，，婦女參政需受到法律保婦女參政需受到法律保婦女參政需受到法律保婦女參政需受到法律保

障障障障，，，，並規定政府各部長有責任嚴格實踐並規定政府各部長有責任嚴格實踐並規定政府各部長有責任嚴格實踐並規定政府各部長有責任嚴格實踐，，，，以男女以男女以男女以男女

平等為出發點審查各項議案平等為出發點審查各項議案平等為出發點審查各項議案平等為出發點審查各項議案。。。。瑞典的女權運動起瑞典的女權運動起瑞典的女權運動起瑞典的女權運動起

步並非很早步並非很早步並非很早步並非很早，，，，但是發展卻相當迅速且進步但是發展卻相當迅速且進步但是發展卻相當迅速且進步但是發展卻相當迅速且進步。。。。關於關於關於關於

這項議題應該須要著重執行這項議題應該須要著重執行這項議題應該須要著重執行這項議題應該須要著重執行，，，，男人做得到的男人做得到的男人做得到的男人做得到的

事情事情事情事情，，，，女人當然也辦得到女人當然也辦得到女人當然也辦得到女人當然也辦得到！！！！

�一般國家的馬路上都只會看到類似左圖的「過路男子」
標誌，但瑞典明年可能會有「過路女子」路牌出現。
事實上，瑞典有些地區已經有「過路女子」路牌，但目
前是不合法的。

����本篇本篇本篇本篇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Lalulalu論壇2.1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

http://hk.myblog.yahoo.com/sweden-stockholm/article?mid=5549

����延伸閱讀延伸閱讀延伸閱讀延伸閱讀
《專訪全球男女最平等國家的“第一女性”》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8664/2007/12/05/342@1866455.htm

．．．．．．．．．．．．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
主題國家主題國家主題國家主題國家
瑞典瑞典瑞典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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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專訪��

■採訪：四技部德文系 何孟醇
四技部國企系 蔡孟潔

19 to 1 Restaurant
愛琴海風味餐廳

����高雄也吃得到的歐式美食高雄也吃得到的歐式美食高雄也吃得到的歐式美食高雄也吃得到的歐式美食����



在一次老闆遊訪希臘之後在一次老闆遊訪希臘之後在一次老闆遊訪希臘之後在一次老闆遊訪希臘之後，，，，對於希對於希對於希對於希

臘式的迷人風情念念不忘臘式的迷人風情念念不忘臘式的迷人風情念念不忘臘式的迷人風情念念不忘，，，，決定在台決定在台決定在台決定在台

灣開一間充滿道地希臘愛琴海風格餐灣開一間充滿道地希臘愛琴海風格餐灣開一間充滿道地希臘愛琴海風格餐灣開一間充滿道地希臘愛琴海風格餐

廳廳廳廳。。。。起初起初起初起初，，，，其它家鬥牛士店長並不看其它家鬥牛士店長並不看其它家鬥牛士店長並不看其它家鬥牛士店長並不看

好他在高雄創立這間不同於鬥牛士相好他在高雄創立這間不同於鬥牛士相好他在高雄創立這間不同於鬥牛士相好他在高雄創立這間不同於鬥牛士相

關體系的餐廳關體系的餐廳關體系的餐廳關體系的餐廳。。。。然而在老闆的堅持努然而在老闆的堅持努然而在老闆的堅持努然而在老闆的堅持努

力下力下力下力下，，，，決心要讓自己的夢想完成實決心要讓自己的夢想完成實決心要讓自己的夢想完成實決心要讓自己的夢想完成實

現現現現，，，，終於在三年前於北高雄成立這間終於在三年前於北高雄成立這間終於在三年前於北高雄成立這間終於在三年前於北高雄成立這間

餐廳餐廳餐廳餐廳。。。。

19 to 1 Restaurant 專訪

本週專訪本週專訪本週專訪本週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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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19 to 1 的原因

為何選在北高雄？

由於在高雄火車站前的市區發展已由於在高雄火車站前的市區發展已由於在高雄火車站前的市區發展已由於在高雄火車站前的市區發展已

趨於飽和趨於飽和趨於飽和趨於飽和，，，，再加上未來北高雄是個發再加上未來北高雄是個發再加上未來北高雄是個發再加上未來北高雄是個發

展的重要地帶展的重要地帶展的重要地帶展的重要地帶，，，，基於此因素而將地點基於此因素而將地點基於此因素而將地點基於此因素而將地點

設置在北高雄左營設置在北高雄左營設置在北高雄左營設置在北高雄左營。。。。將餐廳選在將餐廳選在將餐廳選在將餐廳選在Life 

One生活廣場生活廣場生活廣場生活廣場，，，，除了其佔坪廣大除了其佔坪廣大除了其佔坪廣大除了其佔坪廣大、、、、免免免免

費停車場及其多內容豐富的購物中費停車場及其多內容豐富的購物中費停車場及其多內容豐富的購物中費停車場及其多內容豐富的購物中

心心心心，，，，吸引了許多鄰近的上班族吸引了許多鄰近的上班族吸引了許多鄰近的上班族吸引了許多鄰近的上班族、、、、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族群族群族群族群，，，，且假日期間來此消費族群也眾且假日期間來此消費族群也眾且假日期間來此消費族群也眾且假日期間來此消費族群也眾

多多多多。。。。



餐廳裝璜選用湛藍及透白基本色調餐廳裝璜選用湛藍及透白基本色調餐廳裝璜選用湛藍及透白基本色調餐廳裝璜選用湛藍及透白基本色調、、、、道地道地道地道地

的希臘圓形拱門的希臘圓形拱門的希臘圓形拱門的希臘圓形拱門，，，，巧妙搭配黃色的朝氣巧妙搭配黃色的朝氣巧妙搭配黃色的朝氣巧妙搭配黃色的朝氣，，，，讓讓讓讓

人有溫暖的感覺人有溫暖的感覺人有溫暖的感覺人有溫暖的感覺。。。。老闆並請廠商特製藍白條老闆並請廠商特製藍白條老闆並請廠商特製藍白條老闆並請廠商特製藍白條

文躺椅文躺椅文躺椅文躺椅，，，，設計出愛琴海的特有風格設計出愛琴海的特有風格設計出愛琴海的特有風格設計出愛琴海的特有風格。。。。顧客於顧客於顧客於顧客於

餐廳內外壁上皆可欣賞到當年老闆旅遊希臘餐廳內外壁上皆可欣賞到當年老闆旅遊希臘餐廳內外壁上皆可欣賞到當年老闆旅遊希臘餐廳內外壁上皆可欣賞到當年老闆旅遊希臘

時時時時，，，，所攝影的照片所攝影的照片所攝影的照片所攝影的照片。。。。

餐廳內擺桌方式僅有四人座的餐桌餐廳內擺桌方式僅有四人座的餐桌餐廳內擺桌方式僅有四人座的餐桌餐廳內擺桌方式僅有四人座的餐桌，，，，不管不管不管不管

顧客是隻身前往或雙人以上用餐顧客是隻身前往或雙人以上用餐顧客是隻身前往或雙人以上用餐顧客是隻身前往或雙人以上用餐，，，，一定讓顧一定讓顧一定讓顧一定讓顧

客坐於四人座位的餐桌客坐於四人座位的餐桌客坐於四人座位的餐桌客坐於四人座位的餐桌，，，，其原因是堅持讓顧其原因是堅持讓顧其原因是堅持讓顧其原因是堅持讓顧

客能享受悠閒客能享受悠閒客能享受悠閒客能享受悠閒、、、、放鬆心情用餐放鬆心情用餐放鬆心情用餐放鬆心情用餐。。。。

19 to 1 Restaurant 專訪

本週專訪本週專訪本週專訪本週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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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特色

� 餐廳內部照片



19 to 1從前菜到主菜及附餐甜點從前菜到主菜及附餐甜點從前菜到主菜及附餐甜點從前菜到主菜及附餐甜點，，，，

都呈現義式料理的風情都呈現義式料理的風情都呈現義式料理的風情都呈現義式料理的風情。。。。前菜提供的前菜提供的前菜提供的前菜提供的

麵包選用的是天然養生的雜糧麵包麵包選用的是天然養生的雜糧麵包麵包選用的是天然養生的雜糧麵包麵包選用的是天然養生的雜糧麵包，，，，

烘烤至外酥內軟烘烤至外酥內軟烘烤至外酥內軟烘烤至外酥內軟，，，，外層不會太硬外層不會太硬外層不會太硬外層不會太硬，，，，還還還還

可以咬到裡面的堅果可以咬到裡面的堅果可以咬到裡面的堅果可以咬到裡面的堅果。。。。此外此外此外此外，，，，還可以還可以還可以還可以

蘸取餐廳提供的兩種義式湯品蘸取餐廳提供的兩種義式湯品蘸取餐廳提供的兩種義式湯品蘸取餐廳提供的兩種義式湯品－－－－南瓜南瓜南瓜南瓜

濃湯濃湯濃湯濃湯、、、、牛肉蔬菜湯牛肉蔬菜湯牛肉蔬菜湯牛肉蔬菜湯，，，，更有另番滋味更有另番滋味更有另番滋味更有另番滋味。。。。

沙拉搭配的沙拉醬就有三種口味沙拉搭配的沙拉醬就有三種口味沙拉搭配的沙拉醬就有三種口味沙拉搭配的沙拉醬就有三種口味，，，，

可依照個人喜好來選擇可依照個人喜好來選擇可依照個人喜好來選擇可依照個人喜好來選擇，，，，有酸口味的有酸口味的有酸口味的有酸口味的

紅酒油醋醬紅酒油醋醬紅酒油醋醬紅酒油醋醬、、、、鹹味的法式凱薩醬及甜鹹味的法式凱薩醬及甜鹹味的法式凱薩醬及甜鹹味的法式凱薩醬及甜

味的覆盆子優格醬味的覆盆子優格醬味的覆盆子優格醬味的覆盆子優格醬。。。。

19 to 1 Restaurant 專訪

本週專訪本週專訪本週專訪本週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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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點特色

� 義式牛肉蔬菜湯

� 沙拉



19 to 1 Restaurant 專訪

本週專訪本週專訪本週專訪本週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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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點特色

除了牛肉排餐外除了牛肉排餐外除了牛肉排餐外除了牛肉排餐外，，，，19 to 1還有道地的義還有道地的義還有道地的義還有道地的義

式美食及特製的排餐料理式美食及特製的排餐料理式美食及特製的排餐料理式美食及特製的排餐料理：：：：碳烤雞排碳烤雞排碳烤雞排碳烤雞排、、、、法法法法

式羊排式羊排式羊排式羊排、、、、圓鱈魚排餐圓鱈魚排餐圓鱈魚排餐圓鱈魚排餐、、、、德國豬腳德國豬腳德國豬腳德國豬腳。。。。19 to 1

的德國豬腳的德國豬腳的德國豬腳的德國豬腳，，，，堅持採用不油炸堅持採用不油炸堅持採用不油炸堅持採用不油炸、、、、高溫烘烤高溫烘烤高溫烘烤高溫烘烤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將整顆豬前腳烹調至表面酥脆將整顆豬前腳烹調至表面酥脆將整顆豬前腳烹調至表面酥脆將整顆豬前腳烹調至表面酥脆，，，，並並並並

搭配獨特酸菜搭配獨特酸菜搭配獨特酸菜搭配獨特酸菜。。。。西班牙紅酒牛肉飯也是這西班牙紅酒牛肉飯也是這西班牙紅酒牛肉飯也是這西班牙紅酒牛肉飯也是這

家店的招牌菜色家店的招牌菜色家店的招牌菜色家店的招牌菜色。。。。選用紐西蘭牛肉淋上廚選用紐西蘭牛肉淋上廚選用紐西蘭牛肉淋上廚選用紐西蘭牛肉淋上廚

師義大利紅酒燉煮成的特製醬汁師義大利紅酒燉煮成的特製醬汁師義大利紅酒燉煮成的特製醬汁師義大利紅酒燉煮成的特製醬汁，，，，搭配日搭配日搭配日搭配日

本進口的月光米本進口的月光米本進口的月光米本進口的月光米，，，，嚐起來酸酸甜甜嚐起來酸酸甜甜嚐起來酸酸甜甜嚐起來酸酸甜甜，，，，口感口感口感口感

非常獨特非常獨特非常獨特非常獨特。。。。

� 德國豬腳

� 西班牙紅酒牛肉燦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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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點特色

餐後甜點有法式焦糖布丁餐後甜點有法式焦糖布丁餐後甜點有法式焦糖布丁餐後甜點有法式焦糖布丁、、、、香濃奶酪或是師傅製作的精緻甜點香濃奶酪或是師傅製作的精緻甜點香濃奶酪或是師傅製作的精緻甜點香濃奶酪或是師傅製作的精緻甜點。。。。除了提供除了提供除了提供除了提供

麵包無限續量外麵包無限續量外麵包無限續量外麵包無限續量外，，，，飲料也提供無限續杯飲料也提供無限續杯飲料也提供無限續杯飲料也提供無限續杯。。。。其中讓客人感到好奇就是其中讓客人感到好奇就是其中讓客人感到好奇就是其中讓客人感到好奇就是「「「「粉紅拿粉紅拿粉紅拿粉紅拿

鐵鐵鐵鐵」」」」及及及及「「「「巴沙米可葡萄醋飲巴沙米可葡萄醋飲巴沙米可葡萄醋飲巴沙米可葡萄醋飲」。」。」。」。粉紅拿鐵的調配是使用花果茶作基底與拿鐵粉紅拿鐵的調配是使用花果茶作基底與拿鐵粉紅拿鐵的調配是使用花果茶作基底與拿鐵粉紅拿鐵的調配是使用花果茶作基底與拿鐵

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而巴沙米可葡萄醋飲即是所謂的義式紅酒醋而巴沙米可葡萄醋飲即是所謂的義式紅酒醋而巴沙米可葡萄醋飲即是所謂的義式紅酒醋而巴沙米可葡萄醋飲即是所謂的義式紅酒醋（（（（俗稱陳年紅酒醋俗稱陳年紅酒醋俗稱陳年紅酒醋俗稱陳年紅酒醋），），），），可可可可

以選用冷飲或熱飲以選用冷飲或熱飲以選用冷飲或熱飲以選用冷飲或熱飲，，，，都有不同的感覺都有不同的感覺都有不同的感覺都有不同的感覺。。。。

� 粉紅拿鐵 � 焦糖布丁

．．．．．．．．．．．．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

「「「「19 to 1 Restaurant」」」」鮮選牛排專賣店鮮選牛排專賣店鮮選牛排專賣店鮮選牛排專賣店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48號2F-2號

電話：07-3599800

網址：http://www.19to1.com.tw/index.html

�本文照片皆由19 to 1 Restaurant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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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存存存在於現實中的童話王國在於現實中的童話王國在於現實中的童話王國在於現實中的童話王國－－－－丹麥丹麥丹麥丹麥

在寒冷的北歐有個充滿快樂的國家在寒冷的北歐有個充滿快樂的國家在寒冷的北歐有個充滿快樂的國家在寒冷的北歐有個充滿快樂的國家，，，，那裡的居民如是說那裡的居民如是說那裡的居民如是說那裡的居民如是說：：：：

「「「「從生到死從生到死從生到死從生到死，，，，政府都照顧好了政府都照顧好了政府都照顧好了政府都照顧好了！」「！」「！」「！」「養我們的皇室養我們的皇室養我們的皇室養我們的皇室，，，，超便宜喔超便宜喔超便宜喔超便宜喔！」！」！」！」
「「「「我願意繳很高的稅我願意繳很高的稅我願意繳很高的稅我願意繳很高的稅，，，，因為我不想在路上看到窮人因為我不想在路上看到窮人因為我不想在路上看到窮人因為我不想在路上看到窮人」」」」……

英英英英國任我行國任我行國任我行國任我行
已經你已經厭倦了跟團的沾醬油旅行嗎已經你已經厭倦了跟團的沾醬油旅行嗎已經你已經厭倦了跟團的沾醬油旅行嗎已經你已經厭倦了跟團的沾醬油旅行嗎？？？？上車睡覺上車睡覺上車睡覺上車睡覺、、、、下車尿尿已經下車尿尿已經下車尿尿已經下車尿尿已經
不流行了不流行了不流行了不流行了，，，，來探訪充滿文藝氣息的英國吧來探訪充滿文藝氣息的英國吧來探訪充滿文藝氣息的英國吧來探訪充滿文藝氣息的英國吧！！！！大英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福爾摩斯福爾摩斯福爾摩斯福爾摩斯
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狄更斯故居狄更斯故居狄更斯故居狄更斯故居、、、、莎翁故居莎翁故居莎翁故居莎翁故居，，，，還有還有還有還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