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是如此，魔術師與廚師這兩份職業的共通之處，都是需要不斷挑

戰創意、勇氣與技藝。

弗烈德烈克．安東（Frédéric Anton）是一位能輕易地變出星星

的魔術師，他只用了十年時間，便替其餐廳 Le Pré Catelan在競爭激

烈的巴黎奪取到三星。還沒遇到他之前，我還未敢肯定在廚房內，

一道菜由製作直至送到客人的餐桌前，其中所要求的品質控制是那

麼嚴格。魔術秀不容許出錯，美食場上的魔術秀也存在同樣道理。

每位魔術師都有其獨門的看家本領，而巴黎 Epicure的名廚

Éric Fréchon，則有經過他重新包裝的里昂名菜――布雷斯膀胱雞。

托盤上面載着一顆膀胱球，猶如經雕琢打磨拋光後的橢圓大理石

般，吸引着全場目光。從侍者用刀刺穿豬的膀胱，直至切出最嫩滑

的雞肉上桌，全個進程與魔術表演大同小異，編導與幕後功臣全歸

功大廚這位魔術師。

有人說烹飪不是科學，而是一門藝術。這些創作出視、聽、觸

及味覺享受的藝術家，充分利用各種食材的特質，任憑創意發揮，

無遠弗屆，將幻想出來的菜式與味道，經一幕幕猶如魔術秀的美食

匯演，準確無誤的、優雅地送到食客面前。

奧地利維也納近郊的 Taubenkobel，裡面的主廚 Walter Eselböck

就是一位出色的美食魔術師。魔術是一門掩眼法，最終目的是跳出

框框，成功給予觀眾新鮮感與驚喜。Walter創作屬於自己的菜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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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車到達 Taubenkobel的那天是深秋的夜晚，溫度有些低。依着 GPS的指引

在維也納近郊一個名叫 Schützen am Gebirge的小鎮上尋找目的地，在一條燈光不

甚明亮的街道上，一排整齊的白色平房中，終於找到餐廳門口吊着的巨大松果藝

術品。就着朦朧的夜色看，這家 2009年被評為二星米芝蓮的餐廳，外表與普通

的農舍並無區別。

由於胃袋已在催促，我們也無心細賞，拉着行李匆匆敲響一扇古舊厚重的

木門。門開了，裡面溫暖的氣息合着溫馨的橘黃燈光迎面而來。一位剪着俐落短

髮的女士笑容燦爛地說：「歡迎光臨。先安頓好行李再過來用餐吧。不過房間還

得從外面過去，是閣樓套房。」她就是這裡的女主人 Eveline Eselböck。

跟着行李生踏上一條木板鋪成的巷道，巷子兩邊藤蔓滿牆。穿過桌面上掉

落了不少落葉的室外用餐區和四周樹木環繞的小池塘，爬上典型的歐式窄峭木

樓梯，眼前便是閣樓套房。這是一間很容易讓人一眼愛上的房間，尤其是女士。

分層式設計，起居室、臥室、盥洗室層層遞進。深褐色的原木長椅、放滿各式酒

    「我們買下這棟十九世紀的老釀酒房時並沒有

想要做什麽，只是喜歡招呼朋友過來聚餐。所以，

所有來餐廳的客人都是我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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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洞穴裡享受晚餐，實在是

一次難忘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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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裝飾櫃、動物紋的皮草地毯、樣式有趣摩登的巨型落地燈和水晶吊燈、閣樓

上的貴妃椅、尖角木質天花、白色大理石浴缸，還有天藍色的浴室，一切既簡樸

隨意卻又充滿想像力。與它的外觀相比，內容實在豐富得讓人驚艶。

這時，肚子不依不饒地發出抗議的響聲，於是回到那個溫暖的接待室，Eveline

已在等待。稍稍往裡走，哇哦，這是情不自禁的讚嘆── 誰會想到 Taubenkobel的

餐廳是鑲嵌在洞穴裡的？從餐前小酌的休息廳到主用餐室，我們經過兩道拱廊。

這些拱廊，連同天花和部分牆壁都是裸露的原始磚塊，沒有絲毫人工修飾和遮掩。

Eveline倒是神定自如，顯然習慣了客人初來乍到的表現。在角落裡一張大

圓桌坐下，環顧四周，是一個白色的世界。白色的牆壁、白色的桌布和身穿白

色制服的侍者，連牆上掛着的畫作也被放在白底的相框中。慢着，視線裡覺得

有些東西不對勁，罪魁禍首是餐桌上「亂放」的餐巾，看起來就像是前面的食客

吃完還沒收拾妥當，揉成一堆。心裡正詫異，侍者卻從容地拎起餐巾，原來下面

藏着一塊原木板，熱愛大自然的主人索性將一般的底碟換成一塊木頭。細細觀察

這塊木頭，能看得到切面上的年輪，侍者說這是來自當地一棵二十七歲的老樹。

除了這塊木頭，我們也被旁邊的刀叉吸引，它們的一頭都被設計成樹杈的模樣。

到現在為止，Taubenkobel的一切都讓我們興趣盎然，不禁期待接下來還會

有什麽。

打開侍者鄭重其事送上的餐單，準備點上數道菜餚安慰饑餓的胃，卻發現

自己再次被「設計」了。裡面一道菜式也沒有，只有一張乳白色粗紋理的紙，上

面印着幾行粗黑的字，說餐廳不提供傳統菜單，而是根據每天最新鮮的食材，結

合最充足的處理和想像，創造真正的「是日菜單」。每一天，食客吃的都不盡相

同。餐廳把食材交給他們合作的、最信得過的農民、漁民、飼者，以及釀酒商負

責，每一種食材都標上各生產商的主人姓名，相信他們會為餐廳提供最好的東西。

這就像中國近幾年流行的私房菜，保留一些神秘感，好讓食客一整個晚上

都處在期待和猜想的興奮狀態中。這正是現在我們心情的最佳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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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一杯起泡酒，開胃小品（Amuse bouche）登場了，竟然是牛油爆米花！

看來大廚 Walter Eselböck 是要讓我們驚訝到底了。他為了讓這個電影院的常客

登上米芝蓮二星餐廳的餐桌，大手筆地在上面撒了一層來自克羅地亞的黑松

露，再加入炸曼加利察豬（Mangalitsa）的豬油脆粒，豬油脆粒的香酥甘甜為爆

米花增添了複雜的口感，松露香味濃郁，於是爆米花搖身一變，順利擠上了上

流社會的圈子。

眼見我們一粒一粒吃得正開心，侍者送上前菜── 有機（Organic）鵝肝佐

可可粉玉米。咦，鵝肝哪去了？這一碟模樣像是法國焦糖燉蛋（Crème brûlée）的

菜餚，香味中倒是有熟悉的鵝肝味。拿起勺子挖了一勺送進口中，柔嫩細滑，擁

有奶油般的豐腴，卻又有焦糖和玉米粒的酥脆，平衡厚實感，微甜不膩。這算不

算分子美食？ Walter曾於 1995年向西班牙首屈一指的 El Bulli學習，也在兩間分

子美食的代表餐廳──Pierre Gagnaire巴黎的同名餐廳，及 Heston Blumenthal主持

的英國 The Fat Duck──進行學術性交流。雖然有點分子派的影子，卻沒有大多

數分子派的矯揉造作，讓食客掉入雲裡霧裡。Walter鄭重地說：「我沒有抄襲他

麵包、三種不同口味的牛油和風乾豬肉，

木質餐具充滿田園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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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我只專注做我的東西。」

突然，侍者在一旁遞上一瓶「香水」狀的物品。對於我們再次投以疑惑的

目光，她彷彿被我們逗樂了，笑着說：「這是當地的 Saint Charles Naturals檸檬香

味手部清潔噴霧。剛剛用手吃爆米花，這個可以幫助清潔和去味。」在精品酒店

裡常見把當地的有機護膚品結合進沐浴或水療中，在餐廳倒真是頭一回。

其實這正是 Eselböck夫婦想要做的，盡可能在經營餐廳和酒店的時候，考

慮到我們生存的這片土地，考慮到客人們的需求和舒適度，考慮到怎麽樣才能吃

得開心和健康。

緊接着，一道名為 Urhuhn Chicken的菜式登場。按照我們的叫法，應該是俗

稱的全雞宴。Walter的表現方式很有趣，大部分的食材放在宛如大貝殼的容器中，

另有兩片薄脆則像夾便籤紙一樣立於單獨的底座上，原來是微鹹的炸雞皮。這

一道菜用上了雞蛋、雞心、雞冠、雞舌及被法國人稱為「傻瓜才會放棄」（法：

sot l'y laisse）的雞肉，是法國人認為全隻雞最好吃的部位，位於背脊骨及上腿之

間凹下的小盤骨裡。其中，有機雞蛋表現了當地雞農出色的飼養能力，蛋黃色澤

金黃，體積龐大，味道與中國農村的農家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雞蛋的甘香

餘韻悠長，再伴以新西蘭菠菜醬，更能體現出鮮味所在。

主菜方面，Walter 選擇了梭鱸，是當地一位女漁民早上九時從附近的

Neusiedl湖捕獲並送抵餐廳的。魚放入一個黑色的瓦鍋中用海鹽墊底蒸熟，吃的

完全是鱸魚本身的鮮味和甜味。上菜時，侍者把整個鍋送上，連蓋子都沒掀開。

也許是覺得我們好奇心十足，她故意什麽都不說，放到我們面前，用「噔噔噔噔」

的方式一下揭開蓋，一陣帶有濃郁海洋味的鹹香撲鼻而來。分發給我們一人一

份，魚塊肉質鮮嫩，一根刺也沒有，皮脂不薄不厚，帶有一絲膠狀，咀嚼起來有

糯糯感。你所期待吃魚所要有的口感和味道一分不差，是一道久違了的無污染生

長、烹調恰到好處的魚。

嚐味餐單以最後一道甜品 Pear Helene作結，外形是一個用糖槳凝結成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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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賣相有點像透明的恐龍蛋。糖槳球裡面裹着香梨雪葩及巧克力醬，是一款清

爽怡人的甜點。好玩地拿着勺子不斷輕敲表層，最終碎了的時候就像小孩子玩玩

具般開心。

這是一頓有趣的晚餐，開心的感覺由始至終緊隨。Eveline和 Walter最後過

來問好，他們所問的也是：「吃得開心嗎？」

「我們當初決定要開始這門生意時，就在想誰負責廚房，誰負責前台的管

理和接待。其實我們兩人的水平差不多，不過現在看來，這樣的安排沒錯。」

Walter說。水平差不多？像是讀懂我們的疑問，Eveline接着說：「Walter並沒有

受過正規的廚藝學習，我也是。我們家族的傳統就喜歡一起下廚、畫畫、寫作，

把自己所想的表達在這些具有創作力的事件中。事實上，我們買下這棟十九世紀

的老釀酒房時並沒有想要做什麽，只是喜歡招呼朋友過來聚餐。久而久之，覺

得或許可以有個自己的廚房，用來招待所有的朋友。所以，所有來餐廳的客人

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菜餚沒有過分精緻的裝飾，只是覺得沒什麽不可以的，

名為 Urhuhn Chicken的菜式，

類似中文所謂的全雞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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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奇心和不斷創新改造的決心，讓餐廳發展到今天的模樣。」

為了讓餐廳能用上更多更好的、隨心所欲的食材，喜歡旅行度假及開拓視

野的他們早年在克羅地亞購下一間別墅，每年都會從當地帶來上等的火腿、黑松

露及綠露笋入饌。他們還在附近購買了兩公頃的土地，自己親自種植各種各樣的

蔬果。「當季的時候，番茄的品種足足有兩千種呢。」Eveline滿足地笑着說。

Carol

餐廳外表相當低調，內部卻

是名副其實的別有「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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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Dictionary

 飲食辭典 

Amuse bouche 開胃小品
Amuse的法文意思是「娛樂」，Bouche則指

「口腔」，兩字合起來即變成法國大餐不可

或缺的開胃小品。廚師會在前菜或正餐前送

來這小菜，是一種餐廳習俗，也是高級法國

餐廳應有的服務標準。現在很多星級餐廳都

會花心思在開胃小品的製作上，目的是讓食

客在正餐開始前提提神，醒醒胃。

Mangalitza 曼加利察豬
曼加利察豬於 1833年由匈牙利貴族 Archduke 

Jozsef成功配種，牠與享負盛名的西班牙伊

比利亞（Ibérico）豬，都屬於豬油比例多的

豬種。曼加利察豬全身長滿卷毛，體內油脂

特多，大理石脂肪紋理比一般養的豬多出兩

倍。

曼加利察豬需飼養一年以上，每隻可重超過

一百三十六公斤，好讓牠長出絕佳的脂肪。

工業化飼養的豬一般不超過六個月大，重約

八十公斤時即會被宰殺，故曼加利察豬的售

價特別高昂。

曼加利察豬肉味香醇、圓潤、勻稱，亦能製

造出很棒的煙蕪肉及風乾火腿。Taubenkobel

的侍者表示，曼加利察豬的飽和脂肪比例比

一般豬低很多，味道自然較淡及清新，即使

在低室溫下亦會較易於口腔中溶化。

Organic 有機
依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的定義，

有機的意思是食物在生產過程中沒有添加任

何農藥、抗生素，以及不經任何基因改造及

放射線照射，這樣生產出來的食品才可取得

「有機」的標籤認可。可是經過長時間的積

極游說，及數個有機農場的共同協議，現今

很多農企已淡化官方的有機定義，業界進而

朝向發展「生物動力農耕法」（Biodynamic 

Agriculture）。奧地利布爾根蘭州的農企一早

已獨立提升有機標準，以增加價值及提高利

潤。他們注重食物的養殖方式，着眼點是自

然養殖法能否足以負擔循環運作，如飼養的

乳牛是吃草而非吃粟米；講究活動空間的豬，

質量也絕非從擠滿的豬棚所養出來的豬可比

擬；有機蔬菜水果也是講求本地貨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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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in
×

Austria 
米芝蓮 × 奧地利

目前在奧地利，僅維也納和薩爾茨堡

兩座主要城市擁有米芝蓮星級餐廳。其中，

維也納擁有兩家二星餐廳，其一是前文所

寫的 Steirereck，另一家則是 Silvio Nickol。

而一星餐廳有七家，包括 2014 年最新上

榜 的 Edvard、Vincent、Tian 及 Konstantin 

Filippou。至於薩爾茨堡，只有四家餐廳獲

得一星榮譽。

一直以來，維也納人都鍾情於地方菜餚

和地中海美食。近幾年，他們開始趨向創意

十足的精緻料理。維也納的米芝蓮星級餐廳

不多，卻都高品質，主廚注意到了這股趨勢，

也讓自己的菜式充滿現代化個性。比如最具

代表性的維也納炸小牛排（Wiener Schnitzel）

以及其他油炸菜式，都盡量減少了油分。

蔬菜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奶油相應减

少，肉則切得更小塊。總的來說，維也納的

現代美食更強調清淡與健康。

值得一提的是，維也納的米芝蓮星級餐

廳都是獨立經營的，而非附屬在酒店中。主

廚一般都從高品質的奧地利農場獲得新鮮的

食材，包括蔬菜、蘑菇、肉類、麵包及乳製

品等。

伸手摘星的
藝術

05 Le Pré Catelan   
Fr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