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新甜點X永無止盡的學習

烘焙研發部  副主廚 陳盈仁師傅

　空閒時常常會帶著家人一起逛書店，閱讀多方面的書籍可以激發
出對甜點製作的靈感；除了烘焙系列，也愛看美術或是建築概念的
書籍，加強自己的美感並應用在烘焙上，讓作品不只是美味，更要
賞心悅目。跟家人出門時，也會特別注意外型精緻可愛的甜點，必
定會品嘗並記錄其口感來激發自己創作的靈感。從觀察生活中的一
草一木與持續不斷的吸收新知，讓自己不與世代脫節，才能研發出
兼顧美味與時尚的新品，

　在製作甜點時，會先用心思考食材的搭配，也會隨著季節的交替
做出適當的變化；研發過程中需要不斷地反覆試作、試吃，調整配
方到同時兼顧產品的味覺、嗅覺、視覺三方面都在最佳狀態，才能
成就一款成功的甜點。我最新的作品『招牌拿破崙』，最初的想法
，是以讓全家人一起分享，希望研發出一款大人與小孩都會喜愛的
甜點；品嚐這款蛋糕能體會到多重口感的驚喜，它有蔓越莓與葡萄
乾的雙重清爽酸甜，還有提拉米蘇濃郁的滋味，讓喜愛甜點的饕客
們一次就能有多重層次的口感體驗。

　在85ºC最大的收穫，是讓自己的長才有發揮的舞台；也因為
85ºC在大陸、澳洲、美國與香港都有門市，因此更讓我能夠多方面
學習到不同國家的飲食文化也更有國際觀，讓自己的視野變得更廣
闊。研發出讓顧客都喜愛的甜點，是我在85ºC最大的使命。

　　從事烘焙業至今已20年，從小對甜點有濃厚的興趣，出社會後
從最基層的學徒開始一步一腳印地不斷學習；過程就算辛苦，但憑
著對甜點的熱愛，即使再勞累都不會覺得苦。我覺得我是一杯裝不
滿的水杯，一直注入新水源，讓自己不斷吸收新東西，因為只要認
真的學習，總有一天會創造出廣受大眾喜愛的甜點。



時光漫

5~4~3~2~1!!新年快樂!!
文：Mavis Wu

　　在滿懷心喜與感恩的渡過了2015年後，傳統的歲末年節氣氛也
悄悄地、漸漸地濃烈了起來。準備來和一起辛苦共同打拚一整年的好
夥伴們吃尾牙慶祝一番，也開始盤算著要到哪裡大包小包的採辦年貨
，期待著與家人的溫馨圍爐。街頭巷尾家家戶戶忙除舊、勤佈新，親
愛的您是否也已經捲起衣袖準備要來大掃除一番了呢?每年的走春行
程也規劃好了嗎? 別忘了85ºC推出超人氣的Hello Kitty精品咖啡禮盒
、內容物彭湃大方的大三元禮盒與造型典雅的法式禮盒…等等七款年
節禮盒，是走春伴手禮的不二選擇！

或許今年我們可以多做點什麼?
我想我們可以用滿滿的愛和善念來迎接新的一年

　這是個充滿愛的地球村，不分國籍、不分族群，有許多公益福利團
體以及默默支持著公益的人們，在這個世界的每個角落分享愛。書鋪
子單元中介紹的兩本書將讓您對公益活動有進一步的認識與體驗；在
玩生活中，我們也會介紹幾個在春節期間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參加的
公益活動。像陽光基金會的洗車庇護工場、瑪利亞基金會舉辦的手物
資的募集與捐贈與世界展望會的飢餓體驗活動。期待用你我的力量，
用愛來融合生命，共同響應慈善活動。



感激關懷你的人

因為他們給你溫暖

感激鼓勵你的人

因為他們給你力量

85ºC跟您一起

用感恩的心　裝著滿滿的能量

迎接全新的一年



風景搜

85ºC彰化埔心店

純樸小鎮 －彰化埔心

　　埔心，昔日稱為「大埔心」，後為改為閩南語近似音「坡心」，直至民國34年底，才正名為今日之「埔
心」。埔心鄉位於彰化地理中心位置，是一典型的農村聚落，也是典型客家庄唷！在地有許多的銅板古早味
美食與歷史特色景點喔，現在就跟著小編一起吃美食逛美景吧~

　這家在埔心國小正對面的爆料紅豆餅，老闆說他們的餅皮不使用市售
的雞蛋粉、鬆餅粉，堅持當天現做，只給大家吃最新鮮的食材，而且選
用進口紐西蘭奶粉及奶油，加上自己調製過的黃金比例，讓紅豆餅的餅
皮有一點像是雞蛋糕的口感喔！剛起鍋時外皮吃起來酥酥脆脆，就算放
涼吃，還多了一種濕潤綿密的口感呢~目前有九種口味，每顆10元，像
是軟綿綿紅豆、夏日頻果派、起司會牽絲、鹹味高麗菜、甜甜OREO(限
量)、珍珠奶油(限量)…等等，據說還有可遇不可求的隱藏版口味唷！

電話：(048)296-380
住址：彰化縣埔心鄉東門村中正路一段296號
營業時間：早上07:00~晚上23:00

爆料紅豆餅

彰化埔心店
中正路一段

文：Jimmy／圖：C.B

　首先要介紹這家位於中正路一段上的85°C彰化埔心店，是埔心地區唯一一家
的咖啡連鎖店，鄰近埔心國小與埔心國中，周圍還有鄉公所、農會，且距離彰
化醫院也非常的近。埔心店於去年5月23日全新開幕，給在地鄉親對於85°C有
了全新的視覺印象與用餐氛圍，加上埔心店許老闆很有愛心，由於他曾是埔心
國小校友，為了回饋母校還發起滿分換點心活動，這也讓埔心店很快成為當地
大人小孩都喜愛去的店家！

電話：0921-052529

位置：彰化埔心國小正對面

導航可設：彰化縣埔心鄉義民村員鹿路二段254號

營業時間：14:00~18:00賣完為止

FB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redpie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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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 埔心國小陶笛隊音樂快閃活動



地址：彰化縣埔心鄉羅厝村羅永路109號

　登登~小編來介紹這間在地人大推的人氣行動餐車美食，
祖傳的九層粿、糯米腸、貢丸湯~哇~看起來超美味的耶！
第一次不知怎麼點，來跟著小編點，老闆~先來一份綜合(綜
合裡面有九層粿、糯米腸、蛋、小黃瓜、油蔥酥)，重點是完
全真材實料，再淋上老闆特製的獨家醬料，一口吃下那種多
層次的口感，有小黃瓜的清爽、油蔥的酥脆、半熟蛋的香甜
、外酥內軟的糯米腸、綿密香Q的粿，真的是超~級~美~味
讓人回味無窮啦！

　在埔心鄉羅厝村有一間非常值得一走的天主教堂，就是羅厝天主堂。羅厝天主堂是台灣中部最早天主教發源地，
2002年更獲選台灣歷史建築百景之一，設立了台灣中部最早的標準游泳池，成立了台灣最早的西梭米西樂隊，也是中
部最早孤兒院，算很有歷史意義的宗教建築物。羅厝天主堂，不僅是中部地區最古老的教堂，還保有許多古物，有台
灣第1台羅馬字印刷機之印刷本、百年以上天神鐘等，這些古文物至今仍保存得相當完好，為人類的文明歷史留下最
美好的回憶。羅厝村是彰化地區最早接受基督福音的村落。當教會福音的種子在羅厝地方撒下，自清朝到現在，教會
事務推展遍及溪湖、二林、永靖、田中、員林、台中等地；除了傳福音外，又創辦教育、文化慈善等各種社會福利事
業，使羅厝教會在社會發展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有空可要來看看這台灣歷史建築百景之一的羅厝天主堂喔~

羅厝天主堂

廟前油蔥九重粿

電　　話：0934-327100
地　　址：埔心武聖宮-彰化縣埔心鄉東門村武聖路491號
(鄰近埔心鄉76號東西向快速道路的員鹿路與武聖路附近)
營業時間：08:00~18:00

　說到銅板美食，來到埔心絕對不能沒吃到「香煎包」呢
，根據在地人說埔心有二家香煎包，都不錯吃也各有特色
，這次小編先帶大家來吃吃這間原埔心鄉公所旁的香煎包
店，油炸後的香煎包呈現黃澄澄色的外皮，大口咬下卡滋
卡滋的酥脆外皮，內餡汁多味美，要小心燙口唷！有高麗
菜、竹筍、蘿蔔絲、韭菜冬粉、紅豆多種口味可選擇，1
個7元，16個才100元，揪團一起買更是超划算的唷~~

原埔心鄉公所旁 香煎包店 地　　址：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二段356號 (現今在埔心鄉衛生所左旁第二間)
營業時間：約14:30後

地址：彰化縣埔心鄉太平村太平路289號 
(位於太平國小及埔心公園附近)

　埔心還有另一個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太平村，太平村分為前庄及後庄兩部分，前庄以鳥群棲息地得名「鳥仔巢」
，後庄則因經常出現盜賊，稱為「賊霸厝」，日治時期集立剷除盜賊，地方平靜，人民安居樂業，便正名為「太平」
。太平村隱身在埔心樸實的鄉村中，這個隱藏版的賞鳥彩繪村，讓埔心的鄉間景色，更顯現出獨有魅力。當你漫步在
太平彩繪社區中，能見到很多地方都令人感到非常的用心，有把社區的特色與鳥類一一呈現出來，讓人忍不住想看多
幾眼！像是賞鳥必看的在地地圖，貼心的居民，就在入口處的地方，畫一個如何賞鳥的藏寶圖，跟著藏寶圖走，就會
發現用心的在地人努力一筆一畫的描繪出屬於太平村的賞鳥彩繪天堂！

太平小鳥彩繪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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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 
文：Mi Lu　圖：馬店長提供

　客人進到門市時，總是會聽到親切又熟悉的問候：大哥
您好，今天一樣是一杯招牌咖啡嗎？馬店長總是記住客人
的點餐習慣，把客人當作自己的家人、朋友，讓客人感受
到親切、溫馨。馬店長說: 「服務客人沒有什麼特別的技
巧，把自己當客人進而思考想要得到什麼服務，就會知道
該怎麼做了。」

85ºC金門民族加盟主　馬店長

溫馨公益情 & 熱情正義魂

　　台灣外島地區的金門縣，不只是來往兩岸的重要通路
也是物產豐饒的觀光勝地，高粱酒、貢糖、菜刀和麵線都
是當地特產，還有燕尾、馬背的古厝及風獅爺更是著名的
古蹟。隨著觀光產業的興盛；五年前，第一家85ºC門市-
金門民族店在當地盛大開幕，店長是從小土生土長的在地
人-馬店長。

　馬店長以自由民主、賞罰分明的方式帶領店內的員工；
由於門市裡的員工幾乎是從台灣本島到金門讀書的學生，
讓有過離鄉背井經驗的馬店長，能體會在外地生活的感受
，也把員工們當自己的家人般對待。馬店長常對員工說：
希望85ºC金門民族店會是你們第二個家鄉。

圖：馬店長 (左一)跟員工感情像家人一樣

圖：金門民族門市



　某天，馬店長在瀏覽FB資訊，偶然看到金門家扶基金會
釋出愛心義賣園遊會活動的訊息，便立刻留言希望能參與
捐獻物資，加入義賣的活動；恰巧85ºC在那段時節正推出
KITTY杯盤組活動，馬店長便捐贈100組隱藏版的KITTY杯
盤組。而近期在金門地區新開幕之85ºC金門山外門市的老
闆－侯冠宇先生，也在獲知消息後即捐款新台幣一萬元現
金，一同響應公益活動做愛心。在外島地區資源有限，卻
因為兩家門市的愛心響應，讓人感受到溫馨滿分。

受訪人 85ºC總公司物流部　劉育忠先生

　　去年10月26日在南投縣草屯鎮的鬧區裡，一間鐘錶行發生
了搶案，當時為一名喝醉酒的男子手持利剪，踹破展示櫃並拿走
價值新台幣3萬多元的商品，女店員隨即追到屋外呼救，當時劉
育忠先生見義勇為，立刻上前從嫌犯的背後一把抓住肩膀，扭他
的手臂，在與嫌犯搏鬥同時把利剪迅速打落後將其壓制；隨後也
有兩名亞洲大學的學生加入，制伏嫌犯。85ºC總公司為了嘉獎
劉育忠先生的英勇行為，特別記兩支大功與頒發獎勵金；劉育忠
先生也在去年11月8日接受南投縣縣長林明溱公開表揚義行。

上三圖：Hello Kitty 捐贈活動現場

上三圖：劉育忠先生(黑衣者)接受表揚

文：Mi Lu　圖：Jimmy



圖 / 文 : 崔西

2015豐收年

　　85ºC參加由經濟部工業局主辦，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執行，全球權威品牌價值調查機構Interbrand承辦的
「台灣前二十大國際品牌」獎項，10/27揭曉結果：85ºC榮獲第11名；更難得的是，85ºC是唯一入榜的餐飲連鎖
品牌。85ºC從2011年開始連續五年獲獎「台灣前二十大國際品牌」，品牌價值五年來成長35%。

　　自2012年創立『這一鍋』火鍋餐飲品牌，全台第九家門殿 – 板橋府中殿
也在1月10日正式開幕，現全台共9間門殿。『這一鍋』聲勢驚人，知名時事
分析網站DailyView網路溫度計舉辦的全台麻辣鍋大調查中『這一鍋皇室秘藏
鍋物』榮獲第一名，累積2,286正評網路聲量！ 

　再開新品牌！斥資台幣4,500萬元籌畫燒肉品牌-『燒肉同話』已於12月7日
正式於竹北光明路開幕，上海店也將在2016年年初於黃埔區盛大開幕！2016
年預計在新竹以北再拓3店。

85ºC 五度獲獎「台灣前二十大國際品牌」

這一鍋第二品牌『燒肉同話』竹北開幕

這一鍋板橋府中殿這一鍋板橋府中殿 燒肉同話美味菜色



　　在2010年，85ºC曾與中華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合作製作蛋糕來送給辛苦照顧他們的父親；2015年末因應聖
誕節檔期，再次與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合作拍攝公益短片，希望用品牌與通路的力量讓更多人認識這一個罕見疾
病，進而伸出援手。公益短片於12月10日開始於社群媒體播出，並搭配聖誕切片蛋糕促銷活動進行愛心捐款。
此活動引起廣大討論，影片已累計有297,000觀賞人次，85ºC也捐出新台幣15萬元整給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

85ºC陪您歲末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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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與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合作，85ºC也與瑪利亞基金會合作Running Love路跑活動；85ºC贊助300張下午
茶券讓參與愛心路跑的人可以在運動之後用美味的茶點來犒賞自己。警察廣播電臺在12月5日舉行「空中傳愛、
挽袖捐血」活動，85ºC同樣也捐出300張下午茶券給愛心捐血人士，讓每位慷慨捐血的民眾可以感受到85ﾟC也
同時鼓勵讚許他們的善舉。

‘

「空中傳愛、挽袖捐血」活動 85ºC與瑪利亞基金會合作Running Love路跑活動 路跑活動



夢想‧改變‧行動‧

書 舖子

書　名：我有好人公司要開張
作　者：周姚萍 著/ 林家棟 繪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文／圖：東方出版社

　　有一種夢連天使都不肯做，這個夢想我們做了很多次，我說：「只有夢想，不夠、我要付諸行動實現我的夢想。」
這段話是小編在「天使不做的夢」這本書上看到的一段話。是的！只要有信念，再難、再辛苦的夢想都能達到。
所以本期小編特別挑選了兩本非常有意義的書，分享給我們85ºC大大小小的朋友們，請您細細閱讀品味。

我有好人公司要開張

　　這個故事是以一個很有創意又很愛玩的小女生麗月當作貫
穿全書的靈魂人物。因為愛玩，於是在學校創立了一間─創意
好人公司，揪同學一起主動發掘需要幫助的人。故事中穿插遊
戲和笑話來吸引讀者，並以創意競賽減肥法，讓「減肥」這件
困難的事，變得好玩又富創意。

　全書另一發展主軸為分組報告「好人報」，藉由帶出馮力斗和金樹美這二人，也順勢帶出「做善
事該不該曝光？」的議題討論。全書以陳樹菊阿嬤作為為善不欲人知的主角藍本！她平日辛苦賣菜
，節檢度日，將一點一滴攢來的錢用來蓋圖書館、做公益。因此得到國內和國際的肯定。全書引領
孩子思考：做好事不只做好事而已！做好事也可以很好玩、很有創意唷！

你也可以是超級英雄，一枝草，一點露，助人好好玩。



I will do anything to make my dream 
come true.

書　名：天使不做的夢
作　者：劉大潭 李秋玉 合著
出版社：誌成文化有限公司
文／圖：社團法人高雄市劉大潭希望工程關懷協會

天使不做的夢

　經過3年的規劃與努力，終於成立了「社團法人高雄市劉大潭希望工程關懷協會」，一切只
因為大潭教授的初衷和李秋玉理事長的一個信念，單純的只想為社會身心障礙者做一些事，
以關懷社會，照顧社會身心障礙之弱勢族群，成立庇護工場，教導擁有一技之長，預計在六
都成立庇護工場，讓身心障礙者有更多學習、就業的機會。

一個連天使都不做的夢，期望更多有愛心的人共同成就一個連天使都不會做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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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想不是一個人的事，當你專注在追求你的夢想
時，你可以帶給更多人正面的力量改變自己，創辦人
劉大潭教授、李秋玉理事長和背後一群默默無聞卻做
得很快樂的志工與夥伴們，證明了「人生有夢，築夢
踏實」的真實典範。



生活玩

1

過一個充滿溫度的年吧!
文：Mavis Wu／圖：85ºC

　　假日的清晨，微曦透進您的窗簾，溫暖的陽光伸出雙手擁抱著你。這是個

適合出遊與四處拜訪親友的好日子，帶著85ºC的年節禮盒踩著愉快的步伐，

踏出家門吧！而在這草莓盛產的時期，85ºC也有推出多款季節限定的草莓蛋

糕，迎接著西洋情人節的到來。您可以與您的情人一同品嚐這酸甜如戀愛的好

滋味，渡過這麼一個美好的節日。也提醒您，2月20日之前消費滿150元可用

148元加價購拉拉熊玻璃保鮮盒一組喔！

　　親愛的您，不知道您是否已經規劃好您的年節假期計畫了呢？小編要推薦您幾個充滿著

關懷與感恩的行程，讓您的年節可以過得既充實又滿足喔!

　穿過第一個愛的拱門，我們來到了第一站-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的陽光加油站及洗車中心

；春節出遊時或是平日有洗車、加油需求時，不妨到陽光汽車美容去，可以同時讓愛車亮晶

晶又可以做愛心喔!

【陽光加油站】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75號之一
【陽光汽車美容中心】
和平店：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與建國南路口
松山店：台北市市民大道四段238號
東湖店：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2-74號B1(哈拉影城地下室)
南港店：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21號

　顏損及燒傷者身上背負的疤痕、心裡負載的創痛，因為接踵而來的經濟壓力與就業問題，

是陽光傷友們在復建後須面對的人生課題，基金會秉持著就業服務的宗旨以及社會行銷的創

意，讓民眾們於臺北地區有加油或洗車需要時，能最直接參與公益。(圖：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提供)



　本次勸募到的善款也將全數支持瑪利亞基金會
『極重多障綜合服務大樓』擴園建校計劃。所以
親愛的您，歡迎您捐出閒置不用的二手物品；讓
我們一同幫助多重障礙的孩子得到更好的照護。

更多詳情請參考茉莉官方網站: 
http://www.mollie.com.tw/

　接著，我們來到了第二站-瑪利亞社會福利基
金會，基金會與茉莉二手書店在1月1日到2月29
日聯合舉辦了《二手惜物‧雙手傳愛》捐募活動，
舉凡家中有書籍/影音品、二手物皆可送至茉莉
二手書店。

1

　每賣一本書給「茉莉二手書店」，書店便捐一
塊錢給「瑪利亞基金會」，若您願意把您所換取
的書款全數捐出，茉莉立刻加碼30%。於活動結
束前，只要於茉莉影音館、台北店、台中店、高
雄店粉絲團分享訊息給身邊的朋友們，每次分享
，茉莉書店就捐出一元！台中市文化局代表林敏棋專委(左)現身【茉莉募舊書．瑪利亞孩子集幸福】

記者會，右二為瑪利亞啟智學園鄭美芬園長

台中茉莉書店

(圖：瑪利亞基金會提供)



　最後，我們的旅程要來到了尾聲，讓
我們可以走出國際，將愛散播到全世界
。所以我們來到最後一站 -世界展望會
。展望會長期提供國外糧食保障、難民
援助、脆弱國家援助，及國內高風險、
特殊景況、急難家庭救助等方案。

　強烈聖嬰現象導致的嚴重乾旱及水災，讓非洲、拉丁美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兒童深受飢餓威
脅；中東戰火不止，被迫離開家園的難民悲歌不息；國內經濟不景氣，讓特殊景況、高風險
、急難家庭及兒童處境艱難。國內外真實的故事，交織成一幅急迫的人道關懷景況。都需要
您我發起關注、齊心守護。第27屆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期待您的加入，讓孩子能獲得溫
飽、感受希望、急難中的家庭能順利度過困境難關。

　飢餓體驗DIY即將於3月起開始線上報名，7月30到31日全台灣同步飢餓勇士大會師，邀請
您一同體驗飢餓、救援飢餓，匯聚您我愛心傳遞這份炙熱的關懷，齊心努力，幫助世上更多
孩子遠離危飢、迎向新生！

台灣世界展望會 www.worldvision.com.tw

(圖：世界展望會提供)






	000封面3
	00目錄
	01焦點人物
	02漫時光
	03形象廣告
	04搜風景
	05搜風景
	06窺新品
	07窺新品
	08訪故事
	09訪故事
	10記事本
	11記事本
	12書鋪子
	13書鋪子
	14玩生活
	15玩生活
	16玩生活
	17異業合作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