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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有趣

  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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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HAPPY NEW YEAR!

食在有趣

  迎新年

01
賀新春

親愛的烘焙朋友們：

感謝大家這一路來對德麥的相挺與

照顧，在邁向 2018 年的同時，我們

將秉持著真誠實在、專業品質的企

業文化永續經營，在未來的烘焙日

子裡面我們期待與您一起攜手向前

共創烘焙新天地。

農曆新年是台灣人最重視的傳統節日，每

逢到歲末，家家戶戶都會四處張羅美味的

菜餚，為節日做好準備團聚吃豐盛的美食，

春節團聚少不了各式各樣寓意吉祥的傳統

賀年美食，希望能透過美食的傳遞祈福感

恩給最親愛家人朋友們。

為搭配新春應景美食，德麥烘焙團隊精心

研發透過不同師傅的巧手，創作出各式新

年甜點如可愛的狗年旺旺來、招財進寶等

造型，讓店家可在新年裡增添氣氛，創造

商機增加買氣。

2 3



54

Happy New Year
中國人過節日最講究的就是美食，每一種美食都

有獨特的喜慶意味。琳琅滿目，代表了中國人對

新年的誠摯祝福與祈禱

狗年旺旺來
推薦：造形翻糖

熊麻吉
推薦：黑糖發糕粉

財神到
推薦：德群愛心杯

小福星
推薦：超柔蛋糕粉

諸事順利
推薦：德群新春插牌

恭喜發財
推薦：愛迪達水果餡年年有餘

推薦：德紐奶油

八方和諧
推薦：日本製粉

甜心草莓
推薦：伯爵酵母

招財進寶
推薦：大理石巧克力

甜心草莓
推薦：杯子蛋糕粉

4 5



76

座落於高雄市美濃區的福安菸葉輔導站是由客委會

投入近 3 千萬整修，特別挑選出知名的「帕蒂斯藝

文咖啡館」進駐經營。保留完整的鋁製桁架建築工

藝美學，並利用古樸材料、現代節能科技及綠建築

等設計手法打造變身新形象，自然採光的空間設計

體現生活美學，全通透視線的落地窗鋪陳出現代質

地，讓建築同時呈現出文化與開放感，舒服寬敞的

內部空間，黃昏時的夕陽美不勝收，來到「帕蒂斯

藝文咖啡館」要您體驗鄉間之漫活恬靜生活，讓美

食沾染上幸福的色彩。

網評超高的關鍵來自真材實料

「帕蒂斯藝文咖啡館」是由林雪芬、謝秀雅兩位合

夥人一同打造，一剛開始兩人因緣際會從早餐店做

起，但他們的早餐店跟別人不一樣，咖啡豆是自己

親自挑選煮出跟別家不一樣的咖啡，只要喝過就變

成忠實客戶了，但林老板說做早餐真的太累太忙，

想要做一個較悠閒又能專心咖啡甜點的創作，於是

兩人跑到旗山開一間屬於自己理想的咖啡甜點屋，

沒有華麗的裝潢外表，但有著真材實料的甜點，林

老板說：「使用頂級原料不在乎成本，( 只要好吃 )

是兩人一致的觀念，我們沒有花錢買廣告宣傳，把

一切的費用都花在食材上，我們做得好吃消費者自

動幫忙宣傳這就是我們的廣告費」，這也是為什麼

帕蒂斯網評超高口碑超好的主要原因。

熱情 ‧ 專注

採訪時兩位老板熱情的動力感染了我，林老板說：

「熱愛自己的工作就會越專注越投入，當找到自己

的興趣投入所愛的工作，心裡想的不是成功，而是

享受。因為享受所以不會覺得苦，因為快樂動機單

純更能心無旁鶩專注在工作」，看到她們充滿著熱

情、執著、認真努力的精神，再採訪一小時裡著實

讓我留下深刻又難忘的印象。

《左一》吧台飲品區提供氣泡飲、

醋、茶飲、果露供客戶選擇。

《右一》走出戶外綠意盎然的美景

搭配夕陽西下的無限美好。

《左二》極力推薦防彈咖啡─是用

TMC 頂級 Cola 黑咖啡、奶油、椰

子油用果汁機打成像奶昔的口感有

著絕妙滋味。

《右二》招牌千層蛋糕─非常紮實

費工的千層蛋糕有香蕉、草莓、栗

子等，用料十足，尤其招牌「香

蕉巧克力千層」運用頂級絲博巧克

力，搭配法國進口飛雪奶油與日本

製粉，交織成幸福的美妙口感。

因為喜歡吃甜點而愛上烘焙兩位老板 ( 右 ) 謝秀雅  ( 左 ) 林雪芬

美濃新景點藝文咖啡館

在今年 1 月 19 日兩人懷抱著築夢，在生活步調快速

的現今社會想要在鄉間開設咖啡館的夢想，與客委

會合作在「福安」位於美濃的庄頭，為的是想要吸

引更多人體驗鄉間美好，讓更多人品嚐美味的感動，

「帕蒂斯藝文咖啡館」採用在地食材及當季新鮮蔬

果，烘焙成純手工、天然無添加的各類甜點、蛋糕、

手工餅乾、咖啡、飲品及輕食餐點供顧客選擇，同

時將與當地農家、客家社團及著名歌手合作，不定

期舉辦各類型音樂會及藝文展覽，並販售在地特色

農特產品。

來一趟「帕蒂斯藝文咖啡館」享受綠意盎然、幽靜

慵懶的氣息，都市人每天都過著繁忙的生活，不知

不覺錯過了身邊美好的人事物，是時候放慢腳步，

好好過活每一天，讓我們品嚐甜蜜幸福的滋味在您

的味蕾上舞動著，佐配美味至極的美食 , 感受這裡

獨有的慢活悠閒。

這些年台灣生活趨勢瀰漫的保留傳統的元

素改建並以現代思維重新規劃內部空間，

從飲食與色彩之美出發，賦予歷史建物新

的生命與記憶。

「帕蒂斯藝文咖啡館」就是一個採集文化

藝術、音樂的烘焙咖啡屋。

帕蒂斯藝文咖啡館

美濃新景點 舊菸葉輔導站變身藝文咖啡館

帕蒂斯藝文咖啡館
高雄市美濃區福安街 43 號 TEL:07-681-1268

帕蒂斯咖啡甜點屋
高雄市旗山區文中路 13 號 TEL:(07)661-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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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春天有個 
        約會甜點

春天是百花盛開的季節，是生命、盼望與綻放繽

紛的象徵，品嚐一杯 TMC 咖啡、嚐一口春天特有

甜點，曬個溫暖小太陽，抖去堆積已久的霉塵，

我們邀您一起搭上和春天一樣有著美麗顏色的各

式甜點，在屬於春天專屬的甜點裡，讓美味充滿

著幸福的魔法，帶給你全新的感動體驗吧！

03
春暖花開

和春天一樣有著美麗顏色的甜

點彷彿是一幅幅完美的畫作，

看著這些甜點彷彿來到充滿陽

光與希望的春天，蟲鳥和鳴、

百花齊放，你的心情是否也隨

著溫暖的氣候洋溢著喜悅，無

論是蛋糕、餅乾、蛋塔還是馬

卡龍，色彩繽紛、造型可愛的

甜點將在春季挑逗您的味蕾。

花季 推薦：德麥蜜柑

花之物語 推薦：鑽石果凍粉

櫻花和果子 推薦：大日本明治製糖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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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之饗宴
推薦：鑽石果凍粉

甜心草莓
推薦：美國 NBA 乳脂起士

浪漫春天
推薦：豹紋淋醬

春暖花開
推薦：玫瑰花辦

一葉和果子
推薦：特寶笠果子用粉

春暖的陽光普照大地，嚴寒過後，

溫暖的生機又再次回到大自然中，

看著這些賞心悅目的甜點，您是否

已心花怒放，希望透過這些創意甜

點能燃起你甜點藝術的靈魂，讓您

做出一道道撫慰人心的春季甜點。

Spring

花漾果香 推薦：樂比果泥

玫瑰情人 推薦：金方鮮奶油

春之戀馬卡龍 推薦：PCB 紫色脆球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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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及成就

• 2017 代表馬來西亞隊參加亞洲 9 國在上海舉辦的

      “亞洲最優法式糕點”賽，總冠軍

• 2017 “亞洲最優法式糕點”賽，最佳甜品獎 及 最佳擺件獎

• 2015 代表馬來西亞隊參加 2015. 西點世界盃 21 國賽，第四名

• 2014 年度西點亞洲杯榮獲最佳盤式甜點獎

• 2014 西點亞洲杯馬來西亞隊冠軍

• 2014 馬來西亞最傑出青年烘焙廚師獎

• 2013 瑞士西點世界盃冷盤金牌，熱菜銅牌

• 2013 FHM 傑出烹飪團隊獎

• 2013 FHM 馬來西亞西點杯巧克力擺件和甜點銀牌

• 2012 德國烹飪奧林匹克， 冷盤銀牌熱菜銅牌

• 2012 亞洲杯代表馬來西亞隊銀牌

• 2013 代表西點世界盃馬來西亞隊參與廚師

       Zubir Zain 領銜電視節目“馬來西亞大廚”錄製

2018 年 3 月德麥特別邀請獲獎無數的國際名師「Otto Tay 奧

托泰」奧托泰主廚儘管年輕，但已入行多年，技藝精湛深獲多

項大獎殊榮。他曾獲得 2012 年和 2013 年度馬來西亞卓越青

年廚師榮譽。也曾參與許多競賽並於 2011 年馬來西亞甜點烹

飪 FHM 競賽中獲得巧克力擺件金牌。不僅如此，于 2012 年亞

洲西點杯他獲得最卓越巧克力擺件獎。

在 2014 年，奧托泰主廚和他的廚師團隊被授予亞洲西點杯冠

軍，同時，他個人也于當年獲得亞洲西點杯最優秀盤式甜點師

榮譽。

奧托泰主廚也曾代表馬來西亞參加在 2015 年度的世界盃西點

大賽，他的團隊最終在 21 個國家中榮獲第四名。

下午 1:00-5:00

DOBLA 亞太區甜品主廚

玩轉法式甜點

DOBLA 
CHOCOLATE

Otto Tay 奧托泰04
3 月名師

1312

《 3 月母親節 DOBLA 講習》-強勢登場

 3/7 高雄  3/8 台中  3/9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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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麥特級乳酪丁

美味 X無添加

14

FOODEX 2018 日本國際食品、飲料展五日遊（參觀工廠、餐飲、伴手禮）

展覽日期：2018 年 3 月 6~9 日   展覽地點：幕張國際展覽館

特別安排考察 創新業態 Nicoe 春華堂、石部屋、壽司博物館、玉露之里茶教室等工廠見學

口感 Q 軟有彈性可增添起司風味

擁有獨家調製配方，以 200℃高溫烘焙，能保持完整顆

粒不會融化。可咀嚼到「完整」的起司口感，保有起司

風味香濃可口，更有超越法規食品安全的檢驗認證。

產品用途:西點製作及麵包內餡夾層運用，耐高溫烘烤。

規格：1KG/ 包

N
EW新品

上市

15

不添加防腐劑

不添加磷酸鹽類的品質改良劑

不添加非食用級的化學原料

不添加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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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葉乳業  

將北海道的美味直接送達

1716

05
品牌故事

想要透過自己的雙手，將優質的牛乳及乳製品提供給消費者

四葉就是在酪農這般直率的心意下誕生的。

對北海道孕育出來的優質美味懷著感恩與珍惜的心情，

因為如此，更想將這份美味分享給每個人。

你知道「環境和氣候是特選四葉鮮乳好喝的重要因素」嗎？

鮮乳濃郁的關鍵在於乳脂肪而乳脂肪含量會因為氣溫的影響有所改變

　

來自北海道的特選四葉乳業因為廣闊的環境以及冷涼低濕度的氣候

乳脂肪含量不僅穩定，也相對較高

所以每一口都是純正北海道的「濃醇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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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麗的甜點誘惑
歐洲時尚甜點教父 Michel Willaume 大師為您帶來甜點魔力，

使用 DOBLA 巧克力將讓您的糕點增添質感。

主廚簡介

Michel Willaume 出生自法國•南特，他曾向幾位世界知名的西點大師一起鑽研，

並獲得法國西點大師封號，更深入研究古典歐洲點心，1999 年，獲選為紐約西

點大師，2001 年，贏得法國里昂的西點大賽錦標世界盃於巴塞隆納成立顧問公

司前，Willaume 曾任職於許多世界知名飯店，如：巴黎 Hotel Mitagnon- 西點

主廚、巴塞隆納 Hotel Arts- 西點主廚、舊金山 Ritz Carlton- 西點主廚等等，

Willaume 現任 Dobla 的行政西點主廚，他發揮專業知識和技術創造研發新的產

品，對客戶做示範演示，積極在世界各地推廣 Dobla 裝飾巧克力。

Michel Willaume 主廚

歐費莉亞閃電泡芙

泡芙麵糰

水                  250g

鮮奶                250g

飛雪金磚奶油        200g

Ｔ 55 專用粉         300g

鹽                   10g

細砂糖               30g

全蛋                500g

糖碎粒

飛雪金磚奶油        150g

三溫糖              180g

T55 專用粉           180g

覆盆子果醬

紅龍冷凍覆盆子      300g

大日本明治上白糖 (1) 150g

葡萄糖漿             72g

大日本明治上白糖 (2)  60g

NH 果膠粉             3g 

檸檬汁               18g

泡芙麵糰

將水 . 鮮奶 . 鹽 . 糖跟飛雪金磚奶油一起放入鍋中並煮沸，麵粉

篩好後加入鍋中開大火攪拌直到形成麵糰。關火後，將蛋一顆一

顆加入麵糰中，以180度 C（關氣門）烘烤10分鐘後160度 C（開

氣門）烤培完成。

糖碎粒

將所有材料混合在一起，延壓 2mm 厚度切成形狀放置在泡芙表面

烤培。

覆盆子果醬

將冷凍覆盆子 . 糖 (150g) 及葡萄糖加熱至 40 度 C 以上，將混合

好的果膠粉與白糖加入鍋中並加熱至 104 度 C，離火後加入檸檬

汁並放涼備用。

EUPHORIA ECLAIR

06
精選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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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

堅果餅乾

VOYAGENUT CRACKER

榛果脆粒

大日本明治上白糖    185g

水                   75g

榛果                375g

鹽之花               12g

榛果海綿

全蛋                410g

榛果粉              280g

肉桂粉               10g

大日本明治上白糖 (1)225g 

飛雪金磚奶油        110g 

蛋白                 90g 

大日本明治上白糖 (2) 60g

醬

卡地亞動物性鮮奶油  250g

鮮奶                250g

蛋黃                100g

大日本明治上白糖     50g

嘉麗寶黃金巧克力    340g 

吉利丁               5g 

榛果脆粒

烘烤榛果及脫殼，將糖及水加熱至 115 度 c，加入榛果和鹽攪拌

均勻，直到所有榛果均勻裹上糖衣即可。

榛果海綿

先將糖 . 蛋 . 肉桂粉 . 榛果粉一起攪拌，再將一部分的混合物倒

入融化的奶油攪拌後再倒回原本的混和物中均勻攪拌。蛋白與糖

打發後與麵糊拌勻，倒入模具中灑上榛果，以 180 度 c 烤 15-20

分鐘。

醬

製作甘格列斯奶醬 , 將鮮奶油 . 牛奶 . 蛋黃和糖均勻加熱攪拌至

84 度 c，加入已泡水吉利丁和巧克力乳化均質，冷藏備用。

塔皮

飛雪金磚奶油        360g

鹽                    5g

馬卡龍專用糖粉      270g

杏仁粉               90g

全蛋                150g

香草粉                3g

轉化澱粉             75g

T55 專用粉           675g

香草珍珠

西谷米              120g

樂比椰子果泥        300g

鮮奶                450g

橘子果醬

樂比橘子果泥        500g

轉化糖               40g

NH 果膠粉            12g

細砂糖               90g

香橙柚子醬

糖                  280g

全蛋                300g

樂比柚子果泥        100g

樂比橘子果泥         80g

冷凍橙皮            7.5g

金牌吉利丁粉         10g

飛雪金磚奶油        210g

塔皮

將奶油與鹽 . 糖 . 杏仁粉 . 蛋和過篩馬鈴薯澱粉混合，當材料混

合後加入過篩的麵粉然後拌勻，延壓前先冰進冰箱，放入模型以

155 度 c 烤至表面金黃。

香草珍珠

洗淨西谷米，用慢火將椰子果泥和牛奶煮至透明即可。

橘子果醬

將果泥和轉換糖辦並加熱至 50 度 c，加入果膠粉與糖煮至 103 度

c，冷卻即可。

香橙柚子醬

將柚子果汁 . 冷凍橙皮 . 糖 . 蛋放入鍋中煮沸，加入已泡水後融

化吉利丁，過篩後冷卻至 40 度 c 加入常溫奶油，用手動攪拌均

勻乳化，放置冰箱冷藏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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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女孩
杏仁東加達克瓦茲

T45 專用粉            75g

杏仁粉              225g

東加豆          2 pieces

大日本明治上白糖    260g

蛋白                375g

大日本明治上白糖    135g

義大利蛋白霜粉       11g 

杏仁糖粒

杏仁醬              300g

嘉麗寶馬達加斯加    150g

嘉麗寶巴瑞脆片      150g

巧克力奶醬

全脂鮮奶            260g

卡地亞動物性鮮奶油  260g

蛋黃                200g

大日本明治上白糖     68g

嘉麗寶馬達加斯加    460g

東加豆                 3     

杏仁東加達克瓦茲

將麵粉 . 杏仁粉 . 東加豆和糖粉均質機均質，蛋白粉與糖混合一

起，用攪拌機把蛋白及糖打發，將所有材料混合一起，以 180 度

開氣門烘烤。

杏仁糖粒

巧克力加熱至 50 度 C 混合杏仁醬，再加入巴瑞脆片攪拌至均勻

備用。

巧克力奶醬

製作安格列斯醬 , 放入東加豆浸泡，把熱的鮮奶油倒入融化的巧

克力裡直到絲滑狀，冷藏備用

GOOD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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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德麥

德麥

德麥

台中

台北

二

三

五

PM 5:30-PM 8:30

PM 5:30-PM 8:30

PM 5:30-PM 8:30

高雄市三民區銀杉街 55 號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五路 31 號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 20 路 32 號

(02)2298-1347

(07)397-0415

(04)2359-2203

2 月 6 日

2 月 7 日

2 月 9 日

天公生

除夕 春節 回娘家

祭祖 迎神 開市 德麥正常營業

西洋情人節

Sunday 日 Monday 一 Tuesday 二 Wednesday 三 Thursday 四 Friday 五

台北總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五路31號                 電話：(02)2298-1347  傳真：(02)2298-2263

台中營業所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20路32號               電話：(04)2359-2203  傳真：(04)2359-3911

高雄營業所     高雄市三民區銀杉街55號                   電話：(07)397-0415   傳真：(07)397-0408

宜蘭辦事處     宜蘭市民權新路132號                      電話：(03)931-5823   傳真：(03)931-5818

花蓮辦事處     花蓮市國福街289巷168弄13號               電話：(03)846-3415   傳真：(03)854-5731

新竹辦事處     新竹市警光路40號                         電話：(03)523-3068   傳真：(03)523-3013

嘉義營業所     嘉義市育人路432號                        電話：(05)236-6298   傳真：(05)236-6297

台南辦事處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一段122號              電話：(06)273-7250   傳真：(06)273-7251

無錫芝蘭雅     江蘇省無錫市錫山經濟開發區友誼北路312號  電話：0510-83774575  傳真：0510-83777471

香港(潤富)公司 觀塘鴻圖道16號志成工業大廈2樓A座         電話：+852 2342-6586 傳真：+852 2793-4586

馬來西亞子公司 5&7, Jalan Sepadu 25/123A, Sec 25, 40400 Shah Alam TEL:03-7499 3089 FAX:1700813619

http://www.tehmag.com.tw      E-mail:tehmag@ms37.hinet.net 

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1264

德麥粉絲團 德麥官網

職人級經典麵包講習

台
北

台
中

高
雄

休假日

上班日

職人級經典麵包講習

職人級經典
 麵包講習

職人級經典
 麵包講習

職人級經典
 麵包講習

顏志偉  師傅

顏志偉  師傅顏志偉  師傅 顏志偉  師傅

掌握 2018 市面與網路超人氣話題商

品，展現新食口感的味覺變化，將最

具代表性的經典風味完美呈現。

示範產品：蘋果布里、菠蘿鹽可頌、

髒髒包、珍珠奶茶、冰淇淋麵包、

流淚吐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