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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KITCHEN

驚喜當歸義大利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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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僑許迎恩，在台灣就讀大學時接觸到了許多關於環境、糧食正義等議題，

勾起了她濃厚的興趣。在追求效率的工業化社會，許多人對於環境與土地漠不關心，這

種漠視甚至延伸到了餐桌上，人們追求漂亮完整的作物，卻忽視了這是用大量的農藥劣

化大地和丟棄瑕疵作物的問題。許迎恩對於這種現象十分的擔憂，也開始思考如何才能

以自身的力量，改變民眾的飲食態度，一同為自然飲食及有機生活推廣而努力。在一個

偶然的機緣下，她認識了與她有相同理念的李汪聰，兩人一拍即合，於是共同創立了友

善環境的歐根力有機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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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廣健康的自然飲食以及有

機生活方式，歐根力農場非常歡迎

民眾預約來體驗農夫生活。根據人

數、年齡層和時節，農場會設計不

同的體驗活動。體驗者能親自翻土、

種植菜苗、除草、抓蟲，每個時節

都有不同的事情要忙碌，讓遊客們

真切體會辛勞的農田工作。

追求自然健康的歐根力農場，堅

持不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只噴灑

李汪聰自製的酵素驅蟲，或用簡單

網室將蔬菜罩住防止蝶蛾類幼蟲大

發生。原本除了人工除蟲外，還養

了一隊雞鴨鵝大軍幫忙吃菜蟲，結

果雜食的牠們不僅吃菜蟲也順便大

快朵頤了鮮嫩的菜苗，只好『山不

轉路轉』，改派牠們解決廚餘問題，

皆大歡喜。

奇萊山腳下的

歐根力有機農場

上 ) 歐根力農場創辦人李汪聰。

下 ) Farmers’ Kitchen 餐廳老闆

許迎恩。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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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內販售歐根力

農場新鮮直送的

有機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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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糧食公平正義的歐根力農場，認

為自產自銷，不透過盤商買賣，對小農

而言是最公平的方式。因此他們和附近

小農合作，推出蔬菜箱。配合季節的更

迭，種植不同的作物，讓訂購蔬菜箱的

民眾，每個月都能嚐到最新鮮、健康自

然的農產品。由於蔬菜箱內種類眾多，

除了大家常吃的幾種菜外，還有許多大

家較不常見的野菜類，歐根力農場貼心

的附上野菜的圖文說明，讓民眾就算不

熟悉也能輕鬆的料理這些野菜。

健康無毒的歐根力農場蔬菜在有機農

夫市集大受歡迎，但是每個禮拜從花蓮

趕到台北擺攤，路程遙遠，加上遇過兩

次的蘇花公路坍方，得繞過大半個台灣

才能參加趕集，種種不便讓許迎恩和李

汪聰思考另闢商機的方法。在經過多次

討論後，Farmers’ Kitchen ( 農夫餐廳 )

於焉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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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初，花蓮第一家的蔬食早午餐

餐廳 Farmers’ Kitchen 開幕了 ! 秉持著

慢食精神的農夫餐廳，店內陳列著自歐

根力農場一早採收來的各式新鮮蔬菜，

以及人道飼養雞所產的雞蛋，還有農場

自製的天然酵母麵包，光看到這些就令

人不禁垂涎欲滴。許迎恩說，有消費者

專程來店內購買歐根力的新鮮蔬菜，也

有消費者用完餐後順道帶一些回家。餐

廳裡的餐點更是以健康為主軸，烹調出

各式既營養又健康的奶蛋素蔬食，就算

是無肉不歡的消費者，也能在這滿足口

腹之慾。

許迎恩說，開餐廳的目的，除了是要

解決通路的問題外，也希望讓每個人都

能來嚐嚐歐根力的農作物、推廣有機友

善的生活型態，最重要的是想解決 『剩

食』問題。根據研究，全球生產的食物

約有四分之一到一半被浪費掉。許多農

作物因為長相不夠漂亮、形狀和大小不

標準，在收成後就立刻被丟棄，根本不

會有機會被消費者購買。也因為如此，

善用食物剩餘的價值 

Farmers’ Kitchen

我們在超商或市場買到的作物，全都

是被挑選過的，讓我們以為作物天生就

應該長成如此形狀、如此大小。而吃不

完的食物，不管是廚餘或是購買後來不

及食用即丟棄的食物也佔了全球垃圾的

大宗。在人口爆炸的今天，我們經常談

論著糧食危機，然而事實上，被我們浪

費掉的食物絕對足夠餵飽地球上的每一

個人。我們浪費掉的不只是食物，還有

水、肥料、土地、空間與時間。剩食造

成的溫室氣體更估計佔了人為溫室氣體

排放的四分之一至一半。農夫廚房的餐

點，許多都是用這些瑕疵作物製作而成

的，而他們的美味並不輸給一般”完美”

的作物。減少剩食，正是農夫餐廳努力

推廣的方向之一。

天涯志工來幫忙

在 Farmers’ Kitchen 一進門的右手

邊，就能看到一面貼滿照片的牆，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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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根力有機農場，

各式蔬菜欣欣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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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都是來到歐根力農場幫忙的志工的

回憶紀錄。歐根力農場為 WWOOFers 

(Willing Workers On Organic Farms) 的

會員，因此農場裡常常有來自各國的志

工幫忙農事。每天清晨四點半起床，五

點開始工作，包辦各種雜事，例如翻土、

澆水、播種、檢查每棵作物的狀況、去

蕪存菁、採收、包裝等等，雖然忙，卻

忙的充實、忙得不亦樂乎。採訪歐根力

農場的時候，剛好有兩位分別來自新加

坡跟馬來西亞的志工正在工作，她們都

對有機農業與食安問題十分關心，也很

熱心的介紹了一下農場的工作狀況，希

望能將在這邊所學帶回自己的國家。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希望能鼓勵民眾多

消費當地蔬菜，建立綠色飲食觀念，因

此推出了產地餐桌計畫，與多家花蓮餐

廳合作，Farmers’ Kitchen 即是其中一

家。在許迎恩與團隊的巧思下，將花蓮

特產的當歸葉打成青醬，帶有當歸清香

的當歸青醬義大利麵廣受消費者好評，

首創當歸青醬義大利麵

已經成為餐廳菜單上的例行菜色。

 雖然 Farmers’ Kitchen 是花蓮

第一家蔬食早午餐餐廳，但近年來綠色

飲食當道，以有機蔬食為主題的餐廳如

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競爭激烈。許迎恩

笑笑的說，餐飲業原本就很競爭，只能

用好的品質，長期經營口碑才能生存下

去，目前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囉 ! 雖然

經營餐廳很辛苦，但許迎恩還是希望能

帶給消費者最好的品質以及好的影響。

她說，期許自己能做到利己也利他，經

營有機農場和有機蔬食餐廳，是她目前

能想到最符合利己利人的生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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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 189-12 號 

23.993872, 121.630522

03-8246820

08:00~14:00  星期二到日

Farmers' Kitchen

Farmers' Kitchen

美崙派出所

統冠超市

庭石公園

中
美
一
街中
美
二
街

中
興
路

忠
義
三
街

化
道
路

民
權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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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麵      600g     

水            適量

橄欖油        適量

當歸葉        200g     

蒜頭          50g      

堅果          200g

1. 將義大利麵加入水及橄欖油，煮

熟後加少許橄欖油拌勻備用。

2. 當歸葉、蒜頭及堅果放入果汁機

打碎。

3. 蒜片、奶油及洋菇入鍋爆香後加

入鮮奶油。

4. 將義大利麵加入步驟 2 香料及步

驟 3 醬汁炒至收汁即完成。

材料 作法

當歸義大利麵

蒜片          10g      

奶油          100g

洋菇          5 顆

鮮奶油        300g

鹽            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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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

1. 香蘭葉加水熬汁後備用。

2. 紅糯米浸水蒸熟後，加鹽及紅蔥頭調味壓平

備用。

3. 將步驟 1 加入砂糖、玉米粉及椰奶調勻後，

倒入步驟 2紅糯米表面。

4. 將步驟 3放入蒸籠蒸熟後切塊即完成。

[ 丹參果凍 ]

材料

丹參          200g       

水            1,000c.c.

砂糖          150g       

吉利丁片      6 片        

梅汁          100g

作法

1. 丹參加水熬汁過濾後，加入砂糖調味。

2. 將吉利丁片泡冰水軟化後加入步驟 1 丹

參汁中，再以梅汁加入調味。

3.將步驟2置入杯子冷藏，凝固後即完成。

[ 香蘭紅糯米娘惹糕 ]

材料

香蘭葉      100g         

水          1,000c.c.

紅糯米      300g         

鹽          適量         

紅蔥頭      適量         

砂糖        200g

玉米粉      120g

椰奶        4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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