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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佳村養生餐廳

健康養生青草餐

到產地餐桌就要這樣吃.indd   89 2016/11/22   下午 11:11:08



隨著現代人重視食安問題及養生概

念，在宜蘭冬山鄉的田媽媽一佳村養

生餐廳，位於冬山河上游的中山休閒

農業區中，周邊有多處保育林地，是

生態旅遊的好去處，而一佳村養生餐

廳栽植許多藥用植物，在氣候潮濕多

雨的自然生態的環境中，完全不需噴

灑農藥及除草劑，以自然環保的方式

放任生長，最後經過廚師巧思烹飪料

理，採低油、低鹽、低糖及高纖的三

低一高料理方式，成為聲名遠播的道

地健康安全養生料理餐點。

座落於自然生態的養生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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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佳村養生餐廳於民國 94 年開始營業，推行

青草養生餐，以五行的概念作料理，餐廳內的每

道餐點及加工品，都是老闆親自研發及製作，不

添加防腐劑及人工色素，小老闆藍新負責餐廳的

主廚工作，發揮年輕人的創新理念，料理不同季

節時蔬，特色餐點有魚腥草雞湯，以熬煮 10 小

時以上的魚腥草湯，再加入雞肉燉煮 4 小時，

清爽健康而不油膩，又有養生的功效；五行菜則

是用赤道櫻草、咸豐草及季節蔬菜加上堅果及特

調醬汁，一次吃到 5 種不同的蔬菜，補充豐富

的纖維素；甜點五行酒釀湯圓則是使用白色的茯

苓、黑色的杜仲、黃色的梔子花、紅色的紅麴及

綠色的地瓜葉，顏色來自五種天然的食材，完全

不添加人工色素，且一次吃到五種食材的營養。

在一佳村我們認識到原來不起眼的雜草，秉持健

康養生的烹調理念，都可以變成桌上的佳餚，而

這些野菜及藥草皆具有健康養生的功效，老闆除

了研發不同菜色外，還有自製鳳梨豆腐乳、韓式

泡菜、百香果青木瓜、洛神花蜜餞及黃金蜜棗，

使用天然製成，不添加人工色素及防腐劑，提供

遊客最佳伴手禮的選擇，更於去年度以低鹽、低

糖、低脂及高纖的料理方式，推出了長青不老

餐，深受廣大的消費族群喜愛。

養生又健康的青草養生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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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休閒農業區以環境及生態的概念

成立，其中的業者對於環境保育不遺餘

力，一佳村養生餐廳在周邊設立人工濕

地，營造水生植物、蛙類及鳥類棲息的

自然景觀，不使用農藥及化學肥料盡力

維護餐廳四周的生態及環境，花蓮區農

業改良場也協助中山休閒農業區的環境

保育工作，致力於輔導中山休閒農業區

申請有機認證，為了增加農友對有機栽

培技術之認識及相關驗證規定之瞭解，

辦理一系列有機農業講習、作物健康管

理與實際田間指導，在花蓮農改場及農

花蓮農改場為推廣農產品在地生產、

在地消費以及養生健康料理的概念，特

別於臺灣觀光學院辦理「104 年度地產

地消養生料理競賽」，一佳村養生餐廳

的小老闆藍新帶領李俊賢及游原杰先生，

代表冬山鄉農會參加競賽活動，推出霸

生態環境的維護與保育

料理競賽激發鬥志及創意

友協同努力之下，增加有機及轉型期之

驗證面積至 20 公頃，大幅減少農藥使

用以提高消費者食用安全。

牆上有各種餐廳所使用

的藥草介紹，讓來訪的

客人認識藥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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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 戲遊龍 ( 沙拉 )、返樸 - 清靜岡 ( 前菜 )、

奇遇 -醉八仙 (主菜 ) 及歸真 -湯院子 (湯品 )

四道套餐料理，並將競賽推廣的保健作物當歸

及丹參、原鄉傳統作物紅糯米搭配當地食材，

展現在地特色的養生料理，在食物的擺盤上也

發揮無限創意，小老闆藍新表示可以參加料理

競賽，別人是緊張的睡不著，他反而是開心得

睡不著，喜歡參加各式競賽，發揮他的無限創

意，未來希望可以挑戰更多的競賽活動，越是

具困難度的競賽越能激起他的鬥志，已經拿到

乙級廚師證照的藍新，仍不斷學習，嘗試不同

料理方法，開發新的餐點，以養生概念經營餐

廳，讓來用餐的遊客都能吃下新鮮健康的食

物，這是他最大的期許。

上 ) 一佳村青草園

獲獎無數。

右 ) 一佳村養生餐

廳栽植許多藥用植

物，成為聲名遠播

的道地健康安全養

生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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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佳村餐廳，端出的料理幾乎都

是來自餐廳自家的菜園，老闆十分堅持

要給客人最安全的飲食，而最安全的農

產品莫過於自家生產的了 ! 正由於一

佳村餐廳自產自消的理念和花蓮區農

業改良場所推行的產地餐桌計畫一拍即

合，農改場聘請專業老師到一佳村進行

輔導，希望能讓產地餐桌的概念更加融

合到遊客的食遊體驗中。例如：帶領遊

客導覽用餐環境，採摘野菜及藥草，帶

回餐廳烹飪，享受從產地到餐桌的過程

及樂趣；或是讓遊客體驗五行湯圓的製

作，了解五行湯圓使用的食材來源及特

性，並藉此推廣食農教育的理念，遊客

都對這樣完整的食遊體驗非常滿意，直

說除了滿足口腹之慾，邊玩還能邊學

習，寓教於樂。

產地餐桌與食遊體驗

上 ) 一手打造這個健康飲食園地的一佳村

青草園老闆娘。

下 ) 餐廳使用藥草釀的藥酒，在紅磚石牆

下靜靜等待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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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中城二路

58巷 11 號

24.626141, 121.748643

03-9588852( 需預約 )

11：00~14：00

17：00~19：00

一佳村青草園

一佳村青草園

銀山果園星源茶園

中山村

中城二路

舊寮路

中
城
路

舊寮溪

中
城
一
路

一佳村青草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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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鮮丹參及水熬煮至色澤及味道出來

後過濾。

2. 將吉利丁片先泡冰水備用。

3. 將冰糖加入步驟 1 丹參汁攪拌後，加

入吉利丁片。

4. 金棗汁加入步驟 3 後，倒入杯子凝固

完成。

作法材料

丹參金棗凍

新鮮丹參    100g           

水          1000g

吉利丁片    20g            

冰糖        適量           

金棗汁      20g

96

到產地餐桌就要這樣吃.indd   96 2016/11/22   下午 11:11:47



[ 酥炸鮮當歸 ]

材料

泡打粉      5g            

麵粉        100g             

鹽          5g               

白胡椒粉    2g

沙拉油      20g

冷水        100g

新鮮當歸    300g

作法

1. 將泡打粉、麵粉、鹽、白胡椒粉、沙拉油

及冷水攪拌均勻。

2. 新鮮當歸洗淨後，裹上步驟 1 麵衣，入

油鍋炸酥即可起鍋。

材料

新鮮當歸葉    50g          

魚漿          600g         

白胡椒粉      10g      

[ 當歸魚丸湯 ]

作法

1. 將新鮮當歸葉剁碎取 2/3 加入魚

漿。

2. 白胡椒粉及鹽加入步驟 1 攪拌，

均勻加入香油。

3. 將步驟 2 用手捏勻成適當大小球

狀入鍋煮。

4. 將步驟 1 的 1/3 剁碎當歸葉及枸

杞加入步驟 3湯中即完成。

鹽      5g           

香油    適量

枸杞    10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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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參豬五花

當歸紅糯米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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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參豬五花 ]

材料

豬五花肉 600g             

丹參     100g            

白胡椒   20g

鹽       20g

蒜末     30g

料理米酒     50g

作法

1.將豬五花肉加入丹參、白胡椒、

鹽、蒜末及料理米酒醃漬。

2. 用平底鍋將豬五花肉煎至金黃

色，醃漬材料炒熟，淋上煎熟之

豬五花肉即完成。

[ 當歸紅糯米雞湯 ]

材料

全雞      1 隻          

紅糯米    300g 

蒜        6 辦         

新鮮當歸  50g          

紅棗      6 顆

薑片      3 片

熱水      適量

鹽        適量

作法

1. 將整隻雞川燙後，塞入紅糯米

及蒜，再放入燉盅。

2. 將新鮮當歸、紅棗、薑片及熱

水加入步驟 1燉煮。

3. 最後加入鹽調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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