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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食的初心！
帶您一嚐理性與感性交織的味覺饗宴
華泰大飯店集團餐飲事業四十多年來以精緻料理收服饕客的味蕾，在廚藝總監 Fudy Chen（陳昶福）
的帶領下，與 TK SEAFOOD & STEAK 主廚 Louis（江潘維）和 L'IDIOT RESTAURANT 驢子餐廳主
廚 Jack（蔡泰源）激發創意火花，帶領團隊邁向另一個新階段，回到食的初心，以更真實的原味為顧
客獻上最真誠的料理。
名廚湯瑪斯．凱勒（Thomas Keller）曾說：「食譜本身並沒有靈魂，不過作為廚師，則要想辦法為它創
造靈魂」。在 Fudy 的美食字典裡，「食物的原味」就是美食的靈魂，而原味就來自於新鮮的食材與保
留原味的料理手法。
為了掌握新鮮食材，Fudy 已不只是「從產地到餐桌」的把關，更進一步追求「從產地『直送』餐桌」的
鮮味。TK SEAFOOD & STEAK 主打季節海鮮，就是來自於與漁船合作、採買自東北海域每日現釣的
新 鮮漁獲。至 於蔬 果，Fudy 則親自在台北天母郊區開墾 永續 農場，生產 量不僅能每日現採、20 分鐘
新鮮直送到旗下餐廳，還能偶爾在週末舉辦「野小孩農場市集」，與民眾分享季節鮮蔬。
為了保留食材最美的鮮味，Fudy 以尊重食材的初心，用最低干預的料理手法帶出原味。以招牌的「28
日乾式熟成丁骨牛排」為例，除了親手打造可走入式的熟成室，經過不斷實驗才得出熟成滋味層次最
豐富的 28 天期限。將熟成後的牛肉送入西班牙國寶烤箱 JOSPER 以明火炭烤兼以封爐燻烤交錯配
合、鎖住肉汁，燻烤的木屑來自浸過 Jack Daniel's 波本威士忌的白橡木桶，讓已經熟成濃 縮的牛肉
原味、再層層疊加燻上波本酒的醇厚香味，讓每一口都形成舌尖上的味覺衝擊。
「給顧客最真實的感受！」
，Fudy 希望無論是親手栽種的蔬果、每日現釣的漁獲、自家熟成的加工肉品、
自製的麵包與義大利麵條，都能傳達廚師最真誠的心意。心意之上再輔以科學化的理性烹調，創造出
專屬於您的創新原味。期待送入您口中的不只是味覺饗宴，更能帶您回歸食的原點，品嚐食材真正的
好滋味。

華泰大飯店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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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食物旅程
嚐一口時光濃縮的季節鮮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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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料峭的早晨，位 於天母

孩農場」的永續農場，五年前還是一

天幾乎都在撿垃圾」，因為被經年累

靠山郊區的一處農場中，

塊被垃圾 掩 埋的空地，如今開拓出

月的垃圾覆蓋，農場土壤中雖沒有重

員工們正快 速地 收 成。卡

1,000 坪種滿蔬果的有機農地。追求

金屬殘留，但有機質只有 1% 左右，

車上滿滿裝載著今早剛採收的新鮮

完美的 Fudy，追根究柢的個性體現

這樣的土地可以栽種、但 絕對不夠

蔬果，一車壯碩的大茴香、紅菜根、

在連餐廳用的蔬果都要自己栽種的

好！於是 Fudy 開始埋頭研究 • 買書、

羽衣甘藍等台灣市面少見的外國品

堅持上。他自問，食的原點在哪裡？

上網找資訊、與國外農夫交流學習，

種，等著中午之前送進 TK SEAFOOD

新鮮的食材怎麼來？野小孩農場是

想找出能將土地恢復到最接近原始

& STEAK 和 L'IDIOT RESTAURANT

他首度嘗試從整地到栽種收成的自

的自然狀態，最後 Fudy 選擇走最辛

驢子餐廳廚房中，做成最新鮮的農場

給自足記錄簿。「絕對農藥零檢出」

苦的路：從「養土」開始做起。怎麼養？

沙拉和鮮甜的燉菜，餵飽中午前來用

Fudy 自信地說，「現在這塊地和耕作

這得先將腦袋放回大自然的生態邏

餐的食客們。

收成的狀況，是我最滿意的一年」。

輯裡頭去。

拿起幾乎比臉還大的大茴香，這般鮮
這 是被華 泰大 飯 店集團廚藝總監

美的蔬菜在第一年還難成氣候，Fudy

「土就像千層派一樣」Fudy 說，一般

Fudy Chen（陳 昶 福）戲 稱 為「野小

回想那時候的日子，「我跟我太太每

種植作物，會先翻土整地、施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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驢子餐廳 28 日乾式熟成丁骨牛排

翻土鋪平、最後再播種，一開始 Fudy 也試過，但卻發現
這樣的動作不僅讓土壤層次被非自然地破壞，裡頭的微
生物也被趕盡殺絕，「而且每逢大雨就淹水」，因為土壤
最底層堅硬貧瘠的土層被翻上來了，排水自然不好。
後來 Fudy 僅「鬆土」、不翻土，讓土壤中的微生物自然生
長，鬆土讓氧氣進去、讓細菌呼吸，「細菌喜歡你去稍微
動一下它」，改成這樣的方式之後，不僅排水良好，還能
在雨停後馬上耕種。因為回歸自然，所以土壤中的微生
物和蚯蚓自然回來了，有免費的員工「蚯蚓」幫忙打通土
壤，農地旁的雜草野花也不除掉，吸引昆蟲和蝴蝶過來，
如此還能幫忙吃掉花椰菜上常見的蚜蟲。最後再輔以自
己研發的肥料「蚯蚓茶」，如今土壤有機質提升至 7%、
作物不易生病、品質也是絕佳。這樣重新創造一個小小
地球生態系的方式，Fudy 稱為「永續農法（亦稱樸門農法，
國外稱 Permaculture）」，是師法大自然的道理而來，「我
贏、土地也贏」。
如今農場裡栽種的蔬果，不需噴農業，僅憑藉著生態系
的平衡，竟然就像高級超市裡的展售品，無論是形狀、體
積、甜度和色澤，完美地像模型。連自家廚師都驚訝日本
水菜從裡到外長得十分飽滿，不像市售有許多水菜虛有
其表、內層是空心的。而原本害怕甜菜根土菜味的顧客，
在驢子餐廳吃了義式燉菜，直呼「甜到像吃甜點！」。

TK SEAFOOD & STEAK 春季限量鹽焗大目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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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小孩農場的綠斑馬番茄

驢子餐廳農場花園沙拉

" 我贏、
土地也贏 "

變也影響了旗下餐廳廚師對待食材

是一樣的，靠團隊的力量一起做出最

的態度，Fudy 看著廚師的改變覺得，

好的東西呈現給顧客」。

道和做菜的思考邏輯，會變 成從農

用最真實的食物、給顧客最真實的感

「一直以來我要找的是『平衡』」，

場、從蔬菜的立場來想菜單」。當料

受，「我們相信、我們就是要這樣做，

Fudy 從一開始鑽進農業領域開始學

理的出發點不同，給予顧客飲食上的

而且要繼續做下去」Fudy 堅定地說。

習，再跨及到微生物和土壤的科學，

體驗也不同，多了點溫度。而餐廳的

又看到大自然的微妙生態規則，最後

廚餘還會送回農場變成蚯蚓的食物、

學會鬆開了原本的控制與限制，退一

再讓蚯蚓去養土。在這趟食物旅程

步思考，讓 大自然自己試試看。「我

中，顧客不是單向地接受，而是雙向

常常站在農場裡面思考，別人可能以

的互動，成為整 個生態鏈中重要的

為我在發呆，但事實上我在觀察和傾

一部分，讓食物旅程無限循環。

「變得很在乎，而且料理的視覺、味

Fudy Chen 陳昶福

聽大自然給我的訊息」Fudy 說。
這番希望藉由手做帶給顧客的心意，
Fudy 親自下田耕 作之後，發現人 跟

讓 Fudy「一切自己來！」的範圍，從耕

土 地 之 間 的 關 係 重 新被 連 結，「食

種蔬果延伸到加工肉品，甚至連肉品

物對我來說，就像時光膠囊一樣！」

熟成室都是自己打造的！這番熱血與

Fudy 眼睛閃耀著光芒，「我每天在農

TK SEAFOOD & STEAK 主 廚 Louis

場跟這個甜菜葉一起淋雨曬太陽，

（江 潘 維）、L'IDIOT RESTAURANT

從種子照顧它到收成可能花了三個

驢子餐廳主廚 Jack（蔡泰源）不謀而

月，再把它送進餐廳、親手做成料理

合。於是從上由下溝通、親自示範，

端給客人吃」。於是送進客人口中的，

現在的餐飲團隊成員，醃漬蔬菜、麵

不只是食物而已，而是濃縮了天母的

包、義大利麵條、醬料等，可以自己

時空與 風土環境，以及廚師從栽種

做的都不假外人之手，甚至還會繼續

到烹調的所有細膩心思。「這個食物

精進與研究任何可以手做的可能。

初新生的甘藍菜

的旅程以及背後代表的故事，是非常
特別、有意義的」。

細數台灣餐飲界，能這樣將廚師角色
深入食物旅程的餐廳不多，很辛苦，

因為與一般餐廳開菜單採買的程序

但靠的是無數時間、對話與實驗淬

不同，當有了這樣的農場供應蔬果，

鍊而成的「信任」，Fudy 稱團隊是「熱

等於餐廳是靠天吃飯，供需關係的改

血團隊」，因為「每一個人的目的都

碩大完整的拔葉萵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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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Course
from
the
Farm
五 星 主廚 農場料理
在健康意識蔚為一種生活態度的時代中，如何吃得簡單清爽無負擔，是每個樂活
人的追求。 本期 HOTEL PROVERBS TAIPEI 賦樂旅居 TK SEAFOOD & STEAK
主廚 Louis 讓自家農場的新鮮蔬果成為餐桌上的主角。Louis 強調：此道溫熱的
蔬食料理具有飽足感外，也包含豐富的蛋白質。而簡單五步驟讓家庭主婦、料理
初學者也能輕易上手！

Ingredients
1-2 人份

TK SEAFOOD & STEAK 主廚 Louis 江潘維

甜菜根、白玉蕪菁、小紅蘿蔔各 4-5 顆、甜菜葉
帕馬森起司 18 克、黃檸檬 2 顆、橄欖油 13g、核桃 75g、蒜頭 1g、巴西里葉 0.6g、奶油 20g

1 煮熟 2 切片 3 調整 4 拌炒 5 完成
將完整的蕪菁、小紅蘿蔔及奶

將蕪菁、小紅蘿蔔撈起切塊，

核桃、巴西里葉切細碎，磨蒜

將煮過的甜菜根、蕪菁、小紅

淋上調醬，大功告成，輕鬆享

油、鹽 入水煮約 10-15 分鐘。

甜菜根烤熟削皮後，厚切每片

頭泥，帕馬森起司削不規則塊

蘿蔔下平底鍋以奶油拌炒，

用新鮮料理吧！

同時 將橄欖油抹勻在 錫箔紙

約 1-2 公分厚度。

狀，混合倒入碗中，加入鹽及

並可加入黑胡椒或其他香料

橄欖油後，擠入檸檬汁再攪拌。

增加風味，最後放入甜菜葉

上包 覆 帶皮 甜 菜 根，以 溫 度
170 度烤熟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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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勻。

SNAPS & PROMOTIONS

SNAPS &
PROMOTIONS

華泰王子大飯店＋華漾

華泰瑞苑

QUOTE+PROVERBS

集團

好漾。泰幸福

春天藝術季，
雲門流 浪 者 計畫 演 講 在
瑞苑

入住就送愛足台灣足膜，
呵護您的身心靈

台中 / 高雄旅展預告，
超值優惠限時搶購

HOTEL QUOTE Taipei 與 HOTEL
PROVERBS TAIPEI 貼心了解每個旅
人，有健康的美足更能發現遼闊的
風 景。5/1~6/30 與 愛 足 台 灣 足 膜 合
作，入住就送足膜體驗包，呵護您
的身心靈。詳情請參考官網最新消
息。

4/14~4/17 台 中 國 際 旅 展､5/19~5/21
高 雄 國 際 旅 展， 華 泰 大 飯 店 集 團
推出超值住宿券專案。一張住宿券
NT$3,000 元，只要一張即可入住華
泰王子大飯店豪華客房（不含早餐）
或 HOTEL QUOTE Taipei Q Room
（不含早餐）；二張起選擇更加豐
富。華泰瑞苑沐餐廳另推出雙人平
日下午茶餐券，每張 NT$799，原價
NT$990+10%。官網同步線上旅展，
詳情請參考各官網最新消息。

2017「好漾。泰幸福」婚宴專案，以
每桌 NT$12,800 超值優惠回饋新人，
飯店級婚宴菜色及專業婚禮企劃團隊
「婚沁」量身打造婚宴。訂席 10 桌即
送 1 桌，以此類推，超值優惠僅限「好
漾。泰幸福」專案。詳情請洽華泰王
子 02 7721 6688#1500 或 #1503、
華 漾 美 麗 華 02 2175 3888、 華 漾 中
崙 02 8772 9666、華漾環球 02 2228
7188

L'IDIOT 驢子餐廳

廣受好評的春天藝術季，在人間四
月天溫暖開始。四位年輕的流浪者
計畫講師，和您分享探索自我與世
界的歷程。另外上映 2016 台北電影
節最佳劇情片「只要我長大」，華
泰瑞苑期盼為您打造不一樣的心靈
饗宴。訂房專線 08 886 3666

EAST END + 333

商 業 午 餐，NT$599+10% TEA PARTY 用甜點
及 NT$899+10%
打造專屬自己的午後花園
人氣菜色輕鬆享有
EAST END、333 RESTAURANT &
全新商業午餐 NT$599+10% 及
NT$899+10% 兩種套餐，滿足各式需
求。熱門主菜包含美式 BBQ 烤半雞、
油封烤鴨腿、香煎市場鮮魚佐辣味腸
蛤蠣醬汁、爐烤美國頂級紐約客與爐
烤蔬菜（6oz）等重量級料理，高 CP
值輕鬆享有，是商務洽談或歡樂聚餐
的最佳選擇。
訂位專線 0903 393 098

BAR 同步推出春季特色下午茶，在
EAST END 任選十種甜點，搭上一杯
下午茶限定的清爽調酒、或在 333
RESTAURANT & BAR 嚐嚐道地的鐵
鍋冰淇淋鬆餅，約上三五好友或親
密姐妹，享受一個悠閒的午後時光。
訂位專線
EAST END：0903 531 851
333：02 2175 5588

L'IDIOT 驢子餐廳

飯店餐廳搖身一變成
野小孩農夫市集

華泰王子大飯店

華泰大飯店集團副總暨廚藝總監
Fudy Chen，農曆年前將自家有機農
場蔬菜搬到驢子餐廳門口，打造成
野小孩農夫市集。新鮮蔬果皆在 5
個小時內銷售一空！未來將不定期
舉辦週末市集，希望很快能再與大
家見面！

在華泰王子大飯店大廳，瞧見櫻花
紛紛。服務人員皆穿戴上應景的優
雅和服及草履，營造濃濃的春季賞
櫻氛圍。現場並打造了日式許願繪
馬，顧客紛紛寫下自己的願望，期
盼一切新的開始都在華泰王子萌芽。

同步日本賞櫻零時差

華泰瑞苑

「多功能園區」正式營運
今年春天「多功能園區」正式營運，以
大自然為設計背景，共分室內區和室外
區。室內區規劃有生態體驗館、生態親
子互動館、健身房、SPA 館。室外區綠
樹圍繞，也能瞧見各種蝴蝶昆蟲蹤影，
儼然為一處生態公園。除開放遊客參觀
體驗，且特定時間設有專人導覽。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

過年活動：幸福唐人街，抽紅包
農曆春節期間，華泰名品城特別打造幸福唐人街。現場擺設捏麵人、草仔粿、
棉花糖等年節小禮讓消費貴賓兌換，讓賓客感受濃濃的傳統年節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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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嬉遊趣
旅日會員獨享滿滿的優惠和折扣
〜
〜 西武集團的會員卡 〜
〜
日本的西武集團各公司所經營的飯 店、餐廳、購物、高爾夫、休閒、溫泉等的設施為您提供划算的優惠與折扣。
建議您來到日本之後儘早入會、登錄。
除西武鐵路沿線 ( 東京、埼玉 )、輕井澤、箱根之外，我們還在日本全國各地擁有各種各樣的設施。

在東京的住宿
住宿

(建議您馬上入會、登錄)
住宿

The Prince Park Tower Tokyo

餐廳

西武鐵路沿線(東京、埼玉)
電車

職 業棒球

SEIBU RAILWAY Red Arrow Limited Express

SAITAMA SEIBU LIONS

溫泉

遊 樂園

Toshimaen Garden SPA

Seibuen Amusement Park

The Prince Sakura Tower Tokyo, Autograph Collection

住宿

輕

箱

井

澤

飯店

滑雪

The Prince Villa Karuizawa

Karuizawa Prince Hotel Ski Area

高爾夫

購物

Karuizawa 72 Golf

KARUIZAWA PRINCE SHOPPING PLAZA

根

飯 店、旅 館

Ryuguden

高爾夫

Daihakone Country Club

纜車

Hakone Komagatake Ropeway

購物

Hakone Sekisho Tabimonogatarikan

加盟店
◎住宿、高爾夫、滑雪、餐廳 ... Prince Hotels & Resorts
◎購物：KARUIZAWA PRINCE SHOPPING PLAZA、PePe、
Hakone Sekisho Tabimonogatarikan ... SEIBU PROPERTIES、IZUHAKONE RAILWAY
◎電車 ... SEIBU RAILWAY、 IZUHAKONE RAILWAY
◎遊樂園：Seibuen Amusement Park、Toshimaen ... SEIBU RECREATION、Toshimaen
◎水族館：Yokohama Hakkeijima Sea Paradise、AQUA PARK SHINAGAWA、
SENDAI UMINO-MORI AQUARIUM ... YOKOHAMA HAKKEIJIMA
◎溫泉：Karuizawa Prince Hotel Sengataki Hot Spring、Toshimaen Garden SPA
... Prince Hotels & Resorts、Toshimaen
◎旅遊：Hakone Komagatake Ropeway、Hakone Ashinoko(Lake Ashi)Boat Cruise
... Prince Hotels & Resorts、IZUHAKONE RAILWAY
◎職業棒球 ... SAITAMA SEIBU LIONS

在店頭入會

入會費、常年會費 免繳

①在加盟店當即發行會員卡
②請在拿到卡之後進行會員資訊登錄
( 我的頁面登錄 )
※也有不能當即發行的加盟店

詳情請訪問 Web 網站

https://emi.seibugroup.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