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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基力文化部落屋

養生丹參酒釀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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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達基力餐廳主要是由木頭

搭建而成，視野開闊、通風良

好。漂流木製成的桌椅更是原

味十足。

左 ) 一進門便可看到達基力文

化部落屋的導覽圖說。

20

到產地餐桌就要這樣吃.indd   20 2016/11/22   下午 11:05:40



隱身在秀林鄉蘇花公路旁的達基力

文化部落屋，是融合了太魯閣族文化、

藝術和原民文化體驗的原住民野味餐

廳。進到餐廳內，擺設和餐桌都是漂流

木製作而成，四處可見太魯閣族的雕刻

與圖騰，充滿濃濃原民風味，除此之

外，郭文貴還是一位國際知名的藝術

家，所創作的木雕、油畫等藝術品經常

受到外國邀約展覽，更常有外國旅客慕

名而來觀賞郭文貴的藝術創作。達基力

部落屋更提供各種原住民文化體驗活

在日治時期，由於出產玫瑰石、大

理石，因此日本人稱立霧溪一帶為『達

基立』，意思是石頭很多、很堅固的地

方。彭秀蘭、郭文貴夫妻倆共同經營的

達基力文化部落屋取其音，並把『立』

改為『力』，希望力一字能代表原住民

的力量之美以及堅忍不拔的精神。

兼顧文化與飲食

體驗太魯閣族生活

動，讓來遊玩的顧客實際體驗太魯閣族

人的生活。彭秀蘭說 :「一家餐廳要經

營的好，除了餐點要美味之外，更要能

帶給消費者不同的文化體驗。」

細心觀察

找回阿嬤的手藝

民國 89 年，原本經營民宿的彭秀蘭

決定開始兼做餐廳。善於觀察的她發現

住宿顧客的用餐需求，她想，客人早上

要吃早餐、出去玩回來也想吃飯，何不

自己來做點吃的呢 ? 這個想法一開始

遭到郭文貴大力反對，他認為經營民宿

已經夠累，還要再多經營餐廳豈不是自

找麻煩 ? 但是心意已決的彭秀蘭，堅

定的說她一定可以做的到 ! 於是她開始

積極的找尋各種進修的管道，加入了田

媽媽家政班，學習料理和創業的技巧。

彭秀蘭回憶說，研習的老師建議她們，

要做出吸引客群、與眾不同的料理，就

要使用在地的食材、當地的口味，好好

回想小時候阿嬤做的菜是什麼滋味，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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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就是妳們的賣點。彭秀蘭十分贊同老師的看

法，結束研習後，她開始自己研發菜色，和同

好交流料理的作法。身為太魯閣族人的她，對

肉類料理頗為拿手，不過野菜就不是那麼在行

了。為了開餐廳，她特地去請教對野菜十分熟

悉的阿美族人，學習野菜的種類和料理方式，

再回來自己研究新的煮法。「曾經有人跟我

說，你們原住民的野菜那麼苦，我平常生活就

很苦了，來你們這邊吃飯還要吃苦 !」彭秀蘭

笑著說。因為顧客不想吃苦的反應，讓她花了

許多時間研究野菜烹調的方法，讓料理更能貼

近一般大眾的味蕾。每次用餐結束，彭秀蘭總

會觀察桌上哪道菜剩下最多，回到廚房後，就

和員工們討論如何才能改進這道菜，對料理的

堅持與對顧客的用心可見一般 !

地產地消 回饋部落 

懷著一份回饋部落的心情，彭秀蘭選擇和

部落的耆老們合作，收購她們種植和採集的

野菜供餐廳使用。這不僅讓消費者有無農藥的

天然野菜可食用外，也讓部落的婆婆們樂得有

事情忙。閒不下來的耆老們靠著他們豐富的經

驗，四處採集山中的野菜，這份工作不但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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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達基力文化部落

屋的創辦人，彭秀蘭

小姐。

下 ) 郭文貴的藝術創

作充滿奔放的原民氣

質，曾多次受國際展

覽邀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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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能賺點工錢，更提供他們許多成就

感。彭秀蘭還在餐廳外的山坡上自己種

了一些洛神花、辣椒等作物，做成剝皮

辣椒、洛神花茶等供消費者購買。

達基力部落屋採用的食材大多來自花

蓮本地，堅持新鮮健康的理念和花蓮區

農業改良場所推行的產地餐桌理念不謀

而合。產地餐桌的推動期望以地產地消

為核心推動綠色飲食概念，讓消費者能

從餐桌上的食物認識土地人文，加強對

土地的情感。達基力部落屋採用當地小

農農產品的想法與地產地消概念契合，

但需要更進一步的讓消費者能透過食物

認識土地。因此從去年開始，花改場便

與達基力部落屋合作，透過輔導師和彭

秀蘭共同創意激盪，使用花蓮自產的有

機當歸與丹參，推出養生料理當歸藥膳

雞湯，讓客人在冬天能吃到暖呼呼又健

康的藥膳餐，夏天還有清涼的丹參酒釀

地瓜湯，消暑又甜蜜。餐廳在上菜的時

候都會介紹這些菜餚的來歷和地產地消

的理念，讓客人除了肚子飽飽，腦袋也

因新知識而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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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手工編織原住民傳統頭

飾。

右 ) 部落屋內負責礁島手工編

織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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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客人更了解太魯閣族文化及原住民飲食，上菜的時候彭秀蘭和服務生會和顧客

解說料理的由來和故事，使消費者能從不一樣的角度來品嚐餐桌上的美食佳餚。例如上

竹筒飯時，彭秀蘭會告訴顧客，竹筒飯其實是過去原住民打獵時帶的便當，把米飯和野

菜、肉一起放入剖開的竹筒中，就是天然的便當盒了 ! 除了解說料理外，達基力部落屋

還有許多原民文化體驗活動以及原民手工藝品，顧客們可以和部落屋內特地請來的三位

編織老師學習如何編織頭帶、包包等，還有原住民歌舞表演、搗米等體驗，最近更有新

的體驗活動 --- 射箭。由於太魯閣族是擅長狩獵的民族，為了讓一般民眾體驗傳統射箭

狩獵的歷史，達基力部落屋特地請耆老製作傳統弓箭，並教導民眾如何射箭，是一項新

奇又有趣的體驗活動。為了讓民眾每次來訪都有新鮮事兒，彭秀蘭和達基力部落屋的工

作人員都積極的開發新菜色、新體驗，希望能用豐富的文化體驗、健康美味的料理、展

現原住民風格的藝術品吸引來自全世界的消費者。

新奇體驗 回味部落歷史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 96 號

24.159037, 121.648827

03-8621033

禮拜一至日，08:00-17:00

達基力文化部落屋

達基力文化部落屋

中油加油站

崇德國小

蘇
花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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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歸馬告雞湯

雞肉        500g

當歸        50g

紅蘿蔔      1 條          

馬告        50g           

冰糖        20g           

水          2,000c.c.

鹽          適量

1. 雞肉切塊川燙備用。

2. 將當歸、紅蘿蔔、馬告及冰糖

加水煮沸，再加入雞肉以小火燉

煮 30分鐘。

3. 再加入鹽調味即可。 

作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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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麵線煮至軟爛晾乾備

用。

2. 當歸葉切碎入打散的

蛋液後，以鹽調味。

3. 將麵線加入步驟 2 的

蛋液後，油煎至金黃即

完成。

作法

作法

材料

材料

[ 當歸麵線烘蛋 ]

[ 丹參酒釀地瓜湯 ]

丹參     100g         

薑片     3 片

水       1,000c.c.

冰糖     適量         

地瓜     500g         

酒釀     1 匙

1. 丹參、薑片加水熬

煮湯汁後，加入冰糖

調味。

2. 地瓜切塊蒸熟後備

用。

3. 將地瓜及酒釀加入

步驟一煮滾後完成。

麵線       1 小把          

當歸葉     10 片         

雞蛋       2 顆           

鹽         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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