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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餐廳，搭建了生產者與消費

者之間的橋梁，以料理及故事使原

住民族與其他族群相互交流，滿足

口腹之餘更讓彼此相互尊重，他們

使用原民傳統食材，卻以創新手法

調理入菜，他們緬懷兒時記憶，更

將當初艱辛化為一道道沁人心脾的

美味料理，Giwas Ali 以美食串起對

原民文化與社區支持滿滿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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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was Ali 是一個原住民名字，也是一

家義法料理餐廳，座落於秀林鄉台 9 線

旁，整體占地廣闊，首先映入眼簾是匠

心獨具的清水模建築、庭園則兼顧景觀

與食用地景，餐點料理更是西方式的優

雅氛圍。

西式風格　原民口味
餐廳總管林威廉表示，Giwas Ali 目前

區分義法料理、原住民風味餐以及鳳梨

酥手作工坊 3 個部分，分別為由主廚宋

金龍以及余靜純負責，但不論是哪種料

理均使用大量在地食材，且 2 位主廚均

為原住民身分，在西式料理以及風味餐

上注入豐富的原民元素。

Giwas Ali 支持周

邊部落小農，照

顧社區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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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為原住民做點事！」林威廉

表示，當初開設西式餐廳，就是為了讓

部落裡的年輕人，可以看到不同往昔的

經營模式，因此店內硬體雖然走西式風

格，但在其中工作的人，以及料理蘊含

的文化能量，卻屬於在地台灣原住民族。

除此之外，Giwas Ali 支持在地農業、

堅持使用在地食材，並大量使用原住民

傳統作物，包括馬告、樹豆、路蕎等，

均以高於批發價格向社區周邊小農收購，

另外，鳳梨酥工坊更是聘僱社區單親媽

媽，真正做到了照顧社區、保護弱勢，

支持原住民經濟等理想。

照顧弱勢　支持社區

在地食材　回憶入菜

因為如此強烈的綠色消費觀念，與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目前正宣導的地產地消

經營理念不謀而合，因此花蓮農改場與

其合作，提供在地食材－當歸、丹參及

紅糯米，聘請專業料理輔導師與餐廳主

廚一同研究，製作符合消費者口味的創

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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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另外以雞肉熬煮的湯品雖然是傳統

作法，但適宜調味讓人欲罷不能。紅糯

米則與黑糯米、小米、紅藜製成米糕，

搭配蟹肉海鮮並以柴魚醬汁調味。

另外為了緬懷過去，余靜純以部落最

常見的作物－芋頭、山藥、南瓜以及小

米等製成濃湯以及小米糕，並特別加以

解說，讓現今嘗來美味的料理，卻代表

Giwas Ali 風味餐主廚余靜純，首先將

丹參、當歸熬煮出汁，方便用於各式料

理上，而她設計的菜單包括果凍、飲品

及湯品，看似簡單，入口卻令人驚喜。

因為用量精準，雖是藥材卻讓人感覺

不出太過強烈的氣息，卻隱隱勾動味蕾，

故而果凍仍清新可口，而甜味飲品以馬

告提味，檸檬氣息調合中草藥、十分順

餐廳外視野寬廣，

種植許多植物，賞

心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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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部落曾有的艱苦歲月，不但讓消費者尊重原住民文化，也增加年輕族人的認同感。

余靜純表示，這些創意料理部分已讓消費者試飲試吃，回饋皆為正面評價，未來將納

入正規菜單。而因為這次的嘗試，讓她發現本土中草藥利用廣泛，更激發源源不絕的創

意靈感。

聯結產地與餐桌，需要從上到下的產業鏈相互配合，花蓮農改場跨界輔導餐廳業者、

推廣在地食材，不僅提供消費者新鮮安全且健康的食物、增加餐飲業者採購管道，同時

提升農民收益，讓食農教育落實於你我生活之中。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加灣 9 鄰

216 號

24.093460, 121.613921

03-8263333

11:30~21:00

Giwas Ali

Giwas Ali

太魯閣月映莊園

蘇
花
公
路

景美路

花
5

景美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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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糯米        600g       

小米          100g

香蕉          100g             

鹽            適量

香蕉葉        6 張

1. 全雞川燙後，塞入紅糯米及蒜

頭打碎，放入燉盅。

2. 將新鮮當歸、紅棗、薑片及熱

水加入步驟 1一起燉煮。

3. 最後以鹽調味即完成。

作法

作法

材料 材料

[ 紅糯米香蕉飯 ] [ 當歸雞湯 ]

全雞         1 隻         

紅糯米       300g        

蒜頭         6 辦

新鮮當歸     50g         

紅棗         6 顆

薑片         3 片

熱水         適量

鹽           適量1.將紅糯米及小米蒸熟放涼備用。

2. 香蕉搗成泥加入步驟 1，再以鹽

調味。

3.將步驟2用香蕉葉包呈長條狀，

放入蒸籠蒸 20分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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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紅糯米及小米蒸熟後備用。

2. 將樹豆、柴魚片、醬油、

鹽及糖熬煮成醬汁。

3.將步驟 1淋上醬汁即完成。

作法材料

紅糯米糕

紅糯米         400g       

小米           200g       

樹豆           100g       

柴魚片          30g

醬油            適量

鹽              適量

糖              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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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神丹參果凍 ]

材料

丹參          200g 

水            1000g                

吉利丁        6 片        

砂糖          200g

洛神汁        100g

作法

1. 丹參加水熬煮湯汁後過濾備用。

2. 吉利丁泡冰水至軟化備用。

3. 丹參汁加入砂糖煮至 60 度，加入

吉利丁。

4. 以洛神汁淋在果凍上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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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參馬告茶 ]

材料

丹參          100g        

馬告          20g         

砂糖          40g

檸檬汁        適量

蜂蜜          適量

水            1000g

作法

1. 丹參和馬告加水熬煮。

2. 將砂糖、檸檬汁及蜂蜜加入步 

驟 1 均勻攪拌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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