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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菊科多年生蔓性植物，為臺灣特有的植
            物，只生長在蘭嶼島上。
種植方式：以扦插栽培較為合適
建議食用方式：
其花具有特殊的臭味，但採摘其嫩莖葉，直接炒食
或者煮食後，並不會殘留氣味。蘭嶼木耳菜與我們
常吃的紅鳳菜、白鳳菜是十分相似的野菜，在烹煮
上可以沿用這兩種蔬菜的料理方法，而且蘭嶼木耳
菜不像紅鳳菜具有濃烈的菊科特殊味道，較平易近
人。

科別：藜科一年生植物
主要使用原住民族：排灣族、達悟族、鄒族
建議食用方式：
在播種後22~28天，株高約25公分時可以全株採收
，取其嫩莖葉進行炒食或者煮食。以種子製做的芽
菜大小如同苜蓿芽但具有鮮亮的紅色，可以在馬鈴
薯沙拉上作為裝飾，或是和各種切丁的蔬菜混拌油
醋做成美味的時蔬沙拉。

糯  米  糰

紫  背  草

蘭嶼木耳菜

紅藜/臺灣藜

科別：蕁麻科多年生蔓性植物
主要使用原住民族：達悟族、魯凱族、阿美族
種植方式：扦插栽培較為合適
建議食用方式：
可以採摘其嫩莖葉，以沸水川燙後炒食或者煮食。
東魯凱文化教育協進會與南島採集館以糯米糰及豬
肉為內餡，包裝出「哥哥樂水餃」，並以網路行銷
獲得不錯的迴響。

科別：菊科一年生植物
主要使用原住民族：布農族、阿美族、排灣族
                                    泰雅族、達悟族、魯凱族
種植方式：栽培以種子撒播為較佳
建議食用方式：
待株高約30公分高時，採摘其心稍及葉片，其餘部
位纖維老化不利於食用。取得的食材以可以直接炒
食或者食，因烹煮過久菜色會較黑，因此只要翻炒
幾下或是川燙即可，食味相當鮮美，並略帶淡淡的
甘甜味。

文/許嘉錦    圖/許嘉錦、王栩韻

冠　　軍：鹿野地區農會
領　　隊：徐瑞玟
參賽人員：許琴、傅錦英

心情手札

　　大自然是原住民的冰箱，想要食物時，就到野
外採集取用。在山上取得的肉，若吃不完時，就透
過醃漬的方式將肉保存下來，因此一年四季都有豐
富的食材可以享用。

　　這次為了原住民風味餐的競賽，除了絞盡腦汁
設計菜單之外，也想要體驗一下原住民朋友們的生
活方式，因此親自到山上去採集牧草心及月桃葉，
結果途中卻遇見一條大蛇，嚇的我落荒而逃。就在
回頭路上，遇見一位好心的原住民朋友，就在我告
知他我來山上的目的後，他便帶著我去採集牧草心
與月桃葉，也順便告訴我她們平常的食用方式，讓
我此行真是收獲滿滿呢！



材料
五花肉         1200公克
白馬齒莧菜   300公克
蒜頭                      10粒
青蒜                        3支

調味料
(1)
酒                  1匙
鹽                  1匙
黑胡椒粒      1匙
糖              2茶匙
肉桂粉  1/3茶匙

(2)
檸檬汁          3匙
糖              1茶匙

0706

吉納福

材料
圓糯米      300公克
小米          200公克
臺灣藜      100公克
鹹豬肉      150公克
香菇                   6朵
菜脯乾碎     50公克
紅蔥頭碎     10公克
月桃葉             12片
假酸漿葉         12片

調味料
醬油      2茶匙
鹽          1茶匙
胡椒粉  1茶匙
糖          1茶匙

檸香蒜肉佐馬齒莧

作法
1.將圓糯米、小米、臺灣藜洗淨，浸泡五小時，
   蒸熟後備用。

2.鹹豬肉切條，香菇切小丁，起油鍋，炒香鹹豬
   肉、菜脯、香菇、紅蔥頭，當內餡備用。

3.月桃葉洗淨後燙過備用。

4.鋪平月桃葉，再鋪上假酸漿葉，將主材料平鋪
   上去，最後鋪放內餡，捲起成條狀。再以繩子
   綁緊，入蒸籠大火蒸25分鐘中即可。

茶匙
茶匙
茶匙
茶匙

  上去 最後鋪放內餡 捲起成條狀 再以繩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子
 綁緊，入蒸籠大火蒸25分鐘中即可。

作法
1.五花肉放入調味料(1)中醃漬一晚待入味，再放入烤
   箱中烤至熟備用。

2.起水鍋加入少許鹽與糖，將白馬齒莧菜放入川燙，
   熟後撈起擺盤。

3.五花肉切蝴蝶刀，中間放入青蒜片，再放於馬齒莧
   上，淋上調味料(2)。
   （調味料(2)亦可另用容器盛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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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融合

星星知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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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蘭嶼木耳菜  600公克
牧草心          600公克
薑                           3片
辣椒                       2支
蒜頭                       5粒
蔥                           2支

調味料
油            2匙
鹽        2茶匙
胡椒粉   少許
糖        1茶匙

材料
紫背草  300公克
高麗菜           6片
山藥      100公克
紅蘿蔔  100公克
鳳梨      100公克
梅肉        10公克
白芝麻           1匙

調味料
(1)
鹽             1匙
糖         1茶匙
(2)
檸檬汁  2茶匙
味淋      1茶匙
糖          1茶匙

作法
1.山藥、紅蘿蔔、鳳梨切成條狀，備用。
2.起水鍋放入少許糖、鹽，依序川燙高麗菜葉、紫背
   草、山藥、紅蘿蔔，瀝乾備用。
3.山藥、紅蘿蔔、紫背草與高麗菜葉均用調味料(2)拌
   勻。
4.高麗菜葉鋪平，放上紫背草，再將山藥、紅蘿蔔、
   鳳梨條、梅肉依序擺放好，灑上白芝麻，包捲起來
   成條狀，切半擺盤。

作法
1.起水鍋，放入少許的鹽與糖，將牧草心
   川燙後備用。

2.爆香蒜頭與辣椒，炒牧草心，調味，排
   盤呈星狀。

3.爆香蔥、薑，放入蘭嶼木耳菜拌炒，調
   味，炒熟後盛盤(放置在牧草心的星狀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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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波白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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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糯米糰   300公克
草蝦                6隻
豆腐               2塊
木瓜               1顆
排骨       100公克
豬絞肉     60公克
水芹菜   100公克

調味料
鹽       1茶匙
胡椒粉  少許
醬油　  少許

作法
1.木瓜去皮、籽後切成塊狀，與排骨熬煮成高湯。

2.豆腐切成六塊方塊，每塊中間挖除少許的豆腐，形
   成豆腐盅。

3.豬絞肉調味拌勻(鹽、胡椒粉、少許醬油)與蝦一起
   塞入豆腐盅，蝦尾向上大火蒸10分鐘。

4.蒸好取出放入作法1.高湯中加入糯米糰與水芹菜煮
   開，調味即可。

　　原住民總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日常所使用
的食材不是從山上取得，要不就是直接到海裡找，
所以山和海猶如原住民的冰箱，總是有取用不盡的
新鮮食材可食用。

　　因為我們本身就是原住民，所以本組的創意料
理，不僅結合了道地的原住民飲食特色研發而成外
，亦添加了現代人講究的“吃的健康”成份在裡面
。所以，希望能藉由此次競賽，將原住民傳統的風
味餐料理發揚光大，也讓各界更加瞭解花東飲食文
化的多元性，希望藉此抛磚引玉，帶動地方特色創
意美食的發展。

心情手札

亞　　軍：臺東縣農會
領　　隊：韋惠珠
參賽人員：黃沅財、高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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