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水一戰

16 17

材料
下水      300公克
紫背草  300公克
水          600公克

調味料
鹽  適量

作法
1.紫背草洗淨備用。

2.下水洗淨後，再用鹽搓揉沖洗
   ，動作反覆3 次後切片川燙。

3.水煮滾，放入下水煮10-15分
   鐘，再放入紫背草與調味料拌
   勻即可。

　　我是一個生於太麻里魯巴卡茲原住民部落的白
浪(即漢人)，在部落的成長過程中看見了原住民部
落的繁榮興衰、人口外流、文化的消失。隨著社會
的變遷、文明的進步，傳統的原住民特色也已漸漸
沒落於現今社會中。

　　近幾年因政府開始重視及提倡原住民文化，關
於原民文化裡，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原住民的飲食
，因大部分的傳統原住民飲食比較不能讓一般人所
接受，而使我有了一個想法，就是將原住民的食材
與台菜、西餐的做法互相結合在一起，使漢人文化
與原住民文化結合的力量促進部落改變，讓國人能
更認識及了解在地的原住民文化與美食。

心情手札

亞　　軍：太麻里地區農會
領　　隊：劉佩英
參賽人員：蔡順安、徐浩瀚



日昇之糰

18 19

海中島嶼

材料
臺灣藜  300公克
白米        50公克
豆皮        20公克
蝦仁      150公克

調味料
鹽        半茶匙
黃芥末  2湯匙
白醋      1湯匙

作法
1.臺灣藜洗淨泡水十分鐘，放進蒸籠蒸15分鐘備用。
2.白米洗淨後放入電鍋煮成白米飯放冷備用。
3.蝦仁去沙腸川燙，冰鎮後切成兩片備用。
4.豆皮切小丁末放少許的鹽。
5.將作法1.與作法2.拌勻加1湯匙白醋攪拌。
6.取作法5抓成圓形狀後中間放入豆皮末。
7.抹少許黃芥末在作法6.上，最後放上做法3.的蝦仁即可。

11118888

材料
梅花肉片      300公克
培根              300公克
蘭嶼木耳菜  300公克
蛋                           1顆
紅甜椒                 半顆
黃甜椒                 半顆
小黃瓜                   1條

調味料
鹽            1茶匙
糖           半茶匙
味精       半茶匙
沙拉油    1茶匙
香油       半茶匙
水          30公克
太白粉  10公克

作法
1.蘭嶼木耳菜洗淨川燙後冰鎮備用。
2.取一片梅花肉放平，再放一片培根於梅花肉上，
   將川燙後的木耳菜取適量放於培根上後抹上蛋液
   捲成條狀。
3.起鍋倒入少許沙拉油，將作法2.放入鍋中煎熟備
   用。
4.將多的蘭嶼木耳菜置於盤中，再將煎好的肉條擺
   在蘭嶼木耳菜上。
5.紅甜椒、黃甜椒及小黃瓜切末放入鍋中炒一下，
   再將水倒入調味勾芡淋在作法4.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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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驚奇

20 21

族群融合
材料
野莧菜  400公克
枸杞粒    20公克

調味料
豬油蔥  100公克
鹽             半茶匙

作法
1.野莧菜及枸杞粒川燙備用。

2.將豬油蔥放入鍋中加熱調味。

3.將作法1.和加熱後的豬油蔥拌勻即可。

材料
紫背草      200公克
馬鈴薯               3顆
紅蘿蔔      200公克
山藥          200公克
南瓜          200公克
洛神蜜餞  100公克
蛋                       3顆

調味料
沙拉醬  50公克
洛神汁  50公克

作法
1.馬鈴薯、山藥、紅蘿蔔切成三公分長條狀川燙備用
   。
2.南瓜切成十公分長薄片川燙後備用，紫背草川燙後
   冰鎮備用。
3.將蛋煮熟放冷去蛋殼對切備用。
4.將作法1.的食材置於南瓜薄片上，再放上紫背草淋
   上1茶匙的沙拉醬後捲成圓條狀再置於作法3.上。
5.將沙拉醬和洛神汁拌勻淋於作法4.上。
6.再將洛神蜜餞放一片於作法5.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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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履美人湯

22 23

材料
蛙腿    500公克
溪蝦    100公克
蒜頭      50公克
薑絲      10公克
糯米糰  20公克

調味料
米酒     1湯匙
鹽       半茶匙
水  1000公克

作法
1.將蛙腿切成塊狀川燙，溪蝦洗淨川燙備用。

2.置1000公克水於鍋中，放入蒜頭、薑絲及作法1.之食
   材，水滾後轉小火煮20分鐘，再放入糯米糰煮5分鐘，
   調味後加入米酒即可。 　　野菜在一般人直覺裡不是苦就是澀，不想吃它

，而原住民野菜烹調作法比較簡單除了生食外，大
多以水煮或火烤。野菜的營養成份很高，例如：臺
灣藜就含有相當高的膳食纖維。就在認識了這些原
住民的食物後，我們兩人就決定要用心把這些食材
發揚光大，讓幸運的人們吃了就愛上它們，亦讓健
康美味的原民料理變成大家都能接受的美食。

心情手札

季　　軍：臺東地區農會
領　　隊：邱愉淨
參賽人員：林鳳玉、林秀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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