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豆吻仔魚濃湯

40 41

材料
樹豆      500公克
西芹      200公克
馬鈴薯  200公克
洋葱      200公克
吻仔魚  100公克

調味料
鮮奶油  200c.c.
鹽            2大匙
雞粉        2大匙
水              少許

作法
1.樹豆、西芹、馬鈴薯、洋葱煮熟後放入果汁機打
   成泥。

2.將作法1.放入鍋中，再加入鮮奶油、鹽及雞粉煮
   至湯滾即可盛盤。

3.盛盤後撒上吻仔魚點綴即可。

40

雞粉        2大匙
水              少許

　　因為我們本身不是原住民，對於原住民風味餐
料理也較陌生，所以就去找了一些和原民野菜相關
的資料做參考，才發現有許多的原民野菜都是我們
未曾吃過也未曾看過的，對於野菜料理的方式，則
是需透過原住民朋友的介紹，才知道原來野菜能夠
有那麼多樣的料理方式。

　　所以，經過這次的原住民風味餐競賽，我們不
僅更了解原住民的飲食特色，也學習到了如何運用
這些天然的食材，結合我們的創意，創造出一套具
有特色的風味餐料理。

心情手札

創 意 獎：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領　　隊：朱美珍
參賽人員：陳依靖、鍾兆翔



千絲萬縷

42 43

材料
麵線                       1把
筍                       1/4條
木耳                       2朵
火腿                        2片
蘭嶼木耳菜   150公克
櫻花蝦             15公克

調味料
豬油  30公克
蒜            5顆

作法
1.筍、木耳、火腿、蘭嶼木耳菜煮熟備用。

2.櫻花蝦炒香切末備用。

3.水滾放入麵線煮30秒左右，撈起備用。

4.蒜末用豬油炒香，放入作法1.及作法2.拌炒至熟
   後關火，再放入煮好的麵線拌勻即可。

　　『番仔阿母』是我小時候的奶媽。記得小時候
，有一天，我和朋友到水源地去玩水，我們一翻開
石頭，就會有螃蟹跑出來，於是，我們抓了一堆的
螃蟹，可是不敢拿回家，因為讓家人知道去水源地
玩水，肯定會挨打，此時，就讓我想到了『番仔阿
母』，於是就跑到部落，那天阿母在家，我跟他說
：我們想吃螃蟹，可是不敢帶回家去會挨打，阿母
馬上答應煮給我們吃。

　　這道風味餐料理的靈感，就是來自於我那已過
逝的『番仔阿母』，那種感覺、風味，雖然已超過
50年的歲月，但那種回憶在我腦海裡卻歷久彌新。
所以想藉由此次的機會，讓『番仔阿母』的這道螃
蟹料理手藝重現。

心情手札

創 意 獎：南島原藝工坊
參賽人員：林文淵、林賢美



千絲萬縷

42 43

材料
麵線                       1把
筍                       1/4條
木耳                       2朵
火腿                        2片
蘭嶼木耳菜   150公克
櫻花蝦             15公克

調味料
豬油  30公克
蒜            5顆

作法
1.筍、木耳、火腿、蘭嶼木耳菜煮熟備用。

2.櫻花蝦炒香切末備用。

3.水滾放入麵線煮30秒左右，撈起備用。

4.蒜末用豬油炒香，放入作法1.及作法2.拌炒至熟
   後關火，再放入煮好的麵線拌勻即可。

　　『番仔阿母』是我小時候的奶媽。記得小時候
，有一天，我和朋友到水源地去玩水，我們一翻開
石頭，就會有螃蟹跑出來，於是，我們抓了一堆的
螃蟹，可是不敢拿回家，因為讓家人知道去水源地
玩水，肯定會挨打，此時，就讓我想到了『番仔阿
母』，於是就跑到部落，那天阿母在家，我跟他說
：我們想吃螃蟹，可是不敢帶回家去會挨打，阿母
馬上答應煮給我們吃。

　　這道風味餐料理的靈感，就是來自於我那已過
逝的『番仔阿母』，那種感覺、風味，雖然已超過
50年的歲月，但那種回憶在我腦海裡卻歷久彌新。
所以想藉由此次的機會，讓『番仔阿母』的這道螃
蟹料理手藝重現。

心情手札

創 意 獎：南島原藝工坊
參賽人員：林文淵、林賢美



金玉滿堂

44 45

材料
糯米糰  300公克
烏魚卵    30公克
豬肉        30公克
小米        10公克

調味料
香油  1茶匙
醬油  1茶匙
酒        少許

作法
1.糯米糰洗淨後川燙備用。

2.豬肉用香油、醬油、酒醃泡2小時。

3.小米蒸熟備用。

4.豬肉快炒拌入糯米糰、烏魚卵、小米即可。

心情手札

　　我們兩個因為沒有信心，曾一度想要放棄比賽
，幸好老師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要我們不能輕易
放棄，這才讓我們再度燃起了希望。

　　料理原住民風味餐對我們來說是一大難題，一
想到就覺得頭痛，就在不知該如何是好的時候，突
然想到老師跟我們說過的話「人要有冷靜的時候，
不能慌不能亂!只有冷靜才能夠做事情」，老師這番
話，讓我們的心，平靜了許多，亦讓我們決定要全
力以赴，盡最大的努力為競賽做準備。不管是否得
名都無所謂，重點是我們在為競賽做準備的過程中
，不只學習到了新的料理方式，還有學到如何面對
困境的方法。

創 意 獎：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領　　隊：朱美珍
參賽人員：余仁吉、張弼翔



金玉滿堂

44 45

材料
糯米糰  300公克
烏魚卵    30公克
豬肉        30公克
小米        10公克

調味料
香油  1茶匙
醬油  1茶匙
酒        少許

作法
1.糯米糰洗淨後川燙備用。

2.豬肉用香油、醬油、酒醃泡2小時。

3.小米蒸熟備用。

4.豬肉快炒拌入糯米糰、烏魚卵、小米即可。

心情手札

　　我們兩個因為沒有信心，曾一度想要放棄比賽
，幸好老師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要我們不能輕易
放棄，這才讓我們再度燃起了希望。

　　料理原住民風味餐對我們來說是一大難題，一
想到就覺得頭痛，就在不知該如何是好的時候，突
然想到老師跟我們說過的話「人要有冷靜的時候，
不能慌不能亂!只有冷靜才能夠做事情」，老師這番
話，讓我們的心，平靜了許多，亦讓我們決定要全
力以赴，盡最大的努力為競賽做準備。不管是否得
名都無所謂，重點是我們在為競賽做準備的過程中
，不只學習到了新的料理方式，還有學到如何面對
困境的方法。

創 意 獎：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領　　隊：朱美珍
參賽人員：余仁吉、張弼翔



黃金耗子湯

46 47

材料
田鼠      2隻 
薑    50公克
蔥          1把
米酒  3大匙
麻油  5大匙

調味料
鹽      少許
味素  少許

作法
1.田鼠切塊，老薑切片，蔥切斜段。

2.熱鍋，乾炒薑片後，放入田鼠塊與米酒、
   麻油至滾，入蔥，煮至熟透，調味。

心情手札

　　盯著原住民風味餐料理競賽的報名表，那份對
原住民料理的熱愛，促使我提起了勇氣報名參加，
結果面對這些認識但卻又陌生的野菜，頓時，讓我
失去了方向，不知該如何是好。此時，小時候為叔
叔、伯伯送午餐的情景浮出腦海，當時的那個味道
，是原野的味道，也是幸福的味道。那午餐不是五
星級的料理，也不是名廚的作品，是出自媽媽那一
雙平凡的手做出來的美食。所以，決定用老媽一〝
鹽〞走天下、追求自然風的美味原則來做料理，也
就是把食物的本質回歸於自然，再加上少量多樣的
健康飲食新概念來做為本組料理的方向。

創 意 獎：長濱鄉農會
領　　隊：嚴美玲
參賽人員：白梅英、林淑英



黃金耗子湯

46 47

材料
田鼠      2隻 
薑    50公克
蔥          1把
米酒  3大匙
麻油  5大匙

調味料
鹽      少許
味素  少許

作法
1.田鼠切塊，老薑切片，蔥切斜段。

2.熱鍋，乾炒薑片後，放入田鼠塊與米酒、
   麻油至滾，入蔥，煮至熟透，調味。

心情手札

　　盯著原住民風味餐料理競賽的報名表，那份對
原住民料理的熱愛，促使我提起了勇氣報名參加，
結果面對這些認識但卻又陌生的野菜，頓時，讓我
失去了方向，不知該如何是好。此時，小時候為叔
叔、伯伯送午餐的情景浮出腦海，當時的那個味道
，是原野的味道，也是幸福的味道。那午餐不是五
星級的料理，也不是名廚的作品，是出自媽媽那一
雙平凡的手做出來的美食。所以，決定用老媽一〝
鹽〞走天下、追求自然風的美味原則來做料理，也
就是把食物的本質回歸於自然，再加上少量多樣的
健康飲食新概念來做為本組料理的方向。

創 意 獎：長濱鄉農會
領　　隊：嚴美玲
參賽人員：白梅英、林淑英



紫背塔

48 49

材料
紫背草  600公克
白靈菇         適量
雞胸肉  500公克
番茄               1顆

調味料
麻油  少許
鹽      少許

作法
1.番茄去皮切片備用。

2.雞胸肉煮熟切絲備用。

3.白靈菇、紫背草川燙後調味拌勻。

4.取適量的紫背草、白靈菇、雞絲、番茄依序擺入
   模型中，再倒入盤中即可。

48

心情手札

　　俗話說:「簡單就是美、自然就是美」。原住
民喜食野菜和野味，而健壯的體魄亦和飲食習慣
有關。承襲古早的烹調方式，他們的飲食習慣正
是符合簡單和自然的原則。所以，本組的料理，
不但有依循上一代最傳統的料理作法，還有將目
前最熱門的課題「食材在地化」與「養生料理」
做結合，無非就是希望利用大自然的食材，及取
食於天地的原始情懷，創造出一道道回歸自然的
料理及做出味覺嶄新的另類享受。

創 意 獎：關山鎮農會
領　　隊：黃蕙敏
參賽人員：林溶梅、陳秀英



紫背塔

48 49

材料
紫背草  600公克
白靈菇         適量
雞胸肉  500公克
番茄               1顆

調味料
麻油  少許
鹽      少許

作法
1.番茄去皮切片備用。

2.雞胸肉煮熟切絲備用。

3.白靈菇、紫背草川燙後調味拌勻。

4.取適量的紫背草、白靈菇、雞絲、番茄依序擺入
   模型中，再倒入盤中即可。

48

心情手札

　　俗話說:「簡單就是美、自然就是美」。原住
民喜食野菜和野味，而健壯的體魄亦和飲食習慣
有關。承襲古早的烹調方式，他們的飲食習慣正
是符合簡單和自然的原則。所以，本組的料理，
不但有依循上一代最傳統的料理作法，還有將目
前最熱門的課題「食材在地化」與「養生料理」
做結合，無非就是希望利用大自然的食材，及取
食於天地的原始情懷，創造出一道道回歸自然的
料理及做出味覺嶄新的另類享受。

創 意 獎：關山鎮農會
領　　隊：黃蕙敏
參賽人員：林溶梅、陳秀英



麻油蘭嶼木耳菜

50

材料
蘭嶼木耳菜  300公克
金針菇                   1把
黃秋葵                   6條
紅辣椒                   6條
豆腐                       1塊

調味料
麻油  1匙
鹽     少許

作法
1.蘭嶼木耳菜、黃秋葵洗淨切段。

2.麻油爆香後放入作法1.材料炒熟。

3.金針菇切段川燙，豆腐切四方塊擺上金針及
   作法2.中炒好的蘭嶼木耳菜即可。

50

　　從前，池上阿美族的農村生活呈現簡單樸拙的
樣貌，田園環繞大坡池四週，溪水清冽彎蜒縱橫於
田間，小魚蝦悠游水田裡與溪流中而自得，農夫們
頂戴斗笠身著簑衣，穿梭於田園間工作，肚子餓的
時候，遠處可見部落婦女們紛紛為自己心愛的家人
送來溫暖的飯食點心，一塊方巾包裹著秧籃，籃內
盛著就地取材的竹節，月桃葉一層層裝著香噴噴的
米，米飯上鋪有世襲老祖宗獵食技能得來的山珍海
味，加上大自然的野菜等…，即是一頓齒頰留香身
心飽足豐富的餐點，如此追尋美味重現的我們，想
藉由本次的料理，一起重溫那份田園的溫馨與道地
的懷舊滋味。

心情手札

創 意 獎：池上鄉農會
領　　隊：林美蘭
參賽人員：鄭秋梅、張桂月

51



麻油蘭嶼木耳菜

50

材料
蘭嶼木耳菜  300公克
金針菇                   1把
黃秋葵                   6條
紅辣椒                   6條
豆腐                       1塊

調味料
麻油  1匙
鹽     少許

作法
1.蘭嶼木耳菜、黃秋葵洗淨切段。

2.麻油爆香後放入作法1.材料炒熟。

3.金針菇切段川燙，豆腐切四方塊擺上金針及
   作法2.中炒好的蘭嶼木耳菜即可。

50

　　從前，池上阿美族的農村生活呈現簡單樸拙的
樣貌，田園環繞大坡池四週，溪水清冽彎蜒縱橫於
田間，小魚蝦悠游水田裡與溪流中而自得，農夫們
頂戴斗笠身著簑衣，穿梭於田園間工作，肚子餓的
時候，遠處可見部落婦女們紛紛為自己心愛的家人
送來溫暖的飯食點心，一塊方巾包裹著秧籃，籃內
盛著就地取材的竹節，月桃葉一層層裝著香噴噴的
米，米飯上鋪有世襲老祖宗獵食技能得來的山珍海
味，加上大自然的野菜等…，即是一頓齒頰留香身
心飽足豐富的餐點，如此追尋美味重現的我們，想
藉由本次的料理，一起重溫那份田園的溫馨與道地
的懷舊滋味。

心情手札

創 意 獎：池上鄉農會
領　　隊：林美蘭
參賽人員：鄭秋梅、張桂月

51



紅藜戀人

52

材料
臺灣藜   250公克
絞肉       200公克
魚漿        60 公克
荸薺        60 公克
紫米        60 公克
糯米        60 公克
葱                   2支
洋葱              少許

調味料
鹽        1茶匙
香油    1茶匙
糖          少許
胡椒粉  少許

作法
1.臺灣藜、絞肉、魚漿、荸薺、葱、洋葱與調味料
   攪拌均勻待入味。

2.將作法1.搓成丸狀後，沾上紫米、糯米定型。

3.入蒸籠大火蒸12分鐘即可擺盤。
　　我們本身很喜歡做菜，當初很想參加原住民風
味餐競賽，但又害怕會失敗，後來想一想這也許是
一種對自己的磨鍊，所以，就報名參加了，也秉持
著喜愛做菜的態度來看待這場比賽。

　　本組的料理，不只是要將原住民文化呈現出來
，另外添加了現代人飲食方面講求的“養生、營養
、健康”成份在料理裡。所以，經過這些為了競賽
而做準備的過程中，我們不單單認識了許多平常少
見的野菜，也增加料理方面的知識，同時讓我們更
瞭解自己在料理方面還有進步的空間。

心情手札

創 意 獎：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領　　隊：劉懷柔
參賽人員：陳鈺玲、陳子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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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藜戀人

52

材料
臺灣藜   250公克
絞肉       200公克
魚漿        60 公克
荸薺        60 公克
紫米        60 公克
糯米        60 公克
葱                   2支
洋葱              少許

調味料
鹽        1茶匙
香油    1茶匙
糖          少許
胡椒粉  少許

作法
1.臺灣藜、絞肉、魚漿、荸薺、葱、洋葱與調味料
   攪拌均勻待入味。

2.將作法1.搓成丸狀後，沾上紫米、糯米定型。

3.入蒸籠大火蒸12分鐘即可擺盤。
　　我們本身很喜歡做菜，當初很想參加原住民風
味餐競賽，但又害怕會失敗，後來想一想這也許是
一種對自己的磨鍊，所以，就報名參加了，也秉持
著喜愛做菜的態度來看待這場比賽。

　　本組的料理，不只是要將原住民文化呈現出來
，另外添加了現代人飲食方面講求的“養生、營養
、健康”成份在料理裡。所以，經過這些為了競賽
而做準備的過程中，我們不單單認識了許多平常少
見的野菜，也增加料理方面的知識，同時讓我們更
瞭解自己在料理方面還有進步的空間。

心情手札

創 意 獎：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領　　隊：劉懷柔
參賽人員：陳鈺玲、陳子耕

53



眼淚的味道

54

材料
紫背草  300公克
排骨      200公克
飛魚      100公克

調味料
紹興酒  2湯匙
鹽          2湯匙

作法
1.湯鍋加水再加入200公克的紫背草根、莖熬煮，
   水滾後轉小火放入飛魚乾，再熬煮20分鐘。

2.排骨入烤箱烤20分鐘 (以上下火200/200℃) 後
   將烤完的排骨加入高湯煮10分鐘後，撈除飛魚
   和紫背草根、莖。

3.最後加入紫背草及調味料，盛至檳榔葉船中即可。

　　在中餐課中，主任向我們提到了原住民風味餐
競賽，一開始因為對這個比賽感到好奇，所以就仔
細的去閱讀競賽辦法，沒有想到，瞭解完競賽內容
後，我們因為感到相當有興趣而決定報名參加這個
挑戰自我的比賽。

　　其實，在準備的過程中，都想不到要做什麼菜
，於是跟主任經過幾次的討論與實際操作之下，慢
慢的才把這五道菜都做出來了！雖然培訓很累，可
是過程是很快樂的，也因為參加這次的比賽讓我更
了解原住民飲食文化，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表現
出我們最好的一面！

創 意 獎：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領　　隊：劉懷柔                
參賽人員：張喻甯、劉怡君

心情手札

55



眼淚的味道

54

材料
紫背草  300公克
排骨      200公克
飛魚      100公克

調味料
紹興酒  2湯匙
鹽          2湯匙

作法
1.湯鍋加水再加入200公克的紫背草根、莖熬煮，
   水滾後轉小火放入飛魚乾，再熬煮20分鐘。

2.排骨入烤箱烤20分鐘 (以上下火200/200℃) 後
   將烤完的排骨加入高湯煮10分鐘後，撈除飛魚
   和紫背草根、莖。

3.最後加入紫背草及調味料，盛至檳榔葉船中即可。

　　在中餐課中，主任向我們提到了原住民風味餐
競賽，一開始因為對這個比賽感到好奇，所以就仔
細的去閱讀競賽辦法，沒有想到，瞭解完競賽內容
後，我們因為感到相當有興趣而決定報名參加這個
挑戰自我的比賽。

　　其實，在準備的過程中，都想不到要做什麼菜
，於是跟主任經過幾次的討論與實際操作之下，慢
慢的才把這五道菜都做出來了！雖然培訓很累，可
是過程是很快樂的，也因為參加這次的比賽讓我更
了解原住民飲食文化，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表現
出我們最好的一面！

創 意 獎：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領　　隊：劉懷柔                
參賽人員：張喻甯、劉怡君

心情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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