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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沒嚐過古早太白粉的滋味吧？來到織羅部落，不但可以看到古
早太白粉的本尊 --- 葛鬱金的模樣，還能自己動手做，然後品嚐一下葛鬱
金粉製成的點心，真的很好吃喔！

「葛鬱金啊，自古以來就是我
們部落家家戶戶的圍籬，每一家一
定都有種呢！」織羅部落米 86 成
員張秀美表示，在小時候，葛鬱金
並沒有那麼常吃到，而是當發燒生
病時，阿公才會挖出來做為退燒藥
的給小孩吃，「所以我小時候都以
為那是藥。」

這是由於葛鬱金本身有著清熱
解暑的功效，部落族人在酷熱夏天
的耕種時，都會喝上一些葛鬱金製
成的飲料，這樣工作起來似乎也沒
那麼累了。

古早太白粉的好滋味
米 86

部落族人的感冒藥

至於葛鬱金製成粉後有著太白
粉的功用，則是 後來漢 人帶進 來
的。真的非常好用，只要加上一點
點，便能使澱粉變得黏稠且均勻。

因此於台灣早期食品工業發展
初期，葛鬱金粉成了食品添加物，
可讓點心具有天然的 Q 彈口感。
只是後來在廉價太白粉大量進口
之後，葛鬱金粉也隨之消失了，老
一輩的才知道葛鬱金粉的好用，但
年輕一代卻完全不了解了。





圖 1: 強烈原民風格的可愛彩繪
圖 2: 茂盛強健的葛鬱金
圖 3: 葛鬱金根莖
圖 4: 12 月到隔年的 4 月這個期間，
可以參加部 落的農 事體 驗。（米 86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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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部落復興的產業，織羅部
落於 10 年前開始復育葛鬱金，目
前有著全台最大的耕種面積。

「 葛 鬱 金 真 的 是 很 特 別 的 作
物，不能施肥，施了肥反而會長不
好！」張秀美笑說，這種以自然農
法栽種的作物只需要除草，有著完
全天然特質在，而且是很健康的。

前幾年的食安風暴，對塑化劑、
起雲劑心生疑慮的消費者而言，葛
鬱金粉無疑是一種天然且安心的
選擇。

只是變成粉的過程頗為繁複，
從採收、剝皮、攪打、戳洗、曬乾，
大多是以手工完成，而且要用到 10
斤的葛鬱金，才能做出 1 斤的粉出
來，格外珍貴。

10 斤葛鬱金 1 斤粉

除了勾芡的功用外，部落還將葛
鬱金粉變化出雪花糕、冰淇淋、葛
鬱金柳橙果凍等點心出來，不騙人，
每樣都十分好吃。

「 葛 鬱 金 粉 如 果 運 用 得 好 的
話，它其實非常好用。」張秀美舉例，
加一點到蛋餅皮裡，餅皮就不易變
形；加一點到蚵仔煎粉漿中，吃起
來便特別 Q 彈好吃，「其實葛鬱金
粉不只是古老的太白粉而已，它同
時也有著蓮藕粉、玉米粉、木薯粉
的效果。」

對 這 麼 特 別 的 葛 鬱 金 有興 趣
吧？那就抽空來趟織羅部落吧，這
裡的原民風情很是濃厚，就連餐飲
也都帶有強烈的原住民色彩，竹簍
做為盤子、芭蕉葉當底，襯托出原
民野味的獨特，當然也能嚐到葛鬱
金粉製成的各種點心喔！



圖 1: 葛鬱金雪花糕
圖 2: 葛鬱金柳橙果凍
圖 3: 餐具也相當原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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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原民色彩強烈的餐點，令人印象深刻
圖 2: 部落餐點很有原住民氣氛
圖 3: 部落產品
圖四 : 用餐時伴隨著可愛部落小朋友的美
妙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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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動手做
【葛鬱金雪花糕】 

+DIY+
Arrowroot Coconut 
Snow 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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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鬱金粉＋鮮奶＋椰奶＋
砂糖，混合均勻攪拌 

Blend together arrowroot 
p o w d e r,  f r e s h  w h o l e 
milk, coconut milk, and 
sugar in a bowl.

2

1

以小火加熱，不斷攪拌至糊狀
 
Heat slowly on the stove, 
stirring constantly until the 
mixture becomes p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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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雪花糕，沾適量椰子
粉即完成 

Remove the snow cake 
from the mold,  slice 
into small rectangles, 
and sprinkle / coat with 
fine powdered cocon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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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入模具，再放入蒸籠蒸約 10 分鐘 

Pour mixture into mold and place 
into a steamer. Steam for about 10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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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空在織羅部落玩上一天的話，建
議先做情人帶 DIY，然後把它戴在身上去
參加部落導覽，這樣大家都知道這是好
朋友。
中午就在部落吃風味餐，下午則可選擇
米彩繪 DIY 或是葛鬱金冰淇淋 DIY，這樣
一整天豐富行程下，織羅部落的特色也
都能了解到了。

建議行程

情人帶

風味餐

葛鬱金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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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

電話：0919-322-737
地址：花蓮縣玉里鎮春日里泰林 95 號之 1
臉書：搜尋「Alida/ 米 86 在織羅部落」
營業時間：9:00 - 17:00
體驗：
農事體驗、葛鬱金製粉體驗：每年的 12 月到隔年 4 月期間可參加，15 人
以上，須事先預約，價格請先洽詢部落。
葛鬱金雪花糕、葛鬱金冰淇淋：15 人以上，每人 150 元，一周前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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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ful Taste of Home
– Arrowroot Powder
Mipaliu @ Ceroh Village

 Arrowroot has been grown by the 
indigenous Amis of Eastern Taiwan 
since time immemorial as a hedge plant 
to mark the boundaries between family 
f ields. It also found occasional use 
as an effective fever remedy and was 
regularly boiled into an invigorating 
tonic that villagers drank before going 
out to work in summertime heat. 

  Local arrowroot f irst began to 
be dried and ground into a starchy 
powder a century or so ago when locals 
learned it could be added to many 
foods as a versatile thickening agent 
for everything from soups to gelatin 
desserts and more. Healthful arrowroot 
powder was, for a time, an important 
local industr y unti l it was replaced 
by cheaper, less labor-intensive (and 
typically less healthy) alternatives. 

  Recent efforts to revive sustainabl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consume 
more healthful ingredients and foods 
have once more put arrowroot and 
arrowroot powder into the spotlight. 

  Today, Ceroh village is Taiwan’s 
largest producer of this perennial herb, 
using traditional methods that require 
10kg of fresh arrowroot to make just 
1kg of powder. 

  The plant grows best w ithout 
fertilizers and has no natural pests – 
making it always 100% natural, 100% 
organic. Innovative locals continue to 
develop new applications for their star 
product, including tasty coconut ‘snow 
cake’ and ice c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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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

Tel: 0919-322-737

Address: No. 95-1 Tailin, Chunri Village, Yuli, Hualien County

Facebook: search for “Alida 86”

Hours: 09:00~17:00

DIY: 

Farm & Arrowroot Powder-making Experience – from 
December to April only; please contact for group price (groups 
of 15 or more please); Advance reservations required

Arrowroot Pudding & Arrowroot Ice Cream-
making Experience – NT$150/person (groups of 15 or 
more please); Please reserve at least 1 week in adv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