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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糯米餐桌
太巴塱紅糯米生活館

紅糯米嗎？濃厚又強烈的原住民感覺作物啊！

光復太巴塱是全台紅糯米的最大產區，來一趟不僅可以品嚐到紅糯米
大餐，還能走入市集，自己做出原民菜餚，可說是完全豐富的部落之旅呢！ 

傳說很早很早以前，阿美族的
始祖 Lalakan 與 Cawci 兩人成親
後生下了 4 個孩子，分別為蛇、蛤
蟆、壁虎和烏龜，兩人每天都流著
眼淚祈求上天，賜給他們一個人類
的孩子。

於是從天上丟下了 12 項物品，
其中一樣並不是直接掉到地面，而
是由天上緩緩的飄盪下來，像長了
翅膀一樣地飄到了手中，這就是紅
糯米。吃下紅糯米的兩人，隔年便

天使的翅膀

生下了三女一男，其子女後來散居
各地，並代代繁衍興盛了阿美族人。

與部族的起源有關，可見得這
個作 物 對 阿美 族 有多重 要！事實
上，紅糯米由於產量稀少，自古以
來便是珍貴的食材，族人平常是捨
不得吃的，只有在婚喪喜慶、祭祀
祖先，或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來到才
會拿出來招待，以示最高規格的心
意與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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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技術克服了產量問題，太
巴塱目前為全台最大的產區。紅糯
米被視為部落的代表性作物，並打
造出「大巴塱紅糯米生活館」，來
做為遊客進入部落的門戶，推出結
合了傳統美食、文化導覽、手作體
驗…等各項套裝行程，讓人來一趟
便能體驗到完全的太巴塱風情。 

以部落早期房屋型式建造出的
生活館，光是坐在裡面很能感受阿
美族生活，因為一走進去就看見家
屋的中心—傳統爐灶；而四邊則是
以桂竹搭建的牆壁，非常通風，不
用冷氣也很涼快，就連外面的植物
都攀爬進來了，非常的自然感受。

這邊的的風味餐相當具有特色，

邊吃邊玩 邊玩邊吃

也有許多原民體驗可以選擇。最新
的一項體驗是「阿美族廚藝教室」，
過程中會帶遊客前往光復市場的
原住民攤區，去認識各種野菜，買
回之後，再自己動手做成紅糯米手
卷、咪咪飯，或是酒釀辣椒。自己
做的食物嚐起來更美味了，而且跟
市場的部落媽媽聊天之後，野菜吃
起來也不會那麼苦了呢！

如果你是 3~7 月份來的 話，生
活館旁邊就有著大片的紅糯米田
區，可以看到這種植株高、還有著
長穎芒的獨特作物。還有，每年的
7 月份 部落 都會舉行紅糯米採收
祭，有機會就來和族人一起歡慶收
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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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紅糯米生活館是以部落早期房屋型式建造出的
圖 2: 紅糯米的稻殼上帶有一條長長的穎芒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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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以部落早期房屋型
式建造出的生活館，一進
去就 看 到家屋的中心—
傳統爐灶
圖 2: 紅糯米生活館的風
味餐非常具有原民特色
圖 3: 紅糯米生活館門口
兩個可愛的迎賓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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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動手做
【紅糯米酒釀】 

+DIY+
Sweet Red-
Glutinous Rice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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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些許冷水將剛蒸出來的紅糯米
撥涼

Cool down freshly steamed 
red-glutinous rice using tepid 
water.

放入酵母菌並充分攪拌，讓每粒米
都能均勻地沾上菌 

Add yeast; Blend well, coating 
rice grains evenly with the y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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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將拌勻的米粒放入玻璃罐中。記得不要緊壓，
而是放得鬆鬆的，不然會發酵不完全。蓋上蓋子後
放陰涼處，一個月之後即可食用。 

Using your hand, place a handful of yeast-
coated rice gently into a glass jar; Do not press 
down in order to ensure full fermentation; 
Screw on the cap and set in a cool, shaded 
spot; Your wine will be ready to drink in a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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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吃麻油雞，而阿美
族 婦 女 坐 月子 吃 什 麼
呢？是酒釀。
族 人 通常 會 將酒 釀 加
上生薑及麻油一起煮，
如 此 不但 可以 促 進 發
奶，還能較快恢復身體，
因 此 成 為 月子 必 備 聖
品。不過酒釀同時富含
鐵質，對身體 很好，因
此不只月子，平常也常
被 部 落 婦女 做 為 養 生
食品來食用。

酒釀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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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糯米的香味濃 厚，每次一 煮，遠
遠的就聞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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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早上可先前往大農大富森林公園，吸收
潔淨的芬多精，然後再中午到紅糯米生活館
用餐。下午則可選擇染布、串珠，或是酒釀
等各種原民風味的 DIY 活動，結束之後則可
前往光復糖廠吃冰，滿滿一天的充實行程。

建議行程

大農大富

風味餐

光復糖廠

染布、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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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TA +

電話：(03) 870 – 3419
地址：花蓮縣光復鄉富愛街 15 ～ 1
臉書：搜尋「太巴塱紅糯米生活館」
營業時間：8：00 ~ 17：00
體驗：
紅糯米酒釀 DIY：10 人以上，每人 250 元，至少需前一天預約
稻草燒雞 DIY：10 人 ~30 人，一隻雞 1000 元，至少兩天前預約
阿美族廚藝教室：10 人 ~30 人，每人 850 元，需兩星期前預約
廚藝教室＋部落導覽：( 內容包括逛市集、自己動手做菜，下午導覽太巴
塱部落，晚餐為 buffet，之後還有阿美族舞蹈教學。) 10 人 ~30 人，每人
1600 元，需兩星期前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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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glutinous rice is a unique taste 
treat that holds a revered position in the 
lore of Hualien County’s indigenous 
Amis. Moreover, the town of Tafalong 
(Taibaliang) today is Taiwan’s largest 
producer of this culturally significant 
staple, with the community locally 
famous for using red-glutinous rice 
in a mouthwatering array of delicious 
dishes and prepared foods. 

In the Amis creation stor y,  the 
tribal progenitors, Lalakan and Cawci, 
bewailed their inability to conceive 
children. The heavens, moved by their 
plight, sent down gifts to improve their 
lives on earth. After eating the red rice 
that was part of this gift trove, Cawci 
became pregnant, ultimately giving 
birth to four children who went on to 
become the ancestors of Taiwan’s wide-
ranging Amis tribe. 

Red Rice – Traditionally Tasteful
Tafalong Katepaay Red Rice Studio

Tafalong today welcomes visitors 
to explore their traditions and culture 
at Tafalong Katepaay Red Rice Studio. 
This reception center, a traditionally 
crafted bamboo building , of fers an 
engaging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culture, agriculture, and culinary arts of 
the Rift Valley Amis. 

Take the oppor tunit y to enjoy 
a  special  Amis set  meal  and learn 
to recognize the various nutritious 
vegetables that grow wild in the area. If 
you visit between March and July, you 
are in for a visual treat, as village fields 
are carpeted in lustrously green rice 
plants. Rice harvests in July are shortly 
followed by the annual harvest festival, 
and you are warmly invited to join in 
the cele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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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

Tel: (03) 870-3419
Address: 15~1 Fu’ai Street, Guangfu Township, Hualien County
Facebook: search for “tafalongkatepaay”
Hours: 08:00~17:00 daily
DIY:
Sweet Red-Glutinous Rice Wine DIY: NT$250/person (groups of 10 or 
more); Please reserve at least 1 day in advance.
Straw-Baked Chiken DIY: NT$1,000/chicken (groups of 10~30); Please 
reserve at least 2 days in advance.
Amis Culinary Classroom: NT$850/person (groups of 10~30); Please 
reserve at least 2 weeks in advance.
Culinary Classroom + Amis Village Tour: Includes arts & crafts fair, 
culinary lessons, afternoon tour of Tafalong Village, a dinner buffet meal, and 
A mis dance performance & lessons; NT$1,600/person (groups of 10~30); 
Please reserve at least 2 weeks in adv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