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地菜園巡禮

A B

A│喜愛種花的阿美族家戶前，美不勝收。B│領先潮流的可食地景，早已是部落傳統。C│港口部落因地制
宜的耕作蔬菜。

原住民族善於採集、經營田野與住家旁的

菜園，展現傳統智慧與原始的飲食文化，

自然生長的野菜除了無須使用農藥與肥料，也

緊緊的與當地的地景創造出在地的獨特性，例

如在港口部落仍可見到部落長輩們以傳統方式

開墾土地，利用田地周邊的芒草作為覆蓋材料，

做畦後用竹子壓住芒草，是因地制宜的種菜方

式。書籍參考吳雪月所著之臺灣新野菜主義、

鄭武燦所著臺灣植物圖鑑以及臺灣原住民族歷

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等，並進行田野訪查，介紹

花蓮宜蘭地區部落經常栽培的特色野菜，別忘

了；到市場見到野菜可以多多購買。

地產地消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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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山苦瓜常見於阿美族部落菜園。
B│山苦瓜葉，適合煮大鍋湯時加入。

C│木鱉子葉學名：搭配黃藤水煮，甘甜滋味無
窮。D│木鱉子如貝殼般的美麗花苞。E│木鱉
子果實。F│木鱉子根部含皂苷，可製作香皂。

F

地產地消專輯

部落廚房地圖

92

D

E

C

山苦瓜

學名：Momordica charantia

阿美族語：kakurot

山苦瓜又稱「野苦瓜」，屬於葫蘆科苦瓜屬，

普遍生長於荒野草地的野苦瓜體型小，近年來

花蓮農改場研發具保健效果之山苦瓜 1號至 5
號品種。山苦瓜經常汆燙後食用，阿美族亦經

常取苦瓜葉煮食。

木鱉子

學名：Momordica cochinchinensis

阿美族語：Sukuy

因種子形狀似鱉而得名的葫蘆科苦瓜屬作物

「木鱉子」，生長於低海拔地區，全株可食，

種子與根可最為藥用，木鱉果是迄今發現的類

胡蘿蔔素含量最豐富的水果，使得木鱉果被國

外一些媒體成爲「超級水果」，除果實之外，

嫩葉亦為原鄉部落經常食用的蔬菜，另外根部

富含皂苷成份具有清潔身體及衣服之效果。



G│人工栽培黃藤，可避免破壞森林。
H│光復鄉傳統市場野菜攤位販售的藤心。
 I│拉吉哈桿部落長輩，採集黃藤製作背簍。

G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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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藤

學名：Calamus formsanus

阿美族語：Dongec

棕櫚科的藤本植物「黃藤」頂芽又稱藤心；可

當食材使用，成熟尚未完全木質化的莖可取藤進

行傳統藤編工藝，是原住民族重要的代表性植物

之一。



C│每年7-8月成熟的麵包果。
D│瑞穗鄉屋拉力部落阿嬤用竹竿採麵包果。

B

A│簡單肉絲拌炒，就可吃出箭筍美味。
B│剛出土的箭筍。

A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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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竹

學名：Pseudosasa usawai

阿美族語：Adeci

箭竹為箭竹屬的包籜箭竹種，是臺灣的特有

種，常見於花蓮以南海岸山脈西側，以光復太

巴塱為主要產地，3至 4月份可採收箭竹筍；
箭竹筍味甘脆嫩，適合煮湯、炒肉絲、燒烤等，

具有豐富纖維質，是極佳腸道保健食材。花蓮

農改場為協助農友提高箭筍剝殼效率，研發剝

殼機提高效率 8倍，並榮獲國家發明獎，造福
農友。

麵包樹

學名：Artocarpus altilis

阿美族語：Pacilo

麵包樹屬熱帶桑科植物，果實可食用成熟期於

7、8月，風味類似麵包，因此而得名，木材材質
輕軟而粗，耐浸泡的特性；蘭嶼達悟族以此為拼

板舟樹材之一。果實澱粉含量非常豐富，果實削

皮時具有黏性，可先冷藏一晚後進行削皮，麵包

果通常以烘烤或蒸，炸等方法料理，可參考花蓮

農改場出版之麵包果食譜。麵包果可於產季削皮

後進行蒸煮作業，冷卻後放入冰箱冷凍室可長期

保存。



樹豆

學名：Cajanus cajan (L) Mill sp.

阿美族語：Vataan

樹豆為豆科木豆屬，是原住民族重要植物性蛋

白質來源，故有勇士湯之稱謂，耐旱容易栽培的

樹豆於冬季採收，是普遍於原鄉部落容易找到的

代表性作物，容易保存適合燉湯。

E│樹豆果夾成熟。
F、G│重慶市場上販售的現採現剝樹豆。

G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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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車輪苦瓜

學名：Solanum integrifolium Poir.

阿美族語：Tayaling

阿美族的經常食用的車輪苦瓜為紅茄係茄

科茄屬，原產於中南美洲的車輪苦瓜，由於冬

季至春季容易栽培特性，經常出現於阿美族菜

園，極具苦味卻是阿美族使用頻率很高的食

材，可利用為煮湯或汆燙後食用。

C

E

D

A│紅茄耐病蟲害，容易照顧。
B│紅茄汆燙後食用。

地產地消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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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豆

學名：Psophocarpus tetragonolobus L.DC.

阿美族語：Fadas

秋天開始常見於部落菜園的翼豆，是豆科多

年生蔓性草本植物，部落族人習慣稱它為楊桃

豆，翼豆具備生長強健、病蟲害發生少、栽培

管理容易，及營養豐富等多重優點，適合有機

栽培，配合部落飲食可水煮或汆燙作為前菜沙

拉，是具有代表性食材。

C、D│紫色花瓣的翼豆，容易辨識。
E│少許油快速拌炒加水悶熟後，鮮脆爽口。



I

G

F

F│黃麻經常於田間野地發現。
G│製做黃麻野菜水餃進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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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麻

學名：Corchorus olitorius L.

阿美族語：Muwa

黃麻為田麻科黃麻屬一年生草本植物，原產印

度西部及蘇丹西部地區，嫩梢及新葉內含高粘膠

液，是由果膠、半乳聚糖等多醣類水溶性植物纖

維組成，除了能抑制餐後血糖濃度升高有所功效，

也可『顧胃』，可說是天然的勾芡材料；此外其

營養價值高，每 100公克的長蒴黃麻含有β -胡
蘿蔔素、維生素 A，各約為波菜之三倍，其他如
維生素 B1、B2、C及鈣、鐵含量均豐富，煮湯
前須先行揉搓葉子直至產生黏稠狀後下鍋，可去

除其可澀味。



A│採集較嫩的林投葉，進行編織，做成傳統的阿
美族部落便當-阿里鳳鳳。

B

C

月桃

學名：Alpinia speciosa K. Schum.

阿美族語：Savahvah

薑科月桃屬的月桃，全株可利用是各族群

經常使用的民族植物，同時也是蝴蝶的重要

食草。月桃葉用來編織或編成月桃蓆，或利

用來包粽子，蒸熟後具有特殊香氣。月桃心

的功能有如驅蛔蟲藥，口感如口香糖。日本

翹鬍「仁丹」的原料，其實就是臺灣常見的

民俗植物月桃種子所製作的中藥「砂仁」。

B│在鄉間隨處可見的月桃。
C│月桃的種子可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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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投

學名：Pandanus tectorius

阿美族語：Parigad no pancha

林投屬於露兜樹屬，原產於馬來界，澳大

利亞東部及太平洋三大島群。果實與嫩莖可

食用，葉片可作為工藝編織用途，是臺灣常

見的海濱植物。



五節芒

學名：Miscanthus

阿美族語：Hinapeloh

芒草為世界上分布最廣的維管束植物，屬於

禾本科芒屬，具有堅強生命力，可食用嫩莖或幼

花，是阿美族重要傳統食材之一。

D│芒草孕穗期花穗，口感獨特。
E│隨處可見的芒草，嫩心可鮮食。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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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生命力旺盛的野莧，是夏季好食材。
B│野莧汆燙後與豆腐拌炒，簡單美味。

C

A

B

龍葵

學名：Solanum americanum

阿美族語：Tatukem

龍葵是茄科茄屬一年生草本植物，是常見
於臺灣農田或荒野的春冬季雜草，適合採集
食用。龍葵雖含有龍葵鹼但也具有中草藥多種
保健效果，烹煮後便能安全食用，入口微苦又
能回甘，是阿美族火鍋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之
一，野菜專家吳雪月老師認為龍葵放入牛肉麵
當作配菜口味相當搭配，大家不妨參考使用。

C│龍葵經常採食其嫩葉。

地產地消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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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莧

學名：Amaranthus viridis linn

阿美族語：kareban

屬於莧科莧屬的野莧，在臺灣算歸化種，

常見於休耕地，嫩莖、葉可食，另一相近種

為刺莧，適應性強的野莧可做為救荒作物，

亦可於夏季蔬菜短缺時最佳替代食材。



赤道櫻草

學名：Asystasia coromandeliana Nees

屬於爵床科十萬錯屬的赤道櫻草，又稱日本龍

葵，由亞洲蔬菜中心所引進，適合於夏季缺菜的

季節推廣栽培，可作為火鍋蔬菜或汆燙食用。藉

由花蓮農改場推廣，已能在宜蘭、花蓮地區穩定

生產。

D│耐採摘的赤道櫻草，適合自家庭園栽培。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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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菜

學名：Nasturtium officinale R. Br

阿美族語：Gular

豆瓣菜又稱西洋菜，是十字花科水芥菜屬，

富含維他命 C，需要在乾淨的活水中生長，因
此做為生菜沙拉再適合不過，是本場推薦野菜

之一。採集其嫩莖葉食用，可快速汆燙後撈起

泡冰水，確保食用安全也享受到鮮甜的口感。

A│馬太鞍溼地芙登溪生長的豆瓣菜。
B│豆瓣菜需在乾淨流動的水裡，才能生長良好。

A

B

大葉田香

學名：Limnophila rugosa (Roth) Merr.

阿美族語：Fangline

多年生挺水草本的大葉

甜香屬於玄參科，葉形很

像大一號的九層塔，搓揉

其葉片，可聞到濃烈刺鼻

的香味，因此俗稱「水胡

椒」，常見於港口及靜浦

部落栽培，為部落古老製

酒原料，近年來部落研發

茶包，極具產品開發潛力。

C│港口部落石梯坪稻田裡，自然湧泉靜靜長著大
葉田香。D│以海稻米與大葉田香製作的玄米茶。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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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柿

學名：Diospyros discolor

阿美族語：kamaya

常見於花蓮各原住民部落的毛柿屬於柿樹科

柿樹屬，成熟時如一般柿子吃法，或可將未成熟

的種子剝開食用，亦是優良的庭園樹種。

E│毛柿常見於光復鄉阿美族部落庭園。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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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龍眼

學名：Irina glabra Blume

阿美族語：kawwiy no pancah

屬於無患子科番龍眼屬的番龍眼，在水璉部

落常見於家戶栽培，有著歷史傳說，甚至有座

番龍眼山。據耆老所說，日治時期水璉的番龍

眼還曾是進貢天皇的項目之一。番龍眼肉質甜

美多汁，果實與果核比龍眼大，樹型優美、生

長速度慢，適合作為庭園植物。

A│番龍眼是水璉部落重要的代表性植物。

刺蔥

學名：Zanthoxylum ailanthoides

阿美族語：Dar nah

泰雅族語：Tana

刺蔥又名「食茱萸」

或「鳥不踏」，屬於芸

香科花椒屬，全株有刺

因此得名。葉片含有豐

富香氣，適合作為辛香

料，亦可加入湯中或煎

蛋，具有優良保健效果，

是原住民經常使用之食

材。通常種植於住家旁

菜園方便取用，由於取

食嫩梢，因此從原來高

大樹型變成灌木叢狀。

B│刺蔥嫩葉含有較濃香氣。
C│奇美部落菜園的刺蔥因常摘取而去除頂芽優勢。

B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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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胡椒

學名：Litsea cubeba

阿美族語：Makauy

屬於樟科木薑子屬的山胡椒，別稱：馬告，是

許多原住民族傳統飲食裡常用且重要的香料。新

鮮馬告果實除可直接食用外，洗淨曬乾後拌入食

鹽就能長期保存，成為部落傳統料理中極佳的調

味料。馬告花朵可以泡茶、新鮮嫩葉可入菜；鳥

類及飛鼠也非常喜歡食用其果實，其獨特香氣總

吸引著青帶鳳蝶、黃星鳳蝶及大黑星弄蝶等昆蟲

前來取食或產卵。此外，馬告花朵可以泡茶、新

鮮嫩葉可入菜；鳥類及飛鼠也非常喜歡食用其果

實，其獨特香氣總吸引著昆蟲前來取食或產卵。

D│初春開花的馬告。
E、F│食蔬或烤雞加入馬告，增加香氣。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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蕗蕎

學名：Allium chinense

阿美族語：Lokiy

屬於蔥科蔥屬的蕗蕎又稱薤及火蔥，多年生

宿根栽培，全株可食，常做為炒食、醋漬、鹽

醃或生食，是極具保健功能的食材，是阿美族

特色食材及花蓮地方品種。

A│蕗蕎是阿美族代表性植物之一。

B│此為大果種油茶。C│苦茶採收後剝殼曬乾。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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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茶

學名：Camellia assamica var. kucha

刺油茶為山茶科山茶屬的常綠小喬木，其

種子於秋季成熟後經榨油，俗稱苦茶油。油

茶為世界四大木本食用油之一，它的物理、

化學特性和橄欖油極為相似，有東方的橄欖

油之稱。苦茶油是婦女做月子或胃不好最佳

的養生食用油，無論煎、煮、炒、炸和涼拌

都可以，含高的不飽和脂肪酸和零膽固醇，

是健康好油。目前花蓮卓溪鄉、玉里鎮赤柯

山等地方具小經濟栽培規模，其中以崙山部

落為最，未來花蓮區農改場將篩選適合花蓮

地區栽培的小果油茶品種提供各部落栽培。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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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靜浦部落家戶，常見曬乾的輪傘草。
E│Fai穿著太陽席採收自家綠豆。

覆瓦狀莎草

學名：Cyperus imbricatus Retz.

阿美族語：Faho

覆瓦狀莎草屬於莎草科的一種，別稱：「輪

傘草」，是靜浦部落重要的工藝民族植物，經

常編織為草蓆或從事農業工作的太陽席，屬於

傳統在地生活應用智慧的展現，近年來發展為

藝術品工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