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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巴塱紅糯米生活館

紅糯米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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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光復鄉的太巴塱部落，主要以阿美族為代表，因

為當地溪中多螃蟹，而阿美族語的「螃蟹」就叫作太巴塱，

因此成為部落的名稱。在太巴塱部落的阿美族人生產特有

的「紅糯米」又叫作「紅栗米」，是祖先世世代代相傳才

保留至今，紅糯米營養價值高，富含膳食纖維、維生素與

礦物質，傳統阿美族女性坐月子時，幾乎都以紅糯米為主

食，因此也叫做「坐月子米」。為了推廣太巴塱地區特有

的紅糯米，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社區營造協會特別成立一

座太巴塱紅糯米生活館，提供販售部落餐點及農特產品的

平台，行銷部落的紅糯米及農產品。

太巴塱部落的魔力「紅糯米」

尋找部落新亮點 帶動部落產業

紅糯米因長年種植，種原混雜情形嚴重，使產量及品

質降低，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近年來積極協助原鄉保存傳統

栽培種原，輔導太巴塱部落傳統紅糯米的純化，並成立原

住民農業研究室，為部落更完整的蒐集及保存原鄉珍貴的

特色種原，花蓮農改場將太巴塱部落紅糯米進行品種改良

及研發，於 2012 年育成紅色香糯新品種「花蓮 22號」，

同時發展紅糯米有機栽培技術，除了穩定部落一級產業之

發展，還辦理紅糯米二級加工研習課程，輔導部落開發紅

糯米加工產品，使紅糯米成為部落亮點，提升太巴塱地區

產業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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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糯米生活館以太巴塱祖屋方式建構，

內部提供用餐、展示販售及導覽解說資源，

展示區除了有販售紅糯米外，還有當地生

產的黑糯米及白米，以及紅糯米酒釀、黑

糯米露等加工製品，另外生活館內也陳列

各種原住民的手工藝品、介紹阿美族部落

以及歷史的繪本等等。靠著新品種紅糯米

成功轉型的太巴塱部落，除了大力推廣紅

部落農業文化的聚寶盆

「太巴塱紅糯米生活館」

紅糯米生活館保留

太巴塱部落祖屋建

構模式，以竹子及

木頭為材料，並利

用落地窗調節氣流

及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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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米之外，也希望藉著紅糯米生活館提升

部落整體經濟狀況，因此生活館內所使用

的食材泰半都是來自部落族人所種植的農

產品。另外，生活館外一片田地，種植紅

糯米和各式各樣的野菜，到此一遊的遊

客，能夠親自走進田間，選擇自己想要吃

的食材，享受不一樣的新鮮現採滋味。

太巴塱紅糯米生活

館內的展售平台，

提供遊客購買農產

品及伴手禮。

藉由特色料理推廣部落農產品

太巴塱紅糯米生活館的許多料理都是

劉燕玲經理所發想，經過與廚師多次討論

及嘗試，不斷的開發新的特色餐點，並融

入當地部落的食材，平常愛料理的劉燕玲

經理，常常到處去上餐飲課程，啟發許多

靈感，目前正嘗試將紅糯米製作成麵條，

變換紅糯米料理方式，近期將在部落辦理

烘焙及甜點料理的課程，讓部落的媽媽可

以一起動員，擦出部落料理的新火花，藉

由料理讓遊客認識部落的農產品，吸引遊

客消費，行銷推廣部落的農產品。

花蓮農改場為了推廣綠色飲食，推出

產地餐桌計畫，希望以餐廳做為平台，縮

短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距離，並推廣花

蓮自產的紅糯米、丹參、當歸，讓消費者

能藉由食材認識本土。具有文化傳承意

義、和部落小農密切合作的太巴塱紅糯米

生活館十分適合做為綠色飲食的平台。因

此花蓮農改場與生活館合作，請輔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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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餐廳指點如何將這三種食材做成創意料理。

在廚師和輔導老師互相腦力激盪下，紅糯米生

活館推出冰糖紅糯米牛奶露、丹參豬豚釀酒糟、

當歸酒釀烤全雞等，將三種平常較難入菜的食

材轉化成一般民眾較能接受的口味。而到太巴

塱生活館消費的民眾對於這些食材的接受度也

頗高，尤其在夏天來一份冰涼的冰糖紅糯米牛

奶露，更大大提升民眾對紅糯米的興趣，還能

到旁邊的紅糯米田親自觀察紅糯米生長的模樣，

真是產地餐桌最好的示範。

每天早晨部落

婦女於太巴塱

紅糯米生活館

協助篩米及包

裝，提供部落

就業機會。

太巴塱紅糯米生活

館旁除了栽植紅糯

米外，也隨季節不

同栽植各式蔬菜，

及香蘭作為茶飲及

香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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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光復鄉南富村富愛街

22 號

23.657392, 121.447949

(03)8703419( 採預約制 )

10:00~19:00

太巴塱紅糯米生活館

太巴塱紅糯米生活館

太巴塱文化館

光豐路
中正路二段

富
愛
街

富
愛
街

建
國
路
二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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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全雞        1 隻          

當歸葉      100g          

蒜頭        10 粒          

料理米酒    適量

鹽          適量

沙拉油      適量

當歸酒釀烤全雞

作法

1. 全雞洗淨晾乾，將當歸 

  葉及蒜頭塞入雞腹。

2. 將全雞表面抹上料理米

 酒、鹽及沙拉油後風乾。

3. 入烤爐以 250 度烤約

  50 分鐘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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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將紅糯米泡水，再以果

汁機打泥，混入中筋麵粉製

成餅皮，以平底鍋煎熟。

2. 將餅皮加入花生粉並包

入苜蓿芽、紅蘿蔔。

3. 將刺蔥、蒜泥、橄欖油、

醬油製成沾醬即完成。

紅糯米     300g          

牛奶       1000cc

冰糖       100g         

材料

1. 紅糯米浸水後蒸熟，加入牛

奶熬煮至軟爛。

2. 將冰糖加入步驟 1 調味後完

成。

作法

[冰糖紅糯米牛奶露 ]

[紅糯米野蔬握手捲]

材料

紅糯米     100g

中筋麵粉   100g

花生粉     1 匙

苜蓿芽     10g

紅蘿蔔     10g

刺蔥、蒜泥、橄欖油、

醬油少許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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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豬肉用叉子戳洞後和紅糯米酒釀、

米酒及鹽醃製，入鍋煎至金黃。

2. 將紅糯米酒釀加冰糖調味勾芡，淋

上煎好的豬肉即完成。

3. 將箭筍川燙後和豬肉一同擺盤。

丹參豬豚釀酒糟

材料

豬肉        600g         

紅糯米酒釀  100g         

米酒        適量

鹽          適量         

冰糖        適量         

箭筍        適量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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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歸葉切碎備用。

2.小番茄、芭樂、蘋果切丁後，

加入當歸葉攪拌均勻。

3. 再加入醋、糖及橄欖油調味

即完成。

當歸水果沙拉

材料

當歸葉      5 片          

小番茄      10 顆         

芭樂        1 顆          

蘋果        1 顆

醋          適量

糖          適量

橄欖油      適量

作法

17

到產地餐桌就要這樣吃.indd   17 2016/11/22   下午 11:0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