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原住民飲食文化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此句話可謂早期台灣原住民飮食生活 習慣的最佳寫照，也充分反映出原住民對

大自然土地及海洋的尊崇敬 意。因為台灣早期原住民均以漁獵維生，其食材來源是以漁撈、狩獵 及採集為

主，後來始增加圈地農作及飼養。 

一、台灣原住民的飲食文化 

台灣原住民食物多以粟（俗稱小米）、稗、小麥、旱稻、甘藷及 山芋等農作物為主，並輔以採集的野菜

及漁獵之山豬、山羌、溪魚或 海產等為主要食物。原住民的傳統烹調方式，通常是以蒸、煮、烤為 主。因

此，傳統的原住民料理是以生食、水煮、燻烤及醃漬為多，其 特色為能展現食材原始風味之美，若再搭配小

米酒助興，更是人間美 味。唯隨著時代變遷，科技文明進歩，原住民飲食的食材來源也不再 僅侷限於山產

野味，烹調方式也多樣化、現代化，傳統原住民美食風 味及其飲食文化，如今只有在特殊節慶始能看得到，

如飛魚祭、豐年 祭或矮靈祭等重大節慶活動。 

二、台灣原住民的飲食文化美學 

目前台灣原住民，已由原先的九大族，增加到十六族群。由於族 群文化及其遍布區域環境不同，因而所

衍生的飲食文化及生活習慣也 略有差異，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阿美族 

1, 分布地區：台東、花蓮、花東縱谷等台灣東海岸一帶。 

2, 社會制度：為母系社會，主要祭典為豐年祭。 

3, 族群特色：原住民人數最多，約二十萬餘人，為台灣原住民當 中最大的族群。 

4, 飲食文化： 

漁撈與農耕為主要經濟活動，該族擁有「吃草的民族」之雅 稱，其意思是指吃野菜料理的族群。 

⑵主食：番薯、小米及米三種，以米為最大宗。 

 

 

阿美族為台灣原住民最大族群 

 



 

檳榔為飲食文化不可或缺的食材。男方追求女方須送檳榔； 結婚宴席女方須以檳榔米糕分贈男方。

經典美食：烤竹筍、炒芒筍、芒筍炒山豬肉及檳榔米糕。 

(二)泰雅族 

1, 分布地區：台灣中北部山區，如新北市烏來、桃竹苗地區，含 埔里、花蓮一帶。苗栗泰安為昔

日泰雅族發源地。 

2, 社會制度：祭團社會結構，主要祭典為祖靈祭。 

3, 族群特色： 

(1)為台灣原住民第二大族群，也是分布最廣的原住民。 ⑵「烏來」即泰雅語，是指「溫泉」的意

思。 (3)該族有紋面習俗，另稱「鯨面」。紋面乃象徵其族群標記、 成人標記、成就標記，如女生

須有織布高超技巧；男人須有 勇氣及成果。此外，紋面也是一種美觀標記。 

 

 

 

 

5, 飲食文化： 

⑴ 農耕、漁獵及織布為主要經濟活動。 

(2)傳統飲食生活是以手取食，並不用筷子或湯匙。 

(3)烹調方法以烤、蒸、煮三種為主。 

(4)善長醸製小米酒，喝酒時習慣兩人共持一螺碗〈酒杯造型），貼臉飲酒之習俗迄今仍不變，為該族

另類飮食文化特 色。 

 (5)主食為小米、旱稻、玉米及番薯；副食多以自己種植的蔬 菜、水果及豆類為主。唯平地泰雅族多

以稻米為主食；深山 泰雅族人則以粟黍、番薯為主食。 

5.經典美食：香蕉粽、米糕、粟糕、竹筒飯及山胡椒刺蔥雞湯。 該雞湯被泰雅族男士視為男人的精力湯。 

 

泰雅族有紋面習俗，紋面象徵美觀及特殊
成就 



(三)排灣族 

1.分布地區：北起台東大武山’南至屏東恆春，大部分集中於屏 東縣來義鄉。 ， 
2.社會制度：為貴族社會制度，主要祭典為豐年祭及竹竿祭。 

3.族群特色： 

(1)為台灣原住民第三大族群。 

(2)台灣各原住民當中，最具嚴密階層制度。  

(3)擅長木雕、刺繡、陶壺、織布等藝術，並以百步蛇為其圖騰。 

4.飲食文化： 

(1)農耕、狩獵及畜養為其主要三大經濟活動，其次以採集及山溪捕魚作為另類食物取得的方式。 

(2)食物禁忌有蛇、猴、犬、鼠、貓及熊。  

(3)主要肉類為豬肉及溪魚。 

 (4)主食為小米、芋頭，其次為花生、番薯及樹豆。 

(5)吃檳榔為其飲食生活習慣之一。 5,經典美食：鹽漬烏魚、白開水煮鳥獸肉並以鹽調味。 

(四)賽夏族 

1, 分布地區：新竹五峰、苗栗南庄。 

2, 社會制度：為父系社會，主要祭典為矮靈祭及祈天祭。 

3, 族群特色： 

(1)屬於少數原住民的一族，唯較邵族人口多，男女均有紋面習 俗。 

(2)生活方式漸漸融入平地漢人生活。 

4, 飲食文化： 

(1) 早期是採遊耕、山區燒墾及狩獵來維生，後來改為定耕農業 及林業的經濟活動。  

(2) 主食是以米及小米為主，另以番薯煮湯輔之；副食以魚、禽、蔬菜、筍及芭蕉為常見食

物。  

(3) 早期是以手直接抓取食物吃，後來再改為碗筷餐具。 經典美食：糯米飯、米糕、糯米酒醃

肉、Inomo 粽葉包糯米飯、 山藜酒及糯米酒。 

(五)邵族 

分布地區：南投日月潭德化社及雨社山一帶。 



1.社會制度：為頭目制度，主要祭典為祖靈祭。 

2.族群特色：台灣原住民人數最少的族群，約七百多人。 

3.飲食文化： 

(1)主食為水稻，副食有番薯、里芋、樹薯等根莖類農作物及野菜。 

⑵肉類蛋白質來自於水產魚、蝦，至於豬肉、雞鴨肉平時甚少 食用，僅在年節及祭典才會食

用。 

 

(3)族人偏愛小米酒，為其飲食習慣。 

5.經典美食：醃肉醬菜、竹筒飯、烤奇力魚、清蒸總統魚（曲腰 魚）、竹筒蝦、活跳蝦料

理、芋泥大腸、刺蔥炒蛋、地瓜粽、 白鰻（以麻糬製成之產品〕及香菇。 

(六)布農族 

1.分布地區：南投縣的仁愛鄉與信義鄉為主。此外，在中央山脈 兩側之花東、南投山

區。 
 2.社會制度：為父系社會，主要祭典為打耳祭、少年禮。3.33. 

3.族群特色： 

(1)典型的高山原住民，有「高山之子」的美譽。 

(2)著名的八部合音為其優美歌喉之代表。 

4.飲食文化： 

(1)主食以粟與薯芋為主，米、黍、玉米次之；副食野菜及獵 肉為之，魚蝦僅在祭典使

用。 

(2)擅長釀製小米酒，唯僅在慶典喝，平時不常飲酒。  

(3)早期是以手直接抓取食物食用。 

 



(4)飮宴食物有糕、酒、糯粟，在重要節日如生日、結婚、祭典等必殺豬宴客。  

(5)禁食獵肉頭、尾、足、耳；平時不食穿山甲及青蛙。 5,經典美食：粟糕、米糕、肉乾、 

水煮肉及小米酒。 

(七)鄒族(曹族〉 

1, 分布地區：以嘉義縣阿里山鄉為主，部分分布於南投縣信義 鄉、局雄市桃源區及那瑪夏區。 

2, 社會制度：為父系社會，主要祭典為戰祭及小米祭。 

3, 族群特色： 

(1)「庫巴」為該族重要的政治性組織所在地，男人婚前均須在裡面接受戰技訓練，而女姓則禁止入

內。 

(3)善戰的高山族。 

 

 

4,飲食文化 

(1) 主食為米、小米、番薯及芋頭。  

(2) 以狩獵、魚撈、種植、畜養及採集蔬果為重要經濟活動。  

(3) 擅長捕魚及河川中的水產蝦、蟹。 

(4)種植芋頭、生薑、香蕉、山葵、李樹、梅樹、水蜜桃、竹子及茶樹等經濟農作物，除供日常食

用，尚出售外地。 

(5)具有分享食物之飮食文化習俗；善於以飯菜及水果招待賓客。 

(6)到他人家中作客飮酒或吃肉時，須以食指沾酒滴到地上三 次，或撕下一小片肉置於地上，口中

並唸著“tamu” ，以示 敬拜這塊土地的祖靈“tamu” 

 

善戰的鄒族手工藝術作品 



(7)禁食熊和豹的肉；雞與魚的肉類須以專用鍋子烹調，且不得 在屋內食用，甚至捕魚的漁具也不

得置放屋內，須擺在門外。 

5,經典美食：竹筒飯是一種桂竹筒烤飯。 

 

(八)魯凱族 

1, 分布地區：高雄市茂林區、屏東縣霧台鄉，以霧台鄉為主要聚 落所在。 

2, 社會制度：為貴族社會，主要祭典是收獲祭。 

3, 族群特色： 

(1)社會組織可分為貴族、世家、平民等三階級。貴族則享有特殊血緣特權。 

(2)住屋以「石板屋」為最具特色。 

(3)以百合花為族花。 

(4)刺繡及百步蛇圖騰之服飾與木雕藝術。 

4, 飲食文化： 

(1)主食為小米，並以小米製成糕及糯米粉包肉為主要食材。  

(2)最喜歡烤山豬肉、小米湯圓等食物。 

(3)擅長狩獵、捕魚。主要獵物有山豬、山鹿、山羊、山羌、石 虎，唯禁獵食大

冠鷲。所有獵物須分配給同行獵狩同伴及擁 有該獵場之貴族地主。 

5,經典美食：烤山豬肉、烤野味、竹筒飯、糯米糕及小米湯圓。 

 

 

 

 

I     魯凱族石板屋         魯凱族百步蛇圖騰的服飾設計 



 

                        原住民經典美食烤山豬肉、野味及竹筒飯 

 

(九)卑南族 

1.分布地區：台東卑南、花東縱谷一帶。 

2.社會制度：母系社會，主要祭典為收獲祭。 

3.族群特色：為東部漢化最深的高山原住民，以農耕為生，其人 口約一萬三千多人。 

4.飮食文化：卑南族主食以小米為最原始作物占最重要地位，後 來再以旱稻為主食。此外，尚種植

番薯、山芋、豆類及蔬果等 農作物，至於狩獵通常僅在「出草」大獵祭時為之。 

5.經典美食：燒烤薯芋、小米酒、金瓜料理及麻曙等。 

(十)雅美族（達悟族） 

1.分布地區：台東蘭嶼。 

2.社會制度：漁團、父系社會，主要祭典為飛魚祭。 

3.族群特色： 

(1)擁有「海洋之子」、「飛魚民族」之稱，屬於馬來亞血統。 

(2)丁字褲、甩髮舞、獨木舟、拼板舟為其文化藝術特徵，唯無 文字。 

(3)社會結構以共同造船、共享漁獲之漁團為主。 

4.飲食文化： 

雅美族主食以蘭嶼島上盛產的水芋、清芋及番薯三種為主要 糧食，唯擅長捕魚。雅美人雖敬愛飛

魚，但也愛吃飛魚。 ⑵海豚、鲻等海產魚類僅限男性食用。 

5.經典美食：芋頭糕、烤飛魚及海鮮料理等。 

 

 
 
 
 
 

丁字褲、甩髮舞、獨木舟為雅美族主要文化特色 

 



 

(十一)葛瑪蘭族 

1.分布地區：花蓮新社、立德，以及台東大峰、樟原一帶。 

2.社會制度：為母系社會，主要祭典為海祭。 

3.族群特色： 

(1)台灣唯一「湖棲」的漁獵族群，原附屬於阿美族群。 

(2)治病由巫師祈求祖靈降臨治病。文獻上有「蛤仔雞」或「蛤仔欄」一詞，即今日噶瑪！。  

⑶族群文化深受漢人影響，|人也留長辮子。 

   4.飲食文化： 

(1)主食為稻米，副食喜愛採 8 各類山菜及海菜等野菜，種類多 達八十多種。 

⑵喜愛生食蟹、烏魚。食用時，僅以鹽稍加調味，即可入口嚼 咀活吞下肚。 

(3)擅長料理海產食物，如酸緘魚、海膽、海參、海螺及海菜等，並以此佳餚作為平日 I 客食材。 

(4) 擅長以糯米釀酒，並製作各類糯米製品，如粽子、湯圓、紅 龜稞等。 

(5)依祭典齋戒飮食規範，將食物分為可食與不可食二大類。可 食食物有：海菜、蔬菜、海邊貝類及

山上的羌、鹿；不可食 者有：蔥、蒜、薑、韭菜及魚、雞、豬肉等。 

5,經典美食：生菜料理、青苔祥憩、鹽烤海產，以及糯米米食製 品。 

(十二)太魯閣族 

1, 分布地區：花蓮秀林鄉及萬榮鄉一帶。 

2, 社會制度：為母系社會，主要祭典為祖靈祭。 

3, 族群特色： 

(1)曾參與對日長期抗戰。 

⑵擅長狩獵、編織。 

(3)聖山為其精神圖騰。 

4, 飲食文化： 

(1)太魯閣族之飮食文化生活類似泰雅族，傳統主食為：小米、 玉米、芋頭、番薯、鳩麥、旱稻及高粱

等。  

(2)主要經濟活動除種植農作物外，尚有狩獵及捕魚等，並以此蔬菜、肉類為副食。 



(3)祭典時，每人手持竹棒插黏糕及豬肉等食物來祭祖靈，結束 後再當場食用畢，並在返家離去前須跨

越火堆，表示與祖靈 告別，再離去。 

(4)小米通常專供釀酒用，而不直接食用。  

(5)該族有分豬肉的習俗，在婚宴時，族人圍坐一圈，主人以 「抛」的方式來分送每位現場賓客豬

肉，若有人未被分到， 將會產生嚴重人際關係之破裂及後果， 

5,經典美食：香蕉飯、竹筒飯、香蕉糕。 

(十三)撒奇莱雅族 

1, 分布地區：花蓮境內花東縱谷北端的奇萊平原。 

2, 社會制度：母系社會，主要祭典有：播粟祭、捕魚祭、獵首祭 及收成祭（豐年祭）等。 

3, 族群特色： 

(1)日治時代將該族歸為阿美族的一支，直到西元 2007 年，始由政府正式承認此名稱。 

(2)該族有年齡階級之分，如在祭典中有為「長者飼飯」祝福典禮活動。 

(3)以漁業、狩獵、水耕維生 之族群。 

4, 飲食文化：該族飲食文化特 色與阿美族類似，唯其主食 是小米，並習慣於以手抓取 食物吃。 

5, 經典美食：烤山豬肉、粟 糕。 

 

 

 

 
 

 

  

豬肉為台灣原住民的經典美食 

(十四〉賽德克族 

1, 分布地區：花蓮卓溪、秀林、萬榮及南投仁愛鄉一帶。 

2, 社會制度：母系社會，主要祭典有：播種祭、收獲祭及捕魚 祭
。

 
3, 族群特色： 

(1)該族與泰雅族文化最接近，擁有七個村十二個部落，曾在 1930 年台灣「霧社事件」英勇抗日舉

‘山豬肉為台灣原住民的經典美食 



義，在 2008 年始經政府 正式列入台灣原住民族第十四族群。  

(2)該族人口約一萬多人，擅長音樂、舞蹈、狩獵，擁有獨特生 命禮俗觀，視 518 丨！1 為饉鳥。 

4, 飮食文化：主要糧食作物為小米及黍米，副食以野菜採集、獵 物及畜養為主。 

5, 經典美食：小米酒、燻烤山豬肉及溪魚。 

 

台灣原住民除上述十四族群外，在民國 103 年 6 月，政府另增列由 芻 5 族劃分出來的兩個族群：「拉阿

魯哇族」及「卡那卡那富族」，其 歆食文化與生活習慣類似鄒族，唯其分布地區有差異，說明如後： 

1.拉阿魯哇族：為台灣原住民第十五族群，人口約四百餘人，該 族聚居在高雄市桃源區高中村，部分散居那

瑪夏區及瑪雅區。 

2.卡那卡那富族：為台灣原住民第十六族群，人口約五百五十 人，該族主要聚居於高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

村和瑪雅村一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