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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巴達是義大利語ciabatta，意指拖鞋，是帶脆皮的義大利
白麵包，與法式長棍麵包製作雷同。義大利每個地區都各有其

不同特色的麵包，但所有麵包材料都相當簡單，口味單純，常

見食用方式是直接沾橄欖油或紅醋醬，或搭配湯品，或切成對

半鋪上食材當成漢堡。巧巴達形狀有如拖鞋般，是義式麵包代

表性之一，將拖鞋麵包做成的三明治稱為帕尼諾。本配方因加

入在地紅龍果果泥，所以糆包體呈現天然淡紅色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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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數量

12個

材　　　料 烘焙百分比 重量(g)
米

糊
材
料

D80米穀粉 30 300

乾酵母 0.1 1

水 30 300

主

糰

材

料

D80米穀粉 70 700
食鹽 1.8 18
乾酵母 0.4 4
橄欖油 8 80

冰水
38 380

依天氣溫度調整水量

紅龍果泥 32 320
合計 210.3 2103

紅龍果乾 10 100
橄欖油 適量 適量

紅藜麥粉 裝飾 ∼

紅龍果米作巧巴達

＊每日營養素建議量之基準值：熱量2000大卡、
蛋白質60公克、脂肪55公克、碳水化合物320
公克、鈉2400毫克。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18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100公克
熱量 463.9 大卡 265.1 大卡
蛋白質 8.3 公克 4.6 公克

脂肪 6.8 公克 3.8 公克

　飽和脂肪 9.5 公克 5.4 公克

　反式脂肪 0.0 公克 0.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97.7 公克 54.3 公克

　糖 9.7 公克 5.6 公克

鈉 565.6 毫克 323.2 毫克

花費時間 難易程度

液種法；前一天60分鐘
★★

當天3小時30分鐘
＊製作難易程度：初級★

　　　　　　　中級★★

　　　　　　　高級★ ★ ★

主 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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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液種米 糊：將D80米穀粉、乾酵母及水攪拌成糰，室溫發酵30～60分鐘

後，冷藏8～12小時。

2. 主 糰：將D80米穀粉、食鹽、橄欖油和冰水等材料放入攪拌缸，以

「1速」打成糰 (捏起時粉不會飛) 後，改成「2速」打到 糰成糰，

不會黏手狀態，再依序加入紅龍果泥、加入液種米 糊攪拌拌勻，再

加入乾酵母以槳狀攪拌均勻，繼續打至 糰表面光亮後，測試 糰延

展程度。

3. 基本發酵放置室溫60分鐘。用手掌輕壓 糰，將 糰光滑面在下，

攤開 糰，分3等分，於中間放入紅龍果果乾；將 糰於1/3處輕輕捲

起，轉向再向下折壓，並堆疊 糰；於堆疊 糰上方，再放入紅龍果

果乾；將 糰轉動90度，再次於另一端1/3處輕輕拉起； 糰拉起向

下折壓，並堆疊 糰；堆疊 糰分2等分， 糰上方再均勻放入紅龍

果果乾；續將 糰拉起往前折壓，並堆疊 糰，以手掌按壓 糰的接

合，放置於烤盤上。

4. 中間發酵置於室溫60分鐘。

5. 糰放於灑上米穀粉的工作檯上，以手掌根部輕輕按壓， 糰壓平呈

現長方形； 糰邊緣歪斜，以切刀切平整合形狀，以切刀尖做出記

號，分切成12等；分割 糰重量175 g /個×12個。

6. 最後發酵：28℃、濕度75%，30分鐘，將發酵帆布折出山形，並將

拖鞋 糰放置於凹槽處。

7. 由於後發酵 糰容易變形，以右手輕拉帆布端，使拖鞋 糰翻轉落在

左手掌心，再將反面 糰排列於烘焙紙置於網架上，以料理刀割出切

痕，於 糰上方再篩灑上藜麥粉。

8. 烤箱先預熱，並將鋼碗放入煮沸水製造蒸氣，烤箱烘烤上火230℃/下

火220℃，時間22～24分鐘。

9. 出爐後，置於成品架放涼即可。

製作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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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糰 (攪拌)

液種 糰 (攪拌)

基本發酵

泝液種製作，先酵母加水混合

後，再倒入米穀粉

沴以刮刀畫圓混拌均勻，刮落

沾黏於鋼盆的 糰，室溫發

酵30∼60分鐘後，冷藏8∼
12小時備用

沊發酵完成液種

沝除了酵母外，先將麥芽精和

冰水混合，再將所有材料包

括橄欖油加入攪拌缸中攪拌

沀加入紅龍果泥、加入液種

糰攪拌拌勻，再加入酵母以

槳狀攪拌

泞確認均勻網狀結構，拉出

薄膜

1 2 3

4 5 6

泍基本發酵至2倍大

9

洰基本發酵於室溫60分鐘

8

泀 糰攪拌光滑，放置於

烤盤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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炔中間發酵：室溫60分鐘

主 糰 (包餡)

中間發酵

泇 糰翻面壓平，攤開 糰，

分3等分，中間放入紅龍果
果乾

沰將 糰於1/3處輕輕捲起，
轉向再向下折壓，並堆疊

糰

泹於堆疊 糰上方放入紅龍

果果乾；再將 糰轉動90
度，再次於另一端1/3處拉
起 糰向下折壓，堆疊 糰

泏堆疊 糰分2等分， 糰上

方再均勻放入紅龍果果乾

泩 糰拉起往前折壓，並堆疊

糰

泑再次堆疊 糰，以手掌壓

平，將 糰置於烤盤

炘中間發酵至2倍大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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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型 (分割，拖鞋形狀)

整型 (灑粉，割紋)

最後發酵

烤焙 成品

炅 糰放於灑上米穀粉的工

作檯上，以手掌根部輕輕按

壓， 糰壓平呈現長方形

炓 糰邊緣歪斜，以切刀切平

整合形狀；以切刀尖做出記

號，分切成12等分

炆分割 糰重量175 g /個
×12個

炄將帆布折出山形，將拖鞋

糰放置於凹槽處

炑最後發酵：室溫30分鐘 炖以右手輕拉帆布端使拖鞋

糰，翻轉落在左手掌心上

炂反面 糰移至烤焙紙上 炚藜麥粉置於篩網，灑在拖

鞋 糰上

炃以料理刀割出切痕

牪烤箱先預熱，將鋼盆放入

煮沸水製造蒸氣

狖烤箱烘烤上火230℃/下火
220℃，時間22～24分鐘，
烤焙時鋼碗內放入沸水放置

烤箱內，使製造蒸氣

狋紅龍果米作巧巴達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