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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里山製作－台灣生態農業學習指南

場域     近山聚落

2

花蓮．豐濱

復 興 部 落

吃到一口來自部落土地的飯

原鄉作物的復興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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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花蓮海岸山脈東側的新社村，2900 公釐的年雨量，年復一年沿著森林、溪流一路流經中下游

的部落與良田，匯集後朝著最後的盡頭——太平洋奔馳而去。天然的地理氣候條件，讓這裡成了

實踐里山的良好場域；而分處上游與下游的兩個部落：靠水源頭、以阿美族為主的復興部落，以

及靠出海口、以噶瑪蘭族為主的新社部落，豐富的農業與人文內涵，更是使這個地方從自然環境

到人文生態，一氣呵成達到「森川里海」的尺度。

2016 年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李光中副教授，與花蓮農改場攜手相關的政府單位與在地組

織，成立了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森 - 川 - 里 - 海」多元權益關係人參與平台，致力於推動新社村

的生態農業、水田復耕、地景多樣性營造等等實踐永續農村的行動。復興部落總幹事張慧芬提到，

部落走上里山發展，源頭就從這裡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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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年輕生命 從沒有一根香菸開始

本身是太巴塱部落阿美族人的張慧芬說，當

年對部落的具體印象就是「沉悶而毫無生

氣」，但在這樣看似毫無作為的老人部落，

竟然在推動無菸計畫，這令她非常好奇，因

為過去在她的生長環境，菸酒檳榔幾乎是原

住民族日常所需，復興部落要如何戒除呢？

復興部落是在 2006 年成為全台首例的無菸部

落，耆老王明源與衛生所合作推動無菸環境，

部落生活公約明訂拒菸、拒酒、拒檳榔，要

求族人、訪客一律遵守，卻也引起在外地工

作的族人反彈，甚至挑明「那我們就不回來

了！」有些老人家聽了果然動搖，擔心在外

地的子女真的不回家了，但是王明源不放棄，

動之以情說之以理，無論如何就是要族人戒

除菸酒檳榔。

張慧芬說，每一次做告別禮拜之前，王明源

阿公總是會先告訴大家，不要再傷害自己的

身體了，不要再讓白髮人送黑髮人了，這樣

實在太難過了，以後還有誰能送老人家呢？

面對「躺著回來的年輕人」，部落老人非常

感傷，這樣的例子多了，推動無菸部落的決

心也更強烈了，不僅形成復興部落的共識，

更希望慢慢影響到其他部落，讓所有土地上

呼吸的人，都能得到新鮮空氣。

攜手部落老人 歡迎眾人回家

張慧芬看到部落族人的改變，感動之餘也受

到啟發，正逢當時同為新社村住民的噶瑪蘭

族正在舉行復名運動，她心想，我應該也為

阿美族做些什麼才對！ 於是她申請協會做社

區營造，向公部門找資源，所有事情一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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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學，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終於成立「花

蓮縣阿美族社區營造協會」。承擔總幹事的

重任，張慧芬帶著部落老人學做編織袋、學

中山琴、拉二胡，更不時帶著他們外出參訪

觀摩。 

此後，張慧芬更進一步推動「深度之旅」，

由部落長者擔任解說員，帶遊客去山裡採摘

野菜、吃風味餐，磨米做杜侖（阿美族手工

麻糬）。無菸部落的聲名遠播，活動和遊客

為部落帶來了經濟收入，但為了不讓上了年

紀的阿公阿嬤太累，一個月只接兩團預約遊

客，以不干擾部落居民的生活作息為前提。

隨著這一連串的活絡，老人們重拾了編織技

藝、得到更好的生活品質，也有了餘力動手

整理先祖留下來的土地，讓曾遭受土石流侵

襲，被亂石與雜草淹沒的耕地再次復甦。

水梯田復耕 終於嚐到一口自家米

復興部落的好景色，固然能吸引遊客來訪，

但是只做觀光收入仍太少，最重要的還是趕

緊恢復耕地。而想要復耕，第一步是重修水

圳，張慧芬於是向農委會申請農村再生計畫，

由水保局進入部落來舉行規畫協調會，分別

持有農地的三十多戶族人，也都贊成水圳疏

通，早日開始種植農作物。然而張慧芬笑說，

雖然出生在農家，對種田的知識卻很不足，

加上氣候變遷，很多以前的耕種方法，現在

也不適用了，於是向花蓮農業改良場尋求協

助。

花蓮農改場除了根據梯田狀況給予建議，也

提供有機耕作水稻栽培技術，並開設課程教

部落老人們復育水梯田，但是阿公阿嬤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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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講義就為難了，因為「字怎麼這麼多？！」

張慧芬只好幫忙「翻譯」，講義的內容就是

「回到從前種稻的方法」，不施農藥，不用

化肥，就連苦茶粕也沒使用，因為不怕福壽

螺來啃秧苗，只怕福壽螺死了連其他生物也

會死，所以寧可徒手抓，也不要傷了其他迴

游生物的活命機會。而一些以前習慣使用農

藥的老人，一看到草長高了就受不了，嚷嚷

著要噴農藥除草，逼得張慧芬再三叮嚀：「人

要呼吸，其他生物也要呼吸呀！」這才成功

說服了老人。

辛苦克服各種難關終至復耕的水梯田，第一

期稻作的收成卻不理想，然而張慧芬不氣餒，

她將碾好的白米，拿來部落共餐，阿公阿嬤

們吃得很開心，因為有好久好久，沒有嚐到

自家土地種出來的米！所幸在花蓮農改場的

協助後，第二期稻作收成明顯變好了，不僅

提供阿公阿嬤共餐，還可以拿出去市集擺攤

銷售，有時也賣給來訪的遊客。張慧芬聽阿

公阿嬤說，復耕以前梯田有種芋頭，山豬和

猴子都會來光顧，現在種水稻，有一半還是

會被山豬與猴子破壞，但是依然堅持不用藥，

看到田裡有尖尾螺出現，心裡反而更踏實。

花蓮農改場幫忙 尋找原鄉的滋味

水梯田復耕之後，張慧芬也想把以前部落的

作物復育，因此向花蓮農改場尋求建議。於

是農改場開辦了「原民特色作物栽培管理

班」，除了增加原民作物的價值，也導入有

機友善的耕作，強調優良生態環境，並融入

人文特色。推廣的作物以原民特色作物為主，

包含台灣藜、豆類、野菜、紅糯米、油茶等等，

花蓮農改場派出作物栽培、土壤肥料、植物

保護等領域的研究人員來授課。

除了有系統地介紹栽培技術、土壤和肥培管

理、病蟲害防治、保種及繁殖等主題，也融

合有機栽培技術及肥培、病蟲害防治資材應

用等專業知識。復興部落的耆老們，有的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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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巴塱部落來，有的從瑞穗，更有遠從台東

來聽課的，不過貼心的張慧芬通常會自己先

學會了，再說給阿公阿嬤聽。張慧芬也提到，

復耕行動勾起耆老們的共同記憶，是一種稱

為 FANOM 的糯米，這是最頂級的旱稻種子，

因此未來，也想藉由花蓮農改場的「稻作研

究室」去找尋這樣的作物，期待有朝一日可

以重現復興部落。

回歸從前的樣子 生態永續的初衷

2006 年成立的「森 - 川 - 里 - 海」平台，則

更進一步以實踐里山倡議為目標，推動新社

村的水梯田環境復育，開創里山環境保育，

而里山倡議的願景，謀求兼顧生物多樣性維

護與資源永續利用之間的平衡。具體內容包

含保全土地健康、活用自然資源、發揚農村

／原住民部落傳統智慧、促進社區本位的群

策群力、活絡社群／經濟等五大面向。

張慧芬說，平台共有五大面向、38 個工作項

目，每一個項目都有負責執行的公部門單位，

例如跟水有關就找水保局，農業需求就找花

蓮農改場，兩個月開一次小平台會議，由東

華大學、公部門一起到部落來開會；半年再

開一次大平台會議，民間團體、鄉公所、縣

政府等相關單位的首長也一起加入。

不過，「森 - 川 - 里 - 海」多元權益關係人參

與平台，這麼「新潮」又「落落長」的名稱，

部落耆老真的可以理解嗎？張慧芬坦言，平

台項目之多，一開始連自己都跟不上節奏，

更別說部落裡多數八十歲以上的老人，還好

李光中教授向主管單位溝通之後，終於緩下

腳步來，讓部落得以用最純樸、最自然的方

式，慢慢發展成「從前的樣子」。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提供）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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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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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部落像蝸牛一樣慢慢爬了 12 年，從推動

無菸部落到實踐里山倡議，至目前的「森 - 川 -

里 - 海」平台，復興部落的老人更老了，年輕

人也沒有以飛快的速度陸續回鄉，但張慧芬

不灰心，她用行動力證明，復興部落不僅復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提供）

甦了傳統作物，更重要的是，拿掉了多餘的

人工設施，讓部落回歸到原始的生態樣貌，

又能兼顧農民的生產與生活，這不就是真正

的里山精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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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

主要族群  阿美族

交通方式

沿台 11 線行駛至 45K 處，轉往復興產業道路約莫 1 公里即抵達部落。小叮嚀：進

入部落後，請遵守部落公約，記得熄菸哦！

復興部落擁有山林、水道、農田與聚落等複合地景，適合發展「里山倡議」

精神

2006 年成為全台第一例無菸部落。

2015 年在東華大學學生的推動下，舉辦了「復興結」，此後成為部落節慶。

2016 年水梯田復耕，採取有機耕作，兼顧棲地生物多樣性。

2016 年組成「森 - 川 - 里 - 海」生態農業倡議的多元權益關係人參與平台。

  【關於復興部落】

苦茶粕

苦茶粕是苦茶籽經過榨油後剩餘的籽肉，遇水會溶

解出大量皂鹼，是蝸牛、蛞蝓、福壽螺、蚯蚓的剋

星，是農田常用的防治資材。

Lama 米

復興部落水梯田種植的稻米，不施化肥不用農藥，

還是用最純淨清澈的水源來灌溉，產量少、口感

好，取名為「Lama 米」。Lama 是一種生長在純淨

溪水裡的藻類，形狀像髮菜，是阿美族喜歡的美

食。

尖尾螺

一種生存在東部小溪流或農田灌溉渠的螺類，對環

境敏感度高，只能生活在乾淨的水裡，因此被視為

環境指標，代表所在地的水質純淨沒有汙染。

復興結

2015 年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師生到此駐村近

兩個月，發現部落沒有年輕人，因此展開一系列返

鄉計畫，以「復興結」為主題，打造一雙巨型草鞋，

廣邀外地遊子回來過父親節，此後復興部落每年

舉辦，是專屬於復興部落的「復興結」。

豐濱水梯田與阿美族

豐濱水梯田與阿美族文化密不可分，最早可追溯

至清領時期，是花東海岸常見景觀，有水田的族

人委託沒有水田的族人幫忙，巡水路、維護水圳

等工作，收成致贈稻米做為報酬。水梯田裡有許

多生物，如青蛙、田螺、泥鰍及鱸鰻等，以往都

是阿美族的加菜來源。1979 年水路失修，梯田逐

漸荒廢，2010 年林務局開始推行「重要農業溼地

生態保存與復育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