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草地懷抱中的白米
天賜糧源

這是一個可以在大自然的懷抱中，舒服愉快地了解稻米的好地方。

無敵美景大草原
花蓮最南方的一 個鄉，土地肥
沃、盛產稻米。富里有機米產銷第
十六班將他們的品牌取名為「天賜
糧源」，有著敬天謝地的含意，誠
懇感謝地面對土地的賜與。
天賜糧源很幸運地擁有獨天獨
厚的地理位置，遼闊的巨大草地可
以讓小朋友在上面奔跑打滾，就連
大人看到了這片無敵美景，也只有
讚嘆的份。在這麼遼闊的地方，可
以親眼看到稻米，從前面的生長到
後面加工的整個過程，對稻米的印
象一定會相當深刻。

不過天賜糧源想做的，不光只
有把稻米介紹出去而已，他們還有
理想，希望能改變老舊的農村。
農三代 鍾雨恩在 返 鄉之後，不
久便發現他們的班員，除了種稻之
外，每個幾乎都有著第二專長，例
如有開菸樓民宿的、有會古老手工
製被的、會做泥火山豆腐的、做麵
包的、做客家花布袋的…他因此便
串連起了這些特點。如果遊客想到
富里旅遊，並事先打電話給天賜糧
源，他們可以幫你安排好滿滿地在
地體驗行程，讓你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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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與其他領域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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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合作」是他們現在正努
力嘗試的，試著把農業與藝術、科
學、音樂…等不同領領域的融合，
看看會出現什麼效果？

來參加的民眾或許只是想聽聽
音樂、或是在市集中逛逛，但無意
間也認識了富里這個稻米故鄉，並
留下美好溫暖的印象。

其中比較明顯的是每年秋天在
大草地舉辦的「穀稻秋聲音樂節」
，
目前已 邁 入 第 5 年，而去年 則 有
7000 人次參與，「連我自己都沒想
到能夠做到這樣。」鍾雨恩說，最
早的時候，他們只是為了解決產銷
平衡而舉辦了市集，但怕來的人太
少，因此加上音樂元素，沒想到一
年辦得比一年盛大，現在幾乎成了
富里地區的年度盛事。

「農業不應該只有一種面向，
而應該是有趣地呈現。」農業年輕
的一代，以他們創新的角度傳遞訊
息，希望讓更多人更為友善農業。
而越 來 越多的人，也開始習慣
將每年 11 月的第一個周末空出來，
前往富里分享秋收的喜悅。你是不
是也應該開始計畫，來一趟富里的
稻米的深度之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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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水稻與山景融合為一，渾然天成的美景
圖 2: 天賜糧源的基地前身是為舊糖廠

圖 3: 農業年輕的一代，以他們創新的角度傳
遞訊息

圖 4: 農業與藝術的結合。可愛的插畫讓小朋
友更有興趣了解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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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穀稻秋聲一年辦得比一年盛大，
現在幾乎成了富里地區的年度盛事
圖 2: 在室內就可以居高臨下的看到天
賜糧源稻米的後製加工情況

圖 3: 天賜糧源經常帶著學童進行食農
教育
圖 4: 天賜糧源的產品

1

前往大草地上的野餐墊上，在微風
吹拂下，聆聽食農教育的相關故事
Guests will learn the stor y of
Manna and Fuli’s rice countr y
o u t d o o r s , a m i d s t M a n n a ’s
incredibly scenic surrounding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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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室內，在 透明塑 膠瓶
上自由彩繪
In Manna Studio,
decorate your personal
PET bottle.

Rice milling
Experience

自己動手做
【碾米體驗】

3
瓶內裝上剛碾完的米
Fill your bottle with freshly
milled Manna rice.

4
完成屬於自己的米
Cap it up and take your rice
home with you. E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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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里土壤
富里目前為全台有機種植面積密度最高的鄉鎮，因為本身
就有著好山、好水，好土壤。富里的土壤屬性為黑黏土，裡
面的微生物、礦物質豐富，老一輩的人都認為，黏土種出來
的稻子品質會比較好。

好像真的是如此，富里米在日據時代就曾被指定為朝貢日
本天皇的御用米；而如今，米的品質與旁邊的池上不相上下，
都是一等一的好米。

建議行程
來富里想玩一天或是兩天都沒問題，因為
天賜糧源會幫你規劃。建議當天早上可前
往天賜糧源基地進行 DIY 活動，下午則可
選擇富里街區導覽，或是泥火山豆腐 DIY，
或是前往吉拉米代看梯田及古老水圳。行
程可自由搭配，但須一個禮拜前聯絡。

富里街
吉拉米

區

代

豆
泥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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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
電話：(03) 883-1789
地址：花蓮縣富里鄉永豐村永豐 25-1 號
臉書：搜尋「天賜糧源」
營業時間：8：00 ~ 17：00
體驗：
碾米體驗：10 人以上，每人 200 元，至少需一天前預約。
米食體驗：內容包括產地導覽，以及自己動手做飯糰或壽司。10 人以上，
費用每人 300 元，須提前一個禮拜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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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 Fields & Stunning Scenery
Manna

Manna is the ongoing realization of
the dream of third-generation (and still
young) local rice farmer Yu-en Chung.
Manna is blessed in many
ways. One of these is its gorgeously
picturesque setting. Manna’s small
processing facility is couched amidst
verdant r ice paddies that car pet
the landscape al l the way to the
impenetrable heights of the ruggedly
beautiful Coastal Mountain Range.
There is also a football-pitch-sized lawn
next door that is perfect for spending a
lazy, enjoyable afternoon.
Another way that Manna is blessed
is its multitalented team of young
farmers from the area who, apart from
farming , are weavers, tofu makers,
baristas, bakers, Hakka cloth artists,
and so much more. Stop by for a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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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you may find yourself lingering
much longer than you planned with
this gregarious and ver y sociable
community.
At the core of Yu-en’s plans for
Manna is rural renaissance. Manna
and Fuli’s young-farmer coalition are
spearheading local efforts to animate
the ‘back to the farm’ youth movement
and to draw more visitors to the area
by creatively infusing artistic, scientific,
and musical elements into the modernday rural lifestyle.
A cornerstone of this effort is the
annual Fuli Harvest Music Festival held
every November – an annual outdoor
blowout of live music, local art &
artisans, and fun for all ages. The festival
is free and open to all. We hope you
make plans to join us this November!

+ DATA +
Tel: (03) 883-1789
Address: No. 25-1 Yongfeng, Yongfeng Village, Fuli Township, Hualien County
Facebook: search for “manna983”
Hours: 08:00~17:00 daily
DIY:
Hands-on Rice Milling Experience: NT$200/person (groups of 10 or more
please); Please reserve at least one day in advance.
‘Rice Life’ Experience: NT$300/person (groups of 10 or more please);
includes guided rice field & processing facility tour and a DIY rice dumpling or
sushi activity; Please reserve at least 1 week in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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