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驗阿美風情
欣綠農園

「大家都說我是最像阿美族的漢人了！」欣綠農園的老闆朱進郎哈哈
大笑地說：
「真的是這樣啊，因為我出生時就是以阿美族的方式接生的。」
而他在馬太鞍溼地所經營的欣綠農園，也相當具有阿美族風情，來這
邊不但可以體驗部落傳統捕魚方式「巴拉告」、品嚐到石頭火鍋，還有豐
富的原味大餐，多項選擇，一次滿足。

欣綠農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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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阿美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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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蓋起魚房子
馬太鞍溼地是花蓮面積最大的
生態溼地，有著良好的伏流湧泉水
質，以及多樣化的生物種類。這邊
自古便是阿美族的耕種地區，獨特
的地形讓作物的產量不佳，但族人
卻發展出另一種的生產方式，那便
是巴拉告。
說到巴拉告 (Palakau)，真的非
常的有意思，它是阿美族傳統的捕
魚法，跟一般捕魚不一樣的是，族
人並非到處去捕撈，而是以竹筒、
九芎木幫魚兒蓋好一棟屋子，放在
池水當中，請魚來住，等魚兒們長
大之後再撈起來食用。
這種與世無爭的捕魚方式，其
實也相當具有現代的環境永續概
念，因為通常族人不會貪心多取，
也不會再到溪中強行捕捉，從中可
以看到部落面對大自然時的適度
退讓、節制克制，相當的具有生活
禪意。
時到如今，巴拉告已經很難看
得到，不過在欣綠農園卻能體驗得
到阿美族的傳統方式，讓人也能感
受一下族人的智慧。

左圖 : 農園位於美麗的馬太鞍濕地上。（欣
綠農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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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體驗可搭配
自己捕撈完魚蝦，隨即便可放
在石頭火鍋中烹煮喔！
如果有加選石頭火鍋體驗的
話，欣綠農園會以炭火將蛇紋石以
炭火 加熱 到 5、600 度以 上，放 入
竹筒中，湯會立即沸騰滾燙，裡面
的魚蝦自然也就熟了，非常原始自
然的湯頭。
這 邊的體 驗項目非常多樣，有
十幾種之多，包括了阿美族搗杜侖、
竹筒飯 DIY、野菜鬆餅 DIY、原住民
舞蹈表演及教授…等，可以按行程
長短來自由選擇搭配。

70

可能是選擇多樣化的關係，欣
綠農園的遊客相當多，而欣綠也專
業化到成立了自己的「體驗班」以
及「解說班」來培訓族人，讓他們
未來能以導覽解說或帶體驗來作
為職業。
朱 進 朗 便 相 當 自 豪，在 這 邊
接 受 培 訓 過 的 族 人，一 年 可 有
80~200 萬的年收入。欣綠賺錢了，
部落也多了收入，可說是「自己賺
錢、族人也賺錢」的休閒農園好案
例。

2
1

3

圖 1: 蛇紋石以炭火加熱到 5、600 度以上，放入竹筒中，湯
會立即沸騰滾燙
圖 2: 帶有濃厚原民氣息的石頭火鍋體驗

圖 3: 欣綠專業化到成立了自己的「體驗班」以及「解說班」，
讓族人能以導覽或帶體驗來作為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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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動手做
【巴拉告體驗】

Palakau Amis
Stream Fishing
Experience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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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拍打樹枝 所綑成的
筒子
Shake the individual
bamboo pieces.

巴拉告取魚三步驟：先放下漁
網，並解開竹筒
Blo ck the entr ance to a
stream cul-de-sac; Untie
the bamboo and reed
bundle (‘fish hotel’).

3

竹桶中的小魚小蝦全都掉了出來
All of the shrimp and fish living in the
‘fish hotel’ are ready to catch by net in
the enclosed cul-de-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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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告
在 阿 美 族 語 中，Palakau 就 是「幫 魚 做 社 區」的 意 思。
Palakau 通常有著三層的構造，由下往上分別為竹筒、九芎
木以及帶葉的棕梠樹枝。
這三層結構的魚社區，放在溪流中讓魚兒游進去棲息繁殖，
經過一段時間後再將九芎枝幹提出水面，裡面自然有著許
多小魚小蝦，而底層的竹筒則可能捕獲到鱔魚、土虱或鰻
魚等底棲型魚類。

建議行程
建議早上先到欣綠農園進行各種 DIY 活動，或是馬太鞍生
態文化導覽；中午就地在農園享用風味餐；下午則可去大
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騎自行車，度過開心的一天。

大農大

富

風味餐
D
巴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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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
電話：(03) 870-1861
地址：花蓮縣光復鄉大全村大全街 60 號
臉書：搜尋「馬太鞍 欣綠農園」
營業時間：上午 11:30 -下午 2:00、下午 5:00 -下午 7:00
體驗：
巴拉告捕魚體驗：每場 3000 元
石頭火鍋體驗及品嚐：每鍋 600 元
阿美族搗杜侖：每人 50 元 ( 需有最低消費 1000 元 )
竹筒飯 DIY：10 人以上，每人 100 元
野菜鬆餅 DIY：40 人以下，每人 150 元 ( 以上體驗活動最晚須在一天前
預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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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the Amis Way
Shin-Liu Farm

Sh i n -L i u Fa r m , a re sto re d
indigenous Amis wetlands area, is
tantalizingly close to Guangfu Train
Station and nestled in lush subtropical
jungle along the western edge of the
Rift Valley. These traditional wetlands
have been an important source of
sustenance for local Austronesian tribes
since time immemorial.
Today, Shin-Liu Farm and nearby
communities have reestablished the
area’s traditional role as an incubator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a rich source of
traditional, wild produce.
Palak au i s how al l A mi s
communities here once raised and
caught fish - before Chinese began
settling the are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Fish hotels’, intricately tied bundles
of bamboo pieces, reeds, grasses, and
sticks, are set into cul-de-sacs built into
streambanks.
These cul-de-sacs are left open
for fish and other stream life to enter
and take up residence. After sufficient
time has passed, the entrance to a
cul-de-sac is closed and the ‘hotel’ is
opened – providing enough catch for a
hearty family meal. Palakau is just one
example of how tradition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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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the Amis live sustainably and in
harmony within this ecosystem.
Nex t, the fresh catch is set in
a length of hollowed-out bamboo
with local wild vegetables, filled with
local spring water, and flash-heated
to 500 oC using superheated stones.
Shin-Liu Farm of fers an array of
indigenous experience activities, a
verdant environment filled with unique
native and endemic plant species,
and an immersive, not-to-be-missed
experience in the Amis’ Rift Valley
heartland.

+ DATA +
Tel: (03) 870-1861
Address: 60 Daquan Street, Daquan Village, Guangfu Township,
Hualien County
Facebook: search for “Sing Liu”
Hours: 11:30~14:00 & 17:00~19:00 daily
DIY:
Palakau Amis Stream Fishing Experience: NT$3,000 per event
Hot Rock Hotpot Experience: NT$600 per hotpot
Do-It-Yourself Amis Turon (mochi): NT$50/person; minimum
NT$1,000
Do-It-You rsel f Ba mboo-stea med R ice: N T$10 0/person
(10-person minimum)
Do-It-Yourself Wild Veggie Waffles: NT$150/person (40 people
or less)
Please book all DIY programs at least one day in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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