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火山的豆腐
大自然體驗農家

自己親手做過泥火山豆腐，就知道花蓮為什麼花蓮的體驗這麼值得
來，因為在地、原味，又醇厚。

有故事的豆腐
說 起泥火山豆 腐，那故事可長
了。
據說日據時代末期，來到羅山
的日本人，發現到可以用泥火山泉
來做豆腐，之後居住在這邊的台灣
人才知道，原來泥火山泉可以凝結
豆腐啊！大自然體驗農家的第二代
林淑萍表示，豆腐最早在漢朝出現
時，是以石膏來凝結，因此長久以
來中國多是以石膏來做為凝結劑，
反而是日本人發現到泥火山泉也有
此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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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後，羅山家家戶戶便都
以泥火山泉來製做豆腐了。當時農
家為了準備餐點給辛苦的耕種者，
都會自製豆腐來加菜，因此做豆腐
成為這邊居民都會的絕活。
但 在 50 年 代 之 後，商 業 逐 步
發展，加上人口外移，就連羅山自
己也遺忘了這種純樸的食材。直到
92 年羅山進行社區營造，才又找
出這項絕活，恢復中斷了 40 多年
的樸實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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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簡單的點綴，便讓豆腐看起來美味可口。( 大自然體驗農家提供 )
圖 2: 大自然體驗農家的第二代林淑萍

圖 3: 泥火山豆腐以及其他附加產品，豆漿、豆花以及豆腐乳。( 大自然
體驗農家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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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單純原味的泥火山嫩豆腐。（大自然體驗農家提供）)
3

圖 2: 品嚐時間。除了泥火山豆腐外，還搭配之前煮出來的原汁原味有機豆漿
圖 3: 蹦開的花蓮一號黃豆。( 大自然體驗農家提供 )

豆香味濃有原因
來到這邊體驗，製作過程完全
依照傳統方式，磨豆、熬煮、濾渣、
壓模，過程全由自己動手，然後一
塊濃厚豆香的豆腐就出現在眼前。
很多人都會感覺欣喜，沒想到自己
也能做出一塊豆腐來！
這種手做的豆腐，上面只要放上
一點醬油，就好吃得不得了，這是
有原因的。
原來湧泉的天然鹽滷不像人工
凝結劑那麼容易讓豆腐成形，因此
必須要用到更多的黃豆。「湧泉鹽
滷的鎖水性較差，製作時需要比較
多的黃豆，大概比一般加石膏的量
要多上一倍。」林淑萍說就是因為
這樣，泥火山豆腐的豆香味濃厚，

而且湧泉的鹽滷也會將豆子的甜
味帶出來，「完全沒有苦澀味，香
氣跟市售的豆腐完全不一樣。」
其實，泥火山豆腐之 所以好吃
還有一個重要的點，那便是所用的
黃豆品種，是豆香味超濃的「花蓮
一號」。由花蓮農改場育成的「花
蓮一號」，豆香味比一般品種更為
香濃，這點在豆漿上便表現明顯，
當然，這優秀的品種也讓泥火山豆
腐表現傑出了。
林淑萍便這樣形容他們家的豆
腐：
「口感 Q 彈，豆香味非常濃郁！」
很想自己動手做出豆腐來吧？那就
抽空來一趟羅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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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大自然體驗農家外觀，樸拙可
愛

圖 2: 泥火山泉剛取回時呈現灰濁
狀態 ( 圖左 )。 而在沉澱一星期之
後，就會如同開水般樣貌了（圖右）
圖 3: 日據時代留下的磨豆石磨，如
今仍能使用，遊客都很喜歡體驗自
己磨豆一下
圖 4: 外國遊客對於以古老的石磨
來磨豆，都感覺新奇又有趣
圖 5: 泥火山豆腐創造出不少的產
值，可說是一塊塊的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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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動手做
【泥火山豆腐】

+DIY+
‘Mud Volcano’ Tofu

1
磨好的豆漿倒入大灶中熬煮，必須
不斷翻攪以免燒焦，煮沸後則要將
殘渣給濾掉
Pour stone-ground soymilk into
large wok; Stir constantly and
bring soymilk to a boil; Skim
the particulate that rises to the
surf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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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泥火山滷水，豆漿便會開始凝
結，接著用紗布過濾後，放進方形
的板模裡
Gradually add a suf f icient
amount of clar if ie d alkaline
water (from the loc al mud
volcano) to the boiling soy milk
to completely separate the soy
curd (solids) from the whey (clear
liquid); Scoop the curd into a
fine cloth and set into a wooden
box mold.

3
蓋上模板，並用力來壓模
Place the wooden cover on top
of the mold and pres s down
using your bodyweight.

4

紮實綿密的泥火山豆腐出
現了
Fre sh , h ealt hy, an d
delicious ‘mud volcano’
tofu is ready to demold,
slice, and eat in just a few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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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山泥火山
羅山的泥火山是怎麼產生的呢？非常的有意思，據了解，幾
億年前當台灣的版塊遭受擠壓時，海水被夾在斷層當中了。
而海底同時有著天然氣，當天然氣將斷層給衝破時，本來
被包在中間的海水便給擠壓上來，因此形成了泥火山。
就因為它本來是海水，因此泉水裡富含礦物質，而其中的
氯化鎂，有著凝結的功用在。此外，泥火山泉是通過岩層而
出來的，因此呈現灰濁狀態。居民使用之前，通常需要先沉
澱一星期，煮過之後才能使用。

建議行程
如果有一整天可以待在羅山的話，建議早上
先過來進行泥火山豆腐 DIY；中午可前往溫
媽媽家用餐；下午的話，則可前往雞鳴園做
炒米香 DIY，這樣羅山幾個重點的活動都體
驗到了，相當充實。

炒米香
風味餐
豆
泥火山
88

腐

+ DATA +
電話：（03）882- 1352
地址：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村 12 鄰 58 號
臉書： 搜尋「羅山大自然體驗農家」
營業時間：9：00 ~ 17：00 daily
體驗項目：
泥火山豆腐 DIY：4 人以上，每人 250 元。（實際價格須再與店家確認），
至少需於前一天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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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canic Brine Makes Exceedingly
Tasty Tofu
Big Nature Farm

Owner-operator Cliff Lin manages
the entire production process, from
planting (‘Hualien No. 1’ variety) all
the way to harvesting, sun drying, and
grinding the beans into soymilk and
then to making tofu, batch by batch.

Tofu has a venerable history in Asia
stretching back over two millennia.
It is widely used in both vegetarian
and non-vegetarian dishes, imparting
complexly satisfying texture, important
nutrients, and a mild and pleasant
flavor to prepared foods.
Manufacturers today have
developed many different ways to
produce tofu on a commercial scale.
However, small-scale operations that
make their tofu in small batches using
locally grown and sourced ingredients,
w h i l e f e w a n d f a r b e t w e e n , a re
enthusiastically sought out by healthconscious consumers.
Big Nature Farm in Fuli Township’s
Luoshan Organic Village is a familyowned organic soybean farm that
upholds the finest traditions of smallbatch tofu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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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akes Big Nature Farm’s tofu
even more special is its use of deepearth alkaline water from nearby mud
volcanoes. The clarified water is the
mineral-rich catalyst that transforms
Big Nature’s organic soymilk into
healthfully delicious tofu. Pure and
simple – nothing else required or
added! Using this naturally alkaline
water avoids the ‘bitter’ flavor notes
common to commercial tofu (due
to the latter’s use of g y psum as a
congealing agent).
However, it also requires using
more soymilk,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ly
more soy goodness in each serving of
Big Nature tofu. Join Cliff in the Mud
Volcano Tofu DIY activity to try your
hand at traditional tofu making, and
enjoy the delicious ‘fruits’ of your labor
afterward!

+ DATA +
Tel: (03) 882-1352
Address: No. 58, 12 Lin, Luoshan
Vi l lage, Fuli Tow nshi p, Hualien
County
Facebook: search for “bignature58”
Hours: 09:00~17:00
DIY:
‘ Mu d Vo l c a n o’ To f u D I Y :
NT$250/person (groups of 4 or more
please); Discounts for large groups;
Please reser ve at least one day in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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