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尋根之路 與米86共好
部落過去因位處偏遠而交通不便、人口稀少，部落耆老們希望後代子孫乃

至家鄉一切事物能夠日益興盛，因此將部落命名為 -織羅 (Ceiroh)，期許部

落能源源不絕，延續且滿溢出去。

 透過團結的力量，讓織羅部落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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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同返鄉－織羅部落

早期，部落的長輩多從事農耕等一級

產業，而在大量進口農作進入台灣市場，

快速地取代人力密集的傳統農作後，造成

部落工作機會迅速萎縮，多數老人家希望

自己的下一代能早日到大城市找工作，尋

求更好的發展，張秀美的父母也是。在國

中畢業後，就被送到台北讀書、就業，這

一晃眼就是 16年，人生有大半的時間都是

在異鄉度過，雖然滿足了經濟需求，心靈

卻感到空虛，也許是大城市超快速節奏的

壓力使然，和丈夫求子之路一直不順利，

這時得知家鄉的雙親健康出了狀況，一個

轉念，兩人便決定攜手回鄉，這一待，就

是 11年。

鄉土保健食材 -葛鬱金
張秀美剛回鄉時先是在部落的文化健

康站工作，和先生一起承接原民會的重點

部落計畫，當時經過幾次部落會議討論，

選擇適宜在沙地種植，肥料需求低、病蟲

害少，栽培上幾乎不用管理，適合作有機

栽培的葛鬱金 (Alida)作為部落產業發展重

點。

「葛鬱金曾經是家家戶戶在田間一隅

種植，甚至拿來當綠籬的作物，在老人家

的記憶裡，平常不會食用，要生病時才會

吃，為傳統的保健食材」

冬季採收的葛鬱金纖維較少，可鮮食，

到了春天纖維變粗，產量也加倍，這時便

可以加工製粉，是早年太白粉的原料，與

蓮藕粉性質相似，加工方式也雷同，是糖

果、餅乾、布丁或果凍的天然添加物。

回鄉之路，米 86/mipaliw/互助
剛返鄉時收入不穩定，部落也不斷出

現反對聲音，承受著無形壓力與心情起伏

的狀態持續了三年，直到東華大學創新育

成中心輔導成立「織羅葛鬱金企業社」，

張秀美夫婦和一群北漂返鄉的部落青年共

組米 86團隊（阿美族語〝mipaliw〞為互

助之意），運用春日國小閒置空間打造產

業推廣中心「春日禮辦供處」，以部落產

業與文化作為營運主軸，並開始規劃串聯

一系列的部落景點遊覽、特色餐點、農事

DIY等客製化體驗活動，吸引不少遊客來

部落參訪，部落看到團隊做出成果，也開

始回饋社區，逐漸從觀望的態度轉成認同。

因葛鬱金栽培困難不高，起初，企業

社收購部落老人家們少量種植的葛鬱金，

面積慢慢從 2分地擴大到 3公頃，也使得

銷售端出現了壓力，張秀美和米 86團隊在

專業陪伴師劉威忠教授建議之下，購置加

工機器—洗漿粉、震篩機，提升葛鬱金加

工製粉的產能，也積極研發各種加工品、

伴手禮，並於 105年開辦 Alida葛鬱金節，

藉由各項農事體驗、手工搓粉、葛鬱金果

凍 DIY等活動，吸引消費者前來認識葛鬱

金這項特色作物，葛鬱金節至今已辦理第

四屆，織羅部落的體驗活動已是遠近馳名，

許多公司團體慕名而來；未來將調整和周

邊社區如高寮、松浦的農友契作，由米 86

負責行銷，更希望未來葛鬱金能發展為花

蓮的精品級伴手禮。

 葛鬱金糕，製作過程簡單方便、成分天然，
是大小朋友都喜愛的體驗活動。

 米 86團隊意象圖。水稻、葛鬱金象徵當地
特有作物。

 葛鬱金，洗淨後表面光滑呈白色，含有豐富
的纖維質 ，是早期製作太白粉的原料。

 葛鬱金主要食用其根莖的部位，為多年生植
物，葉片枯黃後，即可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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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稻米會跳舞

織羅部落另一個主要生產作物為水

稻，每到收穫季，一望無際的稻浪是縣道

193最美麗的景色，只是部落栽培仍以慣

行農法為主，張秀美表示現在市面收購的

穀價低，而施作用農藥、肥料成本也不低，

不如做有機，自產自銷雖然有壓力，但較

能主導銷售的時程和模式，且能兼顧織羅

的自然環境與孩子們的安全飲食。

「張秀美發現改作有機耕作以來，稻

田裡昆蟲變多了，她常常帶孩子到田裡玩，

玩著玩著，孩子開心的唱起歌，看著孩子

自由自在地手舞足蹈，那真是人生一大樂

事」

稻米收穫後，張秀美的先生將有玉里

米產地標章認證的稻米，結合糙米、小米、

紅糯米、黑糯米等，以原住民傳統文化和

在地特色為主軸創作米彩繪，原意是想吸

引孩子的注意，第一版還是Hello Kitty呢！

因礙於版權問題沒上架，後續發想出帶有

原住民圖騰、台灣地圖、台灣黑熊、齊柏

林田區大腳印等彩繪，開發自有品牌「舞

米」，問她發想何來？原來是來自孩子的

童言童語，有次和孩子們於稻子抽穗時節

在田間玩耍，一陣風吹來，稻穗迎風搖曳，

孩子們看見了也舉起雙手搖擺著說：媽媽

你看，稻子好像在跳舞呢！由此，「舞米」

便成為了織羅稻米的品牌。

部落傳統文化的傳承

為了強化與傳統文化的連結，米 86團

隊將觸角延伸到部落的學校，將文健站耆

老們的生活智慧，如葛鬱金種植與加工、

認識野菜、魚網編織、傳統舞蹈等阿美文

化技藝與知識傳授給孩子們，甚至邀請耆

老們直接到校擔任講師，由米 86團員翻

譯，便是希望年幼的孩子們能不忘本，延

續傳統智慧的生命力。

「張秀美是米 86成員之一，同時也是

文健站志工、天主堂秘書、家族事業行政，

身兼數職的她還是三個孩子的媽，每天都

有不同的工作在等著她，但是談起部落孩

子的教育，她心裡仍是充滿期待！」

張秀美一路走來，不論是做有機耕作、

推廣部落產業、還是食農教育，出發點都

是為了孩子，當年毒澱粉事件讓她大為震

驚，因她讓孩子盡情吃的點心布丁竟是有

害健康的產品，因此理解到有機、安全食

材重要性。談起最近的重心，她將規劃在

部落籌備一個全族語的學校，由米 86基金

支持，佐以募款支應，期望能建立家鄉青

年人自信，透過穩固部落產

業，同時進行文化傳承、紮

根教育，增加部落的工作機

會，期盼能讓越來越多青年

人回流，返鄉定居，打開在

地創生之門。 種植有機水稻後，因沒有有害的化學物質，帶孩子們到田裡玩耍也不怕。

 回鄉後從夫妻二人，漸漸凝聚成一群人、一
個團隊。

 張秀美歡迎大家來織羅部落品嚐玉里舞米

農場名稱：織羅葛鬱金農特產品企業社

販售項目： 白米、小米、糙米、紅米、紫米、
葛鬱金粉、農產 DIY、風味餐等

聯絡電話：0955-903618
聯絡地址：花蓮縣玉里鎮春日里神農 46號 
Facebook： Alida/米 86 在織羅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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