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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里鄉位於花蓮縣的最南端，縱谷地形左右依憑著海岸山脈及中央山脈，

擁有著無污染的乾淨水源、肥沃土地及豐富的生態資源，是培育有機農作物的

最佳場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於民國91年積極整合羅山村的

農業資源，導入有機栽培的各項專業技術，並輔導有機農產品驗證、田園料理

開發、農村體驗DIY活動設計、體驗農家環境美化及住宿服務、農家伴手禮研

發、生態維護及導覧解說、套裝旅程之安排設計，建構成生產、生活、生態三

生一體的有機農業村，以促進農村經濟活絡並增進農民的收益。

為了拓展羅山有機村的廣度及深度，本場於97年起推動以羅山為軸心，發

展鄰近竹田村、石牌村、永豐村及豐南村等四村的有機村產業群聚工作;然而，

有機村產業群聚的推動工作並非一蹴可及，需要更多面向的有機概念推動、農

村多方資源的整合及有機生活落實的配合，一步一腳印方能築夢踏實。為凝聚

村民對有機村產業群聚的共識，激發村內原創巧思，找出更深入的農產應用創

意連結，98年5月19日假花蓮縣富里鄉富里國小舉辦「98年度花蓮富里創意健康

盒餐競賽」，即為本場推動產業群聚的策略工作項目之ㄧ。在本次競賽中，各

村的家政團隊極具創新巧思地融合傳統烹調特性，巧妙運用在地有機米及優質

農作食材，共製作出24道有機風味盒餐料理作品。而本場也將此次競賽的優勝

作品，製成食譜納入本書附錄中，供大眾參考。

「有機聚落，在後山」，除納入羅山村、竹田村、石牌村、永豐村及豐南

村等五村之地方特色風情及人文歷史發展簡述，讓社會大眾能藉此對有機村的

產業群聚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了解與支持；同時，本書也增錄了地方年度盒餐

料理競賽中的優秀作品，讓在地有機好米也能在盒餐料理中展現其甜美的健康

風味。閱讀本書，隨“食”而行，相信也是對這好山好水的有機聚落之另一種

深度解讀，而本場亦將持續秉持推動有機農業的初衷，期許與農民協力，共同

建構後山這片土地成為一個青山長在、綠水長流的有機樂活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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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里鄉位於花蓮縣最南端，鄉境內的地理景觀豐富，行

經台九線放眼望去，除田野美景盡收眼底外，還可以欣賞兩

側山脈綿延，無數溪流自山間涓流而下，穿梭於鄉境之間，

乾淨不受污染的水源充足供應了富里鄉的農田灌溉。地處鄉

境之南的竹田、羅山、石牌、永豐及豐南等五村，看似封閉

的環境卻擁有著來自海岸山脈的獨立且不受污染的水源以及

肥沃的土壤，是個孕育有機農產作物的絕佳地區。

沿著台九線南下，進入花蓮縣富里鄉竹田村後，台九線

東邊的農業區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多年的努力與推廣下，許

多原本以傳統農法栽種良質米的區域已經改種有機稻米，區

域範圍以羅山村為起始點開始往南北延伸。經評估竹田、羅

山、石牌、永豐、豐南等五村的地緣關係及相關的農作栽培

條件與不受污染的栽種環境後，該區域在未來是相當具有潛

能讓其五村經營的有機相關產業得以結合群聚，發展成為共

存共榮的有機聚落。藉由此書，除傳達在地農村對於有機農

作的經營努力與期許之外，也對這五村的風土民情與附近地

緣酌作簡單介紹，並邀您共同探究這即將有機會在後山成型

的首座有機聚落的產業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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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田村有感於羅山村的有機農村轉型成功及村內農戶的有機耕作概念也愈趨成熟，於
今年在農政相關單位的輔導及多數農民的支持下，開始了本村有機耕作的轉型。竹田村有

著濃烈的客家勤勞硬頸的樸實精神，也深知轉型有機耕作對於村內的生態環境復甦將是不

可抹滅的關鍵重點；所以我們正在努力朝向有機村的目標前進，更希望藉此讓村民的生活

品質得以向上提升，健康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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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田村位於羅山村西北方，以九岸溪相隔；西邊越

過了海岸山脈就是台東縣成功鎮；地理上為東西長、南

北狹的地形。探訪竹田人家為什麼竹田稱之為竹田，打

趣的回答說．．．因為竹田是農村呀!!竹多田多就叫竹田

啦!! 但事實上，竹田舊稱為「頭人埔」，民國26年地方

制度改為街庄制，才改名為「竹田」，並於光復後改庄

為村，民國38年村北側劃出另立一個“新興村”，原

竹田的領域範圍變小，即為現今地圖上所標示的領域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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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田村的住民主要分居於竹田(後街)、溪

埔(源和)及埔頭(富田)三個聚落，居民主要是來

自北部桃、竹、苗的客家籍居多。竹田村的開

墾最早始於日治大正初年，有來自新竹地區的

先民率先入墾，而在昭和以後，移民相傳本地

土壤肥沃，水質甘美豐盛，遂相繼從新竹等地

移民到此地開墾入住。而相傳此處開墾之初，

也因遍野山泉清澈，在村莊內匯成許多清淺水

潭，而相繼成為村內婦女們晨起相約洗衣的地

方。後於民國85年9月建了一座浣衣亭，亭間

亦有當地名詩人葉日松所撰之「洗衣頌」賦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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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詩裡寫意輕柔，辛勤浣衣剎時也優雅。

竹田村除了客家籍的住民外，另有來自於中、

彰等地的閩南籍人士，主要是日據時代以後遷

入的，而平埔族群則為清代就已經移民竹田

村。

竹田村的水田面積廣達350公頃以上，土

壤肥沃，水源乾淨，是富里鄉重要的水稻生產

區。東側六十石山高山台地，海拔在600公尺

以上，現為富里鄉的金針專業區。在台九線東

側一帶，位於九岸溪下游沖積扇的扇頂，主要

灌溉水源來自乾淨無污染的九岸溪，故此區目

前為有機耕作的重點輔導發展區域。

竹田村主要水系為九岸溪以及榮興溝。九

岸溪即為現今竹田村的主要灌溉水源，在竹田

村南側、九岸溪的中下游北岸的埔頭段丘，面

積約200公頃，因倚九岸溪畔，水資源相當豐

沛，日治初期就已開發為水田區。而榮興溝源

出於大家所熟知的金針山—六十石山，向西流

入秀姑巒溪，途經水田之中，亦是鄰近農田灌

溉排水溝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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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石山盛產金針，金針花亦稱萱草，

是竹田的特色農作物，某些地區也有茶樹栽

培。金針花開時節約為每年農曆7月左右，正

值暑假時期，花開時節滿園金黃，還可以遠

眺花東縱谷的農田景緻，站在至高點上，金

針園區的絢麗風光一覽無遺，相當迷人。故

此區也常吸引許多攝影迷們駐足攝影，遊客

如織，是到竹田村遊玩的首選景點。

14



穿過六十石山金針園區後，沿六十石山脈

絡而下，再越過九岸溪源頭的過水橋，即到了

成廣澳山麓(海拔約700公尺)，人稱「黑暗部

落」的所在地。「黑暗部落」得名於部落至今

仍沒供電故而稱之，是達蘭埠部落阿美族人長

年打獵的地方。部落族人每年約有一半的時間

住在峽谷部落的房子以便可以就近耕作約30公

頃的金針園，另半年回到達蘭埠部落。如有時

間，建議可以安排行程到此一遊，由黑暗部落

族人帶領體驗黑暗部落的自然風貌。

15



16



17

羅山村在全村居民的共同努力與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的積極輔導之下，成為全國第一
座有機農業村；除了產出家喻戶曉的羅山有機稻米之外，羅山有機村的多元自然風貌更

成為許多遊客拜訪花蓮縣時的首推熱門景點之ㄧ；而在外打拼多年的青年遊子也因此陸

續回流，重新落根，與家人共同開發既有農產資源並協助地方農產銷售。諸此種種，都

是我們相當樂見與欣慰的，也證明轉型有機耕作的這幾年，付出的辛苦與汗水都有了代

價。未來，羅山村願將秉持農村資源共享原則，結合本村的成功經驗，與鄰近農村一起

為有機村產業群聚的發展多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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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山村位於東部海岸山脈的西麓，沿台九

線南下至311公里處，左轉即進入羅山村的聚落

範圍。「螺仔坑」是羅山村的舊地名。ㄧ種說法

是因為羅山村地形如螺，有溪稱螺仔溪，遂以溪

名為地名；另ㄧ說是因螺仔溪中盛產螺，因而以

之為地名。清末同治年間就有來自屏東的平埔族

人來羅山村開墾；設官治理約始於清光緒元年。

光復初期，本村仍屬竹田村轄內，直至民國38

年才獨立成一村，並以舊名「螺」而改名為「羅

山」。

羅山村土地開發較晚，農家純樸風貌的保

存也較完整，92年間透過社區重劃整建工程，

成為全國規劃最完善的示範社區。羅山居民以

平埔、客家、閩南籍為主，大多世代務農。羅

山村具有相當豐富的自然生態景觀及人文資源

如土埆厝、羅山瀑布、雙層瀑布、泥火山．．．

等都是。

羅山村因地形較為封閉及灌溉水源純淨，

ㄧ直以來是花蓮縣富里鄉相當重要的良質米生

產區及果樹栽培區；而有機稻米亦是羅山村最

主要且產量最大的有機農產品，有機果樹則以

有機梅為主要大宗，除此之外，有機愛玉子及

蓮花茶亦有著不錯的口碑，往往供不應求。目

前羅山村已申請有機驗證的稻作面積有63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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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果樹有13公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也在當

地協助設立了有機農作示範區，除了有機稻作

之外，未來更將努力與農民ㄧ同研發拓展其他

類屬農作物，以增加該區有機作物的多元性。



除了有機農作物之外，羅山村亦有農戶提

供以自家栽種的無基因改造之有機大豆製成的

泥火山豆腐、傳統客家炒米香、以手工醃漬的

有機客家梅干菜、蘿蔔干、福菜．．．等等。而

由羅山瀑布純淨水源所養殖的鮮魚及村內飼養

的放山土雞，也都深受到訪遊客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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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羅山村後，沿著上坡路段“景平產

業道路”往山上走，首先映入眼簾的第一個風

景點是斷層池-羅山大魚池，面積約1公頃大，

許久以前是處沼澤地，沼澤中的水從地層裂隙

上湧，成為水量豐沛的沼澤地。民國24年間，

村民以人工方式將池底淤泥清除，並將沼澤地

下方圍堵起來，接著自羅山瀑布引水到大魚池

中蓄水，以供下方水田用水。後來，附近村民

更合資於此養魚補貼家計，當地居民稱它為大

埤塘(客語)，就是現在的羅山大魚池。而每到

夏、秋兩季菱角盛產成熟期，亦可見村民或遊

客於湖上採菱角的賦閒景象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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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山瀑布為羅山村主要的灌溉水源，也

是羅山主要景點之ㄧ。羅山瀑布靠海岸山脈

西側，是螺仔溪上游，地處海岸山脈斷層線

附近，高達120公尺的飛瀑，分雙層而下。瀑

布分兩層，上層落差約100公尺，下層約20公

尺。遠眺瀑布，兩道瀑布成X型交叉傾洩而下

後，匯聚成螺仔溪轉流向北，成秀姑巒溪的上

源。逢雨量充沛時，在羅山瀑布的右方依約可

見另外兩道「雙層瀑布」，但不見得每次到訪

羅山皆可以看得到，算是可遇不可求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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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山瀑布附近有個特殊地質，學名為「泥

火山地形」，先後吸引不少學術團體前來觀察

研究。羅山泥火山噴出的泥漿成弱鹼性，含有

鹽類物質，缺乏腐植質，而且透水性不佳，因

而使得附近的ㄧ般性植物無法生長，只有原本

生長於海邊、沼澤地的喜鹽性植物才能夠生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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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山有機村生態豐富又具多樣化，除了可提供教學及研究外，

村內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及富里鄉農會及相關有心人士的協助之下

亦共同設計許多生態活動，開放給ㄧ般民眾體驗及學習。體驗行程

主要分為有機農業導覽、特色景觀資源介紹及各種DIY體驗等。此

外，不同季節的羅山村，亦有著各種不同的季節景緻及農產品；例

如春天是梅子的盛產期、夏天可以欣賞到優美的香水蓮花與金黃稻

浪、而秋天是愛玉的成熟期，至於冬天，則可以來這裡欣賞富里最

知名的油菜花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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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村為花蓮縣良質米的主要產區之ㄧ。近年來在國人的樂活有機觀念興起、政府
的有機政策推廣與有機耕作技術的積極導入下，石牌村內的部分農民已漸漸轉作有機耕

作，在本村鄰近羅山村的「後湖」區域因符合多項有機農耕環境的優勢條件下，幾乎都

已轉型有機栽培水稻。然而農民轉型有機栽培的過渡期相當辛苦，於此同時，除了農民

要有相當堅定的轉作意念與共識外，也需要農政單位持續的技術協助與輔導鼓勵，讓石

牌村能早日實現成為有機村的美麗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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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村位於富里鄉南端，與羅山村左右相

鄰，南接永豐村，北連竹田村。石牌村的西南

方與鄉治中心富里村相連，亦鄰近富里火車站

及富里村主要市集；在聚落發展上，石牌村與

富里村已相互連結難分軒輊，是個相當具有開

發潛力的村落。石牌村因為地緣的關係，與竹

田村同樣以台九線為主要對外聯繫道路，居民

住所雖因地形關係分為兩大社區，但大多比鄰

而居，較為集中，而因距鄉治中心不遠，外部

資訊取得、資源利用與住民連繫上也較其他村

落便利得多，是其優勢。

相對於有機村產業群聚計畫中的其他四

村，本村所佔面積較小，地勢多為300公尺以

下的平地或台地，全村最高點為東南側的「枋

仔崙」山頂，約有海拔380公尺之高。村內唯

一台地為鹽坪後湖台地，此台地位於羅山、石

牌、永豐三東側山坳，目前石牌村的有機稻米

耕作，亦以此區為主要栽種區。灌溉水源主要

來自於螺仔溪與後湖溝。石牌村的稻米栽培基

本上可以台九線為基準，分台九線東側與西側

兩大耕作區域而論；東側區域靠近海岸山脈，

灌溉水源為較不受污染的山泉水，部份區域目

前已發展為有機耕作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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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村的後山坡上，有個當地人熟知的 

“公埔遺址 ”，據記載距今約有3000年歷史，

是花蓮縣縱谷南段卑南文化的代表性遺址之

ㄧ，也因此被內政部指定為三級古蹟。公埔遺

址位於石牌村聚落南方約200公尺，台九線以

東約150公尺的小山丘及東側緩坡上，自省道

上公埔遺址其實不需花上幾分鐘的時間便可抵

達。最早發現公埔遺址的是日本人鹿野忠雄，

他在1929年5月13日首次調查該遺址，當時發

現有立石四個、立壁二座。後來經過考古學者

研究，依照出土文物中的陶器與石器的相關特

點，研判其與卑南文化具有相當的關連性。公

埔遺址所在地視野良好，在這裡遠眺可以飽收

花東縱谷的優美田園景緻，若是到訪這裡的行

程緊湊卻又不想錯過俯瞰花東縱谷那優美的田

園風光，到公埔遺址探尋古遺物之餘，也可以

利用時間俯瞰欣賞花東縱谷及秀姑巒溪，那可

會是個兩全其美的不錯選擇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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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村因腹地不大，除了幾個零星不成規

模的自家蔬菜雜糧種植外，基本上都以稻米為

主要栽培作物。每次到訪這裡也因時節不同而

會讓人有著不同感受的田野風情．．．插秧的季

節，放眼望去映入眼簾的是滿園稚嫩的新秧展

現著對生命的無窮渴望，在大地之母及農民殷

殷的呵護灌溉下逐日茁壯成長；時至收割的季

節，成熟飽實的稻穗垂頭微彎看來像是身段謙

遜，又像是鞠躬歡迎著每位外地遊子的到訪。

豐收的季節也是令人感動的時刻，沿著台

九線公路，兩旁的稻田在陽光的照映下格外盈

盈亮眼，在微風的吹拂中，彷彿像是起了ㄧ波

又ㄧ波的金黃稻浪；辛勤的農夫駕駛著收割機

在田間來回穿梭著，又是ㄧ整天歡喜豐收的忙

碌．．．到了夜晚，相較於都市的萬家燈火，東

部縱谷間的寧靜夜晚讓人格外有著安逸舒適的

感覺。夜幕低垂中，徐徐的晚風吹拂著，那天

上的月亮在繁星點綴中依然那麼透徹明亮．．．

夜晚中的石牌人家或許串門子喝茶聊天閒話家

常，張三李四的故事怎麼說也說不完．．．亦或

許在庭院中乘涼賞月逗弄著狗狗，院落中此起

彼落的蛙鳴蟲唧與孩童純真的嬉鬧聲犒賞著那

ㄧ整天忙碌的辛苦農家們，好ㄧ幅悠閒自得又

令人陶醉的農村風情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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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村已有多年有機耕作的歷史，本村農田在無污染的天然環境及純淨鱉溪的水源灌
溉之下，讓永豐村得以培育出連鄰近日本都喜愛的有機稻米。目前永豐村大部份農民都

已轉作有機稻作，田間河床常見雁鴨停留，生態也愈為豐富完整。有機村的建構在取得

村民共識與這幾年社區積極推動下已見成效，未來也希望能結合村內長者的寶貴經驗，

傳承本村已漸失傳的製糖傳統手藝及竹製工藝，讓本村成為更具人文內涵特色的有機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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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村舊名「鱉溪」，在民國五十年以前，與豐南村仍屬於同一

村。本區位在羅山村南邊，東隔海岸山脈與台東縣成功鎮相接。住民分

居於無毛山、復興、鹽桑寮、舊糖埔、頂埔、蚊子洞等六處聚落，以客

家、平埔籍居多，少數居民為閩南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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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村居民大多以務農為主，主要農作為

稻米，全村水田面積約為150公頃，散佈在鱉

溪兩岸；村內另摻雜著零星的小面積金針花田

或自家栽種食用的蔬果田。主要灌溉水源是來

自海岸山脈的泉水，良好的環境孕育出的稻米

品質極優，在鄉內素負盛名，也廣受日本人喜

愛。稻作農家也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的有機村

群聚計畫的推廣及輔導下逐漸投入有機栽培之

列。

本村主要水系為鱉溪中游，是永豐村有機

農作的主要灌溉水源，水源清澈無污染，相傳喜

愛乾淨水源的鱉也常出現在這溪中悠游，因而得

名。無毛山位於永豐村西側，為富南、永豐兩村

之交界處。無毛山產業道路沿途有常見的生態資

源可以欣賞，中途亦可以發現一處老舊礦場的遺

蹟。無毛山主要是因為該山為草木不長的惡地，

就以「無毛山」命名之，客家音聽起來卻像是

「茂毛山」，反差很大，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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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村尚保留著完整的傳統式建築，除

了土埆厝是較為大家所熟知傳統建築之外，尚

有另ㄧ種稱作竹塱仔厝。竹塱仔厝是台灣平埔

族傳統的建築型式，屬於南島民族杆欄式建築

的一種，是目前所知的傳統建築中歷史最悠久

的。但目前在永豐村久歷時間的消磨，多數竹

塱仔屋多已修繕改造而不復見其傳統的建築模

式。

永豐村內有著一座荒廢但曾是村內居民主

要經濟收入來源的紅糖製造廠 東山糖廠，但

後來隨著鄰近幾個東南亞國家的製糖業興起，

這座製糖廠也因不敵進口糖的低價競爭而關廠

歇業。當時因為製糖業的興盛，附近種了不少

白甘蔗供應該廠製糖使用，也因為製糖廠的歇

業，這些白甘蔗田已經轉做稻田或廢耕。然

而，當年在永豐村興盛一時的製糖技術，至今

仍深烙在村內許多長者的記憶中，據悉仍有幾

位長者仍深諳著那幾近失傳的傳統製糖技術，

而聽長老們輕述著當年製糖的情景，回憶著那

熟悉的焦糖香，時光的飛逝總讓人帶著些許的

惆悵與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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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村內也默默傳承

著精湛的手工藝技術，如採用天

然竹子製成的捕鼠器、月桃葉、

蘆葦草及稻梗等素材所編織的草

鞋、掃把等。風趣幽默的永豐家

政班的伯婆班長便是擅長此藝，

做出來的成品是精巧可愛又有滿

滿的鄉間純樸風，廣受大家的喜

愛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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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南村擁有著自海岸山脈延伸下的豐富天然資源，秀麗的景緻及不受污染的水源亦孕
藏著相當完整的自然生態。身為本村的一份子，也為了我們的後代子孫，我們期許村民

共同永續經營與維護本村的自然生態機制，除積極推動並協助農民分階段地朝向有機栽

培轉型外，我們也將努力開發本村農作產業的附加價值，朝向「高生態農村」的目標努

力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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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永豐村的東富公路繼續往山上前

進，就到了豐南村的聚落。豐南村在永豐

村南邊，越過海岸山脈即與台東成功鎮接

壤，是富里鄉最南邊的村落，也是全鄉面

積最大的ㄧ村，有35.18平方公里。豐南村

原屬於永豐村的一部份，民國55年才獨立

出來自成一村。

居民以阿美族為主，佔全村人口一半

以上。除原住民外，仍有客家、閩南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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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籍等的居民，多以墾山為主。

居民主要居住於豐南社區及學校坪兩

地。由於本村山多平地少之故，水稻

生產主要集中於豐南社區一帶，另有

少數稻作分佈於鱉溪沿岸的低地區

域。山區對外聯絡只有一條東富公路

(台23號省道)，往南方續行即可抵達

台東縣濱海，往北則經過永豐村後抵

富里村與台九線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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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上游以都蘭山層與蕃薯寮層之地層最為發

達，主要在鱉溪與石厝溝交會的石門隧道一帶，兩

岸岩壁形勢陡峭，形成一處峽谷天險的景緻，與花

蓮天祥一帶的「太魯閣峽谷」風貌相似，有「小天

祥」的美譽，在富里鄉內頗負盛名。台灣產的藍寶

石礦脈大部分就是存在於都蘭山層的岩層裡，據記

載，這個在兩百萬年前原本沉於海中的岩層，因受

到板塊推擠而隆起形成山脈，也因此常於此帶岩層

中發現古代海底生物的化石及由海底珊瑚化育而成

的菊花石，而時而會在溪床的大石表面上發現鑲嵌

其上的雙枚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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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主要灌溉水源來自鱉

溪，水系發源處ㄧ為新港山西

麓，而鱉溪山稜鞍部為另ㄧ發源

處。鱉溪沿途多峽谷地形，也因

此造就了數處瀑布景觀，如中溝

瀑布、女鬼瀑布、雙抱竹瀑布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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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南村因地理環境及當地的風土民情而造就多處的梯

田景觀，目前也是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有機農作的重點推廣

區之ㄧ，轉作有機栽培的農民亦逐漸增加。目前有機水稻

面積約為32公頃。豐南村的學校坪及豐南社區一帶是水田

較為集中的區域。其他因為地勢及土壤的關係，除了斜坡

間的部份零星梯田外，大部分居民仍以旱作為主，另有栽

種咖啡、桂竹，箭筍、梅、甜桃以及高接梨等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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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南村家政班潘班長擅長

竹藝編織及布包製作，也熱心

傳承，村內不少婦女也投入學

習製作。目前由潘班長所帶領

的家政班成立於民國69年；民

國96年5月成立了養鴨人家，由

班基金購買小鴨，提供有意願

飼養的班員協助飼養。豐南村

家政班將鴨群餵養在好山好水

的環境中，小鴨長大後產出的

鴨蛋就拿來醃製成鹹鴨蛋並予

以販售，而利潤所得就存入班

基金中。這樣的好點子已成為

豐南家政班的基金來源，而有

點鹹又不會太鹹的美味鹹鴨蛋

也就這樣無心插柳的成為豐南

村才有的私房農產品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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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為推廣有機村產業群聚發展及在

地生產之安全優質農產品，以符合廣大外食者對於飲食

日益著重之健康概念要求，特於98年5月19日於花蓮縣

富里鄉富里國小舉辦創意健康料理競賽。

本次活動邀請花蓮縣政府余金榮技士、富里國小高金

山校長、台灣觀光學院廚藝管理系黃淑玲老師、花蓮縣議

會張素華議員及本場沈聰明課長等擔任本次競賽評審。邀

集富里鄉竹田村、羅山村、石牌村、永豐村及豐南村等五

村六隊家政班料理好手，各隊依該村特有的鄉村風土民

情，亦或傳統亦或創意發想之概念，烹製出24道美味創

意健康盒餐。

本次盒餐競賽經過五位評審依各項評比規則逐一斟酌評

分後，一致通過由豐南村家政班獲得本次競賽第一名；第二名

由石牌村家政二班取得；第三名得獎者為羅山村家政班。另外，

本次競賽最特別的地方是邀請花蓮縣富里國小的師生共130位，

參與此次票選並選出最佳人氣盒餐，小學生先是看過所有參賽者

的盒餐後，再回場內進行投票。投票結果為「竹報平安」、「四

季花開」、「玉兔抱月」、「海洋世界蛋白」及「鱉溪肉圓」等

五個盒餐最吸引小朋友的目光，獲得前五大最多得票數。每一

盒餐都附有在地人文風情的「隨食手札」，並透過家政班員

的創作巧思，將在地的文化與傳統、美食與風景融

入在美味的菜色之中。例如石

牌的公埔遺址，透過班員的創意將公

埔遺址的意象透過料理表現出來；青

蛙下蛋則是表現出有機耕作下田園生物

生意盎然，以及在地求學的孩子與大自

然的互動。透過「隨食手札」讓來到此地旅

遊的人在享受此盒餐時，順便把歷史人文也

享用進去。

 本場希望藉由不同的創意競賽或活

動，激發農村婦女的創意巧思，讓有機村

產業群聚有更多角化的發展，並經由集思

廣益而有更深入的農產應用創意連結。本

次所舉辦的創意健康盒餐競賽活動中，各村

家政班無不花盡巧思，巧妙運用在地食材入

菜，以期能結合有機米的健康概念來呈現出

有機聚落的家鄉創意盒餐風味。本書挑選了

優秀作品共計14道，並概述盒餐內容及主

菜料理方式於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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