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有機村位於花東縱谷的南端，其地形為群山圍繞又有充沛的水源，

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評估調查後，自民國 91 年起致力輔導在地行政、

農業機構與村民，共同建構了全國第一個有機村。

經過多年努力與發展，羅山有機村現有有機水稻、黃豆、桂竹、野菜、果樹等多樣

豐富的有機農產，並發展了相關二級農產加工品、與炒米香、製作泥火山豆腐、手工有

機味增等許多 DIY 活動，以及體驗農家等休閒農業資源。為提高有機村的能見度與多元

行銷，本場亦出版了「現代桃花源羅山有機村」、「有機聚落在後山」、「玩味羅山體

驗農家趣」等推廣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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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國內環境教育政策，現在更進一步為了深耕有機農村的有機農業教

育，本書特定以國小教師及學童為對象，盤點羅山有機村資源，設計規劃一

套可供教育單位參考的教學方案，以「有機就是這樣」等七個主題單元介紹

羅山有機村，每單元各包含了教師教案、學生學習單範例以及教學參考資

料，讓各界可以由農村環境、在地產業、DIY 體驗活動等各項層面瞭解羅山

有機村，並提供各學校教師及相關單位進行環境教育之參考，冀由本書為有

機農業埋下一個種子，永續臺灣最有價值的農村文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場長 ��  謹識

中華民國1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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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有機農業就是這樣

一、閱讀討論再回答問題

中國西部大草原有豐美的牧草，牧羊人為了增加收入，盡量

放牧更多的羊，使牧草毫無生長養息的機會。長期的啃食和高密

度的踐踏，使植被稀疏低矮，地表裸露。近年又有許多草地被墾

殖，在草地上種植穀類作物，其土壤養分損耗速度是適度放牧的

30 倍，地力耗竭的加速使許多耕地幾年後就因為作物無法生長變

成荒地，而漸漸沙化。來自中國大陸的沙塵暴，可以到達美國、

加拿大，當然也到了台灣。

根據這篇短文內容，與下列敘述符合的請打「 ˇ 」

二、下列各圖中，哪些是符合有機概念的作為，請打「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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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可以提供無限量的資源，只要勤勞耕種，一定可

收穫豐富。

（二）土地有了適當休息的機會，才可以維持足夠的養分。

（三）自然環境被破壞之後，受影響的可能是地球上的每ㄧ

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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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們在生活中選擇有機商品的理由是哪些？請打「ˇ」

（1）維護自然環境的健康   （2）維護自己身體的健康       

（3）增加更高的生產量      （4）維護土壤永續的生產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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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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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印版）

三、我們在生活中選擇有機商品的理由是哪些？請打「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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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羅山村與土埆厝

一、羅山村擁有哪一項優越的開發條件？請打「 ˇ 」

 廣大的平原          肥沃的土壤          溪流水系密佈 

二、羅山村開設的樹薯澱粉工廠和促進羅山村的哪一項建設有關

聯？請打「 ˇ 」

  水利灌溉             道路交通             學校教育  

三、閱讀下面一段文字後回答問題。 

我住土埆厝

阿興帶著簡單的農具離開家鄉尋找可以開發的土地，地理環境

條件比較好的地方，早已經被先到的人開發完了。最後，來到這個

山坡下的小村子，面積雖然不大，但是坡度平緩，也許可以開墾成

階梯形的田地，種一些農作物應該不錯。附近有溪流，生活用水也

還算方便。再來就是住的問題了，農作物都還沒種下呢，生活這麼

困難，怎麼會有錢蓋像樣的房子？還好，北邊的小山坡上有一片茅

草，南邊的山坡下有一片桂竹林，還聽說村子裡有一位專門打泥磚

的師傅，這樣一來蓋一間土埆厝就不成問題了，房子雖然不大，也

顯得有些幽暗，但至少可以遮風避雨，夏天還很涼快呢！ 

土   厝
羅山村與

23



請選擇適當的選項打「 ˇ 」

（一）阿興最後住下的時候，是這個地方開發的哪一個階段？

   未開發           開發前期           開發後期

（二）為了生活，阿興必須從事生產的活動。下列哪一些產業是阿

興適合的？

   在山坡上種果樹         開墾梯田種水稻     

   開百貨公司做生意      在溪邊開墾菜園種菜       

   開一家電影院提供村民平時娛樂

（三）對阿興來說，蓋一間土埆厝有哪些便利？

   材料取得方便            很省錢        

   房子很寬敞明亮         打泥磚的師傅住得很近

（四）如果你是和阿興一起開墾的夥伴，你會決定蓋怎樣的房子？

為什麼？

羅山村與土角厝樂活有機學習手冊 羅山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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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擇適當的選項打「 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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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一、哪一塊田是有機耕作？請把代號圈出來。

田頭田尾 - 認識有機田生態

A B

C D

田尾
田頭

37





四、有機田有豐富的植物生態中，有一種植物叫做車前草，是農夫

清肝解熱的良藥，也是煮青草茶的最佳原料。請仔細觀察這便

宜又好用的青草藥，畫出他的葉和花。

田尾
田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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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田頭田尾 - 認識有機田生態

（複印版）

一、哪一塊田是有機耕作？請把代號圈出來。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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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山村與土角厝羅山村與土角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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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一、走訪踏查羅山泥火山之後，你觀察到哪幾種噴口？你觀察到

和下列圖形類似的噴口，請打「ˇ」。（依實際觀察結果勾選）

泥火山與鬯蕨

 噴泥椎  噴泥盾

 噴泥盆  噴泥池

二、摸一摸，比一比，泥火山噴發的泥和水田裡的黏土有什麼不同？

看一看顏色 抹一抹手臂 聞一聞味道

火山泥 深灰
細綿，容易塗抹在皮
膚上（部分可能有顆
粒狀）

無味

水田裡
的黏土

土黃或深棕
比較有黏性比較不容
塗抹在皮膚上

有植物腐爛的味道或
土味

鬯蕨
泥火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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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還記得在裸地附近觀察到的植物嗎？請勾選出泥火山區具代表

性的植物。

四、鬯蕨在台灣是極稀有的植物，卻能在泥火山區繁衍族群，原因

有哪些？

 菱角  非洲鳳仙花

 濕地        鹽性土壤        競爭力強 

 冬青菊 彭佳嶼飄拂草

 鋪地黍 鬯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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鬯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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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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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下列圖形類似的噴口，請打「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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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印版）



三、還記得在裸地附近觀察到的植物嗎？請勾選出泥火山區具代表

性的植物。

四、鬯蕨在台灣是極稀有的植物，卻能在泥火山區繁衍族群，原因

有哪些？

 菱角  非洲鳳仙花

 濕地        鹽性土壤        競爭力強 

 冬青菊 彭佳嶼飄拂草

 鋪地黍 鬯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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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經過今天的炒米香體驗活動後，請再回想體驗的過程，回答下列

問題。

（一）完成一份炒米香需要使用哪些工具？請打「ˇ」

（二）哪一份米香爆得最好？請打「ˇ」

炒米香            

炒米香

75



（三）你給自己炒的米香打幾分？為什麼？

（四）用 20 個字形容你吃米香之後的感覺。

羅山村與土角厝樂活有機學習手冊 羅山篇 76



學習單

＊經過今天的炒米香體驗活動後，請再回想體驗的過程，回答下列

問題。

（一）完成一份炒米香需要使用哪些工具？請打「ˇ」

（二）哪一份米香爆得最好？請打「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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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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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印版）

（三）你給自己炒的米香打幾分？為什麼？

（四）用 20 個字形容你吃米香之後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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