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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重人情味的華人地區，自古以來人們

出門在外時都會想要帶些當地有名的特產給

親朋好友分享，而這就是伴手禮的功能。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民國92年在「挑戰2008

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特別提出「發展地

方特產伴手計畫」，透過計畫輔導協助地方

產業改進製造保存技術及注重安全與衛生，

以開發精緻高附加價值且具有地方特色產業

之伴手產品，促進在地自產自銷並結合休

閒旅遊相關服務事業的發展，除提供旅客具

有當地特色攜帶方便的伴手產品外，進而提

高農漁業產品之附加價值與增加在地就業機

會、增加農漁民收入及繁榮農村經濟。此伴

手計畫從92年至97年止，全國共開發200項

以上可永續經營之地方特產伴手產品，其中

花蓮區佔27項產品(如表一、表二)，透過計

畫本場輔導轄區內各農漁會及休閒農場業者

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產業之伴手禮。

宜蘭地區伴手禮

一、三星蔥醬蔥明麵

宜蘭地區有廣大富饒的蘭陽平原，孕

育著天然美味的特產---青蔥、金棗及稻米，

其中蔥蒜之栽培已有二十餘年歷史，年產量

高居全省第二位，僅次於雲林縣，對於穩定

市場供需有舉足輕重之地位。本場有鑑於蘭

陽地區青蔥之重要性，乃於民國74年由蘭陽

分場針對耐熱、蔥白長、豐產且質優等特性

進行青蔥品種選拔，選出一種「蘭陽一號」

品種，目前此品種栽種面積約達300公頃，

年產量約有600萬公斤，因品質優良且供應

量穩定，做為加工各式餐點頗受消費者歡

迎。蔥蒜蘊含硫化丙烯可提高維生素B1的

作用，搭配適當食品調理，極具醫療成效與

加乘價值效果。宜蘭縣政府每年舉辦的蔥蒜

產業文化活動，結合宜蘭地區觀光產業，設

計烹調出具色香味具全之蔥蒜美食，並且以

蔥蒜為材料發展一系列的伴手禮，如蔥醬、

青蔥麵餅等吸引旅客前來旅遊嚐鮮與採購。

蔥醬是嚴選三星青蔥加工製造，除可拌麵、

拌飯，還可當沾醬來食用；而青蔥麵餅以傳

統手工製造填加麵粉調製而成，口感香Q，

在目前市面上尚未有相似之產品，可說是宜

蘭特有之伴手禮。

��

2008.3月號



表一、宜蘭地區92～97年度伴手計畫通過之單位與伴手產品

單   位 年 度 產   品

三星地區農會

94 蔥醬

96 青蔥麵餅

97
萃綠茶素油

系列產品

頭城鎮農會 93 金棗餅(醬)

員山鄉農會 94 養生棗

冬山鄉農會
95 有機糙米紅麴醋

96 白花綠茶

五結鄉農會 95 夢米香皂

單   位 年 度 產   品

五結鄉農會 97
米糠環保清潔產

品組

蘇澳區漁會 96 鹽漬鯖魚伴手禮

礁溪鄉農會 97 金棗健康家族

蘇澳地區農會 97
紅麴養生系列 

產品

勝洋休閒農場 97 戀戀水草糖

頭城農場 97 開運棗、醬最好

牛鬥古舍古鄉音

樂休閒農場
97 四喜桔茶

表二、花蓮地區92～97年度伴手計畫通過之 單位與伴手產品

單  位 年 度 產  品

花蓮縣肉品運銷

合作社
92 紅麴臘肉、香腸

花蓮區漁會 92 蛋糕系列

新秀地區農會 92 山蘇保健茶

花蓮縣農會
93 刺五加茶包

96 五加五行養生茶

富里鄉農會

92 富麗米香

93
富麗有機

米蛋糕、餅乾

單  位 年 度 產  品

養池漁業生產區

發展協會

93 黃金蜆系列產品

96

泡好湯、喝好

湯、水噹噹系列

產品

壽豐鄉農會 95 黑鑽石健康粽

欣綠農園 96
紅糯米紅麴

豆腐乳

吉安鄉農會 97 養生即食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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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宜蘭金棗好滋味 

金棗又叫做金橘或金柑，適合生長在

雨量充沛氣候冷涼的地區，蘭陽平原的天

候正適合金棗的生長，目前宜蘭縣栽培面積

約300公頃，佔全省90％以上。金棗的果實

形狀或圓、或橢圓、或卵形，略具甜味，果

肉則酸澀。依據「神農本草經」漢藥書記載

「桔皮」具有保健功能。「桔」的發音與

「吉」同音，象徵著年節期間的好兆頭，是

故年節期間，相關商品皆能發其利市。為迎

合現代消費習性，礁溪鄉農會、頭城農場、

牛鬥古舍古鄉音樂休閒農場、頭城鎮農會、

員山鄉農會等改變傳統食用金棗的方式，

開發易於保存、適合攜帶之現代休閒化之

加工伴手禮，賦予傳統金棗新的面貌，並

且增加宜蘭金棗產銷班與金棗加工產業的

經營收入。

三、五結米糠好香皂

五結鄉為良質米生產區，稻米栽種面

積1,100公頃，每年所生產的稻穀約6,600公

噸，而加工成白米後去除的米糠年產量約為

900公噸。農會在自有的CAS白米加工廠將

稻穀加工成白米後，剩下的米糠利用價值很

低，大都被農民拿去當成有機肥料，所以利

用米糠為原料加工製作成沐浴乳及洗碗精，

因為目前市面上的沐浴乳及洗碗精大多數由

化學原料所製成，純天然的微乎其微，而利

用純天然的米糠所製作的清潔用品，對於人

體不會造成傷害，並且目前市面上尚未有相

似之產品，可說是五結鄉之特有伴手禮。

四、蘇澳紅麴養生味

中國先祖不僅把紅糟食物當作是營養來

源，也將之視為是保健用品，但目前國人普

遍未重視此珍貴遺產，反而是歐、美、日各

三星地區農會青蔥醬▲ 三星地區農會蔥明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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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國家醫界人士，有鑑於慢性文明病日益

嚴重，呼籲一般民眾不可輕忽飲食對健康的

重要；根據中國傳統醫學的理論，紅麴味甘

性溫，另本草綱目等記載亦有保健功效，更

是傳統進補重要食材及中醫藥材。蘇澳地區

農會生產紅糟是以紅麴和糯米經由發酵作用

所釀造的產品，由本場輔導研發，並配合政

府照顧農民政策採購與農民契作生產的有機

紅糯米及糯米，為使米食多元化行銷，加工

各式烹飪味美料理，頗受消費者歡迎。今年

蘇澳地區農會預計要推出的紅麴養生系列伴

手產品有保健紅糟麵、紅糟香腸和紅糟醬。

五、冬山柚花綠茶香

香宜蘭縣冬山鄉文旦產量390萬公斤，

佔宜蘭縣總產量70%，每年三月柚花開，香

氣濃郁，當地農民採收柚花後，透過與大學

合作進行柚花香氣的提煉。茶葉則是與茶葉

改良場合作進行綠茶EGCG(兒茶素類其中

之一成分，抗氧化性質最強)的保存加工。

冬山鄉農會將以上兩者結合調味，開發出健

康保健且自然香氣的柚香綠茶，讓泡茶的人

不僅可以喝到綠茶保健養身成分的同時，也

可以聞到芬芳宜人的柚花香。

冬山鄉農會柚花綠茶▲

五結鄉農會米香胚手工美容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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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地區伴手禮

一、富里富麗米香飄

花蓮地區好山好水，被譽為台灣最後的

淨土。富里鄉地處於花東縱谷中段，氣候高

溫潮濕，日夜溫差大，秀姑巒溪潔淨的水質

及肥沃的土壤是水稻的最佳栽培地區，而富

里鄉栽種水稻面積約2500公頃，其中生產

有機米的面積約達400公頃，為東部種植水

稻面積最廣，號稱東部之米倉。富里鄉農會

運用優質稻米所開發出的傳統米食-富麗米

香作為前來富里鄉遊玩時便於攜帶好吃健康

的伴手禮。

二、壽豐黑鑽健康粽

產於東海岸山麓原住民栽植的黑糯米

又稱之為「貢米」，是老人養生的補品，壽

豐鄉農會所推出的黑鑽石

健康粽，是農會輔導契作

保價收購之黑糯米產銷班

轉型為以不使用化學肥及

農藥之栽種方式，加上得

天獨厚的麥飯石土壤所培

育出的特色米食，透過家

政班媽媽們的手藝製作成

養生粽，不但安全健康更

是可口鄉Q。其他食材均

以花蓮健康安全的產品為

佐料，例如有機圓糯米、

健康豬肉、有機香菇、薏

仁、發芽米等研製而成，

又以低油、低糖、低鹽為特色，比一般市售

肉粽減少40%熱量，在享用美食之同時無庸

擔心脹氣及消化不良等問題。

三、新秀山蘇保健茶

民俗植物全省都有種植，但是花蓮縣

最特別的莫過於山蘇了。山蘇為重要之原住

民高經濟作物，種植面積超過400公頃，每

年創造超過3億的產值，新秀地區農會利用

山蘇成熟葉片來做食品加工，開發山蘇保健

茶，讓喜歡養身的朋友有新的保健選擇。

四、五行五加養生茶

以農委會農糧署及花蓮縣農會積極輔

導之「志學有機集團區」，面積共計31.1公

頃，為目前國內第二大的有機蔬果和中草藥

生產專業區，目前與花蓮縣農會合作推出有

新秀地區農會山蘇保健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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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五行五加養生茶」，就是融合了中醫五

行五色蔬果加上中草藥養生原理，為富含抗

氧化物質與機能性成分的全方位養生保健茶

包茶飲，讓花蓮縣有機產業的知名度透過此

項伴手禮而推廣給更多消費者知道。

五、花蓮黃金蜆伴手禮

花蓮黃金蜆養殖生產區以得天獨厚的

天然湧泉活水養殖聞名全省，近年來業者積

極轉型並配合生物科技的開發，除了轉型發

展休閒漁業，並已朝向有機水產養殖領域邁

進，接連獲得國際HACCP與農委會TGAP

（臺灣良好農業規範）的認證，是為花蓮養

殖生產區的水產品特色。業者也積極開發黃

金蜆相關伴手禮，例如黃金蜆/檜木SPA泡

湯包、黃金蜆美白沐浴乳、黃金蜆/紫菜沖

泡湯包等，使消費者認識到花蓮黃金蜆除了

新鮮食用之外，尚有美容方面的價值。

六、吉安養生即食餐包

吉安鄉農會於今年度所要推出的

新伴手禮---養生即食餐包，也將於今年

中推出問世，此產品與本場合作技轉，

應用現代化加工技術開發生產『即食餐

包』系列產品，無添加防腐劑及人工甘

味劑和化學調味料；採鋁箔立袋新式樣

包裝，不但食用簡單方便，又可在室溫

中保存1年以上，且營養均衡及整體風

味接受度高，食用時只要將產品整包放

入熱水五分鐘即可，具有迅速又便利等

優點，為造褔銀髮族及外食人口最佳之

養生保健商品。

結　語

花蓮及宜蘭兩縣各農會及各休閒農場

陸續推出具有當地特色產業之伴手禮，不

但提供農產品的銷路、增加農作收益外，

也活絡了地方產業的發展、吸引外流人口

回鄉就業。伴手禮與休閒產業的結合，也

吸引觀光客前來旅遊與採購，增加觀光旅

遊的意願。此外，研發伴手禮除了配合當

地特色產業外，也需要相關單位的技術

配合，才能開發出具有衛生安全、攜帶方

便、產品精美的伴手禮。本場將繼續輔導

各地農會所研提的伴手禮，場內各研究單

位也會針對具有開發潛力的農產品進行相

關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則將透過技術轉移

給有興趣的單位提出申請技轉，此技轉相

關訊息可至本場網頁的招標及公告頁面查

詢，歡迎多加利用。

花蓮縣農會有機刺五加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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