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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保基主委訪視青年農民　期勉創新思考、翻轉農業
農委會近年積極輔導青年農民，並由不同層面，

包括技術、後端行銷、貸款等全方位給予協助。為了

解青農實際從農情形，陳保基主委於 12 月 19 日訪視

花蓮縣壽豐鄉盧紀燁，為其與轄區其他青農們給予支

持及肯定。

陳主委表示台灣農業需要青年農民開創新局，他

勉勵青農正向思考，政府將持續努力為青農解決土

地、設施興建、經營資金、農商合作，以及稅務等問

題。

本場配合政策，傳授青農作物栽培管理、農產加

工品創新技術，並輔導農產品行銷和農場經營管理等

觀念，期望青農們能在從農路上逐步茁壯，成為翻轉

台灣農業的新力軍。
��農委會陳保基主委 (左五 )、農糧署李蒼郎署長 (右二 )、東區分署陳啟榮分署
長(右一)與本場黃鵬場長(左二)訪視青年農民盧紀燁(左四)及黃玲雯(左三)

※原住民農業專業訓練《原民行動教室》課程表 (免費 )

本場原民行動教室開跑　請把握機會報名

本年度原住民農業專業訓練《原民行動教室》已開

課，和往年不同，今年從 1 月份即開始上課，並且宜蘭

花蓮地區總班數較往年多，增至 14 班，報名可至本場官

網下載報名表。

本場規劃行動教室課程，係依部落由下而上之上課

需求，並從 104 年即開始著手規劃辦理，由本場各部落

輔導員推薦開課班別，經內部討論後共計規劃了 14 場次

之部落農業專業訓練課程，接著輔導員與農業推廣課共

同規劃訓練內容，依部落的農產業特性及發展階段，精

心規劃了符合部落現況的課程，確實反映族人對課程的

需求，讓部落可解決在農業上遭遇的問題。

課程內容產業包含水稻、蔬菜、雜糧、油茶、果樹、

金針等，除了栽培管理之一級生產技術，另包括加工、

品牌行銷等二、三級產業等部落迫切需要之知識。在栽

培農法上，大部份班別都安排有機栽培模式，可見原鄉

對友善農法已逐漸接受，亦為部落農產業開闢新的契機。

本場 105 年原住民行動教室目前已開班，歡迎族人

及有興趣人士踴躍報名參加，敬請上本場網站（http://
www.hdares.gov.tw/show_index.php）近期活動下載報名

表並傳真（03-8534640），以免向隅。

辦理課程 時間 地點

花蓮縣瑞穗鄉奇美部落有機蔬菜栽培管理班 1/13 奇美部落

花蓮縣秀林鄉佳民部落有機雜糧與
野菜栽培管理班

1/14 佳民活動中心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部落有機水稻栽培管理班 1/19 新社活動中心

花蓮縣玉里鎮德武部落有機水稻栽培管理班 1/21 龍鳳甲運銷合作社

宜縣南澳鄉大南澳地區有機水稻栽培管理班 1/26 蘇澳地區農會南澳
辦事處

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部落有機水稻
栽培管理班

1/27 紅糯米生活館

花蓮縣卓溪鄉南安部落有機水稻栽培管理班 2/02 南安遊客中心

宜縣大同鄉樂水部落米食加工管理班 2/23 智腦文化體驗場

宜縣大同鄉樂水部落品牌建立及行銷管理班 3/08 智腦文化體驗場

花蓮縣秀林鄉秀林部落有機火龍果
栽培管理班

3/22 秀林鄉公所

花蓮縣玉里鎮高寮部落有機金針及油茶栽培
與加工管理班

3/24 高寮教會舊教堂

花蓮縣富里鄉吉拉米代部落有機水稻自製堆
肥與病蟲害管理班

3/29 豐南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富里鄉吉拉米代部落米食及水果
加工管理班

3/31 豐南社區活動中心

宜縣南澳鄉大南澳地區油茶及
雜糧栽培管理班

5/18 大南澳長老教會

105 年原住民農業專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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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農友熱烈歡迎的大豆初級選別機，今已納入農糧署

小型農機具補助範圍，補助 1/3 的金額讓農友負擔更輕鬆。

本場研發之大豆初級選別機已順利技術移轉，根據農糧

署統計全國已販售超過 25 台，顯見大大解決小農挑豆困難。

為減低農友負擔以及推廣本機，農糧署已將其納入小型農機

具補助範圍，預計未來可有更多農友受益，並且提升國內雜

糧產業之產值。

另外根據本場測試，本機除挑選大豆外，亦可選別紅豆

以及豌豆，大大擴大產業使用，例如花蓮青年農民王彥堂與

夥伴生產紅豆，目前已順利選別完成；宜蘭食品業者因為自

行孵育豌豆苗，故而需要挑選品質良好的豌豆種子，在農機

展覽看到本機並經測試後亦欣然購入。

本場農機研究室表示，不同作物選別只需要調整部分零

件，均註明在操作手冊上，農民可自行調整。另為強化本機

功能，本場已朝粒徑選擇進行試驗，預計未來將可選別、分

級一次完成。

為協助轄區原鄉部落農產業發展，本

場建立輔導流程並發展獨特輔導方式，包

括「行動教室」、「一部落一窗口」等，

現地且客製化的輔導，讓原鄉農友可享有

即時且高品質的輔導資源。本場目前已盤

點出 33 個具農產業發展潛力部落，並選

定 20 個部落重點輔導，成為第一批原民

農產業建立先驅。

本場針對部落需求，深入部落進行教

育訓練課程，自 101 至 104 年共舉辦 43
場次、參與人次達 1,885 人，因課程主題

切合農民實際需求而深受好評。在技術輔

導方面，建立部落窗口，每個部落與本場

都有對口的研究人員，問題可有效且直接

的解決，而客製化的栽培技術輔導，在港

口、新社等部落已有成功的復耕經驗，並

順利複製到其他部落。

以花蓮縣玉里鎮稻米產銷班第 13 班

為例，該班 104 年榮獲優良農業產銷班，

其後主動提出轉作有機的嘗試，因此本場

立即籌組輔導團隊，針對班內各面向與缺

口進行分析與策略規劃，立即完成有機轉

作的田區規劃與專屬講習會的敲定，掌握

產業發展時機、帶動部落產業發展。

除了初級生產輔導外，更針對原民特

色作物開發新的食品加工技術，並輔導部

落產銷組織的經營管理。另外針對部落之

休閒旅遊三級產業，本場持續進行社會科

學研究、實地遊程設計、食農教育等，期

望建構及串連部落六級化產業發展。

為進一步完整蒐集及保存原鄉珍貴的

特色種原，同時研究與發展原鄉特色作物

有機栽培技術，本場於 104 年成立原住民

農業研究室，首先穩定部落一

級產業之發展，例如紅糯米、

中草藥、野菜、雜糧的有機栽

培技術，並自部落蒐集原鄉野

菜種原，協助其種原保存、純

化及擴大，讓傳統作物藉由食

品加工改良而有更佳創新之產

品。

因為部分部落成功經驗，

帶動鄰近部落紛紛加入，例如

花蓮縣光復鄉的邦查農場，在

多面向的輔導下克服有機栽培

的技術困難，甚至成立共同行銷平台，造

福鄰近部落投入復耕。港口、靜浦及新社

部落有機水稻復耕成功的經驗，以及新穎

的生態農法概念，恰好與傳統尊重土地與

環境的部落耕作精神不謀而合，也吸引年

輕人回流重拾農耕文化。

隨著本場與其他農政單位、農民及民

間團體之投入下，轄內部落的農業發展已

逐漸形成亮點，成為地方的活力產業。相

信這些原鄉部落在經過農產業轉型與輔導

後，能帶動鄰近原鄉部落共同投入，達到

原鄉部落農產業永續發展的目的。

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

大豆初級選別機　納入小型農機具補助

部落農業永續發展　本場原鄉輔導一步一腳印

��本場透過行動教室，至部落輔導改善原民傳統加工技術，
延長有效期限及增加風味，提升附加價值

��部落窗口熱忱輔導與陪伴一步步建立部落族
人發展農業的信心

��本場研發之大豆初級選別機除大豆外，亦可挑選紅豆及豌豆，本機目前
已納入小型農機具補助，有意購買者請儘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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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原鄉　體驗原住民部落純樸之美
位於大山大海間的原民部落，不論是

自然環境或是傳統人文，都有著迥異於常

的風情，因此部落旅遊在近年逐漸興盛。

本場為推動部落農產業六級化，選定 8 個

具農業旅遊潛力部落，規劃專屬於部落的

特色農業旅遊套裝行程。

宜蘭大同》樂水部落－泰雅獵人生活

泰雅 GAGA 精神，簡單來說是人和

自然共存的方式，是泰雅族獨有的文化及

生活規則，因此樂水部落以此為旅遊特

點，納入部落農業資源－有機米以及紅肉

李，轉化為泰雅獵場生態體驗，如製作陷

阱、射箭等，並將自然環境結合文化元素

進行包裝，讓遊客可暢遊樂水秘境。

由於樂水部落自 97 年即開始經營休

閒旅遊產業，經由本次輔導後，部落再次

重新規劃行程朝精緻化發展，提升旅遊價

值、限制人數，讓價格提升、品質加分。

另外為提升紅肉李價值，部落部分農友轉

型有機栽培，並因為產季短，本場輔導其

進行有機加工，未來可發展部落專屬伴手

禮以及遊客 DIY 體驗。

宜蘭大同》松羅部落－狩獵生態體驗

位於著名景點太平山、武陵農場以及

馬告生態公園的中繼站，松羅部落過去因

為人力資源不足的情況下，休閒產業發展

僅限於民宿與餐廳經營，在本場、陪伴

師與部落共同討論下，以泰雅族的狩獵

文化、椴木香菇、松羅國家步道等在地特

色，規劃出 2 天 1 夜的行程。

活動特別安排從下午 2 點開始，讓遊

客在一遊蘭陽平原後，還能品嚐道地的泰

雅美食，體驗狩獵生活則是遊程重點，族

人將安排遊客前往獸徑體驗，晚上則逕行

松羅國家步道夜間觀察，結合族人豐富的

田野知識，完美結束松羅狩獵生態體驗。

花蓮光復》太巴塱部落－部落料理廚房

光復鄉是花蓮水稻重要產區之一，其

中太巴塱部落特有的紅香糯獨步全台，因

此部落以此為重點，從作物生產開始延伸

到祭祀文化、料理以及休閒旅遊。除了休

閒旅遊，另外包括綠色餐飲輔導，2 者相

輔相成，讓紅糯米以及料理成為部落的旅

遊重點。

本場協助其以小型團體為主，規劃紅

糯米生活館－料理廚房半日遊程體驗，進

行原住民料理教學、部落巡禮兼採集野

菜，並將收穫入菜、享用阿美族風味餐。

花蓮瑞穗》富興 Lipahak 生態農場－鮮採

鮮食體驗

富興 Lipahak 生態農場鄰近大農大富

平地森林園區，是一個注重生態與農業生

產平衡場域，農場更透過合作公約吸引部

落族人共同合作，以有機方式生產鳳梨、

野菜、雜糧、玉米、水稻等多樣化作物，

因此農場生態資源豐富，更以環頸雉作為

綠色保育標章，再加上農友農業生態知識

豐富，十分適合前往體驗深度農業之旅。

本場建議農場以小型團體為目標，規

劃農場野菜拼盤農耕之旅、提升旅遊與農

產品的連結，拉近消費者與農夫的距離。

花蓮瑞穗》奇美部落－阿美文化、農事體

驗之旅

自詡為阿美族文化發源地的奇美部

落，對於阿美傳統文化有很深刻的紀錄與

傳承，再配合秀姑巒溪泛舟中繼站，讓部

落觀光發展十分順利。近年部落自主意識

崛起，開始自行發展文化泛舟、部落深度

旅遊等體驗活動，並順勢帶入農業有機轉

型，讓農業也成為部落旅遊重點之一。

因此本場以既有客群為目標，連結在

地農產業，開發多元有機農產品－冬瓜、

路蕎、洛神以及橄欖，規劃農事體驗活

動，搭配阿美文化簡介、部落自然景觀導

覽，以及精緻的風味餐點，提升泛舟旅遊

淡季之收入。

花蓮玉里》織羅部落－葛鬱金體驗

織羅部落 98 年加入原民會重點部落

計畫，開始積極推廣葛鬱金種植，因為省

工、經濟價值高，吸引不少農友投入生

產，並成立織羅葛鬱金農特產品企業社，

讓葛鬱金與有機米以及金多兒筍成為織羅

三寶，而葛鬱金產品更是廣受消費者歡迎

而供不應求。

經過本場盤點發現，過去部落的旅遊

行程多無法提升部落農產品銷售，且流暢

度與趣味性均不高，而部落經過陪伴師案

例啟發，自主研發葛鬱金柑橘果凍，因此

在本場與部落共同討論下，規劃野菜摘

採、葛鬱金粉加工等體驗活動，期望提升

部落旅遊吸引力。

花蓮卓溪》南安部落－噹噹 bui 美食體驗

噹噹 bui，意即為以風乾的硬質玉米

搗碎後煮成玉米糊，是南安部落布農族傳

統主食，原本只是族人不以為意的提及，

在本場與部落共同討論下，發現這項傳統

美食極具有部落文化特色，本場設計開發

從剝苞穀、研磨碾製、過篩、煮食，成為

有趣的體驗活動，透過部落耆老現場示範

製作後，重現布農族的傳統主食文化。

花蓮富里》吉拉米代部落－吉哈拉艾文化

景觀之旅

吉拉米代部落擁有小天祥之稱的峽谷

地形，自然景觀豐富，本場在有機村輔導

時即已納入富麗有機樂活群聚輔導之列，

已協助其發展植染鴨蛋、阿美族傳統捕魚

體驗等活動，增添部落旅遊的趣味，因此

本次輔導案檢視原有行程，將之修改成更

豐富、精緻的旅遊規劃。

在近半年的輔導下，本場為這些部落

種下休閒旅遊產業種子，正熱切地成長茁

壯，未來本場將朝包裝設計、伴手禮小舖

的設置與佈置、更精緻的體驗活動開發、

提升解說及服務品質、餐飲成本規劃等方

向持續輔導，配合本場一、二級產業輔

導，共同創造豐富的原鄉六級產業。

��本場協同陪伴師，與部落夥伴共同挖掘出屬
於自己的傳統作物及文化故事

��陪伴師游文宏 (左 )，於部落體驗泰雅狩獵
文化，並給予轉化成遊程的建議

��葛鬱金柑橘凍



為推廣農村地產地消、產地餐桌之理

念，本場輔導在地餐廳使用在地食材，成

為鏈結消費者與生產者的平台，藉此縮短

食物碳足跡旅程。本次共輔導轄區 8 家餐

廳，以當歸、丹參及紅糯米為主題，協助

其製作在地特色餐點，並於 104 年 12 月

14 日在宜蘭縣壯圍鄉旺山休閒農場辦理

產地餐桌成果發表，邀請北部地區記者踩

線、展現輔導成果。

使用產地的新鮮食材，將低碳安全飲

食的概念，藉由專業的料理輔導師教導業

者推行產地餐桌，是本次輔導的計畫目

標。而本場提供的在地食材－當歸、丹參

及紅糯米，各個餐廳均發揮食材的特性，

製作出道道精彩的創意料理。

本次成果發表會假旺山休閒農場舉

辦，該農場種植來自世界各地的瓜類品

種，因此他們將南瓜等融入當歸、丹參及

紅糯米，製作當歸南瓜 pizza、當歸魚翅

瓜湯、當歸南瓜蒸蛋、當歸南瓜滷肉、紅

糯米海鮮南瓜盅及紅糯米南瓜牛奶等數道

特色餐點。其中紅糯米南瓜牛奶，因為紅

糯米耐咀嚼有粉圓般的口感，且有更多膳

食纖維及花青素等營養，獲得一致好評。

參與本次輔導之餐廳除了旺山休閒

農場外，另包括宜蘭冬山一佳村養生餐

廳、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紅糯米生活館、

秀林鄉 Giwas Ali、壽豐鄉樹屋、花蓮市

Farmer's kitchen、秀林鄉達基力部落屋

餐廳、吉安鄉欣圓餐廳，各有不同特色與

風格，歡迎民眾前往品嘗。

為使有機農場永續利用並滿足生態循環，本場黃鵬場長率研究人員與東華大學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許世璋主任、蔡建福及楊懿如老師，於 1 月 6 日至壽豐鄉奇萊美地

有機農場，建議農場未來規劃方向。

在國外，許多先進的有機農場有著完整的生態系統服務，如生態綠籬提供天敵棲

息、土壤健康利用讓農場生產可永續穩定。而除了生產以及生態服務外，有機農場更

可成為療癒、工作假期等多功能場域。

因此許主任建議奇萊美地，除了生產外應著重體驗教育功能，在生態營造同時進

行景觀營造，並將廁所、餐廳以及宿舍、會議或簡報室等基本設施均納入考量。楊老

師則表示園區有許多濕地，可以突顯濕地特色、增加生物多樣性，並建議規劃生態池

塘，使其吸引雁鴨以減少鄰近農田作物損失。

奇萊美地有機農場負責人蔡志峰董事長表示，農場經營秉持著順勢而為，不悖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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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2月
主要作物病蟲害預測

本場與東華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參訪奇萊美地有機農場

��本場輔導 8家餐廳利用在地食材發展特色料理，假旺山休閒農場辦理成果發表會，現場包括農
委會陳文德副主委 (右三 )、輔導處張致盛處長 (左三 )、東區分署陳啟榮分署長 (右一 )與本
場黃鵬場長 (右二 )以及北區記者參與

��本場與東華自資系許世璋主任 (左三 )等，建議奇萊美地未來可發揮濕地
特色，打造有機生態場域

周遭自然資源或突兀施作為原則。而本場

與專家們建議，為維護多元地景，可將濕

地系統、海岸山脈以及花蓮溪畔系統，納

入農場整體規劃，統合營造本區獨有的農

業生態系統。

產地餐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