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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品農特產品
展售中心

吉安鄉農會

「吉安鄉農會冰品農特產品展售中

心」於 102 年成立，位處於花蓮

知名景點吉安慶修院旁，是吉安地

區的「產地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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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食品安全問題

嚴重，過多的化學物質添

加，使食物失去原味，產生有害的毒

素，因此食用新鮮的食材是照護健康

的新選擇。而我們該如何取得安全衛

生的食材？「地產地消」的消費概念

逐漸受到重視，不僅可以提高農產品

的銷售，增加農民收益，在當地生產、

在當地消費更可減少食物里程，而藉

由產地餐桌，我們可以享受新鮮健康

的菜餚，落實地產地消地理念。

花蓮農改場為積極推廣地產地消，將

原鄉傳統作物紅糯米、保健作物當歸

及丹參推廣種植，成為具地方特色的

食材之一，以有機栽培的生產方式，

讓消費者可安心享用在地生產的新鮮

食材，並辦理料理競賽及研習活動，

研發創意料理，希望能將原鄉、在地、

有機食材推廣到餐桌上。

 ±體驗地產地消新選擇

「吉安鄉農會冰品農特產品展售中

心」於 102 年成立，位處於花蓮知

名景點吉安慶修院旁，是吉安地區的

「產地餐桌」。暑假期間滿是遊客，

因周邊用餐地點不多，因此展售中心

創立初期由當時的吳春英廠長與農會

同仁共同討論，利用在地食材開發特

色美食料理，讓遊客可以稍作休憩，

體驗在地農產品的美味。許多遊客來

嚴重，過多的化學物質添

近來食品安全問題近來食品安全問題

 � 當歸

 � 紅糯米

 � 丹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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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餐桌新體驗
在地媽媽好味道

到吉安慶修院皆不忘享用吉安農會研

發的五彩紅豆湯圓、芋頭米粉湯、

龍鬚菜水餃、川燙龍鬚菜及滷肉飯。

經過遊客的讚賞，之後吳春英廠長便

帶領吉安鄉的家政班媽媽量產手工製

作五彩紅豆湯圓、龍鬚菜水餃及芋頭

米粉湯。儲備的物料經常供不應求，

其中五彩紅豆湯圓是以火龍果、龍鬚

菜、南瓜、地瓜及芋頭為原料，湯圓

的顏色由新鮮蔬果製成為天然色素，

含有豐富營養成分。

 ±營養滿分芋頭米粉

湯及龍鬚菜水餃

芋頭米粉湯是以當地盛產的芋頭熬

煮，有別於一般市面上的米粉湯，更

多了芋頭的特殊香氣及清爽，因為芋

頭的產季及銷量限制，所以芋頭米粉

搭配產期限定於每年九月至隔年六月

才有販售，所以想嚐嚐芋頭米粉的滋

味，記得要挑對時間；而龍鬚菜水餃

則是以吉安鄉當地生產的新鮮龍鬚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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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結合當地農作物自製自產的冰品是遊客夏季新選擇

 � 龍鬚菜水餃

為主要原料，加入少

量薑、蔥及肉末搭

配，製成美味高纖低

熱量的龍鬚菜水餃，

不僅受到遊客喜愛，

當地居民皆讚不絕

口，另外搭配當地鮮

採的川燙龍鬚菜和吉安鄉生產優質米

煮成的魯肉飯，滿滿一桌，吃下新鮮，

更吃下健康。

 ±自產自製衛生冰品

除了可以在展售中心吃到在地

美食料理外，還有各式口味冰

棒和冰淇淋，包括山藥、火龍

果、百香果、芒果、芋頭、鮮

奶、栗子南瓜口味等，冰品採

當地農特產品自製自銷，並使用純糖

及純水，不添加任何化學原料，有

別於市面上冰品，不僅衛生、健康、

低脂又低熱量，完全是夏日冰品好選

擇，尤其炎炎夏日吃完午餐後來個清

涼的冰品，頓時消暑許多。

 � 芋頭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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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餐桌新體驗
在地媽媽好味道

 ±推廣吉安鄉特色伴手禮

展售中心原本只有小小的販賣空間，

後續因遊客人數眾多而擴建成現在的

模樣，以原木概念，打造復古的風格，

與鄰近的吉安慶修院相呼應。店內貼

心民眾提供內用的桌椅，更規劃農特

產品展售區，販售吉安鄉生產的米、

芋頭沙琪瑪、刺五加茶、諾麗果粉。

以及使用當地生產的韭菜、當歸、芋

頭、薑黃、香椿、丹參為原料製成的

麵條，其中以薑黃口味的麵條，最受

大眾喜愛。此外還提供其他地區農會

的農特展品展售，遊客在這裡不僅能

吃到當地生產的農作物，還能將各地

區的農產品伴手禮帶回家。

 � 民眾除了可以品嚐在地料理外，還可以購得各式農特產品及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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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作物生產問題克服及改善

吉安農會致力於地方特色農業發展，

生產主要以水稻、龍鬚菜、芋頭及韭

菜為主，花蓮農改場也全力協助吉安

地區農業發展，培育台梗 16 號為吉

安米的新主力；另改善龍鬚菜夏日

高溫期間產量驟降情形，活化吉安地

區休耕土地，並開發芋頭走莖苗為種

苗，提生產量和品質，及疫病管理策

略改善芋頭田間生產問題，在花蓮農

改場與吉安農會帶領之下，提升農民

生產技術，改善田間管理問題，增加

生產效益，並將地產地消落實於吉安

地區。

 ±養生特色餐飲新開發

花蓮農改場致力於推廣地產地消理念

多年，辦理多項研習課程及競賽活

動，今年度邀請宜蘭花蓮地區農會家

政班媽媽參加「104 年度地產地消養

生料理競賽」，吉安鄉農會由萬淑芬

農事指導員帶領家政班媽媽萬淑萍與

吳蘭榮為代表，共同腦力激盪，使用

當地新鮮食材，搭配少鹽、少糖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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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餐桌新體驗
在地媽媽好味道

 當歸莎莎醬

 � 材料：當歸根30g、草蝦3隻、紅洋蔥半顆、薑片3片、

酪梨半顆、番茄1顆、檸檬1顆、秋葵3條、大黃瓜半條

 � 調味料：鹽、味霖、蒜末、橄欖油、青辣椒等適量

 � 作法：

1. 先將草蝦川燙剝殼、秋葵燙熟、大黃瓜切片備用。

2. 莎莎醬做法：蕃茄切塊(約一公分大小)、洋蔥切細

丁、當歸根切碎、青辣椒切碎、薑片切碎、蒜頭磨

成泥(不太喜歡吃生洋蔥的人，可以把生洋蔥磨成泥

狀)，加入檸檬汁、橄欖油及酪梨泥拌勻，再用少許

鹽及味霖調味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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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健康概念，研發養生創意料理，獲

得季軍的殊榮，增加了家政班媽媽的

信心，並獲得寶貴的參賽經驗。本次

參賽將花蓮農改場推行之當歸、丹參

及紅糯米搭配當地食材，開發出一套

創意料理，沙拉為「當歸莎莎醬」將

莎莎醬裡的香菜改成當歸根末，吃起

來有股淡淡清香，是開味沙拉最佳選

擇；前菜為「歸心薯健」利用當歸的

新鮮香味，以烘蛋方式煎出酥脆口感

的馬鈴薯煎餅；主菜為「糯米心肌雞」

利用丹參的汁液將雞腿肉醃製後，吃

起來有種淡淡香氣，紅糯米則加入丹

參熬煮，更能提味出糯米口感，再將

當歸沙拉醬搭配白肉，口感合適；湯

品為「紅酒當歸羅宋湯」利用當歸的

新鮮香味，搭配異國料理方式呈現不

同風味香濃湯品。

 � 參加「104年度地產地消養生料理競賽」獲得季軍的吉安鄉農會

家政班媽媽左起萬淑萍、農事指導員萬淑芬及吳蘭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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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餐桌新體驗
在地媽媽好味道

 ±農村多元化發展永續發展

未來花蓮農改場將輔導吉安農會開發

的特色養生餐飲，引導至展售中心販

售，朝產地餐桌目標發展，實踐地產

地消，並將農產品發揚光大，讓更多

遊客來到展售中心，品嚐在地食材的

新鮮與健康，消費者能直接享用在地

新鮮農產品，並提供農村媽媽善用家

政專長開創副業。藉由推廣在地農產

品消費，促進農村休閒

觀光活絡，輔導農村多元化

發展，提升農村收入，推行地產地消，

使農村產業得以永續發展。

吉安鄉公所

吉安鄉農會

花蓮農改場

吉安國小

中興路

吉
安
路
二
段

9丙

 吉安鄉農會冰品農特產品展售中心

 »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中興路 357 號

 » GPS：23.974447, 121.564007
 » 聯絡電話：(03)8533778
 » 營業時間：09:00~17:00 ( 配合慶修院每週一公休 )

吉安鄉農會

冰品農特產品

展售中心

吉安鄉農會

冰品農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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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糯米心肌雞

�材料：丹參50g、紅糯米5g、
洋蔥半顆、雞腿3支、青花菜半顆、

紅黃椒半顆

�調味料：鹽、橄欖油、義式香料、沙拉

醬、當歸葉及高湯等適量

�作法：

1.先將雞腿肉去骨用丹參汁及少

許鹽醃製一晚。

2.紅糯米洗淨泡水靜至3小時

備用。

3.取鍋爆香洋蔥後加入紅

糯米及丹參與雞骨，加

入適量高湯慢火燉成像

西班牙燉飯備用。

4.將醃製一晚的雞腿肉

灑上少許義式香料，加

入橄欖油煎至金黃色即

可裝盤。

5. 川燙青花菜及紅黃椒

做配菜。

6. 當歸葉加入沙拉醬打

碎後成沙拉醬沾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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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餐桌新體驗
在地媽媽好味道

 歸心薯健

 � 材料：當歸葉30g、雞蛋5顆、洋蔥半顆、馬

鈴薯1顆
 � 調味料：鹽適量、橄欖油少許

 � 作法：

1. 先將馬鈴薯切塊、洋蔥切細丁備用。

2. 鍋中加入少許油爆香洋蔥及馬鈴薯，炒

至馬鈴薯熟化。

3. 取鋼盆將雞蛋打散，加入切碎當歸葉、

適量鹽及炒香馬鈴薯調味後，倒入橄欖

油預熱之平底鍋中小火煎至香脆，再翻

過面煎3-5分鐘，直到蛋液凝結即完成。

 紅酒當歸羅宋湯

 � 材料：當歸片20g、牛腱肉100g、洋

蔥半顆、紅蘿蔔半條、馬鈴薯1顆、

紅番茄1顆
 � 調味料：番茄醬3大匙、味霖1大匙、

奶油30g、紅酒350c.c.、鹽與義式香

料適量

 � 作法：

1. 將所有食材切塊備用。

2. 先將奶油下鍋爆香洋蔥，再加入

牛腱肉及紅蘿蔔、馬鈴薯、番

茄，炒香後加入當歸片及全部調

味料慢火燉50分鐘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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