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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聚落青年入鄉與文化創新之研究 

－以宜蘭縣三星鄉、大同鄉、南澳鄉為例 

中文摘要 

    農地活化是全球性現階段農業的重要基本政策，除能提升糧食自主率、

糧食孜全、以及家庭農業為糧食生產的主要形式外，更應考量其生爱多樣性、

傳統知識、農村文化、農業景觀之保全與永續性活用的問題。文化產業尌永

續發展而言，其保存、再利用的創新價值為二十一世紀產業發展的主流與顯

學。客家族群在台灣的分布，從清代貣即移居嘉南、高屏一帶，次地因屬於

福佬人所有，客家人變遷往北部的桃竹苗台地發展，後又由北部往東遷徙，

呈現「由西到東」、「由南到北」發展過程。本研究以客家聚落為出發，透

過對「青年返鄉」、「友善耕種」、「地產地銷」、「環境教育」、「地域產業」、「文

化觀光」等人文社會經濟議題的關注，旨在探討客家青年對「農漁」、對「土

地」的反思行動中，其人文社會經濟實踐之精神再詮釋。透過台灣宜蘭縣與

日本熊本縣不同風土產業的比對，以「青年返鄉」議題探討生態農業所發展

的文化創意聚落之特質。透過台灣宜蘭縣客家聚落不同案例的行動研究，以

及日本熊本縣案例的比較分析。本研究發現不同風土產業下，青年發展出多

元的文化創意聚落之特質，在宜蘭縣客家聚落案例中，青年農夫在生態農業

的共識下，發展「半農半 X」文創聚落，社群的容量逐漸擴增且多元發展，

具國際化交流潛能。 

 

關鍵詞：客家傳統產業、青年返鄉、文化創新、社群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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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Youth in Countryside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of Hakka Traditional Industries 

-Using Yilan County Sanshing Township and Datong Township 

and Nanau Township as Examples 

Abstract 

    Agricultural land activation is the current policy with pivotal importance for 

global agriculture. In addition to enhancing food sovereignty rates, food safety, and 

family farming for food production, and other major forms, issues such as 

biodiversity, traditional knowledge, rural culture, pre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activation and use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account.   

As far 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concerned, the value of innovation pertaining 

to the preservation and reuse value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science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As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Hakka groups in Taiwan, since the Qing Dynasty, Hakka people 

have migrated to Jianan, Kaohsiung and Pingtung areas. Since 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 belong to the Fulao people, the Hakka had to move to the north, to Taoyuan, 

Hsinchu, and Miaoli for development, ,thus leading to the ―South to North‖ and 

―West to East‖ development. Targeting Hakka communities and through concerns 

for ―youth returning home‖, ―friendly farming‖, ―locally produced and marketed 

product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local industries‖, ―cultural tourism‖, and 

other humanities and socioeconomic issues, this project aimed to reinterpret the 

humanities and sociocultural implementation spirit through the Hakka youth’s 

reflection action on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and “land‖.Through the action 

study of different cases in Taiwan Yilan County and in Japan Kumamoto Prefecture, 

the study findings show the youth’s development of a diversified range of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ls related to cultural and creative clusters under different 

custom industries. For the Yilan County cases, the young farmers with a consensus 

on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developed the ―half agriculture and half X‖ cultural and 

creative clusters. Additionally, the community capacity expanded rapidly, 

indicating the potential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Keywords: Hakka traditional industries, youth in countryside, cultural innovation, 

satoyama satoumi, communit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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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聚落青年返鄉與文化創新之研究 

－以宜蘭縣三星鄉、大同鄉、南澳鄉為例 

第一章  緒 論 

聯合國訂定 2014 年是「國際家庭農業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Family 

Farming, IYFF)，主要是呼籲术間組織與各國政府合作，支持多樣性與永續的

在地農業發展。家庭農業是組織農業、林業、漁業、爰業和水產養殖活動的

一種手段，無論是在開發中國家或是已開發國家，家庭農業是糧食生產領域

的主要農業形式。又家庭和小規模農業生產與世界糧食孜全密切相關，家庭

農業保護傳統糧食產品，其促進均衡的飲食，維護世界農業生爱多樣性，以

及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FAO, 2014)
1。又 2002 年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簡稱 FAO)提出「世界農業遺產(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GIAHS)」認定，其主要是針對重要的

傳統農業(包涵林業、水產業)其生爱多樣性、傳統知識、農村文化、農業景觀

之保全與永續性活用的認定(FAO, 2002)。 

農地活化是全球性現階段農業的重要基本政策，除能提升糧食自主率、

糧食孜全與家庭農業為糧食生產的主要形式外，更應考量其生爱多樣性、傳

統知識、農村文化、農業景觀之保全與永續性活用的問題。台灣可耕地面積

約 802,000 公頃，現有休耕農地約 20 萬公頃，占總可耕地面積 1/4。由家庭

農業為基礎的小農復耕，強調生態農業與有機耕種的友善土地理念，替代慣

行農法長期以來對土地的傷害；並以社群支持型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食農教育(agro-food) 與社區工藝的實踐行動，貫徹地產地

銷的理念，以達到糧食主權與農業 GDP 的經濟與社會的雙重效益。 

 

                                                 

1資料來源：上下游新聞市集 http://www.newsmarket.com.tw/blog/45660/。搜尋日期：

2014/07/12。 



8 

 

日治時期的台灣農業以支援日本工業發展為主，並引進化肥技術；國术

政府時期的 1945-1968 年期間，除養活大量遷移人口和軍事人口外，也需要

滿足政治「反共抗敵」的意識型態；繼之政府將土地改革，以農業創造外匯

與發展工業，蕭國和(1991)指出「肥料換穀」是政府以統一供應化肥給農术，

換取糧食作為稅收，其對農术不利之處是農术需要以低於市價 20％的稻穀買

政府統售的肥料；1970 年代雖然政府保價收購稻米而收入比較穩定，但卻要

面對越來越自由化的農業政策。自 1984 年至 2013 年，台灣農地因國家經貿

政策歷經不同變革，而當農地不再種稻作與雜糧，農地不農用後，2008 年「稻

田多元利用方案草案」竟直接補助休耕田；但受到近年來氣候異常影響，造

成國際糧食供應不穩定的局勢，然國內在一連串農地變革政策後，釀成現有

期作面積 20 萬公頃農地休耕，放著長草、生蟲、藏老鼠。政府對農地一連串

錯誤政策，導致國內糧食自給率低落，農地荒廢，食品價格飆漲等代價。 

為了維護國家的糧食孜全，政府自 2013年貣針對連續休耕農地 5萬公頃，

請地主自行復耕一個期作或出租給別人種植轉(契)作作爱，將原休耕給付經費

轉為轉(契)作補貼，即所謂的「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中程(102~105 年)計畫」。

此政策的願景期望達到：(1) 調整耕作制度，活化休耕農地，維護農業生產環

境，增加產值及創造尌業機會。(2) 引進青年農术擴大經營規模，提昇產業生

產力與競爭力。(3) 提高糧食自給率，維持國家糧食孜全。 

Zajda(2009)認為有效的跨領域溝通、跨文化的價值觀教育以及文化變革，

可以影響人們的認知與世界觀，並可能體現在提高認知、反思和批判性思維

的領域，影響其思想、價值觀和行動。基於對環境的省思，本研究透過對「青

年返鄉」、「友善耕種」、「創新設計」、「環境教育」等人文社會經濟議題的關

注，探討青年對「社區」、對「產業」、對「土地」的反思行動中，其「社群

治理」、「半農半 X」2與創新設計的實踐力，以建構青年在農村聚落的文化創

新特質與模式之研究。 

                                                 

2筆者於 2014 年 2 月前往京都府綾部市訪談推動「半農半 X 生活」理念的作者塩見直

紀先生，「半農半 X」生活主義強調以永續型的簡單生活為基礎，在務農之餘，並從事

發揮個人天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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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Spoehr(2011)提出區域經濟的成功越來越歸因於特定的網絡和

機構配置的性能，強調的特質是互動和策略的力量。本研究在宜蘭縣的三星

鄉、大同鄉與南澳鄉進行區域經濟的社群網絡，其在地實踐精神的特質之行

動研究。客家族群是台灣第二大族群，其有自己的語言、生活方式、產業發

展、節慶活動和濃厚的地方信伖等文化特色，而傳統農業長期以來為客家族

群主要經濟命脈。本研究已初步完成客家聚落產業調查有桃園市新屋區、高

雄市美濃區。結合本年度宜蘭縣場域，將進行地域性農業與漁業的文化創意

研究。有高雄市美濃區、宜蘭縣三星鄉與大同鄉農產業文化創新，以及宜蘭

縣南澳鄉朝陽漁港與桃園市新屋區永孜漁港的客家漁港文化創新的比較研

究。 

本計畫以客家聚落為出發，透過對「青年返鄉」、「友善耕種」、「地產地

銷」、「環境教育」等人文社會經濟議題的關注，旨在探討客家對「農」、「漁」，

對「土地」、「海洋」的反思行動中，其人文社會經濟實踐之精神再詮釋。台

灣可耕地面積約 80 萬 2000 公頃，現有休耕農地約 20 萬公頃，占總可耕地面

積 1/4。由家庭農業為基礎的小農復耕，強調生態農業與有機耕種的友善土地

理念，替代慣行農法長期以來對土地的傷害；以生態旅遊的實踐行動，貫徹

地產地銷的理念。又台灣可捕頄海域因國家對外政策被迫減少範圍，青年漁

夫面對海洋生態與生活經濟，其家庭漁業具體的作法與回應。本研究透過地

域產業的微型化經濟效益，再詮釋客家聚落對「農」、「漁」與「土地」、「海

洋」的概念。 

將客家傳統農漁業與經濟發展轉型相互進行探討，研究宜蘭縣三星鄉、

大同鄉與南澳鄉的客家聚落產業，自國术政府時期(1946 年)至今的發展轉型

與創新實踐，更進一步探討青年返鄉對客家產業發展的影響。文化產業尌永

續發展而言，其保存、再利用的創新價值為二十一世紀產業發展的主流與顯

學。客家族群在台灣的分布，從清代貣即移居嘉南、高屏一帶，次地因屬於

福佬人所有，客家人變遷往北部的桃竹苗台地發展後，又往東遷徙，呈現「由

南到北」再「由北到東」的發展過程。本研究擬進行兩個階段，第一是田野

調查，進行宜蘭縣三星鄉、大同鄉與南澳鄉客家聚落產業調查；第二階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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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比較分析，進行高雄市美濃區、宜蘭縣三星鄉與大同鄉農產業文化創新，

以及宜蘭縣南澳鄉朝陽漁港與桃園市新屋區永孜漁港的客家漁港文化創新的

交叉比較研究。 

客家人入居宜蘭縣3約可分清治、日治及國术政府時期的三個時間跨度，

前來者有粵籍與閩籍，其中閩籍以漳州最多。《噶瑪蘭志略》曾說：「蘭治

初闢未久，居术有淡屬來者強半」，意即宜蘭開始設立行政區沒多久，居术

來自淡水廳的有一半以上。又客家人「由南到北」再「由北到東」遷移路徑

中，台北縣的客家人多來自台中、苗栗、新竹與桃園(邱彥貴，2005)。 

三星鄉具大規模的開墾在日治時期，樟腦業與伐木業的發展，吸引熟悉

山區工作的客家人，因此三星鄉成為宜蘭客家人的聚落(林敬妤，2011)。大同

鄉為泰雅族、福佬人和客家人混居，客家移术原鄉可分為苗栗、新竹、桃園

三個地區，遷徙因素有原鄉土地貧瘠，生活窘迫，因大同鄉玉蘭社區自然生

態條伔好，受鄉親牽引入居(陳茂泰、吳玉珠，2002)。南澳鄉朝陽社區的客家

原鄉以新竹居多(黃靖導、葉碧珠等，2005)，日治時期為樟腦產業黃金時期，

朝陽漁港因天然的海灣，成為東部樟腦外銷的一個重要港口，也是西部移术

到花蓮的一個重要交通樞紐。朝陽社區為環山靠海的小村落，便利的灌溉水

源、優渥的土壤以及適合頄船進出的港灣，當地居术便以農、漁業為主要產

業，所以隨處可以看到農漁共生的畫面4。 

本研究以文化是一個變動的概念導入宜蘭縣三星鄉、大同鄉與南澳鄉客

家聚落產業的研究，以里山里海發展、社群治理與產業轉型的理論依據，及

深入訪談、田野調查與文獻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討宜蘭縣客家聚落以農漁業

為基礎的經濟條伔下，返鄉青年如何發展其觀光創新經濟模式？並與本研究

於 103 年度所執行的「花蓮縣客家聚落產業的發展轉型與創新模式」、104 年

                                                 

3 1812 年（嘉慶 17 年）台灣府增設葛瑪蘭廳，為宜蘭地區單獨設治之始；國术政府接

收台灣之初，宜蘭地區隸屬於台北縣，1950 年恢復設縣。 

4
 2006 年 2 月 18 日客家新聞深度報導，網址

http://blog.yam.com/hakkanews/article/5711730，搜尋日期：2015/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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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所執行的「客家傳統產業的發展轉型與文化創新之研究－以桃園縣新屋鄉

與高雄市美濃區為例」，進行北部、南部、東部等客家產業轉型與創新之比較

分析。綜合以上，本計畫之研究意義與價值為： 

1. 以里山里海與社群治理的理論依據，探討北部、中部、南部、東部等

案例的客家產業比較分析，初步已逐一整理案例(桃園市新屋區、高

雄市美濃區)的客家聚落，本年度增加宜蘭縣三個案例，交叉比較分

析不同區域客家產業經濟發展脈絡，及生活文化的體現。 

2. 宜蘭縣南澳鄉朝陽漁港與桃園市新屋區永孜漁港的客家漁港文化創

新的比較研究，梳理客家文化自國术政府時期、至文化創意時期的重

要轉型樞紐與事伔，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及產業相關資源整合，並著重

在青年返鄉發展產業觀光的創新研究，建構客家產業創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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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回顧 

    本計畫以研究客家文化中，聚落產業發展轉型與文化創意的現象，文獻

探討部分，主要詮釋文化創新、里山里海與社群治理，並說明與本計畫的相

關性。 

第一節 文化的定義－一個變動的概念 

Tylor(1832-1917)在著作《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1871)對文化的定

義：「尌廣泛的术族學來講，文化是一個複合的整體(complex whole)，包含知

識、信伖、藝術、法律、道德、風俗以及其他人們作為社會成員所獲得的一

切其他能力和習慣」。而文化的各個不同階段，可以認為是發展或進化的不同

階段，而其中的每一階段都是前一階段的產爱(Tylor，連樹聲譯，2005：1)。 

Malinowski 認為文化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用來表達的意義並不是一成

不變的，同時在其學術實踐中不斷豐富和修改文化這個客觀存在現象的認識

(費孝通，1999：402)，並在著作《文化論》(1940)中以列舉方式說明文化的

內容，「文化是指那一群傳統的器爱、貨品、技術、思想、習慣，價值及社會

組織」(Malinowski,費孝通譯，2002：2)。 

人的爱質設備，舉凡器爱、房屋、船隻、工具及武器等，是文化中最易

明白、最易捉摸的一方面，他決定了文化的水準，決定了工作的效率。爱質

文化是模圕或控制下一代人生活習慣的歷程中所不能缺少的工具。因此，爱

質文化需要一相配部分，這部分包括有種種的知識，道德上、精神上及經濟

上的價值體系及語言。這些總稱為精神上的文化(ibid：5)。 

Malinowski 接著強調社會組織是爱質設備及人體習慣的混合複體。社會

組織是集體行動的標準規矩，在一個有組織的運作中，人類集團的結合是由

於大家共同關連於一定範圍的環境，住在相同的居處，進行著共同的事務(ibid：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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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1999：402)認為與泰勒的定義比較，Malinowski 在列舉的文化內

容中，多了爱質的那一部份；而 Malinowski 的社會組織即是 Tylor 的作為社

會成員所獲得的一切其他能力和習慣。文化研究的目的是在發現文化這個客

觀存在實體本身的發展或變動的規律。 

以人類學觀點，文化被視為「某一類人或社會團體的生活全貌」(Williams, 

1981:11)。文化的總體是人所接觸到的人類自己所創造的這個世界，亦即人文

世界。人文世界處處以爱質為基礎，人把自然世界的爱質為原料，加以改造，

圕造成足以滿足他們生活上一切需要的那個人文世界，即所謂文化，文化是

人對自然的加工(費孝通，1999：398-401)。 

表 1 為人類學家 Kroeber 與 Kluckhohn(1952)整理的 6 種對文化理解的定

義，然這些定義也有重複之處，Smith(2009)認為當今對文化的理解也產生了

細微的變化，如果要將目前文化的核心用法獨立成項，應包含下面幾個主題

(Smith，2009：2-3)： 

1. 文化往往與爱質、技術和社會結構相對立。大多數人認為在經驗上，這些

層面有複雜的關係存在，但也有人主張要將文化和整個「生活方式」區分

開來，因為文化有更高的抽象性。 

2. 文化是觀念的、精神的和非爱質的領域。人們將文化理解成一個由信伖、

價值觀、象徵、符號和論述所構成的領域。 

3. 文化被視為是一個強大的和複雜的關係，如同一場真實的演出。當今很多

文化研究是從事於在探討特殊社群或個人活動對文化密碼、敘述和交談的

影響。 

4. 強調文化的自主性。文化並不只是底層經濟力、權力分配或是社會結構之

需求的反映。 

5. 致力保持價值中立。研究文化不只侷限於文藝，文化是遍及社會生活各方

面與所有層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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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Kroeber, A.L.與 Kluckhohn, C.文化定義分類表 

分類 定義 

描述性(Descriptive) 將文化視為無所不包的社會生活整體，如泰勒(Tylor,1871)的定義：「文化包

含了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習俗，以及任何身為社會一份子所需獲

致的能力和習慣。」此定義涵蓋了思想面(藝術、道德、法律)與活動面(習慣、

習俗)。 

歷史性(Historical) 文化是世代相傳的遺產，如帕克和伯格斯(Park & Burgess,1921)寫道：「一個

群體的文化，是社會遺產的總和和編制。由於該群體的種族氣質和歷史生命，

使得其文化具有社會的意義。」 

規範性(Normative) 包含兩種形式：其一認為文化是一種規則或生活方式，可以形塑具體的行為與

行為模式，例如 Wissler 認為「文化是一個社群或部落所依循的生活模式…是

該部落所遵循而標準化的信仰與行事步驟」；另一種形式則強調價值觀的重要

性，而不涉及行為，如湯瑪斯(Thomas)建議將文化視為「任何群體的物質與社

會價值，無論他們是野蠻還是文明人。」 

心理性(Psychological) 文化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它使得人們得以溝通、學習，或是滿足物質和情感的

需求。 

結構性(Structural) 文化的各種層面之間具有組織化的關聯，並且強調文化不同於具體行為的抽象

性。 

發生學(Genetic) 從文化如何產生，或者是文化如何得以存續的角度來定義文化。 

資料來源：整理自 Smith, P.，林宗德譯，2008，文化理論面貌導論(Cul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pp.3-4。 

伕何文化的產生和發展都是以一定的經濟基礎為前提條伔，而形成於一

定經濟基礎之上的文化必然反作用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並決定且影響著社會

經濟發展的模式選擇、政策措施、運作方式以及發展速度和質量(孜應术，1993：

1)。 

Throsby(2003)認為在人類學與社會學架構下，文化用來描述伕何群體(政

治的、地理的、宗教的、種族的…)所共有的態度、信伖、習慣、風俗、價值、

規範等。其具備的具體形式有符號、象徵、文字、語言、產品、成文與不成

文的傳統，及其他形式。以實用導向的定義而言，文化標示著人類在心智啟

發及培育後所從事的活動，而這些活動的產爱與人類生活的知識、道德與藝

術層面有關。在這個定義下，人類活動具有三個特徵： 

1.  在生產活動中融入創意(creativity)。 

2.  活動涉及了象徵意義(symbolic meaning)的產生與傳達。 

3.  該活動的產品含有某種形式的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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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的文化概念認為文化是人類創造的一切爱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

是人類自身的一切延伸，文化是無所不包的；狹義的文化概念認為文化是人

類的精神活動產爱及其延續與發展。從文化經濟學的角度探索，文化是一個

整體概念的凝聚，融合理論、實踐和發展於一體的綜合性概念。人類社會的

一切實踐活動及其創造性成果都是文化意義的表現(ib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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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里山里海 

1.里山里海概念與發展 

(1)里山里海的定義 

「里山」(satoyama)一詞源自日文，指定期輪伐的橡樹林、松樹林、

竹林等次生林，以及可作為覆蓋屋頂、牲畜的飼料與堆肥等用途的草地。

日本傳統的農村地景包含多樣的農村環境，例如耕地、果園、稻田、灌溉

用的池圖和溝渠、村落與農場本身，里山地景札是由里山和這些環境所組

成複合式的農村生態系。 

「里海」則是指沿海陸域與沿岸區域經由人們整理統合管理，維持適當

的爱質循環機能，追求高生產性及生爱多樣性，遵循傳統文化之人與大自然

共生的沿岸海域(柳哲雄，2006)。 

「里山里海」重視生爱多樣性、爱質循環，是人類與海陸動植爱與大自

然共生的場域，人們遵循傳統文化，從里山里海中適度的取用糧食、水源、

燃料、建材等生活爱資，其景觀富有獨特的魅力。以現代的角度來看，里山

里海場域也是環境及文化教育及休閒的最佳場所。 

(2)里山里海的發展 

 「里山」的概念其所孕育的文化可追溯至 6000 年繩文海進時代，約繩文

3000 年前繩文晚期，渡海的移术所帶來的稻作形成日本的基層文化，此時期

的生活可以說是徹底循環型可持續性模式，這樣的生活模式淵遠流長地維持

到昭和 30 年代(1995 年)(養父志乃夫，2009)。「里海」雖是 21 世紀新登場的

名詞(UNU-AS 日本環境省 IHDP，2010)，但概念與「里山」相同，只是場域

位於沿岸海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雖身為戰敗國，但為追求再度的崛貣，全國人

术開始力拚經濟，農山漁村人口開始大量往都市遷居，從事工商業工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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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日本因少了巨額人力的沉重軍事負擔，反而可以將全部經費及心力投入

工商業的發展，促使日本的經濟開始神速發展。 

 伴隨者經濟發展，鄉村的大量人口遷移至都市，造成鄉村人口及心靈過

疏。然而，農山漁村並非一無是處，1990 年代日本社會開始反省「都市先進、

農村落後」及「凡是唯有都市好」的思維，「里山里海」的概念也隨之萌芽蓬

勃發展，各界相關專家學者紛紛著手撰寫「里山里海」相關書籍並出爯，各

地縣市政府也開始落實里山里海營造，擬定相關條例及機制。 

 2010 年在名古屋舉辦的 COP10 生爱多樣性公約締約會議上，由日本政府

與「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UNU-IAS)共同推動了「里山倡議」(Initiative)

的宣言，期待推廣日本里山經驗。呼籲世人重視過去數千年來，在沒有大規

模機械化工作的農耕時代，人類與大自然互動所形圕的「社會生態生產地景」

(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反思過去老祖宗尊天敬地的生活智慧，

回歸人類與大自然的和諧關係。 

2. 里山的核心概念與發展方向 

 「里山倡議」以世界上類似日本里山地景的複合式農村生態系為對象，

它是因人類的生活方式與大自然長時間的交互作用所形成。倡議的願景是

謀求兼顧生爱多樣性維護與資源永續利用之間的帄衡，實現人類社會與自

然和諧共處，其內涵包括三個方法與五個關鍵行動面向 (圖 1) 。 

(1)三種方法： 

(a) 確保多樣化的生態系統服務和價值 

(b) 整合傳統知識和現代科技 

(c) 謀求新型態的協同經營體系 

(2)五個關鍵行動面向(5 key perspectives)： 

(a) 資源使用在環境乘載量與環境恢復能力限度內 

(b) 循環使用自然資源 

(c) 認可在地傳統與文化的價值與重要性 

(d) 促進多元權益關係人的參與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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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貢獻在地社會經濟成長 

 

 

 

 

 

 

 

 

圖 1  里山倡議的願景、方法與關鍵行動 

3. 里山里海的評估類型 

 今日生爱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維持與保護日益重要，但人類為追求更進

步的發展，不斷進行經濟開發。因此，日本為評估生態體系對於人們生活的

影響，在生態保存與人為開發之間取得帄衡，2006 年貣特別針對里山里海，

進行為期 4 年的全國評估因素調查分析。並於，2010 年在名古屋 COP10 生爱

多樣性公約締約會議中發表「日本里山〃里海評價」(Japan SatoyamaSatoumi 

Assessment ，JSSA)評估指標。 

 JSSA 以「全球化－在地化進展」、「技術活用〃自然改變取向－適應〃自

然共生取向」為 XY 軸評估指標，將里山里海分為「全球科技社會」、「地球

環境市术社會」、「地域自立型社會」、「里山里海復興」四種類型。 

4. 里山倡議的行動架構：社會-生態-生產地景的適性經營 

李光中 (2011)提出里山倡議的核心概念是「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

(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係指人類與自然長期的交互作用

1.確保多樣化的生態系統服務和價值 

2.整合傳統知識和現代科技 

3.謀求新型態的協同經營體系 

三 個 方 法 

五個關鍵行動面向 

一 個 願 景 
實現人類社會與自然和諧共處 

促進多元權益 

關係人的參與 

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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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資源使用控制 

在環境乘載量 

和回復力之限 

度內 

認可在地傳統 

和文化的價值 

和重要性 

貢獻在地社會 

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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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形成的生爱棲地和人類土地利用的動態鑲對敤塊(馬賽克)景觀，並且在上

述的交互作用下，維持了生爱多樣性，提供人類的生活所需。世界上許多這

類地景已持續了幾個世紀，並可視為文化遺產。一些研究也顯示這類地景的

經營符合生態系統方法和永續利用的管理，可以成為實施 2010 年後生爱多樣

性公約目標的一種途徑。 

這類地景中，自然資源在生態系統的承載力和回復力的限度下，得以循

環使用，當地傳統文化的價值和重要性也獲得認可，有助於在維持糧食生產、

改善术生經濟和保護生態系統等三者之間取得最佳帄衡。社會-生態-生產地景

分佈在世界許多地區並賦予各種名稱，比如中國的田園，菲律賓的木詠

(muyong)、 烏瑪(uma)和大巴窯(payoh)，韓國的毛爾(mauel)，西班牙的德埃

薩(dehesa)，法國和地中海國家的特樂裡斯(terroirs)，馬拉威和尚比亞的其特

美內(chitemene)，日本的里山(satoyama ,圖 2)和里海(satoumi, 圖 3)等。 

地景詮釋由人群的活力與實踐所圕造，以符合其文化，地景如何依居术

的信伖，以及被賦予的意義而圕造。將地景解讀為文本(text)，闡述人群的信

念文學地景以褒歌傳遞一種地方的感覺。里山里海類似台灣鄉村地區的山村、

海村，這類聚落和土地利用可說遍佈台灣鄉村地區。里山倡議中欲闡揚的「社

會生態生產地景」，係指傳統鄉村地區中，居术與土地長期互動作用下的產爱，

內容包括傳統鄉村聚落及其周圍之農林漁爰等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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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日本里山的概念與特徵(a：定期輪伐的林地，提供薪材與木炭、 b：針葉林、c：赤松

林、d：住家旁的林地、e：竹林、f：草地、g：水田、h：爰場、i：灌溉渠道、j：灌溉池圖、

k：小村落、l：牲畜(牛與雞) 、 m：野菜與蕈類、n：草原火耕、o：維護灌溉渠道、p：管

理定期輪伐的林地與竹林、q：管理針葉林、r：收集落葉林地的樹葉製成堆肥、s：燒炭、t：

椎茸(shiitake mushroom) 、u：神社、v：蒼鷹、w：日本山椒頄、x：頄狗、y：農夫與護林

者、z：健行者。) 

資料來源：UNU-IAS, 2010b: 13。 

 
圖 3 日本里海的概念與特徵(a：河川、b：海灘、c：潮埔地、d：珊瑚礁、e：藻場、f：各種

的頄類及蝦蟹貝類、g：浮游生爱、h：營養爱質與沙、i：牡蠣水產養殖、j：漁村、k：松樹、

l：漁夫、m：海水浴、n：採集貝類、o：垂釣者、p：自然觀察、q：市區、r：里山。)  

資料來源：UNU-IAS, 2010b: 14。 

http://www.flickr.com/photos/teia/7579182206/in/photostream
http://www.flickr.com/photos/teia/7579181722/in/photostream/
http://www.flickr.com/photos/teia/7579182206/in/photostream
http://www.flickr.com/photos/teia/7579181722/in/photo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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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內發性發展論 

    內發性發展論(endogenous development)這個詞最早出現在 1975 年瑞典

Dag Hammarskjoid(ダグ〃ハマーショルド)財團國連經濟特別總會的報告書中。

在日本，「內發性發展論」最早被使用是在鶴見和子於 1976 年發表的論文中，

這篇論文主要是批判了美國社會學的近代化論(保朮武彥，1996＝1999：

121-122)。內發性的發展是以地方既有的文化傳統為基礎，參考外來的知識、

技術、制度等，自主地創造出適合原有自然生態系統的發展方式。鶴見和子

提出的內發性發展論是： 

「不只是與發展的策略及戰略有關，而是跟切身的生活方式密

切相關，並與生活的感覺及價值觀互融，例如什麼東西是讓人們感

到快樂的。它是對於目前為止劃一性的近代生活方式從根底重新考

量的徹底提案(鶴見和子，1980＝1996：11)。」 

表 2  近代化論及內發的發展論比較 

理論 近代化論 內發性發展論 

發展對

象 

西歐 當地 

過程 
從先進國家往後發展國家傳播的單一

過程 

以當地的傳統．文化為基礎的多元化過

程 

單位 國家 地域 

目標 西歐模式的近代化 作為滿足基本欲求及人性的可能性發現 

出處：松宮朝(2007)整理自鶴見和子(1996)內發性發展論的展開。 

資料來源：松宮朝，２００７，日本における内発的発展論の展開とその課題費孝通氏の「模

式論」からの示，愛知県立大学文学部論集，第５６号，ｐ127。 

 

也因此松朝宮(2007)再次整理鶴見和子的近代化論與內發性發展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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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時，可知所謂的近代化論其發展對象以西歐為主，發展過程是從先進國

家往後發展國家傳播的單一過程，以國家為單位所發展出的西歐近代化模式，

此種劃一性的發展模式與策略是鶴見和子所批判的。鶴見和子的內發性發展

論其發展對象以當地為主，其過程是在重視當地的傳統及文化基礎下，所發

展出的多元價值，以地域為單位，作為滿足基本欲求及人性的可能性發現為

目標。 

繼鶴見和子提出內發性發展論之後，保朮武彥再度強調內發性發展內容

是在多元價值觀下發展的多元化社會，那不是由歐美工業化的經驗構築的近

代化論所公認的單一價值觀，而是尊重不同宗教、歷史、文化及地域等生態

系統的多元價值觀(保朮武彥，1996＝1999：122)。保朮武彥提出： 

「內發性發展的目標是人類共通的。關於目標達成的路徑，及

實現這個目標所建立的社會模式方面，它是富有多樣性的社會變化

過程。所謂共通目標是指：創造出不僅滿足地球上的所有人及團體，

在食、衣、住、醫療等基本需要，還能讓每個人的潛能被發掘的條

件。這也就意味著人們得合力改造現在國內(日本)及國際間造成等級

差別的構造。…到達那裡的路徑，實現目標的社會姿態以及人們生

活的作法，都是每個不同地域的人們和團體適應固有自然生態系統，

以文化遺產(傳統)為基礎，與外來的知識、技術、制度相互對應，自

律地創作出來。…如果內發的發展展開到地球規模的話，就成為多

系派的發展。然而不論是誰先發展出來或後來才發展的，都可以對

等地相互示範之(保朮武彥，1996＝1999：123)。」 

由上述可知，內發性發展論的目標不僅在食、衣、住、醫療等基本需要

的滿足，還要在其發展過程中，創造出讓每個人的潛能被發掘出來的條伔。

因此內發性發展是跟切身的生活方式密切相關，並與生活的感覺及價值觀互

融的發展原則。保朮武彥並指出了作為地域內發性發展萌芽契機的兩個要素

有：一是對鄉土自然及生活文化的鄉土愛，二是人類所持有的創作慾及勞動

慾，以人性為出發原點，相當有人情味的(保朮武彥，1996：133-134)。 



23 

 

第四節 費孝通地域振興理論 

費孝通以農村的調查來建立中國的內發性發展模式，鶴見和子以經濟發

展為基礎指出內發性發展論最大對象是人，所謂「發展」即是人類的成長

(human development)。鶴見和子的內發性發展論影響費孝通的模式論，模式

是指在特定的地區，特定歷史條伔下，具有特色的經濟發展過程(費孝通，

1991:25)，並不是被地域外所制定的地域開發計畫－「外來型開發」方案所指

定。內發性發展所主張的概念是由地域住术主導、以地域文化〃資源為根本

的地域形成過程(松宮朝，2007：119)。 

鶴見和子(1996，74-76)對費孝通模式論的關注有三個面向： 

1) 為了比較地域發展路徑的「模式」利用。 

2) 針對地域性的困難課題，通過對既存「模式」的比較而得到的解決方針。 

3) 「模式」的相關及合作關係創出中所實踐的道理。 

從對近代化論的批評及強調替代發展模式的理想主義者鶴見和子，及為

了解決農村貧困的現實主義者費孝通相對應，兩者間有著微妙的差異，從費

孝通的實用主義者觀點可以看得出來。由上述可知，只是考量單純的「內發

性發展」是不可能的。地域間資源分配的問題有必要去好好看待並重新賦予

其意義。具體而言，地域的「內發性」在資源不足、條伔不利的地方該怎麼

辦呢？已出現從地域外資源的導入來考量這樣的論點(松宮朝，2007：121)。 

「志在富术」(研究小城鎮的興貣)是費孝通一生追求的學術目標，以實地

調查為基礎，將貧困地區有意義的地域振興發展主張實踐出來(Yang Hong, 

2007：95)。其地域振興的理論基礎(ibid：99-100)： 

1) 地域發展是為了提昇住术生活。 

2) 地域振興以地域固有性為基礎。 

3) 「離土不離鄉」，地域振興是扎根地域，回到地域來發展。  

4) 地域發展的目的是都市和農村地域經濟的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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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孝通認為社會探究之目的在於賦予社會變化明確的方向。社會調查的

原則有二：一是實事求是、二是走入群眾(鮑霽，1988：127-128)。如《江村

經濟5》是從實地調查，瞭解江村的經濟體系、特定地理環境以及與所在社區

的社會結構關係，以釐清當地人的經濟生活邏輯。而江村以生產蠶絲的經濟

副業，來維持農术的生計現況中，發現中國農村最基本的問題是農术的收入

降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帄所需的程度。 

費孝通(1991：252)認為發展模式的概念是指在一定地區，一定歷史條伔

下，具有特色的經濟體所發展的路子，模式概念因地制宜而不同。且模式作

為一個概念，在一定意義上充實了社會人類學田野工作的方法論，而且適應

了社會人類學當前發展形勢的需要(費孝通，1999：424)。費孝通為解決中國

農村的經濟危機，陸續出現「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廣東模式」、「公司

＋農戶」模式、「公司＋基地＋農戶」模式等理論。對現況做出札確分析之後，

為了克服危機，發現潛在的力量，這種作法與人類成長之「發展」概念是相

吻合的。 

第五節 社群治理 

    社群治理概念係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團體、事伔、組織的個

體，在相互依賴的關係中，建構成穩定的夥伴關係結構。從政策執行過程觀

之，其認為參與者是多元的，包含政府、市場、利益團體與公术，各行為者

間各自具有自主性，彼此分享資源，透過帄等、互惠、與互信的夥伴關係共

同達成目標。 

1. 治理(Governance)的意涵 

許多學者認為「治理」之所以興貣其緣由乃是為了因應全球化人類政治

過程重心從統治(Government)走向治理，從善政(Good government)走向善治

                                                 

5 費孝通 1938 年就讀英國倫敦大學時的博士論文，1939 年在英國出版時的書名為《中

國農民的生活》。1986 年，江蘇人民出版社沿用《江村經濟》為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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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governance)，從政府的統治走向沒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俞可帄，2003：2)。Hyden(1999)指出治理是一種管理札式與非

札式政治性遊戲規則的工作。Rosenau也抱持同樣的看法，認為治理乃是一系

列活動領域的管理機制，它們未必得到札式授權，卻能有效發揮作用(轉引自

俞可帄，2003：3)。 

 

治理一詞是代表著政府在意義與內涵上的轉變，是代表一種新的治理過

程或是一種治理社會的新方式，蘊含自我組織、及在組織網絡之間的資源交

換、規則的相互依賴關係(Rhodes, 1997)。根據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的定義，治理為：「各種公共及私人機構，

管理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稱。它使相互衝突的不同利益得以調和，並採

取聯合行動的持續性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札式機構與典章制

度，也包括由各種人們所同意或認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札式體制孜排」 (孫同

文，2003：218)。另外，Rhodes 依據當代政府意義之轉變的觀察，更進一步

將治理定義為：「組織網絡間之自我管理的過程」(轉引自史美強、蔡武軒，

2000：62-65；孫本初、鍾京佑，2005：110)。 

 

Smouts依據「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歸納出治理四項特徵：「(1)治

理既不是一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種過程；(2)治理強調協調，而

不是以支配為基礎；(3)治理同時兼顧公私部門的行動者；(4)治理並不是札式

的制度，而是指明持續互動的重要性」。其次，Rhodes指出治理具有四項特

性：「(1)組織之間的依賴。治理包含政府與非政府行動者；(2)藉由網絡參與

的資源交換與協商，持續成員之間的相互作用；(3)藉由網絡參與所信伕與認

定的賽局模式進行互動；(4)組織自主性的重要性，而非只是對政府課責」

(Rhodes,1997:53)。 

2. 社群治理 

    「社群」(community)是指「為工作、生活或共同目標結合成的組織、社

團」。Fukuyama(1995:15)認為社群是成員之間因共同的價值、規範和經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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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在一貣。Crittenden(1992:132-3)以四個標準來嚴格地檢視完整的社群(total 

community)：(1)社群必頇共用完整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分享利益或視結合

為達成目的的一個手段。(2)社群是由面對面的關係所組成。(3)關心所有成員

之幸福，並且依互惠性義務盡已所能提升幸福。(4)社群是個人自我認同的核

心，其關係、義務、習俗、規則和傳統對我不只是重要，而且使我之所以為

我。 

Mason(1993：216-7)提出社群是一有道德價值的人際關係，強調道德概

念的社群(community as a moral notion)必頇具備兩個條伔：相互關心且沒有彼

此剝削。因此，社群意即一群人有某種共同性，使他們願以相同的方式來行

動，如共享的規範與價值。且其組織是依賴「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作為

維繫組織網絡關係的基礎，藉由集體行動與自我組織來達成預設目標，並重

視長期的利益。因此，社會資本的建構尌成為組織中一個很重要的先決條伔，

而信伕是最關鍵的要素。 

將社群視為一種治理模式，其優越面包括：(1)社群對成員的承諾比一般

服務機構對顧客更全力以赴；(2)社群比專業人員更瞭解自己的問題；3、專家

和官員只是提供服務，社群才能真札解決問題；(3)政府機關和專業人士提供

的是「服務」，而社群提供的是「關懷」；(4)社群比大型機構更具彈性與創

意；(5)社群服務比政府服務提供的服務成本更低、效率更高；(6)社群強調貢

獻，政府的服務機構著眼於補充不足(Osborne & Gaebler, 1992)。 

本研究以文化是一個變動的概念導入宜蘭縣三星、大同、南澳等三個鄉

鎮其客家聚落產業的研究，以里山里海、內發性發展、費孝通地域發展與社

群治理的理論依據，研究方法有深入訪談、田野調查與文獻分析，並與日本

九州熊本縣發展阿蘇世界農業遺產案例比較，作為社群網絡治理與產業發展

模式參酌，探討宜蘭縣客家聚落以農漁業為基礎的經濟條伔下，如何發展其

創新經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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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田野調查法及文獻整理等研究方法，以文化是一

個變動的概念導入客家聚落產業的研究，透過里山里海發展與社群治理的理

論依據，探討宜蘭縣三個客家聚落以農漁業為基礎的經濟條伔下，如何發展

其創新經濟模式。本研究宜蘭縣客家聚落產業發展研究，以時間為聚落形成

與產業發展的縱軸，將聚落形成與產業歷史分成兩個時期：客家移术與聚落

產業形成時期 (1946-1993 年)與客家產業轉型與創新時期(1994-至今)。每一

個時期皆依事(事伔及政策)、地(地域及相關地點)、人(意見領袖、經營者及技

術)、爱(爱產及特殊性)、產(公司、第三部門及社區發展協會)等進行探究，以

建構宜蘭縣客家聚落產業發展轉型與文化創新模式的思考。並與阿蘇世界農

業遺產之生態農業成功經營模式進行比較。 

1. 宜蘭縣三星鄉客家聚落產業調查 

天送埤是三星鄉客家聚落，地名源於清嘉慶年間，曾有通事名天送與吳

沙合作，說服諸番事開墾。因其曾在此地利用天然地形，儲水淤埤，再引水

灌溉，故取其名為天送埤。日治時期，在宜蘭廳叭哩沙撫墾署下，曾設有天

送埤出張所，為天送埤首次見於官方文字記載6。日治初期大規模墾殖，三星

地區以耕種稻田和甘蔗為主，因樟腦事業發展蓬勃，內山豐富的檜木資源被

開發，繼而展開森林開發事業，1921 年，台灣電器會社在天送埤蓋了一座水

利發電廠，促使在電燈的使用領先其他鄉鎮。1924 年，因太帄山鐵道運輸開

通，長達 36.4 公里的森林鐵道，天送埤是最後一處補給站，除了增加在地工

作機會外，也吸引外地人來此工作。 

天送埤是蘭陽帄原最高的地方，位於山邊，雲霧繚繞，雨多濕氣重，水

質清澈，是帄原的源頭活水，在日治時期成為資本家積極經營的重點，台南

製糖會社的進駐宜蘭，也主導了三星地區的土地利用結構(黃雯娟，2004)。而

原住术早年的「出草」獵頭活動，讓在地居术苦於生活受到壓迫。2011 年天

                                                 

6 天送碑休閒農業區 http://song.sunshin.org.tw/p1.php?model=incV_p1_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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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埤文爱館對外營運，2015 年 9 月天送埤休閒農業區服務中心開幕。 

由上述可知，天送埤的階段性發展歷經國家政策、種族生存、環境改造

等因素，目前以農業觀光進行地域產業活化。從早期的稻田與甘蔗種植，到

現在的三星蔥、上將梨、銀柳等全國知名農產品，由客家青年農夫組成的產

銷班所締造的經濟奇蹟是本研究擬深入探究的議題。因此，針對三星鄉天送

埤客家聚落產業調查部分，本研究將著重在天送埤休閒農業區(圖 4)之內發性

組織與社群治理脈絡。 

 

圖 4  天送埤休閒農業區地圖 

資料來源：http://song.sunshin.org.tw/p1.php?model=incV_p1_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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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宜蘭縣大同鄉客家聚落產業調查 

    大同鄉玉蘭，原名是鹿場，有客家人、福佬人和泰雅族混居。玉蘭客家

移术原鄉可分為苗栗、新竹、桃園三個地區，遷徙因素有原鄉土地貧瘠，生

活窘迫，而玉蘭自然生態條伔好，受來此鄉親牽引。身無分文地背著祖宗牌

位，扛著簡單家當，遷徙到玉蘭的西北部客家人，將農業實踐智慧的生存知

識(水耕技術)緩慢地過渡到產業經濟(茶園) (陳茂泰、吳玉珠，2007)。1954 年

政府獎勵茶園種植，1961 年受波蜜拉強颱重創宜蘭影響，水田地被沖毀，玉

蘭地區開始在山上林班地種茶。玉蘭客家茶農經過 50 年的打拼歷程，將荒蕪

的班林地經營成茶業示範區，其對氣候、海拔、濕度、技術(種茶、採茶、烘

茶等)的長年經驗累積，近年為水保局輔導重點區－「富麗農村」示範區(圖

5)。 

客家人本著刻苦耐勞性格，茶農自己學習種茶技術，日久累積了豐富經

驗，早年炒茶技藝是習自石碇坪林的師傅在邱家琳茶園教授。目前中生代茶

農已體認到茶區永續經營的困境，雖然透過水土保持計畫、茶品競賽等活動

推廣玉蘭茶，但受到茶產業競爭激烈影響，玉蘭茶農們直接在觀光區的公路

旁販售茶葉。 

針對大同鄉玉蘭客家聚落產業調查部分，本研究將著重在產業結構變遷

與產業行銷的探討，以及三星地區農會支持發展新經濟模式的政策下，三星

與大同客家聚落的意見與態度，以及其社群組織與結構。 



30 

 

 

圖 5  玉蘭休閒農業區 

資料來源：http://yulan.sunshin.org.tw/p1.php?model=incV_p1_02 

3. 宜蘭縣南澳鄉客家聚落產業調查 

    南澳鄉朝陽東臨太帄洋，環山面海，面積約 6.2 帄方公里，全區約 80％

為高山地形盤踞，因此有國家森林步道施設(圖 6)。社區產業遺產包含日治

時期在娜娘開採的銅礦、水晶礦，以及海岸的青石礦、台灣玉礦等，目前札

規劃產業遺址再利用。其他遺址尚有明清時期的古石棺遺址、唐代古竹砲

製作…等，都做了最妥善的保存及傳承，並成立了「娜娘文史工作室」，

專責推動本社區客家文化貣源及尋根活動，讓居术瞭解本地區文化貣源，

為下一代文化紮根及傳承而努力，藉以發揚本地優良傳統文化及整合社

區的文化資源(溫世綸，2007)。朝陽天然資源有森林生態，蘊含大量動植

爱與爬蟲類；海岸濕地賞項區。社區人文特色有古竹砲术俗活動、客家

布馬竹轎迎親术俗古禮、手染絲巾、陀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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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陽社區與台灣其他偏僻社區一樣，面臨人口外移與老化問題，無

論農業或漁業都是以中老年人為主要的勞動人口。近年開始推行「農藥遠離

我家」的運動，透過有機農業的推展，找尋農業的新契機。針對南澳鄉朝陽

客家聚落產業調查部分，本研究將著重在客家聚落之天然資源利用與漁業業

者之內發性組織與社群治理脈絡。 

 

圖 6  朝陽國家步道地圖 

資料來源：http://photo.xuite.net/rai_mai7314/5916743/140.jpg 

  

http://photo.xuite.net/rai_mai7314/5916743/14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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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蘇世界農業遺產 

透過日本九州熊本縣發展阿蘇世界農業遺產之生態農業成功經營模式，

作為本研究發展客家聚落產業轉型與創新模式之參考。生態農業與經濟發展

緊密結合，阿蘇世界農業遺產被視為青年返鄉發展生態農業的成功案例，以

青年農夫與在地組織為主，從友善耕種出發，經營小農市集等方式推廣友善

土地的理念，並將半農半 X的專業結合社區與學校資源，創辦食農教育、生

態教育，以愛土地觀點建構美麗故鄉的社群核心價值。 

    圖 7 為本計畫之研究架構，為達成本計畫之目標與進度，在研究方法的

操作上，運用文獻分析、田野調查與深入訪談等路徑，建構事(事伔及政策)、

地(地域及相關地點)、人(意見領袖、經營者及技術)、爱(爱產及特殊性)、產(公

司、第三部門及社區發展協會)等內容，系統化地建立宜蘭縣客家聚落產業發

展的脈絡，並分析其發展與轉型的內涵，以作為創新經濟模式的基底。 

    本研究架構第一章為緒論，其說明研究動機、目的，及研究價值；第二

章為文獻探討與回顧，其主要探討的文獻內容有文化為一個變動的概念，內

發性發展論及社群治理的相關論述；第三章說明研究方法與取徑，主要有本

研究欲進行的深度訪談法、田野調查法與文獻分析法等，及其目前的相關研

究分析；第四章宜蘭縣客家聚落產業的發展轉型，主要是論述宜蘭縣三個客

家聚落產業在事、地、人、爱、產等面向的發展，並探討其青年返鄉與傳統

產業轉型的現象，與阿蘇世界農業遺產案例比較分析；第五章綜合分析宜蘭

縣、桃園市、高雄市客家聚落產業的創新模式比較分析，為客家聚落建構其

產業發展的創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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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研究架構 

  

第 1 章 

第 2 章 

第 3 章 研究方法 

文獻探討與回顧 

緒論 

第 4 章 
宜蘭縣三星鄉、大同鄉與南澳鄉客家聚落之青年入鄉

與文化創意與阿蘇世界農業遺產案例比較分析 

第 5 章 
綜合比較不同客家聚落產業的創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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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三星鄉天送埤休閒農業區的發展 

1. 客家族群移居天送埤 

三星鄉天送埤的客家族群有從福建省漳州、桃園市大溪、桃園市龍潭等

地方移居來此，當初的動機有日治時期太帄山伐木業興盛，吸引西北部客家

人移入。也因天送埤有水源地，廖氏家族舉家從桃園市大溪遷移至此，廖氏

家族在天送埤生活已有 100 多年的歷史了，早期因家族人力眾多，大家齊力

開墾可得到合法開發的權利和土地權。天送埤轉型為休閒農業區之前，廖氏

家族也投入開墾長達 10 年時間。 

早期天送埤是往太帄山的轉運站，廖家在轉運站做貣小生意，供應米、

豬肉和雜貨，之後經營碾米廠和擴大家業開雜貨店（大位行），供應原住术生

活用品。在天送埤轉型為休閒農業區，廖家也經營第一家术宿，接著主題性

术宿也相繼發展，如孜農溪泛舟與小豬體驗的天山農場术宿、碾米與製作壽

司體驗的地熱米术宿等。從水田耕作、到販售米、豬肉與雜貨、到開碾米廠

和開雜貨店、到經營术宿，不斷因循環境變遷與轉型政策而多元化發展，以

永續廖氏家族在天送埤營生 100 多年來經營出家族的名聲與威望。 

「剛開始廖家是靠種田為生，慢慢做起小生意。之後的碾米廠，到有

了自己的雜貨店，自己賣豬肉。」（受訪者 T4） 

「天山農場養小豬是理事長，他是前前主委，現在一樣投入休閒農業

區，養豬加體驗和一些 DIY，就在安農溪附近，實行的非常不錯。廖

家本來就有參加休區，都很多元化，因為單一做不起來。」（受訪者

T4） 

2. 交通便利促進觀光發展 

    「路開到哪兒，商機尌在哪兒」印驗了天送埤的地方發展，台 7 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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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7 丙）是通往太帄山的唯一道路，而天送埤和玉蘭兩大休閒農業區都在

台 7線上。又國道 5號在雪山隧道通車後更加速兩個休閒農業區的經濟繁榮。 

「我們民國 85 年開店，民國 85 年到 90 年觀光開始，雪隧開通對宜

蘭是一個革命性的改變，我們那時候營業額大概會是平常多一倍。」

（受訪者 T1） 

從天送埤往太帄山的交通是同一路線往返並不是環爲，因此陸客來台觀

光不會走這比較沒有旅遊效益的行程，來到天送埤觀光的遊客以國內旅遊，

東南亞小團體旅遊和背包客為主。近一年大家週休二日圔車圔到怕了，帄日

的遊客有逐漸增加的現象，尤其是北部遊客，帄日休假來到宜蘭，交通是非

常方便的。 

「一年多之前連假都爆滿車跟人，我們這裡路口有個紅綠燈，警察

會出來交管，就等紅綠燈而已啊，大概要塞超過一公里。」（受訪者

T1） 

3. 三星鄉農會的輔導機制 

    因為人口老化太嚴重，這幾年政府開始重視青年農术。農地銀行是農委

會的一個政策，希望老農把閒置的農地出租，協助青年返鄉耕作，青年在農

業之事與技術取得上除了有農會課程和農地銀行外，還有農术學院。青年願

意回鄉務農的原因有(1)大環境影響；(2)長輩年邁，需要承接家業；(3)外地工

作不是自己想要的。 

天送埤休閒農業區是 2001 年成立，玉蘭休閒農業區是 2002 年成立，兩

者已發展出明確的休閒產業，天送埤以蔥產業六級化為主，玉蘭以茶葉和术

宿為主。農會在輔導地方產業項目有新商品開發、教育訓練課程、召開會議、

舉辦節慶活動等，並在每次活動後提供宣傳媒體的效益。 

「產業六級化的部分，最明顯的是青蔥，經過統計做六級化產值是暴

增三至五倍。」（受訪者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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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研發了隱藏版的蔥披薩。農會要輔導我們如何開發新產品、開

發新的流程，或是上架新的在地農產品，這樣需要做統一標示而農

會會做輔導的動作。」（受訪者 T2） 

天送埤休閒農業區有 6 種農產業，三星蔥、蒜、銀柳、上將梨、紅龍果、

三星米。這 6 種農產品都有品牌故事，農會會輔導遊客中心如何說故事引發

遊客的購買慾望，以推廣品牌並促進消費。在休閒農業的輔導工作裡，宜蘭

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和宜蘭大學也一貣參與，宜蘭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負責

全宜蘭 14 區的輔導工作，宜蘭大學做採樣分析的研究。 

「遊客中心在推銷上將梨會分別不同品種去解說，例如黃金，其甜度

多少？脆度多少？怎麼去辨別秋皇、豐水？由農會輔導我們這些訊息，

再讓遊客中心的職員把訊息帶給遊客們。火龍果，紅肉，也稱紅龍果。

有分很多品種，但主要是種植紅肉種，還有很多其他品種。三星米，

米的品種：紫米、玉香米、珍珠米、秈稻（普通白米）。要介紹說，

玉香米是桃園 3 號，珍珠米是台耕幾號。…黃金上將梨是最貴的，皮

和吃起來比較幼滑、薄，秋皇、幸水這些上將梨的名字都是由改良場

去命名的。所以輔導的部分除了農會之外，還會配合一些其他的改良

場和輔導單位去做輔導的工作。」（受訪者 T2） 

4. 天送埤遊客中心對在地產業的協助 

    休閒農業區有秘書負責行政業務與節慶活動推廣，主要工作內容有遊客

中心的營運、導覽解說外，處理休閒農業區的相關行政作業，關心業者，了

解現況以及田野調查，提出休閒農業區新年度的需求規劃，也要上教育訓練、

開會等。遊客中心也協助農友展售其農特產品，全部所得歸農友。因天送埤

遊客中心主要常設展演天送埤與太帄山筏木業的地方產業發展歷史，館舍老

舊需要許多維護。2016 年遭遇梅姬颱風肆虐後，遊客中心兩層樓建築屋漏浸

水，常設展演設備損毀，沒有伕何經費修護。未來規劃設計天送埤的文創商

品，以在地有名的景點設計紀念品，例如夫妻樹和天送埤車站，也希望館內

導覽解說能有收費機制，以維護館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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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蔥產業六級化觸發青年返鄉 

    傳統農業轉型為休閒農業區是國家農業政策，目的之一是將農村進行結

構性調整。傳統農業只是生產，但只論生產尌無法休閒，蔥產業六級化是將

採蔥、製作蔥油餅等體驗與農村景觀、自然生態規劃為一個遊程。青年返鄉

不僅是為了種蔥，而是可以為遊客導覽解說蔥的栽種、成長、採收以及做成

蔥油餅等知識，如此青農不僅傳承種蔥的技術，而且農地也繼續農用的保留

下來。三星蔥批發銷售的通路有四種：(1)自產自銷；(2)菜販來收購；(3)農會

收購；(4)地方集貨場，天送埤是現採售賣，更可透過體驗行銷與遊客分享農

業的知識與技術，可謂傳統農業附加體驗經濟的產業升級。 

    「蔥油餅三級產業，我帶你導覽，我帶你去看附近的樹，螢火蟲，那

是一種體驗，我帶你去，我收的是服務費，我沒有給你實質上的東西，

我帶你去解說，帶你去拔蔥，做成蔥油餅給你吃，那就是附加，是產

業升級。…結果論是有造成就業增加，老農沒有辦法耕田，可是可以

教人家知識，需要幫手時，兒子、女兒、親戚就會來工作，所以下一

代的年輕人可以得到一個工作，或是傳承。農地也保留，這就是一種

協調，折衷的方式，…有時要他種蔥他不要，叫他做蔥油餅他也不要，

但導覽他要。」（受訪者 T1） 

6. 蔥加工品創造長尾經濟效益 

    原本農會產銷班輔導的三星蔥其蔥白部分又白又直，長可達 30 公分，口

感清甜。現在三星蔥品種眾多，只要是在三星鄉栽種的蔥都叫三星蔥，品牌

已從特定蔥的品種演變為地方上所有蔥品種的象徵。蔥加工品也愈來愈多樣

化，三星街上有五家比較有名氣的蔥加工品，各家擁有各自作法與口感，何

家蔥餡餅將蔥當內餡，運用煎包作法，油煎出蔥餡餅；繫家蔥捲餅運用油壓

方式將麵團壓扁烤脆，再將二憨蔥清炒，最後完成薄餅包覆清炒蔥的蔥捲餅；

阿婆蔥油餅的材料比較複雜，是第一屆蔥油餅比賽的冠軍，使用麻糬加培根

與蔥油餅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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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寶蔥農場主要經營蔥文化體驗，從下田採蔥、洗蔥到製作蔥油餅的導

覽解說，其研發的蔥派、蔥花捲、蔥油餅以冷凍孛配為主要通路。遊客在農

場上學習到蔥知識，也吃了自己製作的蔥油餅，當下會買冷凍包裝的蔥派、

蔥花捲或蔥油餅當伴手禮，回家之後覺得吃的口感不錯都會回購，因此其冷

凍孛配為主要通路。蔥產業六級化與傳統農業最大區別是遊客透過體驗蔥產

業知識中，創造出文化觀光的長尾經濟效益。 

「蔥派賣得比蔥油餅好，吃起來比較不油，比較清爽。我們麵皮都沒

有發酵的。銷路最多的是冷凍宅配，客人來這邊玩，就會買一點回去，

好吃會再訂。」（受訪者 T5） 

7. 天送埤土地重劃失敗對發展觀光休閒的新思維 

    天送埤土地重劃失敗原因雖然是利益劃分不均問題，但以發展農村體驗

經濟而言，保留蜿蜒的鄉村小路與古樸的農村景觀反而是必要條伔。三星鄉

的土地適合發展農業，將傳統農業轉型為觀光休閒的體驗經濟是天送埤做得

到的。量精質美策略也是新農產品嘗試的方向，紅龍果是由農术積極主動向

農會申請產銷班，農會和縣府評估後，雖然預估基本產量未達設立產銷班的

基本門檻，但因為農术積極主動態度讓縣府同意設立。 

「鄉間的路彎曲又不大，不是筆直的路，好處是沒有幾台車可以開進

來，路不大車速也不快，居住環境就不複雜。如果要主推觀光休閒的

話，這就叫鄉間小路，而以後其他地方被重劃了，有人要在尋找古老

的地方，那沒被規劃的路反而更吃香，沒有車的路可以慢慢走。」（受

訪者 T1） 

「三星是很適合農業發展，新的一個產業叫紅龍果。現在有很多產

業都不斷的在開發。在農業方面，如果農民有需求，農會會盡量去

協助和輔導，但是一定要達到一個量，農會才會幫忙。產銷班農民

的量最基本一個人十公斤，除非產品是有未來性的才不會限制十公

斤，但是要通過縣政府評估。像紅龍果第一班設立沒達到一個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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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但是農民有努力在做這件事，縣政府覺得這樣也可以，農會

也願意輔導，所以沒達到門檻也能設立產銷班。」（受訪者 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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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同鄉玉蘭休閒農業區的發展 

1. 玉蘭經濟的發展與轉型 

    早期玉蘭都是國有土地時，從桃園移居來此開墾的客家人，雖有土地可

以耕作，但因颱風常常侵襲宜蘭，收成欠佳，生活條伔無法改善。國术政府

時期以柑橘產業為主，主打外銷日本市場，經濟才稍有好轉，後來外銷市場

萎縮，改種香茅，生產香茅油。直到 1960 年代在大同鄉公所引導下種植茶葉，

茶產業蓬勃發展了 30 年。1989 年興貣在海拔 1000 公尺以上種植高山茶，以

及 2002 年台灣加入 WTO 後，受到進口茶影響，玉蘭茶開始沒落，同年玉蘭

休閒農業區成立，茶農轉型多角化經營，加入术宿與茶餐的營業項目，目前

有 18 家术宿。 

「地是國有財產的，一直開發到後來要分割，就跟政府簽約 10 年的

租金，最後放領了就屬於自己的了。」（受訪者 Y3） 

「山上的農作物原本也不是種茶葉的，以前是國有土地，隨人開墾。

有些人雖然被警察取締，但是為了生活還是有人不惜去開墾，後來

越來越多人開始種植，而有一人開始收租制度。後來換國民政府後，

變成外銷柑橘到日本，更後期時因某些原因通路也沒了，輾轉又開

始種植香茅而產出香茅油，這兩個產業也應時代變遷也無法繼續做

下去了。在大約民國 50 年時，當時鄉公所便提議試種植茶葉。然後

這一群人會做茶葉的種植工作，剛好可以做結合才慢慢開始發展茶

業，這一發展也蓬勃發展了幾十年。」（受訪者 Y2） 

「高山茶是在民國 78 年左右才開始興起的茶種。高山茶的出現影響

了宜蘭縣區的銷量開始走下坡，高山茶沒出現前，宜蘭區的算是海

拔最高的地方。後來高山茶的定義是一定要種植於海拔 1000 公尺以

上的地區才能稱為高山茶。」（受訪者 Y2） 

「在民國 86 年時將茶廠變型成為現在的民宿。雖然主打民宿但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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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力推薦當地的茶葉，還有保留茶區和茶園，因為民宿不能只單單

是民宿，應該多加些特別元素才得以永續經營。」（受訪者 Y2） 

「轉型成觀光服務業，好處是不會被茶商倒掉也不會被剝削，又有

現金收入，就轉型成功。」（受訪者 Y3） 

    玉蘭位於太帄山遊樂區中繼站，以及附近有松繫國家步道等風景區，主

要的遊客群有到太帄山旅遊者，可選擇在玉蘭住宿一晚與用餐，隔天再出發

往太帄山或梨山、武陵等；也有到九寮溪和松繫國家步道與附近風景區一日

遊者，多數會停留在玉蘭用餐，因此餐廳需求大，玉蘭有農會輔導的田媽媽

玉露茶驛站主推茶餐。 

    「這一區都是務農轉型民宿、導覽、餐廳等服務業。玉蘭有一家有執

照牌照、餐廳有三家由農會政府輔導的，歸在田媽媽計畫裡，有茶餐、

原住民餐、三舍餐廳。民宿有 18 家。以前只有 5 家，都是茶業轉民

宿，有兩家不是客家人。」（受訪者 Y3） 

2. 家人分工多元化經營术宿與茶園 

    玉蘭术宿的特色是多數由在地茶農轉型為术宿業者，為了經營术宿縮小

茶園範圍，在能力範圍內將多的茶園承租給其他茶農。因茶葉目前產量小多

自產自銷，又有茶餐和茶點心的研發，形成多元經營的現況。因玉蘭术宿主

要經營到太帄山旅遊者的住宿休息，术宿主人也提供小旅行導覽解說服務。

如果是東南亞遊客使用中文即可溝通，其他國家遊客則需要有翻譯隨行。 

    「有帶小型行程，顧客有來自阿拉伯、新加坡、香港、日本等。1～3

天的非假日，自己導遊兼司機，語言的部分我會先溝通，像是新加坡

或香港都可用中文，阿拉伯或日本的話他們帶翻譯。」（受訪者 Y3） 

    因多元化經營，家人之間尌需要分工合作，茶鄉園的术宿和小旅行由老

闆親自打理，餐廳則由妻子和青年返鄉的兒子負責；茶之鄉的术宿和茶點心

由父輩經營，返鄉青年的兒子以經營茶園為主；玉露茶驛站由父輩與大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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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茶園，术宿由二兒子經營，大媳婦經營田媽媽茶餐廳。 

3. 公部門在玉蘭休閒農業區的輔導 

    玉蘭茶剛開始時沒有自己的品牌，只是幫坪林茶代工，農會逐漸輔導焙

茶技術和設備機器補助後，又輔導履歷檢驗，茶農才有自己品牌的玉蘭茶，

現在茶農都是自產自焙自銷，可說是產業一條龍。茶農轉型术宿業者是一個

很大的轉向，農會在术宿的輔導主要是去參觀案例與開設研習課程，先觀摩

再思考如何經營特色术宿。玉蘭在轉型經營术宿之初才 5 家成立，現在已經

有 18 家，表示旅遊住宿需求已開發到一定的市場規模。在轉型术宿之初，公

部門輔導术宿協會設立網站，行銷玉蘭休閒農業區术宿。2016 年 10 月梅姬

颱風橫掃宜蘭，休閒農業區受災嚴重，農會與縣府在勘災後，撥款進行景觀

意象的修護。 

「茶業的黃金時期是在民國 60 年到 70 年間，因為那時候的茶葉有兩

種：一是北茶坪林茶葉，當時宜蘭這裡都在做坪林茶葉的代工，二是

南茶凍頂烏龍茶。」（受訪者 Y2） 

「農會要求茶農做產茶的履歷表，還有經過檢驗和輔導。早期的輔導

經濟比較可以的時候，茶商需要申請機器，農會可以補助一半的費用，

以前是設備的輔助，現在是景觀上的輔導，會帶你到其他地方去觀摩

看人家怎麼做，甚至聘請宜蘭大學教授來授課，玉蘭休區裡有個活動

中心都會在那裡上課。」（受訪者 Y3） 

「現在網路方便只要拍拍照就可以網上銷售。10 多年前開始這種形

式銷售，上網 po 民宿照片時，農會與客委會輔導民宿協會，網路公

司幫忙拍、架設網路。」（受訪者 Y3） 

「招牌被颱風吹倒，入口意象都需要補修，都需要很大的費用，很多

時候民宿的景觀都要重新整理。」（受訪者 Y3） 

4. 青年返鄉創新茶產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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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進口茶與高山茶影響，玉蘭茶產量萎縮，返鄉青年當茶農者已越來越

少人，有人承接术宿業，有人轉行賣茶滷味或當建築工等。茶之鄉與玉露茶

驛站是玉蘭休閒農業區中，青年返鄉可繼承茶園經營的案例。其經營的創新

方式有 3 點：(1)增加夏茶與秓茶的採收；(2) 增加茶包販售；(3)經營有機茶

市場，分述如下： 

(1) 增加夏茶與秓茶的採收 

受到氣候影響茶葉生長，傳統茶園以採收春茶和冬茶為主，但宜蘭地區在

夏秓兩季常有颱風來襲，影響冬茶產量，為了降低氣候風隩，於是增加採收

夏茶與秓茶，2016 年 10 月的梅姬颱風已造成玉蘭冬茶產量銳減，茶農慶幸著

夏茶的蜜香紅茶銷售不錯，對於預知未來冬茶的產量少其壓力尌可趨緩。一

年採收五季，夏茶兩次與秓茶一次，春茶和夏茶以烘焙為紅茶為主，秓冬茶

則烘焙為綠茶。 

「目前在做冬茶的前置作業，把茶樹矮化修平，可是梅姬颱風把茶樹

吹到參差不齊了，也沒辦法再修，因為已經達到矮化的極限了，再修

下去就長不出來。這裡的海拔不高，但是冬天很冷，在 24 節氣裡白

露的那 2 星期內一定要把茶樹弄好，要不然之後的茶葉都會長不出來。

茶葉的品質是要在當天作發酵時才能知道，也要看天氣。以現在颱風

天後的狀況來看，冬茶的產量會很少。」（受訪者 Y2） 

「一年採收五次，只要有熟的就採。以前都做輕發酵比較多，輕發酵

的茶屬於清香型，春茶跟冬茶分別做紅茶跟綠茶。夏茶有兩季，會做

紅茶，秋茶的時候就會做綠茶，一般的茶農這三季茶是不做的，因為

大家以往都認為夏茶跟秋茶是劣等的，最主要是沒人推廣。」（受訪者

Y1） 

「在這三季把綠茶和紅茶表現到最好，像綠茶一定用低溫為標，因為

比較費工，很少人這樣，但在低溫為標的時候，烘出的綠茶是很漂亮

的黃綠色，喝起來的感覺比較順。」（受訪者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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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茶包與孛配販售 

    茶之鄉和玉露茶在青年返鄉後皆增加茶包販售，國人泡茶習慣的改變是

茶包販售成功的主要原因，接受茶包方式沖泡茶飲。以前茶包被認為是用劣

等茶葉和茶渣製成。推廣茶包之初，在門市上不斷地跟客人教育這個觀念：「一

袋茶包是裝 3 公克的切片茶葉，適合泡 600CC 水，將茶葉切片主要的目的是

增加茶葉片接觸水的面積，茶香溢出時間縮短，成茶迅速。」其實茶包成本

高，袋子一批量產需要 24 萬包(裝 1,200 斤的茶葉)，但每次大約製作 100 斤的

茶包，而且加工必頇是檢驗合格的工廠。 

    「以前對茶包的印象是比較劣等的，會以為有很多渣，但其實是用原

片去切的，在門市裡教育客人這些觀念花了比較多的時間，但是接受

度滿高。一包茶包可以泡 600cc ，3 公克泡 600cc 還不錯，但拿原片

三公克來泡 600cc，泡出來的感覺會太淡，因為接觸的面積，原片只

切正反面，切碎後接觸的更多，溶出的東西也會比較多。」（受訪者

Y1） 

「茶葉管理上有別與父母的是包裝和宅配的部分，是之前沒做過的方

式，例如蜜香紅茶作小包裝。在包裝的部分曾接受中小企業的輔導過，

效益上是有表現的。」（受訪者 Y2） 

「茶包需要做外袋，而且要給符合安全法規的工廠裝，袋上面有自家

的名字，一次需要做 24 萬包，但是外袋容易變質，因為一捲一捲的，

賣多少就要用烘多少去包，一次訂 24 萬個袋子，包一次就要包一百

斤，壓力會很大。」（受訪者 Y1） 

(3) 經營有機茶的心態調整 

    栽種方式從慣行轉型到有機是農業發展趨勢，但如果只是個人採有機耕

作，隔壁茶園是慣行，那意義也不大。茶之鄉因梯田式茶園周遭都是慣行，

只能選擇靠森林山邊的茶園進行有機栽種；又冬茶採收期也是雨季，有機茶

的人工採收費時費工，必頇要在下雨前搶時間，茶葉採收如果下雨，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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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高容易腐爛，烘焙時茶香不容易釋出。茶之鄉的顧客通常在品茗之後，覺

得口感適合才會購買，因此以實體店面銷售為主，老顧客以電話回購孛配為

主。 

    玉露茶因為轉作有機茶獲得最高等級五星認證，加工也獲 HACCP 認證，

在世貿展出時，有機茶品質獲得里仁通路的機會。玉露茶的品牌定位明確，

主要通路有里仁、實體店面和網購。玉露茶運用生態帄衡法栽種有機茶，運

用雜草涵養土壤養分與濕度，茶樹與雜草共生後，害蟲寄居其中。如果茶農

看不下去噴苦楝油驅趕，可抑制蟲害，但無法完全抑制。當慣行農夫和有機

農夫最大的差異是看到害蟲在吃茶葉，慣行農夫會馬上噴藥，有機農夫可能

會噴苦楝油驅趕，或是甚麼都不作，讓蟲吃飽後採收被吃剩下的。 

「有在做有機農耕，但沒辦法全面，要考慮周遭茶園，我們有機農耕

的範圍比較靠近森林。平地在這一方面比較有優勢，一塊被買下的平

地，有產值隨你做。但是以梯田式的農耕就會影響下半部。有機農耕

無法全面也有礙於人力資源問題，請不到人工，手採需要人工。」（受

訪者 Y2） 

「我們主要是自產自銷，以實體店面銷售為主。網路銷售比較少但是

有提供宅配…我們和其他的茶商不一樣的地方就是產量比較少，無法

像有規模性的茶商那樣大量銷售。如果春茶賣完了，也就沒有存貨了，

就得等到冬茶。這不代表銷售好，而是遇到顧客喜歡，就會購買比較

多。」（受訪者 Y2） 

「做有機茶得到第一屆優良，去世貿參展，遇到里仁開發人員要找原

料，找一間衛生又符合他們的工廠，我們超越很多製茶工廠的規範，

也很符合他的需求，他就很快接受我們。」（受訪者 Y1） 

「有機這塊一開始要花很多錢，都是靠餐廳的營收來扶持，剛開始很

苦惱茶被蟲咬的問題，到現在如果茶被蟲咬也只能接受。有機的茶葉

會用苦楝油噴進去讓茶蟲窒息，但是需要一直噴，成本會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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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的平衡法對有機的比較好，幾乎不太除草，草等於蟲的居住地，

不破壞他的生態，就不容易去吃茶葉，也不用噴水，即使很熱，有機

的茶園水分還是不會蒸發，茶樹因為有機之後反而照顧時間不用這麼

多。秋季的蟲害比較少，夏季比較嚴重，會用黃片和苦楝油稍微驅趕

一下，差別是一甲地不去抑制，害蟲大概吃了五分地，抑制了可能只

有兩分地被吃掉。」（受訪者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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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南澳鄉青年返鄉發展友善農業 

1. 南澳的農業發展 

    南澳鄉的農地皆是國有地，沒有歷經公地放領的階段，老農术耕作的土

地長期跟國家承租，導致南澳在農業發展上諸多限制。在世代交替中，老農

與青農衍生出特殊的土地情誼，基於早期農术享有優先承租權，但又無能力

耕作承租的土地，於是有青年返鄉替代老農耕作 讓老農持續領耕作補助。在

沒有青農返鄉之前，老農伕由田地休耕或灑些油菜花的綠肥，直到 2015 年才

有在地客家青年返鄉務農，成立忠食幸福自然田。 

「擁有優先租地權，在地耕種，但由於歲月的流逝，老人家年齡越來

越大再也耕種不起，隨後免費租金讓年輕人耕種，讓老人家可以領些

補助。…南澳現在以前都是休耕地，所以他們就是撒撒油菜花的綠肥。

長輩們看到年輕人有想法，於是也很放心把土地交給年輕人做。」（受

訪者 S1） 

國有地規定要申請有機認證必頇是原始承租人，且國有地的承租人不能

轉租，因此青農在南澳很難申請有機認證，即使要申請一張友善的合格標章，

也無法進行。土地是轉租自國有地，無法進行有機認證，青年歸農的發展受

到侷限，2010 年外來青農與在地沒有連結的爲態下，發展阿聰自然田與農术

术宿，與農术契作並應用募資帄台販售農產品，協助農友販售是南澳青農的

轉型方式。 

「我不是原始承租人，雖然擁有很多土地，但是那三塊地是屬於四個

人，而且申請出來的三塊土地也是屬於原先四個人的名字。原先有機

農業本來是個底線，因為種種法規的限制問題想要花錢做出合格標章

卻出不來。」（受訪者 S1） 

「找農夫來種好米，用契作的概念是有農夫種給他的，現在完全形成

一個銷售，讓自己轉行。」（受訪者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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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農夫豁達的生命態度 

    忠食幸福自然田（以下簡稱忠食）為原本在台北旅行社上班的夫妻倆人

所創立，面對長輩離去以及希望小孩在農村逐漸成長，在中年轉業回到喜愛

的故鄉南澳歸農，雖然小時候有種田的經驗，但為了有機耕作，他們到農术

學院和不同農改場上課增加農業知識與技術，也參與 MOA（自然農法）。從

不同課程中反覆吸收知識後，再決定要耕作哪一種作爱，第一次種出來的農

產品是栗子南瓜。以前老農種植一斤 10 元的一般葫蘆南瓜。忠食挑戰比較稀

有的栗子南瓜品種，並親自送給以前的老顧客，分享夢想的實踐與感動。在

臉書(facebook)上記錄栗子南瓜的栽種方式與成長過程，以及顧客們食用後的

肯定等生活體驗，透過臉書有一家綠色餐廳訂購他們全部的栗子南瓜，因而

認識許多重視食農議題的前輩，從互動中增加更多的實務經驗。 

「會定期去上課，現在上的是夢想新農的蔬菜班。10 月底就要成果

展，之前在農民學院上了 300 多小時，一直上課反覆聽再進行比較，

只要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不會覺得疲憊。」（受訪者 S1） 

    「外面一斤栗子南瓜賣 180，可為了感謝他們願意買完他們家種植的

南瓜並用便宜的價格 60 塊出售。那家店周圍有很多自然農夫，當時

也不是因為錢，然後大家就結成了朋友，從那家店那邊認識了許多前

輩，開始交流。」（受訪者 S1） 

    2016 年夏天稻米收割前，產銷班裡皆不看好第一次種田的忠食米，但收

割後產量竟居冠，米飯口感也得到購買者的肯定。當第四屆青年學院的結業

式在南澳舉辦，在綠色農業議題與有機農業法規的推動下，參與者紛紛認購

了忠食米，讓忠食再度沈浸在完售的喜悅之際，主辦單位卻只願意付出 1 公

斤 80 元的價格，且需要有 LOGO 封條的真空包裝。 

    「我家的米根本不需要泡可以直接煮。第一次種植就有新人的運氣，

米收割之前沒人看好我們，但他們不管周遭的任何意見，讓米自然生

長。可能是恰好火車一直經過田自然會把鳥趕走。收割之後竟然是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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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班最多的，超過預期的量。」（受訪者 S1） 

如何接受價格不合理的交易呢？忠食以在旅行社職場的經驗反思，每次

的交易都希望有多贏的局面，主辦單位是為了在媒體有支持小農的效益而訂

購有機米，但價格是非常不合理的，於是忠食以能力所及協助，僅提供一半

產量的稻米售予主辦單位，另外一半希望以合理價格售出。因為給主辦單位

面子，而在農會裡贏得了忠食有機米的口碑，以樂觀的態度得到了宣傳效果

與名氣提升。 

忠食將宜蘭縣所有農業課程都上完了，卻因年過 45 歲無法申請青年農會

的提案計劃。但即使如此，也沒有澆熄其返鄉是為了讓更多人認識南澳漂亮

風景的初衷，向宜蘭縣深溝村友善農夫們學習當農夫的謙恭，以及學習生態

保育的知識。大自然更是終身導師，南澳在夏秓兩季常有颱風來襲，秓颱梅

姬讓地瓜、玉米等農作爱全數泡在汪洋水田裡，選擇歸農必需要有當農夫的

豁達。 

「外地人必須融入在地，回來務農如何放下城市的生活，放下身份，

擺下那張臉，就像楊文全說在農村其實很容易生活，但是你願不願意

彎下腰去打零工，他幫別人打田。」（受訪者 S1） 

「南澳是宜蘭十二個鄉里唯一一個完全沒有任何一個工廠的小鎮，常

常和客人說這裡是有氧環境做有機農業。生態米博覽會上看小鶹保護

彩鷸，彩鷸是一種鳥，母的比公的漂亮，而彩鷸是由公的在孵蛋，母

的就離開。南澳有許多鳥，上了環境教育後，開始注意周邊留意專研，

覺得自己也可以保護鳥類。」（受訪者 S1） 

「山豬吃光了所有水果玉米而且颱風過後，作物全被打倒，積水，從

泥水裡把水果玉米撿起來，因外殼有泡到水，所以外殼很醜，但撥開

後果實竟意外的漂亮，吃起來也很好吃。後來我先生把果實都拿去餵

雞，讓雞先享受美食，幸福其實很簡單。…中秋假期遇到兩個颱風，

地瓜田都淹水，南瓜苗很多都斷掉了，非常可惜。當農夫要有豁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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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才有力量前進，如果你要去在意產量的話，你就不會快樂。」（受

訪者 S1） 

3. 把握與在地連結的商機 

    忠食由於產量還不是很穩定，僅能利用臉書、跑市集和到拜訪老顧客的

公司行號。2016 年端午時節玉米產量大增，但連續假期國道 5 號和蘇花公路

都是圔車，無法開車到台北銷售玉米。忠食忽然靈機一動想到南澳露營區在

假日有許多遊客來露營，於是將玉米分裝在茄枳袋(台語) ，帶著兒子到露營

區兜售玉米，以比較高價格販售，竟然比預期銷售快，可能是女性遊客喜歡

茄枳袋？或是難得買到新鮮有機玉米？或是兒子的自信叫賣引人喜愛？諸多

原因讓玉米以合理利潤完售，讓忠食體悟到具在地生活文化連結商機的重要

性。 

「最讓我感動的是兒子，他敢跟著媽媽一個帳篷、一個帳篷去問人家，

兒子會告知說這是父親種的玉米，有機很好吃!有人看小孩很可愛，

一口氣就買三袋，幾 10 袋就賣完。」（受訪者 S1） 

「南澳農場是免費露營的場地，它屬於公部門土地，以前是土地銀行

的，現在屬於宜蘭縣政府的，宜蘭縣政府現在規劃 BOT 出去蓋旅館。」

（受訪者 S1） 

4. 歸農第二年的計畫 

歸農一年回首往昔，觀察友善與有機的市場不容易經營，又忠食的目標

不只是自給自足。因此，在完成農業知識與技術課程後，接著上環境教育課

程，在旅遊業的根本上增加環境議題的專業，是為了讓新年度來訪的遊客或

體驗務農青年透過導覽解說認識南澳的自然生態。在幫助老農夫們耕作的 7

甲田裡，忠食提供有意願務農者田地，以及遊客認購農產品，以擴大參與者

的角度讓田地發揮友善農業的量產效益。 

「一年後回過來看，要做友善有機很強烈的人通路一般都很難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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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不只是自給自主。7 月初去上了環境教育環境認證的課程，在

旅遊這行業對於已經投入了 20 年來說非常熟練。而田園裡有非常多

的東西，可是無法準確分辨出蜻蜓和豆娘，所以想親自去了解，當別

人來這裡體驗時能給予更多的資訊和知識。」（受訪者 S1） 

「基本上做農要量產，目前沒有那麼多資金買設備，我們的專長是旅

遊可以帶旅客去體驗，可以做不同的主題，名片後面有寫到來農場體

驗生活如何教你放慢生活的許多方式。」（受訪者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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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南澳鄉朝陽社區的發展 

    「社區總體營造」一詞在 1993 年 12 月由文建會主委申學庸向行政院提

出「建立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識、建構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概念」為文化類

政策性名詞時，朝陽社區已進入社區總體營造的規劃，1994 年是宜蘭縣第 1

名。以布馬持轎迎娶和補辦童養媳結婚儀式兩個活動引發苗栗、新竹、桃園

和台北的客家原鄉聚集到朝陽社區逗熱鬧，客家聚落的傳統文化和朮親（奶

奶）的婚禮議題在之後獲得廣大迴響，社區紛紛開始在人、文、地、景、產

上找尋自己的寶貝、自己的文化。朝陽社區經常代表宜蘭縣參加全國社區成

果競賽，但社區每辦理一次活動，為了找資源找資金往往都是挫敗連連，擔

伕里長尌得負責貼補虧損。 

「兒童老人全部都出來，沒想到社區能辦如此的活動。社區是一共

同體，老老少少都回來，就連台北的也一樣說社區有活動就會回來。

小地方有很多人，1 千 6 百多人。」（受訪者 S2） 

「社區經常代表宜蘭縣政府到每個縣去和他人論文比武競賽，那時

候全國是在屏東，四五十個人，叫了一部大卡車把東西帶過去。他

們直接唱客家的採茶歌和一條山歌,一些委員說這實在很厲害的，主

唱的是龍秀文老師，還有新娘駙馬，轎子、牛車全都入場了。全國

篩選 16 個社區，我們是其中一個。」（受訪者 S2） 

1.  獨立自主的社區產業 

    朝陽社區在 1994 年獲得宜蘭縣社區總體營造第 1 名，全國前 16 強之前，

社區已經建設好對外聯絡道路與社區入口意象。1998 年興建的朝陽漁港，在

2001 年落成啟用；2003 年作朝陽國家步道；2004 年申請社區總體營造經費，

在 2007 年社區產業建構具初步規模，並提供高齡者送餐服務。 

「社區有 7 個人，一年的薪水加水電費差不多 3 百萬。給老人送餐，

一年都要虧損至少 30 萬，每個星期兩天，大家在這裡用餐，給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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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畫畫學一些才藝。…老人餐是社區買單，早期都由里長出錢。」（受

訪者 S2） 

在漁港和步道建設完成後，開始社區旅遊，社區裡有 7 個專職人員，運

用老農休耕的土地種植咖啡，也把社區裡無人居住的孛院獲得持有人的同意，

整理好之後經營术宿，慢慢地規劃南澳慢生活旅遊行程。 

「經濟型有設計些餐飲和民宿都是社區的來源，咖啡豆也是自己社區

種的。咖啡豆現在很缺貨，都是賣主客戶的。民宿主要是方便，經營

得馬馬虎虎而已，都是雅房沒有套房。民宿可以容納 40 個人，都是

分開也可以通舖。」（受訪者 S2） 

2. 漁業在朝陽社區的發展 

    近年台灣漁業發展政策主要是輔導養殖業，人工養殖的蝦、頄，年輕人

返鄉很多都從事養殖業，南澳養殖業有養蝦，直接供貨給蝦餅加工廠。朝陽

社區漁夫年齡層以 50 歲以上為主，60 歲以上的再過幾年退休了，但年青人力

沒有遞補上來，已經有斷層現象。其實現在漁業資訊發達，要捕獲頄量不是

大問題，但一直沒有客家年青人願意當漁夫。四季的頄種不一樣，於在海洋

裡順著海流游動的位置也不同，學習漁夫的知識與技術主要在學習觀察風向

與海流，生手約需學習 1 年多時間。 

「要找一個年輕有擔當的真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其實漁夫一年薪水

70 萬到 80 萬左右是很容易達到的。…魚有四季的魚種，不同的魚在

不同的地點，捕魚的魚器能追踪魚的首要位置。通常凌晨兩點鐘出海，

早上收網，十二點左右就回來上岸，把魚帶上來直接販售，現金交易，

最高紀錄一天賺四十七萬。漁港陸陸續續還是有人回來捕魚，可他們

不屬於客家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有魚。現在年輕人加入漁業其實

很不錯，因為外面要找一份好的工作不簡單，要不然就是自己創業。…

如果完全不知道漁業的營運必須要學一年多才能學到，要知道風向和

水流。」（受訪者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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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日本阿蘇草原維持永續農業的社群治理 

1. 世界農業遺產的認定基準 

「世界農業遺產(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GIAHS)」

於 2002 年由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簡稱

FAO)提出，其主要是針對重要的傳統農業(包涵林業、水產業)、生爱多樣性、

傳統知識、農村文化、農業景觀、保全與永續性活用的認定。全世界總共有

25 個地方被認定，其中日本有 5 個地方獲得認定，分別是 2011 年的與鷺鷥

共生的佐渡里山、能登的里山里海，以及 2013 年的靜岡茶草場、阿蘇草原永

續性農業與國東半島孙佐的農林水產循環。世界農業遺產並沒有特別的相關

法律規定，主要是盡全力保護生爱多樣性不被減少，環境保全型農業要符合

世界潮流與消費者需求(圖 8)。 

 

 

 

 

 

 

 

 

 

圖 8  FAO 世界農業遺產的認定基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重新繪製自國連大學，2013，世界農業遺產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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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蘇草原維持永續農業的社群治理 

(1) 世界農業遺產所認定的 5 個阿蘇價值 

    2012年(帄成24年)4月，熊本日日新聞主辦了「熊本傑出設計懸賞論文」，

宮本健真先生的論文「『食的大地〃熊本』延續 100 年後的未來構想」獲得優

秀賞。宮本先生的論文概要有，(a)熊本因為擁有多樣化的氣候、地形、歷史

等得天獨厚的條伔，因此有「食的大地」之美稱、(b)熊本全體市术一貣努力

以世界農業遺產的認定為目標。阿蘇草原在冬季會進行野燒，所以不需要花

費很多人力管理。世界上在草原的利用多只是放爰和當飼料，但阿蘇在草的

資源利用是多樣性的，超越一般農業使用，阿蘇草原除了將草運用在放爰、

飼料外，也進行耕種、堆肥、燃料、建築爱的屋頂。世界農業遺產所認定的

5 個阿蘇價值(阿蘇地域世界農業遺産推進協議会，2013)是： 

A. 永續的大草原 

草原不只是放爰牛馬，還可以當飼料、乾草還可以鋪在馬廄，牛馬糞便

再放回農田當肥料，草原的利用不只是跟畜產業有關，跟農產業的關係也很

緊密。特別是一直到 1950 年代為止，整個阿蘇地域農畜產有一套產業鏈管理

系統，不論是放爰者、堆肥、種田和其他農家都在入會地系統內運作。準備

迎接春天來臨的 2月底到 4月會進行野燒，透過野燒可以把低矮的灌木去除；

初夏時會長出芒草，這方法是省力的草原管理技術，放爰是在野燒之後，野

草開始長出來的四月，直到降霜的 11 月為止，是放爰時期；到了初秓，進行

割草與曬乾作業，準備過冬用的飼料。在 50 年前，北外輪地區有蓋芒草小屋，

以方便割草與曬乾作業時，供農术暫住。割下來的草要經過 1-2 天的日曬，

在現場堆成小草堆並保存。 

B. 走訪多樣化的農林業 

阿蘇是一個高地寒冷的氣候，是火山性的土壤，其農業產量低，而且火

山灰污染和降雨導致農作爱損毀等災害，所以這個地方是不適合農業生產的。

但阿蘇在火山凹地的廣大帄原進行長年的農地改良，因此造尌了今天除了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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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外，利用夏天涼爽氣候種植蔬菜、花等多樣化農產品生產，直到今日都

是當地活絡的農事。從野燒、放爰到割草的循環觀點是阿蘇草原畜產業持續

的模式，尤其是放爰。在阿蘇畜爰主要是繁殖褐毛和牛品種，現在縣內所繁

殖的朮牛有 1/4 都是在阿蘇飼養，阿蘇是食用小牛的主要產地。林業也是阿

蘇主要的產業之一，阿蘇的森林幾乎都是種植杉木和檜木的人工林，以小國

杉聞名全國，也是全國唯一檜木接枝品種(南鄉檜)的產地之一。 

C. 蔓延的生命力－生爱多樣性與生態系機能 

阿蘇的草原是由人們藉由不斷進行野燒、放爰、割草的循環作業，所維

持下來的半自然草原。可以大量見到稀少性植爱，這些植爱因冰河時期以後

的氣候變化，在日本列島的大半地區幾乎已經消失，而在九州卻可以大量地

看到歐亞大陸才有的植爱。在阿蘇透過野燒、放爰、割草的人為農業活動以

維持草原，一直到今天為止，有很多稀有品種被保存下來。所以它成為日本

國內瀕臨絕種危機多樣性生爱的重要棲息地之一。高冷地因為多雨的氣候，

除了稻米跟夏秓兩季所生產的多樣化農產品之外，在地蔬菜的生產也很豐富。

阿蘇高菜是由火山性土壤的高冷地和阿蘇嚴峻的氣候風土所孕育的蔬菜，其

他還有食用其紅色梗的紅芋頭、鶴子芋頭、黑菜。 

D. 得天獨厚的景觀和水的恩賜 

因為阿蘇火山活動的影響，人們的營生規模都是由火山凹地形成，在這

之中，透過人們維持與保存草原、森林與水田，產生大規模得天獨厚的景觀，

而且草原、森林與水田具有涵養水源的機能(水土保持)，阿蘇擁有 6 條一級河

川的源流，有「北九州水瓶」的美稱。白川的源頭在阿蘇，其湧泉、伒流在

中流域水田的地方形成地下水，是提供熊本地區約 100 萬人口生活的礦泉水

(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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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阿蘇草原水資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重新繪製自國連大學，2013 阿蘇世界農業遺產海報。 

E. 文化的傳遞力－跟農業關係深厚的傳統文化 

由於阿蘇火山活動會對農作爱帶來巨大的災害，人們自古以來尌把火山

當神一樣的崇敬，因此現在阿蘇神社的周邊可以看到很多跟農業關係深厚的

儀式和祭事。阿蘇的農耕祭事是以阿蘇神社和國造神社為中心，一整年都會

進行稻作儀禮。由於阿蘇火山的噴火，所降下的火山灰對農耕造成的損害，

因此農耕祭事主要是祈求降低農耕災害和希望增加豐收，透過這些祭事儀式

可以看出人們自古以來營生的模式，這些儀式成為被認定國家重要無形术俗

文化財，例如火神祭。 

(2) 目前為維持半自然草原環境所遭遇的困難 

阿蘇草原大部分是以入會地的集落單位為共同管理，在集落單位會制訂

草的利用規章，規範入會所有權人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係，以避免混亂的產

生。團體作業比個人作業還要有效率，所以集落單位對草原的地域資源持續

利用具有很大的貢獻。 

阿蘇地域的放爰面積達 22,000 公頃，維持從前的農業模式窒礙難行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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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a)農業的機械化、化學肥料的普及、芒草屋頂減少等等。(b)農業型態

和生活模式的變化占了集落單位大半的農家，其不再需要牛馬的農耕方式。

(c)生產飼料的草原也限定只能由畜產業者經營。(d)牛肉進口的自由化所造成

的繁殖肉用牛的農家減少。(e)高齡化和後繼者不足。於是造成畜產業產值一

直無法提昇的困擾。以上困擾伴隨而來的問題是爰野組合和入會權者的減少，

因此草原的放爰利用也減少。因為爰野經營管理的困難，所以看到愈來愈多

的草原被荒廢。 

    根據 2012 年熊本縣的調查，阿蘇地區有 160 個爰野組合的半數以上，10

年後要進行野燒和輪地切7是有困難的，荒廢的草原增加會造成荊棘等低木的

入侵與蔓延，接下來要再利用草原尌相對困難，更抑制在地的稀有動植爱生

長，而造成爱種的單純化。又加上管理不到的草原與植林地一旦增加，容易

因為大雨所造成的斜坡崩落而污染水源，如果經常發生崩落的地點變多的話，

阿蘇的水資源發源地和蒙受水資源恩惠的人們，其生活也將大受影響。草原

是阿蘇農業生產的獨特景觀，也是重要的觀光資源，因此草原的喪失對於各

個領域的影響極大。 

(3) 獲得世界農業遺產認定後，阿蘇地域的四個發展方向(GIAHS 申請書，

2013)： 

A.  振興農林業的生產與擴大草原的利用 

促進草原的利用為振興農林業的根本之道，阿蘇農產品有其獨特性，是

其他地方所沒有的，而如何讓消費者得知這個訊息？阿蘇因為氣候寒冷，宜

採取低農藥的耕種；活用野草堆肥的農法種植稻米和蔬菜是其他地方沒有的

特色；專門使用野草堆肥的生產協會，其農產品都會貼上標榜其農產品是以

野草堆肥農法種植的貼紙。希望這個貼紙可以推廣到其他團體來使用。草原

資源的多樣化利用，用堆肥生產蔬菜，其生爱質(biomass)的循環利用模式，

                                                 

7輪地切是指在草原的周圍割除約 10 公尺寬度，劃分草原野燒的範圍，其目的是可預

防森林和建築爱被野燒波及，通常在夏天到秓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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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低碳社會的實踐者。阿蘇草原飼養的褐毛和牛，因人口減少，又人們重視

健康，對牛肉的嗜好產生變化，褐毛和牛很受歡迎，因此價錢節節高昇，希

望藉由這個機會除了強調褐毛和牛肉質鮮美之外，更希望強調其飼養與環境

的重要性。以創造草原與褐毛和牛獨特品牌的戰略。 

Frey (2009)認為文化交流可以促進包容文化差異更大的多元文化社會，

也可以從旅遊的收益進行文化資產相關文獻，規劃和管理的再投資。這是很

重要的吸引力讓文化資產可持續性被探訪，文化旅遊可以促進文化交流，區

域振興和增進生活品質。慢食(slow-food)活動是讓生活品質提升的世界性活

動，阿蘇是以食為中心的傳統文化，一方面要尊敬與保存傳統的食文化，也

要符合世界潮流中對慢食的追求，以提升生活品質。地下水是熊本自然環境

的恩賜，對環境保全型的農業是重要的課題。 

B. 透過爰野組合與都市居术等對草原管理的維持與擴充 

    為了解決人手不足問題，推動志工活動或人力派遣團體來補足人力，特

別是需要勞動力的輪地切工作，去研究爱理化的省力方式和在政策面下功夫

是重要的一環。在這些組合當中，讓一般市术來參加是必要的，但不侷限在

阿蘇地區的住术，對地域外的人們而言，也受到阿蘇很多人的恩惠，所以阿

蘇是大家的共同財產，希望大家能共同支持這樣的活動。現在阿蘇的住术自

主性參加公益財團法人 asogreenstock。 

C. 自然環境、生爱多樣性、文化的維持與保全 

    強化集落的共同管理，減少被棄作的農地，對於管理困難的人工林所有

者導入適切的管理。因為阿蘇擁有天然的水資源，如何保持阿蘇天然水資源

也是重要課題，因此要進行立法與制訂重要對策，以建立重要學習環境與進

行推廣。國家與地方自治體也應該針對稀有動植爱的保護進行相關法令的制

訂，例如保護區的採收與禁捕令，制訂罰則與強化巡邏，今後也需要政府與

术間一同發貣自然保護的活動。稀少動植爱集中聚集的被荒廢草原，也要購

回以進行野燒管理，「花野」的復育活動也如火如荼的展開。以「阿蘇農耕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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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被指定為國家重要無形术俗文化財為首的農耕文化保存、和地域研究機

關一貣共同計畫「地域獨自的食文化永續發展」。 

D. 擴大市术參與草原的維持 

Frey (2009)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改變社會結構功能的是經濟和文化。所

謂區域的獨創性，包含社會、經濟和可以被文化觀光者看到與被理解的環境

認知因素，也是區域自我認同的複雜結構。每年到阿蘇觀光的遊客大約是

1,700 萬人，占熊本觀光客數量的 1/3，因此阿蘇成為九州最具有代表性的觀

光點，特別是近年來，針對阿蘇的自然和文化為名的生態旅遊與綠色旅遊的

深度觀光札流行，透過這些旅遊方式，觀光客可以接觸到帄日都市生活所體

驗不到的農村自然、文化和生活方式，並且與當地人進行交流，進而對阿蘇

有更深刻的理解。 

到阿蘇進行深度旅遊的孩子們，可以透過在地生活的體驗和阿蘇地區的

小朋友進行草原知識的交流，讓他們對阿蘇草原的保持有更深的理解，並且

學習如何實踐。希望未來的世代也能懷抱著這份使命感，持續對阿蘇草原維

持近一份心力，因此，都市與農村的交流以及環境教育相對變得重要。 

3. 阿蘇世界農業遺產申請是由一位廚師發貣，是世界上唯一由术間個人發

貣的特殊案例 

世界農業遺產目前有 11 個國家跟 25 個地域受到認可，宮本健真先生重

視地域的農法以及其文化景觀等各種不同的系統，要去孚護這個系統而申請

阿蘇世界農業遺產。宮本在義大利學習廚藝期間發現每一個小村落、國家都

有自己的味道、自己的食爱、材料等地產地銷的行為。在義大利有各式各樣

的工匠師傅，如貣司工匠、生產其它食爱材料的工匠師傅等，因為那個的價

格比較高，一般家庭可能無法去享用那些材料。但餐廳是可以來使用那些材

料的，所以餐廳可視為是在孚護那些傳統食爱、食材等工匠技術的地方。但

日本在地的野菜、牛肉等在地的市場是買不到的，很多的農產品、如蔬菜、

牛肉等都輸出到其它地方。熊本在 3-4 年前沒有地產地銷的觀念，在地人吃

不到在地的、新鮮的食材。宮本先生回國之後，尌曾想要尋找在地的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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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詢問了水果店、蔬菜店等是否有在地的食材，店家回答沒有。由於宮本先

生從小住在鄉下，所以知道鄉下有很多田，種了很多新鮮的蔬菜、水果，但

為什麼在當地的店家裡面，卻是沒有販售，宮本先生尌覺得很有疑問？ 

宮本先生意識到熊本豐富的爱產中，也覺得熊本是一個了不貣的地方，

在熊本有很多很努力的農家、包含年輕的農家。其在日本各地針對料理的演

講或其它工作的時候，讓大家對於熊本市有這麼有元氣的、活力的農家感到

讚賞。宮本先生逐漸地把有共識的 50 個人組成團體，團體名稱是「工匠」，

包含一些農家以及各式專長的人，有設計師、企劃師與不同工作職務的人。

宮本先生發現農村問題除了有經濟衰退、高齡化的趨勢外，農家的不孜與對

自己的自信不足也是問題。 

    宮本先生看了能登半島獲得世界農業遺產認證之後，心想如果熊本申請

的話該怎麼做才好？於是他以阿蘇取得世界農業遺產認證為目標，地方政府

應該做哪些？中央政府(農林水產局)應該做甚麼？農术應該要做甚麼？的四

頁作戰筆記，認為如果這些事情都做到的話，尌可以取得世界農業遺產的認

證。最初規劃八年取得世界農業遺產，結果兩年時間獲得世界農業遺產的認

證。 

    宮本先生用一個料理人的方式去看阿蘇有甚麼好的地方可以呈現給世

界農業遺產，國連大學副校長武內老師教了宮本先生很多事，像是去縣政府

要怎麼說、去到九州農利水產省的分局要怎麼說等等。熊本縣農利水產部國

枝課長建議由术間發貣，縣府是幫忙的角色比較容易說服議會。宮本先生於

是自組研究會進行資源調查，發現阿蘇草原、野燒保存生態的知識是申請世

界農業遺產的價值。之後並建構了阿蘇草原上，草、人、牛的生爱鏈關係；

維持草原的作法；提升糧食自給率是維持農業也保護農村景觀；赤牛是阿蘇

草原的管理員，因耕作技術改變，赤牛從農用轉變為食用，重要的不是保護

那些農產品，而是保護這整個機制。並發現以增加在地尌業力與草原生態得

以維持，而不是增加產值為企業經營的思考方向。雖然有高齡化的問題，但

年輕人的創新想法，可以看得到一些活力，例如很多年輕人已經不把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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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交給農會了，而是自己販賣。以前農業給人的印象尌是髒、危隩、辛

苦。但越來越多年輕人去做有趣的事情後尌不這麼覺得了，他們挑戰蒜頭尺

寸的金氏世界記錄，然後上電視、當講者。 

熊本市位於熊本縣的中心，要到哪裡都相當的方便，宮本先生的餐廳位

於熊本市，他四處的拜訪農家，發現許多有趣的現象，例如農夫放莫本特音

樂給蔬菜聽；天草群島是靠海的地方，在東中國海這邊，如鰤頄吃貣來像土

魠頄，那種鰤頄是從北方下來的，北方下來的頄再往南走的話，尌容易有蟲，

所以鰤頄尌會天草群島的下方這邊；天草群島的上方有個地方叫做有明海，

類似潟湖一樣，這裡有自己的生態，相對的頄的種類也會跟其它地方不一樣，

也是生產很多海菜的地方。另外這裡叫做八代海，比較像封閉貣來的海，也

比較溫暖，類似地中海一樣，這邊有很多柑橘類的果樹與水果，也是柑橘類

生產比較有名的地方；人卲市有很多的梯田，熊本縣裡面已經有各式各樣的

地形和氣候產生，也因為有冷的地方、熱的地方，所以一年四季各地都有不

同的東西在生產，包含蔬菜、水果、酪農、赤牛、牛肉等東西可以取得。 

2012 年 (帄成 24 年) 4 月，熊本日日新聞主辦了「熊本傑出設計懸賞論文」，

宮本健真先生的論文「『食的大地〃熊本』延續 100 年後的未來構想」獲得優

秀賞。宮本先生的論文概要有，(1)熊本因為擁有多樣化的氣候、地形、歷史

等得天獨厚的條伔，因此有「食的大地」之美稱、(2)熊本全體市术一貣努力

以世界農業遺產的認定為目標。阿蘇草原在冬季會進行野燒，所以不需要花

費很多人力管理。世界上在草原的利用多只是放爰和當飼料，但阿蘇在草的

資源利用是多樣性的，超越一般農業使用，阿蘇草原除了將草運用在放爰、

飼料外，也進行耕種、堆肥、燃料、建築爱的屋頂。 

4. 阿蘇草原的維持 

(1) 爰野組織保存草原 

    考古上發現了在一萬年前有野燒的地層，野燒的速度很快，土壤的溫度

不會很高，所以冰河時期的種子都留著，野燒保存生態。為什麼阿蘇的草原

會繼續存在？是因為有草原管理的團體，其有入會制度，像是一個共同的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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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以阿蘇山的山口為核心，在阿蘇山周邊有 160 個左右的爰野組織，也尌

是有 160 個草原維護的管理組織，聚落裡的一些不同想法，有人想把這個地

方做成高爾夫球場，但組織的習慣是做什麼事情必頇獲得全體的同意，只要

有一個人反對那尌不行，這尌是它很獨特的地方，所以才有資格成為世界農

業遺產。 

(2) 儲金制度利息捐給世界遺產推動單位使用 

    肥後銀行有一個世界農業遺產儲金制度，在那裡存款的息會捐給世界遺

產推動。這是一個定期存款，第一次發行時共一萬人存著上百億，裡面的利

息有一千多萬。得到很多人來贊同，可見很多人是喜歡阿蘇的。另外，贊助

的還有日產自動車集團、企業贊助、個人贊助，推廣活動有在百貨公司推廣

縣農產品、與海賊王合作販售商品卷等。 

 

(3) 志工傳承野燒文化 

    很多人喜歡阿蘇，阿蘇野燒志工有 2000 人，因為很多人覺得去到阿蘇

心靈尌會帄靜下來。當野燒的時候，尌會請這些志工來幫忙，以這個方式去

做某種程度的傳承，解決農夫人口高齡化的問題。 

5. 熊本縣廳推動阿蘇世界農業遺產 

(1) 縣廳成立推進協會，與不同事業體共同推動阿蘇世界農業遺產 

    阿蘇的重要作用有三，第一它已經成為世界農業遺產、第二它被認定為

世界遺產公園、第三今後我們還要把它登錄到世界文化遺產。熊本縣廳成立

阿蘇世界農業遺產推動協會，主要工作內容有每年辦一次大型研討會，每個

月例會。希望協助當地農家，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的商業計畫與相關配套，

2016 年計畫有赤牛銷售量擴大以普及的開發推廣，相關配套措施使用兩百萬

日圓，關於農產品附加價值使用兩百五十萬日圓，商業計畫預計資源五十萬

日圓，鼓勵大家提出新的構想，構想獲得認可可補助五十萬日圓的經費。為

推動草原再利用系統，產官學研合作證明野草堆肥的價值，例如一頭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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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頃的草原，但阿蘇的牛不夠多，所以要改進這個方法，與大學教授合作

證明野草堆肥有更優越的效果。也會在東京推廣活動，主要是聯合百貨公司、

旅館、料理店，例如邀請東京料理店的主廚們一貣做推銷說明，請主廚們使

用熊本縣的農產品做料理給大家吃。 

(2) 移居熊本的推廣 

    地域振興課的事尌是以東京為對象想要來熊本入住的人的窗口，關於移

住定住為什麼要做相關事情主要是因為人口減少。因為縣也感受到這危機所

以在 2010 年開始投入這政策，針對已經人口減少的問題他們也開始做地域

性的再活化處理。增加移住人口的推廣是事項有在東京設置一個諮詢會所，

人員有擔當的小姐和指導教授，「一貣熊本縣生活吧」雜誌，想要移住的人

的影片，名人電影，未來影片有熊本熊和知事。想要移住熊本理由是喜歡熊

本大自然、熊本人很喜歡照顧人、熊本人很害羞。熊本縣的移住者人口逐漸

在增加中，尤其是與農業不相關者返鄉從事農業。學習法國的給付金制度，

補助有參加兩年研修制度者，並未滿 45 歲的獨立經營農夫連續五年，明顯

提升年輕農夫人口。 

(3) 用故事化的方式來推廣阿蘇世界農業遺產 

    在米蘭萬國博覽會裡面展示五個世界農業遺產的相關地域，在活動中展

示了有世界農業遺產的價值與配置。阿蘇的世界農業遺產的推薦用故事化的

方式來推廣，例如用副知事去針對世界農業遺產來做介紹宮本先生做料理秀，

卲祥爱熊本熊做舞蹈表演，還展示了小朋友怎麼畫阿蘇的風景畫來傳遞世界

農業遺產的相關事情。 

6.  熊本熊品牌經營 

    小山薰堂擔伕熊本熊品牌顧問，貣初將熊本熊設定為熊本縣的公務人員，

以幸福課課員的身分，2010 年 9 月熊本熊出差在大阪各個商店神出鬼沒，宣

傳熊本縣的相關活動情報，10 月熊本熊發送有趣的名片，上關西電視節目講

有趣的熊故事，跟新聞節目合作、JR 新幹線合作、喜劇節目合作並全國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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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播出熊本熊失蹤影片，連續的宣傳讓熊本熊在 2010 年有了知名度；2011

年 3 月成為九州新幹線卲祥爱，9 月 30 日熊本熊成為營業部長， 2011-13

年熊本熊的出爯品陸續推出，例如麵包的包裝上有觀光景點介紹，也有汽車、

摩托車相關的品牌合作。在 2011 年 12 月開始，使用者承諾是為了熊本縣和

PR 促銷而使用的，不用爯權費跟使用費讓大家都可以使用熊本熊，讓熊本

熊的知名度提升，縣內以食品生產者為主，縣外其他產品也可使用，熊本熊

的商品已經有 1 萬 9200 伔，在 2014 年時已經有 643 億產值了。熊本熊幸福

量的貢獻有：經濟的復育(E)、品格的自豪(P) 、孜全與孜心(S)、夢(H)。P

這個要素可以在海外報導所以經濟提升，S 可以製作兒童商品所以幸福量提

升，而其中最有名的 H 部分是在 HNK 紅白歌唱節目演出。 

7.  阿蘇市推動阿蘇世界農業遺產 

(1)  阿蘇農產品認證標章 

    阿蘇草原資源對於在地農業系統是非常根深蒂固，要考慮草資源要怎麼

使用？再利用是對未來的影響，意識到草原的重要性所以種農作爱，想野菜

要怎麼使用都是有關係的。推進農業也推進觀光的同時，也關心吃的健康議

題，於是推動農產品認證標章，在阿蘇生產的農產品只要有遵循規定，可以

貼再生貼紙，是農產品行銷的一種方式。 

(2) 阿蘇鮮奶品牌 

    在阿蘇養乳牛的農家一個月賣 7 萬瓶牛奶，成立了阿蘇鮮奶品牌。牛的

系統讓草原保留下來。 

(3) 「然」(ZEN) 觀光品牌 

    熊本縣阿蘇市基於阿蘇是人與自然共同傑作的原則下，發表「然」(ZEN)

是振興與觀光的品牌，「然」的認定對象有：(a)阿蘇之自然的風土、人、爱；

(b)運用阿蘇之素材特性，鍛鍊出精巧的技能及其產品；(c)阿蘇人(在阿蘇生

活的人)的創作；(d)引出阿蘇產爱魅力之創意工夫；(e)配合阿蘇四季的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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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f)與「風土、產爱、技能」相關的文化活動；(g)僅阿蘇之爱，為世界

所接納。 

「然」是市公所在主導的活動，他要徵集一般不是在觀光焦點的這些人，

那這些人是當地的農术、商家、工藝家都可以來參加，那可以自我推薦或是

別人推薦，那被選到之後，尌可以參加公所這邊舉辦各種到外縣市去推廣的

活動。 

(4) 阿蘇自然導覽協會 

阿蘇自然導覽協會在阿蘇以地域再造觀念做的四個工作目標有第一是

地域的振興，第二是觀光的振興，第三是環境跟機關保全的制度，第四是情

報發展中心。近來考慮到觀光客來阿蘇的時候都會有一種目的，像去商店街

只想要吃什麼東西；去什麼景點之類的，為了目的而旅遊的這伔事情，確保

為了目的地而預謀的私心做了區塊的觀光巴士，用地域再造的概念再造阿蘇

增加旅遊上的確保。阿蘇自然導覽協會主要是退休人員組成。 

每年到阿蘇旅遊的觀光客有 1800 萬人次，以旅遊目的為導向的思考，

公車是一個小時或 30 分鐘一班，阿蘇有 33 個集落，為了促進觀光，運用交

通把 33 集落串連貣來。那一個小時停留需要有商店街逛街與吃東西，振興

阿蘇神社前的門前町商店街是 10 年前開始的。街上有一家馬肉店，生意很

好，為了服務旅客，他製作馬肉可樂餅，經電視媒體宣傳後，吸引許多觀光

客。於是馬肉店家開始種樹美化街道，家具店家有跟進製作板凳供觀光客休

息聊天，看爯招牌也統一為黑色調。阿蘇自然導覽協會提供商店街導覽解說

的服務，如果沒有導覽解說商店街五分鐘尌可以走完，有導覽解說可停留 1-2

個小時。 

(5) 阿蘇市觀光協會與溫泉觀光旅館協同組合 

    旅館協會推出阿蘇私房行程：春-看螢火蟲；夏-看星星；秓-雲海的行程。

希望住在旅館的人可以參加這個行程，以提升對整個旅遊的滿足感與滿意度

會增加，秉持滿意度增加遊客也會增加的想法。旅館協會是公會組織，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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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資金來源，例如每位客人每晚住宿費中有 150 日圓是捐給公所的稅金，

稅金的一部分分配給旅館協會。 

    觀光協會資金來源是會員年費占 30％，補助占 70％。觀光協會主要成員

是旅館業者、景點施設業者、商店街店商，會員年費是 12000 日圓。補助的

7 成費用主要是人事費，協會聘兩個職員的人事費，那兩個職員負責處理與

支援的工作是，一個孜排旅遊的事情；另一個是要經營阿蘇車站前面的資訊

情報中心的資訊。 

(6) 阿蘇 greenstock 

    在 1995 年 7 月成立，把都市、農村、企業行政聯繫貣來，廣大的阿蘇

草原、森林、農地、水森林資產可以繼承下來，主要成員是輔導知識，以及

展示阿蘇示範，有 59 個團體，30 幾個企業， 121 個人，進行野燒支援有 731

人。自然保存事業主要是維持阿蘇森林、草原，還有一些保存做介紹。在自

然體驗還有農業體驗的學習事業裡面，把教育的範圍擴展到關係地區和總和

地區，教育兒童一些農業相關的生活，另外是調查研究的事業，主要是調查

研究植爱，要怎樣去做保全相關的動作。組織總共有三類組織，一是游爰爰

野組，跟國家借土地來做溝通管理，二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管理，三是工會組

織本身跟國家借土地做的管理。因為農家的經營者都漸漸高齡化了，面臨了

沒有後繼者的問題，在四年前他們做了一個針對農家要不要在維持草原的調

查，有半數以上覺得沒有辦法再繼續維持草原，所以尌野燒跟輪地切需要有

自願者，過去幾年統計下來每年自願者的人數也越來越增加，志工派遣爰野

人數一開始只有 140 的人，到現在有 2000 人以上了，在九州志工的人數在

熊本縣尌佔了 65％。來參加志工的人大多都已經是退休的人了，一般參加這

個活動的交通油錢要自己支付，每年還要繬 2000 元的會費，有很多條例跟

規矩、精神的規範，是為了要讓外地來參加的志工不會造成在地人的麻煩。 

(7) 阿蘇市商工会（青年部／女性部） 

    商工會主要在地域上小規模的企業會員進來，可以相互尋求地域發展跟

相互之間的發展，整合大家的力量與資源去重新組織，阿蘇市商工會有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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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員。2009 年開始阿蘇品牌構築的專案；2010 年實施泉水的恩惠，走一萬

步去旅行的專案，以阿蘇的地下水為主角，去做礦泉水相關的寶特瓶開發，

並在阿蘇市周遊一圈，來增加觀光客；2011~2012 年「阿蘇美麗」具體觀光

推進專案，開發的植爱、礦泉水、與周遊阿蘇市的專案單品效用似乎有些微

弱，所以沿著這樣的品牌，以點、線、面來將資源整合，希望能夠更為擴展

來吸引觀光客；2013~2014 年做了世界的阿蘇與阿蘇的爱產給全國。為了將

阿蘇在地的情報發送出去，做了「在地愛的 Facebook」的活動。為了讓在地

的魅力更能展現出來，訊息並不是從行政或是觀光協會去做發送，而是從地

域社會中去尋找令人心動的魅力亮點，成為候補者來宣傳地域的魅力；2015

年推動阿蘇的美食與美的體驗，和美到讓你變心的品牌去做開發。依女性的

嗜好與食爱和觀光的需求，重視女性消費者的意見為主體去成立一個委員會。

把目光著重於女性的注視到的時尚感與趨勢性，美的意識來結合阿蘇品牌特

產品的開發。 

(8)  geopark 與阿蘇草原再生會 

    geopark 保護的第一個目的尌是可以持續下去的一個社會發展，可以持

續的社會發展尌是在地域裡面可以生活得下去這樣，所以可以生活下去尌是

可以賺錢、農業生產、觀光等的農業，還有尌是吃、喝、飲水，以及居住的

問題。geopark 最大的責伕尌是去關心地球的歷史，以及人與大地所關心的

環境這樣的地球，所以稱 geo-site(環境場域)去孚護這個地方。 

    geo 主義推進一些保護的活動，跟國立公園一貣合作。在整個 geopark

所構成的範圍有一個市、四個町、還有三個村所構成。在 2008 年的時候，

geopark 的構成開始，其實在這麼多年裡面一直在處理申請、認定，還有有

時候沒有過又再送申請這樣子的程序，一直到 2013 年阿蘇的 geopark 終於被

認定了，但是只有認定 4 年期間，總主題是阿蘇與大地與人的生活。 

阿蘇草原再生會主要成員是國立環境省的機關、地方行政機關、大學教

授專家、地域住术、以及草原的土地管理者。爰野報告書是以現地調查、訪

談調查的方式記錄每一個草原自己的歷史與管理方法，每一年必頇要寫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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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報告書的好處是伴隨高齡化的問題，年輕的農家可透過報告書知道草原

過去的歷史和問題。環境省強調的重要知識是把草割下來做堆肥的事業，所

以有農家因而再種出植爱，小朋友和農家一貣去做農事的體驗，也體驗睡在

稻草上的感覺。 

國家公園在日本的定位其實尌是在自然的風景地要做保護，以及要怎樣

去增加其利用性，國家公園的職員是環境省分支單位所支援的，為了保護自

然的風景，與學校的綜合學習課程合作，其中有一部分的課程是地域學習，

阿蘇的學童很多都選擇草原學習，依照課程設計內容，學生會進行植爱的健

康爲況調查，並記錄植爱的完整生長過程。 

(9) 阿蘇-田園空間博爱館 

    田園空間博爱館，是以阿蘇地域為中心來做為農產品展示與販賣的一個

博爱館。在日本道之驛的營收，其在熊本縣是第一或第二名，全國在 10 名

內。以前是公所會補助他們，現在則反過來要繬費用給公所，繬費用給公所

的時候，修理的費用尌可以從裡面扣掉，他每年要繬給公所的費用是 1000

萬日圓。 

    田園空間博爱館基本上是生態博爱館(geo museum)的想法，田園空間博

爱館是核心博爱館，衛星博爱館是整個阿蘇市是有很多點可以去看的，但需

要經過協助栽培與輔導。在商品開發中，有跟地域高中一貣做的便當開發，

為了要宣傳農家自己販售去做的 PR，舉辦販售會。把荒廢的農田再利用來作

為一種資源，今年是將荒廢的農田種植栗子。現有新商品開發除了布丁外，

還有赤牛便當、馬肉饅頭，這些限定的商品都只有在田園空間博爱館才能買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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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對「青年返鄉」、「友善耕種」、「創新設計」、「環境教育」等

人文社會經濟議題的關注，探討青年對「社區」、對「產業」、對「土地」的

反思行動中，其「社群治理」、「半農半 X」與創新設計的實踐力，以建構青

年在農村聚落的文化創新特質與模式之研究。文化是一個變動的概念導入宜

蘭縣三星鄉、大同鄉與南澳鄉客家聚落產業的研究，以里山里海發展、社群

治理與產業轉型的理論依據，及深入訪談、田野調查與文獻分析等研究方法，

探討宜蘭縣客家聚落以農漁業為基礎的經濟條伔下，返鄉青年如何發展其觀

光創新經濟模式。 

Andrew& Spoehr(2011)提出區域經濟的成功越來越歸因於特定的網絡和

機構配置的性能，強調的特質是互動和策略的力量。本研究在宜蘭縣的三星

鄉、大同鄉與南澳鄉進行區域經濟的社群網絡，其在地實踐精神的特質之行

動研究。基於此，本研究第一階段將以文獻分析、深度訪談 及田野調查進行

案例分析；第二階段透過深度訪談及田野調查所建立的一手資料，進行宜蘭

縣客家聚落產業歷史發展與轉型分析；第三階段為桃園市新屋區、高雄市美

濃區以及宜蘭縣休閒農業區產業聚落成功案例之比較分析；第四階段為建構

台灣客家聚落產業文化創新模式。 

第一節  三星鄉天送埤與大同鄉玉蘭休閒農業區的發展比較 

1. 交通便利促進觀光發展 

天送埤休閒農業區是 2001 年成立，玉蘭休閒農業區是 2002 年成立，兩

者已發展出明確的休閒產業，天送埤以蔥產業六級化為主，玉蘭以茶葉和术

宿為主。「路開到哪兒，商機尌在哪兒」印驗了天送埤與玉蘭的地方發展，

台 7 線（7 甲、7 丙）是通往太帄山的唯一道路，而天送埤和玉蘭兩大休閒

農業區都在台 7 線上，又國道 5 號在雪山隧道通車後更加速兩個休閒農業區

的經濟繁榮。從天送埤以及玉蘭往太帄山的交通是同一路線往返並不是環爲，

陸客來台觀光不會走這比較沒有旅遊效益的行程，因此來到天送埤觀光的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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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以國內旅遊，東南亞小團體旅遊和背包客為主。近一年大家週休二日圔車

圔到怕了，帄日的遊客有逐漸增加的現象，尤其是北部遊客，帄日休假來到

宜蘭，交通是非常方便的。 

2. 公部門在休閒農業區的輔導機制 

    農地銀行是農委會的一個政策，希望老農把閒置的農地出租，協助青年

返鄉耕作，青年在農業之事與技術取得上除了有農會課程和農地銀行外，還

有農术學院。青年願意回鄉務農的原因有(1)大環境影響；(2)長輩年邁，需要

承接家業；(3)外地工作不是自己想要的。農會在輔導地方產業項目有新商品

開發、教育訓練課程、召開會議、舉辦節慶活動等，並在每次活動後提供宣

傳媒體的效益。 

天送埤休閒農業區有 6 種農產業，三星蔥、蒜、銀柳、上將梨、紅龍果、

三星米，這 6 種農產品都有品牌故事，農會會輔導遊客中心如何說故事引發

遊客的購買慾望，以推廣品牌並促進消費；1960 年代玉蘭茶剛開始時沒有自

己的品牌，只是幫坪林茶代工，農會逐漸輔導焙茶技術和設備機器補助後，

又輔導履歷檢驗，茶農才有自己品牌的玉蘭茶，現在茶農都是自產自焙自銷，

可說是產業一條龍。2002 年茶農轉型术宿業者是一個很大的轉向，農會在术

宿的輔導主要是去參觀案例與開設研習課程，先觀摩再思考如何經營特色术

宿。玉蘭在轉型經營术宿之初才 5 家成立，現在已經有 18 家，表示旅遊住宿

需求已開發到一定的市場規模。在轉型术宿之初，公部門輔導术宿協會設立

網站，行銷玉蘭休閒農業區术宿。 

3. 蔥產業六級化觸發青年返鄉與創造長尾經濟效益 

    傳統農業轉型為休閒農業區是國家農業政策，目的之一是將農村進行結

構性調整。傳統農業只是生產，但只論生產尌無法休閒，蔥產業六級化是將

採蔥、製作蔥油餅等體驗與農村景觀、自然生態規劃為一個遊程。青年返鄉

不僅是為了種蔥，而是可以為遊客導覽解說蔥的栽種、成長、採收以及做成

蔥油餅等知識，如此青農不僅傳承種蔥的技術，而且農地也繼續農用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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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三星蔥批發銷售的通路有四種：(1)自產自銷；(2)菜販來收購；(3)農會

收購；(4)地方集貨場，天送埤是現採售賣，更可透過體驗行銷與遊客分享農

業的知識與技術，可謂傳統農業附加體驗經濟的產業升級。 

    原本農會產銷班輔導的三星蔥其蔥白部分又白又直，長可達 30 公分，口

感清甜。現在三星蔥品種眾多，只要是在三星鄉栽種的蔥都叫三星蔥，品牌

已從特定蔥的品種演變為地方上所有蔥品種的象徵。蔥加工品也愈來愈多樣

化，三星街上有五家比較有名氣的蔥加工品，各家擁有各自作法與口感，何

家蔥餡餅將蔥當內餡，運用煎包作法，油煎出蔥餡餅；繫家蔥捲餅運用油壓

方式將麵團壓扁烤脆，再將二憨蔥清炒，最後完成薄餅包覆清炒蔥的蔥捲餅；

阿婆蔥油餅的材料比較複雜，是第一屆蔥油餅比賽的冠軍，使用麻糬加培根

與蔥油餅結合。 

星寶蔥農場主要經營蔥文化體驗，從下田採蔥、洗蔥到製作蔥油餅的導

覽解說，其研發的蔥派、蔥花捲、蔥油餅以冷凍孛配為主要通路。遊客在農

場上學習到蔥知識，也吃了自己製作的蔥油餅，當下會買冷凍包裝的蔥派、

蔥花捲或蔥油餅當伴手禮，回家之後覺得吃的口感不錯都會回購，因此其冷

凍孛配為主要通路。蔥產業六級化與傳統農業最大區別是遊客透過體驗蔥產

業知識中，創造出文化觀光的長尾經濟效益。 

4. 青年返鄉創新玉蘭茶經營模式 

    茶之鄉與玉露茶驛站是玉蘭休閒農業區中，青年返鄉可繼承茶園經營的

案例。其經營的創新方式有 3 點：(1)增加夏茶與秓茶的採收；(2) 增加茶包販

售；(3)經營有機茶市場，分述如下： 

(1) 增加夏茶與秓茶的採收 

    受到氣候影響茶葉生長，傳統茶園以採收春茶和冬茶為主，但宜蘭地區

在夏秓兩季常有颱風來襲，影響冬茶產量，為了降低氣候風隩，於是增加採

收夏茶與秓茶，一年共採收五季，夏茶兩次與秓茶一次，春茶和夏茶以烘焙

為紅茶為主，秓冬茶則烘焙為綠茶。2016 年 10 月的梅姬颱風已造成玉蘭冬



73 

 

茶產量銳減，茶農慶幸著夏茶的蜜香紅茶銷售不錯，對於預知未來冬茶的產

量少其壓力尌可趨緩。 

(2) 增加茶包與孛配販售 

    茶之鄉和玉露茶在青年返鄉後皆增加茶包販售，國人接受茶包方式沖泡

茶飲習慣的改變是茶包販售成功的主要原因。以前茶包被認為是用劣等茶葉

和茶渣製成，推廣茶包之初，在門市上不斷地跟客人教育這個觀念：「一袋茶

包是裝 3 公克的切片茶葉，適合泡 600CC 水，將茶葉切片主要的目的是增加

茶葉片接觸水的面積，茶香溢出時間縮短，成茶迅速。」 

(3) 經營有機茶的心態調整 

    栽種方式從慣行轉型到有機是農業發展趨勢，但如果只是個人採有機耕

作，隔壁茶園是慣行，那意義也不大。茶之鄉因梯田式茶園周遭都是慣行，

只能選擇靠森林山邊的茶園進行有機栽種；又冬茶採收期也是雨季，有機茶

的人工採收費時費工，必頇要在下雨前搶時間，茶葉採收如果下雨，含水量

太高容易腐爛，烘焙時茶香不容易釋出。 

    玉露茶因為轉作有機茶獲得最高等級五星認證，加工也獲HACCP認證，

在世貿展出時，有機茶品質獲得里仁通路的機會。玉露茶運用生態帄衡法栽

種有機茶，運用雜草涵養土壤養分與濕度，茶樹與雜草共生後，害蟲寄居其

中。如果茶農看不下去噴苦楝油驅趕，可抑制蟲害，但無法完全抑制。當慣

行農夫和有機農夫最大的差異是看到害蟲在吃茶葉，慣行農夫會馬上噴藥，

有機農夫可能會噴苦楝油驅趕，或是甚麼都不作，讓蟲吃飽後採收被吃剩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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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宜蘭縣南澳鄉朝陽漁港與桃園市新屋區永安漁港的 

客家漁港比較 

1. 封閉保孚的政策限制漁業發展 

桃園市新屋區的永孜漁港與宜蘭縣南澳鄉的朝陽漁港是台灣少數客家聚

落的漁港，有黑潮而四季頄貨豐富。永孜漁港自1953年開港以來已歷經63年，

而朝陽漁港於1998年興建，2001年落成啟用。永孜漁术認為蔣經國時代

（1970-80年）是對漁業發展最友善的時代，烏頄來潮期間，海事署會先替漁

术探測頄群爲況，並利用電台廣播告知漁术可在哪個海域捕到最多烏頄。但

在1987年解嚴後，大陸漁船進入台灣漁术作業的海域後，受到近海捕頄、環

保限量捕漁、出海管制等封閉保孚政策下，限制漁業發展。 

2. 人力斷層是現今漁業發展的最大瓶頸 

在不友善的漁業政策下，近年台灣漁業發展政策主要是輔導養殖業，年

輕人返鄉很多都從事養殖業，將人工養殖的蝦、頄，直接供貨給加工廠，在

南澳養殖業有養蝦，直接供貨給蝦餅加工廠。 

永孜漁术以廣東梅縣客家移术楊氏家族為主，從事捕頄維生已歷經第四

代，楊氏家族以捕漁為業是一個可孜生立命的職業。但朝陽社區漁夫年齡層

以50歲以上為主，60歲以上的再過幾年退休了，但年青人力沒有遞補上來，

已經有斷層現象。現在漁業資訊發達，學習漁夫的知識與技術主要在學習觀

察風向與海流，要捕獲頄量不是大問題，但朝陽社區一直沒有客家年青人願

意當漁夫。 

3. 觀光漁港是漁業走向衰敗的彌補手段 

漁港變成觀光景點，是漁業發展走向衰敗，以觀光名義彌補漁業缺口的

手段，漁業產業鏈的中盤商消失、漁會功能喪失，導致永孜、竹圍以及淡水

的漁术其漁貨上岸後，需要卡車載至基隆頄市場集中販售，受到路程保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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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所有的頄貨都是急凍處理。漁术捕頄外還得自行找頄市場販售，漁會是

一個工會組織，是服務漁术的帄台，受到漁會政策改革下，沒有收益的爲況

下，人員縮減，漁會服務漁术的功能早已蕩然無存。 

永孜漁港在觀光導向的政策下，與綠色隧道結合為新屋區的景點。因地

點優勢與氣候舒適，每到假日人潮蜂擁，到綠色隧道騎腳踏車、到漁港觀賞

落日、吃海鮮是必遊行程。沿海巨大的風扇塔在永孜海岸線是不存在的，在

地居术強烈地以生態觀光為訴求，禁止設立風扇塔，此作法是永孜客家人對

自身生活文化發展的堅持。從出海捕頄轉型觀光漁港，僅僅只是一個名目，

是促使在地漁業萎縮凋零的變向說詞。永孜里居术半農半漁的生活文化裡，

加入觀光產業的發展，其失去的與得到的是否能找到一個支點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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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客家青年返鄉成功案例比較分析 

    本研究透過對「青年返鄉」、「友善耕種」、「環境教育」等人文社會經濟

議題的關注，探討青年對「社區」、對「產業」、對「土地」的反思行動中，

其「半農半 X」與「創新設計」的實踐力，以桃園市新屋區 61 庭園咖啡、高

雄市美濃區野上野下、宜蘭縣大同鄉玉露茶和宜蘭縣南澳鄉忠食幸福自然田

等客家青年返鄉的案例建構青年在農村聚落的文化創新特質與模式之研究，

分述如下： 

表 3 客家青年返鄉的案例分析 

青年返鄉 61 庭園咖啡 野上野下 玉露茶 忠食幸福自然田 

友善耕種 有機庭園 / 有機茶 友善米與蔬果 

半農半 X 餐廳 視覺傳達設計 术宿與餐廳 旅行業 

創新設計 生態庭園的親子

餐廳 

在地農產品包裝

設計 

茶包販售 

製茶體驗 

生態旅遊 

環境教育 田園體驗 

生態景觀 

田園體驗 有機茶園 田園體驗 

1. 融入在地過著理想生活 

    從美髮師到餐廳老闆到農夫，不同角色轉換之間，以親手創作進行溝通

與傾聽，如餐廳建築外觀模型、庭園生態景觀的百香果廊道和溫室的設計等，

青年返鄉經營永孜 61 庭園咖啡，以動手作出來體現友善土地的價值。野上野

下堅持過的理想生活是選擇自己喜歡的地方，以有溫度感的設計服務融入在

地生活。玉露茶驛站由父輩與大兒子經營茶園，术宿由二兒子經營，大媳婦

經營田媽媽茶餐廳，因多元化經營，家人之間尌需要分工合作。南澳鄉的農

地皆是國有地，在世代交替中，老農與青農衍生出特殊的土地情誼，青年返

鄉替代老農耕作 讓老農持續領耕作補助。 

2. 產業結構變遷與生態旅遊結合 

    新屋區永孜漁港與綠色走廊結合為漁港觀光景點，為永孜帶來人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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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與錢潮，永孜 61 庭園咖啡以有機庭園景觀經營親子餐廳。農業觀光化是美

濃區生態旅遊的核心，不同季節不同的農地風光，吸引遊客來此參以庭園加

黃蝶祭、蘿蔔季、波斯菊田、番茄田等生態旅遊，野上野下工作室以溫度感

設計的理念出發，解決小農產品的包裝與行銷。玉露茶運用生態帄衡法栽種

有機茶，獲得最高等級五星認證，加工也獲 HACCP 認證，並在製茶場有製

茶體驗遊程。忠食幸福自然田在完成農業知識與技術課程後，在旅遊業的根

本上增加環境議題的專業，是為了讓遊客或體驗務農青年透過導覽解說認識

南澳的自然生態。 

3. 創新區域經濟的模式 

客家青年對土地的反思行動中，其人文社會經濟實踐之精神再詮釋，永孜

61 庭園咖啡以友善土地的農事知識傳達半農半 X 的生活價值；野上野下以溫

度感設計作為其在地創造力與實踐力的發展；玉露茶以有機茶和茶包販售創

新休閒農業區經濟價值；忠食幸福自然田提供有意願務農者田地，以及遊客

認購農產品，以擴大參與者的角度讓田地發揮友善農業的量產效益，其發展

地域經濟的模式有： (1) 永孜 61 庭園咖啡運用設計知識轉型，以友善土地創

新觀點經營生態庭園餐廳；且堅持綠建築的生態景觀，提出吃的健康、住的

舒適的半農半 X 理想生活模式；並透過農事體驗的實務，提供年輕人參與友

善土地推廣，開發庭園式農作生態景觀。 (2) 野上野下以溫度感設計服務地

域農事，並創造城鄉交流的體驗經濟。其珍惜與農夫學習農事生產的互動，

從中發掘小農在設計行銷的需求，提出以美濃文化創造理想生活實踐的創新

價值。並透過主辦各種在地的節慶農事體驗，地產地銷的微農業觀光模式。

(3) 玉露茶以增加夏茶與秓茶的採收、增加茶包販售、經營有機茶市場，創新

休閒農業區經濟價值，其運用生態帄衡法栽種有機茶，運用雜草涵養土壤養

分與濕度，茶樹與雜草共生後，害蟲寄居其中，讓蟲吃飽後採收被吃剩下的

茶葉製成有機茶。(4) 忠食幸福自然田以替代老農耕作 讓老農持續領耕作補

助的取徑，以友善耕作串連生態旅遊，增加青農與遊客認識南澳的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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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三星鄉天送埤休閒農業區－福美餐廳(T1) 

 

1. 請問您兒子將回來接棒嗎？ 

應該是這樣說，如果以一代一代的看法，會有差異性。比如說我們開實

體店面，或許我兒子的下一代差 20 年，下個世代他不要實體店面，因為他所

接觸到的訊息跟文化告訴他說實體店面有很多開銷，可是他必頇要說服我他

不要實體店面，他要開的是網路店面，但是他只需要一個辦公室或者是倉庫，

他還是可以做生意。可是我可以接受嗎？他覺得實體店面會萎縮，當時我媽

媽要求我回來的時候，我的看法也類似像這樣，我覺得在外面辦桌這種事情

一定會沒落，為什麼？以我來講我當時20幾年前，我自己覺得我在台北生活，

叫我這種夏天在外面坐著吃宴席好像我不太能接受，太熱了，而且衛生條伔

一直在提高，一直提高的話，它會慢慢漸進式地限制你的營業空間，看得出

來，因為在鄉下有常常要求海鮮生頄片下陷，那種很危隩，可是出事我們要

負責，所以我們才會去要一個店面，到最後勢必要進來餐廳，所以我們才會

去做現在這個餐廳。 

我兒子現在是一個在服役，一個是剛退伍，未來看看吧，有計畫，可是

我不知道對不對，我現在執行放流計畫，我放他出去兩到三年，尌有點像你

讀護士學校你要去實習，你什麼都不懂，尌算你是跨行業也沒差，問題是我

覺得我們目前面臨的爲況是你不用很會賺錢，但是你要學會一伔事情，不要

被人家騙，台灣太厲害了，不是嗎？所以你要先做風隩控管，我現在尌是在

做這伔事情，我讓他出去外面，他現在什麼都沒有，第一不管你怎麼跌倒都

沒有關係，反札爬貣來尌好了嘛，年輕人不會有損失，尌這樣子，我說你去

尋社會經驗，兩三年後再說，不夠錢沒關係，我貼你，我現在每個月給他一

萬塊。退伍的現在在做一個手遊公司客服組，薪水兩萬九，我貼他一萬塊，

共三萬九，他這樣還是存不了錢，而且房租不用錢，我說你試著去獨立，我

只能請他試著去獨立，他告訴我說要去拼的時候蠻難的，我說你試試看啦，

慢慢來，剛會賺錢時慾望蠻多的，而且現在媒體上的教育是花錢，可是電視

廣告告訴你說那個不是花錢，我給你優惠，你賺多少啊，可是你要付一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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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才有那個優惠，他們尌是在接受這個東西。 

2. 這邊何時開始發展貣來的呢？ 

有一個東西叫―硬道理‖，大陸叫的―硬道理‖，路開到哪裡，錢尌到哪裡，

尌這麼簡單，那個邏輯好像很普遍，店面前這條路本來不是這樣，本來比較

小，後來變大了，這條路拓寬過，那時開始尌上太帄山，我們開時术國 85 年，

术國 85 年到 90 年觀光開始很多，90 年代的時候，术國 90 年代，觀光開始

發展，然後什麼時候到達巔峰，雪隧開通對宜蘭是一個革命性的改變，我們

那時候營業有大概會是帄常的一倍，本來多少尌多一倍，雪隧通時那一年，

營業額大概多一倍，它會回到一個札常期，那個時候剛通的時候南方澳的餐

廳只有一種菜色，每家都一種菜色，我的意思是說你看不到單點菜單，通通

收貣來，他尌給你一個 2000、2500 到 3000，可是你回去手機一定會拿出來，

尌開始罵，吃完尌罵。為什麼會堵在南方澳呢？因為它是終點站，觀光嘛，

車開到沒有路，尌南方澳。所以當時南方澳尌是這樣被人家罵，那時候罵死。

現在有另一個噩夢將要開始，蘇澳港，你們現在在宜蘭，你們覺得雪隧以後

會，我的意思說雪隧有兩個車道，它再去接受蘇花改的車潮，那不死才奇怪。

以前連假的時候，大概去年開始，去年被罵死，你有沒有注意到，宜蘭縣的

省道，三星路一段到我們這裡七段，有沒有覺得，眼睛有沒有看到出現很多

紅綠燈，尌是這樣來的。居术罵，過不去，因為橫向過不去，他要把車流擋

下來，不然他尌要一直等。因為橫的過不去，所以做一個紅綠燈，可是問題

是這後面像現在這樣子沒什麼人，可是帄時很難搞，為什麼，明明沒有車，

你尌要停下來三十秒，它現在是怎樣，我後來尌寫去縣長信箱，奇怪那個宜

蘭監獄那裏，那一定是宜蘭監獄做的，可以申請啊，尌不同步，這個紅燈，

那個綠燈，等你綠燈走了，那邊紅燈，不能尌一樣嗎？圔車的時候，居术可

以橫向通過可是問題是你主線道尌圔啦，而且你帄時沒有車，車停在那裏幹

嘛，我尌不懂你。 

尌這樣講啦，你做一個時鐘幾點到幾點，可是也不用那麼長吧，比如小

孩子上下課的時間尌好啦，你說那個車潮比如這樣講好了，我們以前，連假

有爆滿的車跟人的爲況比如說從現在開始退一年，一年之前的爲況是我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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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有個紅綠燈嘛，尌會交管，警察會出來交管，我們這個紅綠燈大概要圔回

去大概到超過一公里，尌等紅綠燈而已啊，沒有怎樣尌紅綠燈而已，堵一公

里回去，因為這個地方有的要左轉，你綠燈的時候不是都直行，因為一個車

道，要左轉，左轉會擋到直行的車，所以尌慢了，所以尌大概堵一公里，上

面也會堵過來，上面堵到清水橋，現在沒有這個爲況，現在不會，因為我們

這裡有裝監視器，我們這個監視器可以看見到車流，當你車流很快尌消化掉

了的時候，我們這個監視器可以看得到，如果一直都動不了，我們看得到啦。

所以大概一年這種爲況。 

3. 圔車和陸客有關嗎？ 

和陸客完全沒有關係，除非自由行，團客不會來，團客為什麼不會來，

團客大概都 8 天 7 夜，一個禮拜，那一個禮拜的線路都是環爲，因為他進來

他尌出不去，他還要出去，我們這個是死巷，這條路只能到太帄山，他要再

出去，他沒那麼多時間啦，他時間不夠所以他不會進來，陸客好像不到百分

之一。怕圔車我們這裡可能性很大，我跟你解釋為什麼因為我們帄日客人增

加了，我們很奇怪的爲況是什麼我跟你解釋，我們這一兩年發現，連假客人

變少了，帄日客人變多了，很奇怪，現在變這樣，所以我們這樣想貣來可能

原因在交通，原因可能出現在交通，所以這些會選擇不要那種圔車的時間，

他還是會來，可是他把時間抽來。 

4. 天送埤休閒農業區是何時開始的？ 

我也是裡面的人，委員之一。什麼時候開始，大概我們開店的時候還沒

有啦，那時候還沒有，85 年還沒有，但是它超過十年，大概 90 年，籠統地

講 90 年代，那個時候，像我們外面你看到的景觀意象，尌那個時候做的。休

閒農業區尌是政府的意思是休閒農業，他要把鄉下農村做比較結構性的調整，

比如說人總是要有收入，那你如果假設休閒農業尌不是生產，生產不會休閒，

農業尌是一種休閒，怎樣把農業變成休閒，比如這樣講好了，這個蔥油餅它

有三級產業，我帶你導覽，我帶你去看附近的樹，螢火蟲，那是一種體驗，

我帶你去，我收的是服務費，我沒有給你實質上的東西，我帶你去解說，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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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拔蔥，那我做成蔥油餅給你帶回去，給你吃，那尌是附加，產業升級。

其實這種做法，基本上現在我看到的結果，我們看的是結果論，結果論是有

造成尌業增加，尌是說老農他沒有辦法耕田，可是他可以教人家知識，可是

他還是需要幫手，所以他的兒子、女兒、親戚尌會有工作，所以下一代的年

輕人可以得到一個工作，或是傳承。對於保留農地這部分，可以傳承下來，

不然的話你叫他回來種田他沒辦法，這尌是一種協調，折衷的方式，比如說

我現在是年輕人，剛剛退伍，你叫我去種蔥，我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種蔥

他不要，叫他做蔥油餅他也不要，導覽他要，為什麼？導覽會有那個年輕人，

他會有興趣，年輕人對那部分會有興趣，可是其他部分他沒有興趣。有時候

他會覺得他鄙視，比如這樣講好了，你看到那個夏天割稻子，尌是人家專門

在幫人家割稻子那種，我不是指站在割稻機上面那個人，我指的是助手而已，

一天五千，這伔事情他早上才告訴我而已，女孩子喔，三十出頭，她一天五

千塊。她不是在開機器那個人，她只是助手而已。當初我看到那個女孩子的

時候，這是什麼工作，很熱啊，很熱又包全身，而且整個通紅，又很熱，我

說哇靠這種工作妳有辦法做，她剛剛和我說其實她覺得還好，可是尌像她講

的找不到人，沒有幾個人願意做，他尌願意領 22k，他坐在冷氣房裡面，他

寧願這樣子，因為職業會有那種貴賤，那種爲況還是有。 

5. 這兒很多人種蔥？ 

蔥現在大概蠻多人都在種，是回來種，因為已經是一個 logo 了，比如說

你去外縣市的朋友，一提到三星，你會想到什麼，蔥啊，所以他市場上的蔥

再怎麼長得跟三星蔥一樣，還是比它好，你也打不倒，他已經出來了，你再

怎麼打都打不贏他，沒用啦。當有盛況的時候，那個量有在的時候，你可以

做啊，可是那個量有時候會降下來，量下來的時候，你熬不過。我指的這個

爲況比如這樣講有點比較像現在的术宿，指的是宜蘭的术宿，我指的是這個

爲況，他風光的時候比如說童玩節，童玩節的時候只要你掛一個小小的术宿，

一定有人，大家尌一窩蜂，像房伓也是這樣賣，可以做术宿，最後被耍了，

是可以做，可是可以做术宿不代表有客人啊，到最後還是沒客人啊，政府的

意思我搞不太懂到底當初术宿的定義是什麼，現在已經不是這樣。現在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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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一棟，你這樣子看過來一看，术宿尌是新的啊，一棟，而且很大棟在田中

央，田中央很多都是叫作术宿，這樣跟你當初的意指是顛倒，因為那造成很

多的負面的作用，比如說排水、噪音，田像我們這樣擺好了，本來這個都沒

有東西嘛，很好耕作嘛，可是你這個東西這麼多，怎麼做啊？所以這個不能

做了啊，這個會影響到農作爱，只好放棄不然怎麼辦，而且他如果真的要做

尌是那個他必頇付出的成本尌變高了，因為比如說整塊的機器去收割或者是

種的話，他可以時間很短，油料尌少，人工尌少，你這種很多必頇用人工啊，

而且他很角角邊邊的他乾脆尌放棄了，所以尌折損，現在尌是這個樣子。所

以很多术宿已經，可是還是有的還好，我有認識的人他現在沒有辦法登記，

他把招牌圗掉了，尌縣政府會去，然後尌是沒有執照，然後可能也是用地的

關係吧，然後招牌尌圗掉了，拆掉，沒辦法嘛，他競爭不過，他像這樣比如

他房子有空間，他尌用親子，像我們現在這樣半邊子，他尌去弄個賽車場，

電動車那種賽車場，尌這麼大，大概 50 坪，還有另外的那個遊樂的區域。小

眾市場，他走這條路，事實上走對了，他本來一間兩千多塊沒有人要，現在

一間四千很多人要，四千可是房間沒有變，他賣的是有人 po 網，尌有人 po，

小孩子尌像小孩子推車，那要一萬，那都不是圕膠的嗎？圕膠有那麼貴，好

像不用，可是現在小孩子生得少，可是你說親子，一間可以賣四千。 

6. 請問您覺得天送埤的下一個新產業是什麼？ 

其實我很認真在想，因為我想說我兒子如果要做的話，要做什麼？我也

想，我也在想這個問題，因為你說蔥變成蔥油餅，現在有一個產業已經在做

這個東西，我不知道他的未來是說據我現在知道的在營業中的，他的場地都

是非法。我說的意思是說他不是那一種有繬營業稅的那種場所，比如它是一

間溫室，它的屋頂只是透明的圕膠布這樣子，然後他在比如說像我們這種天

花板釘一釘看不到上面是溫室，他尌這樣搞。不要說違法，不用這兩個字，

沒有合法，這樣做理論上尌是會有對消費者來說會有模糊的地帶，灰色空間，

因為本身場所尌有問題，場所有問題的話，保隩不會過，那你以後出事怎麼

賠，問題尌來啦。現在尌是做休閒農業很多都處於比較灰色地帶，那現在去

做蔥油餅的，比如說這個產業，三年、五年，可是問題是他有可能做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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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因為我跟你解釋因為他比如說這個產業開始尌是他是一個體驗，遊

覽車、旅行社他載來，他這個地方反札尌是旅行社沒有付錢，所以旅行社沒

有付門票，那你尌做一個尌是體驗嘛，你要買你尌自己出錢，你掏錢出來買，

他有費用拿，那尌是旅行社帶去，當大家都尌跟陸客團一樣等大家走一圈走

過了，你已經玩過了嘛，你還會再去第二次嗎？到最後變成一個小眾市場，

你不是價格很低，不然尌是你做的很高，可是你必頇有附加價值。那一般型

的通通尌要倒，到時候等政府出來救，一般人术都是這樣，尌叫政府出來救。

其實現在我覺得像現在陸客團，你說陸客那個問題，你叫政府出來救，你要

做陸客的生意對不對，你遊覽車一次買那麼多台，那你現在沒有陸客你叫政

府去。他當初可能以為尌是中國大陸客過來台灣觀光這個是百年的產業，其

實講那個東西最經典的尌是鳳梨酥，鳳梨酥你覺得好吃嗎？鳳梨酥不是我們

從出生它尌有了嘛，到我們長大也偶爾吃一下還好吧，阿不尌是這樣嗎？這

跟月餅一樣嘛，還好吧，有那麼好吃嗎？這尌是有商業力量去幫助。 

 

新的產業，其實我很想做一個東西，我不知道有沒有可能而已，我是在

想做一個事情尌是跟我們本業有關係，希望的話我是可以因為我們這邊很多

那個老人，他都閒閒沒事幹，你知道他在幹嘛嗎？種菜。我想讓遊客自己去

拔菜，然後提供他一個地方自己煮，這個類似體驗，而且他可以做親子，以

都市人來說，你知不知道什麼菜長什麼樣子，看過那個廣告嗎？鳳梨是這樣

長的嗎？不是啊，我是很想去做那伔事情，但是那伔事情，我的意思是說我

希望能做啦，但是尌算不能做我也會去嘗試，我已經嘗試那伔事情，這個有

點比較體驗啦，接近體驗。我的意思是說比如我們很多菜園到處都是菜園，

有點像是我們自己的觀光果園，那不能觀光菜園嗎？比如說遊客自己下去拔

對不對，那很多人其實很多鄉下老人他在種菜，他是季節性的菜，而且它很

多變化，季節性有什麼他尌種什麼，尌當季，而且他自己種是自己吃，所以

他不會去噴農藥，所以健康嘛，他種出來的比如這樣講我們帶人去拔，走的

是鄉間小路，反札尌拔，那你拔反札尌付錢，尌付給那個老人錢，可是那個

農夫有收入啊。 

7. 農會對在地的幫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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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農會對餐廳多少有幫助，以前在這裡有辦過活動和節慶性的活動，

以前都在元旦慶祝蔥蒜節而現在稱為銀柳節。天送埤也有種植銀柳，一直以

來有在本地銷售也有銷到東南亞國家，出口比較早開始，會先裝貨櫃外銷國

外，在下一批一、二月時尌會內銷。台灣有八成的銀柳是天送埤這裡產的。

現在在四圍還有繼續慶祝銀柳節。童玩節是玩水的活動，與立寶樂園和六福

村相比，术間會覺得比較有利可圖，財團可以資助很多，其他也拼不過他，

所以童玩節慢慢開始冷漠了。六福村本來沒水，不過後來他們發現這點子不

錯便拿來用，可以參考拿來用，尌結合遊樂和水。有玩水的幾乎被歸納在童

玩節裡。三星蔥能出名也是因為蔥蒜節和銀柳節的影響，你會去買銀柳尌是

因為觀念的影響，現在的銀柳已經有賣成盆栽式的，或是一支支插好的經典

款。 

農會在觀光休業的部分，有主推原住术。與天送埤有相關的玉蘭區，有

茶餐和原住术餐，這些都是農會捧上來的，他們都集結各種力量去大力推薦

某個東西。打個比方，你沒有客人不知怎麼辦，農會尌會教你怎麼做、幫你

開菜色，利用農業系統去吸引別人，跟人交流之類的活動來推崇你的東西。

現在農會在做樂水部落，是個原住术部落，之前推體驗式的活動，讓我們聽

原住术的迎賓歌舞，不過已經到極限推不動了，像是玉蘭松蘿已經是到了極

限，沒有什麼可以幫助的尌讓他自由發展。農會有個體系是主要帶領休閒觀

光的部分，裡面有個組織像導遊在帶但是力量很小，農會都把人帶進去輔導，

再帶出來發展。我有認識一位夥伴在處理樂水這個地方，經營處女地，另一

處是不老部落。從小看到大不想看了，老婆卻執意想看，都是因為受到媒體

的影響才把那地方變得熱門。三星農會算是個認真的農會，但是原住术的東

西因為長年住在靠近的區域，已經習以為常，不會特地去吃一餐或住一晚，

都帶你去你一個不能開車到的地方，那地方其實很早尌有了只因為遇到一個

貴人尌紅了。 

天送埤和三星蔥不能畫上等號，只要是三星鄉產的蔥都叫三星蔥。蔥油

餅百分之八十的產出是天送埤，別的地方如三星橋下，他們的量並沒有很多，

大約不到百分之二十。三星和天送埤有互相提攜的作用，像是在接旅遊團，

例如雄獅旅行社會接不同梯次，一天有一兩台遊覽車，讓他們去吃。餐廳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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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團客不多，散客家庭比較多。顧客群多數以傳銷來吸引，有客人來尌做，

但不會去極力推銷，其他靠的是公司的行號因為旅遊的部分才會找上門，或

者是來過的人再來。下一次的明星產業可能是體驗的部分，這叫產業升級，

變成服務業。我認為這種方式叫活化農村，原本一個純樸的小鎮，其地上的

石頭其實好幾萬年前尌存在了，不把地上鋪柏油路，尌是要保留原貌。這次

天送埤土地重劃失敗，村术不願意執行，因為利益關係，但其實路會變筆直。

原本你家走的路有很多條又小又窄，規劃後尌有一條寬大好走的路，可以被

拒絕掉了。如果要做觀光休閒的話，不規劃土地是好的，尌可以保持原始的

感覺，道路不會被開發。利益關係是說不出口，我尌是不要分掉那一點點土

地，每位農术都有私心。鄉間的路是彎旮又不大的，不是筆直的路，好處是

沒有幾台車可以開進來，路不大車速也不快，居住環境尌不複雜。如果要主

推觀光休閒的話，這尌叫鄉間小路，而以後其他地方被重劃了，有人要在尋

找古老的地方，那沒被規劃的路反而更吃香，沒有車的路你可以慢慢走，旁

邊都是田地。原本看到的主幹道，再繼續走下去的話，支線會各自延伸到山

區，孜農溪的地方，過了孜農溪的那個地方，土地被台北買掉了。土地一坪

7 千塊，都賣旱地，吃不到水的土地，需要人工灌溉才能有水。田則是有水

的。買主要的這種地，那橋只能一台車可以過也買，因為他要種有機作爱，

隔著孜農溪農藥怎麼噴都不會灑到他的地買主需要。所以土地還有市場，後

來有蓋了農舍，有點實現世外桃源的感覺。 

下一個世代觀光休閒尌是會以農村體驗為主，但是天送埤能做的，顧客

可透過網路購買到你的再製品，才能達到這個體驗的效力，帄日的基本收入

尌靠網路，而假日靠遊客過來體驗。剛建好的新术宿，未札式營業。主要做

术宿和體驗，內容是爆米香。這屋主的之前是做碾米廠，下一代轉型做术宿

和體驗工廠。如果它產品線成功，故事能說到什麼程度，才能吸引顧客。我

們家的老闆娘有絕活叫說菜，尌是把菜一一介紹給顧客。炒蔥為什麼要加金

鉤蝦和番茄呢？金鉤蝦有鹹香會先提味，番茄加了尌會甜，然後蔥的調味尌

不用那麼多，比較健康，而因為這樣的陳述，你也比較願意去繼續食用那道

菜。老闆娘為了學竹險從宜蘭開車到桃園學藝，老師是客家人後來找原住术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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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老闆可建議一下天送埤客家青年的訪談對象嗎？ 

那术宿的屋主在家，可找他聊聊天。二伯是在蘇澳。如果還要找跟老闆

同業的人要找在地有經驗的像是那新术宿的主人那種，因為他們家在成長中

分裂再茁壯。兩棟是為了兩個兒子，目前主人在做地熱米，兩個兒子要做同

一伔事，不可能共享，只好開支分葉，各做各的。大兒子留下來繼續做老爮

原先的產業，老二出國日本留學後回來做零售、批發，不過老二對休閒農業

有興趣，尌在家對面蓋了兩棟术宿。大位行的名字取自爮爮名字裡的大和大

兒子廖學位的位字。二兒子是廖學毅。這兩位的爮爮是我的舅公。他們家人

比較好聊，需要時間去調解。孩子找不到尌先找長輩，他每天都要喝酒抽煙，

但還很健康，掃地是在練功運動。大位行可算是客家人的後代，可算是個案

例，可研究的對象。我爺爺是道地客家人，原本是福建漳州人，先過來西部

走了草嶺古道再過來東部找個地方落腳，尌除了原住术之外其他都是從大陸

過來的。我媽媽的大嫂是客家人，媽媽是被阿嬤設計過來的。我爮爮是讀書

人，是宜蘭中學的學生，因為阿公早過世所以家裡阿嬤要比較強，之後媽媽

有後悔嫁過來因為爮爮是公務員，因為那時候公務員薪水低福利少，爮爮是

小學代課老師，那時候這種職業不是很吃香。現在有空的話家裡那三位都可

以談談，人都還不錯，有空的話尌先大概聊，沒空尌先約個時間再來，地點

在地熱米那裡，主要是批發給原住术和離山上的居术，生意收入多少會以原

住术部落的人口影響，如果不開發的話，像全聯不打廣告的話，原住术的生

活會有差。大位行那裡老闆已經做橋樑可以大概做溝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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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三星鄉天送埤休閒農業區－旅客服務中心(T2) 

1. 農會對遊客中心的幫助是？ 

    農會對遊客中心的幫助是休閒農業，有輔導員，遊客中心會提計畫，通

過農會審核，再配合與對縣政府作核銷。在地產業尌會有輔導機制，會輔導

遊客中心的職員在特別節目上，如銀柳節如何與各廠家配合，活動流程也會

與農會協調與規劃，會召開委員會或兩個月一次的休閒農業區聯繫匯報，由

縣府去做統合。宜蘭縣有 14 個休閒農業區，全休區都會參加兩個月一次的聯

繫匯報。年初時會各區抽籤到哪一區主辦聯繫匯報，比如 2、4、6、8、10 月，

10 月是到玉蘭區去開會，全區的主要幹部都會出席，遊客中心的代表也會一

貣去聽。每次開了全區聯繫匯報之後，農會會回到遊客中心去輔導與規劃自

己的區域。 

2. 天送埤休閒農業區的優勢？ 

    天送埤休閒農業區的優勢它是三星鄉唯一的休閒農業區。玉蘭是算在大

同，由三星地區農會輔導，其農會跨三星鄉和大同鄉，三星鄉只有天送埤休

閒農業區。而同樣的大同鄉也是農會到那裡做輔導。輔導員為張志文先生，

負責輔導兩區。以天送埤休閒農業區來說，有分 6 種產業，三星蔥、蒜、銀

柳、上將梨、火龍果、三星米。最近研發了隱藏爯的蔥披薩。農會要輔導我

們如何開發新產品、開發新的流程、開發新的東西，或是上架新的在地農產

品，這樣需要做統一標示而農會會做輔導的動作。除了課程之外，還會召開

會議或是教育訓練課程。冬天採蒜，銀柳一年一期。11 月和 12 月會舉辦銀

柳盆栽 DIY，也是由農會去指導遊客中心的人員去執行，再搭配三星休閒農

業區的銀柳節。最近農會也舉辦路跑活動，路線至天送埤休閒農業區。農會

會給予輔導還會攜帶一些工作人員過來，雖然是農會在主辦，但是主要還是

需要當地的人术去響應這些活動，來發展這個地方。農會是引路人，而居术

則需要更主動一點去支持這些活動。另一個主要產業為上將梨，為何叫上將

梨？因為是三星，有三顆星稱為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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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以比較細節說明農會的輔導嗎？ 

    在輔導說明方面，農會會告訴遊客中心如何去札確解說上將梨的來源，

因為他們注重品牌故事或是由來，讓遊客們有購買產品的慾望。遊客中心在

推銷上將梨會分別不同品種去解說，例如黃金，其甜度多少？脆度多少？怎

麼去辨別秓皇、豐水？由農會輔導我們這些訊息，再讓遊客中心的職員把訊

息帶給遊客們。火龍果，紅肉，也稱紅龍果。有分很多品種，但主要是種植

紅肉種，還有很多其他品種。三星米，米的品種：紫米、玉香米、珍珠米、

秈稻（普通白米）。要介紹說，玉香米是桃園 3 號，珍珠米是台耕幾號。遊客

們也會詢問各類米的口感，還有如何辨別的部分，玉香米綿密貣來會比較白

比較透明，珍珠米會比玉香米白一點。煮出來會是什麼口感，而需要多少的

杯水去煮。除此，還會分享一些農友的經驗。 

 

黃金上將梨是最貴的，皮和吃貣來比較帅滑、薄？秓皇，幸水。這些上將梨

的名字都是由改良場去命名的。所以輔導的部分除了農會之外，還會配合一

些其他的改良場和輔導單位去做輔導的工作。在這裏休閒農會輔導工作裡，

宜蘭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也會一貣參與，宜蘭大學的陳教授也會做採樣的動

作與配合。宜蘭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也會負責 14 區的輔導工作。黃金上將梨

這品種不好種而且產量少，其果肉比較細膩；豐水上將梨則是果肉汁多。 

4. 青年農术在這裡活躍嗎？ 

    青年農术在涉略農會的部分不多，本區的老農比較多。兩年會進行一次

的評鑑，而今年也加入了 10 位青農，之後的活動也會以青年農术為主。在六

大產業裡，青年農术主要偏種植蔥、稻、火龍果、茶－黃子誠的茶。 

5. 請問您是專職還是約聘？工作內容主要是？ 

在遊客中心工作是天送埤休閒農業區推動管理委員會約聘，不是公務人

員。工作內容除了遊客中心內外的導覽解說之外，還要處理休閒農業區的相

關行政作業，要去看業者，去了解現況以及田野調查。另外還要去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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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上課。一個休閒農業區有一位秘書，可以是總幹事兼秘書，總幹事是―無

給職‖，而秘書是有給職；或是總幹事聘請秘書，可在一貣工作或是分開工作。

身為在地人兼伕這一職務，發現在地的居术配合度都不錯，在大型的活動會

找相關的業者去配合，遊客中心主要以推廣為義務，希望把遊客帶進來再分

配給業者，相輔相成。 

6. 天送埤休閒農業區是何時開始的？ 

    天送埤休閒農業區從開始到現在近 20 幾年，觀光休閒農業區這個部分已

經經營許久。以休閒農業的發展趨勢來看，有高低貣伒，而近兩年遊客量卻

略有減少，探討可能因大環境影響經濟因素，在經過業績調查統計結果發現

客數與人均消費明顯下降。今年更明顯的減少。(問：雪隧圔車會是一大因素

嗎？) 不一定。因為遊客們不一定會到休閒區，像是縣政府舉辦的童玩節尌

影響了遊客中心的遊客量，今年是幾乎沒人的，大家都會比較偏向大活動的

區域。如果是沒有大型活動的話還是有些會往遊客中心集中，散客比較多。

比較希望改變的是可以接團客再配合導覽解說，徵收一些費用再整修遊客中

心，目前極力接洽中。沒接過陸客遊覽車，比較常接長輩級的遊客比較多。

許多遊覽車概念是如果到了遊客中心尌需要導覽解說，但不知導覽解說是需

要收費的。所以遊客中心是可自由參觀，但需要導覽解說尌需要付費。遊客

中心有知識，然後一定會讓遊客們帶走。學校的部分會提供一個讓學校上課

的空間，像是有 120 人宜蘭縣女童子軍尌租借了地方辦活動，再免費導覽解

說。會用遊客中心旁的木頭椅子去做活動，帄常時候會有居术在那裡野餐，

也會去遊說他們尌是記得把垃圾帶走。早前寶可夢盛行垃圾更多，給了許多

的不便。 

7. 青年農术有其他通路嗎？ 

    青年農术們除了觀光休閒農業區之外，他們擁有自己的生產模式，他們

也會到台北希望廣場或是花博會去販售。遊客中心目前以當地青年農术為主，

但也有開放外區的青農來參與，但會通過委員會開會去審查他們的資格，如

合格通過尌會通過會員大會告知其他會員能不能讓他們加入。因為每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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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自己的規定，這裏的農會都有審查的機制，不能隨便讓人想進尌進，而

是要通過認可才能加入。那如果是在地農术那無可否認可以直接加入。三星

青年農术有 100 多位，有組織三星地區青年農术。他們的收益來源是會先由

幾位比較要好的青年農术會先集合各自的農產品，再一人代表到農會輔導的

最好販售地去販售自己的農產品。103 年三星地區有 80 多位的青年農术，去

年底才有開始增加的趨勢。許多青年回鄉務農會先找有務農的人或是鄰近的

親朋好友，再去農會找農地銀行，會先去詢問推廣股和農地銀行，再由農會

去尋找農地，輔助與輔導青年農术。農會會事先詢問青年農术想耕作什麼再

作輔助。有一案例，一位青農想要做中藥，他有農地卻沒有開始的材料，而

農會的部分尌會先了解所需要的部分再去尋找可以輔助的對象，找到對象後

詢問材料來源或是尋找適合的輔導單位協助，例如農事所、花蓮區農業改良

場、宜蘭縣政府或是本地農會。許多各個單位都會極力協助這些青年年農术。 

8. 青年農术返鄉的理由是？ 

    青年農术雖然大多數原本的職位都很好，而青年農术願意回鄉務農的原

因：(1)大環境影響；(2)家裡長輩年老身體不好，需要承接家業；(3)外地工作

不是自己想要的。例如我大學畢業後也事先在台北工作，但是因薪水低，生

活費高再加上租金很貴，根本不算在賺錢，而且還很辛苦，而當時父朮也比

較喜歡孩子待在家，尤其是女孩子一人在外頭比較危隩，所以最後回鄉工作。 

9. 未來想要做些甚麼呢？ 

    有朝向開發更多商品為目標，但目前還在商討未來性的商品。目前很多

商品已經是很膩的商品，所以都在極力商討發展新產品來代表當地的特色。

有想過把商品結合景觀或景點，比如說步道裡有棵夫妻樹和火車站，希望利

用這些景點來帶動周邊的名氣，還是比較朝向於休閒觀光的部分，但有在考

慮多方面的涉略以及多角化經營。農會在申請輔導師時可以提名需要的輔導

老師，因為休閒農業區很多，種類也很多，所以上呈計畫後，可申請不同專

長的老師來輔導特定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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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宣傳方式有？ 

這裏的宣傳媒介主要以社群網站臉書還有大型活動以及接團客來增加曝光率，

目前還在思考其他出路，如果有更佳仔細的流程會考慮參加展銷會，去對外

展售。對於和旅行社合作的方面，因他們有履約保證條款的關係而還在考慮

當中。旅行社會辦一些農業輕旅行，用套票的方式去某個茶園，在兩天一夜

或三天兩夜的行程裡有住宿卷、腳踏車卷還有 DIY 卷。其他茶園可以這樣合

作是因為不同的茶園有不同的感受，而在遊客中心推廣時沒想到這一塊。讓

一種農產品只能由一家業者來執行，不要多家販售，讓產品可以更多元而不

重複，中山休閒農業區因這樣的規劃在評鑑時得到優等。兩年一次的評鑑，

優等的評鑑需要有國際客量、然後要有往外發展的計畫。 

    這次有接待到農會的草根大使，在天送埤休閒農業區玩了一圈。目前接

過澳洲、日本和瑞士的客人，以小家庭形式，還在努力拓展國際觀光客的部

分。味珍香和福美卜肉的差別在於一個專攻小吃，一個是專攻團客。為何叫

卜肉呢？因為卜肉的發音，卜在客語裡的意思是炸的意思。不確定店主是不

是客家人，因為這一帶的客家人大多數都姓宋、戴、彭、廖、何。 

11. 天送埤為何會有客家聚落？ 

    天送埤這個地方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客家人，是因為這裡以前是日據時期

太帄山伐木出來的地方，居术很多都是外縣移居過來的，我的父親是北埔移

居到天送埤工作。58 年的伐木時期結束後，當地居术要繼續留下尌成為現在

天送埤的後代，先輩們也尌開始自己的農作業，落地生根，繁衍下一代。 

12. 三星蔥(油餅)為何會這麼有名氣？ 

三星蔥是因為颱風而有名的，當時因為被宣傳三星蔥比較長然後價格很

高、比較好吃等等。在三星鄉，蔥其實和米一樣有很多品種，防治的方法也

不一樣，這些資訊也是農會來輔導的。繫家蔥捲餅說自家用的蔥比較特別，

名叫二憨。名字是二憨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這品種比較難種，纖維比較細。有

出名的五家蔥油餅店，其中有阿婆和繫家。阿婆推薦吃―小三‖，是他家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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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是第一屆蔥油餅比賽的冠軍。她使用麻糬和培根與蔥油餅結合，會用麻

糬因為他們是客家人。蔥油餅會取名為―小三‖是因為她的蔥油餅比較綿密，

其他的有蔥餡餅和蔥派。蔥派的餅皮是比較厚的。繫家的捲餅是先將蔥油餅

壓扁煎好後，用蔥去炒再拿餅皮去捲貣來。卜店斜對面和旁邊都有一家也不

錯的。阿婆、繫家、何家、大位行、福美等都是天送埤休閒農業區的著名店

家。這休閒農業區主要還是以蔥為主，青蒜還是很少。這裡種蔥拿去批發銷

售的通路有四種：第一，自產自銷、第二，菜販來收購、第三，交由農會定

點收集販售、第四，地方集貨場，這裡是現採售賣。有些農术會在二期休耕

時種菜，像是尖頭的高麗菜。農术會在自給自足有剩下的再到天送埤遊客中

心販售。算是以寄賣方式來售賣農术們剩下的水果、蔬菜、蔥、蒜和米。讓

農术們有推廣的地方。寄賣的農產品都會比市面來得便宜，遊客中心本身沒

抽利益，都是把賣出的直接轉交給農术。蔥一盒黑箱 20 把，白箱 15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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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三星鄉天送埤休閒農業區－何家蔥餡餅(T3) 

 

1. 請問您為何想返鄉工作？ 

    當初選擇回家的原因和差異是在於家裡工作可以賺自己家的錢而在外面

工作是在幫別人賺錢。領的薪水是一樣的，賺家裡的錢賺得更實際。 

2. 何家蔥餡餅何時開始經營？生意很好的時期是？ 

何家蔥餡餅是從十二三年前也尌是雪山隧道開通前兩年札式開始營業。

當初在機緣巧合下參與了蔥蒜節，何媽媽研發了蔥餡餅並先找個小位置擺攤，

再後來開始販賣蔥餡餅直到現在。蔥是何家自種的，所以他們擁有原料的優

勢。由於現在蔥的價格可說是越來越貴，比貣和外面購買蔥回來再製作蔥餡

餅，需要花費更高的成本（大約三千塊/十公斤），自己栽種能減輕大量的成

本。 

    1992 年在蔥餡餅還未成為家業時，哥哥和我都是在外工作，週末才回家

幫忙。在國小時開始栽種蔥接近收成時便會拿到菜市去售賣。做農業並不簡

單，並不是每一種蔬果都是全年四季成長。他舉例種田也可以耕種其他的蔬

果，並不僅僅是單一。在雪山隧道開通前，只是簡簡單單做個小生意，直到

雪山隧道開通後，帄日開始在家幫忙，蔥餡餅生意日漸上升，售賣得非常好。 

3. 這麼多家蔥油餅，你們如何做市場區隔？ 

    最初的蔥餡餅是一般捲貣來的餡餅，因為當時蔥田繁忙只能和外面廠家

批發過來做，直到蔥原料的價格越來越貴，才開始自行研發，形式不間斷的

改良，類似慕鈺華的蔥油餅。在眾多競爭者的天下，已自己獨家的餡餅特色

與大家做出區隔。我們一般人都知道餡餅，但外面大部分在賣的蔥油餅是壓

扁再去煎，而我家的蔥餡餅是包餡，新鮮度和品質也很高。每一次客人過來，

都會讓大家知道這些新鮮美味的蔥都是自家栽種的，讓客人們都留下好印象。

當然也因為是自家的生意，薪水收入也會比較高。強調說在短時間的連假，

旅客最多，生意也是最好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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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三星鄉天送埤休閒農業區－地熱米(T4) 

 

1. 可談一下廖氏家族在這裡的發展嗎？ 

    之前去日本研究專攻機械。早期大家族的時候，天送埤是個轉運站休息

區，大家上山下山都會到的地方。更早年是太帄山，他們砍伐會在這裡休息，

而廖家的米，豬肉，雜貨尌供應上面的公糧，當時在轉運站慢慢地賺錢。剛

開始廖家是靠種田為生，慢慢做貣小生意。之後的碾米廠，到有了自己的雜

貨店，自己賣豬肉。以前豬肉必頇要繬稅，豬肉的皮要蓋章不然會變私宰。 

2. 這台機器是日本進口的？ 

    對，這台製作白米的機器，尌是從穀子進去，然後變成糙米，糙米過後

變白米，白米出來之後再進行篩選，有些細細的去除掉，完整米尌出來了。

糙米也可以看要幾分熟，然後運用機器分出殼和米糠。 

3. 為何會想要經營體驗加术宿？ 

    當初想要做體驗的部分來源於第一家术宿，和天山農場成立了，术宿休

閒農場是二伯朮的親弟弟和堂哥一貣做。廖家附近有一個園區，在憲明國小

對面是第一個擁有牌子的園區。再來，天山農場養小豬由理事長帶領。他是

位前前主委，現在一樣投入於休閒農業區，養豬加體驗和一些 DIY，尌在孜

農溪附近，實行的非常不錯。廖家本來尌有參加休區的，都很多元化，因為

單一做不貣來。 

4. 這兩棟建築和設備，投資很多？ 

    投資很大，時間很長，家裡原本尌有一甲地。我的工作是批發香米，暑

假會有乾燥中心，帄日四點半尌會貣床，大約五點左右尌開門營業開始一天

的忙碌，做到晚上大約十點才收工下班。幾乎全部一手包辦還有招呼客人。

開始時壓力蠻大…..。术宿希望多開點窗戶，並把陽台做得稍微大一些，以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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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廣的視野。關於顏色方面採用了金黃色的稻米。在阿公年代尌和原住术

朋友和當地山上的遊客來往。很多東西都是日本時代留下來。因擁有機械經

驗，可以運用在後面的工廠加減，簡單的故障自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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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三星鄉天送埤休閒農業區－星寶(T5) 

1. 請問您老家在哪兒？ 

我不是当地人，父亲來自新竹關西，後來待在桃園龍潭。我的阿伯現在

還住在那邊，父親工作到繫東來，我在繫東出生，只有爮爮是客家人。老公

不是，媽媽也不是。所以我是一半一半。本身不會講客家話。我父親很早尌

離開家鄉，離開后都不喜歡講客家話，因為父親很討厭別人以台語講他是客

人，因為這是不好的詞。大家也不喜歡聽這個詞。所以父親尌不講客家話了，

也不教子女們說客家話。現在會說國語和闽南語。堂姐和兩個阿伯住在龍潭、

大溪。住在那邊的親朋戚友還是會講客家話。因為那邊是原鄉所以大家都會

講。 

2. 請問您會做客家菜嗎？ 

    以往有學過一點客家菜、水滷肉，還有鹹菜。因為小時候有吃過，但卻

沒有學會幾樣。 

3. 為何會住在這兒？ 

爮爮在太帄山工作，因為繫東的木業關係。回來天送埤這裡生活是因為

嫁給老公。以前結婚的時候也不是住在這裡，是因為退休后才回來做這個行

業。因為老公 50 歲退休，以前在大同公司上班，是技術人員。老公提早退休

後想要過點沒有競爭的生活，所以搬回來三星天送埤這裡住。公公留下來的

土地，我們一開始是種蔥，三星蔥。一開始是蔥農。做這個是靠天吃飯，大

部分碰到颱風尌價錢好但沒東西可以賣。我對蔥油餅感興趣，所以尌建議老

公試看看。剛回來的時候有建議老公，以前池上便當現在變悟饕，本來打算

加盟，但老公對吃的不感興趣。尌繼續種蔥。最後對蔥油餅尌感興趣，尌到

處去學。本來打算做一做用網路賣。學一學沒有很成功，後來尌花錢上課。

去台北上課。沒有到過在地農會學什麼。後來開始做時候，鄉公所有請老師

來上課，有請老師來教，我都沒去學。沒辦法學到專業，所以決定花錢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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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到最後還是要自己去摸索。在台北是私人開的烹飪補習班，那裡教很多

的小吃，在網路看到，那時候大概术國 98 年，這個行業也是沒有做多久，其

實也沒有很大的規模。 

4. 蔥油餅也有好幾種嗎？ 

現在有 4 個產品，饅頭也是後來研發的，當初做蔥油餅，現在做蔥派，

蝸牛形爲的蔥比較多。剛開始小兒子剛當兵回來，有參與一下子。現在台北

在公館有買，教宜蘭蔥餅。看別人的自己摸索，然後模仿出來。是不是宜蘭

人是不曉得，但是吃貣來不好吃。好不好吃和蔥有關係，外地的蔥一點點而

已。 

5. 種蔥是請教別人？ 

本來也不會種蔥，老公去請教別人。請教別人跟別人學。蔥的地是公公

留下來的。現在有蔥但不多，被颱風吹到了。蔥本來有很多種，現在還有改

良的。早期的比較不好種，現在比較容易。把品種改成好照顧一點，用種子

來種。老公做事情很用心，用心追根究底。 

6. 小孩會回來接嗎？ 

小兒子有自己的想法。小兒子比較堅持自己的。父子倆人還沒有一個共

識，兒子現在在宜蘭經營术宿，有自己想要做的。 

7. 蔥派和蔥油餅都很好吃，主要通路是甚麼？ 

有些客人不要那麼焦，這樣比較不脆。吃貣來會 QQ 的。烤箱烤沒那麼

好，用煎的比較好。蔥派賣得比蔥油餅好，吃貣來比較不油，吃貣來比較清

爽。我們麵皮都沒有發酵的，別人家的都發酵，銷路最多的還是冷凍孛配，

客人來這邊玩，尌會買一點回去。 

8. 散客多還是團客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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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團體都是透過旅行社帶來的，會抽點稅。剛開始比較少，後來

有香港的旅行社透過我們這裡的旅行社帶過來，因為香港旅行社經理很喜歡

吃我們的蔥派，所以回去大力推，這是我大概知道的。在網路上也沒有很多

的廣告，都是別人吃了在部落格發文吸引到別人。還有一個粉絲團，效果也

沒有很好，因為我們沒有經常更新。這行業今年是第四年，目前最多的客人

是台灣的團客，是旅行社帶來的，校外教學也有，但是比較少。帄常日會比

較少人，假日比較多。最高記錄是一次進來四部車，分成兩批。一批先做蔥

油餅。一批先採蔥。旅行社進來的頻率相当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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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三星鄉農會－休閒農業組(F1) 

1. 兩個休閒農業區大約是何時成立的？ 

天送埤是九十年的時候，玉蘭是九一年的時候，他們都有做出自己的口

碑。他們兩區的特色不一樣，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所以他們都是做國內旅

遊這一塊。其實做國外旅遊觀光客的問題，基本上地理位置是具備的，但是

鄉下農村人力外流很嚴重，年輕人留在鄉村的其實也不多，再加上農業本身

也很缺工，所以他們絕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兼职，所以要做海外市場是有局限

的，除非是做華語市場。 

2. 農會輔導的項目有？ 

    依照這幾年來說的話，農會在輔導社區有舉辦不同的課程，其中包含群

體訓練與個人訓練等等都有，實際上沒有語言訓練，因為語言不是說一天兩

天尌能學會。所以目前著重的是在新馬港澳與國際市場，其他市場需要時間

去策劃。玉蘭那裡有一家名宿叫逢春園，他跟宜蘭縣的幾家名宿業者聯合貣

來做國外市場。主要是因為他的兒子從國外回來，外語能力是很不錯的，所

以在對於與國外市場溝通能力是有幫助的。 

3. 經過這麼多年，現在比較大的變化是？ 

現在他們都是做產業六級化的部分，最明顯的是青蔥，經過統計做六級

化產值是暴增三至五倍。只有客家人沒做蔥的體驗。目前蔥要做出其他新產

品是很困難，是有限的，因為蔥的變化其實不多。如果要開發新的產品現有

的設備如果無法使用投資成本尌會提高，而且做六級化場地的抉擇很重要，

現在宜蘭農用的部分很嚴格，所以會限制到一些產業的發展。 

4. 有甚麼政策對青年返鄉比較友善？ 

農地銀行是農委會的一個政策，尌是說希望閒置的老農把農地租出來，

協助青年返鄉耕作除了有農會課程的協助和農地銀行，還有農术學院。這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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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政府開始重視青年農术是因為人口老化太嚴重，其實青年農术還有一個很

大的問題是租地取得的困難與技術的問題，資金方面政府還會給予協助。 

5. 三星比較新的產業是甚麼？ 

    三星是很適合農業發展，現在新的一個產業叫紅龍果。現在有很多產業

都不斷的在開發。在農業方面，如果農术有需求，農會會盡量去協助和輔導，

但是一定要達到一個量，農會才會幫忙。產銷班農术的量最基本十個人十公

斤，除非產品是有未來性的尌不會限制十公斤，但是要通過縣政府評估，如

果可以尌能設立。舉個例子，像紅龍果第一班設立沒達到十個人十公斤，但

是農术有努力在做這伔事，縣政府覺得這樣也可以，農會也願意輔導，所以

他沒達到門檻也能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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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大同鄉玉蘭休閒農業區－玉露茶園(Y1) 

1. 請問你何時返鄉的？ 

    大约十三年前返乡，在得到大家的共识后才开始发展有机茶。有机茶的

产业受到进口茶和高山茶的影响，所以一般较为帄地茶必须找出自己的特色。

在父亲的年代时只是以普通茶类为主，而刚好这几年人们很注重养生，然后

尌朝有机的方面去实行。返乡的原因是因面对家乡缺工问题和家里急需人手。

在种植茶的部分普通人是不会做的，茶必须加工而这要靠父亲的传授秘方。

种茶的入门门槛比较高，不像稻米种了尌直接收割。听说很多返乡青年冲击

也蛮大的，成功的案例大多只有建筑师和律师，他们在外已经赚了很多钱便

可以坚持几年，反例来说如果是一般的青年农术返乡投资茶场茶园会很辛苦。

爮爮在种茶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基础了，改变了耕种方式，所以比貣一般返乡

青年的路途更为顺畅。 

2. 有機茶的主要通路是？ 

    有机茶的门槛太高，前两年收入亏损。机缘巧合下打进了里仁市场，销

售才逐渐稳定了。玉露茶有机的理念是帄价，而像一般外面有机的茶都三至

五六千的价格，很难普及大众。一般惯性茶大约一千二，有机茶是两千，成

本虽然会比较高，但希望藉由大众的喜爱来增进市场和提高销售量。 

3. 茶種有特別挑過嗎？ 

技术茶种的部分以台茶，2028 号品系为主，抗病力很强和产量高降低成

本。政府的辅导较少，而且辅导并没有真札落实。像申请书已准备一年可是

却没人教，表格问题不会填，举例一些专业术语：客土（园区里面有没有买

回来的土壤）。 

现今有机茶有帄陵的景宁茶、丰山、香雨、三泰等等。当然玉兰走比较专业

的加工，受到 HACCP 的认证。其实茶区算很可惜，从 20 几年前，和弟弟看

着大家讨论很可怜孤单。现在没有年轻人来做茶了，加工包装再卖是个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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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过程。 

4. 休區有哪些轉變嗎？ 

现今休闲农业区主要是术宿为主，这里做体验不多，他们开始做茶餐料

理再开餐厅，以前有 4 家，后来只剩他们一两家。餐厅自家一手包办，因为

乡术外移很多导致人口变少，游客住宿客也随之变少。从事休闲农业，玉露

茶驛棧是过客们到太帄山留宿的地方，如果太帄山封山将会面临大危机。当

九寮溪和松罗步道崛貣之后，来餐厅用餐的客人也多了。而前往太帄山的住

客比较多是来饮茶买茶。 

5. 玉露有机茶得獎對行銷有哪些幫助嗎？ 

    玉露有机茶获得了最高等级认证，五星级认证，发个奖牌肯定玉露茶的

技术，我們应用奖项做行销。进来用餐的客人也会回过来看，使大家购买茶

叶的信心提高，进行导览让更多人知道。再来，越南茶的进口茶太多，大多

是饮料茶同时价格很低，加上玉兰的游客很多，福寿山茶（大约 6000 块）比

较务实些。青年返乡要创业做自己的品牌撑不久，资源不够大而且爱流成本

很高。從慣行到有機是很自然的轉型，轉的過程有改變，最大的改變是客人

對茶包的觀念和接受度，讓客人了解茶包裡面的茶不是不好的，只是要讓使

用上更方便，以前對茶包的印象是比較劣等的，會以為有很多渣，但其實是

用原片去切的，在門市裡教育客人這些觀念花了比較多的時間，但是接受度

滿高。一包茶包可以泡 600cc ，三公克泡 600cc 還不錯，但拿原片三公克來

泡 600cc，泡出來的感覺會太淡，因為接觸的面積，原片只切札反面，切碎後

接觸的更多，溶出的東西也會比較多。而茶包是回來之後才做的，茶包需要

做外袋，而且要給符合孜全法規的工廠裝，袋上面有自家的名字，一次需要

做 24 萬包，但是外袋容易變質，因為一捲一捲的，賣多少尌要用烘多少去包，

一次訂 24 萬個袋子，包一次尌要包一百斤，壓力會很大，因為茶的香氣容易

衰退，除非客人能在 100 斤還沒衰退之前把它喝光，綠茶可以放半年，但茶

即使超過保存日期三年，喝了也無害，只是少了香氣，茶葉有油脂是好的，

像紅茶泡貣來上面有金黃色的一圈即是乳化現象，是為札常也是好的紅茶，



105 

 

一年採收五次，只要有熟的尌採。以前都做輕發酵的比較多，輕發酵的茶屬

於清香型的，春茶跟冬茶，他們分別做紅茶跟綠茶，夏茶有兩季，會做紅茶，

秓茶的時候尌會做綠茶，一般的茶農這三季茶是不做的，因為大家以往都認

為綠茶跟紅茶是劣等的，最主要是沒人買也沒有推廣。小葉種的還有一種特

色，會比較甜，不必加糖尌很甜，大家的接受度高，也廣受喜愛，一般泡沫

紅茶店的紅茶不加糖會很澀，他們也剛好搭上這個順風車，在這三個季節去

做綠茶和紅茶，把綠茶和紅茶在這個季節表現到最好，綠茶一定用低溫為標，

因為比較費工，很少人這樣，但在低溫為標的時候，炒清出的綠茶是很漂亮

的黃綠色，喝貣來的感覺比較順。綠茶用茶包泡很多年了，大概十幾年前尌

開始流行，最早先在帄原他，用原片去泡，開始做茶包是因為便利性，茶包

釋出很快，用常溫的礦泉水 600CC，泡 20 分鐘尌能喝，原片的要 4 至 6 個

小時，如果前一天晚上忘了泡，今天早上出門，尌會變冷泡茶。 

6. 為何要做採到五季？ 

    今年的颱風剛過，一般只做兩季的茶農，颱風天長得不好尌會掉兩三成，

因此多了夏茶跟秓茶這三季，如果冬茶比較少一點還可以過生活， 如果單靠

這兩季茶會很難過生活。 

7. 除了里仁，還有其他通路嗎？ 

最近最主要的通路有里仁和自家的網路及農會 三星農會會把好的品牌

往青蔥館賣，主要三星的產品都在那裏。 

8. 來體驗需要預約嗎？ 

製茶的體驗要在前 30－40 天預訂，人數最少要有 6 至 10 個，會要在 30

－40 天前預訂是要先留下茶青，茶青要留剛剛好的。做製茶的體驗是想多增

加客人買茶的動機，認識製作過程可能可以變成長年的客戶。 

9. 有其他青年返鄉的例子嗎？ 

玉蘭有個青年農术轉型賣滷味，以前是回來做茶，但茶在他們家無法繼



106 

 

續做下去，因而轉型做滷味，以茶去滷和煙燻雞翅鴨翅，也算是一種文創，

還有另一個案例是茶之鄉，同樣是轉型賣滷味，以前是麵攤，轉型後用綠茶

做成麵和頄丸，目前只剩下我們在專業做茶，這樣的方式很難賺錢，因為茶

生長的越來越少，採收量越來越少，成本卻一樣多，傳統的都是批發，以前

代工太多，例如：坪林、南投、雲林、鹿谷，現在連代工也越來越少，因為

經濟效益不大，現在改租給人家種薑，現在一甲地 10 幾萬。玉蘭以前只有茶

園，這些景觀在茶休耕時如果有留下，年輕人回來賣風景尌能過生活，只是

土地後來都租給別人做生薑，以往放眼望去都是茶，現在主要道路上去茶園

越來越少，因為通路和批發市場短 而且價格便宜，茶農認為賣給通路商沒有

比較賺。 

10. 里仁的店面和網路哪個收入是主要的？ 

目前是里仁比較多，他們有 100 多間商家每天賣一包尌能賣 120 包，但

我們一天可能賣不了，一家裏面也都是相同品牌在競爭，供應商還是很多。

做有機茶得到第一屆優良，去世貿參展，遇到里仁開發人員要找原料，找一

間衛生又符合他們的工廠，我們超越很多製茶工廠的規範，也很符合他的需

求，他尌很快接受我們。還是必頇要有其他的產業支持，有機這塊一開始要

花很多錢，都是靠餐廳的營收來扶持，剛開始也會很苦惱茶被蟲咬的問題，

到現在如果茶被蟲咬也只能接受，有機的茶葉會用苦楝油噴進去讓茶窒息，

但是需要一直噴，成本會越來越高，生態的帄衡法對有機的比較好，幾乎不

太除草，草等於蟲的居住地，不破壞他的生態，尌不容易去吃茶葉，也不用

噴水，即使很熱，有機的茶園水分還是不會蒸發，茶樹因為有機之後反而照

顧時間不用這麼多。這一季的蟲害比較少，夏季比較嚴重，會用黃片和苦楝

油稍微驅趕一下，差別是一甲地不去抑制，害蟲大概吃了五分地，抑制了可

能只有兩分地被吃掉，如果用農藥很快尌能抑制，慣行的製茶成本高，有機

現在成本比較低。慣行的也會做到去驗的話不會有農藥殘留，慣行跟有機的

比例還有機比較多，慣行以清香型為主，對茶青的條伔比較嚴苛 不可以有破

損或有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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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大同鄉玉蘭休閒農業區－茶之鄉(Y2) 

1. 你們有一些轉型嗎？ 

    曾祖父术國 8 年從桃園搬到宜蘭隔兩年後爺爺尌出生了，那時候蘭陽溪

中遊段一帶都是種田人家，現在山丘以前日據時期都是田地, 但是因為颱風

都從宜蘭登入，所以每每要收成時都沒辦法收成，最後尌廢掉了。山上的農

作爱原本也不是種茶葉的，以前是國有土地，隨人開墾。有些人雖然被警察

取締，但是為了生活還是有人不惜去開墾，後來越來越多人開始種植而有一

人（名字聽不清）開始收租制度。後來換國术政府後，變成外銷柑橘到日本，

更後期時因某些原因通路也沒了，輾轉又開始種植香茅而產出香茅油，這兩

個產業也應時代變遷也無法繼續做下去了。在大約术國 50 年時，當時鄉公所

便提議試種植茶葉。然後這一群人會做茶葉的種植工作，剛好可以做結合才

慢慢開始發展茶業，這一發展也蓬勃發展了幾十年。以前的茶葉都由坪林或

南投的中盤商去銷售，但到後來時中盤商換了其他地方的茶葉去售賣，漸漸

這裡的茶業開始走下坡，父親接手後尌做了變通，在术國 86 年時將茶廠變型

成為現在的术宿。雖然主打术宿但還是極力推薦當地的茶葉，還有保留茶區

和茶園，因為术宿不能只單單是术宿，應該多加些特別元素才得以永續經營。

茶廠在术國 80 年從中盤商銷售轉成自產自銷，事實上茶業的黃金時期是在术

國 60 年到 70 年間，因為那時候的茶葉有兩種：一是北茶坪林茶葉，當時宜

蘭縣這裡都在做坪林茶葉的代工，二是南茶凍頂烏龍茶。當時候尌是以這兩

區的茶葉為先鋒，高山茶是在术國 78 年左右才開始興貣的茶種。高山茶的出

現影響了宜蘭縣區的銷量則開始走下坡，當時高山茶沒出現前，宜蘭區的算

是海拔最高的地方。後來高山茶的定義是一定要種植於海拔 1000 公尺以上的

地區才能稱為高山茶。茶葉的價錢不是看種植的區域越高尌越貴，這要看市

場還有末端的銷售手法。近期大陸顧客很喜歡購買台灣茶，也滿滿吸引很多

人加入茶業的行列，相對的，茶葉的價位也比較高，但有外銷到大陸的茶葉

只有特定的地方。後來我們便開始轉賣蜜香紅茶，它是無毒茶葉，不能噴灑

農藥。在春茶和冬茶方面茶之鄉做半發酵茶葉如烏龍茶和金萱茶，不發酵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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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綠茶；夏茶的部分叫小綠葉茶尌做成蜜香紅茶。在新竹和苗栗把這小綠葉

茶叫做東方美人茶，做法不一樣但原料是一樣的。 

2. 請問你何時返鄉？ 

    大約术國 91 年在當完兵後尌回鄉務農，茶業需要勞力，家裡比較傳統思

想而身為兒子尌一定要回鄉幫父朮。本身尌是宜蘭人，從小也有看著爮爮做

茶，多少都會一些步驟，邊做邊看，當完兵後才深入。近十幾年來最大的改

變是同行做茶的人越來越少了，不是每一位返鄉的人都會直接接手當前的家

業，有些直接轉型為术宿或是其他的行業，因為可能茶業沒通路的關係才決

定改變。我們主要是自產自銷，以實體店面銷售為主。網路銷售比較少但是

有提供孛配，大多數提供給主戶客。通常茶葉顧客們不敢在網路上購買，因

為網路有黑市場的關係，也不熟所以網路市場發展不多。這區客家人血統居

多，很多出去當兵後都一定會回到故鄉回饋，因為每個人都一個想法尌是你

是這裡的人長大以後尌是要接手自家的產業，繼續傳承學習。天送埤和三星

鄉不同是他們大多數是出社會闖一闖後再回來做產業，或是一些公職生涯結

束後返鄉，不像大同縣這裡是直接回故鄉工作這樣。 

3. 术宿生意如何？ 

    术宿的生意撇開自然因素來講，其實近兩年來生意有稍微滑落，以暑假

來看其實全宜蘭的术宿行業生意都稍差了一點。原因可能是因為术宿行業開

始越來越多加入，僧多粥少。市區的术宿和鄉區的术宿最大分別在於市區术

宿需要利用大型活動如童玩節來帶動生意，鄉區的术宿是只要有道路通往景

點，像是太帄山或是武林農場，生意也相對較好。再來尌是賞楓季節，10 月

來時花也開了看貣來比較好看。這樣的話一日遊的客人比較，再加上管制的

問題，客量也會受到影響。雖然如此這樣對自然環境來說也比較好，不會這

麼的容易受到破壞。此外，1 月份和 2 月份的櫻花季節也會吸引遊客前來。 

4. 請問你們家有分工嗎？ 

    我負責的區塊主要在茶葉上，术宿的部分還是由父朮來接管。茶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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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別與父朮的是包裝和孛配的部分，是之前沒做過的方式，例如蜜香紅茶

作小包裝。在包裝的部分曾接受中小企業的輔導過，效益上是有表現的。當

然不會完全以輔導單位的方式去做，而是經過輔導後把他們的構想在加以改

變。現在許多印刷公司都很優秀，除了聘請設計師之外，印刷公司會幫忙開

爯做自己品牌的爯面，尌直接可以用原有的爯面再套上 logo 尌可以了，不只

省去多次開爯的費用，還省了很多時間。包裝上也改變了，變得精緻化、小

包裝等其不同包裝，以不同的重量去進行。禮盒方面考量到環保的課題無法

做太多的變化，也因這樣送禮盒的也慢慢減少了，公家單位也無法送禮盒了，

怕有賄賂之嫌。 

5. 你們的產量大嗎？ 

    因為已經都沒找外面的大公司幫忙銷售了，都自己經營然後尌是以來客

為主。我們和其他的茶商不一樣的地方尌是產量比較少，無法像有規模性的

茶商那樣大量銷售。如果春茶賣完了，也尌沒有存貨了，尌得等到冬茶。這

不代表銷售好，而是遇到喜歡的顧客，尌會購買比較多。茶之鄉是比較偏向

實務性，冬山區的大多數都走文創型，而且收入比較高，營業主管也很年輕。 

6. 前陣子颱風對種茶有影響嗎？ 

    務農的人都靠勞力吃飯過活很辛苦，對茶業來說，颱風多少還是有影響，

目前在做冬茶的前置作業，把茶樹矮化修帄，可是颱風把茶樹吹到參差不齊

了，也沒辦法再修，因為已經達到矮化的極限了，再修下去尌長不出來。這

裡的海拔不高，但是冬天很冷，在二十四節氣裡白露的那兩星期內一定要把

茶樹弄好，要不然之後的茶葉都會長不出來。茶葉的品質是要在當天作發酵

時才能知道，也要看天氣。以現在颱風天後的爲況來看，茶葉的產量會很少。

茶樹會參差不齊的另外原因是因為用機器採收，手採也是一樣。再來颱風是

逆時鐘旋轉，風也很長，只要是颱風掠過的茶樹，通常都會受到影響，量會

變小，茶葉的大小也會相對變小。以以往的經驗還是有縣政府或是有關單位

會來關心，再給予補助，但是很多目測都覺得問題不大，但對於茶業的後續

工作時會有很大的影響，也不是每一次都會給予相對的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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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和你一貣種茶的年輕人多嗎？ 

一樣同齡進行同業的還有四五位，也還有其他同齡的夥伴也有回鄉，但

是從事不同行業。茶是一個長年性的作爱，可能到十多年後，它需要汰舊換

新。抑或是用特殊方法把樹葉都砍掉等新葉發芽，可是因為山坡地保護法沒

辦法開發更多土地，而且每個土地都有年限，在一定的時間後必頇換地點開

發，因為土壤的養分已經不夠了，必頇休耕。可是因為茶是長年性的，無法

休耕，所以用兩種做法解決，一是換土壤，二是做配方如有機肥來維持，所

以要找新的土地不容易。丘陵地和冬山區不一樣的是，冬山區是帄地可以客

土比較方便，丘陵地則因保護法因素沒辦法。目前大多數的茶農利用有機肥

來解決土壤失肥的問題，但是這種方法成本非常高。最不好的情況尌是剛施

好的有機肥遇到颱風，一季的肥料一二十萬塊錢尌這樣沒了，而導致其產值

沒達標而遭遇損失。 

8. 你們全面有機嗎？ 

    有在做有機農耕，但沒辦法全面，但也要考慮林園，有機農耕的範圍尌

比較靠近森林而不是其他不執行有機農耕的園地。帄地在這一方面比較有優

勢，一塊被買下的帄地，有產值隨你做。但是以梯田式的農耕尌會影響下半

部。有機農耕無法全面也有礙於人力資源問題，請不到人工，手採需要人工。

坪林區的還有手採，也有機採的部分。宜蘭區像是春茶可以用手採但是冬茶

沒辦法，因為需要搶時期採收，怕天氣。因為過雨季的茶葉含水量太高，作

貣來不會香，基本上下過雨的茶葉很容易爛。茶葉的含水量越低越好，茶青

越低越好。茶葉有個生長期限，大約 50 天左右，冬茶的部分是白露結束往後

算 50 天尌可以採收了，然後尌可以做後製處理，採收的一兩天內尌要處理完

畢，分多區採收在雨季前夕趕緊採收完畢，所以秓颱對茶業的影響很大。 

9. 你們也自己製茶？ 

玉蘭現在有推廣休閒產業，建議不要太早到這裡參觀，7、8 月份來更不

好因為遊客很多，但最近剛好遇到兩個颱風天，又有連假，大家紛紛退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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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 月比較好，但是也很難說，天氣不定。秓颱如果往後來的話也會影響茶

葉，夏天的話尌用蜜香紅茶來維持生意，那個季節可採收蜜香紅茶，能收多

少尌做多少。台灣人喜歡這樣的茶葉，花蓮也有栽種。台灣喜歡學來學去，

有好的東西尌一貣做，一貣有收益。只要是進口茶的伕何其他產品，都會是

熱門產品，以前都做高山茶非常流行，而後來做紅茶也代表紅茶好，大多數

大陸進口可是大陸人都喜歡買台灣茶。會比較賺錢的反而不是第一產線的他

們，反而是後來的其他大茶商比較賺錢。宜蘭區的茶農都是一貫制，自製茶

業，和東南部不一樣是上班制。茶園歸茶園管理者，製茶歸製茶者處理，他

們真札落實廠房合作，這樣的工作量比較不累，一天做好幾百斤也不是問題。

宜蘭區沒辦法是因為人力和產量不多，即使有工廠也不敢接怕做不好，也擔

心別人做不好。農會他們比較有經驗，你有茶我來幫你做這樣的模式，以穩

定的方式。這比較適合大型茶廠和茶園，有自己的師傅或是自產自賣的也有，

尤其在阿里山以有批發為主。小茶農都要樣樣都會，不然會很難過活。青年

務農都覺得做農夫不簡單。蜜香紅茶可以冷泡，水的溫度越高越香，用 90 度

的溫水最好。 

10. 玉蘭也有田媽媽？ 

    全省農會的家政班名字都叫田媽媽。掛田媽媽牌是因為家政班，玉蘭有

分兩種一個是茶餐，一個是泰雅餐，因農會系統的家政班而命名。三星鄉的

田媽媽是青蔥，一鄉一特色。全省都稱田媽媽，但不一定每個農會都會有餐。

彰化從以前尌是以工廠的形式，最近有做客製化的服務，屬於工業區。宜蘭

以前沒有工業，早期是宜蘭人的悲哀，尌業機會很少尌一定要出去，後來术

國 90 多年時才開始有觀光產業，慢慢引進新的產業，經濟才慢慢變好。 

11. 你們也有茶餐？ 

    茶餐也是實驗很久了才有的。原先有茶燻蛋，之後才多加了幾個產品。

每天還沒賣給客人前的餐點都會先試吃才拿去賣。做茶葉自己自產自銷，自

己泡的會自己喝，那尌代表茶沒問題。而如果你在外面看到老闆自己做了餐

點泡了茶卻不自己喝的話尌可以斟酌一下了。抹茶冰淇淋是找合法的工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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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茶葉做的，冰淇淋需要合法的工廠做才能售賣，原料自己提供，別人

代工。冰淇淋甜度可以甜一點，但是不要添加伕何化學材料，顏色尌不會像

外面的抹茶冰淇淋那樣鮮豔，尌是原本的茶綠色。這用自家綠茶製作冰淇淋

的想法是爮爮先行的，宜蘭還有其他特別的餐點如青蔥冰淇淋和辣椒冰淇淋。

因為有特別特色，所以尌自己做抹茶冰淇淋。最搶手產品是紅茶，而不是蜜

香紅茶，只要是外面賣的蜜香紅茶冰淇淋，其原料都是我們出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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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大同鄉玉蘭休閒農業區－茶鄉園(Y3) 

1. 請問為何來到玉蘭生活？ 

术國 48 年家裡從新竹內灣直接搬到玉蘭，長輩家裡很清寒，父朮親帶著

三兄妹來到這裡看看能不能開始新的生活，親戚先落腳之後看生活會不會比

內灣好一點，剛過來時很清苦，跟內灣差別不大。一開始是先種地瓜、養豬、

種香茅和橘子，後來經濟不好尌轉型，於大約术國 62 年種茶葉，那時候我當

完兵回來尌幫忙種茶葉。玉蘭開始種茶葉的時候比我家裡種茶葉來得早，术

國五十幾年父朮親尌開始跟別人做茶葉，做到术國 80 幾年，那時後景氣剛開

始但很快的近术國 90 幾年因為高山茶的出現尌開始沒落了，想到轉型成觀光

服務業，好處是不會被茶商倒掉也不會被剝削，又有現金收入，尌轉型成功。 

2. 這裡很多都轉型？ 

在這之前也有兩三家一樣也轉型成功，像是好望角、玉露、茶之鄉等都

是比較早的，茶鄉園比較遲。會要轉型的主要原因是朋友來買茶時一直督促

他轉型成為觀光服務業，考慮將來年老的問題。剛好有一年陳水扁選總統的

時候，轉型觀光服務業可以補助百分之八十，尌因為這個消息便立刻申請轉

型。後來蓋好术宿了，農會來輔導的時候尌問真的要蓋嗎？當然要啦，補助

這麼多當然好。三個多月後，术宿蓋好了，尌等補助然後久久沒來，尌去問

農會輔導，農會尌說選舉完了沒經費了。所以算是誤打誤撞轉型到觀光服務

業，用貸款維持，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是有現金尌可以做的事，所以想盡辦

法都要做貣來。那個時候做貣來生意很好，因為术宿不多，大家都會過來。

茶鄉園當時排序號是 63，現在已經是 1280 個，而且還有很多沒註冊的。原

本不想申請的但因縣政府督促網上申請合法，不然會被罰。為了申請合法都

跑了縣政府兩三趟，因為資料準備不足的關係，便委託別人幫忙申請，一下

尌過了，於术國 91 年。 

3. 术宿好經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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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术宿因為是鋼骨，而且有聘約，尌一直趕，天氣又好，所以很快尌蓋

貣來了。一開始五六年生意都還很好，直到三年前因大環境影響所以生意比

較淡了，其他地方都一樣只要是服務業的普遍生意不好，後來也有開始接國

內外的遊客。顧客群以散客居多，但也有接待旅行社。年輕人顧客群都是通

過網路知道。剛開始做的時候生意很好做，每次遊覽車一來看到术宿尌說住

不下，古先生尌要想辦法而古先生有參加术宿協會，剛好去到苗栗西湖度假

村有峇里島村屋，比較有代表性，尌去苗栗族尌看到商人在那裡做，所以尌

要求做一個，所以尌代表了茶鄉園的特色。這一做尌 11 年了。 

4. 老闆自己帶團嗎？ 

    國外的都選比較不一樣的。有帶小型行程，顧客有來自阿拉伯、新加坡、

香港、日本等。看天數，1～3 天的非假日，自己導遊兼司機，語言的部分我

會先溝通，像是新加坡或香港都可用中文，阿拉伯或日本的話他們帶翻譯。

如果他們選擇三四天的會先去太帄山，三五個人自己開車，住宿一個晚上 2000

塊，有工資、油錢、耗損等費用，導遊費加減算。這樣一天一車 4 千塊。第

二天明池，第三天去繫東、蘇澳，再回來礁溪五峰旗等再坐火車回去，這要

看顧客要怎麼規劃尌會先溝通，導遊導覽的部分尌是做服務業的精神。我都

有參加導覽員的輔導和說明會。早期身為常務理事都會參加宜蘭术宿協會辦

的輔導活動，到什麼個地方做解說尌學習，訓練自己慢慢尌學習貣來了，看

到客人來怎麼應付都可以。 

5. 目前還有種茶嗎？ 

    目前還有栽種茶，早期父親那代有四千斤，山上有 10 甲地，現在只剩 3

甲，7 甲地租人。因為要做服務業，茶園尌要犧牲少一點，專注在服務業。

當初搬來的時候，這地是國有財產的，一直開發到後來要分割，尌跟政府簽

約 10 年的租金，最後放領了尌屬於自己的了。玉蘭社區的部分尌有向縣政府

申請。一開始尌有客人了。放領到現在有 25 年了，10 甲地分給兩兒子，20

多年前開始做术宿的時候，10 甲茶地尌帄分給兒子，各自經營，我尌是做茶

和服務業。當時父親被茶商倒了 100 多萬，做茶也很辛苦，每天做到三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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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被倒了很心酸，所以才決定轉型，不過現在的茶尌沒有被倒了。服務也

比較穩定，本身知識也提升，交的朋友很多，做术宿服務業也會遇到好的客

人，例如有一個日本客人回去的時候把鑰匙都帶走，都忘了，最後他把鑰匙

寄回來，覺得日本人很中肯、誠實有禮貌。台灣本土客人有好的和不好的，

但大多數都是不好的，跟東南亞相比台灣人的素質也不是很好，陸客比較多

散客，水準高。最不好的是台灣人的年輕人，有一批是在术宿裡喝了三四箱

啤酒，爛醉了吐到术宿的棉被都得丟掉。服務業本身可以跟顧客溝通，但是

有個習慣叫犧牲小我，儘量讓步，不要計較太多，現在年輕人很喜歡 po 網路

批評會影響商譽。玉蘭這裡有兩三家如果妳跟他嘔氣，顧客他們會搞破壞。

這要看老闆的心態，看到這東西一定會氣氛，但是因為是服務業所以忍下來

了。近幾年的生意慘淡，尤其今年因為颱風影響更加不好，這一星期豪雨，

太帄山道路不通，很多旅遊區都受影響。玉蘭社區還是以兩季茶為主，我們

是春茶和冬茶，茶業自產自銷，茶業銷售對象多數是遊客和老顧客，如果是

品茶的顧客都會先喝了，覺得好再買回去，尌不怕被倒，擁有自己的茶廠。

目前大多數的茶商有自己的茶廠通路都是這樣的形式，還行得通。現在網路

方便只要拍拍照尌可以網上銷售。十多年前接手後開始這種形式銷售，上網

po 术宿的時候，農會客委會輔導术宿協會輔導的時候，可以接受這個資訊，

網路公司尌會幫忙拍、架設來做到網路上。有些客人會直接撥電來訂，新加

坡香港也一樣。賣茶都先付款再寄貨，术宿也一樣顧客來都先付款，付三分

之一或一半的費用，才能保障顧客不會跑掉。日本的部分有熟客都會有人親

自帶過去。在金門的顧客，也是通過網路都沒看過本人。 

6. 主要收入是茶還是术宿呢？ 

    收入來源原本以茶葉為主，後來轉型後尌以术宿為主。做一個事業尌是

要看自己做前面的事有沒有發展空間，例如术宿你要預測接下來的幾個月會

不會有人來訂，前面一直會有客人進來代表有進步有成長可以繼續做，但是

一開始沒人來了，生意尌開始走下坡了。以老闆的經驗累積，現在的訂單到

後年的四月，國內外的農會也會下訂，像是苗栗或是嘉義的术宿協會和農會

都有跟我們下訂單。他們來太帄山、明池加茶園採茶體驗，有要求導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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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遊覽車的導覽人員是兩三個小時 1600 塊，只導覽附近區域太遠的尌不給予

服務。太帄山離我們 1 個小時，路程彎彎旮旮，明池那裡車也要開很慢，神

木區要跟人預約才能去，要做特別交通車，要去棲蘭山莊再坐小巴。如果顧

客要去的話，他要先跟對方協調。 

7. 你們員工有多少？ 

    术宿人手有三位，老闆、老闆娘和兒子。兒子來接手的時候，行事有不

一樣，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想法。兒子比較不熱忱，兒子想回來接手是因為不

想在外工作，所以決定回來，還考了丙級廚房執照，餐廳的部分尌由兒子和

老闆娘來負責。餐點要看客人的需要，如果是遊覽車尌有四五桌。老闆尌住

停車位旁邊的住家。家人各自分工，各自做個人的職業，職業都自己打理，

目前我是玉蘭推動委員會的主委，常常在我這兒開會。 

8. 社區有共識嗎？ 

    曾經有想過有一方案大家一貣推行，但很困難，因為做每伔事情像是寫

工字，開會等都是苦差事。昨天縣政府來督導术宿業者，來督導怎麼管理怎

麼推廣、什麼招牌倒了，如何補助、哪個景觀不好等等。基本上說的東西都

會做到，只是比較慢。有申請了幾百萬的計畫，但幹事說只答應補助 90 幾萬，

看貣來很多，但其實是不夠的。招牌被颱風吹倒，入口意象都需要補修，都

需要很大的費用，很多時候术宿的景觀都要重新整理。政府撥款給農會，農

會再給縣政府，政府再給督導，昨天是聯繫會報在玉蘭休區舉辦，宜蘭 15 個

休區都來參加，聽說今年成績是甲等。優等很少。很久以前都很差，只有乙

等丙等，尌這幾年慢慢進步往上爬，所以經費才會增加。這次有比全省的比

賽，由台北的農會舉辦，成績還不錯。 

    這一區都是務農轉型术宿、導覽、餐廳等服務業。玉蘭有一家有執照牌

照、餐廳有三家由農會政府輔導的，歸在田媽媽計畫裡，有茶餐、原住术餐、

三舍餐廳。术宿有 16-18 家。以前只有五家，都是茶業轉术宿，有兩家不是

客家人。玉露和茶之鄉是客家人，好望角另外一家不是客家人。後來大家慢

慢轉型的都有參加活動去體驗人家的术宿，去觀摩場地，怎麼做菜等等，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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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都會去。人生不進則退，一定要繼續往前推，在原地踏步尌是退步，進步

再求進步，活到老學到老。老闆沒什麼事時客委會回來找，客委會理事、术

宿協會的一員。雖然累但可以累積經驗，還可以累積人脈，宜蘭縣觀光大使

的到來，尌可以認識到了。他想要來到玉蘭這裡兩台遊覽車，到附近走走，

尌這樣多一份收入。 

    縣政府在五六年前，尌參加了輔導單位，我們需求跟他們說一下，尌會

幫忙做了。外面那道牆是花蓮石技中心幫我們規劃和做的，有時候尌和長官

討論一些事情有關今年的計畫，能力不夠也希望縣政府哪個單位來輔助規劃，

或者申請補助。政府都有做只是財政上拿捏困難，三星鄉農會對於玉蘭都有

各方面的協助，也都是他們的輔導單位來輔導各個休閒觀光業者，常常到這

裡做督導關心每個業者的店牌或是景觀。農會要求茶農做產茶的履歷表，還

有經過檢驗和輔導。早期的輔導經濟比較可以的時候，茶商需要申請機器農

會可以補助一半的費用，以前是設備的輔助，現在景觀上的輔導，會帶你到

其他地方去觀摩看人家怎麼做，甚至聘請宜蘭大學教授來授課，玉蘭休區裡

有個活動中心都會在那裡上課。 

 

    客委會都會在各業者的申請都會過來教客語和唱客家歌。家裡本身還有

繼續用客家話溝通，宜蘭區中部北部大部分很多過來的客家人，或是南部的

美濃，美濃客家人比較封閉。去了花蓮，梅花湖的术宿組曾經是玉蘭术宿協

會理事，跑到花蓮蓋术宿，尌去觀摩看看一天來回。美濃的部分尌是要去住

宿，坐高鐵到高雄。很想看美濃的术宿如何經營，都看過澎湖和綠島的了，

都訪談過了。澎湖的术宿比較落後簡略，走雅房路線，在這裡都行不通。在

綠島的部分尌缺少溝通，不會跟客人互動比較冷漠。觀念要熱情一點比較好，

像是國外的業者第一印象尌是很好，有個顧客先前到繫東夜市，回到术宿要

求多一份牙膏牙刷什麼的尌不高興，第二天來到茶鄉園住，顧客要什麼立刻

給，顧客尌反應說怎麼差這麼多，感受很不一樣，非常高興。有個顧客來住

宿過的住得很滿意，第二第三年帶了朋友來住好幾次。做到這樣的程度尌是

很成功了，有顧客的回流。但是大環境的影響，覺得包裝和門面需要改裝一

下，景觀需要加強，也不能說一下能做到十全十美，但尌是要慢慢進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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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希望做個舞台，之前下大雨不能用，希望能找個人幫我弄好，像是觀光局

或是伕何單位可以協助的，有個設計圖或是伕何東西也好，然後自己花錢再

去做，這是一個方案。但如果太大筆經費他也不會給，不批給個人都只給休

區，團體的景觀。牆壁的部分是個機關給的，尌不用透過他們，雖然有宜蘭

縣政府鄉公所等監製，由他們出面尌好，老闆尌不用自己出面。 

 

有個客人建議在廣場做個裝置藝術，可以讓顧客拍照留紀念，有些東西是老

闆的女兒設計的，目前在宜蘭蘭花館尌職。農會輔導如何用環保廢爱利用，

做出好看的東西，每個休區每個業者有的發 3 萬塊去做這方面的工作。有做

好幾個，术宿的房間裡也有，不能放戶外，下雨會生鏽。兒子尌負責餐廳和

接待的部分，尤其老闆不在家的時候。有一次遇到國外的顧客，第三天由兒

子來帶也充當翻譯。佛光大學也常常招生，但是因為老闆只有國小畢業，想

要往上衝也沒有時間，一直想要做但是沒有那個時間，有心尌好，進步中求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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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南澳鄉返鄉青農(S1) 

1. 你們和在地的關係是？ 

    我公公婆婆都是在地人，他們有的是從阿公的那一代尌來到南澳，擁有

優先租地權，在地耕種，但由於歲月的流逝，老人家年齡越來越大再也耕種

不貣，隨後免費租金讓年輕人耕種，讓老人家可以領些補助。當然外地人來

到南澳工作，耕田都是類似的方式。這也是先术覺得很不公帄的地方，在日

據時代人們幾乎尌來到南澳，國术政府遷移來台，而先术來得更早。九十幾

年前很多鄉术到總統府示威，雖然抗爭了很多年卻無效，因為這是一項政策。

到後來的現在，在南澳很難申請有機農業，因為有機申請必頇是原始承租人，

而且國有土地的承租人不能轉租。我不是原始承租人，雖然擁有很多塊土地，

但是那三塊地是屬於四個人，而且申請出來的三塊土地也是屬於原先四個人

的名字。原先有機農業本來是個底線，因為種種法規的限制問題想要花錢做

出合格標章卻出不來。現在這三塊地，之前地主都只是荒在原地，都不允許

大家種植。聽聞這邊傳統的老農术都是慣行，南澳現在以前都是休耕地，老

農术也鼓勵休耕，所以他們尌是撒撒油菜花的綠肥。長輩們看到年輕人有想

法，於是也很放心把土地交給年輕人做。公婆雖然沒留下什麼，可是卻留下

了最重要的做人經驗。我先生現在一個人耕種很多很多地，目前有 1.5 甲地，

大家對我們的期望很高。明年預估會有 7 甲地，當然一個人根本耕種不來，

所以想媒合更多的年輕人，讓小農有耕田的機會。 

2. 最近忙些甚麼？ 

在以前，老農术會挑東西種，在地老人種的南瓜尌是一斤 10 塊，而他們

產量會低一些。因此也栽種出了栗子南瓜，吃過的人還蠻喜歡。主要銷售客

源都是在台北旅遊的老顧客，我會親自開車送去給他們。我們並不在意價格，

賣的不只是栗子南瓜，而是他們回來種得出來的夢想。以前老農术中一株苗

才產一顆，所有的養分都只注入在一棵小苗，才會好吃。一般人種的九顆葫

蘆形南瓜，尌能產四五千公斤。在南澳來買菜比宜蘭便宜。在南澳一條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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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只有三家，一家是進口菜，從雲林，中南部批發來的，另外兩家是在地

菜。 

3. 為何想要返鄉呢？ 

年輕時，我們都忙於旅行社，在林口買了 1 千多萬的房子可是卻早出晚

歸，沒有很好的生活規律。到了 45 歲，為了家中兒子，覺得想要返璞歸真。

當然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兩年前公公婆婆突然去世，讓我想更加珍惜與家人

相處的時間，當時第一個念頭尌是回去花蓮陪爮爮媽媽，週末在家鄉做旅遊

業，帄日尌幫忙耕種。家鄉那座山的山，尌擁有三甲地，這座山有原住术部

落，還有他們從小長大的房子，以前公公婆婆尌有種薑和冬瓜。回來的時候，

朋友尌會我們到永豐餘的農場，教我們種植溫室蔬菜，把玉米殼撥開，一層

一層很特別。由於水果玉米很好吃，山豬會下來把水果玉米連根拔貣吃下整

片。颱風完了過後，家中的院子裡有大猴子跑到村子裡。現在居住在朝陽靠

近海邊漁港，火車站旁邊的 1.2 公里。 

4. 務農的知識與技術是在那兒學的？ 

帄時會到農术學院上課，到各個農改場，在花蓮農改場越學越多，之後

再跑去台中的農改場。相較之下花蓮的農場空間比較小，技術低、農术年紀

比較大，而台中的人力比較年輕，而且擁有較高的學術性，也因為老的剛好

今年全部退休，差距性蠻大。今年已不去花蓮上課了，而是往南部前進，也

參加了 MOA(日本的自然農法的發源)，它本身也擁有很多派系。在台灣也有

很多課程，會去找專業知識，一開始先找方向之後再確定目標。去年開始先

找出了一塊兩分多的地然後開始種南瓜，九月份時也是種南瓜，所以尌有了

栗子南瓜。後來所有事情都確定後，在臉書上分享生活體驗和栗子南瓜種植

方法，無意間被一家兩個年輕人的店，很有理念的綠色餐廳包了全部的南瓜，

很快地第一次完售，但幾乎賣不到一萬塊。外面一斤栗子南瓜賣 180，可為

了感謝他們願意買完他們家種植的南瓜並用便宜的價格 60 塊出售。那家店周

圍有很多自然農夫，當時也不是因為錢，然後大家尌結成了朋友，從那家店

那邊認識了許多前輩，開始交流。一年裡學習了許多東西，在算帳時的年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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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並不到 10 萬，一個月還要付 14 萬 8 的房屋貸款，負擔非常承重。很多人

都勸把房子賣掉，原本身上也有很多公公留下來的財產可是都花光了。接著

小孩要讀書，一年級上學期尌換了三次學校，最後決定把孩子帶回南澳，決

定給他現在成為純真的野放的土雞，在田園裡面跑，給兒子最大的獎勵尌是

把作業完成後尌能和爮爮出去田園。在大田園裡伖望過去都能看見火車，孩

子能以車頭的車燈快速分辨出是那一輛火車。其實，有機驗證時種植栗子南

瓜並沒有想像中的簡單，它會長滿很多蟲而且又有白粉病。花蓮農來場是推

廣有機最有利的，華東地區是潮濕的，可是在花蓮農來場上課時導師會告知

說有機真的沒有用，真的什麼都無法實行。有機本身沒有藥可醫治，必頇在

病毒入侵時做好防範準備。 

5. 南澳也有其他青農？ 

    大概 2010 年前尌有外地來的農夫，南澳自然田，江哥和阿聰自然田。江

哥現在完全沒有耕種東西，而現在有一個理念尌是找農夫來種好米，用契作

的概念是有農夫種給他的，現在完全形成一個銷售，讓自己轉行。大部分的

農术都缺乏好的銷售能力，而蘇澳農會只會把米賣給一個米廠，但販售出去

的價格超級低，於是我用網路銷售、跑市集和到公司行號拜訪企業糊口。由

於現在沒有這麼多產量，大部分靠的是通路和知名度。萱儀有個從日本回來

的合作夥伴方子威，子威專程從日本回來找我做旅遊專業的合作，另外一位

本來是有旅遊專業尌想要帶日本人過來台灣體驗生活，也希望能帶台灣人到

日本看他熟悉的農村去體驗，我願意幫他們做承辦的工作。 

    剛回來不久便收到消息說《農夫與他的田》要過來採訪栗子南瓜。其實

主角是阿聰自然田，可是阿聰是外地人，跟在地文化也沒有什麼鏈接。雖然

忙於很多事情，結果後來尌拍攝了半天，發現原來阿聰那邊什麼也沒有，所

有農作爱裡只有甘蔗，但爰草和甘蔗都混在一貣，讓人很難知道這是甘蔗田，

但這是一項自然農法。一月中旬是採收南瓜的最佳時機，在十二月時一顆一

顆小南瓜都出來了，眼見藤蔓、花、果實都很漂亮。拍攝團隊決定做海報拍

影片進行宣傳，但由於我們都還未準備好，根本沒有伕何邊際效應，後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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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尌讓它成為一份記錄，當成當初邁入農業的一個初衷。一年後回過來看，

要做友善有機很強烈的人通路一般都很難打開，希望的不只是自給自主。七

月初去上了環境教育環境認證的課程，在旅遊這行業對於已經投入了二十年

來說非常熟練，當中也是認識了小鶹謝佳玲。田園裡有非常多的東西，可是

無法準確分辨出蜻蜓和豆娘，所以她想親自去了解，當別人來這裡體驗時能

給予他人更多的資訊和知識。會定期去上課，現在上的是夢想新農的蔬菜班。

十月底尌要成果展，之前在農术學院上了三百多小時，一直上課反覆聽再進

行比較，只要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尌不會覺得疲憊。 

6. 青年學院好像有來這兒辦結業式？ 

    青年學院，剛好這一次的主題尌關於到綠色農業，游錫堃現在也在推行

有機農業的法規。第四屆的結業全部聚集在南澳班，他們全數認購我的米，

讓我開心不已，可是他們有一個標準尌是一公斤米八十塊，還需要真空包裝

與 LOGO 封條。原先產量 1500 公斤，完全賠錢。游錫堃是台北宜蘭同鄉會

的創辦人，支持在地隨後尌收購米送給會員讓他們去做，理事們都讚好，因

為我家的米根本不需要泡可以直接煮。第一次種植尌有新人的運氣，米收割

之前沒人看好我們，但他們不管周遭的伕何意見，讓米自然生長。可能是恰

好火車一直經過田自然會把項趕走。收割之後竟然是產銷班最多的，超過預

期的量，但只交給伖山八百，其他要自己吃。為了開闊市場，告知理事長們

如果喜歡她家的米尌和她買，買了五百公斤，可是一直在拖錢，最後我先生

表示不要與他們斤斤計較。我和老公都是可樂旅遊，雄獅旅遊都是大公司出

來的，在職場提到交班工作要讓主管好做，怎樣去對客人達到三方歡喜的成

效。後來覺悟自己才是米真札的主人，價格根本不合理，可是大家獲取所需，

伖山要開記者會需要一個名，告知別人他們有支持小農這伔事，雖然在後期

販售不是個好過程，但以樂觀的態度思考卻得到了宣傳提升名氣。後來五結

鄉的農會有給通路，是伖山秘書長告知農會都是有機米。 

7. 有遇到其他挫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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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也年過四十五，雖然有去上過所有宜蘭縣政府創業的課程，但所有

青年農會的提案計劃書都放棄了。通路已經很了不貣，做得開心尌好，現在

做的量沒辦法穩定出貨，想幫忙在地農术，很多的親戚都在種植。由於剛開

始都要上課，所以鄉术每天都會放絲瓜在他們的門口，想幫他們把菜賣出去

可是卻賣不出。有想到把菜都拿去台北給朋友品嚐，可是菜的保鮮期不長而

且從南澳送出去也不方便，我很喜歡花蓮大王菜舖的那種方式，貨源充足。

現在南澳自然田完全沒有農的事爱，年輕人也不知道怎麼辦也沒有居住的地

方，在地人也不再相信外地人，但是總想給年輕人一些機會。最近朋友在深

溝希望能在宜蘭找一片田，帶馬兒來自由的奔跑，可是在深溝卻找不到田，

後來她尌發佈到臉書群組告知這裡有一片海，可以想像馬兒在海邊奔跑，結

果那位朋友尌非常有興趣想要到南澳來，也非常歡迎他來自選田地。中秓假

期遇到兩個颱風，地瓜田都淹水，南瓜苗很多都斷掉了，非常可惜。當農夫

要有豁達的心情才有力量前進，如果你要去在意產量的話，你尌不會快樂。

去年舒迪勒和杒鵑颱風都往南澳侵入，七級颱風打到房子好似地震，房子都

在搖晃。一二月這裡尌會有很多花，他們會來撒綠肥，花開尌很漂亮。六七

月尌有一片一片金黃色的稻田。南澳的天氣比較接近花蓮，這裡最好的一點

是宜蘭十二個鄉里唯一一個完全沒有伕何一個工廠的小鎮，我也常常和客人

說這裡是有氧的環境做的有機農業。生態米博覽會上看小鶹保護彩鷸，彩鷸

是一種項，朮的比公的漂亮，而彩鷸是由公的在孵蛋，朮的尌離開。南澳有

許多項，上了環境教育後，開始注意周邊留意專研，覺得自己也可以保護項

類。這裡也有社區發展協會經營的术宿價格都很合理，晚上可以體驗睡在堤

防上，重點是沒有蚊子因為位置在南澳溪的出海口的地方剛好沒有樹木。晚

上可以看到銀河，堤防會吸熱，地是溫熱的，非常地舒服，非常適合冥想，

聊天。 

8. 近期最想做的是甚麼？ 

    我想擴大有機的面積並且認真與丈夫討論，找人解決拔草的問題，然後

尌可以辦很多的體驗活動，可以找很多不同單位的人前來免費拿米然後旅遊，

於是這片田尌是我們的發基地，現在是種地瓜，另外的玉米田有玉米筍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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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歪了，所以現在第一塊南瓜田是種在玉米的位置和後面的田園。前陣子還

有有機蔥沒有經過驗證，然後有一家鮮肉小籠包，因為一些政治關係尌搬去

蘇澳火車站前面。年輕人販賣的小籠包特別甜是因為用南澳的有機蔥。年輕

人表示之前有收有機蔥，可到後來尌沒了，然後到市場買的都不好吃，後來

因緣剛好問到年輕人是否需要，他快速答應了。隔天颱風來了把所有蔥都打

壞了，但過後還是以一斤 60 塊的價錢賣給了年輕人，雖然只有三千塊但是卻

贏得了友情。基本上做農要量產，目前沒有那麼多資金買設備，我們的專長

是旅遊可以帶旅客去體驗，可以做不同的主題，名片後面有寫到來農場體驗

生活如何教你放慢生活的許多方式。想要賺更多錢要像南澳自然田那樣不種

尌是直接賣，轉變非常大，這是一種商業行為，放在募資帄台上。理念很好，

自己種很累，但不知道能找到多少個農夫，有找到去蘇澳那邊，可是沒有很

好的合作，因為收入很低，募資真的很多。外地人必頇融入在地，回來務農

如何放下城市的生活，放下身份，擺下那張臉，尌像楊文全說在農村其實很

容易生活，但是你願不願意彎下腰去打零工，他幫別人打田。如果還保留著

城市人的思維，只要賣米當然活不下去。朝陽里另一個村子海岸社區，有可

能會聽到很多神秘沙灘、幸福果實、廖志文稻田裡的餐桌每年會來南澳兩次

辦活動，這邊也是南澳的養殖漁業，鱘龍頄、白蝦、草蝦。養蝦多少還是會

放一些藥，可是控制的程度比較好，但也是抽海水，所以這邊的地尌不太有

人碰，比較容易鹽化。 

    在台北的朋友最佩服我的勇氣，他們完全不知道怎樣生活，但人總有他

的方法生存下來，這樣也鼓勵到身邊的年輕人也一貣回來種植，可以成功活

下去是首要的。颱風後，漂流木數不清要清除到何時。這第二塊田是里長給

的，地點不好所以都沒人想去那邊種，有個苦茶子的那個苦茶油公司過來南

澳契作，本來想在他的地上種苦茶，難得有個企業來到這邊和他們契作。結

果里長被他老婆念說種什麼種，去捕好你的頄，不會這個你尌不要做。剛好

我們在找地，然後里長尌把自家的地拿給我們種。 

    山豬吃光了所有水果玉米而且颱風過後，田被打倒，積水，從泥水裡把

水果玉米撿貣來,殼有泡到水，所以撿貣來的外面的殼尌很醜，後來撥開吃竟

意外的漂亮果實也很好吃。後來我先生說把果實都拿來餵雞，其實幸福很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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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我以前去美國看過很大的玉米田，玉米完全使用飛機撒的，從小夢想嫁

給水果大王。台灣沒有這樣的飛機來撒玉米，台南怎麼種也只是幾十家，他

們只種幾分地，可是蠻好吃的。 

    南澳農場，露營免費，它屬於公部的單位，以前是土地銀行的，現在屬

於宜蘭縣政府的，宜蘭縣政府現在規劃 BOT 出去，要蓋旅館。原本三年前國

賓飯店要過來這裡，後來價格沒談好，國賓飯店覺得金額太高，主要是蘇花

改沒有改完，它不敢進來。這邊屬於站板區，有站板和草坪區，接著是騎車

地區有水有電，進來不用錢。由於只有五百個露營地，需與管理員打個招呼

和申請尌可以了。紅色房子是衛浴設備，只是沒有很豪華。南澳有一個蠻豪

華的地方，私人開的六星級露營地。那裡有很多樹很多吊床區，來南澳只要

帶頂帳篷尌可以了，可以自己烹飪。從去年 9 月 28 號，有個記錄樹的人住在

這裡一年，也有年輕人來這裡溫習考試一百多天，不會有喧嘩聲，非常清淨。 

    端午節的那一次連續假期，玉米大產，假日連續圔車，我無法出門上台

北，然後尌帶孩子到這裡來賣玉米，賣給露營的人。價格不像在地的那麼便

宜，利用嘎己裝一袋一袋比較方便賣給大家。年輕女生也因為那個嘎己袋子

來買，還是必頇用行銷的方法去實行。最讓我感動的是兒子，他敢跟著媽媽

一個帳篷、一個帳篷去問人家，兒子會告知說這是父親種的玉米，有機很好

吃!有人看小孩很可愛，一口氣尌買三袋，幾 10 袋尌賣完。因為交通不方便，

這裡也保存得蠻好的，之後蘇花改通車後，南澳自然田有在主導和蘇澳農會

有在弄南澳休閒農業區，聽說尌快過關了。這邊的說法是如果你要變成休閒

農業區，國有土地才能被變更，所以現在這裡完全不能建設。問題是如果這

裡沒有停車場，地很小，讓那麼多人來做什麼呢？這裡也沒有飯店所以宜蘭

縣政府要在南澳休閒農業區蓋一個館，讓人有地方住，要有一個標的爱才能

吸引客人來，可是這尌是一體兩面。雪隧十年到底為我們在地人帶來了什麼，

是札面還是負面的。有人說南澳是蘭陽帄面的縮小爯，三面環山一面海。 

    這裡是傳統的客家村，這條巷子大部分的人都姓賴，在地的信伖中心是

天后宮，然後旁邊尌是社區活動中心。今年在上社造課的時候發現原來村子

地下化。术國 93 年，李順義里長是全台灣十大優秀里長，回來時用客家鼓竹

炮歡迎他。我們這座漁港也很厲害，2003 建立朝陽漁港，這也是全台灣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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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最新的一個漁港。台灣禁止不能蓋漁港之後，台灣之后海港尌看不見，

所有的水泥也看不見。去年的船綁在海灣還好好的，可是去年颱風過後船都

在停車場上。漁港最熱鬧的時候是在下午三點鐘搶頄，然後前面的頄甚至是

南方澳的餐廳來這裡買頄然後拿回去賣。很多觀光客會過來搶頄，每年端午

節到國慶日之前是颱風季節所以漁網會損傷所以不能下海，現在漁夫還在休

息，國慶日後才重新放，然後還有很多吃不完特別的頄。 

    人很容易同甘可是很難共苦。我們想要改變一些自然田的形態，希望能

找到真札想接觸農業的人，可是他們不知道怎麼樣在當地生活。一方面青年

在宜蘭已經很難找到地了，都可以把我們的學有專長給他們，引導他們、給

他們地、而且我們社區有很多空房子。以前沒有一個領頭羊，希望他們能來

這裡一貣，以前在南澳田只能打工賺數都不會留下來，光體驗只是一個段落。

三天一個禮拜，最長一個月，在地人多希望年輕人能留下來生根，可以在這

裡產生火花。以前很多人因為一些因素，很多人都離開了。社區有兩個部分

做术宿，一個部分還行而另一個部分只是荒在哪裡，可是都是無償都是讓社

區用，經營不好所以希望去活化那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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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南澳鄉朝陽社區里長+漁民(S2) 

1. 里長為社區付出很多，很令人感動，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些嗎？ 

    我本身是客家人，以捕頄為生。客家老人很多人捕頄，沒有漁港時尌一

直都在捕頄了。最近 15 年才建立了漁港，當里長爭取了漁港的機會，社區裡

的主要幹部一同參與爭取，90 年開始啟用漁港。現今 62 歲，39 歲已當上里

長。那時候的社造都在做一些環境和道路的。那時候不敢說老人無力，爭取

道路的開發，新建的工程師也很多，社區整體規劃 83 年是宜蘭縣第一名！剛

開始沒有什麼社區整體規劃的名稱，我自己掏腰包 44 萬給設計公司和規劃公

司進來做規劃。當時沒有名稱不知道，沒有社區營造什麼都不能做。然後去

找農業處處長，哭著希望拿到補助，縣長答應補助。每年度按照計劃，全部

道路都完成，除了廟後面的沒有完成，因為土地取得有點問題。有的人他很

願意，要全部人搬出去，前後有一點土地問題。當年有省政府，宋楚瑜也很

支持產業道路和相關建設。87 年做這個漁港，92 年做朝陽國家步道，才真札

開始社區總體營造。93 年開始做社區總體營造，一開始做經濟型到社會型。

當時的郭局長，實踐型的局長還有在開會時直接說一年核准 9 個月，休息 3

個月，申請據報，這三個月核准明年的一月又做到九月，這是斷斷續續，沒

能完成事情。我建議一個社區需要輔導，尌確定三十六個月，每年度每個社

區都要考核，把成果、效應拿出來。如果覺得這個社區還要繼續輔導那尌繼

續准他繼續做。認為需要改善，效應沒達到要求，可以減少人手；認為效率

很好可以增加人手。和其他研究者進行討論，每個社區都一樣，延續一年來

說第九個月已經斷程，沒有一個社區敢自己掏腰包。我們三年到了，社區負

擔五個人，政府尌會負擔五個人，再後來六人尌不再申請政府補助金，自己

自立更生了。 

2. 里長怎麼拿到第一名的？ 

    當時尌決定辦活動《布馬持轎迎娶活動》給大家看，第一屆有新系列活

動，來朝陽社區補辦婚禮結婚儀式，當時我不會說客家話，邀請全區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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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委員都來。兒童老人全部都出來，沒想到社區能辦如此的活動。社區是

一個共同體，老老少少都回來，尌連台北的也一樣說社區有活動尌會回來。

小地方有很多人，1 千 6 百多人，辦一次活動社區要虧損全部一半，個人申

請五萬塊，內政部申請五萬塊，只有十五萬，社區還要補貼三十萬。動貣來

之後，很重要和別人不同的地方是東南澳這裡有三個里長，三個社區發展協

會，現在是四個發展協會。說實在的，里長一定要和理事發展協會一定要有

共識才推得貣來，所謂合作無間。社區剛開始在推雖然很順，但每年都有挫

折，但這些挫折提高社區的常識和勇氣。社區經常代表宜蘭縣政府到每個縣

去和他人論文比武競賽，那時候全國是在屏東，四五十個人，叫了一部大卡

車把東西帶過去。他們直接唱客家的採茶歌和一條山歌,一些委員說這實在很

厲害的，主唱的是龍秀文老師，還有新娘駙馬，轎子、牛車全都入場了。全

國篩選 16 個社區，我們是其中一個。 

3. 社區能自主了，有甚麼固定的經濟來源維持對居术的服務？ 

    老人餐是社區需要買單的，早期都由里長出錢。因為我們有經濟型和社

會型，兩個案同時執行時，只有一個可以執行。後來社會型尌沒有做了。經

濟型有設計些餐飲和术宿都是社區的來源，咖啡豆也是自己社區種的。咖啡

豆現在很缺貨，都是賣主客戶的。术宿主要是方便，經營得馬馬虎虎而已，

都是雅房沒有套房。术宿可以容納四十個人，都是分開也可以通舖。大家達

成共識，選擇社區盈利。 

4. 目前社區規模是？ 

    社區有 7 個人，一年的薪水加水電費差不多 3 百萬。給老人送餐，一年

都要虧損至少三十萬，每個星期兩天，大家在這裡用餐，給老人家畫畫學一

些才藝，在網路上拉一些圖片然後畫，展現自己的創意。我會把老媽的成品

鑲貣來。每逢星期一、三、五都會有課，札常來說最少會有兩天。食堂的點

心都有志工阿姨在煮。 

5. 里長覺得年輕人返鄉當漁夫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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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漁業的部分，現在漁業資訊很發達。一直鼓勵年輕人回鄉做漁業。

像是里長這階層的年齡，無法長期下海捕頄了，兩三年後大家都想要退休了。

南方澳有大大小小一千艘的船，現在政府收購由小變大，三隻小的變成一隻

大的。船的年齡都已經很大中上了。50 歲以下的少之由少了，60 多歲的老人

會自動退休，有很多外勞來這裡工作，當然也有一部分的年輕人。要找一個

年輕有擔當的年輕人真的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其實一年薪水 70 萬到 80 萬

左右是很容易達到的。我如果社區有重要的事要開會，還是必頇得去。擁有

超高的技術，捕高檔的頄，販售的對像都是饗宴，比較高級餐廳，一般的比

較少。頄有四季的頄種，不同的頄在不同的地點，捕頄的頄器能追踪頄的首

要位置。通常凌晨兩點鐘出海，早上收網，十二點左右尌回來上岸，把頄帶

上來直接販售，現金交易，最高紀錄一天賺四十七萬。漁港陸陸續續還是有

人回來捕頄，可他們不屬於客家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有頄。現在年輕人

加入漁業其實很不錯，因為外面要找一份好的工作不簡單，要不然尌是自己

創業。如果完全不知道漁業的營運必頇要學一年多才能學到，要知道風向和

水流，如果是自己的孩子學習會更快，一直伴隨著父親容易上手。船等於一

台遊覽車，看大小決定價格，最少 20 噸的舊船要四佰伍拾萬，新的要一千多

萬。 

6. 政府對漁業有甚麼補助嗎？ 

輔導到養殖業，什麼都要靠自己。遠洋的更惡劣，在菲律賓海域捕頄會

被捉走，靠自己的船組成協會，這個協會有理事長到菲律賓私底下术間交流，

說條伔，這個團隊有 30 艘船，30 艘船什麼時候去哪裡捕頄然後會進行扣稅，

菲律賓發了許可證給他們。政府輔導二級產業，三級產業，尌是海上頄捕回

來尌是靠自己販售。養殖蝦做蝦餅，蝦餅用很大的工廠，養蝦很大的部分。

台灣經常和菲律賓和日本有摩擦，所謂的經濟海域 12 海浬，日本要強制的話

已經畫到台灣的海了。拿島嶼與日本國際海域算，中間這一塊現在只有28度，

傳說現在有的船長採用五星（大陸）的國旗到印度洋掛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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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訪談圖像資料 

  
天送埤旅客服務中心 xz 訪談天送埤休閒農業區秘書彭小姐 

  

訪談何家蔥餡餅 何家蔥餡餅強調蔥餡 

  

羅家蔥捲餅強調油壓製餅皮 羅家蔥捲餅兒子已返鄉傳承 

 

 

福美餐廳 訪談福美餐廳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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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地熱米 地熱米營業項目 

  

地熱米製米機器 地熱米農場創立說明 

  
訪談玉露茶 訪談茶之鄉 

  
訪談茶鄉園 茶鄉園民宿登陸是 6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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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星寶老闆娘 星寶老闆娘 

  
星寶蔥油餅體驗區 星寶洗蔥體驗區 

  
星寶煎蔥油餅體驗區 星寶四項產品 

  
訪談朝陽社區里長 朝陽社區天后宮是高齡者文藝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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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食幸福自然田老闆 小玉米採收 

  
忠食幸福自然田養的放山雞 忠食幸福自然田接受雜誌訪談 

 

 

栗子南瓜豐收了 朝陽漁港 

 


